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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已由自

就任感想與院務展望

自從接下醫學院行政主管重任後之一個

多月來，除了開會或與行政部門相關人員協

商或回九樓生化研究室與研究室內之呂講師、

研究生、研究助理們討論實驗內容、結果外，

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基醫大樓二樓的院長室

內叭辦公，。院長室面積相當寬敞，約是舊

行政大樓院長室的一倍半，且另有休息用的

小房間。身處於這倍大的院長室內不禁想起

整建計劃的種種，俗語說‘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真是不錯。整個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

整建計劃，自民國六十七年開始籌備，經草

圖及細節的建築設計部分舊建築物的拆除，

基礎醫學各科系及圖書館的暫時遷移，迄至

基醫大樓完工(十三樓以下內部於七十四年

十一月完工;十四、十五樓部分今年春天才

完工) ，全是在李鎮源、彭明聰、楊恩標、

楊照雄、林國信等五位醫學院及醫院院長，

還有多位整建委員會有關人員之群策群力所

完成的。如今，除了剛卸任的楊照雄前院長

外，其餘各任院長均未能有機會使用到這一

間又新又大的院長室。所以，坐在大辦公桌

前，除了處理公事或會見訪客外，常不由自

主地，反覆地想著如下的問題 :母院應朝那

些方向發展?應如何踏實各項計劃?應種植

那些樹讓後人乘涼? . . ...。

當然繼續參與進行中之整建工作，就等

於在種樹。依照目前的進度表 ，圖書館和講

堂(教室)可於明年夏天落成。然而除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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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他起

築物之外，如何使圖書館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實為當務之急。例如內容及設備之充實，部

分作業之電腦化，陳舊文破爛圖書之整理及

掏汰等。除了這些，待作的工作仍相當多，

屆時人力及營運經費是否夠用?這是許多建

設工作最常碰到的兩個難題。例如:近一年

來，每次1 醫學系導生聚餐時，總會有同學

問道:為什麼體育館還不整修並開放給學生

使用?當時雖會想到可能是經費問題，但細

節之處並不明瞭。最近重新參與整建計劃，

才知道的確是因預算不足，而使工程流標了

兩次。雖然院方曾向上級申請，欲將體育館

和學生活動中心(預算超過所需)合併招標，

然而未撞同意，且又是在漫長的五個月後的

最近才獲回音，對有關單位的觀念和效率，

真會讓當事者故氣又惱。如今院方僅能決定

在預算範間內，將體育館應有的基本設備儘

速整幢(非必須的設備則暫緩) ，開放給學

生使用。此外，一個星期前和教務分處林瑞

祥主任巡l規醫院的研究大樓(舊美國海軍醫

學研究所)四樓之動物中心時，發現飼養狗、

猴的場地實在過於狹小，連走廊都得置放狗

籠。而其旁邊就是臨床醫學研究所的分子生

物學實驗室。因此急需整幢舊藥理學館， {卑

使改建成為大型動物飼養中心，包括動物手

術室與上述二項工程幾乎是同時將要進行的，

另有原聯合教學館的整修，除了原用於生化

學生實習的三樓 ，將改為公衛系國內衛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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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人員研習班的訓練場所外，整修後之一、

