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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J 的故事

由公園路一進入台大醫院圈地，在人行道

左邊，即可看到一座銅製雕像聳立在華麗的花

崗石台座上 。雕像高絢二公尺，由十幾尊以不

間姿勢往上爬的人像所構成，站在最高也是最

大的一尊，驗部朝向台大醫院，提胸而立，兩

手往後伸，牽著後進跟上(封面圖)。石台土

有個銅牌，寫著「憧憬」兩個字(見圖)。

興建這座雕像的經緯是這樣的。民國七十

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當時的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

教授夫人，三衣幸罹患癌性腹膜炎，雖經積極治

療，然不到三個月自Pr:盎然辭世。師母生於民國

十年四月二十一日係新竹市望脹張式穀先生

之三女，自幼聰明穎悟，於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與恩師楊教授恩標結婚，相隨將近四十年，相

夫教子，抗儷情深，盡內助之功，素為醫學院

內最被羨慕之一對。楊教授之早期導生至今還

懷念師母親自下聞，烹調一手好菜款待導生之

情景。

突來的噩耗對楊教授打擊之大，可以想像

的，惟楊教授痛定思痛之餘，為紀念師母生前

立德慧，一面感謝各界的厚愛，將節餘奠儀五

十餘萬元，補足至六十萬元整數，捐獻與台大

景福會 ，而共同委請師範大學識孝德教授塑建

乙座足以代表台大醫院的歷史使命及形象之銅

製雕像 ， 歷時三個月始克完成，選定安置地點

後 ，由醫學院園地搬運花崗石台座(原為掘內

校長銅像之台座 ，銅像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

日本政府征收) ，於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二卡六

日，由虞兆中校長主持舉行揭幕典禮。

雕像依屆 「憧憬」是楊教慢選定 ， 而[憧

憬」 兩個字也是時教授親筆寫的 ; 它所象徵的

是 ，借蜴教授的是法 「憧憬」 每個人心中都

編輯奏員會

會有的，那就是對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一切，暗

地襄崇拜、仰望、嚮往及期待。這座雕像所表

現的也就是希望台大醫院的形象，無論在醫療

服務，醫學教育及研究方面，永遠是獻身於醫

學的學生，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更是病患及

社會大來的憧憬，前輩提揖後進，承先啟後，

大家在同一目標下，讓知識、技術、道德及心

靈的交流融為一體，同心合力朝著這個崇高的

理想來追求、 奉獻。

其實這雕像[憧憬J 的含義可能不僅這些

，在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台大醫學院

例行的年終教授聯誼會時，楊-教授提供一年前

在同一聯誼會時拍照的師母玉照(見圖) ，題

「憶亡妻J '附一短詩:

青天霹靂響 雲鬢西天歸

去裁芳艷姿 今日何處尋

可見楊教授對師母懷思之深，因此雕像「

憧憬」何會不是也象徵揚教授對師母無比恩念

之情 O

封面圖片攝影條件投明 :

Nikon F2 '的 目前mm ' 光個5.6 ' 速度 11250

秒，杯Ji主 ASA 100 彩色負片，郭英既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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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醫院能

吸菸與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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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室主:此文係魏久曜教授在「中箏氏國

Ä共衛生學會」七十六年度令員大會及學街演

講會(七十五年九月十三日)的大會主題接

接與健康做「導言」講的全文，經吉玄學會楊志

良理事長獲得雞犬罐教授之同意轉載。

.抉3汐丸苦呎丸》三火添濕~~~~;，符♂終f沁i云i注;~::3麥袋疚悅丸1三已泣'''~~♂L

.致咚咚1: .. _ •••• :, .. ~丸.、.:.魚<l，"，、/::.... ~.，:可%恥:'~:.仇、-，/:，.. ~、:，，~，，: 、 ，毛令:"~.':"'" 、.、:":" " 布、'丸'~<l"布司%坑'丸:;.品恩吭'代，...-•• ;弘‘I!'.，~'吟、 ".~、坑.、-吼\ '"，":'咸叫 ♂&‘丸:;... 咸向叭、'，./:-1>;丸'仇:;.吼丸ψ叮 J月叮.叫‘ 叫芯T 

委鬼且斗 B翟

公共衛生學會這次研討會，給我這個「吸菸與戒菸J 的講題，我想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吸菸

與效菸的「過來人」。我在半世紀以前，二十多歲留日學醫時，學會了吸蒼的陋習，因為當時在東

京吸菸很流行，大學生也吸贅。雖然在大學醫院研究時，多數醫師是「無給」階級，但在研究室工

作時，或值夜時，吸菸特別多，因而許多醫師只能抽最廉價的菸。

大戰末期，日本一般缺貨很嚴重，香菸也不例外，配給很少，有些癮君子違挂偷買大菸葉，有

的以紫鷗葉代替莊葉，細切成莊絲，然後使用「六法全書」抵(大家已知日本必定投降，六法必成

廢文) .當莊紙捲成代用香菸，吸得很過癮。

台灣光復當初，經濟落後，大家貧窮。我當台大醫院院長時，自掏腰包吸用最廉價的「香蕉J

牌。工作越t或煩惱，吸菸就越多。經過長期的吸莊，發現慢性吱嗽，又發生瘓，自覺該戒菸了，

尤其每次有機會出國前，就想出國是戒菸的好機會，因為外國香菸比國貨貴得多，但是一旦踏出國

門，就覺得一個人在異鄉旅行，孤獨無聊，也就又吐煙如故。可見戒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自己可

以伐出藉口繼繪吸。

後來，因有醫學報告說，吸煙斗或雪茄比吸紙菸好些。我就改抽煙斗，它是一種玩具或藝術品

，其煙絲芬芳以後，的確吱嗽痠量都減少很多，伊是發現也有併發症。一是煙斗煙絲較粗大，常帶

火被風吹落在衣褲上，給燒個小洞孔。二是口蓋章tÍ糢被熟煙燒成乾組，有如小火山口。會有一次我

到牙科治療牙疾時，醫師叫學生來看院長口蓋的小火山口，並說明這是由煙斗怖燒成的。

我過六十歲不久，因感冒咳嗽得很苦 ， 每天到耳鼻喉科去吸入蒸氣，治療喉嚨絢一星期後才拾好

， 這樣受苦一星期的不吸菸後 ， 就無興趣再l成菸了。於是，把煙斗收藏起來，剩餘煙絲送給未戒煙

的煙灰，但也勸他們最仟戒菸 o

以後長久的|咳嗽反攻就被有了，經度的高血j虫也 ~r了 (1 口l 時少用食鹽) .回國過去三十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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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民良好醫療保健

3是于共新尋葵王弋
一一一字像仁

「景福醫訊 J 10月號主編郭教授希望個人

談談營運省立桃園醫謊的經驗與心得，並告以

*期將攝大發行到海 jj.校友。俊仁覺得醫院行

政管理不像我們日常接觸的醫學科技 ， 有板有

眼 ， 本來就很空虛而摸不著邊際，實在不知道

如何下筆，非常惶恐，今天稿絢限期將屆 ， 僅

怨怨作一個心得報告，算是略盡當一個校友應

有的責任，務請見諒。

六年多前奉命接掌省眺時，俊仁只看

到一幢空殼子，沒有水電， 地下室處處積水，

人員編制 、 開辦費 、 預算都尚無著落，更談不

上內部裝備 O 開辦之初，當時的省主席林洋港

先生在一次巡視中發現掛有全天候的急拉機驗

室 ， 室內空無一物，休主席問我需要多少設備

， 一句四千萬，主席就即刻准許並給隨行在後

的財政廳長吩咐以-臨時動支預備金J 方式支

援，未經省議會刪減這笨錢就很順利的進入省

桃。開辦一年餘 ， 基於醫療業務不斷擴大，省

桃的聲譽帶來急診大縷的積屆籌建，那時又以

「臨時追加預算」的方式順利進行建築物工程

。繼任的省主席拳登輝先生在造訪該大樓時，

看到樓內空空如也，又答應提出五千萬元添置

設備的要求，也獲得 「臨時預算J 通過撥放。

可見對所賦予的主作向熱忱，抱負與憧憬而決

心要把事情作仟 Get the job done 1而且有續

投表現H1H芭封不向正萃，一定可以得到上級機

悔過時的支持 台的 lii 要敷衍了裝或拖延，悟，本

職吉， Bureaucratic barr ier ('r'G.!it制度障 6M

)侖檔耐存在 1(1]無法完悅的。

布了閉目凶手fT項魂的內己的，接辛苦按這些E

的是軟梧的花合 一三 !J 人力之lJi占IJ--o 笛的j

i謹fI~人品反比他持字 f r d女人此之終開門已侖，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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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合作便成了整個醫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關

鏈。慨然一個嶄新的醫院委託給台大人輔導應

該把它灌溉、撫養，讓它精實茁壯。

日據時代，省立醫院(州立醫院)是民安置

心目中的“大醫院 " 大軍都以在 “大醫院" 接

受診治為榮 ， 而且也吸引很多醫辜人員前往工

作，可是光復後四卡年後，全省廿餘家省立醫

院踐乎都面臨招不到醫師的窘況。醫護人員待

遇偏低，醫院設施老舊，缺乏進催及升遷機會

，造成醫事人員相繼求去而致省立醫院的醫療

服務水準難於提昇，民乘難以對其產生十足的

信心 ， 恃 l衍紛紛走向國家醫院或私人綜合醫院

求:訟。於是分佈在各地之省立醫院的聲譽一直

無法提高 ' W青睞撈「照顧低收入病患業具社

會福利機中IVi J 的美活妓架亦后彩， 1而公立醫院的

人事及向三l 制度，又未能充份配合醫院的管連

這 i戊省 ι時院發區的，抖閩東紳 O

以H:-tì大醫學院 lfij醫院雖然佇立;走過幾個

古 ι間忱。(仿效不A!fl茗， I鼠凶是:~I i 克(i 太遠或是

設立伯利且參[tiJ的}井底。JJ2 _:欠的j的闊的院長，tu~+~~r~

之灰缸i 特地延惰八他手f f;作別的付科何日rli (~削[



講師級)前來省立桃園醫院擔當主要幹部，克

服了種種困難，使原本無水無電，無儀器設備

，地下室處處積水的醫院開始運轉，其披荊斬

棘、慘擔經營之過程當非一般人所能了解。

幾年來，本院醫護人員與台大醫院建立全

面交流服務及轉任制度， (國立台灣大學與台

灣省政府衛生處建教合作教師醫師交流實施方

案) ，即 (Dual appointment) ，羅致無數優

秀人才，提昇醫療服務品質，強化醫療教學及

研究功能:並為加強照顧區域民來，強化重症

加謹病房、急診處及手術室醫療設備，成立洗

腎、換腎中心和腎臟、骨髓移植及開心等小組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辦除醫療及行政部門各

自本位主義的成習，使本院在民國七十二年榮

獲教育部及衛生署評定為準一級教學醫院(省

市立醫院僅此一家) ，並三度獲得行政院衛生

署業務考核為甲等績優醫院，後來居上成了省

市立醫院的翹楚。完完全全贏回公立醫院應有

的信譽，對多數欲振乏力的公立醫院，捏出了

「省桃模式j 的參考範例。

省桃的創立是在市中立醫院沒落之際，當

時內在外在環境皆不好最後能脫穎而出的秘訣

無他，即「事在人為J 本院究竟如何解決當時

最棘手的醫師荒現象呢?什醫院開辦當時編

制員額實在少得可憐，但我們認為與台大醫院

建立實質的建教合作關係為成功之母。就是讓

台大所有的實習醫師全部都需要到省立桃園醫

院去實習，藉實習醫師作為二個醫院間的橋樑

。而省桃變成實實在在的Affiliated Hospital 

衛星醫院)。台大的教師必須到省桃教導學生，因

此提高教育水準，作全面性的交流 o 還布像台

大外科的第一年第三年住院醫師都要到本院服務

，眼科、牙科、小兒科，兩邊人員也都打成一

片，蝴然兩個 Departments 變成一個 De-

partment' 婦ff.科的情 ;但更高明，台大這邊住

院間師安升總醫師峙 J )在派最俊秀;但;先過去省桃

戶戶

I1 

一年 ，一年服務過後再問去擔任總住院醫師

，如此和台大醫學院間作全面交流，一方面省

桃有許多病例，可以讓前往的實習、住院醫師

學習，另一方面台大的醫師也口iJJ品和其它醫學院

畢業生作切磋塚磨及廣收教學相長之效。醫院

除了提供學習之良好場所外還不惜一切代價增

設研究發展設施，並鼓勵醫師申請省政府醫師

醫學研究獎助金，國科會贊助與院內一年編伍

百萬之專題研究補助金，使醫師在草療之餘從

事臨床研究，忙得團團轉。資深醫師也要充電

，除在國內外參加學會進值與發表論文以外，

從開院到現在已經資助了31名醫師護理行故人

員到國外有名的大學留學進{直接受 Graduate

Training 。他們學成回國以後之貢獻是有目共

睹的。這樣一來很多慎恩篤學之年輕醫師都學

先恐後想到省桃服務，員額都已經晉用，人浦

為患，目前只好向其他省立醫院倍名額以代訓

名義，繼續延攬醫師以國應、業務之需要。叫一

個醫院要吸引人才的方法不外乎兩種 :CD合理

提高待遇(醫院收入淨餘百分之八十當服務獎

金以提高待遇振奮士氣) (Ecnomic incenti-

les)o ( 2 1使其在學術上有成就感，有競爭機會同

時培養師資 (Academic incentives) 。為讓省

眺繼續維持高水準的醫療、教學及研究工作，

絢在三年前本人在第二屆科技顧問會議提出公

立區蛾醫院與大學醫學院合聘教師方案，經過

多年不懈的努力並得到前彭、楊院長、前魏教

務長、現任揚、林院長、羅教務長、前虞梭長

、碎、梭長以及醫學院院務會議主管的支持與開

導，終於在今年五月獲得教育部核准(國立台

灣大學與台灣省政府衛生處鐘教合作教師醫師

交流實施方案) ，讓布研究教學熱忱的醫師

經過台大醫院的嚴格考核反論文審查通過後可

以擔任專任教師同時仍保街省桃的醫師職位(

Dual appointment) 以鼓勵他們繼糟努力上進

,lv tl 對於蹦意走出象牙陪 F鄉服務一段時間的

自



年輕醫師不至喪失將來能成為教員的機會而能

「雖千萬人吾往矣J 到區域貢獻。 (Decen.tra

lization of Medical manpower) ，由於本案

主實施，黃爐璋、駱惠銘、謝汝敦三位校友已

被聘為母院的專任講師而林凱信校友因其良好

表現亦已回院佔缺當講師。因此這種制度雖然

曾經直接次胎死腹中，所幸總算順利突破古老的

人事法規。此案一方面提高地區醫療服務品質

，而且落實生根，另一方面為台大醫學院整建

後面可儲備一些人才，可以說是兩全其美的方

案。總之，能延攬優秀醫師放棄在開放醫院追

逐金錢之機會，積極參與公立醫院之服務行列

，努力去繼續培養他們愛謹他們，使他們能竭

盡所能發揮所長，為區域服務，將來母校亦可

以回故人才。那麼過去的所謂人才外流 (Brain

drain)現象一定會消失的。這應該是社會國家

之福。

過去的傳統，醫師是醫脫理所當然的管理

者。然而，傳統的醫學教育未曾為醫師提供管

理和決策訓練，資深的醫師常從擔任有行政責

任的職位才開始摸索，從嚐試與錯誤中學習「

管理j 。隨著社會形態的改變及科技的進步醫

院在社會中所肩負之多元化使命:醫療，教育

(上接第 3 頁)

