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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時論、

臨床藥學的

觀念與發展

臨床藥學的起源

雖然國內開始在藥學前面冠上「臨床」

二字，乃是近十年來的事。但我們不難在國

外藥學發展史中找到其發據之諒自、主張與

觀念。 1965年，南加大的 Dr. Brodie 在

一次醫院藥局研討會中會說: r 藥學工作的

終極目標，在於促使大婊安全地用藥。 J 這

說明了藥學的功能在本質上是具臨床性的。

1968年，美國藥學院聯盟對臨床藥學之工作

個場又下了一番定義: r 臨床藥學之範疇乃

以藥物治療為重點提供病人妥善之照顧。臨

床藥學是以病人導向( patient oriented ) 

為遵行要旨。經由與其他醫事人員及病人的

溝通，臨床藥學工作者得以獲取工作技巧與

新知識。」三十年來， r 臨床藥學」的觀念

與銓釋不斷在演進。今天我們一致接受的看

法是，藥師必2頁改變傳統的工作內容與形象，

且績有充份的準備去積極參與臨床工作來提

昇病人所領受到的醫療服務品質。

美國，就如同它在許多領場中所扮演的

角色一般，臨床藥學的觀念也首先在此發跡。

二次大戰後，美國對全世界的領導力量不斷

加強，更多的人有機會去接受更高的教育。

這些人全心致力於科技研究與生活品質的改

善，其中在醫藥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 醫

院有了新的電子儀器設備，新藥不斷地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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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科技革命帶動7人們對自己生存權的

再認知，其中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即是維護身

體的健康，包括環境保護法的建立與老人貧

民的保健等課題。為了因應這種社會需求，

醫學界的人士，包括藥師，自然地將他們的

專業座標指向大來( people一 oriented ' 

human一oriented) 0 1950年代，大批醫院

藥師取得了更高學位，在醫院實習，表現了

他們的服務熱誠與訓練有素的專業能力。隨

後，在 Florida 進行的一些專對「用藥失

誤 J (medication error) 且頗具規模的研

究中發現，在藥物治療中所發生的錯誤率遠

比人們想像的高出很多。這些研究鼓勵了許

多藥師走出調配藥品的角落，到病人床邊去，

形成與醫師、護士、病人有了更密切的關係。

接著，討論藥品副作用與交互作用的文章大

量的發表;同時，藥效藥劑學( Biophar

maceutics) 與藥品動力學( Pharmaco

kinetics) 開始萌芽，這兩個學科的臨床運

用更直接促進了用藥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另

一方面，許多具有高學位又有豐富經驗的藥

師進一步投身於藥學教育，更助長了臨床藥

學銳不可當的聲勢。 1966年，加州大學舊金

山分被空前地將教學醫院的臨床見習、實習

納入藥學教育，同時也帶動了前所未有的觀

念，如衛星藥局，單一劑量配送制，藥品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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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中心與病患用藥紀錄卡的建立。 1967年，

紐約聖約翰大學更在臨床藥學課程訂定了兩

個目標:(1)觀察病人，閱讀病歷，增進對疾

病與治療的專業知識; (2)參與藥品諮詢服務，

尤其著重藥品副作用問題。

國內的環境與現;兄

這一技一技臨床藥學的時代潮流，在大

約十年前，開始傳入國內。台大醫院首先成

立了國內第一個藥品諮詢中心，隨後各大醫

院也紛紛施行軍一劑量配送制度，靜脈注射

混合液的配製等。近年來，有些醫院更有藥

師在專科醫師的訓練與協助下從事一些屬於

臨床性的工作。榮總、三總在醫駝的政策配

合下，也成立了「臨床藥學部」。

總觀目前國內推行臨床藥學有關工作比

較上軌道的直接個項目包括單一劑量配送制度

( Unit Dose Dispensing System .簡

稱 UDD) .藥品諮詢服務( Drug In

formation Service .簡稱 DI) .靜脈注

射混合液(I.V. Admixture) 之配製，

全靜注營養液( Total Parenteral Nu-

trition Solution .簡稱 TPN) 之配製

'與療劑監測 (Therapeutic Drug Moni

tonng .簡稱 TDM) 。除了 TDM 尚

在草擬階段外，其他三頂，台大醫院，或全

面，或局部性地，己施行有年。茲將每項工

作之意義與精神簡介如下。

(1)UDD一與傳統調配制度相比較. UDD 

有幾個特色。第一，以醫囑罩之復寫聯作

為處方簣，兔去抄寫處方的時間與錯誤。

第二，病患用藥紀錄卡(即為藥歷)之建

立，增加藥物治療的安全與有效性。第三

，全面記帳制，根據病人實際用藥情形收

費，兔除退藥手續與藥品之浪費。第四，

定期處方更新(通常為一星期) .否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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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停止配送，使得病人用藥內容得到定期

檢討及改進 。

(2)DI Service一本院藥品諮詢中心目前的

工作內容極為豐富，包括每週出版刊物，

報導藥品新知;定期編修台大醫院處方集;

提供新藥通知;參與藥品副作用之調查與

報告;隨時接受院內外醫事人員查詢藥品

有關之資料並定期安啡學術討論會與參與

藥學系學生實習等。

(3)TPN Solution配製一限於人力、空間

，目前服務對象為小見科病人。在無菌環

境中，以正確的無菌技術配製出內容精確

之營養液，大大提高服務病人的品質。

如何使藥師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坦當起這

些新的任務，是當前最大的課題。臨床教育

本質就是十足的多元化，為了建立一個理想

的臨床藥學教育模式，我們必須根據先進國

家以往的經驗配合國內的環境，趕緊做整合

性的籌劃工作。

結語

由於國外旺成的事實加上社會的潮流，

「中華民國臨床藥學會」在藥學界諸位領導

、 人士的極力促成下，於今年二月十五日隆重

的舉行了成立大會。中華民國臨床藥學會的

成立，除了是一種時代趨勢，更是意昧著藥

師們對自己專業知識與責任的再認知。初層

次的臨床藥學工作在國內早已施行，學會的

成立只不過將已經在傲的工作具體化、正名

化。但是較高層次的臨床藥學工作就必須要

由課程、環境、教育等的全面性配合，才能

落根開花與結實 。我們期待這一天的早日來

臨。

(作者係民國46年藥學系畢業，現任母

院藥學系教授兼附設醫院藥劑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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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為雞首 不為牛後?

