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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集思廣憶－國家文化記憶庫全民徵件活動」 

「醫療。公衛。話家常」實體活動場次 

攜手全臺地方生活美學館及社區大學，於 9 月間辦理 5 場走讀或講座活動，帶動民眾關注屬於臺灣這片土地的文化記憶。 

場次 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主題 

臺南 9/12(六) 13:00-16:50 臺南生活美學館 3 樓會議室 眾神護臺灣－疫情防治與民間信仰 

花蓮 9/20(日) 13:30-17:00 花蓮文創園區第 19 棟 1 樓空間 走讀花蓮公衛歷史 

新竹 9/25(五) 18:20-21:35 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校本部 竹塹公衛半世紀—今昔暢談與史料收集 

彰化 9/27(日) 13:00-16:30 彰化生活美學館游藝堂 守護中臺灣的醫療天使 

臺東 9/27(日) 13:30-17:00 臺東生活美學館 302 教室 做伙來公衛－臺東的公衛故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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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衛。話家常】臺南場： 眾神護臺灣──疫情防治與民間信仰  

 活動日期：2020/09/12 13:00  ~  17:00  

 活動地點：臺南生活美學館三樓會議室 

【活動說明】  

民間信仰又有稱為民俗信仰，並不單純是宗教信仰的一種選擇，而是民眾生活共同體的集合呈現，涉及一個民族生活精神的價值觀，

從遠古時代人類面對自然環境開始，便隨著時代與社會變遷，產生各種民間信仰價值體系，並形成一個地方特有的精神思維。如何面

對疾病，經常是民間信仰的母題，本場次活動預期在素有眾神之都稱號的府城台南，探討不同時期在常民民間信仰文化裡，面對各類

疾病的因應策略。活動進行採影像工作坊形式，鼓勵與會學員帶來個人所拍攝之相關照片，已沖洗之紙本相片或電子檔形式皆可，老

照片與新相片不拘，於現場共述故事，並上傳徵件網站，一同挖掘臺灣民俗防疫的珍貴記憶。   

【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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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30 來賓報到、紙本照片掃描時間   

13：30-14：00 疾病與信仰 溫宗翰 

14：00-14：30 現代生活與民俗醫療 林培雅 

14：30-15：00 與談：防疫民俗照片共享 與會學員 

15：00-15：30 府城眾神防疫面面觀 謝奇峰 

15：30-16：00 藥籤與醫療 陳柏勳 

16：00-16：50 與談：防疫民俗照片共享 與會學員 

【注意事項】 

1.請參與者請攜帶 1 張以上個人拍攝或珍藏相片(任何符合「公共衛生」相關內容即可) 

2.現場將有工作人員可協助相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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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活動為免費，參與者需同意將當日分享之照片作品上傳至徵件平台參加「集思廣憶-國家文化記憶庫全民徵件活動」，並同意徵件

規範，詳情請參徵件簡章 https://memorybank.culture.tw/event/zh-tw/event_001/553210 

4.所有參與徵件之作品都應以 CC 授權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CC BY-SA 4.0)及其後版本進行釋出。 

5. 本主辦單位有調整議程之權利  

活動聯絡人 / Contact Us：溫宗翰   wents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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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衛。話家常】花蓮場：走讀花蓮公衛歷史  

 活動日期：2020/09/20 13:30  ~  17:00 

 活動地點：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第 19 棟 1 樓空間 

【活動說明】 

1909 年「花蓮港廳」設治，翌年成立了「台灣總督府花蓮港醫院」， 1913 年另設立了「奇萊醫院」作為法定傳染病及其他特殊疾

病的療養院所，隨著城市的發展，日治後期另設立有「婦人病院」、「鐵路醫院」、「鳥羽醫院」及多處診所，戰後在花蓮醫院院長林千

種醫師的帶領下，更加完備了花蓮的公衛體系。林千種醫師 1961 年退休後開設的「勝元診所」，目前也隨著林醫師走入歷史，這棟

老建築也彷彿時空凝結在最初的那個年代... 

