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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台灣聽覺電生理的領航者---楊義良教授 

 

楊義良教授是台灣聽力界的巨擘。他一生致力於導入最先進的聽力學觀念與研究、

提升聽力師臨床學的成長及培育訓練聽語專業人員等工作，不遺餘力；尤其是嬰兒腦幹

聽力測試的臨床應用，對於全世界新生兒聽力確診（應用於氣導檢查有困難預測正確聽

力閾值或鑑別診斷病兆位置的受測者），具重大的貢獻。 

 

楊教授於今年（2019年）9月14日病逝於台北榮總。

為感念於他對台灣聽力界的貢獻與影響，特別製作此一

專刊，從親人、同事與學生對他的描述與追憶中，讓我

們更加認識他。一位令人尊敬和懷念的前輩。 

 

 

楊義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教授兼主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兼任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兼任教授 

光田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臺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兼任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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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帶動最先進的聽力學觀念與研究 

❖博士論文”A Developmental Study of Bone Conduction Auditory Brain Stem Response in 

Infants” 被選為1988年《Ear and Hearing耳朵與聽力醫學期刊》總編輯傑出論文獎 

❖自1990年起回國發表有關腦幹聽力誘發反應（腦幹聽力誘發反應）及臨床聽力學的

演講，導入腦幹聽力誘發反應電生理聽力學的先進觀念 

❖參加新生兒聽力篩檢的研究計畫，提供腦幹聽力誘發反應的進修課程 

❖增進國內新生兒聽力檢查骨導腦幹聽力誘發反應與電生理聽力學的觀念 

❖在嬰兒腦幹聽力測試的臨床應用，對於全世界新生兒聽力確診（應用於氣導檢查有

困難預測正確聽力閾值或鑑別診斷病兆位置的受測者），具重大貢獻 

❖提倡將單側聽損納入身心障礙保障 

 

● 他－－提升聽力師臨床學的成長及培育訓練聽語專業人員  

❖自1992起，至林口長庚、台中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科、台北長庚---等大醫

院指導，提升國內聽力師臨床學的成長。 

❖主張採用”聽力師”取代”聽力檢查師”，提升聽力師的專業地位 

❖先後在中山醫學大學、國立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任教、擔任所長，並

創立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作育英才無數。 

 

● 楊義良教授略歷  

1949年1月5日 ⚫ 出生於花蓮富里，兄弟中排行第七 

 

1955年~1967年 ⚫ 畢業於花蓮師範附屬小學。 

⚫ 花蓮中學初中部。 

⚫ 台中二中時，在篤行長老教會受洗歸主。 

 

1970年 ⚫ 進入中山醫學大學。 

⚫ 畢業後在台北和平醫院接受耳鼻喉科住院醫師訓練。 

 

1979年 ⚫ 與柯慧真小姐結為連理，育有二女，瓊安(Joanne)及愛惠

(Dorothy)。 

⚫ 赴美至路易斯安那大學醫學中心攻讀聽力學。 

⚫ 獲聽力學碩士學位後，進入享富盛名的德州大學達拉斯

校區溝通障礙研究所(Callier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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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 獲得博士學位。 

 

1987年 ⚫ 受聘至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人類

溝通障礙研究所任教。 

⚫ 於嬰兒聽覺腦幹反應領域的研究，對聽力學具有重大的

貢獻。 

 

1988年 ⚫ 博士論文「界定人類新生兒聽覺腦幹反應 閾值的方法 

(Methods for defin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thresholds in human newborns)」榮獲《耳朵與聽力醫學

期刊》之總編輯傑出論文獎(Editor's Award for 

Outstanding Paper, 1987, Ear and Hearing) 

 

1994年 ⚫ 升任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人類溝

通障礙研究所研究所所長，接著晉升教授。 

 

2001年 ⚫ 接受中山醫學大學邀請返國擔任客座教授，同時開始在

台灣推展最先進的聽力學的研究、教學及病患服務。 

 

2003年 ⚫ 接受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禮聘

擔任教授。 

 

2009年 ⚫ 擔任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0年 ⚫ 擔任台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兼任主治醫師，提供兒童與

成人耳鼻喉疾患、嬰幼兒聽力障礙評估與聽覺輔具諮

商，語言障礙評估、治療與諮商，成人聽力障礙評估與

聽覺輔具諮商等醫療服務。 

 

2015年 ⚫ 接受弘光科技大學特別邀請籌備開創聽力語言學系，並

擔任創系系主任。 

 

2019年9月14日 ⚫ 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類澱粉沈積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辭

世 

⚫ 享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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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思念和感謝 

 

葉文英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理事長 

 

困惑與煩惱、恐懼與痛苦 

一切極度煎熬都只是無謂的虛幻 

死亡不會永遠持續 

或許我們會踏上枯燥的沙漠 

或許我們會穿越苦悶的迷宮 

或許我們經過黑暗之路 皆會離去… 

但您已先到天父的聖堂聚首、迎向天國之日！ 

 

我們思念老師的種種： 

總是如同小熊維尼般的笑容、指導學生； 

對於大學生或是研究生，總是秉持一貫的親切、溫暖的聲音：「加

油！……相信你自己可以做更好……」； 

來台近 20 年時間，教學與陪伴學生時間總是多於家人。 

 

謝謝您－將最好的教學精神留給我們，期許聽力師們汲汲努力！ 

謝謝您－在台灣帶動最先進的聽力學研究，推展聽力學發展，影響台灣

聽力科學教育！ 

謝謝您－將您的聰明與才智，延展至嬰兒腦幹聽力測試的臨床應用，對

於全世界新生兒聽力確診有很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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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聽語同袍的追憶 
    楊義良教授先後於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國立護理健康大學聽力

語言科學障礙研究所、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任教。近幾年同時於光田

醫院看診，接受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邀請參與多項會務，建立深厚的感情。曾經與楊

教授共事的教授、醫師、治療師們，都非常尊敬與感佩這位學術實務兼備，且親切

謙沖的同事與長者。 

 

 

培育聽語人才 風範永存 

盛華 

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楊老師是受人尊敬的學者。 

 

我們在北護同事多年。他擔任過多年聽語所所長，推動所務，培養許多優秀人

才。後來到弘光推動語聽系，對聽語界貢獻極大。他的離去，令人惋惜。 

 

    楊老師是一個溫文儒雅的學者，他一生的願望就是做聽語教育培養人才。他是

在我極力邀請之下進入北護教書，對教學非常有興趣。楊老師和我在北護共事十二

年，在我們共事的期間，他和我輪流擔任所長互相支持。他在北護的時候白天也教，

晚上也教，週末假日也教學分班。在校內教，也在校外其他的聽語系所教書，而且

樂此不疲。他在教學上非常認真 而且非常有耐性。 

 

楊老師在北護最需要他的時候，一肩扛起所長的責任前後總共八年。他擔任所

長的時候給老師非常大的發展空間，也給學生很大的自由度，培養出一群非常優秀

的語言治療師和聽力師。這些學生有的在臨床擔任督導的工作指導學生實習，也有

的在聽語學會及公會擔任重要的幹部帶領台灣聽語專業的發展，也有一些人到國外

拿到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各個大學聽語系所教書培養下一代。 

 

