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熹--
不晶

*:卡********:永〉卡*:永**:拉希:二位****:根〉拉木*米**泊之二卡斗:本;斗;二位二位*****二~*******~卡米*斗之

姬婊20周胎兒之超音波圖像

目 di 
級 自寺論:產什古今談-一2. .. .. ..隊哲堯

婆婆 我國 JVfr.f丈輸血作業之槍討 .......4

.....孫建峰

務 台南市校友進況… ..6....... 張逆祥

變變 為與人 .....7 .. ..... ...........陳朱隆

務 幸福天地:攝荷心仟 ...8 宮HP..郎

多變 新加坡去來 ....10 ..一.， ... . ....謝豐舟

務不是泣子 .... 12 . .. .... _. ... ......黃忠誠

務 業餘的消這......卡拉 OK 宮屋組...

. .13 

...謝伯海、呂敏.t.ji 、學明道、 f長逆祥

餐露 幸福隨手;巴西旅記. ..14 ...黃廷飛

自



產科古今，談

產科學是一門古老的學間，且讓我們「以

古鑒今 J '先唸一段歷史。

1817年英國威爾斯公主Charlotte的難產

事件，震撼了整個醫學界及大英帝國，動搖了

19世紀「專橫獨斷，不求進步 J 的產科學。

Charlotte公主時年21歲，為英皇的女繼

承人，助產者主要為御醫Richard Croft爵

士。 11月 3 日下午，娃振42周自然破水，開始

陣痛。整個產程進展緩慢。在50小時之後(第

一產程26小時，第二產程24小時) ，終於產下

一個 9 磅的男嬰。這個本該繼承皇位的嬰孩在

出生時已經死亡多時。更不幸的是，胎盤的挽

出也有困難，必需Croft0手剝離。其後 2 小

時，公主漸覺不適， 45分以後公主死了。母苦

皆亡的悲劇，使Croft飽受指責，怪罪他任令

分媲拖延，而不使用產鉗。其實他嚴守當代產

科大師，也是他的老丈人， Denman的經典訓

誠，即“胎頭在會陰未超過 6 小時以上，不能

用產鉗生產但加諸他身上的責難與非議，

令他沮喪而又心神不寧， 3 個月後終於飲彈自

盡。

英國著名的產科醫生Holland指出這是一

件產科的「三月悲劇 j 一母親、嬰兒及產科

醫師都死了。 Holland認為這件事實在是導源

於當年「盲信自然，保守而怠慢 j 的產科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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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哲先

這種「三角悲劇」當然是我們所不願見的，所

以如何在生產的「 鬼門關 j 口保護 「產婦 J 及

「胎兒 J ' 當然別忘了「產科醫生 J '就是產

科學永遠應該努力的方向 。

「產婦 j 方面，產婦死亡 3 大原因是任振

毒血症，出血及感染。在台灣除了幾個偶發的

「羊水桂塞」之外，歷婦死亡已是相當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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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最近因為美國婦產科學界為了醫療費用過

高主張對前胎剖腹生產的孕婦，儘可能嚐試「

陰道生產 J '國內有人也主張跟進。實則，筆

者管見，剖腹生產只是生產方式的一種。當然，

「陰道生產」是最自然的方式，但若有困難的

可能性時，剖腹生產也是無妨。以安全性而言，

剖腹產與陰道生產應是一樣安全。近年來，台

大醫院之產婦死亡者，均為陰道生產。這雖並

非意昧著剖腹產比陰道生產安全，只是表明陰

道生產，也非絕對安全，所以陰道生產與剖腹

產的選擇乃在於周全的產前檢查，仔細衛量胎

見與母體的各種條件。若一切OK' 則陰道生

產當然最好，若產婦或胎兒有受損的可能，也

不必一定非要自然的陰道生產。畢竟母觀的安

全，胎見的健康才是首要的考慮。因為生產絕

對「以成敗論英雄」的，若嬰見與母親安然無

慧，何種方式生產，病人很少計較。若母觀受

傷或嬰兒受損，則雖然是 I good obstetrics J ' 
家屬一樣鬧得天翻地覆。其實這也難怪，在這

民智已闋的時代，誰不要求胎見和母親百分之

百的平安無事?而什麼是good obstetrics 呢?

筆者相信，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就是good obstet

ncs 。廿、卅年前不會「中位產鉗 J ' I 碎胎

術」或「內回轉」的就不能算產科醫生，可是

今日還有誰做這些手術呢?

