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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美國首位亞裔市長及

榮任華府衛生部要職—

林元清醫師

從集集小鎮的孩子，到傑出的醫療管理

者，而今成為影響全美健康的政治家

當年，在建中紅樓的日子，他為了讓學業成績從谷底

翻身，以冷水伺候腦袋打敗瞌睡蟲，熬夜苦讀；北醫

時愛好運動，卻也是 K 書高手，在大家最感頭痛的病

理學科考試拿下 97 高分；赴美發展因成功處理罕病手

術，進入醫學生稱羨的名校接受骨科訓練；他也曾是

首位亞裔市長，治理有方為華人打開從政坦途；他經

營多家醫院，跨海協助母校培養優秀醫護人才；也是

無國界醫師，全球救災義診 20 餘次。

2017 年 8 月，他榮任美國川普政府衛生部門要職，參

與政策制定、推動預防醫學，同時為全美少數族裔的

健康把關。他就是北醫傑出校友 – 林元清醫師。

醫科「體育系」 K書嚇嚇叫
「當年北醫的艱苦環境，磨練了我凡事認份、打拚、謙

卑的個性。」林元清以他一貫親和溫煦的笑容，透過越

洋的視訊，告訴北醫人。 

1964 年，他以學籍編號：531001 成為北醫第 6 屆的醫

科學生，沿襲建中時踢足球的喜好，他在北醫成了典型

的運動員，跨足橄欖球、柔道及攝影等社團，曾代表北

醫橄欖球隊 7 人制在社會組青龍盃贏得冠軍， 也是柔

道高手，擔任柔道隊隊長，讓北醫拿下全國大專校院柔

道錦標賽亞軍，贏了強隊警官學校。所以他形容自己是

醫科體育系學生。他努力運動，也努力讀書，恩師有足

球隊領隊陳定堯教授、橄欖球教練黃德修教授及柔道教

練李清楠老師。老師們給球員一個觀念：加入球隊的先

決條件是功課一定要好，儘管每年有 3、4 次的全國性

比賽，他可以打球念書兼顧，甚至病理考了高分。

在校期間結交不少好朋友，與杜長華、吳潤修、邱漢民

是高中及大學的 10 年同窗，還有幾位常翹課打球及柔

道的死黨，如江明哲、葉秀明、康義勝、王正儀及在南

加州的陸洪元、嚴明義、陳光耀、洪文祥、余文山、余

弘毅、蔡仁壽、劉英明等。暑假生活更是精彩，與高謙

次、江明哲、袁柏耀、許世模參加福隆海灘的夏令營，

周博健、黃喜祥的救國團中橫健行，少男少女在徒步 7 

天中高歌跳舞、玉山登峰、海上戰鬥營、醫學營，也曾

前往尚未開放的溪頭台大實驗林場，享受原始的森林

浴，好快，日子就這麼過去了。

五年磨一劍  骨外科新星
金門服役退伍後，林元清在耕莘醫院擔任住院醫師， 

當時很多病症都治不好，肝炎變肝癌、心臟疾病也變重

疾，年輕時當醫師看著生命的脆弱、消逝，內心有著無

力感，不知該走那一科。在幾位同學邀約下決定赴美念

書，申請到巴爾的摩的協和醫院，拎著行李、一大箱生

力麵和母親縫在衣服內的 300 美元，就遠渡重洋。飛了

26 小時，還來不及調整時差，報到就被帶進手術房，

裡面躺著一名槍傷患者，主刀醫師隔著口罩講了一串英

文，顯然是叫他縫傷口，「我認真縫完傷口打開布幔一

看，原來病患在開刀時早已宣告不治， 因自己沒聽懂，

當下覺得羞愧，於是告訴自己，要加倍努力，絕不能被

人看扁！」

來這裡驚覺，台灣的醫療與美國的水準差了一大截， 

主治醫師教學嚴格，手術時如果下錯刀或一問三不知， 

會立即以剪刀重敲手指，所以他會在開刀前前往圖書館

查資料，把手術原因、治療的過程與可能性讀個明白，

同時到大體解剖室實際演練。由於常夜診到 11、12 點，

而開刀房離圖書館只有 5 分鐘步程，林元清索性睡在

24 小時開放的圖書館，把書本當枕頭，奠定扎實的基

礎，因此主任常放刀給他。

有一次一位急診病人肩關節向後移位脫臼，這是十分罕

見的病例，連總醫師都沒看過，也不會執刀，主任就讓

Dr. Lin 主刀，結果林元清只花 1 小時就開完而且完美無

誤，贏得了同事的欽佩與院方的高度肯定。這一刀也成

為他註定一輩子要與「骨頭」為伍，當時骨外科是醫學

生首選，全美最頂尖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是人人擠破

頭的名校，通常 500 多個申請者經過多次嚴格篩選，淘

汰到只剩 4、5 名，林元清自覺沒希望， 打算在協和醫

院完成訓練後回台灣發展，沒想到卻被錄取，五年磨一

劍，從此開展他的行醫歲月。

醫療履歷豐富  埋下入閣伏筆
1978 年，林元清來到洛杉磯，先後在蒙特利市聖蓋博

谷等地執業，扎實的骨科訓練，僅管初來乍到，同樣病

況，他 40 分鐘開完、病人 3 天出院，地方的骨科醫師

動輒開 4 小時、2 週才能出院，很快地做出口碑， 因而

遭當地骨科醫師聯手打壓，感受亞裔移民在大熔爐奮鬥

的辛酸。1987 年他服務於南加州的嘉惠爾醫學中心，

以首位亞裔醫師身份擔任該院外科主任、醫師團主席，

執業同時出任南加大醫學院講師、北加州大學醫學院教

1.林元清榮任美國聯邦衛生部副助理部長暨全國少數族裔 
辦公室主任。

2.林元清擔任柔道隊隊長時，帶隊征戰全國賽，拿下第 2名。

3.1965年班際柔道賽冠軍。

4.林元清曾代表北醫橄欖球隊 7人制在社會組青龍盃贏得冠軍。

5.1965年林元清 ( 左 )與康義勝 (右 )在柔道比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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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及副校長；1980 年參與洛杉磯醫學會， 監督加州政