<!!f;~.f 陳大樑

聖經中會記載智慧的所羅 專科醫師而使「市場」供需失 師的專長;癌症以及各種不同

門王的一段話: r 事情的終局， 調。在美國本土未能申請進入 病因翔甫病人的止痛治療Cpain

強如事情的起頭. '存IL..Je、耐的， 臨床醫學的外國醫學畢業生( control )移植醫學對於「
勝過居心驕傲的。」近些年來， Foreign Medical Gradu- 腦死 J 的界定，亦需麻醉科醫

醫事人口的逐漸飽和，醫療結 的es ， FMG's) .在 1983年 師的認可;以及其他如無痛分

構與需求邊變，以及一股民乘 gp 已有一萬多名，此數尚不包 ，鏡、急診醫學等等，皆是麻醉

的醫護知識水準提高之時，明 括已進入基體醫學深造. r 伺 醫師m手術室以外所參與的工
顯地促使醫學界對分科及專業 機而動 J 的莘莘學子們，由此 作。在美國，無論是急診處或

性的重棍，更形迫切。當一位 可知國外醫生難爵的「時勢] 是加護病房，都可ø.看見麻醉 A

受過七年正統醫學教育的畢業 了。 醫師以熟練的技巧及專業的知

生，甫將踏入杏林神聖廟堂之 而近五年來，成長速率最 識，換救垂危病人的性命。

時，卻往往為選科何去何從而 快，情勢最走俏的，要算是「 第二個原因是麻醉醫師專

遲疑徬徨，不僅過去如此，如 麻醉科 J 了。一、二十年前， 業性水準的揖高，使得醫學界

今國內外醫療體系供需已漸趨 本校諸多畢業校友，在美國從 及社會認可並重視麻醉醫學的

飽和，這種面對選擇的躊躇， 事麻醉工作及學術研究，成績 地位。在美國不乏已至內科、

莫衷一是的感覺，對於充漏理 斐然，而今貝Ij成為美國人自己 外科、小見科主治醫師、副教

想、衝動的學子，隨著年日必 兵家必爭之地，不容外人「分 授級的優秀人才，接受麻醉科

是有增無減。 一杯羹」矣!至於轉變如此 R1 的訓練，以如此優秀的專

很據1983年九月份 JA 迅速，原因概約有三點，第一: 業知識基嘴，來從事麻醉工作，

MA 刊載，自 1980年起美國 麻醉科學由以往使病人在無痛 成為麻醉的次專家人才 C sub-
教學醫院住院醫師教學計劃 下進行手術的醫學工作者，漸 specialist) .在分科專精的

C teaching programs) 及空 漸由幕後走至幕前，逐漸參與 今天，從事小見麻醉、腦外科

缺已豈不致應用，而1983年更 其他醫療角色。比如:重症醫 麻醉、心臟外科麻醉等等專業

呈人漏為患的爆j筒情形;內外 學 C critical care medicine) 時，當然能夠受到社會及醫學

科人才供過於求，自是不在話 中，與內外科醫師一同照顧垂 界的肯定。至於修完博士學位

下，故入所得甚高的神經外科、 危病人;呼吸治療學( respir- 再來申請麻醉科住院醫師者，

眼科及放射線科醫師則是「以 atory therapy) 中，呼吸道 更是比比皆是，如此基礎下，

量制價 J .不期望製造過多的 與呼吸生理、病理是麻醉科醫 所從事的基臨或臨床研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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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移植的未來

就在幾年前，心臟移植在美國仍然是受

到爭議的題目之一，然而最近就保險業將心

臟移植列為給付項目的行動看來，心臟移植

已非屬於實驗性。事實上，現在80%接受此

項手街的病人至少可以活到一年以上，而有

50多石的病人將活到五年，還有25%的病人可

能會活過10年。這樣子的成績足可和屍腎移植

相比擬。至於移植後病人的生活品質也和腎

移植或長期洗腎病人相去不遠。擾估計，現

在美國在人的保隙公司約有80%將心臟移植

列入，政府保臨機構則尚未有所行動。私人

保臨公司所以敢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風險不大以及捐贈者難求之故。說到捐贈者

難求，就像其他的器官移植一樣，捐贈者心

醋的數目將決定施行移植的次數、成敗及耗

費。心臨移植主要是用來治療所謂末期心臟

病 (end-stage cardiac disease ,ESCD ) 

楊錫金大

的病人。這種病人在美國估計每年有15 ， 000

人之多，相形之下，能夠被用來作移植之捐

贈者心臟每年只有400-1100個。這個數字

是考慮到年齡和各種禁忌的因素後決定的。

年齡方面，只有 5-34歲的人可做捐贈者，

超過此一年齡即被排除;禁忌方面，捐贈者

的心服要求必需健康，因此有高血壓，糖尿

病，敗血症，肺炎，動脈硬化，慢性肺病，

癌症與肋骨骨折等都被啡除，甚至只要心電

圖有異常或聽語有雜音者都不例外，可以想

見的是捐贈的心臟比腎臟更為難者。調查指

出:心曠捐贈者的死因77%是外傷 .11%是

腦血管病變. 4 ~皆是腦瘤及藥物過量。值得

注意的是 .96%的病人是在「腦死」的判定

下捐贈其心臟。我們幾乎可以說:捐贈者心

臟的數目將決定心臟移植的未來。(-取材自

JAMA，1986年11月)

