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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時論一

B型肝炎疫苗

自從Blumberg 發現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 ，使得 B型肝炎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

新而進步神速的時代，如何以免疫方法來預防這

種病毒的感染順理成葷的便成了最熱門的研究之

一。由於 B型肝炎病毒一直都不能在組織培養細

胞中培育，並且由於有些人在感染之後會持續地

帶有大量的抗原或是病毒於體內，使得研究者只

有嚐試由這種人的血中取得抗原。七0年代初期

Krugman 等使用稀釋且煮沸過的HBsAg 陽性

的血清施行主動免疫人體試驗，顯示其具有免

疫力，這可以說是最原始的 B型肝炎疫苗。然而

由於人類的血清含有很多其他的成份，有的可能

有害於健康，因此便有許多研究者致力於由血中

將HBsAg 純化出來，加上其他種種的物理及化

學處理來確保其安全性，由於這是直接取自人類

血漿而製成的疫苗，因此其安全性特別受到重視

，經過在許多志願接種者的觀察，目前認為只要

經過一些故認定的步驟，血漿疫苗是安全而且有

效的。由於這種疫苗是 kill吋 vaccine ，因此讀

經三、四次的接種，才能產生高敷值的表面抗體

(叩ti - HBs )， 而有免疫力。第一劑接種後

一個月即有 20 ~ 30 %的人血中會出現 anti

HBs' 以後隨著接種次數的增加，抗體產生率急

劇增高，完成接種後，約 90 ~95 %的人都會有

足夠量的 anti -HBs 這種抗體的教價以後會

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減低，估計至少會有五年以上

的保護力，如果在抗體消失後，再加強一吹疫苗

，馬上會有高敷價的 anti -HBs 出現;在高感

染地區，如台灣，一般人經常有機會感染 B 型肝

炎病毒而使抗體增加，是否須要再追加一次疫苗

尚待研究。一般而言，女性的抗體反應較佳，正

常人年齡越大，接種後 anti -HBs 的產生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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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尤其是50歲以上的人，可能接種時之劑量

須要增加。在見疫系統有缺失的人，主口尿毒症病

人，接種的劑量也可能須要增加。有 5~10%的

正常人接種完成後仍然不會產生 anti - HBs 

他們對B 型肝炎病毒沒有抵抗力 ，但是感染的情

況則和一般人受到感染的情況一樣，有一點特別

須要加以強調的是，這些人感染後變成慢性帶原

者的比例並不比一般來得高 ，他們康復後也有不

少人血中會出現 anti - HBs 而獲得免疫。

在台灣 ，由於生產前後由帶病毒的母親感染

新生兒相當常見，而且這時饒的感染常常會導致

嬰見長期慢性帶原狀態，這種感染亟須加以預防

，如果出生之後予以疫苗接種，抗體的發生須要

一段時間，因此預防嬰見成為帶原者自傲果未臻理想

，所以，如果母親體內有大量的B 型肝炎病毒，其

新生見頭頭要另加一劑。.5 cι高敷價B型肝炎球蛋白

( HBIG) 。這種舍大量病毒的母親，可於其血中

測得 HBeAg 而且其血中會有高量的HBsAg

因此可以使用這兩種方法從孕婦來篩選出領要另

加一劑HBIG的新生見。今年七月起衛生署全面

推動 B型肝炎疫苗的接種，就是先由帶 HBsAg

抗原母親的新生見開始作起，所有產前核查得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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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sAg 陽性母親的新生見，在出生後第一週、

第五週、第九週以及第十二個月時皆頭接種一劑

5μg 的巴斯德疫苗，如果母親血中有HBeAg

或是所含HBsAg 的教價高到~ 2560 倍 (RPI姐

') ，則新生見領要於出生後儘早注射 0.5ω.的

HBIG ，這個計劃由衛生署主持，其策劃主要來

自衛生署肝炎防治委員會，目前已積極展開，其

成員包括國內許多專家 ，其中也有不少母校畢業

校友，希望在執行這項有意義的計劃時也能得到

諸位執業校友的大力支持，大家共同為 B型肝炎

的預防作出貢獻 。由於目前疫苗的供應量仍無法

起期內全面將所有無抵拉力者接種，因此計劃在

十年內以漸進方式，由最高危險群開始逐步擴大

，除最優先的新生見外，其他人以其感染危臉率

高低之優先次序排入接種計劃中，醫護人員由於

感染率較高而且人數不多，屬於較高優先。目前

所使用的疫苗相當有殼，副作用也很少，除了和

其他疫苗一樣可能在注射部位會有輕徵酸痛( 1 

~10% )以及徵熱( < 3 %)之外，其他並沒有

什麼嚴重的副作用。

至於那一種人領要注射疫苗這一點，看起來

很簡單，實際上全面實施時還得要考慮 cost -

effectiveness ，最理想當然是先篩梭HBsAg

, anti - HBs , anti - HBc 然後再作決定

，但是這樣作實際上仍有困難，主要是這些積查

並不便宜，權衡流行病學資料以及核查的費用，

目前初步決定，四歲以于小見不作拉驗， (但新

生見母親仍讀篩驗HBsAg 及 HBeAg ) ，四歲

以上的人則讀要測試 anti-HBc 如果屬於陰性

，才考慮接種，以免浪費昂貴的疫苗。但是由於

疫苗接種計劃是踩取漸進式，因此如果尚未列入

接種對象時而想注射的人，不論年齡一律須要檢

查，在一歲以下者如 HBsAg 陰性才考慮登記接

種，一歲以上的則要積查 anti - HBc '如屬陰

性才考慮予以接種。這些接雜的流程，目前都已

擬安，屆時衛生署將會把各種步驟說明清楚，以

便順利進行。

由於目前使用的疫苗取自帶原者血槳，基於

安全的考慮，須要不少直雜的製造及儉驗過程，

戚本偏高，因此嚴格說來仍未臻理想。最近遺傳

工程異常發達，已有研究者使用能指令產生

HBsAg 的基因放入酵母茵來製造HBsAg 作為

疫苗，初步試驗結果顯示其引發 anti - HBs 的

能力不錯，將來的 B型肝炎疫苗有可能依賴這類

方法製造，然而由於投入遺傳工程的研究發展經

費不少，售價是否能大幅減低，仍有提問。另外

也有研究者利用其他真該細胞培養插入能指令產

生HBsAg 的基因來製造疫苗，目前仍在積極發

展中。還有的學者在 vaccini a 病毒 DNA 中加

上能指令產生HBsAg 的基因，想使用這種種合

病毒來發生免疫的功用，目前仍在黑猩猩實驗中

，這種方法將來的貫用性仍待進一步研討。最理

想的方法，可能是利用氫基酸合成HBsAg 中具

有見疫性的多做蛀( polypeptide ) ，加上適當

的 carrier 及佐劑( adjuvant) 而成疫苗，但是

這種方法目前仍有不少困難，預計至少要 5~10

年才有可能出現。

糖、之，由於科技的快速進展，目前已經進入

以疫苗來預防 B型肝炎的時代，我國在這方面已

跨出第一步，我們樂觀其成，也希望能藉者 B型

肝炎疫苗的自製，能使我們自己的生物科技能有

一個好的開端，造福更多的人。

各手持為主低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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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部分之科主任已任期屆滿，新任人選已經孫校長拉聘。聘書

