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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醫學時論>

腦死的觀念與制定

有生命才有死亡。在探討死亡的問題時

須先了解生命是什麼?生命與死亡的分野又

在那襄?什麼時候才是生命的終點?這是一

個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從不同的觀點如醫

學、宗教或法律對死亡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隨著時代的演變對死亡的觀念亦可能

有所改變。

人們早就發現一個人在斷氣、心跳停止後

就會死亡，到十九世紀末期也注意到人死時

瞳孔對光反射會消失。因此，當一個人發生

永久性的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及瞳孔對光反

射消失時，則被判定為死亡，這也就是傳統

判定死亡的基準。心跳、呼吸停止後，身體

各部位的器官組織都將因得不到氧氣與養份

的供應而死亡，瞳孔對光反射消失是腦幹功

能喪失的一個徵象。絕大多數的死亡都是經

由這樣的過程，少數原發性嚴重腦部損壞的

病人，雖然已呈深昏迷其呼吸和心跳仍保持

一段時間但經不久的時間內停止。因此，過

去死亡的判定少有爭議。

但是近年來由於科技的進步，呼吸和心

臟的功能往往可以用機器來維持;對於那些

腦部嚴重受損呈現深度昏迷而藉機器維持呼

吸和心跳的病人，他們的死亡判定就發生很

大的困擾，也因為如此讓人們重新來探討死

亡的意義。個體臨死前的型態可分為三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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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形:付心臨停止跳動，此時血液無法供應，

接著心膜，肺騙和腦部功能喪失而導致死亡，

是謂「心臟死」。仁j呼吸先停止，得不到氧

氣的棋應使心臟、腦部及其他器官與組織的

功能發生問題而導致死亡，是謂「肺臨死」。

因腦部有疾病(尤其是嚴重的頭部外傷、腦

中風、腦瘤等) ;控制心臟和其他功能中福

的腦幹部位會發生續發性病變，隔一段時間

後因而心臟、肺臟也喪失功能，是謂「腦死

」。到底那個器官的功能是人類生命現象的

基本要素?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舉個例子，

大家就可以了解;古代行刑以砍頭為執行死

刑的方法，當頭顱被砍下來掉落址上的時候，

受刑人的心臨還在跳動，這個人是死了呢?

還是仍活著?以現代的科技有辦法將被砍頭

的人的頸動脈和脊髓動脈接合以防血液流失，

在這種情況下心臟可能還會跳動好幾個小時。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個被砍頭的人，因為仍有

生命功能所以還活著;但以人的生命立場來

說，這個人體已經無頭腦，失去人性，只保

持生物體的功能，其生命達到不回歸點，無

法說救回生，也許可認其為心還在跳動的屍

體。

腦死問題還未受器官移植之需要的影響

之前，最早有關腦死的描述是在1959年由法

國學者提出、coma dépass缸，意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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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的狀態 J '當時已稱這樣的病人為「循

環良好的屍體 J 0 1967年南斐共合國的Ber

-nard 首次心臟移植成功之後，腦亮的問題

逐漸受到許多學者們的關心。 1968年美國哈

佛大學提出了、irreversible coma" 一「

不可逆性的昏迷 J '初步以腦死作為中l定死

亡的依撮，旋即獲得醫學界普遍地接受。但

是由於他使用 coma這個用辭，而且對於造

成昏迷的病因沒有考慮，因此引起有些人觀

念的混淆，將之用來描述植物人狀態。例如

美國轟動一時的凱倫昆蘭案，昆蘭小姐由於

吸毒而造成深昏迷，最後成為植物人狀態仍

活著10年;但卻有人誤稱為腦死。 1971年美

國明尼蘇達州的二位神經外科醫師輯文提出

了重要的論點;他們發現一旦腦幹承受不可

逆性的損壞，功能無法恢復，則生命已達「

不回歸點 J '病人將沒有復活的希望，而且

腦幹死可以不必依靠實驗室檢查，完全由嚴

格的臨床檢查來判定;因此「腦幹死就是腦

死;也就是一個個體的死亡」這個觀念已漸

被世界各國的醫師接受。英國受此觀念影響，

遂於1976年踩用「腦幹死」為中j定死亡的依

據。國內有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對於腦亮的問

題亦甚重視，民國72年( 1983年)成立「腦

死問題 J 研究小組; 73年接定了「腦死的判

定步驟 J '同年並公開聲明「腦死即為死亡 J

的觀念。台大醫院在筆者(洪祖培)主持下，

於民國74年至75年間對深度昏迷及腦死的病

人作了前瞻性的研究，對於腦死的問題有更

深入的了解。

腦死的判定乃依照下述的步驟嚴格執行，

且須合乎下列條件:

1.要符合先決條件: (1)病人呈深度昏迷，

不能自行呼吸而需要用人工呼吸器維持呼吸。

(2)病人係遭受無法醫治、 1京發性的腦部結構

2是7

損害。

2.要啡除可逆性的昏迷:(1)因新陳代謝障

礙、藥物中毒與低體溫所導致的昏迷。 (2)不

明原因的昏迷。

3.所有的腦幹反射都消失，包括頭眼反射

、瞳孔對光反射、眼角膜反射、前庭動眼反

射、作嘔咳嗽反射等等，同時經測試後確實

無法自行呼吸。

4.經 4 小時後再測試，仍然沒有腦幹反射

且無法自行呼吸。

一個人意識的維持是靠腦幹中的上行網

狀賦活系統的功能，而呼吸，心跳的控制中

樞也於腦幹部位;因此一旦腦部受損，腦幹

功能永久性的喪失，則一個人的意識狀態、

心跳、呼吸都無法維持，亦即個體將會死亡。

如何才知道腦部已經死亡?臨床上要如何檢

查才知道腦部功能已經喪失?我們知道顱神

經是由腦幹逐段分出(嗅神經和視神經除外

) ，它們的功能反射正是以顯示各殷腦幹的

功能，腦幹最下節是控制呼吸的中樞，因此

從顱神經反射及呼吸側試，可以測知腦幹的

功能。另外一點最重要的，腦幹功能的喪失

必讀是不可逆性的，亦即是永久性的;如果

功能可能恢復(例如有些代謝異常或藥物中

毒的病例)就不是腦死，也不能判定個體死

亡。過去國內外曾有經判定腦死後病人復活

的病例，常常就是這方面的疏忽。台大醫院

於民國74年至75年間所做的研究，依上述方

法判定為腦死的共有的例病人，這些病人即

使在呼吸器和藥物的使用下，心臟終將停止，

沒有例外。從中l定腦死到心跳停止的時間，

最短為 2 小時50分，最長為16天12小時52分。

判定腦死，腦電圖檢查是否必需呢?腦

電圖檢查並不是檢查腦幹的功能，平坦的腦

電圖不一定代表腦幹死;而當腦幹死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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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半球若仍有一些存活的神經細胞活動，此

