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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9年 7 月第 1 4次院士

會議時21位院士聯署建議成立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J .民

國70年 2 月成立籌備處，設所

計畫分 7 年(由70至77會計年

度完成) .列編員額73人，興

建10層大樓舍地下一層(初期

先蓋六層半， 建坪合計為3870

坪)包括設備及經常費用. 7 

年共 9 億 7 千 7 百多萬元。

70年 4 月成立設所諮詢委

員會，委員為余南庚 ， 魏火曜，

葉曙，李鎮源，郭宗t譽，彭明

嗯，艾世勛，錢煦， 曹安邦，

何曼德 .74年增加方懷時，張

傅惘，吳成文 ，彭汪嘉療 ，劉

彭明聰

錯，由余南庚但任主任委員兼

籌備處主任，蔡作雍代理。

本研究所之研究領域定為

clinically oriented research 

重點先定為心讀血管疾病、癌

症及感染症，並以基礎與臨床

合作研究為重 。 於71年與台大

醫院，榮總及三軍總醫院三所

教學醫院黨訂合約，成立三所

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並建議台大

醫曉以感染症包括肝炎及肝癌

之研究為主，榮總以心臟血管

疾病研究為主，三軍總醫院以

癌症研究為主。 72年到75年四

年來補助研究計畫及其金額如

下:

研究計畫類別及數目

研究中心 心臟血管 癌症 感染症 其他 金額

台大醫院 10 15 15 42 ,254 ,783 

三軍總醫院 i 7 18 9 3 38 ,834 ,568 

榮 總 34 5 11 39 .910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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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12月評選聘定沈祖海

建築事務所設計在南港院址興

建研究大樓 .72年11月完成土

木結構部份設計. 12月 12 日發

包 .73年 1 月 15 日開工. 75年

6 月完成第一期建築。此建築

為地上六層半，地下一層，建

築面積584.96坪，樓地扳面積

3.775.54坪，地下層是階梯式

講堂及書庫，一樓圖書館、行

政及公共衛生、流行病學部門，

二樓有10問病房，三樓生理、

病理、及組織化學部門，四樓

生化及藥理部門，五樓微生物、

兔疫部門，六樓動物室。另外

支援部門有電化祖聽製圖室，

醫用儀器實驗室，電子及機棋

部門。

現在研究人員有研究員 1

名，客座教授 1 名，副研究員

4 名，助理研究員 7 名，研究

助理 4 名，支持工作人員事務

員 2 名，會計 1 名，出納 1 名，

圖書管理員 2 名，動物管理員

1 名，電化祖聽製圖員 1 名，

醫用儀器工程師 1 名，機械技

師 1 名，水電工程師 2 名，物

料管理員 1 名，建築顧問 2 名，

技工 1 名。由國外延攬人才於

民國72年 2 月成立人才羅致小

組，錢煦，李鎮諒，艾世勛，

何曼德，余南庚，蔡作雍為委

員，錢煦坦任召集人，另為了

發展專業及羅致專才為諮詢委

員會服務，於73年 3 月聘請留

美專家成立三臨時小組:心臟

血管小組:周欽域，詹恭明，

何潛，李建平，王雪華，伍煜

玉，梁樟材，自錢煦坦任召集

人;癌症小組:張惠平 h 汪嘉

康，沈仁達，施佑宗，蕭文曦，

吳成文，任龍翔，鄭永齊，陸

迪利，自曹安邦坦任召集人;

感染症小組:張學賢，張似滴，

鄭永齊，黃詩厚，黃英臭，劉

錯，黃崑巖，由何曼德坦任召

集人，以上三組余南庚均為當

然委員。現有 17 名 Ph.D.

有意短期或長期回國服務，叉

錢煦院士擬民國77年 1 月回國

坦任籌備所主任，前後 1 年。

有關各臨床研究中心之研

究計畫審查，成立委員會，其

成員由國內外聘請專家:心臟

血管病:呂鴻基，吳德祿，吳

德朗，姜必寧，盧信祥. S. 

Blumenthal , R. A. Bruce, 

G.E. Burch , C. R. Conti , 

J.F. Goodwin; 癌症:楊照

雄﹒林榮耀，林仁混，林國信，

胡承技，韓韶華，吳成文，張

學賢. W.A. Carter , J.T. 

T. Chen , T.L. Dao , P.C. 

Huang; 感染症:宋瑞樓，羅

光瑞，壽康，劉錯. E.R. A-

lexander , B.S. Blumberg , 

R.S. Chang , A. S. Evans , 

M.R. Hilleman ,S. Krugman , 

R.H. Purcell ;其他研究:

張傅爛，李賢鎧，梁棟材 'C.

T. Lu 。

現有儀器有一股生物學研

究設備外主要為神經科學、行

為科學，及神經化學有關儀器

。設備之蝶購小組由艾世勛及

黃秉乾負責陸續踩購中。

圖書有英文期刊88種，有

不少行為科學期刊，圖書三千

多冊，參加國內醫學圖書館館

際合作，若需要期刊復印服務

，可通過本院圖書館辦理。

在籌備處有充足的預算、

最新設備，延攪人才之待遇欲

突破平頭主義，積極的在美國

召募，若人才能長期回國，對

生物醫學的研究，國內生物醫

學人才的訓練，科學在國內生

根必有很大的貢獻。

(作者係民國30年母校台北帝

大醫學部畢業，會任醫學院院

長，現任生理學教授、中央研

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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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自校

