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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角結膜炎的流行談起

台灣地區，在今年的六月起，再度燃起了

急性角結膜炎的廣泛流行。本來流行是「整年

有 J '這一次不過稍稍「過火」了一點而已，

並不足談眼色變，只是由於著者自認與此角結

膜炎噱份深遠，每遇到這種流行不兔引起種種

的感觸。

幾年來台灣地區的急性角結膜炎流行，主

要兩種為由腺病毒引起的流行性角結膜炎，即

所謂 EKC 、以及歸病毒引起的流行性出血

性角結膜炎，簡稱急性出血性結膜炎或 EHKC

。由腺病毒引起的角結膜炎中，由於不同的腺

病毒，有的會引起小孩全身症狀，也就是腺病

毒第三型引起的咽頭結膜炎( Pharyngocon-

juntivafever) 。除了這兩種病輝以外，其他的

急性角結膜炎也可能由披衣菌引起 (Chlamy

diae Trachomatitis)'也可能由福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 以及其他種種細菌或

病毒引起，但其流行都沒有 EKC 或 EHKC

的盛況。

其中的 EHKC 在台灣的出現不過 15年，

第一次出現是民國六十年，當時流行的情形與

今年相比，有過乏而無不及，只是在大學眼科

門診工作的我們，很慚愧的，外面已經流行了

一段時間竟是一無所知 。 因為這些病患大都不

會到台大來，可能偶而會有一 、兩位來診，也

就將他們當作 EKC 處理了，直到七月卅一 日

的一次晚餐會上一一正確地說是張榮茂教授接

掌台大眼科的歡迎會上，眼科的先輩施醫師講

出他自己得病的經過， 並且特別強調每天有幾

E位病人，其潛伏期只有幾個小時， 一定是新

的疾病等等，著有才將信將疑 ， 並以為那有幾

/洪伯廷

小時潛伏期的結膜炎。所幸大約在同時接到一

位在台南開業的眼科大先輩來函，這位大先輩

雖然大名早已拜悉，但素來並不相識，可是為

了這一新的疾病，他著實花了 5~6 頁信紙，

告訴我種種有關這種新眼疾的根撮，並囑著者

要馬上著手操求。每次回想這兩位先輩的指點

，我就感到無限的幸福，也似乎接觸到了醫學

連綿不斷地原理與大動力。希望將來不要因為

社會所謂的進步，沖淡了醫學界這實貴之師生

先輩關餅、。而每位當醫師的第一天，所宣讀的

醫師誓言中對老師先輩應有的尊敬，大家應有

進一步的領悟。

對一個完全無知的新疾病，找出它的原因

，實在是一件興奮的工作。為了培養血膺，跑

進南港衛生署傳染病研究所馬鹿裡抽血，因為

聽說日本已培養出 Kochweek ，而有人則以

為 Hemophilus，因此每天在門診說服病人抽

血、抹片、揉標本。當時除了感興趣於公餘時

刻幫忙的一、兩位住脫醫師外，並沒有現在之

研究助理。凡事都得自己動手，也因為是自己

動手才發現到早期所揉取的結膜抹片之細胞診

( cytology) 與晚期的不同，而謝改改醫師為

了以統計學證明這個證據，每晚都工作到清晨

。 所以才能在尚未病毒培養成功前，就大阻地

宣佈其病原體可能是病毒 。 這幾年來的研究環

境的確進步了許多 ，深夜研究室仍舊有人，但

是是否自己實地動手機會減少了?有沒有一些

重要的事實溜走了?晚上走在新四樓幾無人跡

之主治醫師研究室，不兔有些感慨!

這些流行性角結膜炎的傳染方式為接觸傳

染，也就是經由眼睛 一 手 一 眼睛的裡路



。根據著者的統計，以家庭內相互傳染佔多數

，可是也不能忽略的是公共場所之傳染。以今

年的盛況而言，誰也沒有辦法正確的指出感染

病患數目，但是以七月初旬某一天，與結膜炎

無關的兩個醫院之門診病人統計，例如一為某

醫院內科門診80位病人中有 5 位急性角結膜炎

，一為著者青光眼門診 130 名病患中有 6 位急

性角結膜炎，很不正確地可推算絢有 5 予答，則

全台北市很可能有十萬人以上的感染，這個數

奉風化商

工作四十平

榮退教授與醫院各科系主任合影(前啡左起第

四人分別為劉頑輝、陳炯霖及杜詩綿教授)

75.7.18. 院務會議中，院長宣佈耳鼻喉科

杜詩綿教授、內科劉禎輝教授、小兒科陳嫻霖

教授、婦產科文錫圭教授、護理科鍾信心副教

授及病歷室許平章技士，都將自 75.8.1.起榮

退，院長特在會中致贈獎牌感謝他們為醫院及

醫學院所作之貢獻。杜詩綿、劉禎輝及陳惆霖

教授均出席並發表榮退感言。

杜詩綿先生現年六十六歲，曾任耳鼻喉科

主任、醫脫副院長，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來院，

已服務母院超過四十年。日據時代台北帝大第

四期畢業，榮退後將專心擔任花謹慈濟醫院院

目對研究者是一個可喜的數目，可是當看到外

國的報告，他們有的只是壹百多名的流行，頂

多是壹干或伍百多例之感染，對於我們這龐大

數目的感染，只有汗顏。雖然這也許與台灣亞

熱帶地區有闕，但是如何作好公共衛生﹒特別

是國人個人衛生習慣，從小就要有適當的灌輸，

將是今天我們高喊進入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重要

課題。

(作者係48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副脫長)

長及本校兼任教授。

劉禎輝先生現年六十五歲，曾任實驗診斷

科主任，中興醫院院長，血液學會理事長，現

任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民國卅五年八

月來院，剛好服務漏四十年，是日據時代台北

帝大第六期畢業，榮退後任慈濟醫脫顧問及內

科臨床教授。

小兒科陳嫻霖先生現年六十九成，曾任小

見科主任及婦幼醫院段長，民國卅四年十二月

來院，巳服務末晚超過四十年，日據時代台北

帝大第三期畢業。

婦產科文錫圭先生現年五十六歲，民國四

十八年八月來蹺，已服務廿七年。護理學系副

教授鐘信心，現年六十三歲，民國四十六年來

院，已服務廿九年，曾任護理督導及沙烏地吉

達醫院之護理部主任。病歷室許平章先生，現

年五十六歲，民國四十八年來蹺，已服務漏二

十七年。

多位教授，春風化雨，作育英才，辛苦工

作逾四十年，貢獻無限，他們在光復後辛苦栽

培後進，才有今日之台大醫院，承先啟後之功

績令人難忘。

杜教授、陳教授及劉教授，在接受頒抽獎

牌之後，均發表感想，罔憶往事、感慨萬千，

鼓勵後進之殷殷至誠，形諸言表，令人感動。

各位榮退教授，事實上仍兼任教授或擔任

臨床教樓，退而不休，仍將對後進學子繼續教

育與指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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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7 月由沙烏地阿拉伯罔來，在國內