時仍可能有極低振幅的腦波存在。在以腦幹

功能的永久性喪失做為腦死的判定依據時，

腦電圖檢查僅能供參考，而非必要。

呼吸測試是測定腦幹功能中相當重要的

步驟。動脈血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是刺激腦

幹呼吸中樞的要素。當動脈血中二氧化碳上

升達到足以刺激腦幹呼吸中樞的濃度( >50 

mmHg) .去除人工呼吸器，並由氣管內管

供應氧氣每分鐘 6 公升，觀察10分鐘，病人

尚無自行呼吸，才能確定病人不能自行呼吸。

在觀察期間，為避兔可能因缺氧而造成次發

性的腦損書，在測試前亦須先給病人足夠的

氧氣，由此可知，血中氣體分析對於測試的

準確度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步驟較復雜，只有在符合先決條件、

排除可逆性因素及腦幹反射完全消失的病例、

才進行此項測試。

談到腦死的問題，一個令人容易混淆的

情形是「植物人狀態」。有些病人因腦部本

身的疾病或因其他系統的疾病而併發之腦病

變，導致大腦半球的功能喪失，但腦幹的功

能仍然存在。他們沒有思考、記憶、習、知、

行為或語言的能力，但是卻可以維持白發性

的呼吸，心曠依然跳動，而且可有臉部動作，

這就是植物人狀態。

死亡是一個進行的過程。臨床上醫師所

面臨的的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何時可以判

定個體死亡?我們並非等到身體所有的細胞

全部死亡才判定個體死亡，傳統的死亡判定

亦如此，現在腦死的判定也是如此。但是二

者有一共同點，即一旦中j定個體死亡後，這

個死亡過程將繼續進行，無法回復，終至身

體所有的細胞全部死亡。腦死只是將判定死

亡的時間較傳統的方法提前而已，並不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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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傳統的判定方法。絕大多數個體的死亡還

是先應心臟、呼吸功能喪失而導致身體其他

部位(包括腦部)死亡。有些腦部受原發性

構造性損壞的病人，若不經甦生急救措施，

其心臟、呼吸功能也會在短時間內喪失;這

些病人用傳統的死亡判定方法，均不會發生

困擾。只有極少數腦部原發性損壞的病人(

約佔 1 ~石，被及時捨救，又能接受現代化醫

療救治，他們腦部功能雖已永久性的喪失，

呼吸及心臟卻藉著機器暫時保留了下來而仍

維持一段時間，但停止這些機器，病人無法

自行呼吸，心跳亦隨著停止，只有這些病人

才須要用腦死來判定死亡。

醫學上雖然接受了腦死的觀念，但是它

牽涉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參與中l定之醫師

的資格與人數;一旦中j定腦死後，醫護人員

能否拔除呼吸器，此舉是否為法律接受?器

官移植的問題，還有死亡時間的判定，可能

牽涉到個人的權益(例如財產的轉移等)。

這些問題都還有待各界的溝通，才能使實際

執行腦死判定時的困擾祺到最低。

(拱祖培:民國39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神

經科教授 o 蔡子同:民國68年醫學系畢業，

現任成大醫學院神經科主治醫師、母院兼任

主治醫師)

封面圖片說明

外科急救室腦死病人，病人依賴許多的機器

維生其腦電圖已平靜但心電圖仍正常(右側

) ，左側為正常人的腦電圖與心電圖。

(照片: Nikon F 2 '28mm' 光圈5 、 6 ，

速度1160秒，使用閃光燈，富士 Neopan

ss黑白負片，郭英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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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末期病人之止痛

為了減少癌症病人末期所產生的痛苦，

台大麻醉科在兩年前引進一種長期注射系統。

就是將病患在局部麻醉下，裝設硬脊外腔(

epidural )輸液系統( Infuse ← A一

Port) 於腹部皮下。同時，本科並教導家屬 ;色守 f二

在病患可觸摸得到的皮下注射部位，施行皮

下注射嗎啡。由於這種系統是經由導管進入

硬脊膜外腔，不但方便而且安全。其次，因

為它的用量少於傳統肌肉注射的五分之一以

上，故病人血中嗎啡濃度非常低，不會抑制

病人的清醒度;此外，因為整個系統藏置於

皮下，病人也可以沐浴、游泳甚至出外旅行。

這種系統可以連續使用數月甚至數年，其使

用期限的長短可說端親病人的存活期。許多

病人藉由此賜不需要長期臥床，進而大大改

善病人生活品質。

這種系統的發展源自最近幾年來在生理、

藥理和生化方面的貢獻。科學家已經知道人

l 體腦內以及脊髓灰質中含有類似嗎啡作用的

一輩月生怯勘質，以及這些物質的受器( re

ceptors) 。這些物質包含 endorphin ' en 

kephalin ' dynophin 等，有些類似荷爾蒙，

其作用點在遠處;有些則為神經間的傳遞物

質，它們通常使神經細胞膜產生過度極化(

hyperpolarization )以及抑制各種離子管

道( i on channel) 的開啟，因而終止了

痛覺的神經傳導。當人體遭遇到疼痛時，如

戰爭、病痛等，這些物質的分泌可以幫助痛

覺的減少。至於它們的受器可以分成五大類，

計有 mu 、 kappa 、 delta 、 slgm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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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lon '各有不同的生理作用。不論是踩用