小兒科六年的回顧

歲月如流，鴻基於民國69年 8 月 1 日應聘

主持母校小兒科，至今六載。回顧這六年間，

幸無重大的技瀾，又欣見科內才俊輩出，教學、

醫療、研究等諸事皆有進展，歷歷在目，令人

神往。明天六年期漏，得將重任移交給新主任

李慶雲教授。此時景福醫訊編輯王作仁教授前

來道喜任務完成，並要我寫“六年之回顧"我

欣然答應了。

記得六年前，將就職母校小兒科主任的前

幾天，有人問我: í 新官上任三把火，您有沒

有三把火? J 我認為以教授身份兼科主任可不

是當官，本可無三把火。然而我想，為了要達

成任務，最好以我自己的座右銘與科內同仁共

姐: “尊重他人，肯定自己，擇善而從英譯

貝l搞“ r espect others.convince yourself and 

f ollow the best."就任當天我略提此事﹒竟獲不

少同仁的贊同。六年科主任生涯從此開始。

蓋母校小兒科輝、自 1907年台灣總督府台北

醫院落戚，設小兒科、內科、外科及婦產科等

科而開始 o 1938年改制為台北帝大醫學鄧小見

科. 1945年光復後改稱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小

兒科，至今絢80年。歷史、傳統與人才是景福

母校的象徵，小兒科當然也不例外。前主任戶

呂清基

川駕二、酒井潔、魏火曜、陳惆霖及李廷堅等

先生與諸先輩巳替我們奠定了蛇立不搖的基髓，

我的.任務: “承先啟後應不算難事。然而

當今的我們是處於知識爆發時代 ，一股認為每

隔十年小兒科學就將加倍，我們若不進步就是

退步。母校小兒科的同仁多屬狀元，學界泰斗，

個個傑出，堪稱“ superman" 。為了趕上時代，

進而與先進國家著名大學比美，每人除格外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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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外，應加強溝通，團結，設法發揮科整體的

力量。為此我們需要討論，檢討改進。當有人

演講或發表意見時，我們不交耳，不邊看書，

專L聽講，此外“尊敬他人( respect others)" 

多聽別人高見後，應、憑自己良知予以反應，不

敷衍，不苟同。如果某人口是心非，貝u欺騙自

己。雖然，我們不做人身攻擊，但如有不同的

意見應該表明，對自己負責，此乃“肯定自己

( convince yourself) "。經過大家的知識交

流與智慧的運用後，所獲得結論應予接受並認

同為最優秀而可行者，此乃擇善而從( follow 

the best) 。

母校小兒科的教室算是最完善，有 3M透

明片投影機，大銀幕及四個麥克風。每天上午

八至九時有朝會，下午一至二時有病例 .x光，

grand round或外賓演講。所有科內的同仁，

上自教授、副教授、下至住院醫師、學生均參

加每天兩次的meetings頓成科活動的核心。

科整體的力量，在此發揮無疑。 pnmary care 

的實習醫師報告後，通常由第三年住院醫師(

team leaders) 追加分析。再由vs各方面

做 comments. 是一種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大家收穫良多。

在過去六年間，同仁陳森輝、謝貴雄及王

作仁三位先生榮昇教授，張美惠醫師昇副教授，

林凱信及曹永魁兩位昇講師，另李鐘祥先生榮

任陽明醫院院長後又昇為兼任教授。功高望重

的許瑞雲教授及陳炯霖教授榮退，職位讓給年

輕醫師後仍任臨床教授，退而不休繼續為科服

務，令人感佩。過去六年間，同仁忙於醫療、

教學之餘，仍能專心做研究 。 科內同仁每年所

發表的論文篇數，如以教員人數相除之，小見

科為全醫學院之冠。謝貴雄教授、王作仁教授

及李慶雲教授會獲教育部、台灣醫學會及小見

科醫學會之最優秀論文獎。惟令人遺憾者，李

廷堅教授於民國73年 8 月 13日在家心臟病突發，

燼然長逝。故李教授為我國小見肝臟學及醫學

遺傳學的權威。他為人耿直，治學嚴謹，有時

為堅持原則，心直口快，漏腔義憤，形於容色，

一時，被譽為母校小見科的傳奇人物。這位大

家所敬畏的長者，現已成故人，但其音容宛在。

過去六年間的總住院醫師，自曹永魁、何

美美、宋增銓、林其和、蔡丈友、吳美環、楊

宏義、洪俊源、王主科、劉清泉及林應然，皆

能同心協力，與我一齊擔任“值星官"一心一

意為科而服務，減輕了不少我的工作，在此謹

致最大的謝意。又有難能可貴者，乃是科內“

網球轍，之風靡，給同仁帶來健康，團結及合

作的精神。網球隊會奉加了幾次比賽，趣事送

起，獲得了冠軍、亞軍、季軍各一次。

日月如梭，主持母校小見科的六年很快過

去了。回惜之，往事多，千言萬語難以盡。科

主任將於明天移交給李教授慶雲先生，我未竟

之志有人託，未來之發展已無慮，鴻基由衷慶

幸母校小見科有卓越接棒，不禁欣慰。

(作者為母校醫科 46 年畢業，前小見科主任，

現任省立台北醫院院長)

合母院泌尿科江萬喧教授頃經

台北醫學院董事會通過，任

命為台北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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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遺傳學的展望