胎兒方面，由於種種胎盤功能檢查的發展，

許多胎兒窘迫( fetal distress )已可早期發

現，及時處理。許多胎兒死亡或缺氧也可避免。

今後的重點乃在對胎兒有否畸形，做更確實的

診斷。台大醫院近年來的連體嬰有 9 對，其中

5 對在產前已由我們診斷，且對分割的可能性

已有評估。 5 對之中僅一對產後嚐試分割且獲

成功，其餘 4 對因不可能分割，出生後僅予觀

察，不久後自然過去 O 母體也都平安無事 O 另

外 4 對都在生產時才發現，話然生產過程極為

1 月 1

困難，母親也受盡折磨，當然連體的胎兒也奄

奄一息。實則，以今日超音波之普遍，若仔細

檢查， 4 個月左右己可發現連體嬰，儘早加以

中紹，當可避免母子雙方的苦難。尤有甚者，

大多數染色體不正常的胎兒如蒙古症，都是出

生後再發現。今日我們以35歲為高齡產婦才做

羊膜穿刺，大約只能發現30多石左右之蒙古症，

其餘70%成了漏網之魚。當一個媽媽懷胎10月

而生下蒙古症的胎兒我們產科醫生絕對不能認

為這是一個成功的生產，畢竟10幾次的產前檢

查沒發現胎兒是蒙古症實在是我們的失敗。近

來配合超音波及母血胎見蛋白的篩撿，也許可

以提高染色體異常的發現率，避免這些「徒勞

無功 J 的懷孕。

至於如何保護「醫生」呢?由於生產本是

自然不過的事，一旦出事，即使是不明原因的

羊水桂塞症，家屬通常非常難以接受。有位資

深產科醫生說的好， I 每次產婦出血，我好像

看到法院的傳單在眼前飛舞 J 0 上法院之外，

其他的招數往往更難承受。一旦有事，一年半

載能夠了結還算幸運。三更半夜，一通電話，

三師兩步，披星載月，趕去接生，一旦有事，

誰來幫忙。所以以筆者40年產科的經驗，

What is good obstetrics?" 母子均安， 100 

%沒事就是good obstetrics' 只要如此，沒人

計較。惟有如此，三角悲劇，不致重演。

(作者係民國36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婦

產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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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階段輸血

作業之檢討

一一中華民國輸血學會成立前夕之感言一一

務、建峰

血連動會之成立，經過有關人 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的統計 ，
一、前言

士的改故不倦的努力，捐血事 在74年只達到2. 69% ·還不到
罩， 業的蓮勃是有目共睹的 ， 而同 理想、捐血率的一半，當然要捉

籌劃了三年多的中華民國 時各大醫院的輸血作業也是突 襟見肘 ， 窘態畢露。一年之中

轍血學會，終於在今年九月中 飛猛進發達異常。這雖是相當 總有多次會發生嚴重的血荒。

接到內政部准予籌設的公函後 可喜的現象 ， 問題卻在於捐血 捐血中心相當倚重一些團體的

正式的孕育成形了;不僅是發 協會似乎與醫療保健系統缺乏 血源，像學生或機關團體，每

起人會議及籌備會議已經開過 聯繫，各醫療單位與捐血協會 年寒暑假常會發生缺血的現象。

了，正式成立的日期定在今年 之間沒有全盤性的規劃，更沒 近年來捐血中心也相當努力的

年底也是指日可待。欣慰之餘， 有合作的精神。由於缺少一個 在拓展血源，多次的運動也相

不兔對現階段轍血作業作了一 強而有力的中央體系去建立一 當成功，在一些影歌星，尤其

番剖析而有萬千感慨 ; 而慨數 套共同的品質管制標準並建立 孫越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 ， 像

之餘，更期待能藉這一學會的 一個其權威性的及約束性的評 「 熱血月 J 等活動獲得民眾的

成立，也同時催促我國輸血醫 鑑輔導系統 ， 大多數較小規模 響應 ， 因而解決了數次寒暑假

學的脫胎換骨與再生。 的醫院其輸血作業卻仍然卡分 的血荒。不過，問題是在 ， 血

的落伍。各大小醫院的轍血作 源好像並沒有拓展開來。這可

二 、 現階段輸血作業之檢討
業水準參差不齊，相差懸殊。 以自今年暑假一反慣例因「熱

:.-~ 
我國傳統「精血」之觀念 血月」的運動而有血液過剩的

近年來我國的醫療科技進 以為血液乃精力之泉源，而不 '是慮，而在開學後的九月、十

步相當局rþ速，但是輸血作業方 願意捐血，大大的影響了我問 月發偉嚴重血荒的事實看出來。

面卻仍然落後。其問題可以說 捐血作業之拓展。據-殷估計， 我們不兔懷疑，是否-些同樣

是多方面的: 必2頁有仝國人仁l 之 6%左右的 的熱情捐血人提早去響應這一

我國捐 I飢作業之推展可以 人捐郎才足以應付 -19Xj醫療用 位運動，而tnl的人 LJ 事實誰沒

成肇始}j? 十一年前中華民間Hl 恥的;也雲 o rfiJ我闊的們 Ifft來慷 乎T {I -J要大的巒化 。閃此 ，我 t沾



為，當務之急，是在拓展血源

及捐血人口，最少，需要達到

4%的程度。

可惜的是，在台灣目前的

兩個主要的捐血機構一一民間

團體及軍方，卻不能相輔相成，

僵化了寶貴血源的靈活調度與

充分運用。要知道，平時軍方

的血液需求量不多，軍方的血

源便可以充分的支援民闊的需

要，而戰時兩者的角色對換，

民間就應該支援軍方的需求。

(當然，軍方在平時要考慮長

時間肘血這一問題，像冷凍血

液等之長期保存，那是題外話。

)當然，也有一些民間團體財

團法人醫院，由於機動的撞得

軍血的支援而能夠渡過艱辛的

血荒時期。不過，這種零星的

支援，必2頁透過民眾服務站，

軍眷個人之懇求等之做法，其

力量畢竟有限，也大大浪費了

軍方這一充沛血源的運用。血

液事業是一種公用事業，可以

是管制性的、壟斷性的，但是

事權應該統一，要避免競爭，

也要避兔對立;現在軍民雙方

雖然沒有競爭，卻有對立互不

溝通的顧慮，這在國家而言，

是儀器設備及人員資源的浪費!