口服、肌肉注射、靜脈注射或是提用本系統

的方法，嗎啡類物質就是與受器結合後而產

生作用的。例如人體脊髓灰質的「膠狀層」

(substantial geìatinosa) ( Rexed's 

I&II )含有許多 enkephalin 的受器，它

與 enkephalin 結合但有控制疼痛傳導的功

能。

因此，若對癌症末期病人施行脊椎內(

subarachnoid or epidural) 嗎啡類物

質注射，將可產生長效而有力的止痛效果，

並可避免注射局部麻醉劑於脊椎內造成對癌

症末期病人的運動、感覺及自主神經的抑制。

在沒有麻醉醫師參與疼痛治療之前，癌症末

期病人的痛苦通常經由各科醫師的處方，以

口服或注射麻醉藥類( opioid) 止痛劑減輕。

而這種治療方法對於只有輕微疼痛或癌症早

期病症也許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但是

隨著症狀的惡化，效果往往不佳，況且長期

使用口服或肌肉注射的麻藥類止痛劑將導致

耐藥性及依賴性，儘管大量和多次給藥終究

達不到療效，甚或造成致命的副作用。所以，

踩用脊椎內嗎啡類物質注射乃是治療癌症病

人痛苦的突破性嚐試!

(下轉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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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關節調整療法

除太太是一位中年婦女，身體向來很硬

朗，只是偶而做完家事後，頸部會有些微壘起

痛。去年十月左右，逐漸出現頸部僵硬、疼

痛、及頭暈等現象。雖服用暴物，也不見明

顯的改善。透進友人的介紹，於今年年初來

到台大醫院復使抖，診斷為頸椎症候群，開

始接受物理治療。經物理治療師對其頸椎關

節仔細的檢查後，發現她兩邊的頭枕關節(

atlanto-occipital joint) 不能正常地上

下滑動，以致頸部活動時，會出3見上述症狀。

因此，治療師在其是處施于「關節調整療法」

(joint mobilization and manipulation) 

。第一次治療後，使不再疼痛;在第五次治

和友，所有的症狀完全消失。迄今仍求復發。

關節謂整療法是一種特殊徒手治療的技

巧;物理治療師必頌做詳細的關節理學檢查，

再依其結果於患部施予不同頻率 、 方位、大

小的力量，以活動患部關節 ， 而達到止痛、

減少陸學、增加組織蔽的交摸、及回復正常

動作的目的。其治療效果相當顯著，往往一

個罹患嚴重背痛的病人，經過幾次檢查與治

療後，就可以很快地恢復正常功能。

其實這是一門「舊瓶新裝 J 的學間，可

遠j朔自泛希隨時代的 Hippocrates 。由於當

時缺乏學理的支持，遂逐漸淪於「祖傳部方 J

之列;於是十九世紀末期發展出的「整脊術

J (chiropractic) 又宣稱可治百病，而使

正統醫療人員視之為旁門左道，更阻礙了它

的發展。近一百年來，由於生物力學的發展

逐漸揭開關節調整療法的神秘面秒，經過骨

6 

接走敏

科醫師 Mennel 、 Stoddard 、 Cyriax 以

及物理治療師 Kaltenborn與 Maitland

的研究、發展與提倡，發現其在止痛與增加

關節活動度方面具有神奇的療殼，才叉逐漸

受到重視。目前，美國許多大學將它列為物

理治療必佐課程，並成立研究所或在職進位

課程;而母校復健系亦於數年前開始陸陸續

續地編入運動治療的教材之中。

關節調整療法所揉用的手法相當繁多，

基本上可分為 manipulation與 mobiliza

tion 兩種。 manipulation 是將患部關節

置於活動度的極限，使附近組織產生最大的

張力，然後對此關節施以瞬間錯闊的力量，

破壞粘連的組織，以增加關節活動度。但若

操作不當，反而會使粘連情況更加惡化，故

此手法具有較大的危險性，必須由極資深熟

練的治療師操作。 mobilization 的技巧分

為節律性的振動( rhythmic oscillation ) 

與間歇性的牽張 ( intermittent prolonged 

stretch) 。在患處之急性期或每次施行關

節調整療法時，我們大都先在患處施行節律

性的振動;必要時，再施予間歇性的牽張。

所謂節律性的振動ElP順著關節面做小幅度的

快速振動，以刺激關節內機城感受器，抑制

疼痛的傳導 ， 達到止痛與放鬆的作用。至於

間歇性的牽張則用在有粘連的關結，利用關

節面間大幅度的相互動作，做 5 至 8 秒的牽

張動作，以打破粘連，增加膠原纖維的延展

性，而增加關節活動度。

物理治療師在為病人施行關節調整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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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必須詳細檢查病人，關節的真正狀況;

否則，誤用關節調整療法，不但不能迅速的

恢復功能，有時反而會更朝七或引起併發症。

物理治療師如何才能做好正確的評估呢?除

了了解各關節的解剖構造及病理變化外，更

應熟悉其生物力學之原理。

從解剖與生物力學的觀點來看，一個動

作不只包括主要關節的動作，還需要鄰近關

節的配合。以肩部為例，當手往上舉時，孟

眩關節( glenohumeral joint )負責主要的

動作，而胸鎖關節( sternoclavicular jo

int) 、峰鎖關節( acromioclavicular jo

int )以及胸押關節面( scapulothoracic 

articulation) 均或多或少的參與這個動作。

只要其中任一關節角度不足，就會引起疼痛，

甚至影響該關節的活動度，進而造成關節功

能失常。因此我們在臨床上看到關節活動度

不足或關節疼痛的病人，必須檢查患處相關

之各關節的活動度，以便進行適當的治療。

此外，在同一關節內，除了兩根骨頭相

對移動產生的主要要動作外，還有許多細小

的輔助動作( accessary movement) 來幫助

完成一個完整的動作。譬如關節面的滑動或

轉動等等。假如這些輔助動作因關節粘連而

有所限制時，也會導致關節功能的不足或失

常，這時就必須靠關節調整療法來增加輔助

動作的幅度。因此，評估各關節的主要動作

與輔助動作的多寒，是治療成功的先決{條件。

由以上的說明，讀者不難猜出:凡因關

節囊學縮而引起的疼痛或關節活動度不足的

病例，皆可踩用此療法。目前在台大醫院復

體科常見下背疼痛，冰凍肩、頸椎症候孽，

以及其他各關節學縮的病人，均因接受此療

法而迅速又有效地恢復其關節機能。但腫瘤、

感染、或骨折所引起疼痛的病人，貝IJ絕對禁

止接受此療法。

總之，關節調整療法是物理治療師對患

部關節施以不同層次的力量，以減除疼痛和

增加關節內的輔助動作，以俾迅速地依復關

節機能。然而治療師唯有經過嚴格的訓練，

才能夠為病人握供正確而有效的評估與治療。

相對的，病人在尋求此類治療時，也必須由

合梅的物理治療師施行此術'方可到達預期

的效果。

(作者於民國70年復健系畢業，獲美國匹茲

堡大學物理治療碩士，現任復健系助教)