蟄伏一年之後，承景福基金會的幫忙，儕我能

赴美進修一年。當時國內心膳外科的水準已相

當高，到底要去美國學什麼東西，實在煞費腦

筋。長輩告訴我，其實也不一定執意要去學什

麼，各方面多看看，值得借鏡的就把它學罔來

。因此我就從來往的信件中，挑出比較友善的

，同時名氣也不小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

SF)作為我的進催地點。該醫學中心的外科主

任 Paul A. Ebert 本身是一個小兒心臟外科醫

師. f也有 1975年就仔芝後 ，致力於小周心臟外

科治療的研究，十年有成，使 UCSF 成為美西

治療先天性心臟病的重鎮，今年(1986) 7 月

他功成身退，但更上一層樓擔任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 的會長，本人有幸在他

收山之前，得讀其奧祕，不敢自珍，不過在該

醫學中心的作法是相當反傳統的，我也不能說

這是最新趨勢，只能說是心臟外科治療的另一

種作法，茲將其中比較特別的介紹於後，以供

同仁參考。

一、要見心肌保護法的改變:一般在開心

手術時，為避兔缺血時心肌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都使用含高紳離子的電解質溶液來保護心肌

'事實上 Dr. Ebert 本人就是這方面的先驅者

。但在此醫學中心，對嬰兒的心臟開刀完全放

棄此種技街，而改用心室振顫的方法來保護心

肌，究其原因，主要是嬰見的心臟結締組織較

少，若經電解質溶被多次灌流，很容易呈現心

肌水腫而造戚術後低心輸出量的狀態。改用心

室振顫的技借來保譚心肌，最大的缺點就是手
術視野不佳，但在他們熟練的手術技巧之下，

並不造成太大的困擾，而手術後病人需要強心

劑來支持心輸出量的機會是徵乎其徵。

二、術後體被溶積是否足夠，他們不倚賴

中心靜脈壓或左心房壓事測宜，而是完全依臨

床表徵來判斷(如自門深淺、肝大小)。剛開

始時實在很不習慣，同時也覺得那有人這麼有

自信，但看久了倒覺得也不太難，至於為什麼

不相信左心房壓，他們會作過實驗，由於體外

循環時多多少少有血液稀釋 (hemodilution) • 

嬰兒的心鵬會旱水腫，術後心臟的 compli-

ance會改變，一般而言需要相當高的左心房壓

才能達到同樣心舒張末期體積(圖1)。不過

為了使初學的人也能順利照顧病人，他們體液

的給法也有一定的公式，因此只要照著公式，

一般是不會出差錯的。另外他們也不注重每小

時小便量多少，而以每天有多少來考慮，因此

雖說是嬰見開心手術後，但事實上除了多個呼

吸器，心電圖及動脈壓監觀器外，倒和一般外

科手術後照顧差不了多少 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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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心室出口徑擴大術，右:中心性

分流街。

圖 2
5 

小狗( 6 星期大)左心室 compliance

因血液稀釋而改變。

4 3 2 

圖 1

話，我想 Dr. Ebert大概沒法在主任寶座坐上

十年，而本人也無法在那邊呆上一年。我們試

以他在 1980年發表的嬰兒先天性心臨病手術治

療成果來看;從1975至 1979四年間，共有五百

餘嬰見接受完全矯正(佔84.3%) 或反傳統的

姑息性手術療法，成功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就是主動脈幹症 (Truncus

arteriosus)在嬰見時期完全矯正，到1983年

病例累積至 150 餘個，成功率達百分之九十一

。面對這麼驚人的成果，到底是因為這個反傳

統的作法得以致之，或者是因為 Dr. Ebert 本

身技術太好才有這樣的結果，實在很難判斷，

比較保守的說法，應該是兩者皆有。

走筆至此，我在想每一個出國進催罔來的

人，總有個慾望，要把在國外學罔的東西移植

於國內。對此問題，我會和 Dr. Ebert討論過

，有關國內的情形以及和他們的大不相同處，

是否需要向他們看齊。他的罔答倒是出乎我意

料之外，他說 I你們有你們自己的系統作法

，只要是結果可以，沒有必要改。若真有問題

，我這一套你可以試試看，但要學就學全套，

不要學個半套。」此話值得深思。

三、不同的姑息性(palliative) 手術療法:

先天性心臨病之手術療法有時因病人實在太小

或肺動脈太小，必頸先行姑息性手術如肺動脈

環縮術或分流術，等病人長大些或肺動脈發育

可以時再作完全矯正。傳統使用的分流術是以

鎖骨動脈接至左或右側的肺動脈來增加肺郡血

流量;但在此中心則完全攝棄這種周邊分流衛

，而踩用中心分流術或右心室出口徑擴大術來

增加肺血流(如圖 2) ，這種作法最大的缺點

就是必須由胸部中央開刀，造成第二次開刀時

動連剝離之困擾，但他們強調如此方能提供對

稱性的血流至兩邊的肺動脈，使兩邊的肺動脈

得以均句發育。另外在三尖瓣閉鎖症，為了準

備將來作 Fontan 氏術時，能夠利用到右心室

，他們在第一次手術時，將心室中隔缺損擴大

來增加肺動脈血流量。這些和傳統大不相同的

作法，並不是 Dr. Ebert 發明的，但他們認為

這樣的作法才是對的，才能使病人得到最大的

利益，至於第二次開刀時黏連剝離的困難，他

們並不以為苦。

自

(作者係62年醫科學業，現任母脫心臟外科

主治醫師)