及研究，不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迅速提昇，醫

院管理者的責任日益艱鉅，醫院中越來越需要

「卓越的管理」使管理決策合乎「最小成本，

最大效益」的原則，並繼搞不斷的提高醫療品

質。

訓練更多的管理人才間屬重要且是刻不容

緩的事;可是個人認為管理是一門科學，也是

一種藝術。科技人才而有通識教育的素養及具

有藝術眼光的人都可以勝任愉快只要以至誠的

態度，大公無私投入更多的時間而具有適切使

命感 (Commitment) ，去運作即可把教學醫院

管理的有條不紊。

最後，為了要使台大醫學院與附設醫院(

TAITA Medical School C011).plex) ，繼續執

台灣地區醫界之牛耳，再增加丰到四間有實質

的衛星醫院來相輔相成是亟需的。省立桃園醫

院已提供醫事人力機動運用之模式。為實施全

國醫療服務之均句分佈，不可過度集中在都市

的重要政府措施，景福校友需要有更多的人積

極參與完成全國醫療網及醫學教育網之神聖使

命。

(作者係民國45年醫科畢業，現任省立眺園醫

院院長)

菸歷，不知燒掉了多少金錢，給心臆及肺臨多少留害，以後二十多年的戒煙生活，能夠恢復健康而

活到今天近八十歲是多麼僥倖啊!

雖然在報紙上偶而報導百歲人瑞仍吸菸，卸都是很少數的例外吧。大家看看我們的親朋戚友間，

有多少位癮君子，患了惶性氣管炎，阻塞性氣管炎、肺氣腫，肺癌或心臟病，長期苦受其罪而縮短

其壽命。

以上是我「過來人」的話，際此全國民乘自覺菸害及二手菸害時，我鄭重地勸告未染菸害的年

青朋友們，千萬不要花錢買來菸害，已經上癮的菸槍朋友們，以我的經驗，雖有二十、 三十年的菸

歷 ， 還是可以戒禁以解除慢性的病苦。我也期望政府機關，以身做則，推行在辦公室，會議室不吸 1

菸的運動，在候機處，帳車處，候診處等公共場所 ， 設禁草書區 ， 以減少無辜人士受二手菸之害。如

此給癮君子在公共場所不吸菸的一點不方便，或使覺得不好意思抽菸，就可以逐漸減少國民的菸害。

(作者現任母院小見科兼任教授，教育部醫教會主任委員)



m昀衛自自由
民國32年 (1943) 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日本漸漸進入敗戰氣氛濃厚時，我進入了台北

帝大醫預科，日本學制的高等學校，大學預科

是入大學的預備學校。要進醫學院的學生， ~蓋

有關的一般高等 f教養課目 J '其中對將來的

醫學院學生， r德語」是最重要的外國語文。民

國34年 3 月入學於台北帝大醫學部時，戰爭已

進入最後階段，當時全校的學生，應召入營，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 9 月我們便改為

台灣大學醫學院學生了。以後四年的醫學專科

教育，完全以日本學制進行，戰後的困難時期

，全班50名同學都受了全套的教育。

民國38年 7 月大部分學生都順利地進入台

大附設醫脫當各科醫師了。第二年實施住院醫

師制度， @p住院醫師都得住宿院內， 24小時服

動。我算是過渡時期的學生，如何做一個有醫

術、道德森備的醫師是大部分醫生當然的目標

。遇到貧窮病人時，擔任的醫師都為病人設想

減少醫療費，甚至於自己拿錢出來，有些遇到

病危患者，自己的血液都輸給他們了。

民國41年，我罔鄉服誨，開設婦產科醫院

，這都是當時大部分醫師的歷程。當時眺圈縣

內，受幾年專科訓練的婦產科醫師，是屬第一

人。望年(民國42年) ，林振權醫師才去中繞

開業。鎮上的醫師只有10幾位，全縣不超過30

幾個醫師，在醫師公會大家都以前輩、後輩互

相招呼，氣氛很好，好像一個大家庭，理事長

是大家的家長，醫師們都服從於理事長。當時

的台灣社會，醫學知識還不十分的進步，經濟

生活也是農村經濟的形態，人口移動不損繁，

所以患者都是熟人，碰到舊相識的人都認為以

前的學生回來開業了，所以醫生與病人間的關

係容易溝通。但年輕醫師對病人的信賴不移，

誰斷腫瘤須要開刀時，都波說明給病人，還得

l叫，病人再去大醫院險查 O 我認為診斷改有錯，

李傳 5倉

信任我給他們開刀時，才小心的開刀，如有困

難病人也只有送母校台大了。我末希望在自己

的診所做超過的醫療，因此， 30多年的開業中

，現在罔憶起來，淹有一個病人，自己對他們

施行了遺憾的醫療。也許我保守了一點，在學

時，掃庭科教授也主張「自然分蛻j 。在台大

婦產科時，比現在更保守，所以我開業絢幾十

年間， r 剖腹生產」不多，也許每個月只有一
個，每個月平均80個的生產個集中， r剖腹生

產J 只有 1-2 個，所以說太保守了。幸運的

、沒有遇到要開刀而沒有開刀的遺憾例子。事實

上，等「自然生產」有時是按有十分的把喔，

需要耐心正.確的診斷，現在已有方便的儀器應

用，不過儀器還是要醫師來用，才能發揮最高

的效能，造福人群，如果濫用儀器，就變成兇

器了。我感覺傳統的診斷方式還是須要學習，

熟棟傳統的接生方式要保持，才不會給病人太

多的不必要的開刀。開刀後的後遺症應該重蟬

，希望醫學位要做正確的統計分析，要決定手

術時正確地對病人做最有利的判斷才是醫療正

道。當然這些都非常的困難，隨醫學的發達仍

要繼續努力做好正確的方針給醫療界應用。

醫療是為病患而存在，醫師服務病患是神

聖的職責，最能賺錢的醫師，不一定是最好的

醫師，能對病患提供最高的服務的醫師才是值

得驕傲的。

最近日本的醫學院開始減少學生人數，同

時希望不要用入學考試的分數高低來決定錄取

，學故當局希望能用口試或者適當的方法，錄

取有服蕃精神的學生，進入醫學院以養成未來

的優秀醫師。

(作者係民國38年醫學系畢業，現開設李

掃庭科診所於桃園市和平路121 號)

自



席陳坤海發表報告及討論。理事會在下午五時

散會。

星期五晚上有兩個主要的活動，一個是在

WestinOak Hotel 舉行的1963年畢業班的同

學聯會，一個是在州際大飯店(Intercontine

ntal Hotel)舉行的1966年畢業班的畢業20年

Reunion 。由台灣、加拿大及美國各地來的同

學共有38位，加上家眷，超過 110 位，非常熱

鬧，很多同學都是很久沒見面，一晚暢談，真

有說不盡的愉快及感慨。飯後由溫啟邦、王秀

雄作了個有聲有色的「相聲J 秀，加上猜謎贈

獎，氣氛非常愉快熱鬧。最後，由本人放了一

百二十張幻燈片，包括以前學生時代的舊照片

及最近的家庭合照，再由每位同學各別介紹及

報告畢業後的經歷，重溫大學七年一齊的友惰

，同學會一直到清晨一點才散會。

28日，星期六上午是正式的學術報告，由

伍惺玉主持及安排，分做四個部份，星期六上

午有二個部份一一藥理學及外科學，李鎮源教

授的 Key N ote Speech , r台大醫學院蛇毒的

，是李教授幾十年來對蛇毒苦心研究的

碩果，內容非常精彩，李教授演講時，講堂襄

不但坐漏了人也站漏了人。中午聚餐前，全體

研究」

校友照了一張團體照。

午餐和會員年會同時進行。除了例行大會

報告外，另有三件提案在大會中表決 O 第一件

是討論章程的吏故，由本人負責報告及討論。

委員會開會時所建議的更故事項在大會中順利

六月底在德州休士頓是非常熱的，氣溫一

直在30'C以上，濕度也不比台北低，但是同學

們還是來了。

各種活動是在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開始

。會場設在休士頓 Galleria 區的 Westin

Oak Hotel 0 二十七日下午開始，就看到休士頓

區的同學及太太們在忙著整理會場及辦理竄到

手稽。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呂子樵更是

忙得團團轉，下午三時，理事會開會，參加的

有呂子樵、李博文、陳坤海、郭耿南、張勝雄

，陳哲雄和邱鳳英七位理事。楊思標教授及李

鎮諒教授也列席指導。第一件報告是北美台大

醫學院校友會，章程委員會的報告，由本人當

章程委員會的主席。把一年內委員會所討論的

更改全部報告及更改，作了最後的決定。第二

件報告是由呂子樵報告大會籌備的經過及安排。

第三件是由林華山報告明年年會的準備情形，

明年年會決定在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開，他還報告了紐絢校友會的活動概況。最後

，由提名委員會(卜bminating Committee)主

郭
耿
南

休
士
頓
年
會



通過。第二件是討論1988年，開年會地點 。 加

拿大，多倫多的李木鐸派了陳應祥代表，來大會

爭取提名，順利通過，決定季木鐸為1988年北

美台大醫學脫校友會會長， 1988年的年會將在

加拿大的多倫多市舉行。第三件是由提名委員

會主席陳坤海握出下任增補理事名單。一共五

位，陳信義、邱武雄、簡錦標、李青泰、陶赫

地，加上本來的七位，全部無異議通過。

晚上，在旅館的大廳舉辦晚宴，節目由李

博文及溫啟邦安排，非常豐富及精彰，有美國

土風舞、墨西哥舞、職業服裝表演，中國鍛帶

舞及相聲，成功大學醫學院黃崑嚴院長上台對

成大醫學院的籌備情形及未來作了個簡介，同

時也鼓勵梭友們到成大醫學院服務。台大景福

會總幹事李治學教授也向校友會做了簡短的報

告。

星期日上午，有二個學術報告一屆學及

內分泌學。伍姐玉安啡了八位演講者，內容非

常精影。彭明聰教授發表特別演講，講題是老

鼠的性生活及年齡關係的研究。除了內容高深

加謹醫學訓練，或接受三年的一股內科訓陳

之外，還非常幽默，真不愧為一位資深的老師《

此次為期三天的年會，進行得非常順利成

功，內容豐富，節目精彰，除了同學 、太太們

及孩子們都能重溫友情之外，還受益不淺。可

說是皆大歡喜不虛此行。這一切都歸功於呂子

樵會長及其他負責人員的努力。在此特別介紹

這次年會的重要負責人，會長呂子樵、泌書李

博文、總務張治平，學術節目主持:伍爐玉，

婦女節目:卓以定(呂子樵夫人) ，報到組:

謝清實，大會後，旅行組(去 Acapoco ， Mexi

co) :鐘章照、迎賓組:盧文雄，紀念照安排:

宋建章。

下任會長林華山(New York) ，理事有

陳坤海(New York) 、郭耿南(Chicago) 、邱

鳳英(Baltimore， Washington D.C.) 、陳哲

雄 (Cleveland) 、李木鐸(Toronto， Canada)

(Los Angelo) 、呂子樵 (Houston) 、張勝雄

、陳信義(New York) 、邱武雄 (Baltimore

Washington D.C.) 、簡錦標(Los Angeles) 、

李青泰(Cincinati)陶赫地(Toronto， Canada)。

，最後還要通過資格考試。 " 這竟長 fFJYγ丹紅

叫 1

加護治療對於嚴重而可依復的疾病確能明顯地降低死亡率 __ ~ l ' 

敗血症、敗血性休克，對於嚴重而器官傷害無法峽復的疾病則助益並不太大。目

常見的死因是敗血症及敗血休克。發生敗血症時，白血球釋出的 interleukin一 I 會引起過量的異化

作用﹒細菌釋出的內毒素則引起各種毒性作用。二二者是導至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最近已發展出對

抗內毒素「脂質A抗原J 的抗體，使用這種抗體，病人的死亡率由39%降至22% 。使用大量類固醇

是否能減少死亡率則仍無定論。此外，病人血披甲的「心肌抑的物質j 會使「心縮分劃J(ejection
fraction)減低及主心室擴張，此種變化如較輕蝕或曇示逐漸怯復的趨向，則病人的預後較好。

(內科謝博生)

自



小兒科研究之回顧

我於民國30年12月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前身) ，畢業後@P~31年

1 月進入母校小兒科，當時因正在戰爭時期日

本人醫師皆徵召為軍醫，大學醫院醫局乏其人

手，尤其是我們同班的同學進入小見科的只有

我一人，所f1教授特別器重我，進入小兒科不

久就給我研究眉目。首先要我作糞便中膽色素

之定量，那時魏火曜教授(當時為講師)亦正

在作這種研究主作為他的博士論文。我跟他學

檢驗方法，一方面參考文獻 o 因過去糞便中

Bilirubin 及 Urobilin 體皆以倍數稀釋挂而啊!