(上接第 5 頁)

當然，脊椎內嗎啡類物質注射也會產生

副作用。例如少數人會有噁心、嘔吐、搔癢

剃價困難等症狀，幸好這些症狀持續不久，

通常是不治而癒。至於偶發形呼吸抑制的副

作用，截至目前尚未在本科治療的病患發生

過。因此，脊椎內嗎啡類物質注射可以說是

一種低危驗性的止痛方法。

一般癌症病人有三個時期會發生疼痛(1)

病仕的局部浸潤(2)病仕轉移壓迫骨儒、內臟、

神經等系統(3)癌症末期 。有時還包括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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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不適、長期臥床引起的便秘、耨瘡等痛苦。

若是病人注意力集中在持續的止痛上，或是

因治療不充而轉變成心因性疼痛，這都將嚴

重影嚮生活品質。而本文所介紹的硬脊外輪

被系統的裝設不僅使病人在有生之年因為疼

痛減除過得有意義 ，同時也減輕家屬及醫護

人員的負擔，的確是癌症末期病人的一大福

一
音
(作者系民國73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院麻

醉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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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錦

記得在台大外科服務時候，高天成院長

常訓示我們，誤診率在 5%以內的才算是合

格的外科醫師，反之貝Ij不合格。有時也會半

開玩笑的說，喜愛登報作跨大宣傳的是以密

醫為多。本人要離開台大醫院時，林天祐主

任則以「開刀要細心，在病人心目中失敗率

越小的醫師就是名醫 J .作為臨別的贈言。

在回鄉開業的二十幾年來，一直逼照兩

位師長的指示，頗能愉快勝任的作為一個第

一線的醫師，也不辱作為個景福人。但總愈

來愈有個感覺，在科技日益發達，各式各樣

中大型醫院林立，醫界逐漸邁向商業化的現

代，能遵照兩位前輩的訓示去做的開業醫師，

好像是愈來愈少了。這是道德觀念的式微亦

或是價值觀的改變呢?

有些地方開業醫師常喜歡以昂貴儀器，

豪華病房設備加上超過本身能力的不實宣傳，

再配合強而有力的公共關係，而常常是請不

到學有專長的醫師及有能力利用這些儀器的

人，造成誤診百出，甚至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本人在過去幾年中看過許多商業醫院所

出現的誤診及合併症，茲將其錯得太離譜的

幾個例子說明，請大家指教。地方上有些車

禍24小時急救中心'一有車禍病人來住院，

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診斷成腦震盪，而在

民間一敵人觀念，這又是頭部外傷最嚴重的

代名詞。如此經過住院折臆幾天後就使醫院

有一大筆收入，任安全文可成名。不過也有

些失手的例子。例如會有一騎車跌倒的老人，

僅有四肢擦傷就在腦震盪的診斷下住院 O 住

院期間腹痛一天比一天厲害，十天後己呈

frog abdomen 而轉院，原來是 perforated

8 

的 密 ? 

acute appendicitis 'peritonitis 已十天

之久。又有騎車跌倒的中年人，亦在以腦震

盪之診斷下住院二星期，後因病情加重而轉

院，原來是 co1on ma1ignancy 引起之 ln

comp1ete i1eus 。也有機車車禍的年輕人，

因腦震盪住院，三天後頓死了才轉院，原來

是 stomach 的 perforation 因而撿回一

條命。以上這三例是輕微的車禍受害人在腦

震盪怕診斷下住院，因為院方根本知道這種

病人最好處理，也最無風險的，在一種先入

為主的觀念之下，根本不去注意病人的情形，

因而造成難以收拾的後果。

另有一在脖肋部疼痛的病人，經X-ray

• sonagraphy 診斷為脂囊炎，住院十天後

情況惡化又說是肝癌，其實為肝臟膜虜，轉

院後經引流小閱刀就逐漸康復了。又如 1eft

kidney cyst 經 sonagraphy 當斷為 sp1e

nomega1y' 以 suprapubic pain 表現的

empyematousappendicitis經sonagrap1y

診斷為 cystitis .慢性胃炎經胃鏡檢查診

斷為胃潰瘡而開刀等。這些例子又說明了不

注重 physica1 examination ·光操作那些

自己不太精通的現代儀器，小者延誤病情，

大者斷送病人寶貴的生命。

我想不管時代怎麼進步，科學儀器再怎

麼發達，細心以減少誤診率及不作跨大不賣

的宣傳，仍然是不變的真理。尤其是對我們

這些守在第一線的醫師，信守兩位前輩的訓

示，更可以避兔不知不覺中淪落為「合法的

密醫 J .比沒有執照的真正的密醫更危險。

(作者係民國43年醫科畢業，現開業於屏東

陸橋外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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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關f3路8鈞。、每由22