已由大學人事室陳主任於 7 月 31 日下午 4 時半親自揖來本院，面交林

院長轉發。各科新任主任如下;

外科陳楷模 牙 科關學婉

精神科徐澄清 賞驗診斷科吳敏鑑

泌尿科蔡崇璋 藥劑科王光昭

麻醉科韓裁雄 護理科周照芳

另放射線科主任黃國茂，巳自73年 2 月 1 日起擔任，其餘臨床科
部主任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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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之前身為「物理治療復健部 J '雖然、

正式成立於民國52年 ，但實際上已在民國4 7年就

開始對小兒麻痺見重服務，初期是由當時留美回

國的黃申生醫師來領導，隨後歷經陳漢廷、黃濟

舟等諸位主任之間墾而略具雛型;自民國58年起

則由連倚南主任領導迄今，終於成為國內最具規

模的復健部門之一。

復健科的醫療專業人員比較特殊，除了復健

專科醫師 (Physiatrist )之外，俏有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心理治療師、義

肢裝共師、社會工作人員及復健護士等 o 目前共

有專任主治醫師 4 名，住院醫師 8 名，護士 11名

，及治療師27名，並有 8 名兼任主治醫師定期參

與門當診療工作。過去十年中，也曾代訓各省市

立醫院如省立基陸、台北、苗栗、台中、台南﹒

花蓮、台北仁愛、高雄民生等醫院之復健科主治

醫師 11名，代訓軍方醫院，包括三軍總醫院及海

軍醫院的復健科醫師 6 名，目前俏有個泰醫院及

高醫附設醫院之住院醫師各 1 名，正代訓中。由

於國內能提供完整四年復健科住院醫師訓練之是文

學醫院極少，因此以往十年內接受住院醫師訓練

完畢者，除少數出國或自行開業外，大都留在各

大醫院服務 o 像 國泰 、長庚、馬偕、省桃、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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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中興、省竹、耕莘、八堵礦工、高雄民生

醫院等復健科主任或主治醫師，都是我們台大復

健科訓練出來的。木科除了供復健系學生之臨床

實習外，亦供醫學系及護理系學生作臨床實習之

用，因此教學活動相當繁重，內容亦非常充宜。

台大復健科大樓位於一西及三由病房之間，

樓高四層，佔地約 2υ0 坪， \世有側門面向公園路

，使利殘障病人出入醫院。

一樓為復健科門語、物理治療及義肢裝具等

部門 O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皆同時有初診及種

語，于午除種診之外，尚有運動傷害(星期二、

五〉、脊髓損傷(星期三〉及腦性麻痺(星期四

〉等三種特別門診，分由學有專長之主治醫師擔

任診療工作。

物理治療室設有水療、各種熱療電療、牽引

、 電刺激 、運動治療等設備，對於各種急慢性的

疼痛、神經肌肉功能障磚及骨時關節拼發症，都

提供相當有殼的治療。由於需要接受治療的人數

常超過我們的負荷量，因此有時頭等待一段時間

才能安排上治療，這點希望大家能諒解。唯有擴

充我們的治療設備、空間及人員，才能解決這個

問題。

義肢裝具室現有技師 3 名，依照醫師的處方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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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的復健。由於功立女顯著，目前已盟成為本科

很熱闊的一部門 O

四樓設有肌電圖室兼膀耽功能檢查室一間，

凡有關神經肌肉及排尿功能障礙的特殊核查皆在

此施行。此外，尚有討論室一間(兼錄影設備主

控室〕、主任室 、 主治醫師室(兼肌肉學研究室

)、圖書閱覽室、學生歡室及貫習室等。

由於擁有全國唯一的復健系為接盾，便使健

科的陣容更為堅強。在教、學相長之下，不論是

指導的老師或實習的學生都獲得很大的盎處。而

這些畢業生更是各大醫院爭取的治療師 ，其資深

者也是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及職能治療學會的

領導者。此外，木科同仁亦是中華民國復健醫學

會的重要幹部，對推動我國復健醫學的發展，貢

獻很大。

經過十多年來的苦心經營，以及木科同仁上

下的努力，已使木科在復健醫學方面，無論教育

、服務或者研究，都成為全國之領導者，尤其在

脊髓損傷、運動傷害以及截肢患者之復健治療，

在全國各大醫院中，少有能比擬者。但我們並不

以這些小成就為滿足，連主任表示，今後發展的

重點將是 : (1)繼續提高醫療品質:除爭取擴充編

制及空間之外，將繼續引進各種最新的診斷及治

療儀器與技術。 (2)鼓勵學術研究，以提昇教學及

學術水準。 (3)重視在職訓練，除現有的各項演講

上課及討論會之外，將鼓勵同仁前往國外進修，

培養專門人才。

總之，台大復健科像是一個大家庭， 融合了

醫 、 護 、 治療師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的精神

，不斷地為推展復健醫學而努力。希望有志之士

不斷地加入我們的行列，也希望醫界各先進繼續

給予鼓勵與督促，以便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

C:$:丈承連倚南主任指正，特此致謝。 〉

製作各種義肢及支架，以配合殘障病人之需求，

使他們能早日擁有獨立活動之功能。

二樓為復健病房及運動生理研究室。復健病

房共有37床，住院治攝的病人以中風及脊髓損傷

者為最多，其他如椎間較突出症需長期物理治療

者，截肢患者需裝義服者，及其他原因所造成的

嚴重殘障者。由於這類病人需要整體性的復健治

療，因此平均住院 H數特別長，約為75日，這也

是復健科的特色之一。

運動生理研究室擁有全國最完善的電腦化動

態心肺功能檢查系統一套，配合電動跑道，肺踏

車式及手搖車式運動測量儀，心電圓監規器及急

教電擊器，耳式捌氧儀等，可安全而完整地施捌

運動當中的重要心肺功能數攘 ﹒以提供診斷及復

健治療的參考。對心肺疾病患者的復健工作以及

運動醫學的發展，協助很大。另有Cybex 1I等速

肌力捌量及訓練器一套，對受傷或于術後的肌力

評估及訓棋樟有價值。

三樓有職能治療室 、語言治療室 、心理治療

室及見童治療室。職能治療部門除設有一般職能

治療外，還有日常生活訓鍊及數種技藝訓練，除

了改善病人的活動功能之外，還強調日常生活之

獨立性及職業技能之評估與指導 。許多中風病人

經過職能治療設 ‘ 大都能減少對別人之依賴性，

而脊髓損傷者也大都能在輪椅上，照顧自己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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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徽漿菌性肺炎