由於有缺血的問題，醫院

便必須仰賴有酬職業棋血者來

補充無酬捐血者(大部份來自

捐血中心之供血)之不足部份

了，而緊接著有酬職業供血者

之管理問題便發生了。我國的

Ifn源中有20%必須依靠有酬職

業供血者。此種供血者血液晶

質不佳已是公認的事實，很多

文獻已經討論過 O 有酬供血者

之管理成為台灣血庫管理的一

大特色。很多醫院乾脆不予管

理，而供血的品質更又要打折

扣了。此種有酬供血者之血源

最好不要使用，最少也要減少

到最低程度。我個人認為這個

問題並不是不能消除，而是主

事者是否有決心去克服。自從

我負責了醫院的臨床病理科以

後，我們斷然的謀取不向職業

供血者買血的決定，而兩年來

我們也安然渡過了很多次缺血

的危機。不過，一年之中總有

數次嚴重的血荒，我們必須謀

取「不捐血不開刀，要開刀請

親友來捐血」的權宜措施，而

往往在這些場合，現友為自己

的家屬、朋友籌血的那份熱忱

相當的令人感動，使我們深信，

只要宣傳開導得宜，我們血輝

是可以拓展得開的。停止血液

買賣唯一的辦法是鼓勵捐血。

至於其他方面如沒有中央

參考實驗室、落伍的以手工處

理資料、沒有統一的品質管制

基準、沒有統一的國家檢驗標

準、沒有一致的捐血人捐血標

準、醫療單位很少使用血液成

份等等缺點雖然是並不嚴重，

但也是我們必須去克服的。

三、癥結和解決之道

大體上， 這些問題的癥結

在於國家沒有一個正式的政策

和目標，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

中央體系來負責計劃、執行、

協調全國的血液政策，並建立

一套其有強制性、約束性的品

管系統。解決的方針是擬定一

個「全國性的血液方案 J '成

立一個隸屬於衛生署的小組去

協調政府各部門的決策單位(

尤其是衛生署與國防部之溝通

) ，任命捐血協會作為領導機

構以統籌血液事業之發展。若

此，則捐血協會之層次必須改

組，包括真正主事(非名譽性

)的有關人士負責經營，並擴

展其任務以包括血庫人員之訓

練、醫師的教育、中央參考實

驗室、全國的血液經營及調配

等。各醫學院與醫院應參與此

全國性血液方案的最高決策委

員會，並且應該參與各血液中

心的專門諮詢委員會。

四、展望
哩堅堅堅堅 z 哩，

衛生署在最近數年來已逐

漸重視血液事業，不過對於「

全國血液方案」卻仍然沒有積

極籌劃的跡象，希望藉由今後

輸血協會的成立也同時導致全

國血液方案的催生，那倒是我

所最期盼的。

(作者係民國61年醫科畢

業，現任職於長庚醫院臨床病

理科)



酋自由留o盟切 販運祥

台大景福會台南市聯誼會為歡迎幾位校友 在台南市的校友們目前正擔任地方醫界的

前來台南服務，特地於七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領導角色，例如省立台南醫院院長吳昭新校友

在台南市國花茶樓舉行迎新餐會，共有四十七 是屬胃科專家;婦產科前輩郭國銓校友繼黃森

人參加。從日據時代畢業的老前輩到剛畢業四 川校友擔任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新成立的

年的醫學界新生代，出席人員涵蓋老、中、青 新樓醫院是一所基督教醫院，院長鄭良誠校友

三個年齡層，這種盛況在目前大概也只有台大 曾任省立台南醫院外科主任，並在美國行醫多

景福會才有吧。 年。

新到校友名單如下: 校友們除了平常在工作崗位上克盡職責之

吳昭新 省立台南醫院 院長 外，也熱心地方公益，並注重與他校畢業醫師

鄭良誠 新樓醫院 院長 及地方各界人士的聯誼，例如由台南市耳鼻喉

詹鑫丕 新樓醫院 內科 科前輩呂敏雄校友所發起，每星期四晚上十點

高壽龍 新樓醫院 腎臟科 於富屋日本料理店的小型聚會，成員包括醫師、

楊仁成 新樓醫院 骨科

聚律的會師氣純氛‘為教下工師談作及笑餘企風蝦業生界的, λ士等，大家在輕車轍快
那幅柳 長庚醫院 病理科 還有卡拉OK助興。這個

楊俊佑 逢甲醫院 骨科 蜈樂交誼性質，歡迎有興

楊宏義 逢甲醫院 小兒科 趣的人攜伴加入。

袁漢良 逢甲醫院 眼科 (作者係民國68年醫學系畢業，台南醫院麻醉

陳偉寶 逢甲醫院 泌尿科 科主任)

沈樂知 逢甲醫院 皮膚科

黃崔諒 逢甲醫院 心臟科

周劍丈 逢甲醫院 新陳代謝科

趙崇甫 開 業 小兒科

4勝
4秒
θ
甜
"
穆

•••••••••••••••••••••• 
今年度的景福校友返校日定於12月 28日(星期日)在景福館舉行 O 上午九時 • 

至卜二時的節目有杏林合唱團合唱表演，鋼琴、大、小提琴的三重奏，以及趣味 • 

噎劇 O 美南校友會會長呂子樵夫婦亦將回台，在會中致辭。桃園的楊敏盛校友將 • 

發表其開業時程與經驗，中午在地下聯誼室聚餐，下午舉行象棋及桌球比賽，董 • 

監事會亦於餐後召開 o • 

去年開始舉辦的高爾夫球賽及網球賽，今年亦定於12月 27 日(星期六)分別 .