十八年前因軍事教育召集遇到彰化市直

爾夫球鼻祖陳農東先生(台大經濟系畢業，

現任彰銀台中本行企劃部主任)始與高爾夫

球結了終身峰。當時「高而富」球頗不受勸

迎，常遭傳播界指責為‘貴簇P 、奢侈H 每

酷評。那時期瘋狂股地染上癮者有黃麗津醫

師(現差桿 6 )和洪維岳醫師(現差桿 9 )。

而我年齡四十未到，開業三載，無論時間或

經濟上皆不允許，但內人為了防我染上「四

健會」、上酒家、上舞廳之陋習故舉雙手贊

成，而且還參與行列。

畢竟是打業餘還得顧本行，用心良苦，

訂每星期四為打球日，上午四時， mornmg 

call '大杯泠牛奶果腹未幾已在赴豐原球場

之路上奔馳。由彰化經台中市全程四十公里，

道路漆黑，人車稀少，五時前後已抵球場。

天未亮，球場大門末開，叫醒值夜之女球偉

(涂阿玉是其中之一) ，迫不及待地向剛破

曉的天空閱球，然後分頭地毯式地找球，打

到第二洞才正式進入情況。九洞打完，已快

七時，雖意猶未盡，也得趕路回家。打球日

前夜通常因興奮而無法熟睡，匆匆而來， 急

忙揮捍'成績慘不忍睹，真是盡興而來，敗

興而歸。只有星期日下午完全拋開醫務悠然

享受十八洞之樂趣。

不久後彰化市開業前輩多人紛紛學起高

爾夫球，由卸任之醫師公會理事長王耀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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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生

右起黃明和立委、筆者、陳牙抖教授、魏教

授一、商醫生 (Dr. Landsborough) 仗，1;麗、

黃麗津醫師化儷， 1986於彰化球場。

士發起彰化縣醫師高爾夫賜健會，訂每月第

二星期四下午比賽、聚餐，迄今已有十六年

從未間斷，會員四十多位，其樂融融，猶如

一家。

初學者差桿為36 ，按比成績調整。差桿

相當於軍階，雖然調低不利於往後之比賽，

但揮桿者莫不以升階為榮。 36是二等兵， 3。

為上等兵， 25稱士官長， 16-20屬尉官 '11

至15歸校官 '10者准將，單位數差桿 single

官拜將官。約十年前赴醫學會火車上巧遇高

爾夫球之先知高手鄭金松教授(高雄球場之

club champion) 。寒喧之餘筆者問「可知

(下轉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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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亦灰永難忘

懷從謝三嘉醫師

李克恰

彷彿還是剛來陽明醫院的 與您共事，因為您如父兄師友 尚未能報准，四處情商，憂心

時候，第一次參觀這幢巍峨的 股的給我提揖指引，使我循向 如焚，眼見您自髮日增，愁眉

建築物，您帶我一層層樓的豆豆 自我成長，忠於自我及自我實 不展，我們知道您擔心的事實

觀，不厭其煩的解說，從地下 現的軌跡而不致迷失方向。 在太多了。粗糙的現實，是如

一樓的餐廳到十樓的精圓形會 院長揖您如左右手，無數 此不假辭色的侵蝕著您的外觀

議桌。走進您九樓的主任辦公 的院內、院外大小會議、內科、 與內心。

室，美侖美負的陳設和窗外的 保健科煩瑣的科務和公文，佔 身為一個醫師，在他人的

景色，好像在向我招手，歡迎 接了您在醫院的大部份時間， 眼光中，似乎註定要以一個強

著我加入陽明的行列。 對住院醫師的教學，往往有力 者的姿態出現，是別人訴苦、

上班的第一天，您為我忙 不從心之感，我來到陽明後， 求助的對象，可是有誰知道，

進忙出，張羅桌椅書櫃，送我 也只分擔了一些內科教學活動， 醫師自己病了，也同樣需要人

鮮花，怕我因習慣在私人醫院 您卻履腫向大家提及稱道，使 的安慰、同情、幫助和體諒啊!

快速的步伐會對公家「牛步化 J 我愧不敢當。 您給自己的太少，卻把您的所

的作業失望。忘不了您站在我 每星期五上午，我們都在 有，掏空了給您四週的同事、

辦公室的窗前指著對面的芝山 台大看門診，您總是在醫院地 學生、朋友、病人。您不會鑽

說: í 妳這裡的V18W最好了， 下室的休息座等我看完病人後， 營名利，您不會命令屬下，您

尤其是在煙雨濛濛的日子裡， 一起共盔，再開車回鷗明，閒 對朋友重諾、對學生晚輩尤其

如果有煩惱，看到這美景，就 談中，逐漸知道您的想法、瞭 照顧，院內大小事情，只要找

會忘掉一切憂慮。」如今同樣 解您的個性，也體會出您那「 上您，您都會義不容辭的一肩

的現景，卻是「缺憾還諸天地 J 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 J 跳。擴編前，內科人手不夠，

的情懷，令我不忍眺望與提視。 的本質，在這紛擾的世界中， 需要派公差出外服動的事，您

就是由於您及李院長的「 有多少坎甸、曲折、動盪'有 體諒住院醫師、主治醫師，還

知遇 J '給予我無比的信心和 多少貪婪、無奈、欺瞞，然而 親自出馬。

勇氣，到這個新的環境裡，再 我知道，您是絕對「寧可他人 雖然專業的知識告訴我，

重新實現理想，雖然我知道那 負我，我不負他人 J 的實踐者。 您已經患病一度時間，可能有

將付出多少心血，遭遇多少挫 為了擴編經費遲遲不下， 厭世的傾向，然而當那天在院

折。我一直慶幸一到陽明就能 您對於二位新進的住院醫師， 長室聽到您噩耗的剎那，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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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天崩地裂的震撼。謝主任， 為，重重難闊，陷入死胡同而 訴苦、商談、教誨啊!為了感

您不忍使我們傷心的，為什麼， 無法自拔，加上心律不整的陰 念您對我「亦師亦友 J 的提拔
為什麼要提早探訪「死亡的幽 影，失眠的痛苦，如影隨形， 及啟迪，我只有更加努力，幫

谷 J ?前一天晚上您和我通話 揮之不去。雖然您的身邊都是 助您一于經營的內科業務，更

時，還問我您的職務代理人是 醫師，我們卻不敢視您為真正 加蒸蒸日上，造福病患。

誰，病房有無病危患者，您牽 的病人，我們沒有強制您休息， 「化雨無私，憶往昔踏雪

掛的事那麼多，為何如今卻輕 也不敢強迫您住院、服藥。謝 來過，曾話春風一席;