配合國家文化記憶庫照片徵件活動，讓我們一起走訪這些在地公衛歷史的建築與隨著時代變遷轉換其他用途的醫療場域，來到歷史現

場，聆聽在地的故事，藉由歷史地圖的套疊與街景的比對，穿越時空，串起太平洋臨港小城的動人故事。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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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20 開場：集思廣憶國家文化記憶庫全民徵件活動說明   

14:20-14:50 專題講座：從歷史地圖看百年來花蓮公共衛生與醫院 郭俊麟／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14:50-15:00 休息時間：(安裝導覽故事地圖)   

15:00-16:30 公衛文史走讀：花蓮文創園區、勝元診所(林千種醫師)、花蓮醫院、瓊崖海棠

(海報區導讀)、秋朝咖啡館(鳥羽醫院)、石藝大街(舊花蓮鐵路醫院)、花蓮文創

園區  

郭俊麟／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 

16:30-17:00 成果上傳：集思廣憶徵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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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賦歸   

【注意事項】 

1.請參與者請攜帶 1 張以上個人拍攝或珍藏相片(任何符合「公共衛生」相關內容即可) 

2.現場將有工作人員可協助相片上傳。  

3.本活動為免費，參與者需同意將當日分享之照片作品上傳至徵件平台參加「集思廣憶-國家文化記憶庫全民徵件活動」，並同意徵件

規範，詳情請參徵件簡章 https://memorybank.culture.tw/event/zh-tw/event_001/553210 

4.所有參與徵件之作品都應以 CC 授權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CC BY-SA 4.0)及其後版本進行釋出。 

5. 本主辦單位有調整議程之權利  

活動聯絡人 / Contact Us：雷珺珺   5480lei@gms.ndhu.edu.tw   03-8905233 

 

 



 

8 
 

【醫療。公衛。話家常】新竹場：竹塹公衛半世紀—今昔暢談與史料收集 

活動日期：2020/09/25 18:30  ~  21:30 

活動地點：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校本部 (新竹市新竹市民族路 33 號，東門國小內/晨希館一樓 多功能教室) 

【活動說明】  

隨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公共衛生議題再次獲得世人重視；本場活動特別邀請新竹市東區衛生所退休主任李榮勝醫師，跟大家分

享半世紀以來，大新竹地區推動公共衛生的經歷與獨特回憶，暢談今昔公共衛生的重大事件與演變趨勢，讓大家更懂得預防疾病、促

進健康，藉此建構對臺灣公共衛生的認識及記憶，活動同時也邀請紀錄片工作者鄒立仁講師，分析紀實攝影的特點，說明史料收集的

過程及意義，藉由照片感受人類面對病痛威脅時的脆弱，不只讓民眾更關心公共衛生，也進一步理解醫療影像承載的紀錄功能。活動

最後並邀請參與民眾現場一起上傳公共衛生的舊照片，豐厚臺灣文化影像資料庫。  

【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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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8:20-18:30 報到 工作人員 

18:30-18:35 活動引言與介紹說明 竹塹社區大學校長及課程資深講師/李奕樵 

18:35-20:00 探討全球關注的公衛議題，徵集民眾在醫療公共衛生領域

的生活記憶，諸如：兒時排隊接種疫苗紀錄、自 SARS 到

新冠病毒的生活場景、沸沸揚揚的食安事件乃至新冠肺炎

等，建構對臺灣醫療公共衛生的認識及常民記憶的紀錄。 

主講：台灣省立新竹醫院(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婦

產科主治醫師/李榮勝 

對談：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新

竹社區影像紀錄片工作者/鄒立仁 

20:00-21:20 理解醫療攝影的紀錄特點，感受人類面對病痛威脅時的脆

弱，從而喚起民眾注意公共衛生安全，明白醫療影像承載

的紀錄功能。 

主講：鄒立仁 

對談：李榮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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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21:35 舊照片進行上傳 

綜合問答與意見交流 

李奕樵、李榮勝、鄒立仁 

【注意事項】 

1.請參與者請攜帶 1 張以上個人拍攝或珍藏相片(任何符合「公共衛生」相關內容即可) 

2.現場將有工作人員可協助相片上傳。  

3.本活動為免費，參與者需同意將當日分享之照片作品上傳至徵件平台參加「集思廣憶-國家文化記憶庫全民徵件活動」，並同意徵件

規範，詳情請參徵件簡章 https://memorybank.culture.tw/event/zh-tw/event_001/553210 

4.所有參與徵件之作品都應以 CC 授權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CC BY-SA 4.0)及其後版本進行釋出。 

5. 本主辦單位有調整議程之權利  

活動聯絡人 / Contact Us：  

黃詠靖   women5256181@gmail.com   (03)525-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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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衛。話家常】彰化場：守護中臺灣的醫療天使 

 活動日期： 2020/09/27 13:00  ~  16:30  

 活動內容：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游藝堂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市卦山路 18 號) 

【活動說明】 

以醫護人員的養成、安養機構裡發生的人事物、醫療志工....等中臺灣各地醫療體系為蒐羅對象；由全民徵件的照片紀實中，隱見平實

中透露出的不凡光輝... 