臨床遺傳學在台灣一向是很冷門的。近來

遺傳學的發展，對整迫醫學的影響巨大;不只

革新我們對遺傳疾病的瞭解，並且改變了遺傳、

病診斷及治療的方針。

我們三位是母校誓科早期畢業生(且前後

相隔14年) ，來美後從事臨床遺傳學的工作。

我們奉考國外這方面的發展，同時基於對台灣

社會及環境的體認，頭意在此還供一些微薄的

意見，表達我們對台灣臨床遺傳學的展望。

(→組織

我們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來決定政策，

目標發展及遠繫。其成員應該由衛生署官員、

臨床遺傳學家、分子遺傳學家、細胞遺傳學

家、遺傳諮詢人員、民間婦女團體、父母代

表、醫學倫理教授們共同組成。我們認為後

三者的套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臨床遺傳學

異於其他醫學科學主處在於它涉及許多倫理

及道德的問題。一直先天缺陷，智能不足的

兒童出生，是家庭的悲劇，是社會的負擔;

在沒有有效治療方法的前握下 ，產前診斷及

醫療性流產可供選擇為彌補之道。但是為了

「保證」生男孩， ;投產前性另IJ鑒定一一如果

是女孩就終止懷孕一一這是違反人道的。胎

兒是「生命 J ' 醫罰沒有權力 ，任何人也都

無權去殺死嬰孩。醫學的發展不能被用來破

壞大自然的男女平簣 ， 其後果將不堪想像 O

這一個組織的另一通功用是督導實驗室的精

確度並進行品質管制。這是因為遺傳疾病雖

然罕見，但其種類多達數，千種 ; 為了診斷這

陳土豆 f崇\ .李明亮. r.東灰珍

許多種病，需設立幾百種不同的檢驗，每項

接驗全台灣可能一年不到上百個案例;這些

檢驗又需特別的專門技街，如果各個醫院都

設立這些機驗，不但浪費金錢，而且不易做

品管。

除此之外，這個組織必讀核查新技術的安全

性及效能，並設立51用這些新技術的原則。

據我們所知絨毛膜纖維生檢( chorionic 

的lli biopsy )在台灣可能已被濫用為做性

別鑑定之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仍在研究此項新技術的危險程度，故全美只

有10家主要醫學中J心獲准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絨毛膜纖維踩集後，需要隔絕來自母體細胞

的污染，如果按術不好，可能將正常男嬰誤

診為女嬰而打胎掉;即使診斷為男嬰卻可能

因踩集絨毛膜纖維的過程而導致流產，結果

要男孩反而達不到目的。總之，從人道觀念

來看，"為了正常診斷而打掉正常嬰孩(無論

男女)是不對的;從醫術觀念而言，沒有好

的訓練與技術就做這些是草官人命。

(二j全面的臨床遺傳學規劃

此項全盤規劃需包括:

@臨床服務:通常需含臨床遺傳專家一一受

過遺傳學訓練的醫師、遺傳諸詢人員、人

口基因專家及好的資料庫。

@檢驗服務:包含細胞遺傳學實驗室、生化

遺傳學實驗室、分子生物遺傳實驗室、組

織庫。

@訓練計劃:提供臨床遺傳專家、實驗室工



作人員、諮詢者適切的教育。

以台灣的地理環境與人口密度，我們建議成立

一個中央級遺傳學實驗室，負責重要的實驗，

所有的檢體集中於此統一操作(原因如前述:

實驗種類多、技術具專門性、各案例類別之檢

驗量不大) ，我們針對此中央級遺傳學實驗室

有下列幾點建議:

1.新生兒篩檢計劃

包括 PKU ,galactosemia. biotinidase 

deficiency. 

2. 母幸免甲型胎性蛋白質篩檢計劃

檢查孕婦血中之 α-fetoprotein含量，若

偏高，再探血檢查一次，如仍為異常值則

採羊水檢查其a -fetoprotein及acetylcho

linesterase.並做超音波檢查。

3.成立細胞遺傳實驗室

做羊水穿刺，絨毛膜纖維踩檢，周邊血液、

骨髓、皮膚擻維母細胞( fibroblast )及

其他組織的染色體分佈圖型檢查( karyo

type) 

4. 成立生化遺傳實驗室

檢查 lysosomal storage disease.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organic aciduria 

等以助=診斷。

5.分子遺傳實驗室

做出alassemia ，G - 6 - PD.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等之檢查。

6. 組織庫

以便進行皮膚離維母細胞株、淋巴球性細

胞株的組織培養與保存。

7.資料庫

除了一個中央級實驗室外，我們可擇定幾

個區場性遺傳諮詢中心，例如:北部一一可能

需要兩個，中部一個，南部一個，東部一個。

這些區域性遺傳中心專門負責第一線服務， ~p 

病人的檢查、診斷、治療、追路、諮詢，檢體

探集與工作人員的訓練。因此這些中心就讀具

遺傳學專長的人才。此外還需備有電腦，與中

央級實驗室連線，以便彙送資料。

最後我們要強調:臨床遺傳學是一種整合

性的科學，需要各專長的人一起協調、合作、

討論，才能發揮最大功能，為病人謀最多的福

祉。(本文由張E美小姐代為膳稿，作者願表

謝忱)

(陳垣崇:民國62年，李明亮:民國51年，陳

友珍:民國49年，均醫科畢業，現分別任教於Duke

大學、 Ohio大學、 Robert Wood Johnsor聲學

院)

國 花撞地區景福聯誼會巳於七十五年九月廿

一日成立，並決定自謝玉書先生擔任會長，馬

維典先生負責管理文件，由盧水旺、林千種兩

位先生為副會長，並決定每年定期開會兩次。

圈母校行故會議正式通過國立台灣大學名譽

教授名單，均為貢獻卓著名重杏壇享譽國內外

之學者，母院榮獲名譽教授榮銜的老師計有:

蔡錫琴、陳萬裕、許成仁、林天佑、陳登科

謝有福、楊燕飛、魏火曜、陳惘霖、觀炳炎、

邱仕榮、杜詩綿、洪文治、郭水、姜藍暈、

王光柱、葉 曙、李鎮源、方懷時、余錦泉、

董大成、孫雲菁、余道真等共23位。

園民國54年畢業，彰化秀傳紀念醫院院長，

母校外科黛任主治醫師黃明和梭友頃間有意出

馬競選第三選區(包括彰化縣、南投縣及台中

縣市)立法委員，開校友競選立委主先聲。



訪球炯

我在台大小兒科，從台灣

光復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年了

。台大的小兒科，因為原先日

本人留下的基礎，以及小兒科

的兩位前輩一一魏火曜教務長

及陳炯霖主任的領導下，逐漸

地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及規模。

初光復時，小兒科醫師不多，

就是幾位從國外回來的小兒科

醫師，大家兢兢業業，一起為

小兒科而努力 。

雖然有日本人留下的基礎

，但這四十年來，小兒科仍淹

有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系統\很

多的東西，仍然是從國外來的

日軍教授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訪問者 陳世翰

，如果國外有新的進展，而我

們海有拿到，很快就落在人家

之後。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基礎

傲的不移，基聽不穗固，在發

展上就不如人家。也許我們

在臨床的診斷、治療這些都傲

的不錯，例如超音技進來了，

診斷的技術也跟上了國外，但

是人家說不定又有新的發明、

進展，如此一來，我們永遠只

眼在別人的後面，這不是我們

所希望的。

因此，我們應該在基礎醫

學花更多的時間、投資較多的

人力。我們台大醫院是一所教

學醫院，在台灣警界，也是居

於領導的地位，更要有這樣的

認識。雖然臨床上要提供病人

較好的服務，但是，如果我們

能移在基酷醫學有進展，則可

以給病人更新、更好的診斷及

治療。這就是說，我們不僅在

臨床上服務「較多」的病人，

如果有新的技術，可以服務範

圍「更大J 的病人。

我個人從事腎臟的研究，

慚愧的是，對於新的發現、新

的進展，並無貢獻，不過，我

們做的到是，國外所能給病人

的醫療服務，我們也有。然而

我們的目標並不只是眼上外國

的水準而已，我們所期望的，

是在小兒科的領域宴，有自己

的發展，有新的貢獻，而這些

，更有賴小兒科同儕的努力。

(陳惘暉教授現任母稜小兒科

教授)



熹福

3之土也

一般人買了相機，總是想儘快照幾張家人

和可愛孩子的紀念照，我也不例外。第一次摸

到自己的相機是在民國53年，當時對攝影完全

門外漢，就糊里糊塗託人由日本買了一部相機

回來，才知道這是日本最有名的機種 Nikon

F' 後來有一位對攝影很內行的好友告訴我，

用這麼好的器材，只拍攝家人紀念照未免太可

惜，於是受他的啟蒙，慢慢學習，掌捏了什麼

吽做「攝影眼光 J (camera eye) ，帶著一

片衝勁與執迷，開始努力拍照，尤其是利用早

晨天亮時刻或星期假日，走動街上或郊外，強

犬似的尋找目的物。當時最急切想要知道的

件事，是如何分排何種相片是所謂的好「作品!

j ，於是拼命從英、日文的攝影書中吸收知識，

進一步再去請教這方面的專家或同好，慢慢地

頓悟到一個答案是「一看就能打動你的心，就

是一張好照片 J '說起來簡單做起來真不容易，

於是乎開始研究什麼方面的題材容易打動人心，

摸索的結果，又鉤出一個結論: I 凡是愈能表

現真、善、美者、容易打動人心。」

首先講表現「真 j 吧:在內容上給與真情

運|談
費惱，髏

流露的一瞥，即能直入觀者的心吹，換句話說，

就是所謂真實具象一剎那闊的「力量 J 。要攝

取「真 J 情，快門機會 Cs'hutter chance)就

格外被重視了。過去美國的生活雜誌 (LIFE)

里面有不少不朽名作照片，多半取決於這種

shutter chance '才能夠使其畫面，震憾了全

世界的讀者。

至於「善」的表現範圍很廣，獵取鏡頭的

機會也多，簡單的例子是，發攝人性的光揮，

流露人類愛為題材者，是屬於此類之一部分，

如:天倫之樂，抗儷情深，師生之情，同舟共

濟，扶危濟困，克苦耐勞，老當益肚，久別重

逢，切磋球磨，春風浦面，天真童年，美麗佳

人，攝眉吐氣等等為內容者。這種題材不必遠

走取景，只要我們身邊，稍微注意，時時刻刻

都可出現的。

最後講到「美 J :攝影慨然是藝術的範疇，

少不了要求「美」的因素，如取景，構圖、剪

裁、色調、層次、清晰、動感、對比(顏色)

等都是攝影者應注意的細節，其實前面所述「

真 J 與「善 J 的內容，若能打動觀者之心，其

玩

伴

望
子
成
龍



細語

內容已經夠『美 」 了，但是更加注意到 「 美 J

的細節是錦上添花。在此無法詳述 「 美 」的細

節 ， 只能簡述一 、 二如下;對於取景，一般人

最易犯 「 多 J ' 好像畫面裹照得愈多東西 ， 內

容愈豐富似的 ， 結果變得雜亂無章，因此有些

專家稱攝影為 mlTIUS (減去)的藝術 ， 即

把不必要的畫面減到最低限度，主體也顯得更

有魄力出來。造詣高的作品 ， 往往是非常單純

的畫面 ， 彩色方面也同樣道理，五彩繽紛不一

左
擁
右
抱

定有美感 ， 反而顏色種類愈少 ， 或統一色調比

較耐看。至於構圖是附屬於內容之下的，換言

之 ， 不能為了構圖而失去了快門機會及內容，

但是不同的構圖 ， 確實能使同一畫面變得雄偉

無比， 亦能成為毫無可取。

以上雜亂無序談些我的小經驗 ， 若能因此

得到同好的指教切搓，是我最大的歡欣。

(作者 : 民國46年醫科學業 ， 現主持台

北市松山黃小兒科診所)