四、手術治療之成績:剛剛提到一些大家

覺得杏奇怪怪的作怯 ，{ß但如手術結果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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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脊椎倒彎症基金會並非顯耀的機構，

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不過它從開始到結束的短

短十年中，替小見麻痺脊推側彎病人做了不少

事，最有意思的是我始終把慈善工作與學術發

表連在一起。在國內外學會發表了不少論文。

在1964出國前就聽說屏東基督教醫院有很多小

兒麻痺病童接受開刀治療。而在教學醫院的高

醫骨科卸沒有病人來。我會去參觀過，但沒受

到任何歡迎。 1967我由紐絢大學 Rusk Institu-

te 罔來不久。基督教醫院、的學大夫 (Dr. Olav 

Bjorgaas 挪威人)就自動來找我去幫忙。

這件事表示機會之門是為了有所準備的人闊的

。 我奉勸年青的醫師們在急著找“前途"之前

先把“學"與“術"基礎打好，總有一天機會

會光臨，抓到了就有“出頭天"的一日了(閒

話休提)。小兒麻痺後遺症是骨科手術的寶庫

，設多骨科矯正手術法是從 Polio 的手術摸素

出來的。以後的五年中我每週去一或兩次，自

帶便富，往往從早上開到晚上才回來，雖然在

抨濟上是“色 "的，問學術上部有價大的l仗穫

潑潑翩翩譏鱗鱗麟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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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的病例聞不完，而我所知有限，很多刀

是一邊看書一邊開完的，幸好，偶而有由歐美

來的醫師做短暫的停留、示範給我看，讓我學

了不少。我也寫了兩篇有關足部手術的結果刊

登於外科學會雜詰、。我的青娃腿的病態解剖與

手術法也在當時想出來的。

四肢的矯形手術做多之後，自然會遭遇到

脊椎倒彎的問題。而1960年代可說是脊椎側彎

手術的黎明期，所能做的手術不多，在Camp

bell 的骨科手術書上所記也不多，而我在美

國墨年竟也沒有機會看到 Harrington 氏手術。

1972年我有機會拿公務護照與台大的連倚

甫主任及榮總的徐道昌主任到澳洲雪梨參加第

二屆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0 路過香

港時去看香港大學的 Dr. Yao (馬來西亞華僑

姓邱，世界有名的脊椎外科醫師)的閱刀，並

經他介紹才有機會在雪梨看到正在開發脊椎前

方固定手術法的 Dr. Allen Dwyer. 的手術:

Dr. Dwyer 是開業醫，但他不是“醫匠他

在香港看過 Hodgson 教授做脊椎結核的前方

手術後，找個工程師將鋼索固定於彎曲的椎體

，將它拉直。他的第一篇文章登於1969 '我雖

讀了不少次但怎樣也想像不出如何開刀。 1972

年八月，我在雪梨看過他做兩次開刀，我只敬

佩他的勇氣，仍草書鼓不起勇氣嘗試。 1973年我



離開高醫自行開業，我也不顧做醫匠，決心一

面開業一面做臨床研究，所以我在1974年 3 月

第二屆亞洲小見外科醫學會(會長拱丈宗教授

)發表九例青蛙腿並刊登於1975年11月份的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8urgery. .以後

更引起台灣醫學界的興趣，這是後話。 1975年

夏天，畢大夫又來找我，因為我一直請他去找

個專家來做脊椎手術。這一次他說有位 Dr.