守護天使─中臺灣安養機構的故事：以在安養機構裡發生的人事物，包含創立之時，或特別事件。 

帶著隱形翅膀的天使─醫療志工的付出與投入：醫療志工在醫院裡大多數為第一線協助民眾的人，希望透過醫療志工的角度看到醫院

裡不同的故事。 

孵化中的天使─醫護人員的養成過程：主要希望收集醫護人員在學校求學的故事與事件，了解過去醫護的訓練情形。 

歡迎安養機構的工作人員或社工、醫院裡的志工及中台灣醫護人員培育科系及學校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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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時間   

13：30-13：50 

【國家文化記憶庫】 

政策說明暨推動現況  

國家文化記憶庫專輔中心 

13：50-14：40 

【專題分享】 

守護天使─中臺灣安養機構的故事 

彰化縣大愛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14：40-15：50 

【與會者老照片分享】 

由與會者分享所帶來的照片故事 

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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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5：50-16：00 【綜合座談】 館方、講者、與會者及執行團隊 

16：00-16：30 

【老照片上傳至網站】 

現場將老照片上傳至國家文化記憶庫 

執行團隊協助上傳 

16：30- ~賦歸~   

【注意事項】 

1.請參與者請攜帶 1 張以上個人拍攝或珍藏相片(任何符合「公共衛生」相關內容即可) 

2.現場將有工作人員可協助相片上傳。  

3.更多徵件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s://memorybank.culture.tw/event/zh-tw/event_001/553210  

4.所有參與徵件之作品都應以 CC 授權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CC BY-SA 4.0)及其後版本進行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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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絡人 / Contact Us： 黃小姐   urdsa1@gmail.com   04-761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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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衛。話家常】臺東場： 作伙來公衛-臺東的公衛故事工作坊 

活動日期：2020/09/27 13:30  ~  17:30  

活動地點：臺東生活美學館 302 教室 

【活動說明】  

本次工作坊將更著眼於「預防」與在地知識系統的鏈結性，不同於具有科學理論基礎的醫療系統，改由生活經驗與地方知識網絡，從

常民生活觀點出發的公共衛生觀點，例如：在新冠肺炎期間，排灣族部落執行類似於 pakiqecan  的遮蔽儀式，利用黃藤等植物防

治疫情，仔細探究其背後原因與執行時間點，除了心靈層面的預防外也是變相的提醒部落族人進出部落的衛生意識；而在阿美族的部

落，則會舉行 salifing 的祈祝驅趕儀式，以猴藤等植物進行病毒的驅趕儀式等等。以微型座談的模式邀請臺東不同族群的工作者，

在後疫情時代，分享不同族群對於防疫的方法，並透過小型的工作坊設定，邀請與會夥伴帶著各自的照片分享公衛所見與想法，例

如：土坂部落現行仍維持著全村共同打掃的模式、早期傳染病防治的老照片、漢人民俗療法、教會對公共衛生的推廣等等層面，從日

常生活精粹在地知識的記憶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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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流程內容 主講人 

13:30-13:40 報到   

13:40-13:50 開場-流程介紹   

  

13:50-15:20 

臺東公衛故事座談分享 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 

土坂部落 

台東文史工作者 

15:20-15:30 中場休息   

15:30-17:00 照片裡的公衛記憶 邱健維/東台灣研究會 

17:00-17:30 交流&照片掃瞄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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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請參與者請攜帶 1 張以上個人拍攝或珍藏相片(任何符合「公共衛生」相關內容即可) 

2.現場將有工作人員可協助相片上傳。  

3.更多徵件相關資訊請參見 https://memorybank.culture.tw/event/zh-tw/event_001/553210 

4.所有參與徵件之作品都應以 CC 授權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CC BY-SA 4.0)及其後版本進行釋出。 

活動聯絡人 / Contact Us： 林慧珍   project.foodmemories@gmail.com   (089)3476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