台灣省醫學會民國七十五年度總會

將於十一月七、八、九 三日於母院舉行

A 特別演講 : B 專題討論:

1 人類骨髓瘤蛋白之免疫化學研究 在哲彥 l 小兒意外傷害 李鐘祥

2. 毒蛇之研究對臨床醫學之貢盡有 蕭水銀 2.台灣地區之口胚癌 關學婉

3.TRD滋養細胞腫 歐陽培銓 3 職業病 王榮德

4. Magnetic resonance lmaginR (MRI) in 4 . 泌尿結石 祭崇璋

m-edical practice 丘清亮 C 教育演講 :

5.Metabolism and functin of prostag landins l 病毒肝炎 宋瑞樓

and re lated compound 2 腦死之觀念與判定 供品ilìJ古

Osamu Hayoishi 



成長中的

逢甲醫院 ~ J、兒什

才多方表

去年12月，正是一生中精 如是之故，本人 7 月走馬

力最充沛，幹勁最十足的時候， 上任之時，便懷抱著「逢甲小 新生兒病房 9 床，一股病房10

擺在眼前的道路，一貝Ij遠渡重 兒科的成敗便是個人事業的成 床。

洋，將生命中最璀燦的一、二 敗 J '鑑於全省各大醫院開辦 可是，我們的病人在那里

年揮霍在沙烏地的沙漠裡，一 小兒科成少敗多的往例，慨然 呢?說來荒唐，我上班的第 1

則遵從上級指示下放到東部邊 身為主管，不得不身先士卒， 天，住院病人只有 1 人，門診

疆地帶，做個新世紀的騷人墨 早出晚歸，實行國歌中的夙改 只看了 3 人。開醫院不是擺地

客，種種的跡象顯示，事業已 匪懈了 O 攤，不能跑到街上拉客人，也

到最後關頭，不自求多福，便 但是一個科的成功，街需 不是賣可樂，不能打廣告吹噓

要隨技逐流了，終於我寫了一 依靠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護 品味高尚。想來想去"只得召

封信毛遂自薦給台南逢甲醫院
士、行政部門、機驗部門完美 聞記者招待會，藉著介紹疾病

的李創辦人，聲明我對該院的 的配合。很幸運的，一開始我 間接達到宣傅的目的，於是在

- IJ、見科主任一職極有興趣，沒 們就擁有 4 位優秀的住院醫師， 7 月 8 號的記者招待會中，我

想到李先生爽朗地答應了，從 總醫師比我在台大小兒科當總 們提出了「小見重症疾病 J ' 
此我便正式邁入人生另一旅途 醫師時還要出色，第 3 年住院 經由報紙的報導，幾天之內，

了。 醫師高妙的技藝也令我自嘆弗 住院病人一度達到加護病房兩

逢甲醫院這 4 個字對北部 如，兩位第 1 年住院醫師的用 床，新生見病房 5 床，一股病

的醫護人員可能是相當陌生的 功程度只有考聯考的學子差可 房 5 床，門診人數也一度突破

名詞，但是在台南地區經過10 比揮 。而護士的教學除了 3 個 30人。

多年的經營，聲譽正如日中天， 月前已委託成大醫學院的林其 好景不常，記者招待會後

老早已凌駕該地區的公立醫院， 和醫師負責外， 7 月之後更加 兩星期，門診人數雖仍稍有增

近年來自於病患來多，原先市 強床邊教學，並選派兩位資深 加，住院病人卻又慢慢減少，

中心 160床的醫院已不堪負荷， 的護理師參加台大加護病房護 原來光靠報紙有一搭沒一搭的

就在今年 3 月正式啟用位於台 士，iJl I練課程， 9 月之後更將有 報導，也不是長久之計。也許

南縣市交界處一幢容量 500床 兩位台大小見科護士加入我們 把門診部撥到台南市小兒科生

的現代化醫院。以往院內各科 的陣容。 意最興旺的成功路，門診人數

的發展並不均衡，病患集中於 看來一切就緒之後，藉著 將可輕易突破 100人次 。 仔細

內、外、婦產三科，小兒科是 行政部門快速的行動， 1 個星 思量之下，實行不得也，這不

最弱的一環，因此全力發展小 期之後，我們便正式成立台南 是分明與開業醫搶生意嗎?兵

兒科便成為今年本院最大的目 地區第一個小兒、新生兒加謹 家大忌千萬不能違犯，何況也

標了。 病房，容量 6 床，並同時擁有 不宜冒然打破大醫院看大病，

﹒ ‘ H，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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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許多前輩研究者相比，我的工作實在不值一提;但是對於正在考慮如何選擇未來應走的道路

的學弟妹們，我願意提出自己工作的經驗供作參考。

自民國64年我當第 2 年住院醫師時. ~p發現超音波圖對於疾病診斷極具潛力，於是向婦產科陳

雷堯教授及蔡偉雄醫師學習，將之推展於小見科的領城中。如今超音技圖已成小見科疾病診斷中很

重要的工具。小兒消化道內百鏡則是民國66年我當總住院醫師時在許瑞雲教授與李廷堅教授的鼓勵

之下，跟隨內科王德宏、余瑞雲、王正一教授學習，如今 2.5公斤的新生見亦能接受內視鏡檢查，

對消化道疾病之診斷有極大品益。我亦將內視鏡之使用擴展至小孩之小晶切片，代替傳統的小揖膠

囊式切片。民國70年.在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研修期間，學習小囑組織學之中j讀與小揖黏膜酵素之測