易割捨? 主任，我們對您真有一份深深 摩雲有志，願諸生凌霄直

不瞭解您的人，想您有良 的歌疚。 上，勿忘燈火三更。」

好的家世、身份、地位、美漏 這些日子，只要靜下來， 安息吧!謝主任，您永遠

的家庭、出眾的子女，邊爾輕 腦海中都會浮現出您的音容。 活在我們的心中。

生，實在太不值得。然而知道 我們是多麼懷念您、想念您、 (作者為民國64年醫學系畢業

您近況的人，會體諒您的心理 捨不得您啊!在會議室、教室、 現任台北市立鷗明醫院神經科

負擔實在太重了，許多話不能 講堂、電梯、病房中，我多麼 主任)

一吐為快，許多事不能率性而 盼望您再一次的對我們說話、

(上接第 9 頁)

教授之差桿幾何? J 答曰 I 6 J 時筆者差桿

12 '中校之宮位已算不低，但在中將面前，

崇拜之念由衷而起，肅然起敬。

差桿之最高極限與初學之年齡有關，一

般而言年齡除二之差桿輕易可及。例如年四

十開始而差桿20 '五十而始者25 '大約三年

之內可到，往後得靠個人天份、體力、耐力、

性情及值養之程度發揚光大。一桿進洞是技

巧和運氣之聯結，是可遇不可求終生難逢一

次之爽舉。雖然要破財(消災)慶祝一番，

卻能永留芳名於球場牆上。筆者於第十年終

於如願達成，慶意未盡，一個月後奇蹟重現，

連中二元，頗為罕見。

高爾夫球進步之秘訣是學習名人之技，

重復練習以減少失誤。每週只打一次者退步，

兩次得保持，三次貝u進步是不朽之名言。由

雙位數之10至單位數( single) 9 之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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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銅摘，須下一番苦工始能突破。無論木桿、

鐵捍、挖抄桿、推桿，都能活用自如 ，接近

爐火純青，無懈可擊之境界，三個月內的拾

張成績達到標準'經差桿委員之規則與打球

風度之考核始可獲 single 之頭銜，接受道

宜。

筆者保持差桿10達八年之久，始終無法

突破，漸感歲月不饒人，望 single 興歎之

際，發覺葡萄糖耐性有微礙，為了保健 ，調

整血糖，每週赴彰化球場(離市四公里)增

為三次，其餘日子 ，動通練習場，日打五箱

( 150個球) ，風雨無阻，誓言突破瓶頸。

塞翁失馬，焉之非福，皇天不負苦心人，捏

桿十八年終於達成單位數差桿( single )之

宿顧。

(筆者民國46年醫科畢業，現開業彰化市陳

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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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狗」我的另一種專長

有一次與楊恩標前院長同桌共餐時被問

起: r 聽說你對養狗很有心得，是否可以在

景福醫訊談談你的狗經? J 我本以為說說笑

笑談談罷了，因為、景福，談的是、醫訊，

與狗貓之類應該風馬牛不相及，卻沒想到本

期的執行編輯周督導竟當真催起稿來了。在

盛、、惰H 霆，怯之下，只好把狗經當做可|子，

發抒一下做為一個繁忙的醫者，工作之外消

遣以籽解壓力的重要性。

說起養狗，人人都會，但要養得精並不

容易。自從小學時代被鄰居惡犬毒咬一頓之

後，談狗色變，對犬類敬而遠之。一直到當

第一年住院醫師時，在偶然的機會裡'朋友

送來一隻奄奄一息的狼狗，說是由日本買來

的名犬，因重病送醫，被各大獸醫院認為病

入膏育，無藥可洽，希望我剛出爐的醫療知

識，死馬當活馬醫，試試看。當時一看，除

了兩隻無神的眼睛，四隻無力的爪子及發黃

的兩排牙齒之外，全身是發臭的狗毛。於是

我將狗毛仔細地剃除，將牠置於四隻電爐構

成的溫室內，以木板固定其四肢掛上點滴，

以醫人的方法用各種抗生素及營養劑給予死

狗當活積l醫，說也奇怪，不出兩個月，竟能

站立走動，兩眼變得炯炯有神，新長的狗毛

顯現美麗的光澤 O 更令人感動的是從此只要

我一下班回家，一定以非常溫馴的眼光倚在

我的椅邊陪伴我到深夜 。當時我家是三樓房

子，父母住一樓，內人與我住二樓，狗在三

樓。奇怪的是每當我剛踏進家門，三樓的狠

12 

楊博正

狗就會以興奮的吠聲表示歡迎，因此我常經

二樓、過門而不入，直奔三樓，為此，經常

引起內人的不漏。不過從此我已深深的被乖

巧通靈的狼犬所迷，不但愈養愈多，狗書一

本一本的買，有一陣子三樓的、狗世界，狠

犬多達十數隻'狗書幾乎超過了醫書。假日

有空時，更是到處拜訪名犬，與狗友大談狗

經。記得有一次替前外交部長魏道明先生看

牙病，不知怎的，忽然談起狗經，這下子沒

完沒了，從下午三點談到六點，害得台大牙

科門診無法準時收攤打件。

由於我的養狗，在狗友中以理論特多出

名，且好歹是個學過解剖學的牙醫，對骨骷

與肌肉的構造及牙齒的形態功能有所瞭解，

因此被選為台北畜犬改良協會的常務理事，

並當上了審查員。從此每年總有兩三次會被

協會的狠犬展請去對參加比賽的狼犬評頭論

足地審查一番。後來到日本留學的一年中，

常利用假日，到處參加犬展，會不惜代價的

以X光透l視攝下狼犬之骨儲運動與步伐形態

間的關係'且以此論文受聘為日本狼犬協會

( J S A )之審查員。
說起對狼犬的審查評等，那可是一門不

簡單的學問，除了要瞭解每隻狗的血統來源

及其祖先的優缺點特徵之外，現場需以靜態

與動態去仔細評分。狼犬是五種被公認的智

商高、服從性好的使役犬中最好的一種，因

此其動態中所表現的體能與耐力非常重要，

不過如今的狼犬除了、使役，之外，已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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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寵物，也被當做一種藝術品，因此其毛