能獲得學術界的認可。 病人對醫師所要求的服務品質 闢出一片新園地，以嶄新的面

第三個因素當然是比較現 與專業水筆，亦是相對地提高， 貌，貢獻所學，服務病患。亦

實的，就是待遇及職位的問題。 更是擷蕪存精的最佳方式。在 深切盼望其他各科先進前輩，

從事麻醉是高危隘性的工作， 各科已趨飽和的今天，方興未 能以提擒後進之心，在經費、

在美國任何醫院中，麻醉醫師 艾的麻醉醫學，怎能不?是兵家 人事及行政上，給予台大麻醉

對一個病人的麻醉前訪視( 必爭之地? 科更多的支持，由近年來，申

preanesthetic visit ) .麻 誠然，目前臺灣的醫療水 請麻醉科住院醫師的水準'普

醉過程中任何處理，以及麻醉 準及民惰，未必能與先趨國家 遍提高看來，麻醉醫學的成長

後訪視，都是論次、論件計酬 做完整之類比，但大體上仍會 與蓮勃，必是指日可待的。

的，而且絕不廉價，表面上看 有這趨勢。當社會一股階層醫 (作者係72年醫學系畢業校友)

來似乎現實，事實上都是使醫 療知識漸增之時，麻醉醫學工

院對麻醉醫師，醫師對於自已， 作者終究會在不久的未來，開

233 5 

自



臨床上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療法

器官移植的兔疫抑制傳統療法是同時服

用 azathioprine 有噸固醇。 Azathioprine

和其代謝產物 mercaptopurine會抑制蛋白

質合成及細胞增生，因而減少抗體生成，干

擾移植排斥。但這種治療也會產生廣泛的兔

疫抑制和副作用，包括貧血、白血球或血小

板減少。類固醇會降低蛋白合成和干擾淋巴

細胞的作用，其副作用有類固醇誘發性糖尿、

孩童發育不全及胃潰虜。死體腎臟移植時，

合併服用有50-60多石的存活率。

其他藥物如 cyclosporin 抑制體波及

細胞居間兔疫，對淋巴細胞沒有毒性，然其

與劑量有關的不可逆宵毒性限制了某些的臨

床用途。 Antilymphocyte serum. anti

lymphocyte globulin 和 antithymocyte

globulin 都是很強的兔疫抑制劑，急性排

黃賢賢

斥時可與傳統療法併用 。 其副作用包括廣泛

性兔疫抑制或對兔疫球蛋白毒性反應所引起

的發冷、發熱及過敏等。亦有人認為具 antl

-T-cell 特殊性的 monoclonal anti

bodies 可能比 antilymphocyte 血清好。

此外，淋巴放射線照射也是很有效的兔疫抑

制法，但需同時服用兔疫抑制藥物且在照射

後短時間內施行移植。

理想的兔疫抑制劑應對接受器官移植者

產生啡斥的兔疫系統具有特殊性。 Langer

hans 氏島移植排斥至今仍是傳統療法的一

個大難題。新近發展出來的體外兔疫改變法

即將可應用於臨床試驗，其關鍵乃著重於降

低被移植組織的抗原性。

(作者係附設醫院藥劑科藥品諮詢室藥師)

‘﹒【台大醫學院校友年會.

今年1987是全北美第七屆 地分會長的努力，已經相當有 女成群，但廟我們能拋開一些

年會。‘卡，是古今中外的一 基礎了。每年年會易地重聚， 各人不同的觀點，攜手擅平這

個完全的數目。古人七步成詩， 共話家常非常溫暖。盼望今年 崎嘔的道路，好使我們的第二

耶穌告訴門徒要能恕人七十個 的聚集，不但能增加彼此的連 代能更團結、合一、繼續往前

七次。記得七年前，全美會長 繫，交換工作經驗，更能讓下 走。

陳信義梭友以‘邀請及展望n 一代有機會交通，互相幫助， 再度竭誠的邀請校友榜眷

為題，與全體校友共勉。在此 所以特別增加了三天的青少年 參加，盼這次的聚會是難忘的

1987年年會之際，弟再度邀請 節目。 一次。

大家參加所有校友會的活動。 想當年，大家漏懷大志， 會長林華山

校友會經前幾位會長及各 遠渡重洋，如今成家立業，兒

*本會預訂 6 月 26 、 27 、 28 日在 New Jersey Princeton Hyatt Regency Hotel 舉

行，如欲前往麥加的校友請與本會連絡( 3123456-2197 舒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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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字明完校友

四月八日星期三中午一時至二時，母院

附設醫院第七講堂有一場特別演講: medic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medical ge

netics.聽來大爆漏，主講人是留美校友李

明亮。筆者與他於同一年進入台大，大一的

共同科目醫藥悶班。此次得以同學之誼，商

請他從緊湊的臼程中撥出一點時間，在敘舊

的氣氛中接受訪問。

問:請問出國幾年了?

季:今年是畢業二十五週年集會，我畢業後

當了一年兵，所以出國二十四年了。

問:當時是怎樣的動機使您決定服完兵役馬

上出國而不留在國內?

李:當時我看在國內要得到永久的教職沒什

麼希望。我並不是說留在國內有什麼不

好才出國的。我們班很多人也都出去了。

問:說一說您現在的工作，您出國後的經歷

情形。

李:我現在是 Rutgers Medical School 

(New Jersey)小兒科教授兼Division

of Medical Genetics 的 Director ，

做臨床及研究。剛到美國時，最初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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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ern，接著當 resident ( Duke 大

學) ，然後因為 vlsa 的關係，轉到

余秀瑛

graduate school 的 'biochemistry 念

書，畢業後去英國的劍橋大學當 post.

doc.，由英回美定居前，先到台大醫學

院生化科當了一年客座，那是1971到72

年，然後回美，在 University of 

Miami 的 Genetic Division 當

faculty ，後來去 John's Hopkins 

跟隨一位在 clinical genetics 很出

名的教授 Victor Mckusick一一他

是內科主任一一學 clinical genetics 。

從1977年開始，我就擔任目前這個職位。

問:您選擇這個 field 的機緣是?