二樓及地下室將自新成立的雷射醫學中心及

台大醫院醫學工程室共同使用。而稍後的計

劃，即是把約三分主二的舊藥學系館整峰為

醫學院學生活動中心。如此，希望能在大家

通力合作下，於明年夏天前，使上述硬體建

設逐次完成。

然而，硬體之完成並非工作之完成。各

位校友們都知道，母院的主要任務是、教

學H 、、研究，及、服務，。要把單項任務

做好已不是簡單的事，更何況三項都要做得

好，當然此三項任務並非各個獨立，而是有

連帶關係存在的，例如:研究工作能夠做得

相當好，即表示該教師不僅是努力、認真，

而且是有創意，那麼，他的教學效果亦不會

差到那裡(當然是會有些例外)。若這位教

師是臨床醫師，只要他願意去傲，那麼他對

病人的服務品質應該是相當高的。雖然，研

究與教學能力與服務精神之間，大家都知道，

是會有不一致的現象存在，然而本人在此誠

懇地希望，熱心於研究的同仁們，在服務方

面也能夠有平均水準的表現。

至於本院同仁之研究工作在質與量方面

的進展，由於政府對學術研究之投資逐漸增

加，獎勵辦法亦有改善。在最方面，院內除

了研究所數目增加外(新成立的醫事技術學

研究所巳招收碩士班研究生) ， 各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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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新生名額和各研究計劃下聘請的研究助

理人數亦有增加。例如本人所服務的生化學

科，本學年度其教職員，博士、碩士班研究

生及研究助理的總人數已近七十名。這絕非

當初草創時期所能比擬的。 然而，並非人數

多，研究工作的水準就可相對地提高。尤其

現階段，各先進國家在各種醫學研究領蛾中

的發展極為快速，若不認真研讀各種專門性

學術期刊，觀念和研究成果就會很快地落伍。

那麼，不要說欲將本院各方面的研究水準提

昇至國際第一流，就是要維持個第二流的水

準也是相當困難的。在此，值得欣慰的是，

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教師間的合作研究計劃

已逐漸在增加。這固然是醫學研究的本質使

然， gp各種疾病原因，機轉等的深入探討，

往往需要利用到種種基礎醫學的技術。然而，

另一方面，林國信院長自干年前所編列之研

究經費預算， 一l主貢獻匪淺，除 f椎動臨床與

基髓醫學之合作外，更鼓勵年輕醫師走向研

究，教學和服務並重的境界。

最後要握的是，前院長楊照雄教授在任

內期間， gp非常重靚院內各年齡層同仁對院

務發展之種種建設性意見。除蒐集並整理二

百多位同仁所提出的許多議題外，並經過數

次立分組討論後，篩選出值得推動的建議編

印成冊，題名為「台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發

展革新計劃書 j 。此本計劃書所列各種建議

酒蓋院內資深、中年及年輕同仁的許多意見，

三 雖然有些意見因種種因素而不易實行，但另

有些可行性較高的意見是值得加以推動的，

因此，本人將會參考這些建議(將來另撰文

介紹)以推展院務。最後，希望各位前輩，

後遲不吝指教並給予支持， 讓我們這所擁有

國內一流師資及學生的學府，在各方面均能

繼續領導台灣的醫學界。

(作者係民國38年醫科學業，現任台大

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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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省衛生行政工作

一、前言:

這次幸蒙長官愛護與拔攘，由省立桃園

醫院院長來調掌理省府衛生處;畢業三十一

年來，未曾間斷教學與臨床工作，任職省立

眺園醫院雖參與一些行政工作，就不如省府

衛生處行政工作之龐雜，惶恐之餘願以臨淵

世祿的心情，喝推可能為全省一千六百萬民

t-R作好醫療保健工作。

生IJ職以來，轉瞬已屆恆月，在此短短的

一月中，分別聽取各單位的業務簡報後，對

防疫、保健、醫政、藥政、環上竟及工業衛生

與食品衛生管理、衛生教育等，都有了一個

組淺的印象，並知道因歷任處長盡力的奉獻

心力，各項業務才有今天優異的成績，尤其

防疫工作更是績效斐然。回憶本省光復之初，

JJE疫橫行，其他無論法定傳染病或報告傳染

病，均會肆虐全省，造成省民極大的傷書，

但現在幾乎均已獲得控制。走筆至此，對歷

任處長的貢獻與辛勞，衛生處全體同仁精誠

合作與努力，不得不表示由衷的敬意;令後

除了循著歷任處長的業績，對各項衛生業務

繼續加強辦理外，更應、遵照政府飯定醫療保

健政策，並因應時代的變遷和工商業發展的

需要，接定週詳而具前聽性的計劃，力行實

踐，並追踩檢討與評估效益。

二、業務概況:

(一)防疫為衛生業務的首要工作:其中以

4 

李f約二

• 

預防霍亂、傷寒、荊疾為重點。此項預防工

作，因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及地區仍在流行霍

亂，由於該地區與本省來往旅客頻繁，為防

患未然，故對入境旅客、航員續作健康監間，

對吐與瀉或中毒病人踩取檢體按驗。因預防

得宜，七十五年僅發現傷寒四十八人，用疾

八十一人，但未傳染蔓延。其他如日本腦炎，

對適齡兒童預防接種(七十三年生)達百分

之八十九點六，故發生病例僅廿一人。德國

麻疹對國中三年級女生疫苗預防接種佔應接

種人數百分之九十，發生病例僅十三人。至

於寄生蟲防治，在七十五年底已完成三百二

十二萬九千餘人次國小學童蟑蟲檢查，其中

陽性者為百分之十五，全部予以揉藥兔費治

療。結核病防治;.0卡介苗預防接種查瘓，

X光臉查及免費治療四種方式進行。在本省

光復初期，肺結核會列入十大死因之首，經

多年防治，現已啡除於十大死因之外。禧疾

監祖分踩血犧查及權蝶蚊調查等二種方式進

行。經探血八萬五千五百九十餘人，發現病

例僅十三人， 禧蚊調查九縣二十五鄉鎮-五十

村里，發現罹蚊者十四縣十二鄉鎮二十村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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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保健業務分地方病防治、地方衛生、