D. Jones 願意來，但必須要我做助手，以便

將來繼續做下去。當時我開業不久，相當忙碌

。但既是我提出的要求，祇仔答應。此一諾，

就是以後長達拾年的義務工作，為了要確實能

做好，我們尋找有“幼吾劫以及人之幼"心厲

的中外人士拾人組成了財團法人台灣脊椎倒彎

基金會. Dr. Jones 做了十幾個開刀就罔美國，

我又邀請香港大學的 Dr. Yao 及 Dr.， L. Hsu 

(許子石醫師，上海人)來示範;以後十年來

所有的刀都由 Dr. Ditmanson (五年後問美

國)張銓永醫師以及我，三個人傲的。一共

對 462 個小見麻痺脊椎倒彎病人做了 829 次的

Harrington and/or Dwyer民手術，基金會

贊助的醫藥費高到兩千萬元。由於我把慈善工

作與學術發表合在一起，自始將所有病歷及X

光片、照片、放影片整理得完整，隨時有材料

發表。因此在十年中我在日本骨科側彎症研究

會做一次招待演說，一次圓桌討論。美國骨科

學會展示。倫敦的國際骨科災害外科學會 81-

COT 發表論文。刊登於雜誌 8pine 的有兩篇

Orthopaedic Transactions 有一篇。使我最

高興的是挪威的 University of Bergen 邀請

我為 Visiting Professor 講學壹週，講麻痺

性脊椎側彎的手術，使我及內人有機會遊玩風

光綺麗的挪威。另外一件就是日本東京大學骨

科脊椎側彎的醫師繼續到屏東來見習我們的手

術。“天下的東大..竟然有人來留學(已有三

.位今年有一位) .使我感到驕傲之餘，也有不

少惆悵。驕傲的是由台灣去日本留學者多，部

很少日本醫師來台留學的。惆悵的是雖有外國

醫師來學習但拾年來祇有兩個國內的醫師來

瀏覽而已。由於溝通不夠，沒有引起國內年青

醫師的興趣。也沒有能夠培養出更多的後進而

覺得遺憾。雖然基金會是為了病人而設立的，

沒有訓練醫師的義務，不過我仍覺得如再有機

會我會將它做為 Teaching 的場所。

拾年的日子每週從高雄到屏東去一兩天，

對開業醫的我並不是簡單的事，之所以能風雨

無阻維持十年，得力於基金會董事們的合作無

間。我很感謝外籍人士的協助。病人是我們的

同胞，這些工作本來應該由我國人來傲，但罔

顧起來這些外籍人士的貢獻比我們的多。有一

位 Nelson 先生更特別令我感動。他的行為使

我感到我的成就徵不足道。 Nelson 先生是美

國南達柯塔人，退休後到嘉義基督教醫既做義

工，迷上了台灣，終生替殘廣見童修理輪椅、

胡技等。大家稱他為“安可.. Uucle '。到任何

地方都有見童圍繞著他，而他就替上帝散佈福

音，我由他學到什麼是“無祉..。他本可以在

美國享受天年。卸遙遠跑到這裡與殘傷見童為

伍，終生不娶，當他得知他患了中國人最多的

肝癌時，竟笑著對我說「你看我多愛中國」

他真的為病患值理輪椅、研放到最後一刻。臨

終遺言是要將他僅有的二萬元買電棍給病患看

。出贖當天，無數認識他，受過他幫助的人自

動替他抬棺，當牧師致辭時有一隻鳥飛到桌上

及棺上揮之不去。大家說是“安可"顯靈。我

個人替“安可"疏的誤，比為我的父母疏的更

多。父母生我育我，為此我流淚，“安可"為

這些異國的兒童工作到最後一息，我流的不僅

是感謝的頭，更是感動的淚。我雖非基督教徒

，但經過這些人的行為我體會到基督博愛的精

神。

十年來這些人默默地工作，雖然並非什麼

偉大的工作，部也有相當的成就，台灣已沒有

小見麻痺了，需要本基金會幫助的人已不多 。

我們初定的目標已達成，基金會也將結束。我

可以休息一下，再尋找下一個衝刺的目標。

自



時值炎暑，屏東的大太陽尤其逼人，低緯

度的照射，非身歷其境者實不得體會。數十年

來景福人在“熱都"改故不息與熱浪抗聞者不

在少數。這些人不是獻身醫療的“史懷哲

就是不懂賺錢的傻子，所以跟屏東縣的貧窮一

樣，屏東的景j福人也沒有值得讀攝的大財主，

或大名鼎鼎的人物。雖然如此，也有幾位青年

才俊及史懷哲值得介紹。

復健系60年畢業的鍾蝶起君於71年主持屏

東縣衛生局四年以來，於改善行敢風氣，與民

眾接觸溝通方面有卓越成就，並替鄉鎮公所爭

取垃圾車25台，但於 8 月 18日奉調為省立屏東

醫院內科醫師，離開了局長職位。鍾君是一位埋

I頭苦幹型的青年才俊，考取乙等衛生行敵特考

，公共衛生醫師等，更利用空閑時間，在高雄

醫學院催公共衛生博士中。

醫學系第二屆的翁瑞亨醫師是台大外科的

後輩，充漏了“史懷哲"本色，自從主持基督

教醫院以來，使該院名聲傳遍全台。在翁醫師

之號召下經續有幾位景l福人投入“史懷哲"之

行列。在屏東基督教醫院有73年畢業的阮昌棍

醫師(婦產科) • 74年畢業的卓德松醫師(小

兒科) 、 75年畢業的吳蘭香醫師(婦產科)

f豆春基督教醫院的蔡茂堂醫師則於去年前往美

國福樂神學院進峰，王榮德醫師又於今年七月

罔台大一股科受訓，所以“史懷哲翁"又回到

值春支援去了。

邱l福盛老學長現年85歲，仍然耳聰目明，

精神矯情，現在雖把棒子交給了么兒，然而每

天專程登門求診於是史懷哲的還是不在少數。

/拷成錦

醫科第三屆的陳慶輝醫師在高樹開業，每天病

人數百人，被病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是屏東縣

病人最多的名醫。終於在二年前移居日本，現

址為和歌山縣郡賀郡粉河阿大字中朝糊 911 番

地，電話 (0736) 79-0438 .執行較為正常的醫療

業務，過著悠閉的生活。

醫科第四屆的邱魁雄醫師和第五屆的羅茂霖

醫師為醫界長青樹，病人之多歷久不衰。他們

都有一個共同點，做人隨和，人緣很好，很會

利用休閒時間。前者常去釣魚，後者則打高爾

夫球。王式曾醫師則到省立值春醫院當史懷哲

去了。醫科第十五屆的紀展南、李紹熙、王泰

源、盧祈川四位醫師為屏東四劍客，各自雄霸

一方，財力雄厚，為台大景庸人帶來無限光榮

。紀展甫夫人又是鼎鼎大名的名人嘉義市長張

博雅醫師。她畢業於台大公衛研究所，也算是

半個景福人。醫科第十六屆的盧維信醫師與醫

科第九屆的陳正茂醫師則合作經營小兒科醫院

。二人輪流往返於美國台灣，為中美合作開了

一個新模式。

醫專最後一屆的龔萬進醫師，醫科第十一

屆的許兆祥醫師，醫科第十二屆的高東輝醫師

及醫科第十三屆的戴鐵雄醫師則為值春增區德

高望重的長輩，在值春地區舉足輕重，也使桓

春地區的文化水準提高了不少。景l福人幾佔了

值春地區醫生的一半，可說是台大校友的一個

重鎮。

希望各位校友有任何寶貴資料能多提供給

筆者，以供住後繼續最主醜之用，謝謝。

(作者係43年醫科畢業，現任略構外科醫阱阱長)



東部大型綜合醫院一佛教惡濟綜合醫院

一一開幕7!

與台大具有建教合作關係的佛教惡濟綜合

醫院於八月十七日啟業，母院除了支援資深醫

師駐診外，並摟受該院住院醫師到母院受訂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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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院是由僻教證嚴法師主持之慈濟功德會發起

創建的，院地 8.9619 公頃，由剛自母梭退休之

耳鼻喉科權威杜詩綿教授當院長，血液學專家

劉禎輝教授當內科主任。醫療設備及診療儀器

均購置、最新穎進步之機型，包括 GE 廠牌之

CT. 顯徵手術鏡及內外兒科加護病房之監個系

統等。病床有 250 床，初期將先開放 100 床，

先設立內、外、婦產、兒科及復健科，以後將

次第增設耳鼻喉、泌尿、皮膚及牙科等。其特

徵是病房不分等級，僅分單人房、兩人房及多

人房主名稱， 每間均附衛浴設備，辦理住院不

必先繳付保證金，伙食是素食。在此啟業之初

，革祝福慈濟醫院能發揮其濟世救人的功能，

吱為東部地區醫療章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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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 r如果您已厭倦了倫敦的生活，

則人生也沒意義了。」這句話說得實在不過份

。二千年前羅馬人在此地建城之後，安格魯撒

克遜人後來居上，在這塊鮮有地震、風災的樂

土上建立了數度王朝。從羅馬時代至今所遺留

下來的古蹟真是多彩多姿，加上在大英帝國期

間，從世界各地搜括來的文化臟物，皆收集於

大英博物館中，讓您不用遠遊也可觀賞到其他

各地的文化古蹟。除了這些文化遺產外，一年

四季有不斷的古典芭蕾、歌劇、音樂會、戲劇

、現代歌舞劇等，由於節目精影，直接乎場場客

漏，較熱門的節目還得半年前就預定座位呢!