李:我在學生時代，就一直對 genetlcs 很

有興趣，當時就開始做一些與 genetics

有闊的實驗，其實過去二十幾年，我的

工作一直是同一個 field '不管是在

biochemistry 或在 clinical depart

ment 都是互相有關的。

問:您現在有沒有做臨床?

答:有，醫院 genetic disease 的病人都

是我看的。不過， genetic 的病人並不

是很多 ， 所以臨床方面的負荷並不大。

那邊很多 lab. service，所以我們花很

多時間在 lab.上面，再加上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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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作。我自己就有幾個研究生。

問:請問那些研究生是什麼樣的程度?是不

是M.D.?

李:都是 Ph.D. 學生，不是 M.D. ， M.D.

就變成 fellow .我那邊有幾位 fellow 。

問:請問您的實驗室是您的 department

自己的還是全醫院 centralized?

李:不是 centralized，是我們 department

的 research lab. 

問:研究經費是向醫院申請或是要自己設法

向外面機構申請?

季:我們的 lab 可以賺錢。我們 lab. 做

:的 serVlce 我們 lab. 收錢，扣除消

耗，盈餘足夠支持研究工作。

問:談一談目前美國醫學生畢業後的走向。

李:很少人願意走基礎醫學，這一點和這裡

很像，這裡似乎更徹底，徹底到零。目

前在基體醫學最年輕的 M.D. 可能

是副教授。美國的傾向也一樣，他們認

為基礎科學給Ph. D. 去做就好了。

不過他們的 M.D. 做起 research

來相當高層。但是最近幾年的傾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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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讀醫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已

經連續了幾年。這多多少少與社會有關

，最近興起HMO' 是一種類似疾病保

隘的行業，非常商業化。例如你每年交

500元，沒病就「了 J 這500元。有病

就至IJ HMO 看病. HMO 有它自

己的醫生、診所。他們看不懂的病才會

送到我們醫院來，開業醫師的病人越來

越少，目前參加HMO的人口絢30至IJ40

多~.每年都增加很快，所以很多醫師變

成被 HMO 信用而成為高級僱員，

不能自由賺錢。再加上最近幾年醫療糾

紛非常厲害，當醫師已經不像以前那麼

\ 

吃香了，所以我很多同學在美國都不強

迫自己的小孩去學醫了。

問:雖然當醫師己經不像從前那麼好，但是

在美國普遍不景氣和失業聲中，醫師是

不是仍比其他行業好一點?

李:我想這是真的，因為我有一位朋友是工

程師，他告訴他的小孩不要當工程師。

另外一位學文的朋友，告訴他的小孩不

要學文。美國的傾向轉變有時我不能理

解，就像有一段時期，大家都要當專科

醫師，後來有一段時期家庭醫學非常熱

門，現在好像又再轉回去了。有一段時

期要申請家庭醫學住院醫師難得很，現

在文較容易了。還有最近對我們外國人

申請住院醫師越來越不利。好的教學醫

院直是乎是不可能。二十多年前我們那個

時候簡單多了，因為當時他們醫師還缺

少，我們很容易申請到醫院，我們班上

有三分之一出圈，我的下一兩屆好像更

多的樣子。我想最近這幾年我們這裡的

畢業生或 resident 去美國的很少了。

問:以目前的情況，您對醫科剛畢業想出國

的人是鼓勵呢?還是勸他暫時留下?

李:這個問題並不在我們這方面而是在彼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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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現在美國好一點的醫院 resl

dent 外國人是直接乎進不去的。去二流

三流的醫院乾脆就不要去。如果真正要

做學間，去二流三流醫臨有什麼用?而

且一進去就回不了大學醫院了。不過如

果是要去美國開業，那麼在二流三流醫

脫做兩三年是可以的。進 graduate

school還有機會。要在台灣開業的話，

我想還是在台灣當 resident 較好，因

為看的病人、開業習慣等在台灣學比較

適合。

問:在美國像您這樣 M.D. 重量 Ph.D.

的多不多?

李:不多，因為念書念得太久了。我到35歲

才開始就教職，好命的人要做阿公囉。

問:那麼 M.D. 兼 Ph.D. 待遇有沒有

高一點?

李:不能說沒有· position 比較好，升遷

比較快，因為有訓練基礎，做事情的辦

法和做研究的能力可能較強。所以平常

medical college 要請 faculty 時，

這個資格就很有利。

問:您多久回國一次?每次回國有什麼特別

感受?

季:我已回國好幾次，最短隔兩年回國一次，

每次都回到母院演講、教書、跟學生、

住院醫師談談。每次都很匆忙。感受是

有，以前台大就是台大，每一科都領先，

在每一個 field 都是領導者。現在有

些方面外面都趕上我們了。我覺得我們

的人事制度比較僵硬些，比較沒有彈性。

有一現象，是好也可能是不好。看你怎

麼看。我們這裡老師就是老師，我上來

做主任，你還是我的老師。中國人的傳

統美德就是尊敬老師。我想、傲，老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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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就不再講了。老師的影子還在，

我不敢完全照我的想法傲。美國人就不

管了，想做就傲。每一個 chairman有

每一個 chairman的特色。我們這裡大

都守成下去，蕭規曹隨，很難突破。我

們是慢慢進步而不是撐竿跳。

問:您這次回國主要是衛生署優生計劃的事?

李:是「優生保健 J ·不是「優生 J 。我一

直反對「優生 J 這兩個字。優生在外國

字是 eugemc 。但我們這裡的優生和外

國的 eugemc 不一樣。我們是在 pre

vent birth defect .外國的 eugemc

是要「做」好的· r 誠 J 壞的，就像希

特勒要把好種留下來，壞種殺死的那種

優生。有一陣子美國人提都不敢提 eu

genic' 因為希特勒的eugemc 就是要

把猶太人殺掉。我們是不要生出不健全

的嬰見而不是要積極製造好的。並不是

要頭腦好的就多生幾個。

問:聊一聊輕鬆的，記得當年您是醫學院弦

樂隊第一小提琴手，現在這麼忙，有沒

有安排什麼休閒活動?