在林U球場、醫學院新建網球場爆行，賽中各名次獎品豐富 ，歡迎有興趣的校友 .

大家一起來。 .

本會為校友們均準備了精美的的紀念品，歡迎各位踴躍攜眷參加 O 詳細的節 -

1=:1 內容，有'ì後將專函寄達各校友 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當第三年住院醫師時，

我回到台大醫院內科ICU見

習。有一回一位教授迴診一個

病人。這位教授的醫術及研究

精神素為我們晚輩所敬仰。當

時的情況或許是病人顯露出某

種不安，遠遠的，只聽見教授

對病人說:

「我們看的不是你的人，

我們看重的，是你的病! J 
這句話震憾了我。

教科書上，課堂上，各位

先輩在教導醫師與病人的關係

時，不是譯詩教誨，告誡我們

說: í 不要只看到病，也要看

到人。 J 嗎?怎麼教授當面就

(上接第 12 頁)

P東朱隆

對病人宣稱他只看他的病，而

不管他是什麼人呢?

我當時的感想是，有太多

的醫師看病確實專注在對於病

本身的治療上。越有嚴重的病

況，越激起醫師對抗病魔的門

志。解決了難解的病症，可以

獲得極大的成就感。至於病人，

他不過是湊巧得了這個病的人

罷了。重要的是什麼病，而不

是什麼人。

但是隨著臨床經驗的增加，

當我再回想這件事時，我慢慢

地有了不同的看法。

這其實只是一個層次的問

題。

現在傾全力於婦科腫瘤的 , 最後，有一點想法 ， 一吐為快。

研究與治療工作。在師長們的

指導下，知識及技術一天比一

天進步。深深覺得骨盆解剖的

知識，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很

努力去觀察，並參閱書籍 ， 至

今仍有許冬地方 ， 末能明暸 O

孔子說: í 後生可畏 J '真是

不錯的。現在的住院醫師、實

習醫師等，學問都是相當驚人

的，加上具備使用電腦的能力，

更是如虎添翼。 在這種情況下，

做干的醫師的也要加柚 才是 。

剛剛說過這位教授不只醫

術高明，富於研究精神，他還

是一位極受病人喜愛的醫師。

如果他也有著我所疑惑的「欠

點 J '他如何能得到那麼多醫

師以及病人的敬佩與喜愛呢?

現在我的解釋是這樣子的:

在教授說他不看他是什麼

人，只看他是什麼病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把他當個完完整

整的人看待了。

病人在住院時，最怕醫師

不對他盡心盡力。也因此，很

多病人還要多方打聽，需不需

要送紅包啊什麼的。其目的不

外乎希望得到最佳的照顧。

我們的教授，他看出了病

人的這個接慮。他一定也考慮

了病人的個性，他的背景等各

類因素，然後才說出上面的話

來。在說話的同時，也覺得這

樣最能去除病人的接慮，能讓

病人安心地接受治療。這樣子

說，他看的還是整個的病人，

而不是只有病人的病而已。

(作者係民國61年醫科學

業，現任永和清他綜合醫院院

長)

希望雙方在學問上能互相衝擊，

互相影響而更上一層樓。但是

在照料病人方面，有時比不上

別的醫院，這是雙方要努力改

進的。

(作者係61年醫科畢業，

現仟母院闊斧科副教時 )



今吾丰富

互之士也

通俗的攝荷以花為主，葉子是配角﹒所謂

紅花綠葉頗富詩情畫意。我的創新攝法是花葉

並重，有時反以葉子為主，蓋葉子之變化多端

，包括初生至桔老形“色"就好像人之一生。

今年開始，預算春夏秋冬幾年之內必有;:=(套佳

作。此種題材單張看來之味，但是成套罩之就

顯得不一樣了。今提出一套四張，散詰毛主仟此

道者多多指教。此套已入選1986/1987芸國旱

家攝影學會舉辦之國際幻盯片比賽，將主1987

年作英國地區25處之展出，看來必是佳作 。

No. 1 New born bud 

No. 2 Young lotus 

No. 3 Adult and mother leaves 

No. 4 Old leaf 

對策&j3

作者: 51年醫科學業，開業婦產科於台南市。

攝影榮銜:

@中國攝影協會博學會士 (FPSC)

@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博學會士( FRPS) 

@美國攝影學會四星級攝影家( PSA 

4 star EXHIBITOR) 

01985年國際攝影沙龍名家啡行榜第16位

(Top 16 in Who's Who ) 

NO.1 New born bud 

• 



NO.3 Adult and mother leaves 

NO.2 Y oung lotus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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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年10月 25日至30日，第十二次World Con