別其最後陽性之試驗管而由該試驗管之稀釋倍

數還算膽色素之濃度。我依照這方法作十幾次

後發現中l別最後陽性之反應、不易，若啊!別錯誤

，一支試驗管其結果就差一倍。有一天我見生

化學董大成教授(當時為助手)而與他談這事

。剛巧那時日本生化學的雜誌裡有一篇尿中

Urobilin體定量之一新法發表，這是一種比色

法，先凶 methylorange和 Fluorescin 兩藥

配合作一系列的接近 Urobilin顏色之稀釋被放

置試驗管後把試驗管管口封閉為此色用之標準

對照。因這是一系列的稀釋被易作比較，而其

稀釋級數為8/13 ' 不是112 。所以若判錯一支

比色管，其結果亦不會差別很大。我把這方法

權改應用於糞便 Urobilin體之定量而發現該注

更適合於糞便中 Urobilin體之定量，因糞便中

Urobilin體比尿中 Urobilin 體多量更容易比

色。我把這糞便 Urobilin 體定量控發表於台

灣醫學會月例會而受到l座長小用教授之讚評。

'( ' 

P束止用豆東

在小兒科當時酒并教授之主要研究眉目是

「夏季熱J '很多前輩都以「夏季熱j 有關之

研究而獲得醫學博士。教授亦盼我研究高祖環

境下主兔疫體產生情況，我以克子作試驗，把

克子放在保溫箱裡餵養，而以羊血清作抗原注

射 3 cc之羊血清於克子靜脈，而經過一天後每

天揉血檢查其抗體(沈降素)至IJ28天而發現高

攝下鬼子立沈降素產生比對照高。這篇論文光

復後以英文發表於台灣醫學會雜誌。當時在夏

天小兒科病房有許多「夏季熱j 之病兒住院。

， ‘、、



這些病人都集中住在有冷氣設備芝特別房間而

酒井教授囑我擔任這房間夏季熱病兒主診療。

這房間之病兒診療紀錄特別詳細，不但是體酒

、呼吸、脈搏、體重、大小便要詳細的紀錄，

睡眠時間，以及每天飲食之暈、卡路里都要詳

細紀錄。夏季熱病兒放在此冷氣房(溫度攝氏

20度)後，不到一兩小時病兒體溫就降到正常

而以前燥鬧的小孩好像很舒服，比較安靜，睡

眠時間延長，飲食卡路里量亦增加而住院一週

常常體重增加一公斤以上。因機器保養關係泠

氣機連續使用一星期就要停兩三天，許多夏季

熱病兒泠氣機停用期間體溫叉上昇，睡眠時間

又縮短，飲食卡路里量又減少，可是兩三天後

冷氣機再開用時，病情叉轉佳，這樣反覆三.

四次後，不少的病兒就痊癒。夏季熱病見體溫

曲線有特點，晚上睡覺時體溫最低，過了半夜

後體溫就開始上昇，白天一直高，而儕晚涼快

時體揖就下降。夏季熱與天氣有闕，夏天氣揖

高時才發生，白天氣溫高時夏季熱病兒之體組

亦高，傍晚氣溫降低時體溫比較低之現象是可

以理解的，可是過了半夜體溫就開始昇高這現

象就不容易解釋。那時我看書時學了絕對溫度

(Effective Temperature)之觀念。影響人體

之體溫之因素，不只是溫度，其他還有濕度及

風速，溫度高時體溫放散有間礙，風速大時體

溫放散亦大，我想要把這「絕對溫度j 之觀念

引用於夏季熱，而從公共衛生學科借了量風速

之儀器，溫濕計小兒科有。我使用這些儀器按

時間在病兒床上測量氣溫，濕度及風速以圖表

算出絕對溫度而與病兒體溫作比較。過半夜，

早晨時氣溫雖然不很高，但濕、度高而床邊風速

低。這因素可能說明夏季熱病兒之體溫立特點

, 110過半夜體揖就昇高乏現象。

在畢業到光復這殷時間，教授給我的另外

眉目就是傷寒菌啡泄狀態與肝腫大之關係及夏

期腦炎(日本腦炎)之臨床統計。當時無抗生

素、傷寒病只以隔離，對症療法治療讓病人自

然治癒。退燒後需要培養糞便中傷寒菌經過四

~ 

次糞便培養陰性才能出院。有的小孩很快糞便

中傷寒菌就消失而有的小孩經過七、八次糞便

檢查，還有細菌培養出來。這樣病人好像肝比

較腫大，為證實肝腫大與傷寒菌排泄關係，我

把335 個傷寒病兒之病歷作統計分析證實這事

而報告於雜誌。(台灣醫學會雜誌)

夏期腦炎(日本腦炎)病人之病歷亦在我

手中，我亦作統計分析後報告於小兒科醫學會

，光復後我再繼續集積病人而增加臨床檢查項

目而發表於日本雜誌。(治療)

民國34年台灣光復，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改稱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而魏火曜教授

擔任小兒科主任，我於35年升為講師，而38年

升副教授， 39年我和精神科林宗義兩人獲得美

國醫藥助華會獎學金而赴美國進修，我是安啡

於杜克大學小兒科。我從前從來波聽到杜克大

學之名字，也不知道在美國那一地方。更波想

到以後杜克大學會與我們醫學院密切合作，而

我私下更與社克大學小兒科有著親密關係。

我到杜克大學小見科進催第一個印象是他

們之臨床檢查詳細而實驗話斷室之檢驗項目很

多而且是集中的臨床診斷及治療，幾乎都靠撥

驗結果。這點當與時襲繼日式醫學之我們的臨

床工作大不相同。因此我在門診工作四個月後

要求代理主任 Dr. Harris 給我安排特別

Schedule讓我在病房、嬰兒室之臨床工作以外，

至血庫、血清室、細菌室、生化室各 2-8 星

期之時間學習檢驗。這經驗對我以後之臨床工

作大有幫助。

我罔國次年(民國51年)台大醫院新生兒

嬰兒室由婦產科移轉給小兒科管理。我利用在

杜克大學學習的使用 X光軟片作 Trypsin的簡

單檢驗注與住院醫師共同研究 新生兒糞便

Trypsin 活性，另外自 Thorn's test檢查新

生兒腎上腺皮質機能而發表於台灣醫學會雜誌。

民國43年 7 月在台灣有流行性感冒主流行

，過去雖然幾乎每年有流行感冒之流行，但末

以病毒分離證實。於是我請教細菌學科嚴智鐘

自



教授是否可以小兒科與細醫學科合作來分離病

毒以證實流行性感冒之存在。嚴教授告訴我台

灣血清疫苗製作所之王三聘博士正在以雞蛋胚

體作流行性感冒病毒之研究，於是我即時到士

林該研究所拜訪王三聘博士商量合作研究。王

博士很樂意與我們合作，我們收集病例而作臨

床分析，同時送咽喉塗抹液給王博士作病毒培

養，而成功的分離病毒而且確定為A'型之流行

性感冒病毒。這是台灣第一次分離的流行性感

冒病毒。

以後我們對小兒疾病之病毒分離有興趣，

與細菌學科合作而成功的證賣小兒麻痺病毒及

日本腦炎之病毒。我們送死亡解剖的小見麻痺

病人脊髓而細菌學科以猴子作試驗而成功的讓

猴子發生麻痺症。美國第二海軍醫學研究所(

NAMRU-2) 撥到台灣而華盛頓大學Graystone

教授到該研究所時小見科振李慶雲醫師與Gra

ystone學習研究而成功的培養許多小兒疾病之

病毒如臨病毒 (Enterovirus) 腺病毒 (Adeno-

virus)等。以後李慶雲教授研究誡毒的日本腦

獎活疫苗。

民國46年獲得中英基金會獎金赴英國進位

一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倫敦大學小兒科研究所

(lnstitute of Child Health)參加DCH課程

及特別與 Dr. Bonner-Carter學習先天性心

臟病學及在 Hammer-smith Hospital 與Dr.

Tizard 學習新生兒學。

關於先天性心臟病 Dr. Bonner -Carter 

常提 Pressure 及 Flow之不正常。當時我對

這觀念感覺有興趣而以這兩項血液流動試作先

天性心臟病之一新分輯，把教科書記載的所有

先天性心臟病歸顛這一分類而提出 Dr. Bon-

ner-Carter 。他看了後，講一聲 r Jo lIy Good 
。在 Hammersmith Hospital 研習時我覺得

英國新生見有黃直的不多。在我國新生兒黃直

很普遍，、法有黃直的才稀罕。所以我問 Dr.

Tizard 英國新生兒黃痘頻率多少?他答覆說

r 45%J 後來我到 New Castle 大學見習時間

Prof Court (新生兒學專家)。他說 r50%

J '我想這個數字是對的。歐美之小兒科教科書

所記載的新生兒黃直頻率自 25%到75%不一致

，大部分寫的50%左石。無論如何，我們的新

生兒黃痘頻率比他們的高得多。為甚麼我們新

生兒黃直頻率那麼高?這個問題是我從英國罔

來後欲揉求的課題。我和盧俊哲醫師統計3 ，000

個新生見病歷而獲得新生兒黃痘頻率為91.4乎每

。我們再進一步抽血定量血清痘紅素而與美國

及韓國此較，發現我們新牛間的l清情紅素比美

國新，-+， 兒 (lfsia)之報告高出其雌峰(前往後(美

國新生兒在生後第三天而我國新生兒黃直極峰

在第五天)。這現象與韓國新生兒相同但我們

的痘紅葉值比韓國還高。

於此我進一步研究為甚麼我們新生兒黃直

強而頻率多。是否我國新生兒肝臟比較未成熟

?或是我們新生兒的紅血球有問題?因此一方

面我們揉討我國新生見之肝機能狀態，另一方
面研究我國新生兒紅血球之性狀。肝織能方面

之蝶討包括 B.S.P.存留試驗， Thymol混濁試

驗， Got GPT ' Cholerterol以及檢查 PBI值

，同時測定血清痘紅葉揉討相關關係。

關於紅血球方面之研究測定我國新生兒紅

血球之數目，血缸素量缸血球容積 (Ht)平均血

球體積(MCV)平均血球血紅素量(MCH)平均

血球血紅葉濃度(MCHC)以外還研究紅血球芝

脆弱度，胎性缸血球 (Fetal Hemoglobin) 之

百分比，依銘51(Cr 51) 標註險查新生兒紅血

肉球壽命。另外文研究與溶血有關幾種酵素，例

如紅血球 Catalase' G-6-PD 活性， Pyruvate 

Kinase 活性， Glutathionfl直等而同時定量血

清膽紅素值而試擇其相關關係。另外我們亦研

究 ABO 血型適合性與自清唱紅葉值之關保，

餵飼關始時間早晚與黃直強度之關係等。

關於新生兒黃痘之治療我們很早就引進光

線療挂， 1968年 Lucy 等發表光線療法對早產

兒黃痘治療有效之論文於 Pediatrics 佇月)

雜誌，我 8 月接到該雜誌後立即請我們工務組



作一個光線治療器而同年10月就開始試用。首

先我用雙胞胎試驗，一個雙胞胎，照射另一個

雙胞胎作為對照無照射而證明光線療法對新生

兒黃直治療有效後就對一般新生兒黃痘乏，治療

使用而減少換血乏需要性。

在這期間我亦研究以 HBABA定量血清保

留白蛋白結合能力 (Reserve Albumin Bin咽

ding Capacity) 而發現發生神經核黃直之要

兒皆在血清痘紅素值24mg乎每以上而保留白蛋

白結合能力在50多皆以下。

關於治療方面我們另用 Phenobarbital ' 

及 Vitamin E 給與新生兒而與對照比較而證

明 Phenobarbital及水溶性 Vitamin E 對新

生見黃直之治療有效，不過其效果無光線治療

的顯著。

以上之研究一郡的在國際小兒科醫學會發

a 衰，一部分發表於雜誌。整個之研究結果綜合

l 以「中國新生兒黃直之研究」標題發表於中莘

學術與現代文化叢書第十九冊「醫學論集」

(民國 69年 10月出版)。

民國50年 3 月 19 日聯合報報告在新竹縣竹

北鄉發生怪病。許多小孩患黃痘及血尿、貧血

，其中有幾個小孩因此死亡。

我們看到這消息後立刻到竹北鄉去查詢。

首先到一家開業醫話所詢問。這關業醫師說有

這個事。小孩突然發生貧血，黃直及血尿而死

亡。發病等並無吃甚麼藥，我們問他的意見

他說可能是中毒引起。因時間剛在農醫新年後

可能是吃了年發傲的年糕或糗仔中毒發生的。

他說這兩三年每年農曆新年就有這樣的病發生

。我們又到另一家開業醫診昕去訪問。他說那

是急性肝炎。他看了好幾個這樣病人而送到新

竹醫院去。於是我們到新竹醫院去訪問。新竹

醫院小兒科徐醫師是從台大醫院去赴任的。

有十幾個病人住院。病狀頭似，皆有貧血

，黃痘及自素尿(不是血尿白血球增加甚至六

、七萬。我同意徐醫師之意見，這是急性溶血

性黃包l而非肝炎 O 問攝是為甚麼溶 rtnt生黃擔在

、

竹北鄉這時期發生那麼多，好像是流行的。徐

醫師亦無法解釋。於是我囑徐醫師如有新病人

發生請介紹到台大醫院住院檢查 O 過兩三天後

徐醫師送兩個兄弟病人住院。病狀完全一樣，

發病前並無ot任何藥劑。可是問病歷時媽媽告

訴主治醫師(呂鴻基醫師)說，發病前一餐兩

兄弟都吃過蠶豆。新鮮綠蠶豆加碎肉炒的。呂

醫師報告我這消息。蠶豆到底是甚麼?此病是

否與蠶豆有關係?我立即去查字典而發現蠶豆

就是 Fava Bean! 我恍然大悟。這病人就是

患 Favism !! 
當時我們知道書土有 Favisn這病。但是

我們以為這是地中海沿岸國蒙(如希臘、義大

利)之病，不是我們台灣的病。從來淹有人報

告過。我們立即又問竹北鄉訪問患此病病人之

家長而發現所有的病兒(男孩多)都吃過蠶豆

。有的是像住台大醫院兄弟病患一樣吃過妙的

蠶豆，有的小孩是吃煮的加糖的蠶豆，都是新

鮮蠶豆。大部分病人是農家的孩子，所吃的蠶

豆大部分是自己農家種的。在冬天農閒期種蠶

豆作為綠肥。生了蠶豆可以實亦可以自己食用

，因新竹農事試驗所試作成功後，新竹縣

推廣種作有兩三年。這事可以說明為甚麼

Favism 這兩三年多發的，在農曆新年多發生

是因為這時間是蠶豆之I&種期。知道竹北鄉怪

病是 Favism 以後我們進一步去檢查病人紅血

球之 G-6-P-D' 當時美國 Motulsky由 Dr.

