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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果骷增博士曾向國內各界

宣布 AIDS疑似症之出現，且

呼籲同性戀者收斂並囑他們作

ELISA 抗體搜查，但由於患者

滯留期間不久旋又出國，因此

未能喚起同性戀界之警覺。報

導界似乎認為 AIDS 疑似症意

思即“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但

他們並不重間此患者之其有感

染性與其可能已在國內同性戀

界傳播之可能性。

凡醫界各種疾病治療不如

預防之重要。我們去年八月間

開始對 HTLV-llI感染已在台

灣發生之可能性深覺嚴重，不

過當時我們認為台灣仍處在紐

約或舊金山之 1978~197研柯它

• ~p雖有少數被感染者但尚未

見真正 AIDS 患者。當時我們

叉認為 1978 年舊金山已有被

感染者，但 AIDS 之出現仍在

1980~1981年，因此潛伏期可

能有2~3年，況且台灣同性戀

界較為保守，期待至少希望此

種蜜月性潛伏期長一點。不料

過了半年如今已出現了AIDS

'我們的期待與希望泡湯了。

為何我們說AJDS患者「出現

J. 不說AIDS被我們「發現J ?出

現與發現嚴重性姐然不同。我

們曾經著重 HTLV-ill 感染情

形之調查工作，希望早一點勸

告被感染者避免各種相輔因素

而使他們不致於發病，更使東

多的同性戀者不再被感染。但

如今 AIDS患者已出現了;此

君承認自數個月前開始有發燒

一年來我們會向 AIDS 高

危險群體作了 5 ，000 名以上之

ELISA抗體篩檢，冀求找出台

灣同性戀者與其他各種危險群

體被 HTLV-ill 感染之實惰，

希望台灣同性戀界不致於淪入

現在紐約與舊金山之慘惰。雖

然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對AIDS

調查工作灌入大部分時閉，而

將我們的其他研究計劃擱置，

甚至有點忽略了常規工作，部

仍然對 AIDS 之調查工作進行

得極為不順利。

民國 73 年聖誕節前台北

市飛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此君

美籍業醫，而為間性戀者，犯

有典型 AIDS. 但由於僅停留

一夜，加之患者拒絕作詳細驗

查，我們僅作了 ELISA 證實

此君確被 HTLV-ill 感染，但

因各種兔疫機能被查缺少，因

此也就未向醫界正式作個例報

告。惟此君飛來台灣之前已在

曼谷住院一段時期，背部皮膚

病變被生檢證實與 AIDS 有關

，泰國醫師們搶先作個例報告

，我們於是啞吧吃黃蓮。

民國 74 年 8 月間一位本

國籍同性戀者自美閻飛間，此君

ELISA 及 Westernblot均呈

陽性，而且有輕度症狀，惟尚

未能符合 CDC 之診斷標準，

咀我們仍認為此君已有傳染性

，他停留台北市一個半月中已

與其他同性戀者有過性行為，

而向衛生署報告。衛生署防疫

位
A
l
D

S

病
人
莊哲彥

國
內
第

202 2 



與嗤i敷i以後~p禁了同性戀行為 歐洲、在海地、在非洲更有不 3年潛伏期短促了許多。此後

，但我們可以很大膽地推測發 同臨床表現之報告。在法國 AIDS 患者之增加幾乎難兔 o

病之前此君已有感染性，而且 學者們注重淋巴腺腫，但這種 由去年夏天 AIDS 疑似症之最

已感染給別人了。三總周明淵 症狀亦可能在早期較為明顯， 現與這位 AIDS 病人之出現我

大夫推測此君已感染有2~3年 到了末期淋巴腺腫可能會消失 們可以估計在台灣被感染的同

之久，我們也很贊成此說，因 ，淋巴球數目亦減少，甚至連 性戀至少有 100名以上。如何勸

為此君表明二年前會與三名外 抗體也變陰性。在東亞AIDS 告他們收斂性生活?如何使更

國籍者有性行為(一名美籍， 報告最多表徵為 Candida 多的同性戀者接受血液檢查?

一名瑞典籍，另一名國籍不明 Albican 與 Cytomegalo 民們認為社會教育很要緊，為

)。是否被外國籍者傳染?雖 Virus(CMV)之伺機性感染。 使一般民眾不致於陷入過度的

不敢斷定，但無論如何此君在
d 

此君 Candida Albican 恐慌，我們亦需要有正確的報

台灣被感染，而且發病前極可 感染被我們很成功地醫好。病 導。且更需要向上級機關反

能已傳染給別人。此君在發病 理許輝吉教授證明此病人之腦 映事情之嚴重性，讓他們接受

時才找醫師(出現) ，而未在 都變化為βMV 引起的，而且 同性戀之事實。攝說衛生署預算

受感染而未發病時被發現。我 患者之副腎亦有 CMV 感染現 有困難，這次台大為了改修病

們會屢次呼籲同性戀者在未發 象。至今 AIDS並非一種HTL 房與這位病人之治療花了不少

病時接受抗體檢查，但這名 V-四感染的疾病，而已成為神 費用(美國為了頭一萬名AIDS
』

AIDS患者之出現證實我們的 經、心肺、消化、內分泌各種 患者估計共支出24億美金斟上

努力自費了。 系統之援雜的疾病。 之住院費用，加上這些年青人

雖然如此我們仍感激這位 這位患者之出現更指出醫 之死亡造成48億美金以上之損

患者之合作與家屬的誠懇。住 界與報導界之合作與協調之重 失) ，加之受了過於注重隱私

院期間患者坦率承認其同性戀 要。我們很感激台大神經科， 權而忽略公共安全的批評，防

行為，家屬亦願意提供遺體作 外科、病理，實驗主主斷，微生 治工作將來更加困難，若是沒
. 