李:有 1 越忙休閒活動越重要，我休閒時間

大半拉大提琴，最近和朋友組成四重奏

，我很 enjoy 這個四重奏，我也去交

響樂團拉大提琴。此外，我有集郵嗜好

，專門搜集台灣早期郵票。

看看手錶，已佔用不少他的時間，就此

打住，在道謝和祝福聲中結束這次愉快的訪

間。

(李明亮博士民國51年醫科學業. Rutgers 

Medical School (Now Jersey) 小

兒科教授兼 Division of Medical Gen

etJcs 主任。本文執筆者民國48年藥學系畢

業，現任母院藥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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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至今已匆匆17個年頭，

照理說，我所從事的行業應是

藥學系的最正統出路一一直接

作為藥品的仲介人，把它安全

的交到需要它的人的手上。這

是整個藥界的最終極目標，不

是嗎?現僅就這個最前線作業

的一點經驗與大家聊聊。

說到開業藥局，真的是甘

苦。諸君也知道，吾國現時仍

是醫藥不分，天下任何事若不

仔細劃分職責，一定會令人莫

知所從，然後就為所欲為了。

開業當初，真是熱心異常，恨

不得把所有醫藥常識全教給顧

客，顧客的詢問包羅萬象，什

麼吽高血壓、高血脂;如何分

別青光眼和自內障;抱疹與昆

是怎麼來的;火氣大，腎虧怎

麼辦?才四十歲怎麼叫五十肩

等等問題都來了，這時才體驗

到「書到用時方恨少 J '腦子

裡不多裝點東西，顧客是不會

相信你的，取得信任最重要，

當然先得苦口婆心分析解釋一

番，再來就等驗證了。對你沒

信心的顧客就沒下次了，對你

有信心的，就是你的基本顧客

兼宣傳員了。有時碰到頑固的

客人，也會把人搞得火冒三丈，

10 

江美玉

其中冷暖，大家自知。

最覺痛苦的事，莫過於營

業時間太長，又無法全權請人

代為管理。我常想，諸位不開

業的前後輩們都屬智者，這可

由統計數字來看就知，咱們系

願開業者寥寥無幾。真正有名

堂的都是他梭的朋友，還有一

個怪現象，非藥師開業藥房照

樣搞得有聲有色，偶而會讓我

慨嘆大材小用呢。但最近一般

民熬的醫藥水準要比以前高了

許多，大多會分辨是否藥師幸免

自執業的示範藥局，對藥師親

自執業藥局才有信心，尤可喜

者，看到台大畢業的，居然會

帶著佩服的表情慕名而入，所

以建議要開藥局的朋友，台大

的招牌還是蠻管用的。不過，

苦的是在開始的一段路程，因

為恕我直言，學校少開了一門

、、賣藥術'的課，再如病理學，

心理學，推銷術，商品管理，

在在都須花腦筋，這是名符其

實的「開到老，學到老」了。

行文至此，才警覺我在醫

訊上寫了這些「老實說 J '可

有點大冒不諱了，藥界各位要

再花多久時間多少精力才能獲

得應有的地位與尊重，才真是

我們這些前線門士所衷心期盼

的!

(作者係民國59年藥學系畢業，

現自營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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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在為先

施振坤

因平均壽命的延長，在臺灣六十五歲以

上的老年人口，現在已超過全人口的 5%'

高齡化的社會，將會惹出許多新的社會問題。

在歐美國家，公園長凳上都坐滿老人，無聊

的曬太陽，過其哀寞的晚年。歐洲旅行時，

常看到老人牽著一隻狗走路，近年來老人增

加，致使「狗價」大漲。眼看這些入老境人

們的生活，百感交集，老是人生d已經的過程，

任何人都無法避兔，尤其是折翼之悲 ﹒也是

無可逃避的事實。剩下的一半， 若養育的兒

子是不孝順的逆子，貝Ij無依無靠孤單的餘生

其情是不忍卒睹。孝順父母是我國倫理道德

上每一個人要遵守的天職。 天下的兒女們應

該不厭其煩的照顧年老雙頭，使他們享受「

天倫立樂」而渡過風燭殘年 。

|『 菜蹄』勝過燕窩 |

在拙文『孝道古今談 j (刊載於大華晚

報)裹，筆者會談過，五十餘年前親眼看到

的孝行事實，可是以後的歲月裹，再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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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了，反而天理不容的逆子新聞，層出不

窮。扶養父母是憲法有所規定、子女要負的

義務，這是理所當然。慈烏初生哺六十日，

長貝Ij反喃六十日 ，在現在的社會裹，所有見

子輪流「飼養 J ?完成扶養義務的比較多。

但應由當事人自由選擇，隨心所欲來與子孫

同享晚年，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不可由兒女

們來指揮，強迫安排。

筆者所知有一位商人逝世後，老母觀住

在故鄉她老伴留下來的一棟房子，與老大老 4

二|祉，老三分居於高雄，欄目莉協 ，
議，每人扶養一個月 ，因此這位人誨，而
吃飯 J '南去北來。老大老主同世斗，棟房、子，

老人家二個月不必搬來搬去寺，可以「 安居 J''' ， \ 

但兄弟巳「分吃 J ' 各起爐仕 禿頭一個丹輪

到大哥供應 「兔費」 三餐情時候生意忙碌，

吃飯時間拖延-。弟弟這→邊先開飯， I 全家 j

吃得津津有味時，連'l'" 貼嘴招呼 J (假意招 司

待客人)一聲都沒有，分得太清楚。老太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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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緊褲帶，等「當番」的大哥開飯，真不像

話，成何體統?對自己母親如此，對別人那

襄有仁愛慈悲之心?