楊老師退休以後被弘光科大邀請去成立聽語系，而且擔任聽語系主任。有一次

楊老師邀請我到弘光科大幫忙看一些評鑑的資料，他得意洋洋地拿出一些資料給我

看，告訴我這是他把考選部歷年來的國考的題目，按照難易度整理出來做成國考的

複習題，給學生們做國考複習。我非常驚訝他在百忙之中，還抽空做這種耗時的工

作，他的用心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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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在台灣培養了許多人才。對台灣的貢獻很大。 

他的風範永遠留存在我心中！ 

 

 

智慧善存的長者 

童寶娟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我們尊敬的楊義良老師，在今年的 9 月離開我們了。北護全系的師生都很不捨。

中秋節當天探望病床上的老師，楊老師的話題還是圍繞著對學生的關心，關心是否

學習安頓好。還是那麼感恩、感謝我們去看他。\ 

 

與楊老師認識快 20 年。憶起初在中山任教時，聽聞有位教學很好、學生們都很

喜歡的楊（伯伯）老師。後來受老師的邀請轉任北護聽語系，楊老師當所長的時期，

是我最快樂的日子。銘心老師經常給我的鼓勵與建議，就覺得很幸運，能與這位智

慧善存的長者一起工作！那時候系上人少，多數時候，只有我與系秘及楊老師三人

在辦公室。除了忙於所務，老師亦勤於學術，常常期刊看到很開心時，就出來辦公

室考我們！ 

 

如果我會回答，老師就會更高興！還給我與秘書上一些聽力學的知識。如果無

法回答，老師就會說，「對哦！妳是學語言治療，應該沒辦法回答！」還偷偷告訴我，

「這很難哦！有些聽力的老師也無法回答。」然後再提供我們聽力學的新知。 

熟識老師的都知道老師非常喜歡聽音樂、看電影及閱讀書籍。所以那時候，所上常

會有音樂、電影與書籍的最新的訊息。 

 

很高興如此的幸運可以和楊老師長期工作，感恩老師給予我最大的支持。教導

我為人師者要以學生為出發點。楊老師的教學信念永存我們師生的心中。 

 

 

孜孜教誨  全心奉獻 

蘇心怡 

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和楊教授的交集從早期的嬰幼兒聽力檢查課程開始。因為在耳鼻喉科服務的關

係，不只語言治療的課程，聽力課程也是必要的。楊教授總是可以把艱深的聽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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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簡單的方式傳達給大家，不論是系所的學生，或者是臨床的工作人員，他總是

不厭其煩，甚至還拍攝影片，供大家回家反覆學習。 

 

從早期在中山醫學大學、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到後來的弘光科技大學，他幾乎

投入全部的時間和精神奉獻給台灣的聽語專業，讓後生晚輩如沐春風。相信他溫和

的語氣、溫暖的笑容，將留在每一位聽語人的心中。 

 

 

風與電的黎明   －紀念楊義良教授 

賴仁淙 

光田綜合醫院耳鼻喉頭頸部部長 

黎明建築在夜晚 

早晨來自月光研究所 

海風新鮮吹拂 

天空是山頂的大學校園 

你有多久沒有親眼看見 

光緩緩地打開顏色的教科書 

夜與日正在交換聽覺 

拂曉追蹤聲場 

夢在海邊開始透明 

鷗鳥飛翔如轉動的扇葉 

風與電生生不息 

帶領我們在北邊的堤岸上 

近距離觀看風車轉動 

心地高美，彷彿大西洋強勁的海風 

不曾別離 

你即將帶著自己胸懷裏的星球 

上昇，音符躍動… 

聖詩於衆生的耳蝸內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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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至親的不捨 
在兄長與妻子的眼中，楊教授是一位絕頂聰明、善解人意、孝順愛家的弟弟、先

生，他們娓娓道來楊老師較不為人知且令人感動的一面，從他們的不捨與心痛中，

讓我們更加尊敬楊義良教授。 

 

 

採訪楊義良教授的夫人---柯慧真女士 

採訪：葉文英、林淑琳、曾尹霆 

撰文：曾尹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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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良教授於 1986 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且以其博士論文「界定人類新生兒聽

覺腦幹反應閾值的方法 (Methods for defin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thresholds in human newborns)」的特殊專長受聘至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人類溝通障礙研究所任教。1988 年，博士論文 ” A Developmental Study 

of Bone Conduction Auditory Brain Stem Response in Infants” 被選為《Ear and 

Hearing》醫學期刊年度總編輯傑出論文獎。1994 年任職研究所所長，接著晉升教

授。於 2001 年從加拿大回台灣任教。 

 

⚫ 楊教授在加拿大學術領域發展順遂且有大好的前程。是什麼原因讓楊教授願意

放棄在加拿大備受尊崇以及舉足輕重的地位，回到台灣任教？ 

我先生義良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達爾豪西大學人類溝通障礙研究所任職，從助理教

授、副教授，一直升上去…，前後大約十五年。他在做博士論文，尤其是在做研究生的那

一段時間，他有很多的時間去思考、去讀、去充實那一方面的學問，他才能夠做出這番成

績，主要是因為他這個博士論文不是急就章的。 

至於回台灣任教的原因，當時他覺得台灣還沒有制度，尤其是聽力師沒有被尊重。在

加拿大、美國，聽力師都有自己的專長，耳鼻喉科醫生還是要尊重他們的專業，而不是把

聽力師當作是個幫醫師做聽力檢查的人而已。 

 

⚫ 楊教授如何以嬰兒聽力檢查的專長，在加拿大獲得重用？ 

義良因為這篇博士論文得到當年的論文獎，他在加拿大申請到一筆類似國科會的研究

基金，因此請了一個很好的助手，然後就發表了很多的論文。因為有這些論文發表，所以

他的那個升等就很快。因為常常有論文發表，他的教學也不錯，對學校的工作也能夠勝任，

所以他就一直都很順利申請升等，到最後做了系主任（所長）。 

 

我記得他剛唸博士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講課，他都靜靜地聽。老師就跟他說：「你怎

麼不跟我辯論呢？你不是應該有很多問題?你怎麼都不會跟我說。我說的，跟你的論點有何

不同呢？你要 challenge 我。」他在這段唸博士和碩士總共 7 年的時間，這樣專心的做他的

研究，去寫這個論文。他覺得說他沉澱的這一段時間對他的影響很大。這個老師的名字叫

George Morshigang。後來我們的兒子也取名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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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良教授於 1988 年 6 月 30 日收到通知信函，他的博士論文” A Developmental Study of Bone 

Conduction Auditory Brain Stem Response in Infants” 被選為《Ear and Hearing》醫學期刊年度總編輯

傑出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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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良教授研究新生兒聽力檢查的碩果，刊登於達爾豪西新聞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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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的博士畢業典禮於 LSU MEDICAL CENTER。1981 年 8 月 23 日 

 