Hsia 介紹，與李亞堅教授合作做 G-6- P D 之

篩蟻。檢驗是施玲玉醫師擔任。施醫師橫查竹

北鄉病人之 G-6-P D 而發現這些病人皆缺乏

G-6-P D 。後來我們知道 G-6-P-D 缺乏症是

客家人多。這個發現亦可以說明 Favism 為甚

麼在竹北鄉特別多。竹北鄉人口大部份是客家

人。
民國52年 1 月當年台灣省衛生處長許子秋

借調我去台中擔任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所長

。我擔任一年十一個月。那時候台灣省包括台

北市及高雄市。名義是研究所實際上婦幼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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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是主管全省婦幼告生行改工作。其主要

任務是全省婦劫衛生工作計劃之策劃及推展，

醫護人員之訓棟及輔導，調查研究工作是其任

務之一部分。我在這裡推行了幾個研究計劃(1)

Survey on the lncidence of Poliomyelitis 

in Taichung City (2) A Survey on the 

Handic apped Children (3)Measles Studies 

(4)Survey on utilization of Milk 這些研究

報告登載於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民國52年(

1963) 年報以英文發表，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台

中市區小兒麻痺調查。使用50名醫學生利用暑

假作家庭訪棍。民|萄48年至52年中有 646例小

兒麻痺病例發生。平均每年 129例(每10萬人

口57例)以這比率顛算台灣省一年應有6.000

~7.000小兒麻痺病例，比衛生處民國48年至52

年之報告病例較多。

民國55年 9 月至56年 1 月由中華醫藥董事

會(CMB) 貴送到美國哈儕大學小兒科進修。

主要目的是研習他們之 Family Health Care 

Program 。我把我的心得寫為一篇文章加上

我的小評給 Janeway教授。當時 Janeway

教授是國際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有一次在

Boston舉開下一屆國際小兒科醫學會之籌備

會議，前一屆會長日本東京大學高偉績援亦到

Boston參加會議。他對我寫的報告感覺興趣

而囑我投稿於日本小兒科學會雜誌。我答應他

而這篇關於 Familv Health Care Program 

之我的文章登載日本小兒科學會雜誌之第一頁。

民國68年 2 月我以借調擔任台北市婦幼醫

院院長。 72年10月歸建。我盡了不少心血把婦

幼醫院改為現代化的以婦女及兒童為對象的綜

合醫院。在這裡四年多我的主要工作是醫院行

政。關於研究方面我為了婦幼醫院編了 200 萬

預算研究費而完成了十幾個研究計劃。其中與

我有關的是 r Maternal Transmission of 

Hepatitis BJ 。我們接查3286例母親中 544

例帶原者。再樓查這帶原者生產時之擠帶血，

母親分泌之初乳(Colostrurh) .母親唾液

saliva)而發現擠帶血中HBsAg 9.9~屆 HBoAg

71乎每初乳中 HBsAg38.6乎每 HBeAg57.7% 唾液

中 HBsAg62.37% HBeAg48.1 ~石，

我把這研究成績報告於第十屆國際預防醫

學及社會醫學學會(在西德舉行)另外我們會

於耶魯大學Black教授合作研究我國嬰見(

125個)血清對麻疹之坑體及注射麻彥疫苗後

之血清抗體轉變率(Sero-Conversio::1 Rate) 

，而發現我國嬰見八個月就由母體transfer來

的抗體就消失而九個月以上注射麻彥疫苗可達

到 100% 之血清抗體轉變率。我們發表於中華

民國小兒科醫學雜誌，而這就是我國嬰兒九個

月就可以注射麻疹疫苗之學術根攘。

在婦幼醫院期間我設立了第一個[人乳庫

j 。歸建後在台大醫脫設立了另一個「人乳庫

j 主要目的是需要人乳餵養之虛弱的新生兒尤

其是早產兒揖供人乳。另外藉此喚起母乳營養

之風氣。亦可以提供人乳研究機會。過去我國

對人乳研究不重棍。在外國尤其是最近對人乳

之研究有新發展。我們亦關始作一些研究了。

以上報告過去與我有關之小兒科研究，特別

是研究動機。實際上，最近台大小兒科人才層

出，年青優秀的教師在各學間的領壩有輝煌立

成就。不單是小兒科，醫學院其他科都有很大的

進步。我相信我們的醫學院將來有光明的前途

。不過我在這裡提出我經常感覺的幾點塵議當

作我退休的贈言。

(1)加強臨床與基曬醫學科之合作研究及教

學這意見很多人想到亦提到，不過未見有顯著

的成就。應、研究具體辦挂來推展。

(21鼓勵年青臨床醫師進位基礎醬學

在基躍醫學催畢碩士或博士的臨床醫師應

給予優先昇等以鼓勵。

(3)恢復學生畢業論文

學生時代作研究，寫論文之經驗可以促進

畢業後之研究興趣，對以後立研究工作有幫助。

(註)有關陳教授的論著資料，來函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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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堂聽劉教授禎輝先生的退休

演講一一[服務四十年感想J

。他那口台灣國語依然如故，

我在台下內心不禁驚呼「真是

一點也波有改變呀! J 四十年

來不管對患者或對學生，他都

只能用這口語意不甚明白的台

灣國語表達意恩，但與他相處

日久的人都知道他是位浦懷醫

德的人，對病人的治療極其熱

心。對我來說他不僅是良醫亦

♂ 是恩師。現在他就要從台大醫

院默默地退休了，他的種種不

禁一件件歷歷地浮現在我眼前。

我四十年前就已認識劉教

授了。民國三十五年到三十八

年間，我因為患肺結核會在台

大醫院第二內科住院多次，他

是我的主治醫師之一。當時鏈

徽素 (SM) 剛應市，必2頁托人

由香港帶進來， 壹兩黃金只能

買七瓶，病人每天用藥一蝠，

分四次打在屁股上。我們幾呵

同室病友都相爭著要讓漂亮的

護士小姐打，對我們這幾個頑

皮的醫學院學生病人，劉教授

一直都熱情地加以照顧，使我

們個個得以順利畢業。

學生時代承蒙劉教授特別

的關照，從此我就常跟他學習

做人處世的道理。他是我畢業

論文「再生不良性貧血的治療

J 的指導教授。他對學業要求

很高，此篇論文校正了五次才

撞得他的通過。他對病人的治

療要求也很嚴，所以很多住院

醫師不喜歡帶Hematology的

病人。因為帶一個白血病的病

人等於帶三個普通病人。 R3

時代我負責的十一位病人中，

白血病患者最多時會高達四位

。 後來劉教授連他親自做的骨

髓穿刺檢查都交給我處理。因

此我一直自認我將來會專攻

Hematology 0 想不到我當CR

時，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

二日台灣醫學總會開會，晚餐

後大家到「東雲閣」喝酒，楊

恩標教授因為他的愛將黃錦棠

醫師(現任 ABMAC董事)要

去美國深造，要我加入Chest

部門。我因過去一向跟劉教授

工作，所以腕拒了楊教授的好

意。但兩位教授在酒宴中不知

如何溝通，十二月起我竟然走

進了Chest 部門。所山說命連

真是奇妙不可測，我的一生就

在「東雲閣」的美女醇酒宴中

被決定了。

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

日台灣醫學總會後在「黑美人

J 舉行晚宴，大家喝酒喝到三

更半夜時「醉朦朦J 的各自穿

上外套罔家。第二天起床我穿

西裝外套準備去學會，一摸口

袋，天呀!我當天演講必要的

幻燈片竟然不見了，於是一大

早趕到「黑美人j 敲門，服務

生被我吵醒後，陪我自桌上找

到桌下就是找不到，我真是慌

極了。後來服務生提醒我再找

一次口袋若看，結果摸出了一

把鑰匙一但不是我的。這下我

才知道這件上衣並不是我的。

翻開裡面一看，嚇然繡有「劉

禎輝j 的大名。當時公務人員

穿的西裝大多是鐵灰色的，而

我與劉教授的體形相似，酒後

朦朧中不知不覺就穿錯了。而

劉教授半夜間家找不到鑰匙開



門，只得將師母叫醒，但他也

不知道是穿了別人的衣服，直

到第二天穿上外套在口袋中摸

到了幻燈片才姐道是跟我穿錯

了。我們在學會會場值此尋找

對方，當他把幻燈片交給我時

，離我上台時間僅餘十五分鐘

而已。我們兩人相抱大笑，感

覺上我們當時的關係似乎已由

師生之情轉化為莫逆之交了。

現在學術界上，有些人口

若懸河，善於利用傳播媒體，

本身只有五分的實力，卻能造

成十分的錯覺;相反的，不善

於表達的人即使有十分的實力

，卻常被誤認為只有五分。例

如國際醫學會上，菲律賓人、

印度人常佔英語的便宜發表論

文時口若懸河，但一接觸討論

就會露出馬帥。而日本人以世

界上最硬的英文發表成果時常

不被重蟬，但他們的論文內容

往往是一流的。劉教授就是屬

於後者。

關於劉教授對 Hemato-

logy的貢獻台灣醫學界是有目

共睹的，不必我為文贅述。在

此我只想、特別介紹一下「劉氏

染色J (台灣醫誌Vo152 ， 53.)

及 I劉氏人工氣胸(腹)器」

(台灣醫誌Vo1.53) 。我認為

這兩項是劉教授偉大的發明，

但別人可能不太知道，尤其是

現在的年輕醫生們吏可能不知

此為何物。

在 Hematology的教科書

及文獻上，有關血液標本的染

色只能看到 Giem凹， May

Giemsa 或 Wright染色。「

劉氏染色」大概只在台灣醫學

會雜誌上刊登過，因此在台灣

除了台大醫院，全省各公立醫

院檢驗室到底有幾處使用實在

關為接間。但一九六七年，我

在日本東京國立癌中心留學時

，血液專家木村稿代二部長卻

對我提起「劉氏染色j 的優點

如何如何。在異國意外地遇到

知音令我感動不已。郭壽雄教

授一九七九年留學英國劍橋，

在 Papworth Hospital 的病

理科時， Dr. Vira Baker 以

Pap. stain 染 Lymphoma

的 Aspiration cytology不讓

亮。郭教授向他推薦[劉氏染

色」才得到良好的效果。還有

一直跟我工作的細胞槍驗師張

蓓蓉小姐，一九八一年在 M.D

Anderson & Tumor Insti-

tu峙， Houston , Texas 留學

時，也介紹[劉氏染色J 給病

理主任 Dr.Lukemann 。從台

灣郵寄 Reference後， r劉氏

染色J 終於被踩用做為Cyto

logy方面的Routine 染色的一

種。 I劉氏染色」雖在台灣發

駒，卻技能在國內得到發展，

其優良性反而在國外獲得了肯

定。以上所述有關「劉氏染色

」的故事，恐怕連劉教授本人

也不知道吧。

四十年前肺結核的死亡率

是十萬人口 286 人，比現在的

癌症死亡率還高幾倍，可以說

是人想最大的敵人。當時安靜

、營養、大氣療法、人工氣胸

術是主要的治療方法。台大醫

既使用從日本進口的人工氣胸

器。每天內科門診治療室接受

人工氣胸術的病人大啡長龍。

民國四十三年劉教授設計並委

託信東化學藥品工廠製造玻璃

儀器，外殼則由台大醫院木工

室j孔克韓方式完成。這就是第

一台[劉氏人王氣胸(腹)器

J (見圖) ，當時劉教授曾申

請專利十五年。這台儀器外觀

簡陋，但構造之優異及操作之

容易遠甚於外國進口儀器。民

國四十.七年以前在台大醫院當

住院醫師的各先輩及同仁都公

認它的優點。可惜此儀器只在

台灣製造，又不會廣為宣傳，

一共大概只賣出十多台而已。

後來抗結核化學療法 (SM-

PAS-INAH) 的發展，民國四

十七年以後氣胸術逐漸遭到淘

汰，此儀器也就不再製造生產

了。我在民國四十五年會購買



教官卡 片，令
我去。何參加多l司 1tZ r; t ~賽

j P東是J導|
近兩年來網球運動十分興盛，週末假日時

的球賽接連不斷，網球人口均句分佈於各年齡

階層，廠商十分樂意贊助這種大家一起來的運

動，而參加者除了活動筋骨外也可 I以球會友

j 。醫院中球友不少，參加比賽的機會一定也

很多，就我南征北討經歷上百場比賽後的經驗

，提供各位作→參考 i 希望夫家在比賽中能移

盡興勝利

時1主作蒞臨，不可能花

即使有議會下場說習世

多半是玩玩球。因此，我建議大家應在腦海中

作賽前準備，偶而紙上談兵也很管用。分析自

己是準備中最基本的項目，看看自己正拍威力

，反指失誤率，上網成功率就可擬出最有效的

戰略。假想對手是其次的準備工作 Jack Kra

mmar將普通選手的球路分為十型，有大砲型

、有黏膠型，還有紙老虎型......等，賽前想好

敲敵之策比賽時就不會措手不及。此外還應檢

查球具，踐是不是該聽了?揖把有沒有問題?

因為球其出問題而影響比賽成績是很可惜的。

比賽:球場上的禮貌很重要，若對手素昧

平生，賽前應先捏手並互報蹉名， " r間球會友

J 是，比賽的目的‘ Ó =::分鐘的蝶球時間要注意對

手正拍反拍的特性和截擊及發球的習慣，短時

: 間完成 Reåding 不容易k老球棍都有1此銳眼，

初學者多用心著那大:記賽77我祖語償使?說可培
養這能力，。比賽中必第絕對服從裁$J'i:~\:'裁判一

定有誤判的時偎τ

' 輸掉這場球 d寄(ι

了比賽後

一台，用過幾次後也停止使用

。三十年來我雖家五次，身邊

不必要的東西不知丟了多少，

但不知何故這台儀器始終保留

在身邊。這次劉教授要退休，

我特別贈送他做為退休紀念 。

他看到後感到非常鷺訝，因為

此物雖是他的發明，他自己身

在台灣可能也是碩果僅存的一

台吧!劉教授對它愛不釋手，

說是他所收到最好的退休紀念

品 O 事後他還特別寫了一封感

謝信給我，使我深有物歸原主

利. t象劉教授這種不求名利，

默默耕耘的學者，在醫學界恐

怕會越來越少吧?在他退休之

際，革以此文向他表示我內心

的敏意，並紀念我們這一份特

殊的師生情誼。的欣喜。

認識劉教授整整閱卡年，

對他敬業的精神以及廉潔的操

邊谷fJ - fì也不曾保留 。 這一台 守最為佩服 。 現代社會日趨功

叫“

(作者係民國44年醫科畢

業，現任母院內科臨床教授)

自



〔台大景福基金會)

三ι 區今完全往h令三毛主立 k金已占全Jb
里且立于1 百吋兀iJ~、~1'可 τ女寸

本會於本年 8 月 5 日舉行董事會及監事會 3. 美國之 Dr. Harris Visiting Professor-

聯席會議，出席會議者計有:楊思標董事長、 ship有一筆的美金二十二萬元基金的款項，

楊照雄、郭宗技、沈友仁、王南廷、徐千田、 希望在本地有配合款的情形下，作為美方客

拱伯廷、鄭聰明、許文政、林國信、韓良誠等 座教授來台授課的補助經費，此舉對於捏高

十位董事及彭明聰、邱仕榮、黃伯超等三位監 本地醫療水準，及撞得更新的醫療專業知識

事。並有李鎮源教授及李治學總幹事列席。，有很大助益。在本地配合款已覓妥的情況

會中並通過下列各項訣議、簡單說明如後 下，本會同意設立專戶管理，並通過增列章

程第八條第四項本會繼續接受捐贈時，

於不違背第二條所定宗旨範圍內，得經董事

會同意，由捐贈人指定用途，設立基金專戶

，推展有關業務」並送衛生署報備。

4. 日籍的景福校友，於今年十一月的將組團返

國，以慶祝東寧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提議

楊照雄、林國信、邱仕榮、李鐘頓、楊恩標

、廖大栽、李治學等七人組織接待委員會、

負責策畫接待事宜。

1 本會為提倡學生社闊的正當課外活動，及為

培養未來景福校友之向心力，將由本會逐年

提供經費。

2.旅美校友張琳醫師及其同班同學，每年捐給

本會一筆經費，作為舉辦「醫學院教師優秀

論文獎」一案，本會擬建議改為「醫學院優

秀教師獎J '以鼓勵教學與研究二者並重之

優良教師。

-

-

W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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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科 目 金 額