色、體形、骨儲角度等靜態外觀也同樣的被

重視。說起靜態的觀察，首先必須注意其顏

貌的威嚴性，稟性的穩定度，骨量大，身軀

充實，四肢角度適中句整所顯出之高貴性格，

同時並具有警覺性、明朗性與活潑性。有所

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克的態勢，換句話說，必

須具備西部牛仔的野性及英國紳士的穩重性。

然後觀察代表工作及攻防工其之頡骨強壯度

與牙齒的完整與否，代表警覺性之眼色濃度

及耳朵之運動，代表運動、耐力及朝帶強弱

之前肢肘鄧之角度與彈性，代表步伐前伸能

力之肩脾骨與前肢之角度，代表身軀強健度

之背腰線、代表運動平衡能力之民尾連接鄧

之粗壯度等等。

至於動態的觀察，則於慢步時注意步容

是否正整圓滑有力，前腿是否充分前伸，後

腫彈發是否有力，背腰部要堅固穩定不可左

右搖晃，快步時步伐交叉快而不亂，低伸闊

大速度快。如此個別審查分等級後，同一等

級間再做比較審查定出名次。至於冠軍犬之

評定更需參考其所繁殖之後代的成就如何才

能做最後之決定。有些人由國外以數十萬元

購入名犬參賽，但因管理不當或運動不足，

名次落後以致價值慘跌時，常對審查員怒目

相向，所以審查員是一種相當吃力不討好的

工作。好了，狗經一發不可收拾，幾乎忘了

是寫稿給長J福醫訊或是投稿給、玩狗 11 ( 

play dog) 雜誌了。

其實、玩狗，有很多種玩法，所謂聲色

犬馬玩物喪志是其中的一種，加以研究瞭解，

進而藉以修心養性，培養愛心，也是其中的

一種，當然，還有一種是阿Q精神的落實化，

也就是上司管下屬、動頭管番簣，白天被主

管數落一番不敢頂嘴，含冤回家後河東獅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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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不起 ，只好將家裡最具人性的忠狗喚來使

去，折騰一番。再窮再苦，總、也有那麼一隻

愛犬忠心不二的聽命於你，於是乎白天的工

作壓力與不漏，煙消雲散，高昇的血壓得以

降低，老命也得以延長。曾經有位好友，每

與太上吵架總想打人砸傢其、摔杯子，後來

就去打保齡球，以漏足破壞感，久之竟成了

保齡球國手，不但得以消解壓力，更練就一

手好武藝，一舉兩得，誰日不宜?

醫師的職業雖然神聖高貴，為人所景仰，

但工作內容與環境卻單調煩悶、備極辛苦，

每天面對的總是衷聲嘆氣，與痛苦扭曲的面

孔，臨使能為了每天的濟世救人產生一點成

就感，但只要一生中有那麼一次或三五次的

不如意或工作上的挫折，就往往因為缺少那

麼)點生活哲學上的彈性，開始往牛角尖鑽，

甚至想不開，走向人生的不歸路。人家說醫

生的自殺率在各種行業中名列前茅，實不可

等閒視之，其實教育水準越高工作壓力越重，

且自視甚高的人，因生活圈子小、朋友少，

挫折不漏不屑與人相談，君不見、心事誰人

知，這首歌最流行的那段時間，勞動者唱的

是為流行，而醫生們唱的是發抒心聲。

人生一世如果有幸能不夭折不長癌，能

夠有意義地活著，長者不過九十 ， 短者不過

半百 ， 在此短短的數十年歲月中，如果每天

都像繃緊的發條 ， 甚至連睡夢中也不得安寧，

不但會喪失彈力，也容易忽然斷裂 奉勸醫

界故技工作不休的同仁，除了認真工作之外，

最少能培養一種能專注深入且有益身心的愛

好或消遣，隨時能放鬆一下緊張的情緒，以

愉快的心情與笑容迎接緊跟而來的工作挑戰 O

(作者於民國53年自牙醫學系畢業，現任台

大牙醫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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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eukin 2 

癌症藥物療法的新方向

lnterleukin 2 是一種具調節兔疫

系統功能的 cytokir咒，其為已活化T一淋

巴細胞的分泌產物。它可促進由抗原引發之

T一細胞的增生，並可引起其他 cytokines

(如 interferon gamma 及 B一細胞生長

因子)的分泌，增加體內 killer cells 及

cytotoxicT一細胞的細胞分解活性。此外，

lnterleukin 2 並可加速一種可溶解多種

癌細胞的物質一一lymphokine-activated

killer ( LAK ) cells 一一的分化生成。

根接臨床試驗顯示: lnterleukin 2 

本身或合併LAK cells 使用於對傳統療

法無效的一些移轉性癌症(如黑瘤、腎臟癌

及結晶直屬癌)可得到部份的療效。同時，

在體外及動物實驗中發現: Interleukin 2 

可與傳統的藥物療法(如 cyclophospha

mide) 產生協同的效果。這些初步的臨床報

定會
儷

A附設醫院第一位試管嬰兒於 5 月 1 日誕生

，婦產科李鐘堯教授稱此次的成功，該研

究工作小組是在簡陋的儀器及設備下，由

於發揮了團隊合作精神並克服種種困難方

達成的。

A本學年度台大醫學院教師升等演講會自 4

月 14 日至 5 月 15 日，每週二、五下午 5 時

至 7 時在第八講堂舉行，共分10次完成，

每次前往參加的聽眾十分踴躍，討論亦非

常熱烈 。

A新竹區醫療網醫師繼續教育研究會，已自

14 

陳淑敏
告引發了學者們對於 lnterleukin 2 在癌

症治療上的研究興趣。

雖然靜脈轍入給予 lnterleukin 2 

的短暫半衰期及其些嚴重頻繁的副!作用可

能限制了它的使用，但以肌肉或腹膜內注射

投藥可拉長此藥品的半衰期;同時也有實驗

報告指出:降低一至二個次方的劑量可在不

影響療效的情況下顯著地降低其副作用。

全球已有許多的研究團體正致力於 In

terleukin 2 的開發，目前此藥品已進入

第一期及第二期的臨床試驗階畏。 lnter-

leukin 2 是否能在癌症治療上扮演一個重

要的角色，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臨床研究予以

支持。然而，專家們期待，藉由對 Inter

leukin 2 的研究開發可使得人類對於癌

症的藥物療法有更進一步的突破與進展。

(作者現任附設醫院藥品諮詢室藥師)