⚫ 楊教授當時在美國進行博士研究及論文順利嗎？ 

他那篇論文，很多地方被教授刁難，說你要改這個要改那個，還不夠好…之類

的。然後他就一直改一直改，改完了以後他還覺得說，這個老師很嚴厲。但是我覺

得很好，因為那篇博士論文，後來去投稿，結果被刊登在當年很有名的《Ear and 

Hearing》醫學期刊，還得到年度總編輯傑出論文獎。 

（葉理事長補充：楊老師做的骨導型的腦幹聽力誘發反應，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有突

破。目前還有很多研究引用楊老師當年那篇博士論文，在我們電生理領域來講是很

有影響力的。楊老師可能一開始也沒有特別的感受，可是當你走過，你會發現，那

時候被刁難是留下很好的這個結果。他後來很感謝那個老師，他說因為改了才更完

美。所以他對學生也是，你可以更好，都很正向的鼓勵。老師從北部開始，帶領的

第一屆學生，就是劉樹玉等人，第二屆黃銘緯等人，接下來是羅敦信等人。老師應

該會覺得很欣慰，他對這些學生的影響深遠。） 

 

⚫ 楊教授當年出國深造的動機是什麼？ 

當年中山醫學大學在台灣的醫界等級算是不高。他當住院醫師的時候，被分配

到雙園衛生所。但是他又很想學更多，所以同時在和平醫院學當住院醫師。他覺得

他自己能力也不是那麼差，他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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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出國前在台灣擔任耳鼻喉科醫師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年輕，覺得有很多的幹勁，還有很多的精力。我們結婚以

後，他到台東林耳鼻喉科工作了一陣子，把要去美國求學的經費賺了一點，也不

是賺很多。我們覺得，我們年輕，我們都健康，一定沒有問題的，所以他就想去

美國唸研究所。而我是靜宜外文系畢業的，外文不是很好，但是日常生活對話，

我可以應付。我也很喜歡美國的風俗習慣及文化。大四的時候，我也選修美國小

說、戲劇…之類的。 

 

我們是 1979 年去美國的。那個時候是戒嚴時期，太太是被管制的，如果沒

有申請學校的話，就不能跟先生出去。於是我就去申請美國就讀社會工作或者特

殊教育的研究所。義良在紐奧良，我在阿拉巴馬，兩地相隔很遠。我就讀社會工

作兩個星期，義良就去找我，他說：「我哥哥說我們剛結婚，不能分開」（笑~）。

所以我就辦休學，搬到紐奧良跟他同住。然後，我又不死心，跑到 UNO 去念特

殊教育。後來我們有了孩子，我就全心投入育兒工作，放棄學業，就是留而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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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教授（最右邊）大學時期和醫學系同學組團參加電視台”五燈獎”節目 

      比賽，獲得勝利。後來因為期中考無法繼續比賽而放棄衛冕寶座。 

 

⚫ 你們在美國的生活順遂嗎？ 

他帶的那點錢其實是不夠的。那個時候我們常常討論，到底我還要不要再去

讀書。後來想想不行，家裡總要有一個人工作。義良賺錢的潛力比較大，所以我

們就決定，我負責工作，供給他讀博士的錢。他當時當助教，還是學生，我們家

沒有一個人工作是不行的，在美國開銷很大。 

 

所以，我在教會做秘書，教英文，因為有一些台灣移民不會英文，我就去教

英文。我本來要去餐館打工，但是因為沒有做過端盤子的工作，即使我想要學，

人家也不給我機會。後來在報紙上看到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徵文書處理的職員，我

就想應該都要去試試看，因為是考算術，台灣出去的學生算術都是---（笑）都是

非常好的，我就進了保險公司。我一面學保險，一面做內部公司的工作。那個時

候我婆婆跟我們一起住，我就幫我婆婆保險，幫家人保險。我們是信基督教的，

就覺得說真的是有神的保佑，因為後來我大女兒出生的時候就發現有心雜音，3-4

歲在達拉斯開心臟手術，醫療費用相當龐大。義良當時有學生保險，不足的部分，

就用我的去接保。 

 

那個時候還有一位我們所謂的貴人，楊義良的同學，他是一個僑生。義良就

請他幫忙。我們一家，我婆婆、我、還有小孩、還有楊義良四口，當然生活費是

不夠的。那位醫生他很有意思，他說他自己很會賺錢，義良能讀書，那他就資助

義良。有一陣子他資助我們一個月 500 美金。到他不能資助的時候，我們經濟就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台灣聽覺電生理的領航者---楊義良教授 

16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可以稍微自主了。 

 

老二出生就更慘了。他的右心室發育不全，醫生第二天就做心導管，然後第

三天還是第四天就開刀了。醫生說他的情況大概只有 20%的機會右心室可以長成，

可能 6 歲的時候需要去換一個心臟，10 歲的時候再換一個。當時是 1985 年，那我

們聽了，當然是嚇得要命啊。雖然手術費因為有保險，還可以應付，但是以後怎

麼辦呢?義良本來是打算拿到博士學位就回台灣，但是女兒這樣的病情，他就覺得

很徬徨，不曉得要怎麼辦。台灣那個時候換心手術還沒有那麼進步，那時美國算

蠻進步的。 

 

義良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快寫完了，還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加拿大哈利法克

斯市達爾豪西大學正好缺人，他就去面試。因為加拿大全民健保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他想去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有一個兒童醫院滿有名的，叫做 IWK，它是有

歷史背景的。之前有兩艘軍艦碰撞，起火爆炸，全城死了一兩千人。當時，波士

頓有一些外科醫生就趕去救人，那裡有很多小兒病患，所以呢，就特別成立了一

個小兒醫院，從此以後，哈利法克斯市每年都會送波士頓一個聖誕樹。所以那個

時候，義良就去應徵，竟然回來時跟我講，他已經獲得職位了。 

 

⚫ 楊教授平常私底下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不是苦讀的那一種。義良對地圖很有興趣，而且非常

非常有概念。他們唸解剖的時候，好像大家都讀得要死，但是他沒有很認真唸，

就輕鬆過了。他哥哥也覺得，我這個弟弟隨便讀都可以讀得很好，不需要花太多

時間去努力，那個天分就在那裡。那個時候也是我很服他，所以才會嫁給他（笑~）。 

 

他和我都是有信仰的教友。我們認識 8 年才結婚，他唸中山醫學院 4-5 年級的

時候，我讀靜宜大學一年級。我們都是民族路教會的教友，信仰相同。我們常常

說，不是信仰同樣宗教的人，沒有辦法同負一軛，兩頭牛在往前走的時候，沒有

辦法齊步走。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兒子。義良在台灣當住院醫師的時候，把賺的錢都交給媽