學術研究，讓我們土了一堂寶 物等科及三總、榮總、鷗明、 有上級機關的資助與報導界的

貴的課。 CDC 對 AIDS 之最 馬惜、長庚等醫院給我們對診 十分瞭解，防治人員研究工作

先定義條件有二，即卡技西肉 斷的寶貴意見與檢驗土之協助 將雖有充分的收禮。

瘤與 Pneumocystis carinii 。最難得者護理科，社會服務

肺炎，但我們的病人兩者均沒 部，住院組等同仁不斷的關懷 • • 
有出現。最近 CDC 已將定義 與愛心。我們更向兩位被針頭

作大幅佐改，卡波西肉瘤之外 刺傷的護士小姐致獸，但我們

加上幾種惡性病， Pnenmo- 相信情形不至於想像中的嚴重

cystis cannll 肺炎之外更加 。患者死亡當天巧值星期天，

上多數伺機性感染。在美國最 雖又是癌症學會開年會，病理

近的病人亦顯出卡技西肉瘤漸 科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

少， Pneumocystis cannu 、助理均出馬作詳細解剖。

等伺機性感染漸多之趨向。最 將來會演變成怎樣?台灣

近美國人漸注意腦部症狀，在 半年的蜜月期間比起美國的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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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鋒洲

1972 年夏天，從美國進位罔來後不久，

在一個很特殊的機轉裡接觸到鳥胸病的研究工

作。經過多番探索，遂於 1975 年發現到嘉南

一帶烏胸病患區的井水在「紫外燈j 的照射下

，閃爍著天藍色的光芒，此後說把全部時間用

在研究烏胸病患區井水中的螢光物質。經過多

年時間的思考、探索、研究、調查、分析與實

驗後，證實螢光物質與鳥卿病有極端密切的關

係。

首先，從調查研究中，發現烏闢病病患多

的地區，其井水所顯示的螢光強度也較強 ， 因

此使我對螢光物質的研究引起甚大的興趣。此

後，再經過一段實驗後又獲得幾項發現: (1)螢

光物質抽取披可以便雞的胚胎造成畸型發育;

(2)螢光物質可以抑制組織培養細胞( tissue 

culture cells).例如 HeLa cells之生長; (3)螢

光物質可以抑制組織培養細胞內的核酸 (nuc

4 

leic acids)及蛋白質 (protein)之合成; (4)螢

光物質可以使實驗老鼠發生末梢血管病變。因

此，使我深信螢光物質在毒理上的重要性。

經過多種方法的嘗試分離後，發現烏闢病

患區井水中之螢光物質，可以利用「膠過濾分

離法J (gel filtration)分成三類。 i比三類螢光

物質均具有動力性(dynamic)及多重性(mul

tiplicity) .即可以由較小的螢光物質結合成較

大的螢光物質，而且此三類螢光物質在薄層板

(TLC plate)土，又可以細分出數種螢光點(

spots) 。螢光物質為什麼會有動力性和多重性

呢?原來這些地區井水中的螢光物質的「核心

J .本質上是有機物質，它具有很強的華合能

力 (chelating ability) .在某種環境下，它會

與周圍的金屬群聚結在一起，而形成會發生螢

光的所謂「有機金屬群」。但是由於環境之不

同，致使螢光物質與各金屬結合量也不盡相同

，因此就產生各類的螢光物質。例如第一類螢

光物質與金屬群結合量較多，其螢光強度最弱

，但分子量最大;反之，第三類螢光物質與金

屬群結合量較少，螢光強度較強，分子量卻較

小。各類螢光物質可以被我成功的從井水中萃

取出來，並且以結晶形狀存在(圖一)

我曾利用第一類螢光物質(即分子量最大

，而與金屬群結合最多，但螢光強度最弱的螢

光物質)做實驗材料 ， 發現它能移誘導實驗動

物產生鳥闢病之症狀。實驗方法是: 0Balb-c 

小白鼠當做實驗對象，每日由腹腔注射 0.2 毫

升 (100 毫克/100 克體重)之第一類白色盼末

螢光物質水溶液 (PH 7.0) .經過絢三個星期後

，小白鼠~p產生指甲脫落，即趾腫大，痲痺、

可門叫



圖一

圖二

進而讀揚、靡爛，最後脫落現象，有些小白鼠

之尾部全部變黑，也有小白鼠之間部變黑，就

變成「烏胸鼠J (圖二)。由此項實驗結果，

肯定我過去研究方向的正確性，並確定螢光物

質是可以誘發鳥肺病。此後，我將把能移誘發

鳥腳病的螢光物質命名為「鳥蜘素J (black 

foot disease inducing factor , BFDIF) 0 ( 

圖一)

我繼而發現「鳥闢素」也可以誘導老鼠的

組織引起「脂質過氧化物J Oipid peroxides) 

量的增高，同時又發現鳥帥病病人血清脂質過

氧化物含量比正常人高出很多，因此使我提出

鳥腳病之生化作用機轉之學說，此學說是:當

「烏胸素j 進入體內後，引起體內組織及血、液

內過氧化物芝過最增加 ，而後將 FR過需作物Hí，巧

誘發的「自由基J (free radical) 會直接的或

是間攘的影響到「前列腺素J (prostaglandi 

ns)的正常代謝，隨後就發生血管病變及其他

疾病。對此項學說，我將會繼續作更深入的研

究與報告。

「鳥卿素」是世界上只有台灣才有的物質

，非常的稀珍，極具研究價值，前面已經提過

它是由有機物質與一群無機金屬結合而成的所

謂「有機金屬錯合物J (organic meta 1 com

plex) i它除能移發揮誘導動物產生鳥肺病外，

我又發現它也能移對細菌誘導突變性(muta

genicity)。因此使我感到非常的驚訝，因為叉

證實了我的推測。過去有學者會報告指出:鳥

蝴病與皮膚癌在患區都很猖嗽，認為此兩種疾

病可能是一體之兩面，可是卻不知其作用機轉

，另外又從公衛研究報告知道 " 鳥帥病患區居

民之膀脫癌、腎臟癌、皮膚癌戶肺盾、及肝癌

罹患率比台灣其他地區居民的悟，患率高。有上

面所述之各項相關性，因此使我推測有一種「

非常特異性」的致癌因子存在於鳥肺病患區，

此種致癌因子每天與當地居民密切接觸，也因

此使西南沿海地區十餘萬居民的健康，面臨重

大的威脅。根接我從各方面多年的研究與判斷.