倫敦位於北緯五十度左右，因受大西洋暖

流影響，天氣並不寒冷。夏天清晨三點即天亮

，晚上十點左右才天黑，相反地冬天七、八點

才天亮、下午四點即天黑。夏天時太陽是斜下

地平線的，故有一段很長的{旁晚，冬天太陽很

低，向南的房子，太陽都幾乎直照到天花板，

這些自然景觀都是在緯度高的國度中常見的現

象。

承國科會輔助到英國倫敦大學皇家自由醫

院進腔神經兔疫學，此醫院建於1828年，原址

於倫敦市中心，二次大戰後，在倫敦的高級住

宅區 (Hampstead) 中建立一座嶄新的十層現

代化大醫院，很巧地，此醫院的院慶與台大相

同，同為十一月十五日，每年都舉辦盛大的演

講會。此醫院的神經科由兩位舉世聞名的教授

共同主持。 Thomas教授為科主任，負責周圍

神經病變及相關的研究。 Newsone- Davis 教

授為醫學研究委員會 (Medical Research C。

uncil)的教授 ，負責神經肌肉交接處疾病及神

攝於皇后廣場前，醫令古舊與台大醫院類似

經兔疫學的研究。英國的系統中，每科只能有

一位教授，除非有 MRC 資助，才有可能在同

一科內有一位以上的教授。此醫脫與皇后廣場

(Queen Square) 中鼎鼎大名的神經研究所國

家醫院有相互合作的研究計劃，此兩位教授皆

為國家醫院的主治醫師 (Consultant) ，負責門

診、病房及教學的工作，而進一步神經肌肉切

片及各項兔疫學的研究，則依頓皇家自由醫院

的設備。

對神經科醫師而言，一提到皇后廣場的國

家醫蹺，真有如問教徒提到麥加，或基督教徒

提到耶路撒冷一樣 o 世界各地的神經學專家皆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到此國家醫院上上課，聽聽

神經學講座。也因為如此，他們就廣收世界各

地的學生，開班授課，大賺其錢。學生大部份

來自中東、南美、非洲及亞洲，亦有許多來自

北美、北歐的國家，無非是想沾點皇后廣場(

神經研究所國家醫脫位於皇后廣場上，由於全

名太長，現大家都以皇后廣場來代替此醫脫)

的氣息。此醫膜的神經學教學，有短期、長期

之分，若您只有幾天的時間，也可按目繳交實

習費後旁聽實習。一般課程深入淺出，從最簡

單的神經解剖學到最新的神經學研究皆有。每

週定期的臨床病理討論，病例展示及特別演講

等，對於有經驗的神經學專家當覺收種良多。

另外此醫院亦常舉辦不定期的高級課程( ad-

vanced course) ，這些課程都以二天為主，延

攬國內的專家，針對某一主題作一連串的演講

，在旅英期間筆者曾參加了神經遺傳學，周圍神

經病變、神經檢查學、神經病理學及腦腫瘤等

課程，收穫不少。除了這些需要繳錢的課程之



外，還有一些是國家醫院自己的訓練活動也是

相當精彩。每週二晚上由 SANDOZ 藥廠提怯

的學術演講，每年有兩個主題，每個主題大約

請到三、四十位專家來作演講。每次的相關題

目由一位基礎研究者及一位臨床研究者共同發

表，企圖將基礎的研究與臨床的經驗相配合，

此類的演講常常客漏，與台大第七講堂一樣，

太晚去了就只有樓梯可坐。另外每週三的 Go

wer 病房迴診，分別由 Gillia肘， Thomas, 

Mac Donuld等著名的教授主持，各方疑難雜

症，罕見病例皆可看到。隔壁的見童病脫(Hos-

pital for Sick Children) 亦常常帶來一堆奇

奇怪怪的病例讓您大開眼界。各個科中亦常有

各自的病例討論，如每月一次的周圍神經病理

討論也相當精彩，此會由 Thomas 教授主持，

討論會最大的收種是在臨床與神經電氣生理學

檢查後，大家可猜猜其診斷或其病理變化，最

後再由 Thom~s 教授揭開謎底。答案的對錯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臨床的症狀及檢查的報告如

何作鑑別診斷及詮釋。

除了皇后廣場有這麼豐富的學術活動外，

其他的醫院亦不甘示弱，在University Colle

ge 每月發布一次 News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公布全國各地的神經科學的演講活動

、討論事等，此 News常常厚達五、六頁，可

見在英國神經科學研究之發達。皇家醫學脫(

Royal College of Medicine) 亦每月舉辦一

次演講，此會大部分晚上舉行，儀式還蠻隆重

的，主席必頌配帶象徵權力的金牌，會前還得

宣讀上間的討論議案，這在國內學術演講中是

難得一見的。另外各專長亦有屬於自己的俱樂

部，如專門研究基底核的專家就組個基底核俱

樂部 (Basal Ganglion Club) ，每兩、三個月

舉辦一項活動，研討最近的研究結果，這種慎

樂部大約有數十個左右，筆者參加過的有，神

經眼科學俱樂部，脊髓俱樂部、神經遺傳學慎

樂部等等。以筆者所參加過的神經眼科偎樂部

來說，他們會邀請一位得過視神經炎的畫家，

將他患病後所見皆畫於油畫上，病人展示一連

串的圖片後，再由醫生講解祖神經炎的病因 ，

病理變化及解釋病人所繪圖片變化的理由。有

時他們會找些臨床上罕見的病例，如延長祖覺

暫留病人，由生理學家作一大堆最新的現覺檢

查，一些過於深奧的理論，甚至連筆者也聽不

懂，科學發廈，一日千里，由此可見。

有時，參加的研討會不在倫敦舉行，那就

更過癮了，除了學術的增長外，又可觀光英國

的鄉村，筆者曾參加一神經病理研討會，在有

英國花園之稱的 Kent 鄉下 Wye College 舉

行， Wye College亦屬於倫敦大學，此種病理

研討會每五年才舉辦一次，報告最近國內神經

科學的發展，進峰期間正逢會期，收種不少。

住在英國的鄉下亦讓您體會不少古模的民風。

另有一次 Flow Cytometry 的討論會在劍橋

大學舉行，很幸連地能在劍橋大學住上三晚，

清晨獨步於劍橋旁;細細體會徐志摩描寫的康

橋的早晨!