媽去還債。後來他去台東診所幫忙，才存一點錢，其實說真的，那個也只有一點，

等於是到美國賺的第一桶金。當時媽媽負債，卻沒有開口講很多，我們因為知道

媽媽有困難，我們給的心甘情願，是真正的孝順。所以他哥哥就說，你要來唸書，

怎麼沒有多存一點錢，然後就這麼勇敢的來。其實有些孝順，是在無形之中。我

婆婆跟我們處得很好，她在美國跟我們大概有七年之久。美國的超級市場其實不

像台灣菜市場這樣出門走幾分鐘就可以到，每週或是每幾天就要去採購一次，然

後他就帶著媽媽去，因為媽媽才知道要買什麼食材。感覺出來，他很孝順媽媽，

然後也很喜歡孩子，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全心的去照顧她們。因為學校工作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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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剛剛開始教書的時候，用我們這樣的英文去教加拿大研究生，其實是很費

心的工作。他以前一大堆的講義，都是寫成講稿。我婆婆後來去加州住，我每年

都會去看她，然後一住就是一個月，我跟我婆婆是非常好的，比女兒還要親。 

     

     楊教授（後排左邊第四位）與母親（前排中間）和家人合照 

 

他是一個對孩子用情很深的父親。1988 年，我生了第三個孩子。哇～神對我

真好，知道我希望再有一個孩子，祂就給我一個男孩。他也沒有心臟病，什麼問

題都沒有，但是還沒有到三個月，就因為嬰兒猝死症走了。我還記得那個早上，

我發現孩子沒有氣息，我就大叫啊~，然後跟義良說孩子沒有了。他一看孩子就對

我說對不起，因為他一直都在忙他的教學工作，疏忽了孩子。他對小兒子沒有太

多的照顧，例如：早上他匆匆出門，晚上回來也是吃完晚飯又去備課。所以他對

於這一點非常內疚，還因此去看精神科醫生。他那種悲傷…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他要過世以前跟我交代後事，家人去做一個簡單的告別禮拜就好，他的骨灰要我

帶回去加拿大，跟他的兒子放在一起。 

 

義良可能覺得沒有照顧好第三個孩子，所以他就過世了。後來他每次要回台

灣的時候，我就看到他很難過啊，又是眼淚又是什麼的。他在加拿大待了 15 年，

孩子也上高中了，他才離開加拿大回到台灣。他不放心孩子，就叫我留在加拿大。

我也是等孩子到了大學，我才回台灣半年、住加拿大半年。然後我回加拿大的時

候，當然就是會跟他講孩子的消息，因為孩子其實是不會很主動的，尤其是外國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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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教授與夫人、女兒、女婿及外孫 

 

⚫ 楊老師回台任教長達二十年，經歷過學系成立、立法通過聽力師法。他擔任過

北護及弘光的教授及系主任，當時他的時間都排了滿滿的行程，又要看診，

學校行政會議又多，有時候演講。他對於台灣聽力師的養成，有沒有什麼想

法？ 

他其實是非常喜歡教書，但是他非常不喜歡行政的工作。他說他在醫學院求

學的時候，看到很多教基礎醫學的醫生，每個看起來神采奕奕的樣子。他在中山

醫學院讀書的時候，有很多台大的醫生去講課，他覺得…哇這些人講起來…好像

什麼都知道，而且好像都不需要課本啊，因為…很久以來，他們累積了很多學問，

所以他其實不需要再用課本了。他喜歡當一個純教育者。 

 

他在弘光，有時候都會感嘆，我本來是教研究所的學生，現在教大學生。怎

麼越教越往下（笑），學生年齡越來越小，現在有些學生都叫他爺爺（笑）。 

 

2005 年的時候，因為我爸爸過世，我就回來一陣子。我去助聽器公司，認識

一些楊老師的學生，例如說李冠儀、葉中定、黃銘緯、蔡鋕鑫、吳若琪，還有劉

佳林。那個時候助聽器公司就是那幾個。還有玉菁、麗惠。 

 

最近有一個在慈濟擔任聽力師的洪愷鴻，楊老師對她很好。因為楊老師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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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一天在慈濟醫院兼診，聽力師如果有問題就會去找楊老師。楊老師說愷鴻考

聽力師照考三次才考過。她唸研究所的時候，怎麼講一次聽不懂，然後第二次、

第三次…一直一直一直上課，一直考試，後來終於考過了。然後她很感謝楊老師

當時不厭其煩，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她。 

 

      

      楊老師（前排中間）與師母（前排最右邊），和北護及慈院聽力師聚餐活動。 

 

⚫ 楊老師回來台灣，有沒有特別想要發展什麼？ 

    他後來的研究發表都是跟新生兒聽力篩檢有關。回來台灣大概是蠻順利的。現

在又是耳鼻喉科醫生，可以以身作則，把聽力師的資格以及能力提高。（葉理事長

補充：楊老師在這個領域上，他帶頭尊重另外一個專業。他一直認為聽力師的專業

必須跟耳鼻喉科是平行的，要互相尊重，但他也一直期許聽力組的人要努力發表一

些論文。聽語學會學誌有一些論文的審稿，有關電生理的部分都會請楊老師幫忙。

國外的研究真的是太厲害了，我們台灣這個部分還要努力。） 

 

 他很在意聽力這件事。最近有那個單側聽損的議題，他好像也蠻在意的。他說

這些人其實是蠻可憐的。就是只有一個耳朵全聾，單靠一個耳朵在聽的，是很不容

易的。有時候還會被懷疑怎麼聽不到，或是被誤解。義良剛過世那幾天，有一個單

側聽損的人（何心婕），特別來找我，說一定要找我談談、要請我吃飯，他說楊老

師對他們的幫助實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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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良教授（最左邊）於 2015 年參加單側聽損 SSD 聯誼暨研討會。 

 

⚫ 台灣聽語學會將於今年（2019 年 12 月 8 日)）年會頒發終生貢獻獎給楊義良教

授，感謝他長期以來對於台灣聽力領域的貢獻，以及栽培聽力師專業能力。 

         謝謝你們，我們很感激。 

    義良經常提起基督教長老教會 John Calvin (1509-1564)，他是長老教會創始者，

沒有人找得到他的墳墓，但是我們一直在懷念這個人。楊老師的意思是，有形的紀

念不重要。我認為，楊老師更在意的，希望台灣的聽語教育能夠繼續地茁壯發展。 

     

 

充滿福份的一生 

                                               楊義明（楊義良教授兄長） 

美國 Emory 大學兒科榮譽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兒科與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無法分割的愛 

在追思禮拜進行中，我們剛剛聽到詩班以天使般的歌聲唱出讚美詩「因祂活

著」，盧牧師講道中啟示真正的「無法分割的愛」，以及一起唱詩歌「主的慈愛真光

一步步導引」，讓我更加感受到我弟弟義良的一生有神的愛圍繞。也想到熱愛音樂的

弟弟，是秉持著巴哈在每首作曲的手稿簽上 SDG（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的縮寫） ，

就是「榮耀唯獨歸於神」。向楊義良教授道別的時候，雖然我們都感到無比的哀傷、

心痛，但是我們要以感恩的心，在神的恩典中回顧義良得神祝福豐富多彩的一

生，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his blessed and wonderful life” 。我想藉由他的一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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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神的愛，來榮耀神。 

 