，此種非常特異性的致癌因子，可能就是螢光

物質，我也會將繼續從事於此方面的研究與證

實。

總之，幾十年來對鳥闢病研究時所感到的

最大困難的瓶頸已被我衝破。許多的難題，不

久之後將會一一的迎仰而解，不僅如此，還有

許多更重大的問題，也都會因為螢光物質之被

發現及闡釋而解決的。

多少年來孤獨的摸索、思考、與追尋，今

日總算有點結果。又多少年來由於家人的體諒和

鼓勵、師長與朋友的關懷，以及和我一起工作

的同學的勤奮，才能使我的研究工作有一些結

果，我一併在此特別向他們致謝。

(作者係生化研究所畢業，現任台大醫學

院!:j::化研究所教樓)

• 



旅美札記

楊友任

(作者係民國 62 年醫科畢業 9 現任外科講師)

未來舊金山前，聽人家說

那襄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因

此當我於1985年 6 月底出發至

舊金山時，就穿著一身夏耘，

沒想到一出機場大門，冷風迎

面而來，吹得我瑟瑟發抖。接

機的朋友夫婦笑說:1你的情報

錯誤，這裡是l四季如秋，你沒

聽說過，馬克吐溫在此度過一

個最寒冷的夏天 J?

此次是由景福基金會支助

，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駛進催

一年。我之所以選擇此地，主

要是久仰 Dr. Pau l. A. Ebert 

在小兒心臟外科的成就，另一

個原因就是當我向各大醫學中

心申請進修時，以此公的罔信

最為誠懇，我當時想，以美國

目前對外國醫學院畢業生參與

臨床醫療限制那麼嚴格的情況

下，到那襄都差不多 ，倒不如

哼哼 ßJ:l iH f \7 mA 川，耕 tf 幣 的地

方，收穫可能比較大。現在國

想起來，當時的決定並沒有錯

。加州大學共有八個分坡，雖

說是分坡，但大部為獨立的大

學，只有 Berkeley 及 San

Francisco 兩個比較特別，前

者無醫學院，而後者只有醫學

院，兩者相臣不到30分鐘車程

，因此常有人把舊金山分校當

作 Berkeley 的分校。不過舊

金山分校校區也實在是太小了

，它座落在日落區的東北角，

正好在金門大橋公園旁邊，整

個校舍依山而建，倒也相當雄
偉，除醫學系各科外，另有

Pharmacy Schoo 1. N ur-

sing school.及 Dental

School.還有一個相當有名氣的

Cardio- vascular Institute. 