定，回國後將之運用於中國兒童，並發展消化道吸收功能之制定法，使慢性腹瀉之嬰劫見得到較好

的診斷與處置。對於中國嬰兒常見的阻汁滯流症引起的黃直，我設定了一個 3 天的檢查流程，使阻

道閉鎖與新生兒肝炎之鑑別診斷可以在 3 天內完成，使阻道閉鎖嬰兒得以早日手術以提高成功率，

並致力於新生見肝炎病因之宗討。台灣乃B型肝炎病毒好發地區，故我亦投入兒童B型肝炎的研究

行列。兒童的肝癌在台灣較西方國家常見，故我亦致力於B型肝炎及家接肝癌之研究。

在我工作生涯中，遇到許多良師益友 ， 在科內有前輩醫師及住院醫師們，在院內其他工作上相

闊的科里亦有前輩與年輕同仁們均不時予我幫助，加上我的實驗室中劉小姐與吳小姐的協助，使我

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我心中充浦感謝 ， 願藉此機會表達出來。

(民國63年醫學系畢業，現在小兒科副教授)

小醫院看小病的原則，尤其將 雖然不是很響亮，但是我們仍 萬事起頭難，我們已成功

來必將仰仗開業醫不吝轉介病 然勇氣十足，信心十足地繼續 地踏出了第一步，我們特別期

患住院，為了珍惜任何與開業 下去。每一個病人出院時，我 待台南地區的前輩校友們，把

醫師聯繫的機會，一過開業醫 都會問家屬對本院小兒科的觀 需要住院的兒科患者放J心地交

轉送患者住院，出院後我們隨 感，十之八、九的回答是這樣 到逢甲小兒科的手中，有了病

即將病歷摘要寄上，並拜託患 的: [" 貴院的醫師醫術高明， 人，我們就能做很好的研究，

者仍回到該醫師的診所追諒治 護士態度親切，可惜收費高了 有了研究便能帶動台南地區學

療，以兔落人口實 ， 肉包子打 點! J 尤其對於一些貧窮的患 術上的進步，而這些成果將來

狗，有去無回。 者，我們實在感到由衷的同情 勢必要由前輩校友與逢甲小兒

漸漸地，我們從開業醫處 與抱歉，但是請放心，我們正 科的同仁共享之。(作者係民

獲得了一拉回報，雖然不是很 努力向院方上級交涉中，降低 國69年醫學系畢業，現任台南

踴躍:我們也聽到了一些掌聲， 一些不合理的收費 O 逢甲醫院小兒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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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仁教授囑筆者寫一篇景福隨筆，盛情