特內科/薛尊仁特

病人因咳嗽、發燒而初診為肺炎是一般慣例，但是如果沒正確診斷出引起肺炎

之病菌，治療土常常徒勞無功。

急診部主任李治學

儼漿菌性肺炎 (Mycoplasma Pneumonia) 肺部的臨床表徵

又稱為異型肺炎( A typ ical Pneumonia ) ，是 感染籲漿菌後只有10%以下的人會產生臨床

由籲漿菌 (Mycoplasma Pneumoniae )感染而 ‘ 上明顯的肺炎症候。籲漿菌肺炎的症狀主要是發

引起之肺炎。臨床上籲欒菌性肺炎的徵侯很像躇 撓、冷顫、居嗽、頭痛、及全身倦怠。頭嗽通常

過性病毒的感染，但和墉過性病毒感染所不同的 是乾咳或有少許的接液，有時亦可見腫性的痠波

是，籲槃菌性肺炎對於特殊的抗生素治療有很好 ，雖然頭血或肋膜性胸痛是很少見，但有時症狀

的反應。這也就是它被稱為"異型"肺炎的原因

。雖然長久以來大家都知道籲漿菌在小孩及年輕人

是一種常見的呼吸道病原盟，但現在可以很確定

地說，它在各個繡告層的肺炎中，都佔著一個很重

要的比率。最近的經驗顯示籲漿菌感染所引起的

肺部徵帳是很有變化性的;可從自限性上呼吸道

感染、肋膜積水、蝴農窮、到有生命危險性的肺炎

。除此之外，籲漿菌有時亦會造成嚴重的肺部以

外白宮芷狀。

流行病學及致病機轉

籲漿菌體感染在整年都可發生，但在教天及

初冬感染機會較高。通常在小孩及年輕人( 5 到

20 歲〉較為常見，但是隨著年紀的增高，籲漿

菌性肺炎還是在肺炎中佔著一個重要的比率。在

一個研究中顯示籲漿菌性肺炎在大於40歲以上的

肺炎中佔有 11~17% 。比較容易得到籲漿菌性

肺炎的主要是較擁擠的人室，例如學生、犯人及

軍隊士官兵。感染的途徑是吸入急性感染病人的

咳嗽分泌物所造成的，其潛伏時間( i ncuba ti on 

period )約為 14 到 21 天。經過感染後只有大

約 3~10%之病人會產生明顯的肺炎臨床表徵，

而大部份的病人只有上呼吸道的症狀如咽喉炎或

支氣管炎。

6 

會像肺動服桂塞。頭痛常為最痛苦之症狀，發熟

的程度不一，不加治療時，高燒可持續一至二週

'胸部理學被查之發現可能極少，和胸部X光照像

之發現常不成比例。但濕性囉晉、乾囉音及障鳴

有時可聽到。 25 ~ 50 %肺炎的病人亦有上呼吸

道之症狀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及耳痛。發撓、頭

痛及全身倦怠在無治療時大約在7~10天可自行

消失，但是咳嗽通常會持續較常一段時間。抗生

素治療(四環素或紅儼素)可減少症狀的期間，

並可加速X光上肺炎陰影的消失。雖然以前認為

很少見，但是現在發現有時高達20%種鼓舞菌性肺

炎的病人可發生肋膜積水。此種肋膜積水大都量

少、單側、瞬間性，且通常在側躺時才可發現。但

是有時兩倒或大量之肋膜積水亦可見，且通常2頁

要 3~4 週才會消失。至於由於籲漿菌肺炎而引

起肺瞋麗的非常少見，不過到現在至少有 3個病

例故報告，且其對抗生素治療反應非常嚴慢。

實驗室發現及診斷

籲漿菌肺炎之病人大約有25%其自血球數目

大於 10000/mm3 ，其餘的皆在正常範圍內。在

極少數的非常嚴重病例有時白血球數目可高達

25000 至IJ 50∞0 個。缸血球沈搬試驗大都增加，

其餘血蔽的生化核查大都在正常範圍內。有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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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偽陽性的梅毒血清反應 ( VDRL ) ， 或心

電圓可星現有心包膜炎或心肌炎的變化。徹頭菌

性肺炎的胸部 X光的表現是非常富有變化: 最主

要的是在下肺葉有單側的浸潤( infiltration ) 

'丹狀的主氣管肺炎的變化， 此約佔 75 ~90 % 
的病例。在 10 ~ 40 %的病例可見到有兩側的浸

潤，且都是由肺門向外擴散。很少數的病例可見

有浸潤廣泛大葉 、上葉或不止一葉 o 通常胸部X

光的變化大都在 10 到 21 天內消失，但是完全的

浸潤消失，有時2頁要 4 至Ij 6 週 。至於徽漿菌性肺

炎的產主斷主要是根攘血清學上的被查: 比較急性

期及快復期血清中的補體固定性抗體的數目，如

果有 4 倍以上的增高便可當斷為徹頭菌性肺炎。

在始至IJ %的病人在恢復期時可見高數量( > 1 

64) 或 4 倍以上增加之寒冷血液;凝集素 ( cold 

hem aggIu ti nin )。但高數量的寒冷血液凝集素

並不能確定診斷為籲漿菌性肺炎，因為在其他的

疾病，冷?凝集素亦可有增高的現象。

治療

籲欒菌性肺炎的臨床表徵如發饒 、 咳嗽 、頭

痛及X 光上的變化， 給予四環素( tetracycI ine 

)及紅籲素( erythromycin ) ， 均可加速其故

復正常。通常治療2頁持續 10 到 14 天 (每天 2 克

〉。現在有人朝著發明疫苗產生主動免疫的方向

進行，但臨床試驗過死的或不活化的疫苗均無法產

生臨床上有意義的血清抗體，而減活化疫苗的使

用，現正在研究中。

本陳國將宣施尊重動制度

本年 7 月 30 日行政院同意木院之專勤獎金

制度 ， 本院擬自 8 月 1 日起實施。特於 8 月 7

日召開木學年度第 1 吹臨時醫務會議 ， 除介紹

各新任科主任外，並討論木院醫師專勤獎金制

度之實施。院長指示，請各級醫師儘早簽署不

開業獎金承諾書 。務必在指定之日 前簽署完畢

，逾期現為不簽 ，明年起不續發聘書。目前出

國之同仁 ，也必須指定之日內簽署，才可領取

入月份的獎金。

所有簽署不開業承諾書者必需嚴格遵守規

定。

不開業獎金承諾書要點

不開業獎金承諾書要點已報校按定中。其

大約內容如下:

l 簽署不開業獎金後各級醫師應專心從事臨床

量文學，提高醫療水準與服務品質，加強研究

發展醫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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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巖禁從事未經認可之院外職務 ( 包括日問及