他的另一半慧真，她是義良的知心，善良又體貼，盡心盡意的愛他，更是賢淑

治家，這是義良最大的福份。他兩個心愛的女兒及兩個孫子，帶給他無比的歡樂及

溫馨。在義良離開之前幾天，兩個女兒有機會從加拿大趕回來，與爸爸有很寶貴的

時間在一起。 

 

     絕頂聰明，極富音樂天賦 

義良自小就絕頂聰明，可愛又溫和的個性，是我父親和長輩們的最愛。從小學

讀書開始，就注意到他不管什麼東西都一學就會，而且髙人一籌，但他從不自誇自

傲，更不會自我炫耀。跟他下棋，我從來沒有贏過一盤，我父親和父執輩，只找他

對奕下象棋，我只能站在一邊，當然是相當的失望。在音樂上，他更有極高的天賦，

樂譜在他手上，就成為美妙樂聲。我們都讀花師附小，當時附小的合唱團滿有名氣，

我上初一時，偶爾在某一個場合看到附小合唱團演唱的照片，其中一張是義良弟指

揮的生動美妙神情，至今仍然印象深刻，他從來不提，我也不知要如何向家人報告，

可惜的是，在那個時代，我們不知道這照片是有多珍貴。他初中就開始閱覽、分析

貝多芬、莫札特、巴哈的交響樂總譜，並且播放交響樂唱片，一面看總譜，一面指

揮。 

 

他輕輕鬆鬆的讀完初中就保送高中。在台中有讀醫學院的哥哥，他決定到台中

插班高中。他第一堂考試忘了准考證，雖然一科不計分，還是上了台中二中。感謝

神，他住在學校對面篤行長老教會的學生宿舍，加上哥哥的帶領，他信主受洗。高

中時更喜好教會音樂，也參與青年會及詩班，不太讀書的他也考上中山醫科。我上

醫學院第二年時，一個舅舅寫信給我，邀請住他乾爸爸 Mr. Poole（聯合國駐台顧問）

在北屯的家陪他，義良看到信捷足先登，住在很舒適的大房子，還有專任㕑師做三

餐，很是愜意。 

 

他的音樂天賦被當時台中知名音樂家李君重教授賞識，在暑假免費住他家學指

揮。因為當時中山只需讀 6 年，他和我同一年自醫學院畢業。當兵我抽到海軍，服

役中在海上大風浪中暈船渡過。義良抽到空軍，在台中淸泉崗當軍醫。在那裡，大

多數日子是看風景、喝咖啡，過了一年的休閒日子。我說「你真正好命（台語）」。 

 

     在新生兒聽覺腦幹反應的領域發揮才智 

服完兵役後，當完耳鼻喉科住院醫師，接著在診所看診兩年。之後到美國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學攻讀聼力學。當時我在路州大學醫學中心的訓練及研究已近尾聲，

很高興能夠照顧他與慧真，住在我家。我和我妻子協助他們安定下來，熟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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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頓然領悟到，也許我可以不必再與他的聰穎天資相比了，我做的是臨床，他的

是基礎醫學，而且我自己在美國五年多的磨練，肚子𥚃似乎有些東西。 

 

他之後到知名德州大學達拉斯校區的 Collier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受到嚴𧫴的訓練，發揮才智在新生兒聽覺腦幹反應的領域做研究，他的博

士論文被選為《耳朵與聽力醫學期刊》總編輯傑出論文獎。然後，到加拿大Nova Scotia 

的 Dalhousie 大學聽力語言研究所任教，晉升為教授，並且擔任研究所所長，他在嬰

兒腦幹聽力測試的臨床應用有很重大的貢獻。 

 

他於十多年前受邀返台任教，在台灣帶動最先進的聽力學研究，推展聽力學教

學及病患服務。先後在中山醫學大學、國立護理健康大學聽語研究所任教，當所長，

接著到弘光科技大學創立聽語系，桃李滿天下。 

 

     默默承擔 孝順愛家 

他大學時代即認識慧真，但久久得不到他的芳心。幾年後，我媽媽去日本看哥

哥時，義良拜託她去探訪在日本留學的慧真，慧真對我媽媽有很好的印象，隨後開

始與義良交往。之後，媽媽在德州及加拿大住義良、慧真家很多年，幫忙照顧兩個

女兒。慧真成為她婆婆最好的朋友。過去幾年，慧真常去加州陪我媽媽，照顧她，

常常一住就是一、兩個月。我在這裡要代表我們兄弟向慧真致上最衷心的感激。 

 

記得義良初到美國攻讀時，身無分文。我當時覺得很納悶，心中想著，他工作

好幾年之後才想要遠赴重洋讀書做研究，但是卻沒有一點積蓄。很多年之後才在無

意間發現，他當完住院醫師之後在診所工作時，父親過世，媽媽面臨多重因素引起

的經濟困境。義良把每個月優厚的薪水原封不動的交給媽媽，在兩年中幫助付清債

務。這些他都單獨默默的做，沒有打擾已經成家立業的兄長們，也沒有讓任何人知

道。這就是我弟弟楊義良。 

 

義良在最近一年常常跟我說，帶完弘光聽語系第一屆學生畢業之後，就要退休

回到他最喜愛的 Nova Scotia，在風景極度優美的地方，過退休的生活。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把義良接回天家，在一個比 Nova Scotia 更燦爛美

麗的地方，與主同在。 

 

我們是萬分的捨不得，也極為心痛。我們卻要感謝神給予他這麼豐盛，充滿福

份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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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後進的感念 

楊教授桃李滿天下，從之前至醫院指導的醫師、聽力師，聽語系的

學生，悉心關懷的患者…等，對於楊教授的學識淵博、親切謙卑、溫暖

陪伴，都有無盡的感激與懷念…     

 

 

細數 17 年的僕僕風塵   ---憶我 良師益友 

                  林鴻清 

耳鼻喉科資深主治醫師 

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系主任 

 

1992，當我在台北馬偕醫院升上第一年主治醫師時，有一機緣邀請楊義良老師

到耳鼻喉科醫局演講腦幹聽力誘發反應電生理聽力學。當晚我們請楊老師吃雙連滷

肉飯（此景歷歷在目），楊教授很隨興的答應，毫無加拿大歸國教授的架子。 

1992～2000，楊教授在加、台之間，來來去去。一心只想貢獻台灣的聽力學成

長。印象中，他有去林口長庚、台中中山附醫耳鼻喉科和中山醫大語聽學系等地方，

幫忙過很多單位。台北馬偕也請他來院指導聽力師臨床聽力學的成長。當時台灣聽

力師法尚未通過，國內各醫院臨床聽力工作水準尚待提升。楊老師總是不厭其煩，

奔波於各院所間熱心指導大家。 

2000 之後，楊教授辭去加拿大的聽力學教職，專心回台工作。主要多在國北

護聽語所擔任專任教授，其間作育英才眾多（圖 1）。這其間自己也擔任北護兼任老

師， 配合楊老師開課與指導碩生論文。 

楊老師於 2013 國北護退休後（圖 2），接著轉任弘光大學聽語系的創系主任。

並同時在光田醫院看診，繼續培養後進，嘉惠病患。 

2018/3/24，與楊教授在台北馬偕發起第一屆台灣聽力及語言系所教育委員會

（圖 3），決議要呼籲教育部須暫緩增加台灣的大學聽語系所。 

2019，上半年某一天，與楊教授一起在考選部開會討論聽力師國考事宜。當日

大家已忙一整天，但楊教授仍如常出席公務。 

2019/7/19，至考選部公務，聽聞劉殿楨教授聊到楊教授心臟不好，無法前來幫

忙。當時大家都很擔心楊老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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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7，至考選部公務，當日楊教授拖者疲憊身軀出席。感受到他人很不舒