護產行政、婦幼衛生、家庭計劃。地方病防

治以甲狀腺腫及烏腳防治為重點，另外大臀

肌是賣給花治療及多氯聯萃中毒患者，醫療照顧，

均頗具績效。地方衛生係由本處哲導地方衛

生機關推展全盤衛生業務，並給予醫療業務

支提 o ~IJ為現自卡九所省立醫院，分院之巡

且醫療車定時定點扭供巡迴醫療服務，開辦

五十六所群體醫療執業中心。謹產業務分臨

床及公共衛生護理。前者輔導省縣、屯醫療院

護斧業務，辦理公立醫療院所門拉及性院患

占之轉介汗佔，協助公立醫院改進護產行政

業務。後者為分區輔導縣市衛生局，以公共

護斧業務，協助辦理公共謹產人員，;)11練，推

展革層保健服務中心，現已成立一百一十六

所。婦幼衛生;以推付優生保健，改進母子

健lJi為重點;七-1-五年辦理產前產後嬰見健

w管理達八十萬人次。推行家庭計劃;七十

11.年前按第二期加強推行台灣地區家庭計劃

內年E汁劃積樞推行，人口自然增加率已降到

千分之卡一點五，較預定計劃卜六點五為低。

(:=)醫政:醫政分醫政管理及醫療事業二

種:醫政管理係對全省醫事人員動態及醫療

業務廣告管理和取締密醫。七十五年計取締

密醫七十三件，違法醫療業務廣告三百零六

件，罰鐘九十三萬八千二E銀元。醫療事業

係悴導省立醫療院的業務，改善管理制度，

擴建院舍與設備。目前除新竹縣境正積極譯

畫IJ枝在省立醫院外，其餘各縣市均已有一所

省立醫院。另外向有防踴局，省立桃園 1、草

屯瞭養院，玉里養護所。共有床位八千七百

九十六床，使用率七十五年達百分之六↑-點

一二，醫師編制九百八十三位，實際丘百七

\.五位，尚缺四百零八位。提高床位使用率

及補充醫師缺額，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回藥政:辦理各省立醫療院所使用藥品

的聯標，實施四年以來，績效良好。從七十

fìl 

五年開始為提高藥物品質，推hGMP 工作

達四十七家廠商。取締造規藥物反H:料品廣

告共五十一件。檢杏藥商一萬零五百 二 卡六

家次，抽驗藥品一百九卡七件，不合格卡之

件，均依法處理。

回工業衛生:依據「勞工健版管理規則 j

規定，辦理勞工健康檢查計一萬八千二百七

十人次。調查測定廠礦作業環蹺有害勞 r健

康因素。輔導改善應、高之醫療衛生技施，計

二百四卡九廠次。辦理粉戶室作業廠礦勞叫辛

殊健康橫空計四千二百七十二人次，以早期

發現塵肺症，俾謀取防治措施。

的食品衛生管理:依據院泊: r 加強食

品衛生管理第二期方案」辦理食品衛生管用

工作。七十五年計實施食品普查並建卡列管

二千二百四十五家。督促各縣市衛生品加強

抽驗市售食品，食品容器器具及包裝等，計

抽驗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三件，其中不符規定

二千九百八十五件，均分別由各縣市衛生局

依法處理。對轄內各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

之稽查輔導計四萬王千一百九卡五家次。指

派駐北區獸醫師對新型居宰場之屠隙，計牲

畜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六頭，輔導已實施

新型居宰場之屠檢計牲畜八十一萬二千五百

九十九頭。

肘街生教育:分大東傳播衛'F.教育白:導﹒

社區發展村理衛生教育﹒醫院病人街'1: 手~j卜

衛生員.il11練繼續教育，公共衛fþ.教育質驗亨

五種。其中以每月發行台灣衛作.月刊-萬三

千本，台灣衛生畫頁五千張，三十八名[作

人員駐村利用訪l視及團體教育方式，指導個

人衛生，家戶環境衛生，成人病防治主主教導

一般急救及各項保健常識為這點。另外出公

共衛生研究所辦理公共衛生專題研究;例如

辦理台灣省巡迴醫療服務成放之評價研究，

醫護人員會J病患權利義務之看法研究等。

三、令後努力的方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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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教育水筆提高，消

費者意識日益覺醒，對健康權益的要求，生

活素質的提昇及生態環墳品質的維護，勢必

成為今後衛生工作面臨的重要課題。為分輕

重緩急，今後將加強改善或強化下列工作。

H配合全國醫療網政策，要為規劃區域

醫療資源運用 ，建立分區分級醫療轉診工作，

醫學繼續教育，急救醫療網等制度，力求本

省任何地區之居民，均能享受便捷的，持續

的、完整的高品質保健與醫療照顧。

l二j以省桃與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實質建

教與建立雙聘制度( Dual Appointment) 

的經驗，作為今後建教醫院的模式，積極改

善省立醫療院所的缺失與醫師荒。並遴聘對

醫療院管理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與學者，參

與本處的醫療業務改進小組與醫療裝備審查

小組會議，客觀其整體性的提供諮詢與建議

以求發揮最大的管理效能。

日建立衛生資訊系統與確實的生物衛生

統計制度，各種報表、數撮，務必真實可信;