gress of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大會於

新加坡舉行。這是有關生殖內分泌，節育，不

孕症及試管嬰見技術的最大世界性會議。新加

坡離台北僅四個小時，我們又正值發展體外受

精 (In vitro fertiliza tion ，IVF) 之際，

若不前往參加，吸收最新的知識與技術，實在

可惜。

會議於新加坡最新的Raffles City C凹，

ter舉行。樓高73層，樓下為SOGO百貨公

司 -10月 25 日正逢開幕，有20萬人前往，擠得

水瀉不通。在此地買日本貨遠比東京便宜。新

加坡儼然將成新的Shopping Center 。此行

當然兔不了多多少少買些東西，但更大的收獲

，則是得以親聆世界試管嬰見的先進，腸述他

們的經驗與對未來的展望。

三年前每個試管嬰兒的誕生都成為新聞。

今日則每天世界上平均有 3 個至 4 個試管嬰兒

來到人間。單以歐洲而言，自 1978迄今即有

3000個試管嬰兒出生。其實不僅先進的歐美國

家，即使印尼，哥倫比亞，奈及利亞，印度及

南韓也都在此次會議提出他們幾十個至幾百個

做試管嬰兒手術的成績。在國內聽說新加坡只

有一個試管嬰兒出世以後就「絕種」了，此次

聽他們報告才知至少巳有18個懷孕，試管嬰兒

技術已成為不孕症的一種標準療法。更重要的

唔 ， 'j';- ;~'呵 :1lí'îf村史研究，0州市的 -頭。

謝笠介

IVF的元租一英國的Steptoe與Edwards

此次也都來了。 Edwards更以Keynote Spe

aker的身分對試管嬰見的技術做了一番前瞻性

的檢討。他認為比諸高深物理及其他科學- ] 

VF仍算在相當原始的階段，所以改進是絕對

必要的，他提出「為何一個婦女一年只有13次

筆者與黃木發技友合攝於世界最高的旅館

(73層 j - Westin Stamford 前



受孕的機會? J 。他嚐試在每次黃體期分 3 次

植入胚胎，也獲得初步的成功 O 他並使用酸液

( PH4.0 )去除卵細胞外面的Zona Pellucida 

'使精虫能夠穿入卵細胞。這種方法為男性不

孕症者帶來了希望而使用micromanipulation技

術將精虫注入Zona Pellucida之下也是可行的

方法。

胚胎泠凍使試管嬰見的技術更有效率。此

次澳洲的Trounson也對此做了專題演講。他

指出胚胎冷凍確實有好處，但是對於卵細胞冷

凍方面，他卻認為目前雖然至少已經有一個由

冷凍卵細胞解凍後受孕成功的例子，但目前在

某些動物，卵細胞泠凍已證實會導致遺傳及發

育的異常，而在人類卵細胞也有證接顯示泠凍

卵細胞將會導致遺傳方面的異常。更妙的是，

Edwards指出，他把4 個胚胎放在他家的冰箱

中冷凍起來，解凍後竟然有一個胚胎可以發育

至胚囊的程度。現在冷凍胚胎的方法通常使用

液態氮和精密的降溫控制，沒想到普通冰箱的

冷凍效果竟也不錯。

還有一項重要的發展是IVF的取卵工作，

在歐洲90括以上均用超音波來取代腹腔鏡。這

使取卵工作成為不需全身麻醉，不必住院的門

診小手街。病人誠少痛苦，費用也節省很多。

尤其近來經陰道取卵 (Transvaginal egg ret

rieval) 更具革命性，筆者得向專精此道的Dr.