服，會後開車載他到景美捷運站，並囑咐隨行的羅敦信老師，陪伴楊教授上捷運。 

2019/8/19-22，IALP 國際醫學會在台北召開，楊教授一樣拖者疲憊身軀勉力出

席，身影令人動容與不捨。 

2019/9/8，北護舊研究生愷鴻告知楊教授從振興轉住院北榮，有公事急著找我

討論。 

2019/9/11 早上，至北榮加護病房探視楊教授。楊師母在旁陪伴，楊教授神智

清晰，急著交待我合寫電生理教課書及考選部國考出題的後續事宜。當時感覺到楊

老師的心急，故在離開醫院後馬上著手處理。 

2019/9/14  17:35 接到北護舊研究生洪佩文簡訊，打開內容看閱之前即預知不

詳。我馬上打電話給楊師母，獲悉噩耗後趕赴北榮懷恩樓。陪著楊教授家人與北護

舊研究生劉佳林，大家一起禱告唱聖歌。並播放楊教授身前愛聽的 Mozart 音樂。

隨後 21:20 盧俊義牧師趕到，我們目送楊教授大體移往第二殯儀館。 

 

     圖 1、2004 楊義良教授與北護聽語所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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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014/1/20 楊義良教授於北護聽語所榮退會 

 

 

      

      圖 3、2018/3/24 楊義良教授參加第一屆第一屆聽力及語言系所教育委員會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電子學報                     台灣聽覺電生理的領航者---楊義良教授 

26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www.slh.org.tw 

 

有知識 有溫暖的 台灣聽力學智庫 

羅敦信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助理教授 

    9 月 14 日的下午五點多，通訊軟體中楊老師的名字傳來了一則訊息寫著楊老師

走了，瞬間令人心裡往下一沉難過得說不出話，心想不知道那頭傳來訊息的人是誰，

想必一定非常悲傷，一時無法忍心開口回電致意，於是回傳了一句謝謝您通知我，

感覺的一切好不真實，令人難以接受。因為今年三月老師才因為心臟問題進行手術

治療，四月的時候還約了楊老師及幾位學校老師們一同聚餐，慶祝老師康復，老師

還說現在吃的少鹽少油，在餐桌上我們竟然討論著不同醣類和脂肪的代謝路徑，說

著說著老師還拿出手機打開相本，聊聊孫子和家人和我們話家常，有老師的聚會，

對談中總是少不了學術知識和溫暖。 

    記得就讀碩士班時，邀請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當時擔心自己論文沒有寫的

詳盡，請老師給我建議和指導，老師看完論文後給我一句話，「國內你是第一個做這

個研究，應該你要比我更清楚了解。」這句話激勵了我，除了更要充實準備，盡可

能搜集相關文獻和資料閱讀，也讓我學習到一位學識淵博學者的涵養，面對學問應

該要謙卑的態度。 

    回想 2007 年到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教書，剛擔任教職經驗不足邊

教邊學，幾次機會和老師詢問備課用的教科書和教學方法，當時都還沒有國考指定

教科書，老師就像是聽力學智庫，總是能立刻說出哪本書的書名和作者，連哪一年

出版和版次都很清楚，並且分析書中內容和特點，那一本書內容著重的是什麼，那

一本書提到哪些等等，深刻認知作為一個老師不只是會教書，更要隨時地充實閱讀

相關書籍，不斷地精進自己，也因為這樣，每次他建議的書，我都想辦法找到並且

讀完，這些影響了我在教學的態度和方法。 

    就在今年八月初北上拜訪老師，聽到他提到自己身體不適無法外出，最近都在

家裡寫聽覺電生理的教科書，即使是身體的病痛不適，還是不忘記自己的使命，而

最令人感動的是老師長時間和家人分隔兩地，獨自一人在台灣的聽語界作育英才，

默默地從事自己熱愛的教學和指導學生，相信他對我們的疼愛是如同家人，謝謝您

一路的陪伴，您永遠地活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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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病榻前的囑咐－憶恩師 

郭明雯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助理教授 

 

    感謝楊義良老師，您在病榻前仍不忘囑咐聽力學後輩們接續您手邊未竟的事

務。直到最後，您對專業的理想與熱愛是如此的令人感動。 

 

    您回國數十年間所投注的心力富饒台灣聽力學專業的土壤，許多的聽力學後輩

也在這片土壤中成長茁壯。晚輩郭明雯的專業成長歷程，也因有你的支持，在幾次

的轉折點中，逐步實現。 

 

    大三時參與您的新生兒聽力篩檢計劃，你實事求是對於數據耐心耐煩的探究精

神，開啟了我對聽力學專業進修的熱情與追求。接著，再決定前往美國進修臨床聽

力學 AUD 時，您在為我寫推薦信的同時，也提供務實客觀的選校方針，親切地提

醒我留學生涯規劃時，生活與專業兩者務必求取平衡，才能順利完成學位。最後，

在取得澳洲聽力學博士學位前，您在百忙中擔任論文審查委員，協助將我的論文修

改得紮實豐富，讓我能順利取得學位。 

 

    憶起的種種，晚輩真心很感動、心中充滿著敬佩。楊教授，台灣聽力學發展的

路上有您，是大家的福氣，今後您的精神將與我們對您的追思永存。 

 

 

盡心盡力 耕耘聽力學田地 

黃銘緯  

建聲聽覺助聽器公司執行長、聽力師 

 

    獨自坐在弘光餐廳，想起去年同樣上到真耳測試的課程時，楊老師因為中午約

吃飯要討論學生時期的事情，因此，提早了半個小時先進課堂一起坐在教室。 

 

    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在老師面前講課，但是，在那最後半小時的時間裡彷彿又

回到了論文口試時精神高度緊繃、大腦神經元高度活絡著徹底的執行言語與聽覺監

督系統運作的模式，對於即將要從嘴裡講出來的每一個字、詞、描述與句法都自我

仔細要求精準到位，不能有贅字，也不能說出讓人理解不清或造成誤解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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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面前，對於聽力學敘述與基礎理論闡述的精確要求就如同反射般的出現！ 

 

    時光飛逝，轉眼之間與老師相識已經將近 20 年了，回想起第一次和老師見面是

2000 年 2 月，在成大醫院舉辦的聽力學研習會上。當時的我由於還在服兵役期間，

因此外出參加研習時還穿著空軍軍服，被老師稱讚說學習很認真呢！ 

 

    在那連續五個周日的課程裡，充滿邏輯性的解說與帶領思考的模式，讓我這種

理科背景出身的人感到莫名的熟悉，短短的五週讓我重新對聽力學又有了更深一層

且印象非常深刻的體悟。 

 

    這一種源於最基本聽力科學原理的思考，對於我這 20 年來的臨床教學與研究，

甚至於對於助聽輔具的調整選配思考模式影響深遠，所有的科技理論運用與介入方

向原則，都可以用聽覺生理的基礎研究搭配聽力學的概念來解釋理解，老師的引導

思考教學令我獲益匪淺。 

 

    這二十多年來，楊老師一心為台灣聽力學這畝田地盡心盡力，從一開始的創地、

整地，到播種、灌溉與細心呵護，到培育出許多優秀的聽力師與從業人員繼續為台

灣努力，即使老師不能繼續帶領著我們一起前進，相信未來我們這群學生也一定可

以傳承老師的理念，繼續在這片土地上培養出更多的生力軍產生，一起發揚推廣聽

語的專業以造福社會。 

 

 

The BC guy! 