為充實衛生行政工作，必須有詳實的統計資

料，才能發掘問題，提供醫療保健政策訂定

的參考﹒。

因加強研究進峰，鼓勵同仁為參加各種

研習會及學會，受與學術單位或專家請教，

如扳慎恩駕學的青年醫師到中央研究院生醫

研究所受副11及參與實際研究工作等，以正確

與深入的工作態度，實事求是，力求進步。

國建立在外稽查人員之管理制度:醫政、

藥政、食品衛生人員多在各縣市執行稽查任

務，為使其達到完善的稽查工作，除以一般

方式管理動情外，並訂定工作目標數，為管

理標準，以求更有效的達成任務。

的加強推行家庭計劃:家庭計劃成果之

好壤，對經濟建設之影響甚鉅。七十六年上

半年減少一卡三萬七千個嬰兒出生 ，以每名

完成國民義務教育政府需支出九萬五千元計

6 

算 ，政府時可節省教育經費一百三十億元。

(七)加強食品衛生管理:隨著工商業的發

達，從而食物生產，加工之技術及添加物也

日益增多，加上其他工業的污染，使得食品

衛生問題變得極為重要。為維護國民健康，

對食品衛生管理質為刻不容緩的工作。

ω與即將成立之環保處密切合作，推行

環境保護工作:據統計七十三年以前，每年

六、七月間都發生於雲林縣沿海五鄉鎮(台

西、東勢、麥療、日湖、四湖。)之腸炎，

自該地區排水系統整治過後，自七.，"凹年以

來，即無腸炎情事發生。由此可見琨J完整潔

與否，對腸炎之發生是重要關鐘。

w防榜工作已經有相當績效，家庭計劃

大力推行結果，台灣地區人口已有負成長之

現象，防擠局各地防撈院以及家庭計劃研究

所有相當可觀的遊故人員，如防防衛教指導

員三百多名及家庭計劃指導員四三0名，大

可重整組合以後讓他們積極參與並負起中老

年人疾病防治工作。只要有魄力 一，有熱誠想

把事情做好，中老年疾病防治工作對上述人

員講是易如反掌，大可按照防踴及家計工作

如法泡製，當有預期之效果。

四、結語:

衛生行政工作，經緯萬端，為因應時代

的變遷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按前述努力的

方向，擬訂週詳而具前瞻性的計劃'力行實

踐，加強辦理，但向需輿論界及上級機關與

民意代表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有關機關的配

合和全體衛生行政機關同仁的努力，才能做

好衛生行政工作。希望各界尤其是最福會同

仁及先進不吝給予指教，以便俊仁不辱使命，

並符長官的期望。共同為實現西元二000

年全民健康(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的崇高目標而奮門。

(作者係民國45年醫科畢業，現任台大

外科教授、省衛生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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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柯賢，走一

合此方立仁愛醫院與我

今年七月中旬，奉命接掌台北市政府衛

生局，因而離開了有25年緣的的市立仁愛醫

『院。這25年的歷程，是甜、酸、苦、現備嚐

的一長串日子。假如把人生分為@孕育期@

茁壯期.@成熟期的話，我的肚年期完全奉

獻給了仁愛醫院，我目睹並伴隨它由無病床

的診所發展到具有相當規模的大醫院，其問

經歷的種種事情，回想起來感觸頗多，難忘

的景象實非我的禿筆能一一表達的。

在我人生的每一轉換點，我確實地感覺

到上帝的厚賜，因而激起使命感，不由得使

我奮發圖強，全力以赴。

自踏出台大醫學院的大門後，在台大醫

院接受完全的外科專業訓練，到了仁愛醫院

之後，沒想到在我漫長的外科生涯中，我所

傲的手術並無限於胸腔外科，最後竟發展到

消化系惡性疾病的外科治療領戚。初期的仁

愛醫院僅具有開業醫院的規模，只得如舊時

代外科教授一樣，從頭部到腳郡的任何手術，

如開頭蓋，敲腿骨，腎臟搞出、腎上腺腫瘤

等等，回想起來能有這種經驗也真是難得。

在艱難辛苦忙碌的創業時期，憑著一股

不能後退的決心，努力推展醫療工作，儘可

能追求新的診療方法，起〈良手術方式(如最

早在國內做胃癌根治手術等) .志在增加病

人數目，為醫院打出知名度。另外，積極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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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吸收優秀醫師的辦法，如從母校網羅陳寶

輝醫師，與他合作開拓內視鏡檢查及消化系

醫學，說服放射踐科盧存信醫師，骨科尤耿

雄醫師等。同時培養優秀後進，鼓勵他們有

朝一日能在最尖端的專科領域中佔有一席之

地。

我周圍的長輩 4 同學，間事都有自己蓋 h

房子的經驗，從設計到選材料、興緻勃勃地

因遠景的美好而興奮不已。我多麼幸運地有

兩次機會實際地參與計劃、建造二棟大樓。

初當院長時. ~p深感加強檢驗單位的重要性. '