F e i ch tinger 請益，對今後的實際工作獲益

不少。

在節育方面，最大的問題是在美國子宮內

避孕器( IUD )的使用面臨停頓的關頭。雖

然FDA仍認可 IUD的使用，但由於美國律

師對IUD常常提出種種鉅額的賠償要求，以

致製造廠商只有退避三舍，而使現在使用 IU

D 的 200萬美國婦女將沒有IUD替換。因此

Dr. Malcolm稱美國是 「 家庭計劃的開發中

國家 J 0 IFFS ( International Feder

ation of Fertility Societies )也特別發

表了一篇有關IUD的立場聲明，表明它對I

UD在美國所遭遇情況的關切。 IFFS認為

含銅IUD乃是最佳的子宮內避孕器，並且認

為裝置IUDf.并發骨盤腔發炎的多是有Mul一

tiple sexual contact的婦女，所以使用在此

類婦女宜加小心。

此行，大會也安排參觀了新加坡大學的大

學醫院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

這是一所 800床的新醫院，開始營運只有一年

。接該院年輕的院長簡報時指出;這是新加坡

政府實驗性的一所醫院，其特點是這所醫院是

供新加坡大學的醫生在此診療私人病人，同時

醫院的經營也部分由他們自行負責，以減輕政

府的負擔。若成效良好，則所有公營醫院都要

踩行。在醫院內看到他們有一種完善的“An

tenatal diagnostic center"及不孕症檢查

中心，幾乎所有的工作均由訓練有素的護士擔

任，醫生則專注於處理必要的問題。他們做I

VF的成績也相當不錯，一切看來井井有條。

醫院的格局就如台大醫院，都是 4 樓左右的樓

房散布於樹林茂密的小山坡上，是典型熱帶醫

院的格局。有趣的是， 6 個人一間的病房沒有

冷氣，只有吊扇，四、五十年前的台大醫院也‘

許就是這個樣子吧， , 

電腦的運用，也是本次大會的一個主題。

所以筆者提出我們自行設計的一項婦產科專用

軟體，其特色是所有測量資料均是來自中國胎

兒。所以應可運用於如新加坡，香港等華裔。

幾位新加坡的醫生極有興趣試用於他們的胎兒，

希望將來能與他們在這方面合作。榮總也提出

他們這幾年IVF的成績。此外，省桃，馬借，

長庚，中山，高醫及省立基隆醫院也有生殖及

內分泌之論文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醫院

年輕一輩學習的熱誠與旺盛的進取心，這些實

在是台灣醫學發展的最大本錢。

(作者係民國61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婦產科

副教授) 0 



苛刻|是11莊予
國藝因聶圓圓圈插圖通閣。圓圓，回4

做蝴蝶夢的莊子是喜歡開

玩笑的，他說: I 北漠有魚，

其名日艘，鰻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地也。」想來必然是使人難

以想像的巨大怪魚與怪鳥。其

實不然，鰻只是魚、卵，鵬也不

過是小鳥而已。我雖然也喜歡

開玩笑，但是沒有莊子那種本

頓，以下敘述，縱有誇張，卻

決非虛構。

我在台大醫院婦產科接受

3 年的住院醫師訓練後，到國

泰綜合醫院當總住院醫師及主

治醫師，那時候仍然是孤家寡

人一個。當時國泰醫院才成立

。~

費是談

不久，病人還不多，臨床工作

負擔也不重，因此是絢會散步

的好時機。經由陳惆明院長的

介紹相親，終於在密集式散步

後，快速結婚生子。 67年，再

回到台大婦產科任主治醫師。

由於這段淵源，現在到國泰產

房或閱刀房去，還覺得很溫暖

競切。 70年 2 月農曆新年時，

到美國國立衛生院 I ( NIH ) 

任客座研究員，歷時 2 年半。

主要是跟隨陳浩佳博士(下圓

)從事人類絨毛促性腺激素(

HCG) 在婦科腫瘤方面的研

究，並與Dr. Gary D. Hod

gen做一些猴子的實驗 。 論文

發表於美國臨床內分泌及新陳

代謝雜誌 2 篇及婦科腫瘤學雜

誌 l 篇也算不枉此行。 72年 8

月底回國，翠年升副教授 。 回

國之後，下決心專門從事婦科

腫瘤的研究治療工作 。

在美國期間，我們一家人

住在馬里蘭州的岩石鎮，從這

襄到首都華盛頓約需半個小時

左右 。 華盛頓四季分明，風景

如畫，美不勝收，尤其是按多

馬克河畔，櫻花盛開的情景令

人難忘。另外也經歷了一些台

灣所沒有的事物，譬如說下雪

時，雪花片片，令人心曠神怡。

我帶著小孩子去滑雪的情景，

仍然歷歷如在眼前。連小孩子

也常吵著要去滑雪呢!萬聖節

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節日，我自

己也刻了數個南瓜給小孩，也

幫忙買了化裝面其衣服，然後

帶他作挨家逐戶的去 I trick or 

treat J 0 最糗的一件事是到

田納西州的諾克斯鎮參觀博覽

會時，因為看錯路標，而想急

轉彎時，閃到路旁去，連輪胎

都爆破了，幸好有驚無險。後

來請AAA來催理，才能繼續

行程。佛羅里達州的狄斯耐樂

園，更是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一般而言，美國的研究者

都是相當努力的。臼本來的年

輕博士，更是來拼命的，有「

學若不成誓不還 J 的氣魄。 Dr.

Hodgen一清早就開始研究工

作，看文獻或寫論文，這個習

慣我也學到了一點，只是大部

分是看些亂七八糟的書， 真是

東施效皇室了 O 雖然如此，清晨

讀書 ，無人「蟬，也 是人在-

!,n ll~ji 們 f I rlï l'戶 :美 1，划"自 \'( i!~卅 一 阿 (f\J flf ) 宵時索 、六門市 ('<;-一 ψ、 'M: ( 、 f 下悅 耳~ 7 百 1



安餘的消遣

卡拉@!(玄Æt正

賽的盛況。有人就為了這一週

一次的「歌唱發表會 J .不惜

苦練至深夜，難怪臨場歌喉台

風氣度穩健，儼然不亞於職業

歌手水準之下，贏得大家一致

讚賞。尤其「富屋組」座中不

乏能言善道的幽默大師，只要

他們話匣一打開，往往談笑風

生，妙語如珠，令人捧腹大笑

不已。如果多聽幾次這些「名

謝他潛﹒呂每欠雄﹒手嘉明這· 7長達祥嘴」談笑，想必定能身崎泰，

開業醫師每天的生活方式，

大體上多是機誠而單調的。日

復一日的例行診療工作，使我

們的生活天地僅僅侷促於診所

一隅，社會活動談不上頻繁，

若干朋友也由於我們無暇與之

聯繫而日久疏遠 O 物質生活雖

然不虞匿乏，但心情有時愁悶

鬱結， 卻苦於無處發洩，精神

生活領蛾總顯得狹窄貧乏 。 十

餘年前，本市曾有 ，位頗富盛

名的開業醫師， 當他知道自 己

罹患癌症 ，即將不久於人世時

當慨嘆 : I 不料人生竟是如此

間缸 ， f.( j笠 、戶:? 受到 1ft iF ÎI句什了

活樂趣呢! J 我們又何嘗不是

有此心境?

為了彌補心中的缺憾，增

添幾許生活樂趣，幾年前，我

們集合了一且志同道合的朋友，

組成了業餘的消遣同樂會一富

屋組(富崖，本市民族路日本

料理店名) .每週四夜晚十時

(門診時間完畢後)大家偕同

妻子齊聚「富屋 J .集體消夜，

輪流做東。在會中我們經常交

換一些心得，唱談各種悲喜感

受，抒發煩悶憂傷，無形中解

除了平日單調乏味的生活，增

進不少情誼樂趣。我們任喜於

歡聚一堂，太太們也樂於先生

參與正當活動，因此每週四的

定期聚會， 莫不成為大家引頸

企盼的快樂時刻 。

由於是不拘任何形式的聚

會 ， 大家可以~}~~情地談天說地，

飲酒划拳 ， 高歌歡唱 O 時下聽

行的卡拉OK更是我們歡聚的

良伴， 大家輪番引吭高歌， 架

科\ - 缸 ， Ifl ll f 11向英 明 :收1ft 11 人:

延年益壽!