陳韻芝 

聽力學博士、美國舊金山聽力師 

 

    “Ed Yang!?  Sure thing I remember him! That’s the BC-(bone-conduction-)（腦幹

聽力誘發反應）guy.” 這是我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就讀聽力學臨床博

班時，那兒的資深教師 Dr. Ross Roeser （現任 UTD 榮譽教授）和 Dr. Jackie Clark （現

任美國聽力學會(AAA-American Academic of Audiology)會長和 UTD 臨床教授）對楊

老師的第一印象。 

 

    UT Dallas 是楊教授得到他 Ph.D.學位的母校，聽力界先鋒之一 Dr. James Jerger

自 1997 年起也在此任教。學校附設之聽語中心的腦波誘發檢查室裡，更是能翻到楊

教授當年研究骨導腦幹聽力誘發反應的期刊和建議的 protocol。骨導腦幹聽力誘發

反應是早期楊老師對聽力學的重大貢獻，主要應用於臨床上氣導檢查困難預測正確

聽力閾值或鑑別診斷病兆位置的受測者（新生或嬰幼兒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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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大學初進聽語系時，懵懂以為我會選擇語言治療為人生方向，若不是當時

主要教導聽力學課程的老師是楊義良教授和林鴻清醫師，因他們認真又鉅細靡遺的

教學，才讓我愛上聽力，更是願意選擇聽力為終身職業。 

 

當年畢業選擇聽力任職的學生，甚是稀少。大學四年期間，從楊老師身上習得

海量的聽力學知識，也漸漸培養了深厚的友誼。若不是他的鼓勵和大力推薦，我不

會到美國繼續學習與生活，有這勇氣走不一樣的路。 

 

每當遇到挫折與辛苦，總是要找楊老師聊聊，他會跟我分享他過往的經歷和各

種支持勉勵的話語，這些是讓我能挺過艱辛、堅持完成的主要力量。不僅僅是聽力

專業，這 20 年來遇上的各種人生重大課題，早已習慣要跟老師說，只要聽聽他說些

什麼，心裡就踏實舒坦許多。 

 

而這次的課題，竟是楊老師給的，一時真的好難、好難接受。沒有想到會無法

再跟老師說上話，尤其是不久前我們才又開心的談天說地，聊了許久。 

    謝謝楊教授，在聽力學上給我的啟蒙，作育英才的努力不懈，和在國際與台灣

聽力學上的終身貢獻。我將永念這亦師亦友的情誼。您的精神，將會永留於世，請

讓我們也為您做點什麼吧! 請帶著我們所有人的祝福，安心翱翔，安息主懷。 

 

 

真實的愛 

洪愷鴻 

新店慈濟醫院聽力師 

 

    每到禮拜五是楊老師來上班的日子，相較於其他醫師門診，大多數是些學齡前

兒童或是新生兒，聽力篩檢不通過的轉介個案，遇到比較多重障礙的孩子，老師總

是不厭其煩的親自過來檢查室，提醒我們要注意什麼？希望能在孩子有限的專注力

下，能夠取得最多的資訊。 

 

    下診後老師總是和我們一起吃飯，聊著地理、音樂、人文宗教⋯等等，也時常告

訴我，聽力這一份工作是一個「藝術與科學」的結合，應用所習得的知識，盡力去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老師最常提到的就是「單側聽損」的團體。單側聽損的人，因

為有一邊優耳，以學齡兒童為例，在學校上課時，給予需要的諮商，讓家長了解孩

子該如何安排、未來可能面臨的問題、有哪些管道，以及可以提供給家長的資訊；

再則，可能會有聽力以外的疑慮。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為家長諮商，在與老師閒聊

中，也時常聽老師提起他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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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身體有異狀，與老師閒談中，就叮嚀我一定要去看醫生，過了一陣子，

我開心地告訴老師，我找到原因，且已經好轉。還記得當時老師點了點頭後就對我

說：「那換我告訴你，我現在不太好….。」從那一刻起我才感受到，健康的老師也

會生病。當時，老師交代我預計手術時間的同時，也還在擔心，停診太多次，那些

已經掛好號的病人，該怎麼辦！術後到比較靠近學期末的時侯，老師來上班時刻，

略常遲到。同時，常在送報告進診間時，看著老師疲憊的身軀在看診；即使疲憊，

老師看診後還是會利用時間，處理學校學生實習問題。之後到了八月接到老師停診

的電話也變多了，八月底趁著空檔看老師，也陪著老師去醫院檢查，甚至後來老師

住進了 CCU 後也找了一天去探望老師，過程中，從一路看到老師從不適，到在 CCU

裡，開心的笑著，一度以為，老師的身體有起色，恢復以前的活力。但是，在這後

面的日子裡，老師還是不忘交代我，幫他處理事情，事後回想起師母在 CCU 對我說

的話「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起初愚昧的我，只懂得，師母表面的話，之後在老師

追思禮拜上，盧俊義牧師所提到的「真實的愛」，才讓我真真實實的感受到，這一路

老師對於身體不適放在其次；老師對”聽力領域的使命感”，才會沒有時間好好的關

心自己。即使已經生病在家休息，或是在醫院裏，還是擔心著學生實習，學校師資，

出版書籍的事情。老師想要盡他所能做的，來讓聽語領域的人變得更好，這樣能夠

幫助到更多的人。 

 

    最後，感謝上帝能夠讓我遇到楊義良老師，資質駑鈍的我，總是讓老師不厭其

煩的教導我，還好，老師從來沒有放棄我這個笨學生。楊老師的謙卑及一生默默的

奉獻，是作為我們的模範，在此送上最美麗的祝福：「上帝已為老師預備了一個好地

方，在天家應該不需要再「抓頭髮倒退兩三步了！」 

 

 

冬日的和煦暖陽 

弘光科技大學 在校四年級學生 

 