基於拚驗為當斷的根攘，而主張興建梭驗大

樓，幸運地獲得當時的市長張豐緒部長的肯

定與支持。爭取預算雖然辛苦，但若比之參

與設計和執行的辛勞，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b

建造機驗大樓時，國人仍停留在依病床數評

估醫院價值的時代，因此該大樓呈現大眾面

前時，因純係檢驗用大樓，並沒有增加病床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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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至於某些政府官員和輿論界都頗不以

為然。但是本來預留往後五年的發展空間，

一開始啟用不到兩年，整陳大縷的所有房間

都已供位用 f 。由於該大縷的效能不限於各

種隙驗仁作，學術活動場所的設計也發揮了

JfW，{T的功能，如提供專科醫學會年會或衛生

局、衛牛，署等單(在開會之用，解決了不少活

動場地的問題。

談到醫療大懷之改建，貝IJ可說是理想與

此勞的結晶。當時國內向無專門設計醫院的

建築師，從規劃需求到設計圖的審查，履次

與設計師溝通，都是非常費時而又傷腦筋的

事。醫院所提出的需求，設計師往往提不出

資料，甚至聽不懂，在溝通上發生不少困難，

也造成各種管道互相阻擋和房屋內高度不夠

的事情，尤其是三樓開刀房和加護病房的影

響最嚴重。為了改善這些缺點而致使工期延

長，因此而受到的惡劣批評和心理壓力，實

在令人非常難過。

為了配合新大樓的設計，內部醫療體制

也做了些許改革，諸如由單一名醫醫療改為

群醫診療模式，為加強救護的方便而將醫師

室與討論室設在病房旁邊;急診處設置專用

的手術室，槍驗室 .x光室和藥房等。在醫

，院管理上也設置多種委員會，起用數位年輕

能幹的同仁參與會議，提升參與感與成就感，

並鼓勵主治醫師級以上向仁多從事研究工作，

注意培養後進與住院醫師的指導，以提升醫

療水準與服務品質。

現在雖然離開了我心所繫的醫院，但現

職中的醫故管理部分，仍然經常會接觸到它。

現在的心情是: r 祈求上帝照顧這所正在成

長中的醫院，使它和所有同仁都能發揮愛心

為病患服務。冀求各位同仁繼續不斷地追求

新知，教導後進，以盡教學醫院之職責。 J

期望大家一起來繼續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

8 

步。

(編者按:柯博士係民國43年醫科畢業，台

北市人，現年58歲，曾任母院外科醫師，民

間51年調昇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外科主任，經

副院長，擔任院長近14年，現任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長，並兼任台北醫學院外科教授(部

定資格 1 。其夫人為母校外文系校友，長子

在日本慶應、大學留學中，次子北醫醫科畢業

正服役中。)

校友林秀卿醫師為1973年本校醫科畢

業，生於1948年 5 月 15 日。 1974年至78年

於美國紐約 New York Infirmary 完
成婦產科訓練. 1978年於洛杉磁開始執業

婦產科並順利通過考試成為美國婦產科學

院院士 (FACOG) 01982年 6 月 9 日因

鼻咽癌去世。享年34歲。

林秀卿校友之先生陳伯輝醫師亦為本

校1968年畢業校友，於美國執業內抖。林

醫師同班摯友薛曉青醫師與陳招輝故友為

紀念林堯卿醫師雖然不長但卻璀燦的一生，

特匯集同學好友的捐款，捐贈母校婦產科

供發展林秀卿校友生前最感興趣之超昔技

診斷工作。母校婦產科之超音技研究工作

向居國內之牛耳，得此助力，當更能蓬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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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心臟外科之歷史洪啟仁