府的醫療政策，檢討不合理制度，保障醫師權益並維護

醫療品質。 

這一年，他也開啟醫療事業。他以父親在台灣經營的

「信安醫院」為名，在美國創立信安骨科醫學中心， 創

辦泰平醫療網，擔任中心健保總裁，與友人共同經營美

國仁愛醫療集團（AHMC，轄下有 7 家醫院 )， 是全美

最大的華人醫院體系。醫護人員以人為本關懷社區，以

致力於提供社區居民最專業的醫療服務為己任，使得集

團內的醫院連續 3 年被評選為加州最優質的醫學中心。

他表示，經營醫院的最大收穫是：敬天、愛地、惜人才，

從實際的經驗中了解美國醫療制度優缺點，完整而豐富

的「履歷」，使他成為日後川普團隊醫療政策改革的口

袋名單。

城市建設之父  為美國醫療把脈
原本只想在醫療本業發揮所長，林元清移居南加州聖瑪

利諾市多年，當地一直由白人治理市政，但 50 年來幾

乎毫無建樹，累積不少沈痾，過去有亞裔人士參選市議

員都未能選上，2001 年，在地方人士召喚下，林元清

認為是回饋美國的時候了，帶著醫師的專業與信任感， 

敲遍家戶大門，竟高票當選聖瑪利諾市長，跌破老外眼

鏡，成為地方百年來唯一亞裔市長。他改變過去市政開

會冗長惡習，採取事先溝通，每開會1 小時就取得共識，

讓老外另眼相看。在預算不足下，募款興建圖書館，解

決停車需求，整修百年古宅，讓老舊社區煥然一新，為

富庶卻保守的城鎮注入人文色彩，吸引其他城市取經，

更重要的是，提升白人對華人的觀感，改寫過去市議員

全由白人壟斷的生態，亞裔也有從政為民服務機會，所

以林元清連任 3 屆市長，地方尊稱他為「城市建設之

父」。（The father of urban construction），甚至還

形容： 聖馬利諾市的改變，恐怕連百年前的首任市長，

都會從墳墓裡爬起來同聲歡慶。

在美國拚搏 40 多年，擁有龐大的醫療企業，4 位子女

各有成就，原本是享福人生的開始，沒想到川普當選總

統，一心想改革健保，四處求才，使得林元清的名字浮

上檯面，成為聯邦衛生部副助理部長暨全國少數族裔辦

公室主任，與夫人從加州飛向華府，年過七旬， 人生

事業的下半場才要開始。

接下重任的原因是，他看到美國正面臨醫療政策執行的

困境。林元清舉例表示，亞裔在美國只占 5% 但 B 肝患

者占總體 50％；非洲裔嬰兒死亡率高，成人罹患慢性

病比例也遠高於白人，如不防患未然將增加洗腎人口， 

勢必成為國家的沈重負擔，尤其少數族裔的人口預估

2050 年將變成多數，若不及早因應，正視醫療分配不

均的現象，宣導預防醫學的重要，後果令人堪憂。所以

上任以來，他馬不停蹄地訪視、演講，引導大眾理解疾

病可以防治，以制訂活得更健康的政策為目標，如今常

有各部門醫學會來訪，他們背後代表著上萬名專科醫

生，亞裔團體也協助推廣政令，「是好的開始。」

無國界醫師  展現仁醫大愛
林元清記得，父親小時候曾因臉部不明原因腫脹，祖