夜間〉 。

3. 不得從事私人之苦療業務(包括日間及夜間

4 不簽署承諾書者 ，各級住院醫師解除任用或

解聘。專任主治醫師改為兼任主治醫師，具

本校臨床學科各級教師職務者改聘為同級之

兼任敢師。

5. 如違反規定時 ，經院方查研屬賞者，除賠償

該年度已領之全部獎金外，並報校處分。各

級住院醫師予以免職或解聘，專任主治醫師

見職。具木校臨床學科各級歡師職務之主治

醫師改聘為兼任歡師。

6. 院長 、副院長 、秘書及各醫療科部主任，必

需簽署。

1 凡出國一個月以上，出國期間內不發獎金。

&休假期間，不在外開業，並來院工作者發給

獎金。

a 經按准之兼外時間，每週不得超過 2 個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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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新的日嘗試. • • • • • • 

門診醫護聯合作業

護理系/鄒慧誼

筆者是大學護理學系的畢業生 ， ~t業後一直

從事公共衛生護理的服務及教學工作。兩年前赴

美進修期間，曾修習「身體評估」課程， 基於這

些經驗，加上系主任余玉眉博士不斷的鼓勵，去

年 (72年) 5 月開始和台大醫院一般科主治醫師

一陳慶餘醫師在台大醫院門診試著做「醫護聯合

作業」。

所謂的醫護聯合作業有幾個特點:(1)護理人

員角色的擴展一一作業芳式包括由護理人員為初

診病人做健康評估，亦即間診及身體驗查，初步

了解病人的健康問題，做護理診斷，例如護理診

斷可能為:血壓值高且對其慢性病有否認的行為

。(醫學診斷仍是醫師的範圈，例如，可能這個

病人的醫學診斷是「高血壓 J )。除了健康評估

以外，她還做葭診病人的健康諦商、轉診及追院

.....等工作。 (2)醫護人員協同性的工作關係一一

雖然醫護人員一直都是健康小組的該心人員，傳

統上其工作仍有主從劃分的關係'鬥當醫療中，

這兩種人員需要有不同的獨立判斷能力，以成為

執業單多伴( Co - pract i tioner )才能滿足目前門

診求診病人的需求，例如;求診病人中有許多有心

理社會問題造成身體疾病者，醫師較重區見其生物

身體層面 (biophysical )，而護理人員則可從

如何協助病人應付( coping) 慢性病的層面來處

理。換句話說，醫師主要的功能是治療( cure) 

，護理人員主要的劫能是照顧\ care )。

筆者曾在73年 1 月出版的護理雜誌對此項工

作方式做較詳盡的報告。陳慶餘醫師接若在 3 月

出版的護理雜誌也發表了他的看法，在陳醫師的

8 

專文姐， 羊j 幾個重要的發現: (J )大部份病人把台

大醫院當做第一線的治療單位，護理人員在基層

醫療體系中占很重要的角色; (2)病人經過問診與

身體檢查後，可以得到約90%的正確診斷率，如

果護理人員能具有正確的身體評估技術及知識，

可掌握大多數病人的健康狀況; (3)一股門華具有

幾個特色:大部份病人為照顧性疾病 ， 而不是治

癒性疾病，護理人員在照顧性疾病病人的處理上

，可以發揮很多功能，例如高血壓或糖尿病等慢

性病是需要長期治療的; (4)初診病人約有的%左

右的人需繼續在門診追院治療，可以用預約的方

式，使其得到繼讀性的照顧，護理人員在慢性病

病人的追院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貢獻。

醫師具有正確的團隊觀念，了解協同工作的

意義是促成此項工作繼續干去的重要原因 O 由於

陳醫師在美國有實際的這種工作經驗，覺得很值

得在國內試試看，願君、對目前門議醫療作業現況

有所改變，才有這種改革。就筆者的經驗，此種

工作模式除了對醫師是一大跳戰以外(因為要打

破傳統、授權部份工作給別人) ，對護理人員更

是一項跳戰。護理人員不再是完全根攘醫囑，執

行醫療護理工作，她需要更多的獨立判斷，需要

自己做護理的判斷。在鬥診裡'護理人員也不再

是「叫號碼的人」、「花瓶 J :或「打針 J 及「量

身高體重」的人，自tg會更關心病人的健康問題，

更實際的接觸病人，提供切合病人真正需要的護

理。希望此種工作模式的發展，有助於醫護專業

未來的成長，而且對提供所謂高品質的照顧(

Quali ty of Care )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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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藥物不良作用情報口

類固醇所致之精神症

台大藥局/異如琇﹒陳瑞龍

人們早已熟知。J 川J Cor ticosteroids 正是 更能有力地證明類固醇昕致之精神症，女性發病

adrenocorti co t ro戶ic hormone (ACTH )能 率高於男性。在此研究中，使用類問醇的女性有

引發精神症狀，然而對其間的關係卻昕知甚少 。 19.7 %產生精神症，而男性僅有 3.39益。

由 一份追溯類問醉昕致之和!j 神症狀的研究報 有效的治療方法包括逐漸減少要頁固醇的用量

告(共93個病例，其 rf-1 79jýIJ 來 n 丈獻， 14例來白 ，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及電擊( electroconvulsive 

Universi ty of Iowa Hospi tal 尚未發表之記錄 therapy )。于表列出治癒率:

)及 29份研究室頁固醉在不同疾病狀況 fßí 臨床放

力的報告顯示，大約有 5 96 的使用者產生嚴重的

精神症狀。其中最常見的為心境 ( m 000 )或情

感( affect) 變化，例如欣快感( euphoria) 或

抑鬱( depression) 。在文獻的79個病例報告中

，類固醇所致之精神症有以下分布形態 : :tJp鬱(

40%) ;誰妄( delirium )並具意識混詢( cloud

ing of consciousness) ， 定 向力障礙( disori-

entatìon ) ，精神運動性活動( psychom otor 

activì ty )改變等特徵(10%) ;精神分裂症(14%

)躁症( mania ) (27 % )及躁鬱症( 7.6 % 

)。而由未發表的14個病例中顯示，從開始類由

醇治療至精神症發作的期間為 1~'45天。其中 43

%在使用第一週內發作 '57% 在兩週內， 93 %在

六週內發作。此數字與文獻中的79例相符 o

Boston CollaboratÌve Drug Surveillance 

Project 對 676 位病患評估服用 Prednisone 引

發急性精神症的報導最能證明劑量與反應間的關

係。平均日劑量愈大，則產生精神障礙的概率愈

大。隨後的研究亦誼賓此發現，在14側的報告中

，僅有23%患者在發作前服用的 Prednisone 少

於 40 mg/ 天，其他的πfZ則超過 4Omg / 天。

附加的危臉因素尚有女性及同時存在之內科

疾病如全身性缸斑性狠瘡 (SLE) 。在文獻的79

例中， .女性佔68% .男性則僅佔32銬。臨床試驗

49 

病是、教 :台癒率 tdiz2 A 療 方 式

36λ、 92 % 逐漸減少類固醇

25λ、 84 % 使用抗精神病祭物

8 月、 100 % 抗精神病無物，減少類固醇，

或控垃

11 川、 100 % 電擊

6 川、 0% 三環抗者手劑 (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 

不論治療方式如何，多數病人在病發後數過內可

在癒。在14例的系列中，平均發病時間為21天;

文獻報導的5617IJ '發病期為 1 ~ 150 天，其中 38

%少於一週， 55%少於兩週， 93%少於六週。

取材白:

Lewis , D.A. and Smith, R. E. :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5: 319 (Nov. 1983) 

Reactions 93:3 (Mar. 1984) 

木院桌球社為提高員工對桌球的興趣，

於每星期四下午五時半至入時特學辦初級班

， 一期三個月，報名參加的員工相當踴躍，

該社並舉行加強班及桌球錄影帶觀摩會，歡

迎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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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選舉潑~答111m 1_乏必}{三話- 句------ 一 , 
電刺激可加速手術後的

親帶和肌體的癒合

加拿大奧運代表毆的運動醫學主任 Stanish

醫師在美國骨科醫學會中報告，在 4 年間利用電

刺激治療 125 位運動員的初步結果顯示，在于術

後數天，將1. 5 吋長、鉛筆般租細官激電池埋在

最近才縫合的朝帶或肌腫旁邊 ，然後以固定的10

至 20μA的電流量來刺激之，六個月後利用關節

鏡來取出欽電池，並同時作切丹鞍查。 110 位膝

韌帶及15位跟暐于術的病人平均在手術後六個月

重新校復運動競賽的能力，對某些運動員幾乎縮

起了將近一年的復健時間。其中有三位病人對欽

有不良反應，這是所觀察到的唯一副作用。

(復健科/賴金鑫〕

血液淨化療法

生力軍，臨床醫師可針對不同病人的需要，選擇

適當的方法，來達到血液淨化的目的。

( 內科/謝博生〉

超音波診斷之安全性

超音按語斷之使用非常普及 。其安全性，尤

其是對胎見有無危害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美

國 NIH 為lIt特組成一 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e 根據現有之資料對超音技診斷之

安全性加以澈底驗討。 1984 年 2 月 6-----8 日發

表之報告中指出:迄今為止，在動物質驗、組織

培養灰人類三方面的研究，尚無證攘足以顯示超

音故對胎兒具有危害。他們的結論是當有 acce pt

ed m ecli ca 1 indi c a ti ons 時，超音技診斷對懷孕

之處置確具價{前，至於 routine use 之 e fficacy 

則向待確立。對此報告之全文有興趣的校友可洽

台北市常德街一號醫用超音技學會陳小姐(電話

發生腎衰竭之時，為了去除血液中的毒性物 3123456 轉 2308) 0 (婦產科/謝豐舟〉

質，移取過多的餌離子、訥離子及水分，以及調

節體液的酸鹼平衡，須要使用血痕淨化療法。主 台大設立咀嚼肌功能研究室

耍的血液淨化療法包括:間歇性腹脹透析、持續

性可走動腹膜透析 (CAPD ) 、血痕透析、以及

間歇性血液過濾等 4 種方法。 最近的報告星示:

另一種方法「持續性動靜服血滾過福法J '使用

較嚴慢的速率持續地移走血液中的毒素及過量的

體液和電解質，可以避見血液透析時容易發生的

木平衡症候群、血壓或心律的急劇變動，以及低

氧血症，同時又可避免腹膜遺析時發生的蛋白質

j喪失，它對於大分于溶質的移除，教率相當高

，但對小分于溶質的移除，教率卸車主血液透析法

為低。此種方法的引進使血液淨化療法多了新的

10 

台大醫院牙科咬合與矯正部門為研究國人咀

嚼肌之生理學、診治齒列不正及頡關節一一肌肉

機能障碟症，去年在陳坤智教授及蕭裕源副敢接

之主持下，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設立了咀嚼

肌功能研究室。現正用入頻道肌電圖捌試機、光

電管頭運動記錄分析模進行矯正前後之咀嚼肌功

能分析，並作額肌症病人在治療前後肌電圍及顛

運動之資料收集和評估，近日將增購電腦資料擷

取及分析裝置，以便快速整理項目繁多之寶料。

(牙科/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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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鴻
望著這幢古老的紅色建築物，別離的傷感油