我們的傑出校友宋瑞珍教授

(Ruey J. Sung)是 JJ:Unst卜

恥 ! 朽、 !r行 p:1竿: ~ 汁 l阱， 伸 了作 FN

就學的中國人相當多，可能近

百人以上，中研院院士李卓皓

博士在此仍保有實驗室。

我進怪的醫院JUj-Moffitt 

Hospital 是 UCSF 屬下三個

醫院之一，它只有五百床左右

，但有手術室廿間，其中心臟

外科(包括胸腔外科)佔二間

，每年開心手術數目絢600 左

右，這個數字和台大醫院差不

了多少，但不同的是，約有一

半以上的病人都是一歲以下

由美西各地轉診過來的援雜病

例。這些小兒心臟病例幾由

Dr. Ebert 一手獨包，此公人

高馬大，但作起手術來卻靈巧

無比，速度之快，世上可能少

有人能項望其背，例如在作大

血管轉位症的 Senning氏手術
'別人可能要花上將近一個鐘

頭，他往往在卅分鐘之內就結

束了，只見他拿著一把“大

刀東剪剪'西剪剪，然後這兒

縫縫，那兒縫縫，兩三下說清

潔溜溜，讓我們參觀的人有時

間怎麼過得這麼慢的感覺。前

面所說的“大"剪刀，也讓我吃

了一驚，本來我們總以為作小

兒心臟，器擴應該都是小號的

，但外國人手太祖了，根本無

在使用，因此仍使用一般大小

的器誠，只不過前端變小，這

倒是從來沒想到的事。

開心手術的成功，手術的

技巧固然很重要，但手術後的

照顧若不佳，往往會有功虧一

簣的感覺。因此術後加護病房

吶間廟、付了早和 !什行的 言重點 三三



一。此地的加護病房快病人年

紀而分鑄成人、小兒、及新生

兒二部分，因此在小兒 ICU

的病人並不一定是心臟開刀病

患，只不過是需要呼吸器治療

罷了，如此一來是否會有照顧

的護士不移專業的感覺，但事

實不然，由我所接觸的護士小

姐口中知道，她們在進 ICU 缸

，都至少要有二年的 ICU工作

經驗，事實上她們對心臟外科

的知識也不下於住院醫師，另

外不管自班或夜班，護士和病

人的比例始終 1 對 1 '甚或超

過，我實在很驚訝他們那襄來

的這麼多人力?據設很多都是

Part-time; 我想這個方法很

值得國內借鏡。此地 ICU另一

個特色就是，呼吸治療師及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的

人的參與'事實上除了因為術

後出血太多或心包填塞症，需

外科醫師插手外，幾乎所有的

術後處理均由這些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的人負責，平

常是由 feUow 值班，但每天早

、晚各一次由 staff 姐診(包

括星期六、日或骰日) ，病人

在 weamng 呼吸器時， staff 

必賓在場。聽起來好像外科醫

師都沒事的樣子，事實上不然

，外科醫師仍是這個病人的主

治醫師 7 只不過在 ICU的這段

期間，有一些特別的問題需要

這些有專業知識的人來作最佳

的處理罷了，分工分得很細，

自然所耗費的金錢及人力也說

可閣。有閥內目前我們大概還

沒有辦法向他們看齊，不過有

關呼吸治療方面需要有專人負

責，這是不容忽觀的事實，近

年來，國內各大醫院相繼成立

呼吸治療科就是明證。

由於i比地時間上之安排相

當自由，因此只要經費許可範

圍之內，我盡量參加各種學會

，一來可以見識見識外國人是

怎麼 present paper , discus

slon '另外由於順路，可以到

各處尋訪多年不見的同學。 85

年10月底，飛往在 San (liego 

舉辦的主動脈瓣疾病研討會，

首次見識到 Moderator 的權

威，該 Moderater 為 Dr.

Castaneder 是有名的小兒心

曠外科醫師，他在主持討論時

，將每一個 Panelist 電得體

無完膚，弄得場面很是尷尬，

據說此君一向脾氣不好，不過

也太過份了。會後轉往Orange

County' 訪個歐鴻仁、陳秀

貞兩位同學，在南加州共有七

位同窗懸壺，都相當成功，惜

因不是周末，無法一一見面，

其憾， 86年 1 月 1吏 ，飛丹東岸

的 Baltimore.. Washington 

DC 參加兩個學會，在大雪紛

飛中，碰到了由台北趕來參加

的洪啟仁教授夫婦、邱英世醫

師以及自沙烏地出發的張重義

醫師，他鄉相遇，倍覺親切。

此次學會主要討論有關先天性

心臟病治療之最新技術，可惜

水準平平聽起來無甚特別IJ ;洪

教授笑說:‘「這大概代表我們國

內的水準已趨國際水準了吧!J

會後轉往紐約，夜宿同學黃清.

煌竅，並在他家舉行個小同學

會，到者計有林勝國、劉人中

、胡清淵、林隆仁、何小梅、

鄭國忠、王緒等人;慎多年未

見之同窗，轉眼間畢業已十三

年，談起楓城舊事，不勝喘噓

多年來一直想找機會到美

國看看，惜因種種原因而未能

成行，今於近不惑之年，終償

夙願。在舊金山進位將近一年

，雖不敢說有何具體收穫，但

總覺茅塞頓開，見識增廣，希

能將所學帶罔國內，助益這方

面的發膺， ~IJ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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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一家大互之綜合醫院的感超

鄭光裕

本人自71 年 8 月接任台灣礦工醫院院長職務以來，無一恃無t1J1"以兢兢業業的精神來實行醫療執

業人員的目標一一提昇醫療設備水準，解除或減輕病患痛楚，維護本地區民眾健康。

接任之初，如何在配有現模設備與自籌財源之下，將一所大型綜合醫院的醫療水準推展入

更高境界，當時在醫療人員普遍不足，而醫療儀器購置經費也不充裕，且新建院舍剛完成啟用不久

，向各機構貸款開始攪還，確實經過一番歷練。原本規模三00床，並經教育部評定為準三級教學

醫院，因此在人員、經費、工作份量三者需均衛發展之情形下，身為一院之長，深感肩負責任之重

，軍無法言論。本地區之醫療民東絕大多數為各階層之勞工、礦工、漁民等，本身之收入並不高，

因此醫療收費標準自然無法與臨近都市區之間型大醫院相捏並論，但是各項醫療設備並不能短缺，

因為醫療層次深廣，其臨床個案必定繁多，幸賴全體員工同仁之大力支持，能移體認造物維艱，以

醫院為家之感觸，經過努力耕耘之結果，所有員工及醫護人員之待遇並不比其他醫院低，可說差強

人意。

本人接任之時，醫院組織編制未盡完善，感謝台大醫院之厚愛，建立建教合作關係，且受到母

鄭院長彭靚病人的情形。

台灣礦工醫院外觀。



梭師長與先進之鼎力支持使得各科得以順利開辦並使病患直接受惠，這其中如歷任院長陳博光

、張輔仁、黃清煌等，且經多位師長蒞臨指導，可說功不可沒，奠下今日之醫療71<.準基礎。目前本

院設置三00床，員工三00餘名，如何平衡收支，擴充設備，遴聘醫護人員，且提高醫療水準，

實為當急之務，目前正陸續添購大量新型醫療儀器，諸如全身 CT 、全自動電腦生化測定儀，心臟

起琶訣，肌電圖等等，因此病患芝診斷得以迅速而準確，減少醫療困擾與不必妄之糾紛。

在本院服務也之曙師在經過醫療訓練後，一部份緝續留任，一部份在地方開業，另一部份則轉

往其他醫院任職，可說均有 1.D<r起去 nt就，出路不虞。

本人接任台灣礦工醫院院長職務以來，通 泊，二I.:E+;個月，在這一三00個日子裡除行時替海外

，也需執行醫療業務，總覺得才疏學淺，更覺得如不時時鞭策自己說相學習，很容易使時代超越自

己。本來一所大型綜合醫院，如無財力雄厚之財團作後盾是很難發展成功， ~年7立自灣噴工醫院創辦

迄今 33年有餘"每見它閉口茁壯成長，越覺得播種之心血並無自費，或許是一項奇蹟，當然最重

要的一點則是母校及台大醫院本部師長與先進對於本院之厚愛，個同己出之那股熱流，激勵著往

前推進之大動力，希望台大前輩及學弟繼續支持本院，目前本院除設總院於八培外，另於69年設立

基隆分院，於73年設立頭份分院，院長均由本校校友擔任，並且醫院本身亦正積極進行擴建計劃，

這一切都象徵著一一明天會更好。(作者係民國63年台大醫科畢業，現任台灣礦工醫院院長)

海 外 來 鴻
楊董事長 :

您好!忙吧!