1 經費收入 5,350,820.57 
損款 1,891 ,025.00 

l 會務捐款 1,291 ,475.00 

2 李鎮源、教授捐款 487,550.00 共1，745 ，550

3 古藐四十捐款 112,000.00 

2 其他故入 676,576.00 

1 利息收入 4 ,376.00 合庫活存75年上半

2 招待所清潔費 1,192,200.00 7 4.6.30~ 75.6.20與合作社對分、成大

3 上年度結餘 2,263,219.57 」



乙、支出部份

科 目 金 額

經費支出 3 , 64 1,501 

人事 55 ,610 

人事 55 ,610 

2 辦公費 I 1, 197 ,024 

作業支出 234 , 167 返校日、紀念品、印楓城四十年

2 郵電費 115 ,153 寄圍內外通訊錄、楓城四十年、

建築古貌。

3 學術研討 O 、

4 劃撥手糟 373 

5 清潔費 2,780 洗水塔

6 其他費用 61,786 i花藝 、 紙杯 、 電梯保養

" 7 補助社團 、 校友 399 ,886 | 學生社團、 赴美參加校友年會
v垮

8 交通費 862 
、 9 整裝材料費 6,771 飲水機壓縮機及殺菌設備
心

10 文具材料 375 ,246 印通訊錄
3、

3 設備費
10 ,810 

財產 10 ,810 
書桌、書庫

4 醫訊製作贅 532 ,507 共七期 、 每期平均

人事費 72 ,000 ~. 

9 製作費 281,448 

3 郵電費 31,769 害國內外

4 文具印刷 101,416 1信封套、 打字排版

5 會議費 41.184 忘年會、會議便當

什支 4.690 運費等 一Jτ心九冉一阿w了t一fd v手bιι t;;:叭巾九 弓i叮，訂叫尺，戶 I 
6 

5 提撥李鎮源教授基金 1,745 ,550 
6 學術研討暫付款 100 ,000 

可
. 

三 、 銀行存款

頃 目 金 在五

合庫活存 1,051 , 210.57 
合庫定存 500 ,000.00 

華主h!甲存 7,67.5 .00 

劃撥儲金 150,434.00 
三亡3〉、 計 1,709 ,319.57 

自





一一我獻身麻醉的經過

1964年，我服役軍中，擔任預備軍官的時

候，對於將來的出路頗為傷腦筋，似乎除了牙

科外便沌有他科可去。這個時候，我發現同學

之間有人申請母校麻醉科，乃引起我嘗試申請

的興趣，沌有想到，我竟被麻醉科錄取了。當

時，軍中的軍醫和服役的地方藥師友人大都對

麻醉波有良好的印象;有的認為浪費人才，有

的認為出路受制於外科醫生，並不比牙科好。

這些接慮，我並不為所動。因為當時唸牙科的

人備受社會上錯誤觀念所影響，因而停步不前

者比比皆是;不是轉系就是動搖學習的意志而

學無所成。現在如果再受別人錯誤的影響，前

途實不權設想。終於我在接絢的最後期限，竄

下了這決定一生前途的合約。

我記得我向當時的主任李光宜教段報到的

時候，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們以為你不來

了。」歡迎之意，令我非常感動。怕是，當時

我內心的打算仍然是「麻J I 牙 j 、lt噩，確竟

麻醉學科是醫科的範闕，只有牙科麻醉學才是

牙科的缸悶。口J是我今k竟然走上「不fi1íigtJ 0 

區堅守崗此，認真學習，在李光，在不fJ林淇組

W>I f立教授的熱心指導，技勵和 1':愛護 F ，我大的

Ú:Rl' f.h'~~以後 ， 技術 }jlf且使MHf{，、 { !J o 逗他l

J1 !f 抖，于 1:， f T1l! ilj'::Jt雪山 I :，甘心的科中仿f ，付手\' J

，他 Jt足!仗，立材料 -IIT ♀1\求教控 j l'，J 村干干 |發 早已

J "Íi，! ，: Míl/J~\!M j(í'f f " 心 l片 帆 ， .f!d往前，u三名 “

(川

林長春

當時的指導老師有生理學玉世溶教授，麻醉學

艾tJ:I:勛夫婦等。他們前後都當上中央研究院院

士。

1967年，當我擔任 C.R.以後不久，李主任

便提名本人為 WHO 獎學金候選人。這是母校

牙醫學系畢業生第一次一年期以上的公費留學

，而且以 C.R.資格破例推薦。李主任培養人才

的訓:./，': ，血淋 i~{{!iJ(敘段 ，于三光，在教梭 ，

組織凶手立跤，後仙一/'，t~fl; .'y' Eil l林立心情r:，jj

, 1I .'fl~\Jn l9叫作 η
」



!+] I L.、良 (tl \: ~:ì人!必佩 O 此後 .1IW]以上的獎

學金2受時收斗科19r rf\:ni~ 1(lj怖的Ji'H安 f爪少傑

山的人才 O

\;已件 'ÛI 峭的信j!l: d] 付科考慮山外- {，'rltf !M

l可立堅持院的 4而且表科醫 lHr;: j]ç 人 ， {II 赴鑑於該醫

glP ;支<iI!l 1叫 l喝後拉不專門從*麻醉工作，所以本

人才被錄取。

這個 WHO 獎學金是由丹麥政府和 WHO

合辦，地點在于;f木哈恨，目的在訓練丹麥和世

界各開發中國家的麻醉醫師人才 O 其資格規定

在本國已受訓三年的麻醉醫師 O 們是執村時，

並不嚴格，所以流有受過麻醉訓練的醫師學員

很多 ;接受牙醫師當學員也是特例。我參加的

mj一屆是第 18屆。(註:李光宜教授是第三屆

，迪、繼慶教授是第卡一屆，石全美講師是第十

七屆。)這個中心雖然對學員的資格從寬選取

，但畢業考試卸繭為嚴格。學員中就有少數因

考試不及格而黯然[已]國。我倖得通過考試，取

得 Diploma Anaesthesiologiae (簡稱D.A.

)。回國後繼續留在母校工作，由主治醫師而

遺師而副教授迄今已經十七年了。

初期我對 Fluothane1JO氧化氮與不加氧化

氣有過比較性的研究，後來我對麻醉廢氣處躍

和低流量麻醉下過不少功夫。 1972年，我對針

麻醉也研究過;乃有1973年 11 月 9 日參與台灣

醫學會主辦的針麻醉與止;而專題討論會。主持

人是林淇組教授，當時的麻醉科主任。

1980年，趙繼使主任突然推賠本人為武f:H

科學振輿財 l導|獎學金候選人， )還欲加強牙科麻

醉學的發展。本人凶&iJ東京醫科的科大學鷗學

苦~麻醉學教室教授久保m山耶{j一面之椒 ， J] 

ltt繭至IJ該校進修一年 O 這-1，1'-本人))f.心1"-1人愣

上氣道加以探討 l(rï::(H立一步一的發現。 1--1 FI 本牙

科麻醉的蓬勃發展ffi下你深的印象， "HlfilLClI叫

後，鋸乎凶怕不 Ili] ，也);iHlff r ~ ;f J 分家的
~胡 O

1卓幾f下來，{:抖的IW~件中的開進人 )J{I~;d ，-，:

‘ P‘/ 

不IJ外科主任陳怖糢教授，韓毅雄教授的積攝協

助下大大地增強 O 本人有機會也定 }gj主1]地方醫

院協助麻醉工作。在學校除 f指導醫科學生上

課，自習外，也分照汁:科麻醉學的教學和實習 O

深佑在現階段，麻醉學應、歡迎醫科學生套與，

若有餘韻 ，逆不應啡把牙科學生加入「奉獻」

的fi列。 (1986年 9 月 1 日晚倍於母校麻醉

不4)

(作者係民國52年牙醫學系畢業，現任母院麻

醉科副教授)

(上接第20頁)

畢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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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醫科

屆別姓名認捐實捐

2 陳德茂 6萬 3萬

陳熾龍 3萬 . 1. 5萬

3 也 會勇郎 10萬4 γ ‘ 6萬

葉英笙 8萬 5萬

5 彭廷幹 10萬 3萬

許夢機 5萬 1萬

吳德祿 5萬 1萬

黃新仲 2萬 1萬

6 蔡文隆 20萬 15萬

石條芳 1萬 1萬

郭英明 2,000 2,000 

7 周桂芳 1O~再 3萬

侯書文 2萬 2萬

..0 黃伯駿 4萬 2萬

張椅揚 4萬 2寓

11 廖大森 4萬 2萬

13 哥華宏原 3，∞o 3,000 

15 陸J1fl泰 2萬 l萬

16 李治學 20~有 17萬

17 陳宏銘 3;~ 萬

18 黃明和 50比 35為

王于哲 1O!J.!;比

蘇壁傑 2,000 2,000 

20 張改I4f 15比 1O,oi::; 

21 陳芳雌 10此 5lt.~ 

也許rl(火 511j~ 5r~; 

ìJ:鹿村 10的 8 ， 406!1~ 

23 Tft 仁 6/j'~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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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D闊葉

楊f袋杰

我於民國60年考入台大牙醫學系，十五年

前的台灣，牙科還很不景氣，到處都是密醫與

鐘牙生充斥市面，給一敵人的感覺似乎牙醫師

並非醫師，所以，早期台大牙醫學系畢業生開

業的很少，有的轉行，有的出國深造。我本身﹒

由於對牙科興趣濃厚，加上我當時認為等我畢

業後再服完役，已是八年後的事了，到那時牙

科也許會被受重蟬，所以我毅然決定投入牙醫

界。果然於68年，我退役後，各大醫院缺乏牙

醫師，加上一般民乘生活與知識水準的握高，

因此，牙醫師~p受到前未有過的重間，大部的

的畢業生，不論是就業或閱業都有很好的出路

。其實在當時對開業而言是很好的時機，但是

我並未選擇開業，一方面因為牙科範圈包括很

廣泛，分科也很細，例如，矯正學、牙週病學

、恨管治療學、復形學、買復學等，在國外都

設有研究所，以訓練成所謂的 f專蒙j 。而剛

服完兵役的我，可以說沒有一門是精通的，自

己覺得實力太差;一方面自己對牙科矯正學有

濃厚的興趣，所以我決定一面申請出國深造，

一面加強牙科領域中每一科的技術與知識。皇

天不負苦心人，申請了三次，等了二年後，終

於申請到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牙科矯正研究

所，課程是二年，只要位畢課程，完成指定病

患，即可取得專家資格。因為計劃返國後或許

要教書， ~頁取得學位，所以，我同時作碩士論

文，幸運的以二年時間，取得牙醫學碩士學位

及美國牙科矯正協會認可的專家資格。在國外

q C; 

畢業前半年我即開始作畢業後的打算，大前提

下，我是希望能返國為自己同胞服務，能在教

學醫院任教或在大醫院任職，以便多學習及增

進經驗，而並未作返國即開業的打算。無奈事

與願達，在不得已情況下，於返國前三個月作

了返國即開業的計劃，於是利間課餘時間，開

始收集所有與牙科矯正有關的器材資料，整理

了二個月，才陸續決定了很多的訂單，讀特別

一提的是自決定開業，話所設計至診所經營，

都賴好友劉逸彥醫師大力幫助及指導，退國後

現自監工了一個多月，誰所才順利於八月六日

開始門診。

牙科專科開業診所在台灣極少，一股民眾

更沒有概念，有些人很本不知道何謂牙科矯正

，不了解小孩咬合不正可能會造成頡骨發育的

不協調，或不知成人頭骨發育不協調(例如扉

斗，下巴歪曲，暴牙等)可組由牙科矯正專家

配合牙科口腔外科專家，作一很完整的話洽。

所以，開業之初實在是戰戰兢兢的，飯要擔心

、沒病人，亦擔憂自己有限的經驗是否能給病人

作良好的診治。因此，只能自我要求，以最新

、最好的器材，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給病人做最

完善的治療。開業波多久，診昕就漸上軌道，

而這全賴師長、學長及許多親朋好友的介紹才

能有病人的來頭，尤其是好友袋學長江宗欽醫

師給予我許喜鼓勵與照顧，台大前牙醫系主任

陳坤智醫師是我矯正學的啟蒙老師及導師，更

不時給我教導與幫助。至今開業已三年了，診

所業務稍較穩定，我將早上及假日時間留給自

己來充分利用。目前在國立鷗明醫學院及國防

醫學院榮任牙科矯正學的課。三年後的今日，

仍是自戰戰兢兢的心情在開業，深恐由於開業

疏忽進值而使得病患不能得到最好的照顧。所

以，一方面與教學醫院保持聯繫，一有機會就

上畢業後再教育的課程，另一方面將所有病人

記錄資料保存完整，以便深入研習與探討。

(作者現任名流牙科診所院長)



醫學 O 營益。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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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去、l 、