此次到皇家自由醫院進腔的主題為肌無力

症之兔疫學研究。故進{直課程中除熟悉乙睡胺

接合體抗體的測定之外，亦研究東、西方肌無力

症的差異。筆者更利用該科已有的細胞流體制

量機(Flow Cytometry) 利用雙色染色法研究

病人淋巴球對乙臨胺接合體之活化情形。這些

結果除發表於第十三屆世界神經學大會及第六屆

國際兔疫學大會外，亦投搞於 Neurology 的

雜誌，正審查中。初到英國時發現英國人動作

慢，不勤快，每天九時上班，一個小時後一定

得在茶房 (Tea room) 休息一下，大家聊聊天

，中午又有一小時休息，下午的下午茶 (tea

time) 更是不能少。屆指一算， 一天工作時間並

沒多少，比比我們在台灣的工作時間，他們一

定受不了，筆者曾在討論會中展示台灣的工作

時間表，只見那群英國佬頻頻搖頭，為我叫屈

。雖然他們不甚勤快，但卸是非常關踏實地，

對於學問亦是細嚼慢鴨、精益求精，以乙臨胺

接合體的測定來說，為了誰實一句話是對的，



同樣一個標本的浪惜，就可利用十多種不同的

方法來誰明，這在國內學術界是少見的，也是

我們值得學習之處。

有人說，在英國想交個英國朋友有三種途

僅:一、養隻小狗，英國人愛狗甚於愛人，家﹒

家主接乎有條小狗，溜狗 (Walking dog)也是老

英的嗜好之一，筆者曾於假日在公園閒坐，一

上午的時間至少看過五十種不同的狗，有的狗

還理過毛，(穿衣服、打花結無奇不有。見到帶

狗的小姐，如果您稱贊她的狗會比稱贊她本人

還高興，素不相見的人，只要一談狗經，馬上

就成了好朋友。二、在花園種花，英國人花費在

庭園的時間很多，雖然四肢不勤，各種花名、

植物名倒是懂得不少，在花園，何處何時要栽

何種花各個皆有一套理論，偶爾在後花園相見

，一聊就是一下午。三、到酒店 (Pub)喝酒，英

國人酒店賣酒的時間有一定，大家都相當守法

，時間一到，酒店內擠漏了各式各樣的人，神

采飛揚地述說自己的經歷，他們談天的本頓大

概都是在 Pub 中訓練出來的。一件芝麻小事

，他們可講得很徹底，每一殷心路歷程就夠他

們講上數個小時。故在宴會中，您不用書怕沒

話聊，就連他家後膜的破磚頭，也有數小時的

歷史可蓋個不停。飯然在英國有如此多的神經

學活動，筆者想，要交個英國朋友的第四個途

徑，大輒就是學習神經學吧!

一年半載的倫敦生活怨怨而過，在這見除

英語進一步一點外，亦學習到英佬的思考方式

，治學態度，取長補短，但願能將所聞所學貢

獻於自己的母校。

(作者係64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脫神經科講

師)

程學體運會連接連接連接騙i鸝連接連學連接連接連接連接體程學運會連接連語

我的研究
/王作仁

個人的研究主要在於先天性異常症，特別是有關生化遺傳以及各種先天性畸型，並從事遺傳諮

詢的工作。也就是很攘臨床及實驗室研究的結果應用於預防醫學。

根攘個人粗淺的看法，國人常見的生化遺傳疾患的種類與國外的報告並無太大的差異，如有則

僅止於發生率的不同而已。而各種先天性畸型亦復如此，只是臨床症狀輕重有別罷了。

個人目前工作的重點在於各種胺基酸尿症、溶臨體昨積疾患(比如黏多酷症、醋蛋白骨積症及

肝糖肘積症等)以及尿素循環異常症等。其方法是使用薄層色層分析法(感謝李明亮教授的啟發及

指導)進行初檢，陽性例則進一步做定性及定量的工作，再進而做酵素的檢定以確認是全斷。

先天性畸型除了做臨床的診斷以外，一些原因未明而有外表的畸型併有智能不足者則配合病理

科莊壽浩主任以及新近罔國的博士班研究生林秀娟醫師進行染色體以及其他有關的檢驗及研究以求

發現病因，並思治療及預防的對策。

感謝母校老師長期的教導，小兒科、婦產科、優生保健諮詢中心諸師長及同仁，特別是已故李 | 

廷堅教授的指導及協助。也謝謝行政院衛生署及國科會多年來的補助，盼望各位校友續予指教，使

能繼續求進步。

(作者係59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小見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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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本人奉台大脫 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耶大本

方及外科主任指痕，至美國耶 身的建築主體是屬於中古時期

魯大學進值外科腫瘤學一年， 的哥德式，以高聳的尖塔、鐘

於4年年四月初順利完成歸國 。 樓及值形的長窗 ， 配上有古老

承蒙本刊編輯之邀，本人很樂 外表的石材，以及從義大利聘

於把在美國一年之感受與心得 來的離匠所體出的細騙人像和

提出來向各位先輩及系友作個 圖案，最後再加上彩色鐘骰玻

報告。 璃，使初到耶大的人都會有一

耶魯大學在美國相當有名 種身在古中歐的錯覺，也難怪

氣，位於康乃狄克州的新港市 有人稱它為「現代雅典J 。

(New Haven) .建校已有兩 新港市本身依山儕水，樹

百多年，其中會遷過直接次放址 木林立，四季氣候分明，冬天

，最後才在新港市安定下來， 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熱;風景

不過那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宜人，尤其秋季楓葉變色的那

，所以整個蛾市其實就是一個 殷日子，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典型的美國大學城。全市人口 住起來相當舒適。耶大醫學脫