去年罔台參加母校四十週年校慶，承蒙諸多關悶，不勝感激。

關於所提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將裝兩披鐘，其中立一擬用全美台大醫學既被友會名義損贈，但

需捐款新台幣十萬元(美金 2500元) 乏事，已提出董事會討論通過，本準備由校友樂搞，涯集轉

寄母梭，但將拖延一段期間，現將由校友會提前付款，以應、需要，請轉告付款方式，由 ABMAC

經手，以取得相對基金贈款，或其它方式，以便從速辦理。

另有關母梭徵求短期(三個月以內)麻醉、病理、 X光、公共衛生醫事人員，已先在大紐約區

校友會(包括紐約、新州、康州、賓州)宣佈二個多月了，目前尚無反應，全美的通知不久將進行

，結果如何，需等以後才知道，同時也將刊載校友會報「事求人」專欄，麻煩轉告彭明聰前院長。

四月十九日晚六時(星期六)大紐絢區台灣六醫學院校友會將舉辦聯歡晚會，地點在新州 Me

adow Land 的 Hilton '如有母校師長路過此境，竭誠歡迎撥空參加。

祝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美東景福校友會前任會長

陳坤海敬上 3.16.1986 

門



景福校友會

桃園分會成立大會認實

景福校友在桃園地區，老老少少將近一百

人，平時各忙各的，很少有機會相聚一堂，此

次為嚮應、楊恩標董事長的呼籲，乃由李披友傅

滄先生及范鞭友國彰先生，共同發起成立景福

校友會桃園分會，于三月十六日假桃園大飯店

舉行分會成立大會。

眺園地區習慣上分成南北兩區，南區以中

壢為中心，北區以眺園為中心，事實上，南區

在傅校友彩標先生及范披友國彰先生的主持下

，過去三年間都有定期聚會，梭友及夫人們出

席非常踴躍，唯獨北區不知何故，被友的反應、

意外的冷淡;由於社會的變遷，民乘觀念的改

變，企業家的侵入，使開業被友近年來飽受威

脅，各梭友逐漸體會到獨立開業的困難，咸認

為校友間必需加強聯繫，積極爭取母梭的資源

，才能趕上時代，發揮台大人的功能，因此，

楊董事長恩標先生登高一呼，所有校友反應熱

烈; 三月十六日的成立大會，出席披友及夫人

多達六十餘人，當天晚上總會在臨指導的貴賓

除楊恩標董事長及夫人外，林國信院長及夫人

，拱伯廷副院長及夫人，李治學總幹事及夫人

，也都在百忙中蒞臨指導，尤其令人感動的是

，年近八十的陳加祥校友，也在范國彰校友的

引導主下，路遠迢迢的能加拿夫趕回來參加，

使大會生色不少 O 原訂於六點半開始的大會，

由於交通擠塞延遲半個小時才開始， 會中破友

發言踴躍， 部份被友就開業的心酸與困難，紛

楊每欠盛

紛向楊董事長及林國信院長求救，楊董事長及

林院長也先後就母校的近況，及4年後如何加強

披友與母校的聯繫，提昇梭友在地方上醫療服

務的功能提出報告，使各校友充分感受到母校

關懷的一片雅意，會中並選出首任會長李傳滄

被友及副會長傅彩壞梭友，並由會長提名揚敏

盛校友為總幹事，及范國彰披友為副總幹事，

同時決定今後每三個月聚會一次，每次聚會聘

請母校老師誼會做專題演講，除加強梭友與母

梭的聯繫外，更能提供開業校友最新政府醫療

的趨勢，及醫學新知。

大會在杯航交錯之中，及校友依依不捨的

氣氛下，歷時兩個半小時結束，我們相信眺園

分會的成立，是校友與母校之間一次強而有力

的再結合，透過這次的結合，開業校友在地方

上扮演的角色， 將可以得到社會大來再一次的

肯定 ，我們熱烈的期待著下一次的聚會 。



基隆地區校友消息

光復後國內只有一個台大醫院，因此基隆

地區二十年前醫師總數將近一半是台大校友，

一半是留日醫師。尤其基隆出身校友極少而大

部分校友是外縣市醫師。此後其他醫學院畢業

醫師及特考及格醫師陸續增加，並一部分校友

到國外求進等原因，台大校友比率年年減少。

自從去年四月五日基隆長庚醫院開幕後，

由副院長謝文斌校友主持、婦產科朱僑光校友

、耳鼻喉科楊光榮校友、皮膚科會興隆坡友、

內科方昆敏投友、兒科區熾校友、眼科李錦輝

校友、病理李寧校友、新陳代謝科黃妙珠校友

、麻醉科許汝寧校友及復健科黃美涓校友等十