我的半生間縱

出發前的考臨

民國五十三年;從台大牙醫系第四屆畢業

，感謝郭水主任及各位師長的栽培。當時經過

一殷掙扎的抉擇過程，剖析個人的興趣、志趣

、潛力、發展等多方面考慮因素後，決心投入

公共衛生，教然要走出自己的路來。然而，放

棄臨床醫學必然將導致我將來收入隨誠，但感

受到我閻公共衛生迫切的呼求，我內心激起勇

邁向前的豪情。因此，投考台大公共衛生研究

所碩士班二年級，終成為該所第一位醫師畢業

生。

陳拱北教授是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所

長，也是我公共衛生啟蒙師。作為他的第一個

研究生，深感受鑫良多，他的恢宏氣度、學者

風範、待人接物、處事態度均處處顯示出他從

事預防醫學、服務人群之愛心。在研究所埋首

苦讀生涯中，復蒙柯源、卿教授、吳新英教授、

林家青教授等老師之教誨，使我深切體認台灣

公共衛生問題癥結所在，也奠定我服務桑梓的

決心。
聯合國的臨時工

當我自公衛研究所畢業時，正是醫師從事

公共衛生斷層時機。換言之，巳有十多年沒有

新進醫師套與公共衛生事業，各方期待正殷。

我的第一個工作是聯合國開界衛生組織、聯合國

見童基金會、與台灣省衛生處合作方案，進行

台灣全區衛生所功能調查研究，足主主遍及全島

。因此，深切感受到民間疾苦、基層需求、及

衛生系統之成效與沉悶，感觸不少，加強我要

真正為民服務之決心 。

'21 

丘]3~秀學

進入美援機構「農復會J (全名為:中美

合作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鄉村衛生組工

作，貝Ij又是我生命史上的轉換點，因為我遇到

了我國公共衛生行動派泰斗一一許世鉅博士，

他主持鄉村衛生組，致力於改善環境、推動家

庭計劃、發展村里衛生、但進國民營養、建立

台灣衛生網等，成就卓著，輩聲國際，因此，

使他撞得菲律賓麥格塞塞獎。

在追隨許世鉅組長七年當中，使我在公共

衛生改善行動方案 (Action Program)方面，深

撞筒中之昧，也就是親歷如何促成種種計劃成

功之觀辛。與陳拱北所長相比較，許世鉅組長

則又是另一種成就的典範。許組長眼光敏銳，

判斷獨到，行動迅速，因此，作為他的左右手

，可謂相當辛苦，樣樣必須配合，處處要把握

時機。也許，就是這個轉故，我也承受這些氣

質，不畏環境之惡劣，不憂不懼。總而言之，

筆者有幸在我國公共衛生學術大師陳拱北博士

與實務大師許世鉅博士薰陶下，更堅定了我勇

往邁前的方向。

農復會一一中美合作的典範

在農復會服務時期，由於該會在中美基金

經費支援之下，有其獨特的運作方式，與一股

政府機關大異其趣。以直接個案計劃，針對問

題核心予以解決。同時，也重視草棍性，推廣

基層工作，以期落實。農復會對我國農村復興

之貢獻，聲竹難書;而對台灣公共衛生之發展

，更是功不可沒。

或許，深受美援機關講究效率、實事求是

之影響 ，深切覺悟衛生行政決策之正確與杏，

% 



直接左右了國民健康之良施，錯誤的導向，將

使一切努力徒屬枉然。逐漸的，我體驗到作為

一個優秀的衛生行動專家，必須能夠有 I站

著能講、坐著能寫、躺著能想、行著能做J 的

本價。摸言之，就是要擅演說，頭頭是道;能

下筆千言、滔滔不絕;可創新不斷，見解不凡

;會推動執行，成效卓越 0 多少年來，我不時

間)2.{此四要領鞭策自己而作為目標。

在農復會時，初期擔任家庭計劃與一般衛

生方案，後期則專賣國民營養之研究與推廣，

因為農業生產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供應全體

國民糧食，以達到營養之目的。

營養學會一一開拓新境界

僅靠農耕的生產，往往不能完全解決營養

自，許多人有錢，但是吃得不對，因此，當國家

經濟連到某種階段時，不僅要求食品的量，也

要講究食物的質。如何由「吃得飽J 、「吃得

好J '而達到「吃得對J 的境界。因為，飲食

過度反易促成肥胖症、心曠病、高血壓、糖尿

病等慢性疾患的發生。職是之故，如何協助民

眾撞得正確的營養知識，自係最迫切的課題。

鑑於當時在六十年代，一股民來對營養觀

念甚為模糊，亟待推廣教育之實施。然而，如

果單單依賴衛生機關之宣導，恐力有所不遠，

何況衛生當局不重靚營養問題，眼無專人負責

，也無專教可資利用。所以不得不借重民間團

體。

筆者追隨台大農化系揚祖馨教授、國防醫

學院生化系陳尚球教授、台大生化系黃伯超教

授等營養界先進共同發起組織，於民國六十三

年九月七日成立「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當時

筆者所主持農復會營養研究與推廣教育方案，

大都透過此一學術團體得以完成。其間並蒙當

時行政院衛生署章樂綺研究員協助，經常合作

辦理營養學術研討會、全省各地營養調查、復

透過電輯、廣播、報章、雜誌等大眾傳播，將

營養的訊息傳送給國民每一的子，以喚醒大束

對營養乏認識。今天大家重視營養，恐~p係當

時播下種子所奠定的根蓋，也使中華民國營養

學會聲名大噪 o

消基會一一伸公義﹒留正氣

營養固然重要，而食品安全更是民眾所迫

切關心的課題。前者是屬於慢性的，後者往往

是急性的，而且與消費者保護關係密切。也因

此，使筆者與我國消費者保護工作結下不解之

梅。許多食品本身含有不法的添加物，如色素

、防腐劑、錯、冊砂、黃樟素，誰來保護消費

者呢?

有感於在現代社會中，消費者面對著有財

、有勢、有組織的廠商，往往是吃虧的。多少

年來，消費者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以及「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的習性，對於任

何上當、被騙，都當作棲身養性的一種磨練來

處理，此種息事寧人的姑息作法，造成了社會

的不平與不安。

在此項情勢下，亟頌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團

體，來主持社會的正義。在台北市青商會號召

下，最早由律師李伸一、建築師偎西泉、化學

博士黃良平、營養學博士章樂綺、及筆者等由

喝酒「不乾杯運動」開始發動，其後復承社會

學博士蕭新煌、統計學教授柴松林等參與，共

同發起組織「中華民國消費者基金會J 於民國

六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奔騰之勢為社

會注入一股清流。

消費者保護運動在本質上是以保護消費者

的生命安全為首務，因此，無異是公共衛生工

作的延伸，也是保健業務突破的另一模式。作

為醫藥衛生界的一份子，筆者有幸參與消費者

基金會的催生與運作，亦與有榮焉!

匆匆半生我已走過，心中不禁唸起前美國

總統甘乃迪的一句名言 I不問國家為你作了

什麼，只問你為國家作了什麼 ?J

75 、 9 、 2 深夜

(作者係民國五十三年牙醫系畢業、五十五年

公共衛生研究所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

學博士，現任母院客座副教授)



NPG權威拉教授

杜教授31年 9 月畢業後即進入醫院服務，

先後服蕃四十四年，並擔任耳鼻喉科主任2碑。

杜教授原預備在退休演講會上「最後一課

」效法九州大學的久保教授作喉癌手術演講上

最後一課，請五個病人現身說法，但因為時間

的關係只簡報「鼻咽癌之研究J 。是他四十四

年來研究的一小部分，今年 2 月因而榮獲行政

院科技獎。

謝地主任特別推荐同仁參閱景福醬訊上刊

載的「一個耳鼻喉科醫師之誕生。 J (原文 11J

載於75年 7 月出版之景福醫訊第三卷第一期)

便可以多瞭解社教授的經歷。

吋句子

言美王史界元老室主教授

鍾信心副教授在演講會上特別要求護理工

作同仁要學習更揖柔，要時露笑容，注意病人

的個別照顧。

護理科鍾信心， 4 月剛由沙國間來， 75年

7 月 31 日剛好是病假的最後一天，她特別向同

仁報告在抄烏地吉達醫院的工作經驗，屆目是

「他山之石」 。 她會說，抽出過很多次國，爬

國很多山，看到很多石頭，所以她以(他山之

石J 為題 。她在吉達擔任護理科主任六年之久

，照顧三巨多個中國護士有很多功績。

鍾信心前主任，很贊同護理工作人員到沙

國服務，磨練自己多多學習，讓自己長大。高

主任特別推崇她是實用主義，不是空談理想，

是一腳踏實地工作的領導人物。

川

仆
Mh

f 



言每人末1卷之對孝文投

吳敏鑑主任與林院長，都會與劉教授共同

工作，他們都很欽佩劉教授的工作精神，他們

尊稱劉教授是[台大醫院最晚間家的教授」

住院醫師吃過飯、洗過澡，出來散步時，仍常

看到劉教授在研究室中工作。

吳主任最推崇的地方是劉教授對富貴及貧

窮的病人均一胡同仁。血液病病人，肚子很有

內容(腫瘤)但口袋多 Collapse 。

劉教授很熱心教學，下班以後，他還會傳

授課程外的技術，如下五子棋等。

[劉禎輝從小就是個天才」。以醫學而言

，三十多年前，劉教授設計了人工氣胸的機器

，在二次戰後物資缺乏的時代，可說難能可貴

。據吳敏鑑教授說，比美國的東西還要好。

劉教授是本院第一位C.R. '管理住院醫師

非常嚴格，每一個住院醫師均要「住院J '一

週只眼兩次外出，每次外出限十二小時以內，

而且要在外出簿上登記。

林院長稱贊劉禎輝教授是一個好老師，三

十多年前，他們一同開發 thromboplastin 

generation test '常在一起工作至很晚，才

相偕罔家。

楊院長問憶三十多年前的故事，當時有防

疫班，要去港口實習，參與憤疫，而劉繭輝教

授是按疫班長，以為劉教授會去細菌學科，後

來劉教授選了臨床，而楊院長則在細菌學科發

展。

75.7.30. 內科劉教授在紀念演講會上表示

，他原來的英文名稱是 C.H.Riu。他在1952 、

1953及 1956所發表的劉氏染色法論文即用Riu'

，而以後才改用C.H. Liu' 他戲稱這是一種「

變態J metamorphosis 。

:朱遠和藹可親的陳毅穗

陳炯霖教授有五個孩子，有十一個孫子女

，除陳鈴津醫師有個小女兒外，其他都是孫子

，人了興旺，使陳教授老懷堪慰。

陳教授在民國30年10月畢業，畢業後gp進

入小兒科服務，是同班畢業同學惟一進入小兒

科的醫師。他進小兒科的第一篇研究是[糞便

中的措色素的研究。 J 並在台灣醫學會月會上

發表。

陳:惆霖教授在退休紀念演講會上特別建議

應做復醫學系學生要完成畢業論文。

q刊

自



長福會周之一

來函照登

親愛的校友:

承郭英雄、王作仁兩位學長厚愛，幾次向我邀稿，我都因為在人因素而堅辭。這些日子來，想

起一些在國外的老同學，很是懷念。尤其是七年中，和我幾乎形影不離的陳鈴津。她離合十八年，

一直到今年三月訝，為祝賀父輩兒陳炯霖教授七米大壽，才第一次岡台灣。她在台大醫院發表的演講

、 在(民長的)晚宴中，我握起美國癌症芳面的臨床研究方針，是在台灣可行也是值得效法的正

說是將地理土就近的大學醫蹺，組成一個 Coopetative group心 ，大家一同齡定幾個治療方案，同f

樣的商症，就用同→方策，然後把資料綜合分析。這二十年來，癌症治療的進步. Cooperative 

group的努力功不可波。且台灣目前的醫療水準，組合一個 Cooperative group的時機已經成熟

，由台大帶頭來組織，應是理所當然之事。......台灣人口雖多，劫、沒有多到可以容納兩個Cancer

Cooperative group的程度。台大雖大，也波有大到可以獨自創設新的治露集方針的程度，若大家不 ~

能好好合作，將是很可惜的事。

〉 我剛參加了 Pedia~ric Oncology group Meeting .有感而發，所以在由 Florida間 San

Diego 的機上塗鴉亂寫。再談 鈴津 1986.4.9J 

各位校友，我們下次再珊，並祝大家 健康平安 林和意敬上

(作者係民國57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一個艷陽高

照的日子，下午三點半，大家拭目以待，座落

於台大醫學脫內之新網球場，在台大醫院林國

信院長剪輯下(醫學院楊院長出園，訓導分處

鄭主任因公赴談水) .終於閉幕了。當天，以

簡單的雞尾酒會及醫學院各同仁自由比賽的方

式，慶祝此兩座紅土網球場之誕生，同時亦結

束了對倒舊球場之使用。

由於本醫學院及附屬醫院之位置，同仁工

作之性質，學生與同仁活動範圍極為有限，籃球

場上很少有本院同仁，此外，亦沒有綠地運動場

予以舒展身心，因此，網球場就變成了同仁們的

活動重地。不論是學生，教職員或校友，共有

上百之人員，在不同的時間使用網球場，週一

至週末，清晨五點至夜間十點，皆連續不斷的

有人在場內奔跑，教授與學生往往為一球之勝

負而拚命，場內更時常見到學生們手捧書本與

球拍進出的現象。

本人任網球場總幹事已逾十年，同仁們對

此活動大力鼎助;並使其蓮勃發展，心中不勝

感激與歡愉。尤其最近二、三年來，各科系同

仁皆能自動啡定晚上練球時間. f故定期運動，

更有人攜家帶眷，共同助陣 。

問想民國六十一年的醫學院禍球場，經陳

拱北所長及各教授，向校方爭取，籌集三十五

萬元，設立了兩座紅土球場，做為全國醫學杯

比賽用地，至今已歷經卡四年之久。當時，硬

式網球還是稀有主運動，大部份皆玩軟式網球

，醫學院[東館J 在球場邊，投有球伴或對手

時，只要大喊幾聲，立刻就有學生應聲而來，

現今的陳淳醫師、內科重主任的林敏雄醫師，皆

是有名的「應聲虫J 0 同時，本來在中泰球場

打球的幾位教授及校友，例如林國信院長、許

書劍教授、呂鴻基教授等，均成為本球場主常

客，十四年中，不知有多少時間[消磨j 於此

。更重要的一點是，藉著體育老師的教導及學

生的自我訓練，也造就了不少網球好手，現今

這些人分散於國內、外各地，應可說是達到了

[日不露國」之地步。

此兩座[搖籃j 網球場，當年諸位先進設

立球場的最大心廟，是希望學生網球活動更能

蓬勃發展，所以每年醫學杯皆能坐二望一(坐

一的機會卸很少)。寒暑假，大夥皆自動自發

的展開網球集訓，培養人才，以本院網球好手

能輕易擊敗集五大院，體育組之被總區之事看

來，本院人才濟濟 。 民國七卡年，由於打球人

數增加，場地不敷使用，但校方無此經費，而

由本院 j-數位|前仁，尤其是供啟仁教授，慷慨

f 下轉寄; :11 -~ 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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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新任主管簡介及對該科

「\

內什主任

述文彬

連文彬，台灣省台北縣人，民國十六年生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日本大阪市

立醫科大學醫學博士，美國民萊大學醫學院心

臟科美國中國醫藥董事會研究員，中華民國心

轍學會常務理事，美國胸腔病學院院士，美國

心臟學院院士。自民國四+三年起在國立台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擔任醫師，四十九年