滴

每當

5 月 16 日在省立新竹醫院開辦，將陸續定

期安啡台大醫院各科教師擔任課程之講員。

A附設醫院本年度護士節慶祝大會，提前

於 5 月 7 日下午在景福館舉行，會中除表

攝各病房單位選出之優良護士，並有專題

演講、合唱及詩歌朗誦等節目。

A附設醫院整建計畫擬聘請海外學有專長之

校友回國擔任專科主治醫師，歡迎顧意返

國服務的專家與沈友仁副院長或醫務部書

王正一教授連絡。來函請逕寄: r 台北市

10016常德、街一號 台大醫院院長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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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畢業後，進入當時(民國

35年)的台大第二附屬醫院小

兒科醫局服務(即現在的市立

中興醫院)。當時的醫長(主

任)是魏火曜先生、在那時候，

午餐是醫局員自己帶便當、一

起在醫局的長桌子上吃、吃完

了，大約還有30分鐘的時間可

以閒談，從這聊天當中，我們

聽到先輩的經驗和其他的常識。

有一次魏先生談到黃土水先生

的事(那時候還不知道魏先生

家襄就有一件黃土水先生作的

「釋迦 J '這作品是黃土水先

生登盔造極之作)他介紹我們

去看黃土水先生懸掛在中山堂

的「水牛」作品。我就跑去看

中山堂二樓要通往三樓樓梯壁

上的那個大浮雕作品。這不是

我與雕塑

邦文雄

本人對黃土水的評價一定是很 2 ， 500元，我開了一張 3 天後

高的。以後因各忙各的事(看 的支票給他，講好我先拿去給

病人、研究工作等。)漸漸把 雕刻家看，若是假的，我 3 天

這件事給忘了。 內就帶回來換回支票， 3 天內

幾年後，我從高醫回台北 不回來就是買定了，於是我拿

，開業後比較有一點時間了， 去給當時有名的雕刻家蒲添生

我開始對雕塑有興趣，每當下 先生鑑定，他說是假的，一點

午有空就去逛中華路三樓的古 都看不出雕刻家的功力 t 所以

董市場、才知道黃土水也做了 第二天我就回去還了。第二次

一件歌功頌德之作，而是活生 不少作品。第一件碰到的是一 遇到的是在中山北路古董店內

生表現台灣的小孩、蕉葉與水 件銅傲的水牛，腹部刻有四角 看到的「山羊 J 作品，這一看

牛之鄉土作品。當時的中山堂 形的印 ， 襄面刻黃土水作四個 就看出雕刻家的功力，無論從

叫做公會堂是日據時代做大典 字，不過看起來像普通的工藝 那一個角度看都沒有缺點，後

禮的地方。在里面的作品、會 品，不是做得很好的樣子，是 面還有刻1931 、 D、 K的字樣，

有一位台灣人的作品，可見日 真是位也不知道，古董商閱價 1931年是羊年、 D、 K是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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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日本音 Dosui 、 Ko 的 工 J (、Atelier" )之雕刻 。 」 這是我第一次的入選。以

字母縮寫，這個我有把握，不 入門書是岩野勇三先生寫的， 後我又做了 「 爸爸 J í 媽媽 j
需要再鑑定了，我就問價錢， 在家中一面看、一面練習做雕 「內人 J í 水牛」等作品參加

老聞說4 ， 500元，我說太貴了， 塑，對於書上不太明瞭的地方， 台陽美術展及台北市美展等，

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多。他說 就寫信去問原作者。對方也很 也都僥幸入選。後來我又為台

「你們醫師都有錢，這不算貴， 頭切的回答我的問題。(這樣 大醫學院第三屆畢業生畢業20

算你 1 個月的薪水就好了。 J 我又多交了一個日本朋友。我 週年紀念所傲的「醫師之像 」

我就說「好，今天剛好領薪水 曾經二次，在日本訪問過他， 以前放置在舊校園圖書館前，

。」我就拿出薪水袋裹的錢通 他很藐切的帶我去上野藝術大 現因改建已移至圖書館內。我

通給他，只有2 ， 500元。他說 學和博物館去看他們的展覽會 們醫師有空時，用粘土來做做

「這麼少啊 J 但是話已經講 。)之後，當時初生之憤不畏 自己喜愛的作品，有時也拿畫

出來了，只好成交。就這樣我 虎的我，就把我的第一件作品 筆來畫畫，這只是一個小玩意

收集到了第一件黃土水先生的 以我女見為模特見的 íC小姐」 見，不能算是藝術，不過藉此

作品，以後陸陸續續的叉收集 拿去參加台灣省美術展覽會， 來調情養性也是很好的。

了12件。這1 2件作品的背後卻 他們問我做幾年了，我說是半 (作者係民國34年台北帝大附

都有個故事，說來話長，暫且 年，評審委員起初不相信 ， 後 屬醫學專門部畢業，現在台北

不提。這樣收集雕刻品之後， 來看到我的雇歷表知道我是醫 市開邱小見科診所)

對雕刻也有了一點興趣，於是 師，他們才說 「 難怪 ， 對解剖

主三省堂買日文雜誌 í7 卡吵 有了解，半年就能做得這麼好

編後語 熹福醫 言孔

.J ing- Fu Medicol News 

本期的編輯工作，幸因有新血輪邱措彰

醫師的加入及協助，所以在這次經驗裹，從

一開始我的焦慮感似乎就降低了不少。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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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總編輯:洪伯廷、謝樽生，來稿陸續地被送到手中，我興奮地發現它

們的類型誼組合後竟那麼美妙地符合了景福

醫訊近期的風格路線，及我們對本期編輯的

構想，且篇篇精彰，哈!值得慶幸!當然，

這特別要感謝諸位專家作者，在百忙中抽空

賜筆撰文，以使被友們得以分享他們在學術

上、工作上及休閒生活中各種寶貴的心得、

經驗及感想。(周治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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