一位校友為該院主要醫師陣容。努力服務地方

，而全省第一個創辦早晨門診及夜間門診，現

代化企業管理及新醫療器材設備，並再爭取勞

工保險業務等，而病人日日增加，成為基隆市

病人最多的醫院。基隆礦工醫院由院長鄭光裕

校友接長後，增設電腦斷層攝影器等醫療器材

及增強醫師陣容，本來院長除外有七名校友是

內兒科江散貞校友，迪、外科龍志強校友，婦科

劉素嬌校友(黛礦工醫院分院院長) ，外科鄭

世基校友、耳鼻喉科趟文元校友、外科黃清煌

校友及 X 光陳傳慶故友。而最近再增加四名，

內科陳惠明控友、外科葉偉倫校友、外科黎慶

l福校友及內兒科蕭潤生校友。院長之外已經有

十一位校友，使該院增加不少信譽及力量。以

致台大校友在基隆地區人數增為五十七名。二

十年前一直擁有校友最多的省立醫院(十五名

) ，現除由院長林達尊校友主持之外，另只有兩位

故友而已。不久將來該院可能看不到校友的存

在。可見自長庚醫院開設後，本地區校友增加

真F其實

不少，台大校友的號召力應該算不錯。導致曾在

台大醫院訓練過的其他醫學院畢業醫師，掛出招

牌以曾任台大醫院某科總住院醫師來號召病入

的怪現象出現。

目前為了畢業後進暉，省立醫院和醫師公會

合辦特別演講，在每禮拜五下午一點半到二點

半。基隆長庚醫院每禮拜三下午一點半到二點

半及醫師公會主辦的小兒科臨床討論會每個月

一次並由於長庚醫院小見科參加該行列後增加

不少內容。

校友休閒活動方面，打高爾夫球校友每禮

拜打兩次(每禮拜四及禮拜天下午)。圍棋社

友們打佯後互相拜訪打圍棋，以及有空到國外

觀光或者操親等，而校友們享受生活的觀念增

加。省立醫院副院長胡德祐校友頭一次到美國

觀光罔來，讚不絕口，而勸大家該去觀光。魏

榮斌校友診所租給別人到美國深造中。最近赴

日:徐明國校友罔來過春節，在柯達大飯店吃春.

酒時，說他在九州某漁村行醫，待遇不錯，病

人尊重醫師，工作時間短"輕鬆叉心情愉快，

並說在允州歸縱基隆去的校友及醫師不少，而

經常梭友間來訪等。我們的醫師在日本也受尊

重及歡迎。真羨慕日本的醫師地位高而受病人

尊重。



在系主任吳敏鑑教授的主持下

三十年前，在多位醫學界 ，熱烈而隆重的揭開了我們一

前輩之努力下，國內第一個專 連串兩天的系慶活動。在系慶

門培養醫事技術人才之學府一 大會上，吳主任簡潔揖要的教

O 一台大醫學位醫事技術學系於 說了我們醫技系的過去，現在

4 、 焉誕生。成立之初，筆路藍賽 與未來，更提出了兩個懸右已
司，c ，在歷屆系主任，師長之努力 久的問題核心，一是醫險師的

大
經營下，現已略具規模。畢業 正名與任用資格的問題，另一

系友遍及海內外，在醫學各個 是擴充師資與研究所設立的展

醫
場上都有輝煌之成就。人生三 望。在吳主任的殷切提出後，

十而立，對本系而言，三十年 接著孫校長、魏前教務長、楊

技
是一個奮門旅程之結束，但也 院長、林院長等師長在致詞中

- 是另一旅程之開始。為了感謝 ，均對這些問題作了更深入的

系 - 多年來對我們辛勤教導及照顧 探討且握出了更切實際推行的

之師長、朋友，並同時能移檢討 辦法，給予我們莫大的鼓舞與

十 三十年來之成果，進而啟發明 激勵。接著歷屆系主任的致詞

天會更好之本系前程，我們特 ，均表現了我們醫技系大家長

週
別為本系三十歲生日舉辦慶活 的風範。當此醫技系大團圓之

動。 時，呈現給大家的是一片的祥

年
在系慶活動籌備階段，我 和與溫暖，除了對自己本系的

們動員了所有醫技系的老師以 恭賀之外，均對本系深深的期

系
及遍佈全國各角落的系友們做 許將來會更成長更茁肚。接著系

了一個整體的規劃。從系友的 友會會長劉武哲教授，代表了

慶
募款開始，即受到各界熱烈的 我們全體系友、師生的心聲，

罔響，在充裕的經費來源及慎 致送了歷屆系主任及現任吳主

密的籌劃下，台大醫技系三十 任感謝牌，以表達了我們最崇

何
r可-:;- 週年系慶活動，於民國七十五 高的敬意。在熱烈之鼓掌聲中

當

武
Jjg 年二月十五日及十六日如期在 結束了莊嚴，隆重的系慶大會

. 村
台大醫院及淡水「楓丹白露J 。接著，說是闡家歡的團體照. 