似乎很難推辭。翻閱過去先輩寫過題做參考後，

發現景福會會員當中，受臼式醫學專科教育者，

日漸減少。記錄一名受日式醫學專科教育的醫

師的奮間經驗，應有值得來人參考之處。

光復前，台灣曾經有兩種醫學教育系統，

一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另一為自台灣總督

a‘ 府醫學校發展出來的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

醫學專門學校由公(小)學校六年、中學校五

年畢業後報考，在民國26年，台北帝國大學醫

學部成立之後 ， 改稱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

專門部，課程均為四年。

醫學部一般是由國民學校六年， 中學四年

專 或五年，高等學校三年畢業者來報考。不過，

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再經高等披畢業者也可報

軍 兼 考。醫學部的課程為四年。

對
光復以後，恩師杜聰明教授接收台北帝國

業
大學醫學部後，決定廢除醫學專門部 ， 將醫學

E區E安 教育統一為醫學院教育。杜教授主張醫師不應

生 且TrZ 分等。日接時代，統治者為克服台灣偏遠地區

院
醫療缺乏問題，設乙種限地開業醫、護士、醫

的
技人員、藥局生等可由檢定考試得之。在此情

且主 形下，台灣醫事人員素質內涵十分復雜。杜聰、
/\ 

E區E安 明教授要董大成教授與筆者溝通醫學專門部學

db 昆-r-主
生，降級轉入醫學院 ; 大部分人接受協調，少

部分人仍堅持不轉，則仍繼續醫學專門部課程

路 專
(此時又改稱為台灣大學醫學專催科) ，這種

門 情況原可在兩年後，原醫學專門部學生全體畢

隘 7余
部 業後，獲解決。但是光復後，原在日本本土醫

十
學專門學校研習的學生，陸續回國，要求補完

種 的 學業，因此醫學專催科叉延長存在直到醫學科

回 田 第五屆畢業於1950年方告結束。

J憶
醫學專佐科隨學生畢業完畢後，自然揹滅。

台灣醫學教育系統就統一了。這時，筆者奉命

編設醫學院人專制度，社院長指示，醫學專門

部或是醫學專佐科畢業生，比同一年資醫學院



畢業者每月薪水底薪低20元，升等要慢兩年。

當初，醫學院為六年制，不久之後，改為

七年制(當時國防醫學院例外，仍保持六年制

沒有想到，後來教育部核准中山醫學專科

學校成立，招收五年制醫科、牙科學生。蔡滋

理教授由高醫來接任中山醫專院長時，筆者也

任北醫院長，兩人經常討論中山醫專應改為醫

學院，曾為此事結伴赴教育部拜訪高教司司長

姚淇清教授。姚司長對此事看法則完全不同，

他認為像工科有工學院、工專之別，醫科也應

有醫學院和醫專制度之存在。他堅持，醫學院

畢業者從事高深醫學之研究，醫專畢業生從事

實地醫療工作，因此不准中山醫專改制。

多年之後，中山醫專改制終撞成功，從前

醫專時代畢業生亦可隨時回投補學分，撞醫學

院畢業證書。醫學教育此時算巴，統一化。

醫學教育雖獲統一，但我國現行醫療制度

仍非常復雜，有醫學院畢業生，有甄訓醫師，

又有中醫、西醫之另IJ' 還有密醫充斥。需要改

進之處仍然很多。

為了補救偏遠地區醫療，杜聰明教授會創

山地醫師訓練班。中央政府則在後來設國立陽

明醫學院。筆者常去印尼開會或手術，印尼醫

學院畢業後，必須先赴偏遠地區服務一毆時間，

才可申請回來作專科進暉，菲律賓也有類似辦

法，似乎都值得參考。台灣地區則綜合上述種

種辦法，加以群體醫療中心，確也解決不少問

題。至此，醫學教育統一問題只留下專門醫師

制度之確立及中醫制度，還需努力。

我國醫學院課程類似美國醫學院，但醫學

院畢業卻得到MB學位，與英國相同，所以筆

者當北醫院長時，為學生寫推薦書，經常被美

方學校詢及MB要再進修多久，才能得到MD?