不過三十多萬，一切皆以耶大 離校區中心要隔上好幾條街，

為中心，文化氣息甚濃。耶大 其建築完全現代化，就像台灣

雖位在新英格蘭區內，但是其 的榮民總醫院一樣，高樓大廈

校舍建築卻沒有任何新英格蘭 的。美國人對其醫學院的風評

式房子的風味。倒是新港市的 甚高，他們的教授及學生也都

硬體結構確屬於典型的新英格 很引以為榮，只是有時不兔給

蘭城鎮，以三個左右併詐的大 人一種太過自負或傲慢的感覺

教堂，傍臨一塊大草坪及市政 。 我這次去耶大完全是經過他

大廈為中心，一撮棒的建黨就 們的前任外科主任 Dr Col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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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他們夫婦兩人非常慈

祥、熱心，給我帶來很大的方

便，真是非常謝謝他們。

我到耶大進臨的主題是外

科腫瘤學，一共去了放射線治

療部、腫瘤內科、以及腫瘤外

科等幾個部門。一年下來，覺

得耶大醫學脫確實有他們值得

自傲之處，基礎醫學部門的研

究風氣很盛，競爭很厲書，而

且與臨床醫師之間的關係及配

合也非常密切。像指導我的教

授之一 Dr. J. Bertino. 不但

是腫瘤內科主任，同時也是藥

理科的教授及權威。像這樣臨

﹒床醫師兼基單單醫學教授的人有

不少，所以一有機會討論時，

每個人都能侃侃而談，兼顧臨

床與基聽醫學，對別人的新東

西也很快能有機會接觸和吸收

， 實在令我佩服和羨慕。

過去的一年當中，我把進

腔重點放在乳癌和大揖直屬癌

，尤其是有關乳店的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術後及再發時的

化學治攘 ， 以及大蜴癌、乳癌

細胞的抗藥性機轉、肝臟的轉

移性大喝癌之動脈內化學攝法

等方面。

乳癌是美國女性最易患的

癌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乳癌

都是病人自己先發現的。 然而

i 曰 前仰 iP~昨7勒草草帽月T(~H界



月定期作乳房的自我檢查(BS 以，對那些較年輕、又極珍惜 xate的Trimetrexate 來代替前

E)期能早期發現乳癌之外，更 自己乳房的第一、二期乳癌病 者，期能增加其運行入細胞內

利用乳房攝影術來作大量的篩 患，我認為不妨選擇性的謀取 的效率;或是尋找一種可和

撿，希望能更早期發現那些臨 這樣的治療方式。 DHFR 結合得更牢固的葉酸

床肉觸診不出的乳癌。到目前 有關乳癌在術後的輔助性 麵似物，以解決因 DHFR 之

為止，他們選擇四十歲以上的 治療，耶大仍以化學治療及內 合成增加所引起的抗藥性(例

婦女或較年輕的高危驗群婦女 分泌治療為主。前者大多踩用 如 Homofolate) 。

作為對象，進行定期性(每一 CMF 的組合，偶而對第三期 少數大踴直屬癌轉移至肝

到兩年作一次)的乳房攝影橫 乳癌貝Ij蝶 CAF 的組合，內分 臟的病人仍有機會接受再次手

查。利用這種方法，可挑出了 泌、療法則一律使用 Tamoxifen 術，然而大多數的病人並不適

不少在 X光片上有懷疑的病例 ，而不再作卵巢切除術。對於 合再開刀，所以化學治療成為

，例如有小型的或深位的質塊 乳癌再發或有遠隔轉移的病人 唯一可行之道。為了增加化學

性變化或叢狀微細的鈣化斑點 ，則使用化學治療、內分泌治 抗癌藥物在肝臟內的濃度，也

等，先以鋼針及鋼絲加以定位 療，或兩者合併的方式。依病 為了減少全身性的副作用，多

後，再由外科 Dr. Mckhann 人的條件，有幾種不同的 Pr- 年來就一直有人嘗試經肝動脈

循著鋼絲作切片手術，拿出的 ， otocol可以選用。大致上和我 作化學藥物的灌注治療;可是

標本要再照一次 X光確定無誤 們目前的作法是相同的，只是 根攘耶大醫師的經驗，像 FU-

後，再送病理檢查。大約有百 覺得他們的作業較有系統、有 DR 這類的藥物至今仍無令人

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病人其切片 慷理，我們若能詳加計劃、組 漏意的治療效果，所以目前他

結果為惡性瘤，經由此法診斷 織，相信也能達成更好的效果。 們仍致力於尋找其他更有效而

出來的乳癌很少發現有服下淋 Dr. Bertino 以研究 Me- 其安全的化學抗癌藥物。

巴結的轉移，所以個人覺得這 thotrexate 之藥理作用聞名 美國的生活雖然令人眷戀

是相當值得去嘗試及推廣的篩 ，對於癌細胞抗藥性的機轉也 ，但是間國之後發現，還是自

檢法。 有很透徹的研究。他認為癌細 己的故鄉比較現切、可愛。自

至於乳癌的治療，在耶大 胞抗 Methotrexate的原因可 從恢復正式的上班工作以來，

也有相當新穎的作法，除了上 能有以下四種。一、經由細胞 個人覺得台大醫脫本身的研究

述方法發現的早期乳癌之外， 膜運入細胞內的作用有缺陷 o 設備和環境仍屬相當不錯，各

臨床第一期及部份第二期的病 二、細胞內由二氫葉酸還原臨 領域也都有很多人才，若能有

人，他們只作局部癌瘤的切除 (DHFR)與 Methotrexate 適當的人帶頭組織起來，深信

及同側服下淋巴結的廓清，然 的結合力變差。二、細胞核內 在癌症的診斷及治療方面，很

後再加上同倒胸壁及乳房的放 染色體基因的增大，使得 DH 快就能有更好的成果。至於對

射線治療，並不切除整個乳房 FR 的合成增加。四、 Metho- 社會大眾的衛生教育，類似乳

。十五年以來，他們的治療成 otrexate 在細胞內的 Poly- 房的自我檢查，個人覺得應儘

果並不比乳房切除者差，唯一 glutamylation變差，使藥物 快由專司機構和人員加以全面

的缺點是胸塾或乳房的局部性 本身無法長久保留在細胞內。 推廣，希望不久的將來，可以

再發較多，然而這些病人於接 針對種種可能的抗藥機轉 使乳癌變成一種可以治癒或控

受乳房切除術之後，其五年、 , Dr. Bertino 和他的同仁正 制的疾病。

十年的生存率仍然同接受乳房 在進行研究幾種可行的破解方 (作者係63年醫學系畢業，

叮1碎 1iÎr:f怕你 即 可月 1吉;;f有叩 門 前 拱 門 俐的山輯f以 Meth otre 現任母院外科于一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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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芬醫師要我為景福醫訊寫隨筆，剛好

碰到我的痛處。子曰 r老婆人家的好，文章

自己的強」。在下的文筆可不敢恭維，因而演

繹到天下的老公大概都是半斤八兩。無啥好羨

慕的。不過我對隨筆這個「隨j 字漏投峰的，

就隨意出醜→番吧!國語辭典上的「隨」字有

不少解釋，有好有壤，依閩南語也有青青菜菜

的意味吧!超過一甲子歲月的我，就是這樣度

過的。如果有人問我一生中值得罔憶的有幾?