向匠，

~ 
謝 舉行。十五日當天，哥拉長、魏 ，照相完畢，恭送了校長及魏

民
學 前教務長、醫學院楊院長、台 前教務長之後， ~p展開了一連

峰 大醫院林院長、醫學院的各系 串的學術演講。
聯

A口K 科主任及師長們、歷屆系主任 聆聽了劉禎輝教授及陳瑞

執 及血濃於水的實驗主主斷科的師 三教授兩位老師精闢的專題演

筆 長們，均在臨會場參與盛會。 講後，接著就是來自國內外系

O 加上來自海內外的系友們，及 友們的學術演講。由於內容大

醫校系在鞭同學其二百餘名 。 都是目前醫學界最熱門或尖端



揚董事長反林院長合切蛋糕。
科技的課題，內容包括于分子

生物學，基因組合、遺傳工程 聯歡活動，雖然當天細雨霏霏 驗室的經費。同時並說明對各

、單源抗體與試管嬰見等科 '是個惹人煩的陰冷天氣，但 個階層的實驗室人員及醫院

技題目，許多本使有名的學 卻阻擋不了系友的熱情與在梭 有關單位實施再教育之重要性

者專家皆蒞臨指導並熱烈參與 師生的期盼。在系里從未有的 。其方式可用研習會性質或科

討論。師長們對系友的演講均 大規模團聚下，席開十七桌， 內及科際之討論會，再加上新

給予相當的重觀。可見系友們 師生、系友相聚一堂，被舊敬 知介紹 ， 將能達到再教育之目

在國內外的學術成就反映了本 酒之聲不絕於耳，水乳交融成 的。另外也安啡了「實驗室的

系成立三十年以來，在師長譚 一片歡樂之聲，高潮送起。餐 管理與經營J 之圓桌討論會。

荐教誨下，無論在基礎醫學或 後，系友會安排的系慶晚會， 邀請在國立公、社立及財聞與

在臨床應用上的貢獻已受到肯 在相當羅曼蒂克的祖丹廳展開 教會醫院擔任檢驗室主管之系

定的評價。由於這些優異的表 ，豐富的自編自導的節目，穿 友，以及經營醫學儀器和從事樓

現，也給予學弟學妹們莫大的 插著悠揚的音樂、歌聲、鐸步 驗院之系友，由各個角度分別

J 鼓舞，相信不必再等另外三十 與摸彩的助興活動。晚會在楊 就本身的經驗提供了不同領蛾

年，我們會有更多的後起之秀 恩標教授及林國信院長合力切 的寶貴資料，真可作為從事醫

，在醫學上以更輝煌的成就， 蛋糕時，達到最高潮。深夜十 檢工作者之寶鑑。會中大家熱

對母校以及社會，國家做出更 一點大夥才在依依不捨下罔房 烈討論，競相發言，奈何已超

大的貢獻。 休息。 過預訂時間多時，主持人不得

學術演講後，與會師生及 十六日在「楓丹白露J 的 不結束l比盛會，在互道珍重再

系友全體就到台北市近郊，依 節目是「醫技人員之再教育J 見聲中，大家都覺得這雖是系

山傍水， 景色怡人的「楓丹白 的演講。主講如何提高醫檢師 慶大會之結束，但卻是另一醫

露J .展開了系慶活動的一一 們素質、檢驗品質 ， 及節省實 技個域之再開始 。

2 1 只 1 月

自



|醫學新知|

非小細月之肺瘖之化學治療現況
非小細胞肺癌，特別是腺癌，是癌症專家最感棘手的領域之一，就拿開刀來說吧，嶺上皮肺癌

即使原發腫瘤很大，甚至已有肺門淋巴腺轉移，手術成績仍然不差。但腺癌則不同，當原發腫瘤白

不太大時，就已經發生肋膜轉移，製造出大量胸水，胸水一旦出現，即已屬第三期，手術切除機會

甚少，放射棧照射治療也不適用，剩下來的化學治療反應又不佳，有時真的讓臨床醫師難以應付 。

最近由於抗癌藥物的進步，這種現象可能會有一點轉機。最近曼谷 Mahidol 大學 Dr. Limsila 發

表對 306 位不能開刀，不能電療，並接受化學治療的肺癌病人之經驗，他認為某些抗癌劑對治療肺

癌是有效的，這些藥物包括 cyc l,ophosphamide , 5-fluorouraci L mitomycin C以及methotre

xate 。研究的結果顯示如果病人的(1)一般情況較佳，對治療肯充分合作時; (2)病仕範圍較小;與(3)

病仕組織型態為腺癌或大細胞癌時，對治療的反應較佳。經過分析的結果發現治療有效的只有36%

，而能活到一年以上的只有20多~'， 5 年存活率為1.5% 。比較被常用的化學治療藥物是 CAP(cyc

lophosphamide ，adriamycin與 cisplatin)與 FOM(5-Fu ， oncovÍn 與 mitomycin C) 。

另外對50位比較早期而能移手術切除，但在手術當中又發現一些預後不良之因素，因此在手術

後再給予化學治療的病人的觀察中發現有15%的病人在術後一年內亮亡，五年存活率在第一期為50

I F后，第二期為25路，第三期為21形。這些預後不良的因素包括腫瘤比較大 (T2) ，肋膜或胸壁轉移

, (T3)與肺門淋巴腺轉移(N 1)等。對於這些病人， Dr. Limsila 所使用的藥物為 FAM(5-Fu ， ad

lriamycin及 mitomycin C) ，如果發生抗藥性，則自動將 mitomycin C 改為 methotrexate(FA 

MTX) ，如果癌細胞分化不良，貝Ij加上 oncovin (FOAMTX) ，所有的化學治療每隔八個禮拜給一

次，共給六次，並定期被查血清 CEA 濃度，利用 CEA 來決定治療是否停止及何時需要開去搞治療

。(實驗診斷科/楊錫欽取材自 Asian Medical News , 1986 年 2 月)

母杖、母院點滴
A本院外科主治醫師周燕飛赴美進位一年﹒

已於三月中旬返院。

A最近兩個月來本院三位教師竟突然陸續住

蹺，其中內科余瑞雲教授係車禍受傷 ﹒ 小兒科

楊英茂教授係手術後呼吸合併症 ， 內科蔡詩顯

教授係因中風。大家都非常痛心﹒但廟在愛心

皮妥善的醫療照顧中，我們三位敬愛的師長能

早日康復。
A外科洪啟仁教授已當選中華良國外科醫學

會理事長 ， 理事中本院共佔十一名，另監事佔

一名 。

A台大醫院整建計劃，院方為使各位同仁有

進一步的瞭解，將於三月廿日到三月廿八日止

，連續展出一星期，並安啡各科之特定說明時

間，俾便同仁能對整建大計握出更好的建議。

病理四十週年徵文

曾經在台大病理科進館或工作的各位前輩好:

為要紀念台大病理四十週年並出刊「紀念

專輯J '敬請您將過去在病理進催或工作中或

多或少之甘、苦、樂、惜之事情或感想(如對

解剖、切，可、檢查、 SPC 、 CPC 、活動、交遊

、批評......等)寫出留為歷史，讓我們的後輩

有所認識並效法良好的傳統或反省及改進，我

們預備輯成一冊並贈送各位留念。為要使本專

輯內容充實，敬請您多多賜稿，期使成為真正

值得留念的「紀念專輯J '謝謝您的合作!