過去母親們是苦的吞下去，甘的吐出來

給寶貝孩子，自己食不果腹，飢踴輯，仍束

緊褲帶分給孩子，使孩子們飽食暖衣。天下

的寶貝孩子要飲水思源，給縛緊褲帶的雙頭

來過看無憂無愁的晚年。他們不求吃大魚大

肉，若有一點孝心配「菜蹄 J (蘿蔔乾)也

感激無窮，這是天下父母的肺蹄之言。

|二十四孝現代版|
元朝的郭居敬是一位學者，而且是孝子，

他艾麗過世後非常悲慟，大家都知道他為紀

念父說，根接史書把歷代孝行可嘉的人，選

二十四位，每一位孝子的孝行事實，設述編

著了「二十四孝 J 一本書，流傳萬世。有一

次在美國加州的女婿恩宗，寫信來託我. 3月

書店時找找看有沒有「 二十四孝」的英譯本?

替他買一本。他說餃子們受美國教育，什麼

是「孝順」都不知道，想要他們「惡補 J 其

實是「善補 J .其精神可嘉。我還沒有找到

英文本，但二十四孝的孝行事實，已不適合

現代文明生活，已落伍不合實際，只其精神

古道可風，其孝心可做我們的模範。

吳猛怕雙親被蚊叮'恣蚊飽血。有蚊香、

殺虫劑、電蚊香的今天，何苦如此。東漢時

代的黃香，九歲就能盡孝道，扇拉溫鑫。有

泠氣暖氣的科學發達時代，也不必這樣來孝

順父母了。至於老萊子的戲彩蜈誤，更是多

餘，現在電視機一闊，娛樂節目隨你選擇，

聽說有位節電的「好 J 媳婦，婆婆在觀賞電

視「包公案 J 精彩節目，看到高潮造起時，

為節省電費，把電站見關掉，等婆婆離座，

再慢慢來欣賞， 這就違反二十四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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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進步醫藥發達，檢驗設備齊全的今天，

鹿鼎宴的嘗糞憂心，是不合衛生不能推展。

只「為人子」要記住，過去母說是真的

為孩子「拈屎捏尿 J (為孩子處理糞尿洗內

極梅) .在沒有吸引器的時代，母輯用嘴來

吸引心肝寶貝孩子的「鼻痠誕 J (鼻涕﹒疲﹒

口液)是眼前的事實。對雙頭不盡孝道，讓

他們為三餐來東奔西走，於心何忍?不能安

心立命。

|「岸壁之母」的故事|
筆者一邊提筆一邊聽錄音帶(日本電視

現場錄音) .聽一曲轟動日本、臺灣一時的

感人歌曲「岸壁之母 J (岸壁是碼頭日語) • 

這是真實故事，加上歌星二葉E合子的臺詞，

確實句句感人肺蹄。故事內容是大家所知，

二次大戰愛子出征，戰爭結束，復員回國的

船隻'一批一批回來. r 岸壁之母 J .每次

到碼頭，等待愛子回家團聚，最後一批入浴，

還見不到愛子，使老人家大失所望，鶴首空

等三十餘年，音訊杏然。歌星二葉百合子唱

完一曲，最後請出「岸壁之母」真實主角，

端野老太太出來，大聲呼喊愛子名字. r 阿

新阿新趕快回來 11 媽螞在等你!! J 聽這位老

人的絕叫，真是扣人心弦。容易感動的筆者，

被母親偉大的愛所感動，不知不覺淚下沾襟。

據日本產經新聞，民國68年 11 月 9 日的

報導(三弟振涵剪報寄來) .有人在蒙古看

到這位慈母所找尋的愛子端野新二 。自髮老

母倚門倚間，望眼欲穿等待三十餘年，數年

前不能再等待，終於無法達成願望跟愛子重

逢，而含恨九泉，八十三歲過世。聽這段真

實故事，天下的兒女豈可對父母不盡孝道哉。

|子欲養而頭不待|

筆者診所隔壁有一條巷，若有人辦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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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路全部佔用，為之交通斷紹，再裝設擴

音器播放，有時佛式誦經，忽然變為道士的

咒文，也有「阿門」的牧師聲音(商人動腦

筋為喪家特錄各種錄音) .三教合一如一貫

道死灰復燃，大吵大鬧真是「吵死人」。有

的請一隊「電子琴五子哭墓」來哭，身穿孝

服呼天喊地的淒厲哀號聲，實在哭得很悲痛，

悲哀慘絕無比，比起喪家的孝男孝女哭得好?

因為哭愈好紅包愈大包，所以隊員盡情拼命

的哭，而且他們是受特技訓練，演完一節就

若無其事，在靈卓傍邊，吸煙喝茶休息，大

聲來說笑開講(聊天) r 笑死人 J .但死者

不能含笑地下。有時爆竹大嗚大響「嚇死人 J

都來，如此剛過世不久，茫茫渺渺的靈魂， r 
魂不附體」不能安息，更不能魂歸西方淨土。

辦理喪事要簡單在嚴隆重，以悲痛的心

情來緬懷先人，自己的眼淚哭盡不必雇人來

「代行 J '人已去世，如何舖張啡場有何用?

交通紊亂的臺北市，加上花車花環排長龍的

葬式行列，達二﹒三公里，阻礙交通頗大。

父母在世不盡孝道，死後喪事如何盛大「鬧

熱 J r 熱鬧 J '只有鬧沒有用，真是「鬧死

人 J '在天之靈不能安寧。連附近的鄰居也

被鬧得雞犬不寧，筆者診所大受影響吵得振

耳欲聾不能是全察。在南部出山(葬禮)時，

流行脫衣舞花車，參加葬式行列，一路表演，

到底要助興?感謝執拂送葬說朋，還是要來

蜈死去的親人，也要來模仿二十四孝中老萊

子的戲影娛頭，再增添精彩的第二十五孝，

脫衣舞娛觀。再者死後供奉父母觀，生前未

曾嚐過的山珍海味也是無用，只收起來自己

吃而已。在臺灣這些壞習慣歹風俗，在這科

技發達的時代，應該早日「改邪歸正 J í 改

頭換面 J '要符合孝道精神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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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器時