父帶他去彰化基督教醫院，在外籍醫師蘭大衛治療下

救回一命，「蘭大衛醫師兩世代遠離家鄉在台灣行醫， 

讓我很受感動。」1992 年，他與一位醫師朋友相邀結

伴登頂世界最高峰 - 聖母峰，為期一個月，有天一覺

醒來，帳棚外圍集了 2、3 百位藏民，原來聽說有兩位

遠從美國來的醫師，想請醫師替大家看病。「他們什

麼病都有，我們因為長住 1 個月什麼藥都有，連割盲

腸的刀都帶了。」於是爬山變義診，有嬰兒眼結膜化

膿， 再不治療恐怕會全盲，有人盲腸炎不開刀隨時會

死掉， 當地的醫院只有 1、2 坪大，藥罐子全是空的，

一位病人腳腫大、脫臼，當地的醫生只能針灸、給藥

草，完全束手無策。下山時，嬰兒眼疾治癒重見光明，

「如果我們沒來，他們的人生肯定不一樣，唉，醫生

應該到病人需要的地方。」

從此，他開始無國界醫師生涯。自掏腰包幫助災區重

建醫院，訓練醫師救災、義診。1999 年台灣發生 921 

大地震，「我的故鄉南投集集死傷慘重，火車站是我

從小打彈珠的地方啊⋯⋯」他二話不說，帶著 40 箱

藥品與 2 位醫生前往救災、為骨折的災民治療；88 水

災也從美國返台，坐直昇機到台東救災。從南亞海嘯、

玻利維亞水災、薩爾瓦多地震、四川大地震、紐奧良

卡崔納風災、海地地震、尼泊爾地震等重大災難，他

的腳步未曾缺席過。

還曾親赴西非史瓦濟蘭王國及聖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國

義診，探視北醫常駐兩國的海外醫療團，詳實紀錄了

在非洲的見聞，讓人一窺非洲國家醫療貧乏。僅管救

災多次，他仍自覺慚愧，「比起蘭大衛，比起有些醫

師長駐貧困、災區義診的無私奉獻，我應該要留下來， 

只是對家人百般牽掛，唉，看病救災可以救很多人

啊，」言談中，展現了仁醫的大愛。

無懼先天不足  但求努力耕耘  
從集集小鎮的孩子，到傑出的醫療管理者、影響全美

健康事務的政治家，林元清認為，北醫人不是絕頂聰

明，但知道自己先天不足，所以要更加努力，他提醒

學弟妹，只要隨時準備好，多交一些好朋友，一定會

成功，因為很多疾病防治，一人做不來，合作力量大， 

所以擁有夥伴很重要，掌握這些要領，同學畢業後肯

定前途無限（teem with silver lining) ，「我只是希

望藉此機會、位置回饋社會，幫更多人活得更好，更

健康、更快樂。」

6 87 9

6.林元清與友人共同經營美國仁愛醫療集團，是全美最大的
華人醫院體系。

7.林元清在美國拚搏 40多年，擁有龐大的醫療企業，4位
子女也各有成就。

8-9.林元清在 1992年後展開無國界醫師生涯，到世界各地
救災，幫助災區重建醫院，訓練醫師救災、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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