附註1.題目、字數、內容均不拘(請寫出您

的真心話)

2 期限: 1986 (今年)年底前。

3 請寄送台大附設醫院病理科莊壽站收。

門



學泊

Jpaa;*iliJ心

溯自一九七0年代﹒世界油價高漲，產油

王國沙烏地阿拉伯財富驟然大輻增加，乃由德

國建設公司，建造設備完善之新式醫院五家，

散佈於全國各重要省份首府，做為地區中心醫

院﹒嘉惠病患。但沙國醫療，工務及行政人才

極為欠缺﹒大半仰賴外人﹒故透過我國外交管

道﹒邀請我國支援經營位於東部之霍埠 (Ho

ffuO 醫院及西部之吉達 (Jeddah) 醫院。

我國政府基於中沙邦交密切 ﹒，欣然同意，於民

國六十八年二月由衛生署張副署長智康率領包

括楊恩標院長在內之五人小組前往沙國訪問考

察。五人小組返國後﹒楊院長即指派筆者進行

籌劃。當時筆者擔任本院醫務都書﹒又曾在利

比亞醫療隊服務五年，暸解阿拉伯民情及醫療

作業，故義不容辭﹒立即積極展開工作。

組織醫療團最重要的工作﹒是挑選稱職優

秀的團員，尤其難找的是願意去沙國服務的醫

師，因此，在院務會議及醫務會議即研商鼓勵

年青醫師應徵辦法，言明如果在沙國服務成績

優良，二年期漏返國後，優先晉升為主治醫師

。 為避免被誤認為赴沙服幸存係被掏汰不能升等

住院醫師之出路 ， 招募趕在升等揭曉之前。結

果有第三年麻醉科住院醫師黃國石﹒第二年內

科住院醫師李醫娜、田蕙芬及放射踐科住院醫

師陳惆華應、徵。主治醫師部份有外科兼任主治

醫師游憲章及牙科兼任主治醫師郭儒銓﹒另有

李醫娜醫師之先生麻醉專科醫師劉漢平亦隨同

參加。

門 1 r 

由迦醫療團

與諾

(上)
謝炎堯

六十八年四月二日沙方衛生部部長賈齋利

(AL JAZAIRI)率領五人小組蘊臨我國訪

問，由筆者起草會談大綱﹒於四月六日在台大

醫院第一會議室﹒與我國有關人士會談並黨署

」 第一號中沙醫療合作備忘錯。與會人士我方有

衛生署王金茂署長，張智康副署長，楊恩標院

長﹒台北市衛生局李鐘祥副局長，筆者及長庚

醫院張錦丈醫院行政顧問。沙方參與會談人士

肉有衛生部醫療司副司長郭查慈醫師 (Dr﹒

Gazaz) ，行政組織司司長包德、治先生 (Mr

Batterjee) ，部長都書柯達步先生 (Mr.Qu-

tub) ，及阿步得爾阿濟慈國王 (KingAbde-

laziz) 大學醫學院院長阿步得爾薩蘭姆醫師(

Dr. Abdelsalam) 

備忘錄的重點為我國應先派遣一個十人專

家團前往沙國籌劃經營二家醫院，隨後再派遣

四十位醫師，二位藥師，二百名護士，二十位

醫技人員及若干位其他醫院工作人員赴沙服務

醫師分為專科醫師及住院醫師貳級，教薪

辦法係基本薪水再加上資歷加給﹒以罔曆計算

，每年有一個半月之休假，如果具有大學教員

資格，則每年另獲二個月薪水之特別獎勵金。

由於我國專科醫師制度崗未完全建立，故

專科醫師之認定，經雙方約定在教學醫院(沙

國衛生部部長希望是一級教學醫院)受完四年

之住院醫師~p應被認定為專科醫師，教薪比照

醫學士加上哲學博士之待遇。

本院由楊院長推振筆者，護理系鍾信心副

1 只



教授、醫技系高照村講師參加衛生署之籌備小

組 C

籌備小組一行十一人由張錦丈帶領於六十

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發 ﹒ 在沙國首都利亞德 (R~

yadh) .海港吉達城及世界最大的綠洲 (0-

楊恩標院長給初次訪華的抄國衛生部長顧 t 

間詹醫師(左倒第二)位及人事官做簡報，

右側為筆者。

編後語

記得去年同期景福醫訊曾刊出一篇莊哲彥

教授的 rAIDS 會在台灣登陸嗎? J .並預言

AIDS遲早是會在台灣出現的，果不出其所料

﹒國內第一例 AIDS已經在三個月前病逝台大

醫院，並經過病理解剖證實，因此末期時論特

別再報導此一事件。另一件與公共衛生及流行

病學有闊的是烏胸病的病因，我們特別請本院

生化學科呂鋒洲教授發表他獨到的見解。除了

學術方面外，末期景福醫訊也一如往例，顯示

出其輕鬆的一面，諸如楊友任醫師的「旅美札

記 j ﹒謝榮峰副教授等人的「醫技系三十週年

系慶慶祝大會j ﹒ 與鄭光裕校友的「主持一家

大型綜合醫院的感想等|﹒均圖文並茂 ， 值得

一讀。同時並感謝其他各位作者的踴躍賜稿支

持，使得末期景福醫訊得以順利出刊 。

(楊錫欽)

asis) 霍埠坡三地會商新醫院開幕事宜。

吉達新醫院係五層大樓，有四七八床，底

層 (Ground floor) 為門診部，急診部，開

刀房及檢驗室，一樓(相當於我們的二樓)有

八床之加護病房及四床之冠狀動脈疾病加謹病

房，二床之血液透析室﹒十四床之燒傷病房;

女性外科病房二十五床及泌尿科二十五床 n

二、三、四、五樓谷設病房一百床，分為四個單

位﹒供各科分配使用。吉達因有獨立之眼科醫

院及婦幼醫院﹒故新醫院無眼科、小兒科及婦

產科之設置計劃。霍埠醫院之硬體建築相同，

但各科俱全﹒共有四九二張病床。

醫院旁邊有醫院工作人員之宿舍規劃﹒當

時崗未動工，現在則已全部完成。(待續)

熹福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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