然而生;二年的開克拉克"和一年貫習的生涯猶

在眼前。「別了!台大醫院，但願他日我倆能再

見面。」

這次榮幸應台大醫院麻醉科陳楷模主任的邀

請，回到科內作短暫的教學指導，也順道看看國

內進步的情形。木是難得一趟回國，該是舊地重

遊'與現朋好友腸談，或是踏盡古跡名勝、嚐遍

島內山珍海味，補償八年來飢腸濃濃的痛苦。卸

因有鑑於台大醫院麻醉科正是起步階段，正需國

外教授的指導，加上姚繁盛醫師的再三催促，終

於也踏上征程，隻身到台大醫院報到，開始這一

個月的教學生眶。

初抵台大醫院景象依舊，車水馬龍，一如往

昔。負起台灣教學、研究與服務的中心，卸也被，

無情的歲月刻劃出無數蒼老的皺摺。中央走廊仍

是人來人往，門診部仍是大擺長龍，身穿長捏白

色上衣的醫師、護理人員及工作人員點綴在大樓

的各個角落;只是往日奮發上進的精神，似乎是

說折磨得已不復存。第一天是由麻醉科黃芳彥醫

師接待，除了安排有關事宜之外，當然也介紹了

科內的情形。他提到了科內七點二十分的早讀會

，令我驚訝萬分。猶記得當年麻醉科實習是休暇

的好去處，報到之後，剩下的由你自己去安掛，

沒值班、沒教學也沒有測驗，大家都樂得輕鬆，

也都浪費了二星期賈習的時間。這種早讀或晨問

討論在國外尤其是外科與麻醉科非常流行。藉著

晨間討論，大家交換心得，擬定計劃如何作好一

51 

蔡杏烈

天的工作。國內能奮起學習實是不易。

首次上課，面對著二♂十來位年輕奮發的新血

，熱心的學習與發間，心中真是感慨萬分，也覺

得這次回國指導教學是不虛此行，更慶幸有這麼

一個寶貴的接會，能把國外所學所見帶回到國內

，尤其是自己的母校。

往後的四、五星期，學習的精神，更是抖擻

，其間由於四位實習醫師的加入，使得學習陣容

更加堅強。我也立即去歡材室臨時製作一些幻燈

丹，雖明知不可能在短起一個月內將整個麻醉系

統作一個完整的介紹，但也傾力以赴，犧牲晨間

寶貴的睡眠時間，期望在這起暫的時間內，帶給

科內人員一些東西。

一個月來匆匆去也匆匆，倒是台北的三多，

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一是水多，幾小時的傾盆大

雨，可將台北變成威尼斯。一是車多，人、轎車

、卡車、公車、摩托車、腳踏車，在平交道前衝

鋒的奇景，令人畢生難忘。另一是垃圾多，在內

湖有"垃圾山"聞名。美國的餐館以廁所的乾淨

驕傲，台崗的餐館大概是經理室了。在這段停留

期間，我也應邀參觀了長庚與馬偕醫院，覺得台

大醫院仍是國內教學研究的重鎖，有心人士如肯

繼續努力，不讓這學術研究的精神中斷，相信台

大仍能重振往日的雄風，這有頓於台大醫院全體

上干的合作努力，和與外界的溝通，他日再回國

一行，願能見到不同的景象，也願見這國家醫院

能成為國內首要的醫學中心。(落筆於新澤西州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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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科新任主管介紹(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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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外科之展望

#de
f 

A外科主任 陳楷模 ，男性， 台南人，現 :q:

55歲 ，台大 畢業 ， 47年 7 月起擔任住院醫

師， 53年 8 月升講師， 57年 8 月升任副教

授， 64年 8 月升任教慢， 兼急診部主任。

71年~ 8 月兼麻醉科主任。陳教授曾於56年

7 月起在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搪任研究

員 一年。

陳楷模主任於高故天成院長逝世二十週

年紀念演講會中，以外科的傳統勉勵昕有

與會的醫師以重新恢復醫學王國的聲譽。

今日外科的成就乃由於外科之傳統一那是

智慧 、技術與道德 。 在這個傳統下，互相

合作，前輩領導後輩犧牲自己，後輩尊重

前輩，服從前輩，團結一致，目標一致，

每一個專科都互相溝通，互相合作，並由

院方領導及協助，如此全體醫師的力量才

能充分發揮。「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草草草台大醫師未來應走的方向。

~mlI111IWlI11'M ll I1MìlI1 i'i'ìlMllI11'ilillllll'lll'I'I'11M /IlII'ilI1111' 111111 11MilIWl i' I'I' Mili'M III'11MilllilllI111111111ilI1l1 l\l1ilI1~llI1 l\l1M~M~~~M~~~lIMlIl\l\l\l\l\~翩翩翩l\l\l\

牙科主任關學婉任勞任怨

/\ 

A牙科聞學婉廣東番禹人，女性，現年

61歲。民國37年 7 月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

畢業，省獲Lo Yola 大學碩士。 47年10月

起擔任牙科助教， 52年 8 月擔任講師， 59

年 8 月升任副教控， 63年 8 月升任教授。

12 

台大醫學院牙醫學系及台大醫院牙科

主任關學婉教授自入月一日接掌以來，每

天戴著口罩忙裡忙外，雖然她正因卵巢腫

瘤而化學治療中，仍不辭辛勢，為著能擴

充設備、增加名額，以期成立牙醫學院在

努力。她是牙醫學系創系30年來第一位女

主管，負責 口腔病理學、組織學、診斷學

的課程，鬥診歡學嚴謹，待人和靄可親，

師生們尊稱她「關爺 I '對這雅號，她樂

得接受。牙醫科系同仁全力支持這位新主

任，也希望院方、校友多多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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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拾穗

追恩恩師李建堅教授

去年冬，先母的安

息l禮拜上，恩師李廷堅

教授便咽地握著載的于

說 í 勿因喪母而失志

。」而今，當我的悲痛

未曾絲毫減退時，去p突

然接到恩師摔逝的噩耗

"一一件不能令人相信

人敦厚樸賞，方正不筍，特別是他為真理而執著

絕不妥協的精神，往往在後輩及學生心目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這在各種醫學討論會中，特別是臨

床兩理討論會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

先生體素健，宜享高壽 ，雖有氣喘宿疾並不

足慮;近年稍有心律不鞋，是在經李源德教授悉心

診治並無大礙，李教授日前尚囑其再詳細檢查，

要在因教學、研究及服務的公務繁忙，終未及安掰

字廷堅教授追.fl哇
的事。 即摔逝。時不我矣!先生既逝，呂鴨基教授每一

昨晚按至Ij電話時， 述及此即歇歇不已。近閱林和惠醫師所記"生病

有半響說不出一句話來。來到那冰涼的冷凍庫前

，再度感受到天人永臨的悲痛。

深夜走在寂落的中央走廊上，那熟悉的身影

不斷地顯現在眼前。三年前，回國後不久，當我

們以克難的設備診斷出一例 H 甲基縮頭果酸尿症

"時，他那喜形於色慰勉;有加的長者形象再度浮

現出來.........。前不久，李明亮教授回國演講，

我們三人在研究室襄共商圍內醫學遺傳學的展望

時恩師的音容笑貌再度清晰地顯現在眼前. . ....。

恩師是母校醫學院諸老師中形象較為突出的

一位，並不是他刻意愛出風頭，而是由於先生為

A台大醫院為紀念故高天成院長逝世二十週年，於

73.8. 11. 舉行紀念演講會。由林國信院長主持

。孫校長、許署長、前衛生署長王金茂先生、前

醫學院院長杜聰、閥、魏火曜、彭明聰、前醫院院

長邱仕榮、及許多曾與高院長同事的前輩醫師、

與同事的三百人均來參加，第七講堂空前大爆滿

，台大醫師大團圖，場面非常感人。

A中央研究院與木院生理學科合聘歡授、內分誼、學

家、中華民國內分恆、學會理事萬家茂博士於入月

七日晚上心麟病突發去世，享年五十歲。

. 53 . 