雙親離世後為要擺面子，浪費這一筆無

用的大開支，改於雙現在世時花費，來事說

盡孝道才有意義，頭人也會含笑地下。

|風木之恩遺憾終身|

筆者中學三年級年十六，母親就溢然去

世，她沒有享受到我的一點奉養，只有苦沒

有甘，苦盡甘未來而離世，享年四十。父觀

享年六十五歲逝世，轉眼之間二十三年也過

去，因心騙病于民國四十五年，接他老人家

來北同住，當時祖屋只能給他寸尺之地，委

屈父觀頗多，因仍就職於台大醫院，當時的

薪水，無法給父觀過好一點的生活，心有餘

而力不足，不能盡一點孝道，覺得愧憾無地。

「為人子」要切記，動物還有脆乳之恩，

慈烏反哺之美談。如何來孝順父母?頗筒單，

不讓父母憂心，如何長大的孩子，父母心目

中還是寶貝的「大孩子」。子曰: í 父母在，

不遠遊;遊必有方 J '見子出門晚未歸父母

會操心'若打電話回家說仔細老人家就安心，

一塊錢就可盡孝道。再者如何來侍服雙頭才

是孝呢?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來照顧老父老

母就是孝行，談何容易要實行是不簡單。雙

現在世時筆者是讀書遊子，不能待觀左右，

尤其是娘恩半點未報，寸草春暉難報萬一，

遺憾終身。奉勸天下自見女不要忘記， r 樹

欲靜而風不止，子欲蓋而現不待 J:父母在世

不盡孝道，死後始興「風木之思 J 又有何用?

子曰: í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要及時盡孝道，以兔遺憾終身。

76.4.5.清明節於台北橋

(作者係37年醫科學業，現任施眼科醫院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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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衛生防疫工作之先驅

一伍連德博士一

清光緒年間，我國東三卷意疫流行，舉

國上下協力鼠疫防治工作極為成功，在我國

衛生發展史上實佔重要之一頁。清宣統二年

(民國前二年)十二月，我國東北之東三省

鼠疫流行，清廷下令各處嚴防，毋令傳染關

內，並看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隨時會商

認真督辦，切實稽查，毋稍疏忽。民政部邊

傳諭內外棋也警總廳，下令捕鼠，曉識居民，

注意衛生，遇有疑似病患，立即呈報，加雇

清道夫役，嚴行清潔，並管動內外城官立醫

院，添置防疫藥品器具，以資應用。凡疫病

發生地方，禁阻出入。附近一帶，竭力消毒，

並將病人所居房屋，酌量拆蝕。特仿照日本

大阪臨時預防鼠疫事務局之制，於京都設立

臨時防疫事務局。制外務部查得此次鼠疫發

生於漏洲里(前屬黑龍江省，現為腫潰縣) , 

延及哈爾演一帶，特照會做使並電達東三省

督撫各自嚴防外，並遴派天津軍醫學堂(國

防醫學院前身)會辦伍連德，率同醫科藥科

學生多名，廣置藥品，前往哈地舉辦除穢所、

化驗所、養病院等，頗資得力。繼{專家甸等

處疫癌盛行，俄人聲稱我東三省地近西伯利

&2'為防止疫病蔓延俄境，擬藉協助防疫進

兵我國東北。清政府感覺事態嚴重，乃令民

政部急電東三省總督，加派兵巡，切實查驗，

兔胎口實。未幾停駛奉織火車，於山海關車

站設立查驗住宿所; 奉天、山海關兩處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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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雲熹

衛生會，又於東三省各港口及大連灣至安東、

秦皇島、上海、仙頭、煙台、福州、廈門等

處船隻，按例查驗。凡歐洲過西伯利亞所來

之郵件，須在山海關黨蒸後，方准南行。京

師各國使館界內，因防疫交通不便，均電報

.來往。我國往時疫痛流行，蔓延慘酷，從未

; 間有防禦之者。此次鼠疫之防治乃我國舉辦

葫疫之起拾。

同時京師方面亦設立臨時防疫事務局，

歸民政部監督，掌理內外城預防鼠疫事務，

分設五科，專司檢菌、捕鼠、華斷、檢驗、

清潔、消毒、注射等事，設局長一人，副局

長一人，提調二人，醫官長一人，醫官六十

人，書記廿人，司事六十人，更設顧問四人

至八人。局長，副局長由民政部奏請以巡警

總廳廳丞充之。提調由民政部以巡警總廢、衛

生處會事充之。醫官長及顧問由民政部遴選

派充。醫官由局長遴選，呈請民政部派充。

書記及司事由局長遴選派充。

民政部因防疫局之設置係治標而非治本

之策，特的照各國中央衛生會辦法，於該部

設立衛生會，商由軍諮處、外務部、陸軍部 、

海軍部、雇工商部、郵傳部、法部、 學部 、

步軍統價街門、順天府街門等派遣人員及通

曉西醫人士蒞會討論，依法實行，但使衛生

行政工作之推行，而絕後患於未來。 彼時防

疫得手， 該會與有力焉。

?t\? 