升任主治醫師，而從事於成人心臟血管病芝診

療。六十年任醫學院副教授，擔任心臟血管病

之抱負與展望

f 

學課程，六十七年升任教授。連民專門於心臟

導管檢查、心臨血管攝影橫查，而於我國首次

發展心臟電氣生理檢查;早年則在該醫院心肺

功能檢查室工作，凡二十五年之久，對於心臟

病病人之手術前當斷素來擔任重要工作，而對

於我國心臟外科之發展頗有貢獻。六十五年冬

應我國外交部聘派，赴薩爾瓦多共和國擔任心

臟病診療顧問一個月，會協助該國發展心臟病

之診療，深撞薩國政要、人民及僑胞之讚許。

連民素來勤於教學及學術研究，中英文著作共

六十餘篇，於六十六年會以研究心臟電氣生理

論文獲得徐氏學術獎金。連氏之論文在外國雜

誌發表，亦獲致佳評。

本人自八月一日起，奉聘兼內科主任，深

感任重道遠，今後將本著「誠懇奉獻J 的精神

，來推展科務 。

內科是臨床醫學的骨持，居醫學院四大科

之冠;其教學、研究及服務的成果，關係到整

個台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的形象，並且負有帶

動整個台灣醫學界的使命。

台大內科的歷史悠久 ，人才輩出，且不斷



在創新。台灣光復初期，雖然一度科內情況未

穗，制度混亂，但經多位前輩的努力，克服了

戰後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至民國三十九年六月

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的編制改革，本科也開始實

施住院醫師制度，並將原來的三個內科合併為

一，由林茂先生擔任第一任內科主任。林主任

在職一個月後辭職，由王文杰先生暫代主任，

至同年九月蔡錫琴先生，開始正式接掌內科主

任的職位。以後歷經宋瑞樓、許成仁、吳德祿

等主任的苦心輿革與充實，及同仁的同心協力

，在教學、語療和研究上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基

髓。

今後本人將秉持本科「敬老尊賢J 與「日

新又新」的傳統，為發展本科而努力，希望能

建立一個更明朗、更創新、更有制度的內科。

H更明朗的內科:

本科擁有多位年高德助的資深教授及幹練

有為的年青醫師;年長者其有提揖指導後進不

遺餘力的風範，而後進則謙恭有禮而且積極進

取，因此本科原來就有明朗、和諧的工作及研

究環墳。今後本人將盡力使這一優良風氣持糟

發展，並進一步結合資深教授的經驗與年青醫

師的衝勁，促進內科同仁之間尤其是主治醫師

及住脫醫師闊的溝通，使內科更明朗更和諧。

(二j更有創新的內科:

教學、診療及研究的創新，一向是本科重

要的工作，本人認為，凡事需有日新又新的作

為，不斷改進與革新，始能趕上時代的潮流。

對於學術研究，我將推動內科與臨床研究所、

基礎醫學各科及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的合作

，提昇研究的水準;並揉重點發展，鼓勵同仁

進值;且著重於研究成果的發表。在教學方面

則將盡力促進各級醫師的參與，在課程方面，

進一步加以充實;在臨床實習方面，也將設法

再改進，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日更有制度的內科:

科務的推展應基於健全的制度，今後將在

公開、公正的原則l下，集思廣益為科內的人事

昇遷、經費分配，擬定制度，並將設法推動內

科與基體醫學科、實驗當斷科、家庭醫學科的

joint appointment 制度，來加強內科在研究

及教學方面積效。

革此表示本人的淺見及數點期許，希望各

位前輩及同仁能多方合作，一齊為內科更進一

步的發展而努力。

陳秋芬，女性，台北市人，現年39歲，民

國62年台大醫學院醫科學業，畢業後一直服務

於母院至今，民國72年升任副教授之職，會赴

澳洲及英國進峰。

專長是脊髓損傷的復健以及骨骷肌針刺切

片之組織化學檢查。院外工作方面，目前擔任

中華民國復健醫學會理事。

復健醫學系學生的{產業期間是四年，學生

人數每年級約有四一←多人，分為二組:物理治

療組 (Physical therapy，)簡稱(P.T.)及輪胎

療組 (occupational therapy，簡稱O.T) ，系務

相當復雜，改良學生們課程及臨床實習的安啡

，以及處理本系師資欠缺的問題，是歷屆主任

及新任主任努力的目樓，希望能以認真負責的

態度，把復健醫學系系務做好，使學生們受到

最好的專業訓練及人格培養，教師們能夠擁有

更好的教學及研究環境，要希望院方鈞長們撥

給予最骰切的指事及鼓勵 O



小兒什主任

字慶雲

李慶雲，台灣省高雄縣人，家有妻與子女四

人，三個女兒均已出閣，並有二個外孫與外孫

女，已晉升為祖父級，么克現入醫學院就讀，

將來當可繼承在齡，家庭生活和諧美漏。

現為台大醫學院小見科教授兼科主任，亦

為中華民國小見科醫學會理事長，對推動小見

醫學之發展與提拔訓練後進皆不遺餘力，深受

同仁及後輩之愛戴，為人熱忱豪爽，平時專研

急性感染症及疫苗與抗生素之評價，近年來對

台灣 B型肝炎之防治與疫苗之故盆評價貢獻良

多。

台大醫院為有優秀的傳統和悠久的歷史的

教學醫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日本人手中

接收過來以後，一直在有限的人力和經費下慘

措經營，又在歷任院長英明的領導下，業務蒸

蒸日上，而為台灣地區規模最大、師資最充裕

、學術地位最高的教學醫院之一 。 IJ、見科在編

制與服務的量上雖然不能與內科及外科相比，

但在歷任的小兒科主任領導下，及同仁們共同

的努力下，無論在醫療、教學及研究三方面的

貢獻和成就確是有目共睹的，在過去四卡多年

來亦培植了不少優秀的小兒科醫師，對國家的

小兒專科醫療水準的捏高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

丸‘1

此次慶雲蒙院方重用遴聘為小兒科主任，

除深感榮幸外，亦難免覺得責任之重大與任務

之難巨，尤其目前綜合醫院林立，他們之設備

新穎，管理良善，以高薪聘請年青有幹勁的醫

師，不斷地擴展醫療業務及推動研究。再加上

國民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患者對醫療品質的

要求也相對地提高了，這對人力及財輝有限的

國立大學附設醫院是一種刺激也是挑戰，如果

我們不再努力提高教學及服務的品質及研究的

水準，我們將很難保持中華民國醫界的領導地

位。近年來自於家庭計劃的實施和推廣，每個

家庭只有一~二個實實，因此家長對小見健康

的要求很多，小見科醫師的任務就愈發重大了

，所以台大小兒科要如何保持原有的優良傳統

及師資而發揚最好的效能，又如何改除弊端、

吸收其他醫院科內管理及對病人服務態度的長

處，訓練傑出及可以吃苦耐勞的小見專科醫師

及教員都是目前刻不容緩的課題，相信同仁們

都有此共識，一同努力從下面幾點做起，使台

大小見科仍是醫界主巨人和領導者。

H歷代主任留下來的優秀傳統制度應保持

，並且要徹底推行，不要以現有的成就而浦足

，更不能流於形式，隨時隨地吸收新的科技和

管理方法，擷長補短，使台大小兒科永遠是新

的，永遠是第一的。

臼支持及鼓勵醫師及教員爭取研究經費，

提高學術研究風氣 。

曰要求住院醫師第二年起每年至少要寫一

篇的臨床或研究報告，並且其報告的質及量將

當為昇遷的具體資料之一 。

個徵求學生、各級醫師及教員的意見，加

強學生的教學和住院醫師的訓練和管理，以兔

教學的效果受到環境因素的稀釋。

(到向院方爭取醫師和教員的名額，提拔優

秀的後進，鼓勵年青醫師們進修基礎醫學，並

樹立公平的昇遷制度，使每個成員都能發揮其

所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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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配合實際需要，儘量平均發展次專科 。

怕廣泛徵求病患家屬及科內外醫護人員的

意見，評估醫師的醫療及服務品質，以改善外

界對科內的形象。

州與基礎醫學及共同科間增強聯繫，提高

教學及醫療的效率，爭取經費建立共同研究計

劃。

慶雲於今 (75)年八月始接掌科務，一切尚

在摸索階段，不敢奢望有多少突破，但保有一

顆熱忱的心，希望能在任內為科襄多做些事情

，這仍有賴長官及歷代小見科主任們的指導與

支持及小見科全體同仁的合作，撞在此先行致

謝，並讓我們一起來祈禱台大小兒科明天會更

好。

民國二十七年生，台灣省新竹市。

學歷:省立竹師附小畢業

省立新竹中學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 07屆，

民國53年畢業)

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進位(世界衛生

組織第六屆復健醫學訓練班)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神經科進

修

日本九州大學腦神經研究所進接

經歷: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

主治醫師、講師、副教授。

復健部主治醫師、業任講師

神經科主治醫師、副教授、教授

(民國71年8月升任教授)

現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科教授業主任

(民國75年8月升任主任)

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的神經科是民國69年

8 月奉准自歷史悠久的神經精神科中分離獨立

成科，在第一任主任也是國內神經醫學的開山

泰斗棋祖增娃駒主持下，六年來不斷發展，已

經奠定了穩定的基髓。目前擁有六名主治醫師

(包括教授二人，講師二人)九名住院醫師及

五名技術人員。

為了迎接整建後新醫院的更重大的任務，

希望我們能更增加堅強的人力及精良的設備。

在教學上，本科在供教授的籌劃及科中同仁共

同辛苦的耕耘下，在學生的教學上一向頗負盛

名，往後當更臻完善，並更加強實習醫師及住

院醫師的教學。在診療上，希望配合人力的增

加，及整建後病床的增加，可以提供更多更完

美的醫療服務。

在研究上，本科正從事腦中風流行病學、

嶽搞學、臨床神經電氣生理、神經兔疫學及神

經生理學的研究課題，希望能獲得更多科際的

合作與支持，擴大研究的領域。舉凡腦血管循

環、神經藥理及毒物學、老年神經病學、神經

病理學(尤其是肌肉及神經切片被查) .都是

本科一直都期待發展的研究及診療服務。

本科一向重視住院醫師的多方面訓練，經

常扳住院醫師往內科、放射線科或解剖科、病

理科實習，以後更將擴大至復健科、神經外科

及精神科的實習。我們也接受本院其他科或外

面醫院的住院醫師至本科受訓。

我們期待藉著更多與其他醫院及開業的神

::n 



經科及精神科醫界同仁的合作切磋，更形提高

國內神經醫學的水準。更望我景福校友前輩，

隨時給我們鞭策、指導與提構。

婦產什代主任

球源、平

陳輝平代主任，台北市人，民國十七年生

。民國四十年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會擔任本

院婦產科住院醫師、講師、副教授，民國七十

四年升任教授。民國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曾赴

美國哈佛大學進催婦幼衛生，獲得碩士學位。

陳教授會進行有關胎見發育，畸胎、及骨盆測

量方面之研究。自美返台後，致力於婦幼衛生

(上接第29頁)

解囊，籌集三十四萬元，增加了夜間設備。雖

然目前本院只有兩座球場，但因充份利用及使

用方式有現律，仍希望本院同仁多參加此活動

。台大醫院設有網球社，不時有活動，例如各

科系的比賽，個人對抗賽等等。同時，更期望

院方能充實活動設備，如游泳池、室內運動場

，使同仁們在不遠離工作崗位主原則下，做益

於身心之活動。

最後，簡介新球場之設備:兩座紅土球場

，即使下雨，保證雨後半小時內就能使用，為

全省獨一無二之室外球場。開放時間白天亮至

夜間十點，夜間燈光設備，每一球場一小時為

'1 1 

、婦科感染症、子宮內避孕器及家庭計劃之工

作。目前除從事婦產科之服務、教學及研究外

，並主持醫學院「家庭計劃」之課程，及擔任

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審議委員兼資料組組長。

婦產科擁有台大的優秀傳統，目前雖面臨

轉型期的時刻，但仍然一本重視「服務J 、「

教學」、「研究」之精神，積極從事各項工作

。在婦科癌症方面，計分系統可預測疾病之嚴

重性，有助於各種治療方式之選擇。此外，引

進各種新的腫瘤標記(如 CA125， HCG 單株抗

體) ，也有助於癌症之分期及監I現療效。在超

音接領壩，正進行胎盤動態血流與異常懷孕之

間之研究，並成立「產前遺傳諮詢與優生保健

中心J '試圖配合起音控、生化檢驗、染色體

及 DNA 方面之檢驗，以期及早巷斷胎見異常

、甚或在子宮內矯治胎見。 B 型肝炎研究小組

正積極探討母體垂直感染之理論，並配合小兒

科進行新生兒之肝炎疫苗接種工作。雖然試管

嬰兒之研究尚未成功，但本科的許多年輕研究

員，正積極地投入生殖內分泌及生育學領場之

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優秀的成果展

示給台大。

160 元，但目前每晚皆有不同科系問定練習，

週一，校友及眼科;週二，牙科;週三，耳鼻

喉科及外科;週四，學生時間;週五，內科及

小兒科;週六，牙科;週日，早上9~12 點為

學生院隊時間;週六，日下午三點後是教職員

時間。歡迎同仁參加(因場地有限，請勿帶朋

友) ，球場費用，每半年繳交1 ，300元，如有任

何問題，請詢問網球場或網球社。

願球場欣欣向榮，大家球藝精進、身體健

康!