的醫生"一文，談到「根據我的觀察，醫生可能

是最不關心自己健康的一軍人。 J 悲哉斯言!當

恩師當年的同窗張榮茂教授、林丈士入教授相繼

離故們而去時，恩師常戲言 í 于一個會不會是

我? J 一語成識，生者情何以堪!

先生逝矣!雖逝者不可復生，而先生之道德

文章、事功均自足以不朽，宜無憾矣!本刊編

輯陳秋芬醫師驚聞恩師仙逝，囑余為丈，余欲申

無限之哀思，誌師恩山高永不J忘也。中華民國七

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小見科/王作仁〉

6 73. 8. 7. 召開 8 月份記者招待會，除由院長及

副院長報告最近之院務發展外，並敦請外科教授

李治學發表「肝細胞癌之外科治蹟」。過去林天

I祐歡授肝癌治療之三年活存率及五年活存率均為

18% 。而最近多症狀肝癌之48個月活存率為73%

。因此肝細胞癌必需在無症狀之階段于發現，才

有較好之成績。

A泌尿科決定自 8 月15 日起每星期三下午增開小兒

泌;尿系特別門診，並由新任的蔡崇璋主任主治。

13 



辜鴻隨手

筆者常在酒席中，對有些神經質的客人半開

玩笑的說 I 醫師的話聽一半就可以了。」身為

資深的臨床醫師，說這些話，有點違反敬業精神

宜在不應該，但仔細想起來，這句話不但很有道

理 ，而且其含義也相當廣泛 。 第一，這話意昧著

醫師講的可能是胡說入道不能全部相信，這對醫

師雖然很不恭敬，但日常診療中事實卸如此，並

不是醫師在說謊，而是語斷處置錯誤的機會，不

是一般人料想中那麼稀罕的。姑且不談誤診， 診

斷是做到了，但對治療後指示可能也是胡說八道

。例子可多了，筆者的學生時代遇到傷寒病人總

要嚴禁固體的食物，為的是怕腸穿孔。熬到最後

能克服病魔的病人也全變為皮包骨了。戰後不久

說法改變了，要抵抗長期的熱病，不但不能禁食

還需多補營養。 以前醫師豈不是胡說八道?開刀

是病人最怕的一招。但是究竟有多少閒刀是真正

需要的呢?某些疾病以前都說絕對需要開刀的，

而現在卸很少看到開刀的， 譬如在筆者的領域中

就有肺結鼓、肺瞋屬及支氣管擴張症等等，曾經

造成一大堆沒有胃的人及技甲狀腺的少女可就冤

枉了。還有，從前負責推行卡介苗防踴工作的官

員最近大力主張卡介苗對結按病的預防無故而應

廢丘，其他從前說有敷而流行一時的療法，後來

卻說無故而設淘汰的例子還多呢，這些或者意味

著時代會進步，科拉會進步，理論會更新，想法

會改變，醫師講的話，當然也不會永遠是對的，

那麼豈不是聽一半就可以了呢?

第二 ，這句話意味著醫師對病人的指示經常

不夠親切;禁止的事多，允許的事少，命令多於

指導 ， 責備多於鼓勵，一般指示多於個案指示，

結果呢，往往造成病人神經衰弱，對生活失掉樂趣，

或偷偷摸摸違反命令，否則可能引起其他的毛病。舉

14 

楊思、標

些例于來說:遇到有水腫的急性腎炎， 醫師即禁

止攝取食墟 ，限制水分 ，開昕謂低墟飲食及利

尿劑，那低墟飲食不但吃不下，看了就會嘔吐，

病人口乾，又不准喝水，所以大部份都偷偷違反

醫囑，否則非發生電解質不平衡症不可。台灣肝

炎很多，部分病人會變為慢性，醫師說，不能運

動，禁正喝酒、抽煙，要多吃蛋白，開補肝藥，

要每兩星期儉查一次肝功能等等，禁令守則一大

堆，結果呢，多休息不運動，多吃營養，白白胖

胖， 症狀沒有 ，但 GOT 、 GPT 忽昇忽降，病人

時喜時憂 ，過了壹年半載情況依然，不知如何是

好，弄得精神崩潰，大有人在。至IJ底那麼多的禁

令守則是否必需嚴格遵守 ，沒人知道。又有支氣

管氣喘病人前往過敏症專科醫師診治，說需接查

皮膚過敏反應，報告拿來一看， 3+ 、針、 1+ 星過

敏陽性反應者不于二十個，認真遵照辦理的話，

海鮮不能吃，肥皂不能碰，毛毯不能蓋，家裡的

空氣不能吸 ，簡直搬到山上做仙以外，無法生活

。有個笑話 ，有個病人設診斷為動服粥腫樣硬化

症，肥固醇高 ，醫師說，發生心肌硬塞的危驗性

很大;不肯自1品酒，抽煙更壤，蛋類、海鮮類不行，

動物性脂肪要避兒，運動嗎，不得激烈，性行為

可能引發心臟病發作宜避免，病人反問一句「那

我活著幹麼 ?Jol醫師的話聽一半就好了」這句

話可不是很有道理嗎?其賞，醫師的心腸都是好

的，從安全若想，寧願多給限制不願冒些臉。醫

囑自然嚴格一點，打一點折扣正符合實況，不然

不曉得多少人會發生神經衰弱?