筆者常必需再回信告以我國之MB相等於貴國

之MD 。以後每張推薦書附帶說明如此這般以

兔麻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醫學教育有帝國

大學醫學部、官立單科醫科大學、私立醫學專

門學校，並單獨在台灣設立總督府立台北醫學

專門學校(相等於官立)。國立、官立、私立

醫學部畢業生，可得醫學士學位，而醫學專門

學校可按其學校名稱得「某某醫學士 j 例如台

灣醫學士、岩手醫學士、東京醫學士、昭和醫

學士等。

不管什麼類別的醫學士、學生時代都戴黑

色四角方帽，但台北醫專台灣人學生自認非受

大學教育，大部分拒戴方帽，學校亦不置可否。

戰後，日本醫學專門學校及附屬醫學專門

部都升格為醫科大學，目的均與社聰明教授設

想相同。除此之外，還增加了許多公私立大學

醫學部與醫科大學，總數達81所，因此日本開

始對龐大的醫學隨畢業生施行國家考試。與從

前畢業生不必再考試就可得醫師證書的情況大

不相同。鑑於日本有此制度，國內亦由台大邱

仕榮院長提議，各醫學院院長贊同，政府施行

國家考試。

附設醫學專值科雖然結束，不過畢業生後

來還是遇上種種難題。其中最特殊一例是， 1952 

年，一位畢業生赴美俄亥俄州，在一所教學醫

院當實習醫師，後來在一所有名醫學院附設醫

院服藹，因為成績頗佳，由總住院醫師、講師、

助教授順利升為副教授。多年後，故士頓一所

著名醫學院有意聘他為正教授，但由俄州到控

士頓，醫師執照要重核，此時在台灣的母校竟

只能證明他參加「專門醫學訓練班 J '使他遠

合法正規醫師資格也成疑問。這名畢業生屢次

與母校交涉均無法得到妥當名稱，當然故士頓

之行正教授機會都喪失了。他非常失望，感嘆

誤入醫專學醫之悲哀。經過數年後，這名醫師，

終獲美國南部一家醫學院之邀，也順利得到母

校證明為醫學校畢業，方得執照。現在再轉入

一所新設醫學院教授兼高級行政管理，頗有活

動力。



筆者中學四年級完成後，即可保送台北高

等學校，家父一向主張哈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

家父的主張，基於兩種理由，一、由日本回來

大學畢業生開業成績比台北醫專畢業生差 O 二、

要唸醫學院需要去日本，要多唸兩年書，費用

昂貴很多。筆者則以為台北醫專教授人不遜於

日本單科大學。兩家大醫院:紅十字會醫院(

現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台北病院(現台大醫

院) .可看台灣特色疾病的機會多。而赴日讀

醫學院，也許可習得較多高深醫學知識，但對

台灣常見之疾病則了解少，同時不能像醫專學

生一樣較能與民眾打成一片。

在此考慮下因家境不佳，家父也堅持早日

開業，因此遵命保送台北醫專。在台北醫專就

讀中，逐漸對基礎醫學產生興趣。在日接時代

的台北醫專，第二學年值畢後，必需考過基礎

醫學畢業考試，才能進入臨床課目。因此更加

倍研催基礎醫學，在此同時，又有感於身在醫

專，唸不到高等學校課程，於是找老師補習數

學、微積分與德語。

德語在 H. Sauta 教授家裡學習。後

又跟高等學校中村教授補習化學、物理。生物

學則自悔完成。也儘量抽空多讀。一方面逃學

軍訓課，到醫院中實習，增加臨床知識，以便

應付家父立即回鄉開業之命令。

畢業後，耳鼻喉科山下憲治教授送我一本

小倉金之助的統計學，一部 Gould 氏英文

醫學辭典，勸筆者立即進峰。當時他認為將來

必然重視統計學。而那時，醫學論文都以德文

書寫 ，山下教授也認為英文終將取代德文地位。

筆者畢業後 ，進入婦產科， 立即被派去病

理學科，研究二年有餘。回婦產科，想、專心從

事臨床時，醫化學(即生物化學)廣個教授來

要求借調筆者參加生物化學研究。

那個時候，生化學大部份之研究以定量工

作居多， 比較容易;但廣個教授的研究是合成

非自然型氯基酸，是很困難的 E作。他的要求

' 門'7

嚴格，要做出全套合成，不准部分合成，因此

工作更形觀園。在思考上，不得不借助理學院

化學先輩潘貴、劉盛烈教授之腦力，加上杜教

授的助教授上田英之助之特殊經驗。 並有董大

成教授(早筆者一年入生化學)之經驗協助，

苦心慘擔完成合成工作。

隨後受社聰明教授命令，因要保留筆者助

教授職位為醫學部合成 Reinecke's acid (te

trathiocyanodiamino-chromicacid , (SCN> 4 

Cr (NHs) 2 )及醫院外科用 collodium 。

絡於自力成功，解決不少戰時醫院物質缺乏之

困難。

這時，醫學部有一位年輕生理學者，竹中

教授講肌肉電氣生理學，整堂課以微積分式解

說，書寫於黑根上，學生難解疑惑。筆者好奇

，去「偷聽 j 他講課，果然難懂。竹中教授是

一位性格特別，不希望交朋友的人。後來只與

筆者有話說，他的研究牽涉到生物化學問題時，

經常請教筆者。筆者當時則以日本全國新生兒

資料做基臨研究人類是否與動物一樣有發情期

及受胎季節變化。竹中教授教筆者以「調和解

析」處理，終於以三角函數表示。論文發表於

日本「醫學與生物」雜誌。

有關統計數學，筆者記憶我及，至少在婦

科臨床方面，美國學界應用統計數學，比日本

還晚。筆者於1952年在賓州大學研究時，常受

托處理統計數學問題。 1961年要在美國婦產科

雜誌(第八十二卷)發表「子宮癌血清蛋白分

割變化與預後」論文時，以統計數學處理的

/戶> 1 α2/ 戶 <1兩群差異時，主編Taylor

教授要求伽除京聶十數學卡方儉定 (chi -sq uare) • 

原因是 ，他認為讀者看不懂。筆者覆信指出，

刪除統計數學部分會使論文內容信賴度無法評

估，並削弱論文價值。他以後同意筆者意見，

但要求統計公式要寫出來。 筆者再覆 ，如此簡

單統計方式，如果刊出，將影響雜誌的學術地

位 ; 如果主編執意安刊 ， ~在者建議 ，以小字在

1 只

E 



欄外註解，不付論文中。泰勒教授終於同意，

論文郎以筆者建議方式刊出 O 同樣的統計數字

，如今已有電腦可解決問題，幾年間科學之進

步，更有天地之另Ij 0 

行文至此，讓者覺得已談太多，寫這一篇

文章的目的，其實是，安記錄一名醫專學業生，

如何努力的過程;要記錄對醫學院教育的想法;

要記錄一般人對醫學院與醫專教育之想法:安

記錄一個失去高校教育的醫專事業生，如何辛

苦補充學間的例子。可是寫完之後，卻看(以自

傳或回憶錄，易陷於誇示自己如何偉大之嫌。

重提這些昔年舊事，只想再次表達從前前心慘

擋的心路歷程，希望讀此文者，千萬不要誤會。

數年前，筆者曾聽見(確實性有疑問)在，

法法編後語認法

又逢金風送爽，秋色漏園的時節。當11月

份的“景福醫訊"悄悄地由綠衣使者遞交您的

手中時，所帶給您的也許是另一份驚喜，也許

是一份當令的精神“進補不論如何，總是

各位作者心血的結晶，值得您細細品嚐。

其中有徐千田院長握自尾道來的一位醫界長

者的心路歷程，呂鴻基院長的六年兒科主任生

涯的點點滴滴，讀來回味無窮;母校現今的成

就都是很多前輩辛勤耕耘有以致之。按美校友

陳垣崇 、季明亮、陳友珍此次聯合執筆為國內

的臨床遺傳學請命，這是海外學人關心祖國的

心聲，令人敬佩。

黃伯騷校友特提供他的佳作六幅，顯示了

校友休閒生活的一面 ， 各位看官不肋細細體會

，也許更能瞭解行政院新聞局光華雜誌特地專

訪黃校友，以甚多篇幅介紹其作品的理由了。

此外，彭明聰教授:“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Johns Hopkins 要試辦縮短醫學教育課程，

那時筆者由想，也許是一種改良型醫專教育吧!

後來帥不見下文。從自身體驗筆者至今仍然認

為醫學教育不能縮短。身為受醫專教育者，筆

者雖然以十倍於他人的辛苦，成功補救高校課

程，讓自己感到漏足，對文學、美術、宗教、

哲學 、體育、音樂略有領會，儘量避免自己陷

入成為一個無味乾燥之開業醫 o 但時至今日，

仍時常想看，失去高等學校學生生活的人生體

驗，是一生十分遺憾，特別無法彌補的人生路

途。

(作者:民國24年台北醫專畢業，曾任台北醫

學院院長，現任台北醫學院教授，母校醫學院

兼任教授，徐千田婦產科醫院院長)

科學研究所"的介紹更提供了校友有關國內尖

端醫學研究的第一于資料。揀炯暉教授的感言

不發人深思，引為惕勵。

感謝張美惠副教授協助邀稿，“醫訊"是

屬於全體校友的，只有靠各地校友的協助與賜

稿我們才能不斷地求進步。再度謝謝各位的支

持! (王作仁)

熹福醫訊
.Jing-Fu Medicol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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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i是被發行人 惕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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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絡新 11月:休凶煒、際比俗、彭 ;~~J i惚

i ElBIJ總編的。以 {( I 娃、:謝博 I f-:

編 的以來!以、險制íll丹、陳挾持、邦英棍、領合lf

然泌i益、陳f尚能、問治是豆、協己、良、械錫欽

本JUI 執 íi編緝 I了作仁、謝:段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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