很抱歉，實在想不起那些是值得一提的。這可

能和我的性情有關，因為自小到大，對人對事

都比較隨和，不刻意強求。因此，不會有什麼

大風大浪，刻骨銘心的事。記得外婆說我「這

孩子，沒心沒肺」意指我對任何事不會往心深

處去，事過境遷，一切了無痕。也因為如此，

一生得以心平氣和，自得其樂 。 也可以說，平

平庸庸的虛度一生，浪費了不少糧食。這話不

假，因為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吃」。民以食為

天，我這是順體天意，不能怪我好吃。吃在廣

東是有名的。遺傳得來的口福，更不能妄自菲

薄。我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生活都在大陸北

方天津，雖然曾經歷九一八、七七等事變，但

是因為家住在英國租界內(那時候天津仍有英

、法和日本祖累) ，同時天津又是大商埠，所

以各種吃食美味，比現在台灣吃的還好。中學

畢業後，不顧留在淪陷區讀大學，就和其他兩

位同學在自結伴離家去後方四川。有幸入中央

大學讀牙醫學系。由於無法自家中獲得經濟支

援，全靠公費，學校也供食宿，另外，每月還

發給零用錢。伙食團是由學生輪流管理，每個

月初，伙食費儘量節省，所以吃得最不好，到

月尾。伙食錢剩多，就大打牙祭，吃得不亦樂

乎。記得有一次吃太多，胃飽得睡不著，只好

半夜坐在床上等打哺才好受些。提起睡覺，想

起我初到四川那個冬天，因為木床上的墊耨太

薄，冷得輾轉不能成眠，後來聽人說可以舖稻

草，真不錯，睡在稻草上，好暖和叉舒服。學

校飯堂襄裝飯的大木桶有半人多高，吃到近底

的時候，要彎腰下去盛飯。那時候最怕聽到飯

約掉到桶底的聲音 ，表示沒飯了。早餐大桶裝

稀飯，常見到不值邊幅的男同學身上沾著斑斑

點點的飯漿，也是一景。那個時期胃口奇佳，

一頓兩、三碗飯後 ， 可立即到校外小館再吃一

大碗麵毫無難色。伙食不好菜不夠的時候，就

以辣豆瓣醬拌飯吃，也津津有味 。 現在很喜歡

吃辣，就是這個時候訓練出來的。課餘有時三

自



五同學結伴到郊外踏青，順便在田襄摘新鮮蠶

豆或碗豆，邊走邊吃，甜美無比。空襲警報時

停課，同學們去躲警報，我的寢室住有三位同

鄉，大家也趕快出校門，部是跑到對街小店搶

購花生、地瓜和鍋盔(一種麵餅) ，再罔到宿

舍，往一張大的硬木桌子下面一坐，聊天吃零

食。想起那殷日子，仍覺得非常美好快樂。勝

利後先問天津省親，外婆和母競每天都為我準

備喜歡吃的東西，也享了一陣福。不久，學校

復員南京，只得又離家返校，這一別就無蟻再

*編後語*
炎夏已近尾聲了，令人談「眼J 色變的角

結膜炎之流行也告一殷落，此次請洪伯廷教授

為大家談論角結膜炎，從文章中可看出地方開

業醫師對流行病的治療及研究是佔著多麼重要

的角色

遠在高雄行醫的沈永訓教授對小見麻痺脊

桂側彎的治療馳名中外，很榮幸本刊能夠得到

他的應允賜予文章一篇介紹助人無數的台灣脊

椎側彎症基金會的成立經過及其功能，沈教授

把慈善工作與學術連在一起的理想變成事實，

值得有志之士仔仔研讀並與他學習。

感謝屏東楊成錦前輩寄來「椰風蕉林下的

景福人J '介紹校友們在該地的特色，使大家

知道屏東的「史悽哲J '屏東劍客及許多未曾

謀面的校友們的點點滴滴，讀了非常現切溫馨

，歡迎各地校友們多多來稿自我介紹。

三位甫自國外進催返國的青年才俊楊友任

、邱浩彰及周燕輝醫師以輕鬆的語氣，深入淺

出地為大家介紹各人在進佐期間的種種，使人

彷彿浸淫在美國 UCSF ，倫敦皇后廣場及耶大

的學術氣氛中，請勿錯過。景福隨筆由牙科主

任關學婉教授執筆寫出她的嗜好，看了令人垂

誕三尺，對關教授活潑順臨的文筆及嗜好真要

刮目相看了。

謝謝大家的賜稿並歡迎來稿。(陳秋芬)

見到家人才。畢業後因時局緊張就遠走香港，

因為我有很多說戚在那邊。在香港政府醫院服

務的三年中，吃得也很)1圓心，以巧克力糖為中

餐是常事。至今，奶油、蛋糕、冰淇淋和巧克

力糖，仍是愛不釋口。我先生常罵我說「你不

怕腦充血和心臟病啊! J '如果我是其他原因
一去不歸而食志未酬，豈不暴學天物?拉拉雜

雜的隨意亂寫一通，請隨便瞄一眼即可，因為

我的作文在中學時曾被老師打過不及格的。

(作者現任母院牙科主任)

校友動態. • •••• 

敬賀校友錢煦教授榮任美國生理學會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的

Councillor 任期四年。(有關錢教授

的文采請翻閱景福醫訊第二卷第七期之景

福隨筆。)

..封面圖片說明:

圖左:流行性出血性角結膜炎。

圖右上:結膜抹片顯示單核細胞。

圖右下:組織培養顯示細胞病變。

熹福醫言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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