(作者係民國54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外

科主治醫師;

也

., 



民國五十八年，正是我大學二年級時，林海峰帽起日本棋壇，擊敗日本當代無敵棋王一扳回榮

男，激起我習棋動機，於是加入台大圍棋社，訂圍棋雜誌，開始我的圍棋生提。

醫學院三、四年級時，吃完午餐，就到地下室(當時的活動中心)泡杯紅茶與一些同好在長桌

上嘶殺起來，勝多轍少，就自認棋力高起，心想林海峰就算授我四顆應該沒有問題，現在想起，當

時實乃孤陋寡聞，井底之蛙罷了。到五年級參加醫學院圍棋十項賽，幸得冠軍，幾年的圍棋生搓，

總算波繳白卷。

民國六十三年服役於桃園，主管一個小醫務昕，當時全營皆知有位喜歡圍棋的醫宮，休息時間

總往醫務所跑(非看病，跑來下棋) ，營襄同好，高手太少，我授九子，七子帳單全收，設得不亦

樂乎，服役時間就在黑白子裡渡過了。

自開診所後，初期病患少，常有空閒的時間，打打棋譜，細細品嚼棋中的味道，逐漸發現崗棋

太深奧，也因此棋藝精進了，懷著信心參加中國圍棋會的級位月賽，第一次參加就得乙組的冠軍，

信心加上磨練，棋力越來越進步，棋友也愈來愈多，當然診所業務也有一點進步。

民國72年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在幾位圍棋同好籌辦第一屆牙醫杯棋王賽，並請當代職業棋壇名人

周咸享為講師，比賽探雙敗淘汰制，並從上午九時開賽，本人不幸第一盤輸掉，從敗部襄慢慢往上

爬，到最後一盤時已下到晚上八點多了，前、後皆敗，僅得亞軍可謂有始有終。 73年幸運得到挑戰

權以二勝一敗奪得冠軍，同年皆昇為圍棋初段，此時的心情就像是在聯考中跳過一關。 74年以三勝

一負衛冕成功，同年晉升二段，今年的衛冕戰即將於 9 月 7 日上午 9 時半於各仕棋社展開，挑戰者

就是與我切磋棋藝長達十五年的大學同學一一呂國勳醫師， 15年來棋力總在伯仲之間， 15年後能下七

盤的比賽棋，實在的意義太深了。

圍棋是中國的國粹，甜由日本人光大之，只怪中國按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前學棋的人總

是自己摸索，事倍功半，現在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利用寒暑假的時間來指導小朋友下棋，在有系

統的教導下，相信天才不會被埋況，也許五年，十年後，台灣的闢棋界不難出現像林海峰、吳清源等

的超強國手。

沈福於圍棋的世界，自得其樂，常奕盤 3~4 個小時的棋， 委 、兒皆以[棋庇J 笑乏，實乃他

們未入其境，不會領略其中的樂趣罷了，勵與有此同時者共切磋，共勉之 O

(作者係民間63年牙醫學系畢業，現任華康牙科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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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職業病

防治現況及展望

我國在過去二十多年急速工業化，引進許

多污染的工業;這些工業所用的原料﹒所製造

的產品，都有可能對人體產生危書。由於在工

作環境中經常高濃度的接觸，就產生了職業病

;也可能會在家居環境中，由工廠或其他污染

流入社區內而產生環境病。這些新的危害所產

生的疾病，就是環境與職業醫學所研究及肪治

的對象。

提到職業病，大家就想到塵肺症，好像除

了塵肺症以外，台灣就沒什麼其他職業病了。

其實，請看下列的研究統計，就可大約了解職

業病的嚴重性:

﹒民國71~73年影色打樣廠有27個工人發生多

發性神經病變，經由流行病學研究證實是由

正己燒引起。

﹒民國73~74年製造除草劑巴拉利的工人有的

個發生皮膚癌前期的變化，已經確定聯社呢

'ìr; 

主榮3是

離心及結晶過程為致病原因。

﹒民國74年有18個因職業引起化學性肝炎的病

人，四氯化碳是主要禍首。另有3個可能與

甲萃做成黏著劑有關。

﹒由煤油引起的職業性皮膚炎有64個以上。

.由職業引起的鉛中毒，至少有 2 個以上。

﹒最近又有 9 個職業性氣喘的病例，其中 4 個

可能自二異領酸甲末所致。另外 5 個則由樹

脂熱所產生濕煙引起。

看起來好像職業病的工人數並不多，事實

上在這些數字背後，有幾點需要注意1.每一

個職業病的發現﹒都顯示出有許許多多崗未被

發現的病人。以多發性神經病變為例，病人數

只是從台北市十多家印刷廠工人來，如果篩撿

全台北或全台灣省的影色印刷工廠，病人數定

數倍於所發現。 2.發現並過止一個職業病也顯

示出萬一沒有及時發現並謀取防治措施，後果

、、」

. 



將不堪設想。 69年發生的米棟油(多氯聯萃)

事件，大家一定還記憶猶新。 3. 台灣的工廠和

住家距離很近，工廠就在住家附近;當工廠的

工人發生職業病時，社區的民來已遭受到環境

病的威脅。大部分職業病或環墳病的潛伏期長

，易被大家忽略;大部分醫師對齡察此類疾病

經驗有限，使許多工人、居民得病而不自覺。

職業病防治工作千頭萬緒，但採取下列幾

個策略，防治工作才能有貢獻。首先是找出職業

病;在沒找出職業病前，很少廠商願踩改進措

施。因此在師長鼓勵下台大醫院開設了職業病

特別門診，以發現職業病並早日找出致病因。

其次把職業病和環境病結合起來，因職業病是

環境病的先哨，發現職業病、趕緊防治就能使

社區兔受環境病的侵襲。最後一項就是訓練人

才，推廣知識。一方面培養職業病醫師，並教

導一股醫師有職業病概念;另一方面培養能力

夠強的工業衛生師來進行踩樣，環境測定及改

善工廠設施，以期杜絕職業病。

職業病與其他疾病不同﹒改善工作環境才

能根本解決問題。所以職業病的防治需要一個

團隊來傲，其中應包括職業病專科醫師與工業衛

生師、職業衛生護士等人;並且也要政府單位、

學術單位及廠方的配合才能奏效。但在過去三

年半從事職業病防治工作，我覺得台灣目前有

以下缺失:

1.職業病專科醫師的缺乏:法令規定工廠工人

超過一千人以上者必須有廠醫 1 名來從事職

業病防治，但目前受正規醫學教育的職業病

專科醫師胡相當少。

2.一股醫師缺乏職業病的概念:一般醫師若無

職業病的概念，對職業病沒警覺，很容易誤

診，而拖延解決問題的時間。

3.工業衛生師的缺乏:按照法律規定，以300月

500 人的工廠需要一位工業安全衛生師來計

算，我們至少需要500 多位工業衛生師 。

4.實驗室及儀器設備缺乏:環境污染物的測定

、分析與摸樣，需高水準的工業衛生實驗室

來進行。但國內部相當缺乏。

根據以上論點我個人提出幾點建議:在醫

學院方面建議把「職業病與環境病J 列入醫六

選值課程，成立「環境與職業衛生系及研究所

J .以培育中高級工業衛生人才 O 對衛生署建

議由醫政處統籌規劃﹒每年分派 5 個已受二年

內科或家庭醫學科訓練的公費醫師，接受一年

職業病防治訓練。對省市立醫院則成立「職業

病與環境病科J '調訓醫師護士及有關人員，

接受「工業衛生|課程教育。對教育部則建議

在公費留考襄設「工業衛生|及「職業病與環

境病防治」等科 o 並擴大延攬工業衛生及職業

醫學人才罔國服務。對內政部則建議成立勞工

署、成立環境測定實驗室。並希望勞保局能編

列固定預算，專門進行職業病防治 。

(作者為民國64年醫科畢業，現任公共衛生學

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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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砍頭大將軍

可 ;~~

這是一組兩張的連作，第

一張 (A) ，後面的兩個人像都

還有頭部，但在第二張 (B) 上

，後面的兩個人像都沒有頭了

，原來有的兩個頭，已被手持

寶劍，站在右側台上的大將軍

給砍掉了，左側台上的女孩!

正摸著心口，慶幸自己的腦竿

尚保留著。

當然仔細看就知道，這兩

張景物並不相同，但很相似，

引起我興趣的，就是這相似。

(作者係民國48年畢業，現於

新竹開業可

享P言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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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診療雜感
江萬止宣

民國33年從醫學院畢業後 不能成為天下第一刀，自認為 ，美國醫學會已勸告醫師如不

巳42年，一直在教學醫院，除 天下「第十二刀J 就浦意了， 是宗教等特別的理由除非父母

主要在台大醫學院外，台北醫 並且教學生也要這樣做。 親要求，不要做新生兒的包皮

學院，中國醫藥學院，中山醫 (2)花最多的時間教最常見 開刀。 (4)包皮手術本來是沙漠

學院等創校後馬上就擔任泌尿 ，最普通的疾病及其治療。比 民接猶太人及阿拉伯人的生活

器科學教學。其中除中山醫學 如說我花了二小時教關于包皮 習慣。因沙漠無水，為了衛生

院十年前停教外，台北醫學院 過長，男性的生殖器發育過程 的理由，猶太民族在古代，因

，中國醫藥學院還繼續上了一 等。以前我當學生時老師連一 宗教教條現定，出生時割禮是

小部分的課。記得鐵路電化工 句也不教的眉目，我要再借寶。 猶太教最基本、最嚴肅的條件

程時期前到台中要 5 小時左右 貴的紙面，重新強調這個眉目 ，後來用歐mi移民到美國的猶

' 來問近10小時去上一堂課的 的重要性。十多年前，一位不 太人醫師漸多，因此新生兒包

苦心，為了甚麼呢?因為我喜 是醫師的醫院管理碩士劉院長 皮手術就在美國流行起來。 (5)

歡教，教一些我認為必須教的 和該醫院婦產科醫師共同大大 有很多產科醫師主張，說出生

，最主要的有四大項: 宣傳 ， 該綜合醫院蓋新和美國 時為嬰兒馬上包皮手術會節省

(1)學期快結束時班代表會 一樣最完善的產婦、嬰兒服藹 孩子再來醫院的麻煩，何況新

間考試的範園和出題的傾向等 包括男嬰兒的包皮手術，因此 生兒痛覺波有完全發連，不必

。最後一堂課上完後，我向學 不久新生男嬰的包皮手術就在 麻醉即可手術。其實新生兒不

生們說明考試的範團和方式， 台灣流行。我極力反對新生嬰 是不痛，不能叫痛也。最新的

並且說如有特別事情無法用功 見的包皮手術之理由是: 11 )新 心理及行動學(Psychology

，自己想一定考不好的人，甚 生嬰兒的包皮手術會增加嚴重 & Behavior Science)巳證明
麼都不要寫只寫「江教授說將 的上部尿路感染危險性。因為 越早期的經驗對後來的行動越

來做外科系醫師時 ，面對每一 包皮是保護尿道口，防止直接 有影響，生下來馬上就不分青

位要開刀的病人要嚴肅的想把 被尿布上的糞或是舊尿等污染 紅皂白給予新生兒→刃割包皮

這位病人!現如自己的親父母 ， 。如出生後馬上就割掉包皮， 的痛苦經驗，也許，這是美國

認為開刀無誤才下刀，我一定 尿道口浸在尿布上的糞尿有感 太保及不良青少年比歐洲幾倍

會終生這樣做 。 」無論任何， 染的危險。(2i我30年前，台大 多的理由吧。

學生如照此答都會給60分及格 。 新生身體檢查男生 500 人的統 (3)我有機會就說手術刀可

rè.J顧42年行醫，我自己就 計上，證明中國人高中畢業生 變凶器。如不手ÞfGÍ 也可以治愈

這樣實行選取手術的適應病人 包皮過長需要手術的人僅占百 的疾病就不開刀。善意的結果不

。沌有一個手術是學問上有興 分之30以下。如果出生馬上就 一定有善果，病人期待一刀病

趣，研究上有意思或是病人強 割包皮百分之70的男子就受 了 除但開刀的結果有三種 ， 自 IJ病

迫要我;手。術的 ， rYr t孔，我永遠 不必裂開 JJ的捕苦， (3)10年前 好了，病不呀，病 Il! j-主 f也可



能致死。有的病人攝謹腺肥大 排尿、不過勞，如腎石倒痛或 有時我想因為我的大聲主

，在晚上要起床 2~3 次排尿 者有血尿就休養，這樣處理巳 張，可能最少有 1 ，000人以上的

，說麻煩， 要求手術，我說我 活到80歲以上的病人有 10多位 新生男兒，避兔了不必要包皮

從六歲到現年 64 歲每晚都要 ，很少有人發生嚴重的問題 。 開刀的痛苦，而我強硬地呼籲

起床 4 次小便，起床 2~3 次 (4)膀耽癌和男子不娃症治 戒煙，使得1 ，000人以上的男子

啡尿不會防害睡眠的 O 眾所皆 療的第一步是由戒煙開始。佔 不蛙病人，膀脫癌病人及尿路

知， 60歲以上的人睦眠很容易 膀脫癌92%以上的移行上皮細 結石病人戒煙，也許，由於戒

就中斷，所以起床 2~3 次小 胞癌是由致癌物質引起的。膀 煙，使得不蛙症病人獲生 100

便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年的正常 脫癌的病發率很高，抽煙人比 個寶貴小孩，膀耽癌病人 100

現象，而不是統統是攝護腺肥 不抽煙人罩、膀脫癌高達4.5倍， 位得到永久拾癒，上E尿路結

大症引起的。我對攝謹腺肥大 病人已患了膀脫癌如繼續抽煙 石病人永久不病發 ， 我決心我

症病人手術的標準是(1)殘尿超 會增加病發率及助其進展，乃 有'-f:之日仍會繼續大聲叫:新

過50cc以上. (21尿有嚴重的感 自明之理。所以，不放煙的膀 生男見做包皮手術是有害無利

染而會影響腎臟機能者， (3)有 脫癌病人我不治療。而男子不 ;男子不娃病人，跨脫癌病人

急性，尿閉會導尿過的臨往歷者 任症病人，如精虫過少，精虫 和尿路結石病人要戒煙，因為

。對一側腎正常，他側腎有珊 活動不好等，我也要求他們戒 戒煙是治療的第一步。叉外科

瑚結石，但沒有經驗過急性腎 煙 ， 不戒煙就不給他們治療。 醫師盡量少手術，要把手術的

孟腎炎的70歲以上病人，要求 因為香煙會影響造精機能，也 病人當做自己的父母或親生兒

我手術時，我常說您的結石可 患了精虫過少，活動力不好的 女看待下刀。

留至IJ 120 放時給玄孫們收集， 不娃症者還在抽煙給他們治療
(作者現任母院泌尿科教授1

但總要聽我的話即多喝水、多 是浪費時間和錢財的 。

編後語 熹福醫言孔
.Jing-Fu Medicol News 

本月號增加篇幅並擴大發行至圈外校友，

感謝說前教務長賜稿，親身體驗之 「吸菸與戒

褻」最適合目前洋裝開放之時論:江教授的隨

筆道出執刀者手術、治療的原則，令人敬仰;

李院長主持省眺成功的模式 . ..~堪為行政主管之

中莖~國七十五年十月出版

第三卷第四期總號28

董事長兼發行人:楊恩標

社 長李治學

風範 :陳惘霖教授罔顧小兒科教十年之研究，

確屬難得的重要文獻;最懷念的是林吉崇與劉

禎輝兩教授之師生情誼;出眾的牙科技友林長

春 、邱清華 、劉心進、陳，思光等在非本行中優

秀表現，值得的效;最後要感謝新任主管連文

彬、李慶雲、陳源平、陳榮基、陳秋芬主任提

供資料，充實本期內容 ，希望國內外師長 、 校

友主動權輸此一屬於大家的園地 。(郭英雄)

德全量顧問 林間煌、陳萬裕、彭明聰

正言:天空編諾 洪伯廷、謝博生

德 語戴東原、隙縫悶 、陳秋芬 、 說學舟 、賴金錢

蘇誠道、陳瑞龍、周治態、楊志良、揚錫欽

本宗教行編輯 郭英縫 、王作仁、 李治學

p" 址 台大醫院景耐節

ÐS 版 緝翔企業有限公司

曰: 后IJ 百麗印刷廠有限公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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