起警總廳因疫勢蔓延，特組織衛生警察

隊，保持清潔，預防時疫及辦理公共衛生事

務，以輔不遠。民政部除組織臨時防疫事務

局、衛生會及衛生警察隊外，更識內外廳，

每區可添扳衛生警官一員辦理有關衛生事項

之違警事件。其各區能添一西醫尤妥。又識

兩廳廳丞按照所管各區，每區派一主任醫官，

各選醫生若干名，專管該區內檢查診斷事宜。

其各該區公共之事由主任醫官會議後商承廳

丞核辦。叉議內外城官立醫院，必讀注重清

潔。各塵芥容置所應郎以石灰撒布之，從速

運赴城外。並識該院專留西醫辦理防疫衛生

及治療事宜。中醫等另覓房屋施診，限刻日

辦妥。凡描害公共衛生或不遵清潔，以及行

政人員奉行不力者，均訂有專條，科以重罰。

其防疫、檢疫及防疫病室，隔離病室等之設

置與管制規律之訂定皆自此時始也。

該時奉天省因恐防疫不力，釀成國際問

題，特設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由東三省總

督錫良及外務部右丞施拉之為主席，與會者

為我國及英、美、俄、德、法、奧、義、荷、

日、印各國醫生，文奉天各司道及從事防疫

諸官紳與各國駐奉領事均參列會議。會中公

推我國伍連德醫官為會長，積極推展各項鼠

疫防治工作。伍民學識淵博，辦事認真。經

調查研究發現東北鼠疫不僅由於鼠隻傳染，

水擷亦為傳染媒介。路當地人民獵取水瀨製

成水擷皮從事皮貨交易，促使鼠疫傳播成災，

蔓延地區增廣。於是加緊撲滅鼠隻、水掘，

將水擷皮悉數焚燼。同時醫治病患，推展各

項滅菌、消毒、隔離等項防疫工作，雷厲風

行，故能於六個月內完成撲滅鼠疫工作，成

效卓著，深得清廷及各國政府暨衛生人士之

贊賞與推崇。綜計該次東三省鼠疫之撲滅動

員政府及民間人員逾萬，而所耗經費亦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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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按東三省當局報告:防疫經費絢用去四

百餘萬元(銀元) .京津兩處絢共五、六十

萬元，京奉鐵路耗費約在五萬美元，總計約

在一千萬元以上。

伍連德氏為廣東省人，生於新加坡，及

長肆業於新加坡之高等學校，年十七，校長

以其品學兼優，給以學費送往英國入劍橋大

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攻讀，於

1899年畢業。再入倫敦大學醫學校習醫，以

學業優良，常獲金質獎章，為留學彼邦者所

罕見。 1902年得醫學士學位，並得劍橋大學

獎學金，前往梅、法等國從事研究公共衛生

及流行病學凡三年，於1905年獲得醫學博士

學位。旋經任命噶倫敦市立肺病醫院院長。

伍氏在英雖倍受尊崇，但使愛國情殷，深感

學以致用，應為祖國效力，於是乃毅然束裝

返國，就任天津軍醫學堂教官兼會辦。過東

三省發生鼠疫.iIj(府乃徵調伍氏綜理鼠疫防

治事宜。由其卓越領導，卒能將鼠疫於短期

內撲滅，拯救無數生靈;且使俄國企圖假藉

協助防疫而進兵我國東北之野心，無由得逞。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設置衛生部，成立全國

海港檢疫總處任命伍氏為處長，辦公處設於

上海。我國之海港檢疫法權亦由此時始自外

人手中取回。伍氏在海港檢疫總處任內，亦

多所建樹，除主持全國港埠檢疫事務外，並

督導上海市之霍亂防治事宜，著有英文

、CholeraH 一書。家兄孫志或博士畢業於 1 、(
上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 

醫學院，畢業後會任海港檢疫處醫官，故筆

者有機蜂隨家兄晉見伍連德博士。伍氏體型

稍胖，和靄可親，儼然一忠厚長者。

(作者現任母院藥學系名譽教授，本文由景

康藥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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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多 體外震波碎石機

附設醫院體外震技碎石機在林院長大力

支持和j必尿科蔡崇璋主任不斷努力爭取之下，

迅速獲得政府核准，於三月七日運抵附設醫

院，廠方派德籍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四人隨行，

與附設醫院各有關單位同仁及蔡主任、許德

金醫師、陳淳醫師等通力合作，積極進行安

裝，試車運作情形順利，於本臼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上午十時正式啟用。特別邀請體

外震波碎石機發明人一西德慕尼黑大學泌尿

外科教授 Christian G. Chaussy 醫師

觀臨附設醫院指導，主持開機，並為第一位

尿石病人治療。

體外震技碎石機雖然不能取代所有的尿

石手街，但在尿路結石治療上，已佔有不可

或缺的地位。如一個兩公分大小的腎結石，

-編後語 I

感謝諸位長輩及校友在百忙中撰文賜稿

，感謝各位協助人員幫忙，使本期得以順利

出刊。

醫療品質的提升是大家的共同目標，王

光昭教授特別介紹臨床藥師致力於提升醫療

品質的進展情形。 Z系雲景教授描述我國清末防

疫成效，證明國人辦事能力不差. 1"非不能

也」。陳大樑醫師報導近幾年來麻醉科在美

國行情走俏，大有可為。留美校友李明亮教

授也提到美國醫學現況及冷熱轉變，言談中

流露出對母院的關心。前輩施振坤醫師的「

百善孝為先」以幽默的筆調論述嚴肅的主題

，讀後發人深省。江美玉校友道出開業藥師

的心聲。楊錫欽醫師及黃賢賢藥師的文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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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術後，絢七天也院，平均兩個月以後

才恢復工作能力，腰部二十幾公分長的刀痠

難兔腰酸背痛;若接受經皮腎截石術，則術

後約五天出院，一個月後恢復工作能力，但

背部仍有小刀痕。假如接受體外震波碎石術，

則術後第二天即可出院回家，一週以後完全

依復正常工作，身上完全無疤痕，醫療效果

為舉世所肯定。

附設醫院之碎石機除附設醫院使用外，

省立桃園醫院、馬偕醫院、國泰醫院、省立

台北醫院、省立基隆醫院、耕莘醫院、市立

仁愛醫院、市立和平醫院、市立中興醫院、

市立陽明醫院、市立婦幼醫院、台安醫院(

原台灣療養院)、楊敏盛綜合醫院、八堵礦

工醫院及台北醫學院等，將共同聯合使用。

本刊潤色。母臨新購置體外震控碎石機服草草

尿石病患。祝母院學術、設備及醫療服務品

質日日進步。(余秀瑛)

熹福醫訊
.Jinq-Fu Medica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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