    在得知楊主任離世的消息時，聽力組的同學們都覺得不敢置信，甚至很多人當

場掉起了眼淚。楊主任留給我們的，不僅有知識，還有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主任

對我們就像冬日和煦的暖陽，總是溫暖著我們，對我們各種疑問總是耐心得回答我

們，還會和我們一起尋找答案；身為醫師的他，也從來不藏私，不吝於將他的畢生

所學傳授給大家，不擅長的事情也不恥下問。我們會更加努力，再也不讓楊主任擔

心，希望神將他帶走後，下輩子再也不必忍受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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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講授 心靈的支持 

何心婕 

單側聽障患者 

    單側聽損族群能夠讓社會大眾了解到我們的存在，楊義良教授所扮演的角色是

功不可沒的。 

 

    我是單側聽損～何心婕（葉子），自 2007 年接受自由時報以「單聲櫃族」小婕

的新聞報導開始，就開啟倡議的道路，曾於 2010/03/29～2010/04/02 配合公視手語

新聞部為單側聽損者拍攝了一系列的報導；同年也向管碧玲陳情，共同召開單側聽

損者報考國營事業被歧視記者會；之後又於 2012/10/24 由時任立委的林佳龍在立法

院質詢應將單耳失聰從寬認定，納入身心障礙保障。這其中，多虧楊義良教授在公

務及教學繁忙之餘盡其可能且不厭其煩的傳授聽語相關知識，讓我在與公部門及媒

體朋友們面前能夠提出專業訴求。 

 

    在修改法律規則時，為了照顧身心障礙者，不可在修改了辦法以後，比原來的

辦法更嚴格，否則豈不是越修法離原來的目標越背道而馳。這根本就是違反身心障

礙法的基本精神。 

 

    倡議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十二年來楊義良教授常常在我遭遇挫折時給予心靈上

的開導與支持。截至目前單側聽損雖然仍屬於隱形的弱勢，但透過不斷的堅持與發

聲，這兩年來聚集許多更有力量的盟友一起為單側聽損議題而努力。 

 

    謝謝楊義良教授，我會繼續努力，如您所言，只要不放棄，點點星火總有一天

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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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良教授於 2015年參加單側聽損 SSD聯誼暨研討會（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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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全體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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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楊義良教授的學經歷及著作 

學歷 ⚫ 1986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Dallas, Texas, USA 美國德州大學達

拉斯校區溝通障礙學博士 

⚫ 1981 M.C.D.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udiolog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ew 

Orleans, Louisiana, USA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醫學中心聽力

學碩士 

⚫ 1970 中山醫學院醫科畢業 

經歷 ⚫ 2016 - 2019 弘光科技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教授兼主任 

⚫ 2016 - 2019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兼任教授 

⚫ 2016 - 2019 中山醫學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兼任教授 

⚫ 2014 - 2019 光田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 2006 - 2019 臺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兼任主治醫師 

⚫ 2010 - 2013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所長 

⚫ 2003 - 2014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教授 

⚫ 2005 - 2012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耳鼻喉科兼任主治醫師 

⚫ 2001 - 200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 1996 - 2001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聽力

語言研究所教授 

⚫ 1994 - 1997 Director, Sch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聽力

語言研究所所長 

⚫ 1991 - 1996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加拿大達

爾豪西大學聽力語言研究所副教授 

⚫ 1986 - 1991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加拿大達

爾豪西大學聽力語言研究所助理教授 

⚫ 1974 - 1978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專業 

證書 

⚫ 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證書 

⚫ 加拿大聽語學會聽力師證書 Certificate as Audiologist, Aud (C)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and 

Audiologists 

著作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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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故人略歷 

楊義明教授 

楊義良教授於 1949 年 1 月 5 日出生於花蓮富里，兄弟中排行第七，小學畢業自

花蓮師範附屬小學，念完花蓮中學初中部之後，就讀台中二中，在篤行長老教會受

洗歸主。他於 1960 年進入中山醫學大學，畢業後在台北和平醫院接受耳鼻喉科住院

醫師訓練。他於 1979 年赴美，在路易斯安那大學醫學中心攻讀聽力學，獲聽力學碩

士學位之後，進入享富盛名的德州達拉斯大學溝通障礙研究所(Callier Center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於 1986 年獲博士學位。 

 

他的博士論文「界定人類新生兒聽覺腦幹反應閾值的方法(Methods for defining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thresholds in human newborns)」榮獲 1987 年《耳朵與聽

力醫學期刊》之總編輯傑出論文獎(Editor's Award for Outstanding Paper, 1987, Ear and 

Hearing)。他隨即受聘至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Dalhousie University)聽力語言研究所

任教。他在嬰兒聽覺腦幹反應領域的研究，對聽力學有重大的貢獻。 

 

1994 年升任研究所所長，接著晉升教授。他於 2001 年接受中山醫學大學邀請

返國擔任客座教授，同時開始在台灣推展最先進的聽力學的研究，教學及病患服務。 

他於 2003 年受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聽言障礙研究所禮聘擔任教授，接著於 2009

年擔任研究所所長。他也在台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兼任主治醫師，提供兒童與成人

耳鼻喉疾患，嬰幼兒聽力障礙評估與聽覺輔具諮商，語言障礙評估、治療與諮商，

成人聽力障礙評估與聽覺輔具諮商等醫療服務。他於 2015 年受弘光科技大學特別邀

請，籌備開創聽力語言學系，並且擔任創系主任。 

 

楊教授自小聰穎，天資過人，深得父親及大兄長的鍾愛。他極具音樂天賦，曲

譜在他手上即時成為美妙樂聲。就讀花師附小時，被選為當時東部負盛名的附小合

唱團指揮。初中時，就常閱覽、解析貝多芬，莫札特和巴赫的交響樂總譜。他就讀

大學時，受到當時台灣中部知名音樂家李君重教授的青睬，受邀免費住李教授家，

學習音樂指揮，曾擔任聖樂演唱會的男中音獨唱，也當過中山大學合唱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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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他與柯慧真小姐結為連理，夫人賢淑治家，相夫教子，育有二女，瓊

安(Joanne)及愛惠(Dorothy)。長女瓊安畢業於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醫學院，現為家 

庭醫學科醫師，夫婿譚永佳，為肝病專科醫師，有 2 個男孩，Liam 及 Theodore。次

女愛惠，就讀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大學主修服装研究，及新蘇格蘭（新斯科細亞）

藝術與設計學院(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獲美術學士學位，之後創立

服飾專業服務，夫婿 Christopher Moulton。 

 

楊教授生性直爽，溫文有禮，平易近人，謙和不驕，並且真情交友。他與慧真

夫妻倆人一生在主內恩愛，相互扶持。他的興趣及嗜好是音樂欣賞，讀好書。他特

別熱愛古典音樂，也在課餘博覽羣書，尤其喜好歷史及社會文學。 

 

他為台灣聽力學的先驅，在多所大學及醫院開創與主持聽力學及聽力專業課 

程。他對台灣聽力學的教學，學術發展，病患服務，以及培養專才不遺餘力，嘉惠

學子，桃李滿天下，廣受同僚與學生愛戴。 

 

2019 年 9 月 14 日因多發性骨髓瘤合併類澱粉沈積症及多重器官衰竭辭世，享

年 7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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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聽語會訊《與大師訪談—訪楊義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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