第三，這句話的含義也包括應該以病人的立

場來衡量醫師本身的指示或處方如果應用在自

己身上時的故果或反應如何，而不要一昧盲從。

因為生物學不是純粹科學沒有E分之百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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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藥物或療法對病人的故果或反應往往不盡相同

，有的病人很有裁，有的病人不但無殼，反而副作

用很大，最簡單明暸的例子便是酒，有的干杯不

醉有的卸渦酒不沾，甚至聞到味道就會臉紅，擦

到皮膚就起反應，可見對藥物的耐受性( Toler

ance 因人而異，差別相當大。再舉個親身的

質例，筆者數年來有輕度高血壓，醫師指示服用

一種戶- blocker Tenomin 平常用量每 日一

次 100 mg 一片，結果發現如此用量，不但血壓

降低，脈搏也減至每分鍾的故以于，經慢慢調節

發現:每天 25mg (即平常之地分量〉最適合本

人，敷果好且無副作用，可不是醫師的話聽四分

之一就可以了嗎?此外對某些藥物有特異體質的

人會發生過敏性反應甚至Anaphylactic Shock , 

是眾所周知的事，病人務必有自知之明，還得先

告知醫師覓得安無妄之災。

以上是舉例說明這句話的含義及其道理，總

而言之，筆者認為醫療是生物學、醫學、社會學

/、 事
A復健科張權維醫師赴沙國搬葫二年，已返國

並於入月一日正式在本院復健科擔任主治醫

師。曾任去年度復健科總住院醫師之韋有維

及畢柳鶯醫師已分別就任省立桃園醫院種健

科及國泰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A內科戴東原歡授及精神科徐澄清歡授均借調

期滿，自 73. 8. 1.起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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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體濟學的總結合，不是純粹的科學，

沒有百分之百的事，隨著醫學科技的進展，理

論不斷的更新，診斷不斷的進步，治療不斷的改

變，醫師的指示也難免隨著改變，加上病人的社

會、心理、經濟背景及個體對藥物或其他治療的

反應不盡相同，最佳的醫攬應該是注重個案的整

體性及特異性而做最適當的處置，最近所謂家庭

醫師被重視的理論根據也在此。因此，醫師如果

不跟著時代進步，不細心觀察個案的整體性及特

異性，而僅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話，這句話

很可能會變為「 醫師說白。話 ，連一半都不值得相

信了」。

;;$:年六月廿入日 F午帶了剛在美國結婚的新

娘子陳寶玉女士回國途中路過日木，前往鶴見拜

會恩師桂重鴻教授。老人家雖已八十九歲，但聽

刀較差外，健康狀態尚佳，除仍定期前往附近寺

院附設診所從事診療做消遣外，正準備出版隨筆

集「遍歷第三部J '看到昔日門下弟于們雙雙結

成連理，格外高興，特準備酒館款待。仍保持單

身漠的老二重則君也加入酒席談天。幾杯啤酒下

肚後彼此談吐更自在，竟說出筆者對來問 second

Opl 1l1 0n 的病人常說「醫師講的話聽一半就好」

來安慰或鼓勵。想不到老人家與重則君均大以為

然，稱讚為名言，間曰 I 以中文如何表達? J 

木人才疏學淺，無法即答，約以回國熟考後回答

，茲以「醫囑宜半從」作答交卷並擬一文，敬請

諸賢指正。

動 有5

A小兒科許瑞雲教授於 7 月31 日榮退。許歡授

生於民國 5 年。民國31年自台北帝大醫學部

畢業。擔任木校教員及醫師四十餘年，是小

見科胃腸科權威。許教授今後仍將退而不休

，繼續貢獻心力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上。

A護理系高紀惠副教授，最近學成返園，並獲

得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護理學博士。自 8 月

1 日起調升護理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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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那些是

運動員的禁藥嗎?

一一編者一一
根據國際奧委會(1 OC) 及美國奧委

員 ( USOC ) 所公布的禁藥，包括 F列五

大類:

1 精神興奮劑(如Amphetamine

Cocaine ) 

2. 中樞J]iql r;還興奮劑(如Amiphenazole ，

Caffeine) 

3. 交感神經興奮劑(如 Ephedrine , 
Phenyl ephr ine , M e thy le phedri ne )。

4 日起樂(如; Codei肘 , M orphi肘 , 
Opíurn Tincture )。

5 合成類l主i 醇(如; MethyItestosterone 

, Nandrolone) 0 

這些藥常用來治療感冒丘克過敏症，

1972 年在慕尼黑舉行的夏季奧運會 ， 美

國詠將 Rick DeMont 雖勇 年四百公尺自

由式金牌，卻因他的醫師閒給他治療過敏

的藥中含有 Ephedrine 成分，驗尿證貫後

設取消資格，且申訴無殼，此事值得大家

警惕!

• 
不富 系台

1 木刊宗旨為報導本院動態聯絡校友，以

溝通感情交流，竭誠歡迎校友賜稿指歡

Z來稿請以中文橫寫，由左至右，並請註

明專欄名稱。

1 來稿字數，如含一張圖片，每頁約 1000

字，不合圖月，每頁約 1200 字，最多

以刊登兩頁為限。

4 來稿編輯得酪予刪改或縮鈕，以符合本

刊宗旨及篇幅。

5. 投稿請寄;台北市常聽街 1 號 景福醫

古玩雜誌社收。

}6 

編者的話

路」主第 2 期( 8 月號)的景福醫訊曾經增加篇幅為

24頁，但是經本刊編輯委員的決議，為符合本刊宗旨，

本期定為16 頁，在此謹向各位在文友致歉羊呼籲:本刊是

屬於全體校友的，園地絕對公開。誰請各位校友慷慨拈

教，益請參且是為約賜稿，使本刊茁壯成長。

本期之時論為 r B 型肝炎疫苗 J '由內科陳定信教

授主'Jc拳，對 B 型肝炎疫苗有沫入而淺出之辯說，為本月

份之醫學熱門話題干 7 一個泣阱。對不少校友而言， ，f且

侵科可能是一個陌主而 已令門的小抖 ，有望經由「徒健科

現況 J 一丈，能使您增加對它的認識典愛護，更希望布

機會，筑替您或您的病，色服務 ο

非常成謝楊院長在百忙當中 ，為我們寫 了 一篇看似

輕鬆官為鼠肅的「醫囑宜半從 J '但願大家能體會其中

真正的;為義，不妥光是望丈主義，才不致產生誤解或不

必要的從遺症。

遠俄的是兩位良師一一主理科說家茂教授及小兒科

手廷堅教授相繼因心臟病并逝，講了玉f午 4二醫師的「逗

忠恩師寺廷堅教技」一文，令人更加成傷及懷念逝去，

布望各位校友珍惜 自己的健康為重。

每年的八月一日是新學年度的開始，也是各級新任

主管正式土任的開始。今年本校及本院的人事異動特別

妾，從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至醫學院及醫

院的并主科系主任都挨了新人，也合即將實施的專勤制度

，相信必布一看新的作為旱現於各位校友眼前，敬請期

待。(賴金鑫〕

長福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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