透過「富屋組」的正面消

遣功能，我們在心情得到歡喝

之餘，另方面許多新朋友也慕

名陸續加入我們的陣容，成員

有醫師、律師、校長、教師、

民代等... ，迄今已有二、 三十

餘對之多，盛況罕見。如此一

來，我們認識了更多的朋友，

拓展了生活層面，消息來源靈

通，彼此互相幫助，建立了無

比珍貴的情誼。令人感動的是，

遠在恆春的許兆祥醫師、高雄

的蔣金村醫師、高雄市政府機

要科長許皆清先生也時時撥冗

前來，共襄盛會 。就是因為大

家熱烈參與「富犀組」的聚會，

為這團體注入極多的活力，也

因此使得「 富屋組 J 迅速蓬勃

發展，成為我們業餘最大的消

遣娛樂園地 。

(謝伯潛 :民國27年醫科

學業 ， 呂敏雄 : 民國47年醫科

畢業 ，蔡明道 : 民國59年醫科

早業 ， 張Jiji ln平 : 民間68年醫學

11: W~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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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中在巴西Sao Paulo有國際消

化學會，本人得以參加l醫師旅行團赴巴西，順

道參觀各地風光印象很深 ， 隨便記述如下 O

Igassu 大 瀑布 :位在Sao Paulo 南方

的 1070公里，在 Brazil ， Argentin及 Paraguy

二三國國界連接地方。其中最大的瀑布寬 4 公里，

高200公尺。大量的水流轟轟如雷 ，水煙衝天 ，

氣勢浩大，天工之妙太奇特了!有200多條大

大小小的瀑布連續不斷的流水，不知經過多少

年月?我們位在古色古香的Hotel tropicana 

就在大瀑布附近，花開鳥啼，環境非常清幽，

住宿兩天如進世外桃園，心身爽快。第二天參

觀Igassu 上流，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廠L

talpu ，在 Brazil 及 Paraguy國境，經兩國合

作建廠開發。利用巨大的水力供應兩國電力有

餘。

Sao Paulo : 

此次學會參加人數超過8000人會場設在An

eheim Center臣市中心約20分車程，會場設

備不錯，但參加人數太多，使得許多講堂人潮

擁擠的無法出入，可說美中不足。此次有三位

Nobel 獎金得主特別演講。 Dr.J.Vane ( 

UK) 介紹Pros tag landin研究經過。 Dr.Ya

low ( USA )演講Brain-gut peptides，報告

rodent brain 及 gut之 serotonin ，CCK，VIP 

含量年年差異。第三位Dr.B.Sammuelson ( 

Sweden) 演講Leucotriens and lipoxins 

Novel mediators of inflammation.重點在

Prostacylin ，Thromboxan 及 Leucotriens

等 Prostagland凹，系列之研究發展及臨床應

用可能性，引起一般之重視。

會期中抽空一天，訪問Sao Paulo大學

都市，此地離市中心約40分車程，在風景優美

的山坡上，佔地非常廣闊，聽說學生二萬人以

上，全部免學費。本人出國前預先寫信安排訪

問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與 De

partment of Physiology and Biophysics ，f也

們回信表示歡迎，因此約好時間去探訪。 Dr.

Reboucus特別示範nephron perf usion及tu

bular electrical poten tial 測 定之實驗。

本人頭一次看到single nephron experiment , 

受益良多。此科由 Dr.G.Malnic主持，是位

nephon 專家 O 對醫學生除了physiology課程外，

另有 Biophysics課程，全年 120小時，這是

台大醫學院所改有的 ，值得參考 O 科 [， iJ{:都非



常親切，友善，默默工作認真教學研究。中午

3-5位同仁帶我上街去一家典型的Brazilian

Beef House，嘗試道地的牛排叉燒，而晚上Dr.

Vieirà教授帶我到他家襄跟他們家人一起吃飯。

當晚他用自作的望遠鏡給我看光亮胺潔的月面，

有許多黑暗凹坑，並且找Venus ，Jupiter及

Red Stars等從來不會看到的明亮的月球表

面及星星，畢生難忘。

Rio de Janeiro : 

此地有名世界最美麗港口，從Sao Paulo 

將于約5仿于鐘可達。我們住在順著 Copacabano

海灘 Ave Atlanta街道上 Mirama Hotel. 

早晨五點多就起來散步。海灘上人行道有技形

圖樣的黑白色小磚舖行，非常美觀。有很多人

在慢跑，大部分老人男女默默的跑。好大禮紅

色的太陽從海面水平線慢慢的上升起來。橙紅

色的晨光照著走動的人們，涼快的海風帶著輕

輕的海浪聲音 ， 一切美麗如畫使人陶醉。

Rio之名勝有Sugar loa f 小山及Coreo

vado 山上30m高，伸展兩手27m巨大的基督

塑像 ， 這是 1931 紀念 Brazil 獨立 100年建立

的 O 在山上可瞭望美麗的Rio全貌，美不勝收，

不愧世界最美麗的港口。

Brazilia 

距Sao Paulo約 1200公里，飛行絢 1 小

時可達，付 p向一 Brazil 中 央高原高約 1000m ， ( 

東西90km' 南北70km) 之近代都市。整個市街

外形像一架大型飛機。機身軸為memorial ax

IS有重要政府機關包括總統府，議會，外交部

等三權機關等公家設施，而機翼軸有住宅，商

店，學校等整齊的排列。所有道路沒有紅綠燈。

汽車在市內行馳如在高速公路行走。一點也沒

有交通阻塞或混亂，也沒有看到交通警察在指

揮。市內建築物由名建築家Oscar Ninmeger 

設計，都市計劃出於Dr.Costa所創造。此一

都市為世界首一最現代化的都市，晚上在Ho

tel Nationale蠟燭光下晚餐，放鬆旅途的疲

勞。

Manaus 本市在赤道直下， Amazon大河

邊。離河流出海處約1 .600km 0 Amazon河全

長6200km，最寬處90km' 世界最寬的河流，有

踐百條支流。流場附近有名的熱帶密林Jungle

及先住民Amzon lndian人。離Manaus不

遠處Amazon河及Rio Negra (黑河)合流

但河水不融合，黑色及土褐色水流併行約50-

100Km之遠。到 Manaus先看市內 lndian

Museum' 是一位 Sister Lucia在 1952年開

創，有展覽Amazon流場lndian之生活風藐

'道具， 1守獵工具，非常豐富，可知lndian

人之生活智慧，例如利用Curare矢箭毒持獵

猛獸或使用 Cocain治療疾病等。他們的裝飾

品，手藝品使用世上最美麗最珍貴的鳥類羽毛，

可比美文明人所用的鑽石或藍寶石。他們生活

簡單，樂天知命，愛自然，悠悠自在，不知現

代文明造福多少他們?或掠奪他們?接著參觀

Amazon 200 '收集Amazon特產之動物，看

到名為Matenee的水棲哺乳動物，外形黑色，

像小牛又像大魚、約100公斤左右，長久潛水，

每隔幾十分錯{III rH 鼻孔在空中，又潛水下去。

不知他們潛水時心臟血管有何調整作用?又看

到了能產生數百伏特電壓之屯鰻及珍貴的猛獸，

但也有極可愛的小小Squirre l Monkey及美

麗的鳥類 O 此!拉動物j閑;在 111 '，rut;機關管呵， :位

自



說對Jungle游擊戰訓練有幫助。我們也航行

Amazon河六小時，其中三小時坐小帖，深入

密林內。 看到土著民之水上住宅 ，土人小孩玩

大蛇及釣吃人魚，一切自然平靜，偶然見到猴

子在樹上跳動或美麗珍貴的鳥類。 密林深入處，

土人小孩克1]小船在賣Coconu t. 卡分天真可愛 O

Bogota: 

歸途經Colombia首都Bogota '此地位

在2500m高山，人口約600百萬之大都市 。高

樓林立，空氣新鮮涼爽，周圍綠意盎然，四面

又被高山包圍，風景如畫。我們住在市中心Ho

tel Tequendama '聽說南美最大，而管理最

好的Hotel' 氣派很大方。 但是旅館內有不少

軍人在巡邏，是否在戒嚴令?在此地參觀世界

唯一的金博物館，在National Bank襄面，

收集過去Colombia Indian留下來的純金裝

編後語

編完本期醫訊，編者也步入「四十而不惑

」的階段。編者的祖父、父輯都出身景福。連

我這第三代景福人都已屆不惑之年，可見景福

歷史之淵遠流長 。 升學競爭如此激烈，雖然內

子也是景l福人，但家中能否再出個第四代景福

人，實在沒有把握。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台大

醫學院將綿長不絕 ，永為台灣醫學界的重鎮。

黃廷飛教授是深受尊敬的基聽老師 ，終生埋首

於基礎研究的精神正是景福精髓之所在。在退

休前夕 ，他又引領我們做了-次南美之旅。產

科學是門古老的醫學; 陳雷堯教授是台灣產科

學的奠基者 ，四十年產科學的經驗透過「產科

古今談 j 一文 ，給這門古老的醫學做了新的詮

悍，賦予新的生命。

台 i有被友的卡付。 OK及荷花攝影是校友

飾品 ，有一」小室進去後~D加鎖，電燈熄滅，然

後電燈打開了，漏室金色燃爛，琳部漏日，美

輸美集， lndian人的美感不臣於文明人

又參觀郊外50公里處，世界唯一地下Salt

Cathedral (鹽大教堂)此地礦石含有75%食

鹽及25%炭礦 O 已有四百年踩礦歷史，礦工在

黑暗地下從事危險踩礦 ，自然祈求守護神之保

佑及憐憫。此處直到1950年叉開工，地下200

公尺挖掘巨大的大教堂，支柱有80m 之大，好

幾根支撐著74m高之門頂，可容納的00人之多、

此地下教堂全靠宗教力量完成，令人嚴肅，起

敬。

以上走馬看花，但許多珍貴的經驗，使我

畢生難忘。

(作者係民國31年醫專部畢業，現任母院生理

科教授)

們拓展生活圈的例子。“我還沒開始享受生命

的樂趣呢"這句話包含了多少缺憾，畢竟人生

只有一次，青春永不再來。在繁忙的醫務與研

究之餘，如何品嘗生命之酒的美味，是值得你

我深思的 o (謝豐舟)

熹福醫訊
，Jing月 Fu Medical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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