景福醫訊編輯郭英雄醫師希望我寫一些

文章刊登於景福醫訊。我想也許寫一些關於

心臨外科發展之歷史，讀者可能會感到興趣，

因為過去學生上課，限於時間關係，無法詳

細介紹心臟外科諸先進奮門之歷史。

Stephen Paget 在 1896出版之 Sur

gery of the Chest 中提到、心臟之手術

恐怕是所有的手術領域中，自然所定之終點，

可見在此之前也已經有心臟手術之想法，而

始終被認為有無法突破之難關。卻在同年

Ludwig Rehn 首次成功縫補心臟外傷，一

位22歲男性病人被刺而昏迷 3 小時， Rehn 

發現病人之右心室有破洞流血，他以手指頭

壓住流血並以 silk 縫合 3 針控制了出血，

病人因而得救。這可說是世界上心臟手術之

開始。

於1902年 9 月 14 日，完成之美國之首次

心臟手術也是心臟刺傷之縫合。 Luther

Leonidas Hill 被請去看一位胸部被刺 5

刀的 13歲男孩子，病人的脈搏差不多摸揮不

到，而病人煩燥不安，呼吸困難，四肢冰冷

意識模糊。 Hill 只好進行手術，成為美國

第一位心臟手術之病例。手術在廚房油燈下

進行，他寫道:心臟之傷口有%英吋之長而

心臟每一收縮，則自此噴出血液。沿著左胸

第 3 肋骨，自胸骨左緣離開%英吋處切開左

胸約 4 英吋長，另外再在第 6 肋骨處，做同

8日

蹺，切閱，再將這兩個傷口以垂直的切開連結，

而將第 3 、第 4 、第 5 肋骨切斷。在胸腔內

並無血液但心包膜卻脹得很厲害，他將心包

膜刺傷之傷口開到約2.5英吋大而大量的血

液啡出來。病人之脈搏馬上改善，心臟之傷

口卻能以 catgut 縫合止血。心包膜以 7 針

catgut 縫合，肋膜腔以鹽水洗樵後以 iodo

form 紗布引流，病人終於保持了一命。外

科之發展往往經由外傷所得來之經驗而起。

當時 Hill 之敘述正符合心臟外傷處理之

基本觀念， ~p心包膜內積血壓迫心臟是心臟

外傷致死之直接原因即今日所謂之 cardiac

tamponade，而心包膜內血液之排出使循環狀

態可立刻改善，而後縫補心臟之傷口可說救

病人之生命。

1898年 Samways 提到校窄的二尖瓣

mitral stenosis 可能以外科方法打開。於

1902年英國之 Lauder Brunton 在 lan

cet 上面寫~mitral stensis 不但是一種

使病人受苦的疾病，嚴重者貝IJ所有的藥物治

療都無效，當你看到嚴重狹窄的二尖瓣時會

因為找不到適當的藥物使血波能通過如此狹

窄的瓣膜口而感到絕望，但不禁使人感到也

許在病人有生之年內可能將此瓣膜口打開正

如病人死後之狹窄瓣膜可以打開"。因為他

在屍體解剖時誰明狹窄的瓣膜口可以切開並

擴張。 Brunton 的敘述可以說給後來當

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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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mitral valve surgery 之外科醫師一個

啟示。

1913年在巴黎. Doyen 為一位診斷為

先天性肺動脈瓣狹窄的20歲女性病人手術。

他把手術刀自右心室伸入，嘗試切開狹窄的

肺動脈瓣膜。手術後數小時病人不幸死亡，

而屍體解剖時發現，病人之肺動脈狹窄不在

瓣膜本身而是在右心室流出路 infundibular

stenosis' 而手術刀無法有效地除去校窄。

顯然的，當時對於疾病診斷之正確性與今日

相比，有很大的差臣，但是如萬一不幸失敗，

死後之解剖對於明瞭死因以及今後之對策有

莫大的貢獻。 1914年法國 Tuffier 嘗試

以手指頭由主動脈外，以手壓打開放窄的主

動脈瓣膜但是效果當然不理想。在這個時代

對心瓣膜疾病之 aggressive approach 實

際排很莊無法突破之境界。經過數年研究後，

1923年 5 月 20 日 Boston 哈佛大學之 EI

liot Cutler 首次嘗試二尖瓣椒窄之手術，

病人是11歲女孩患嚴重的 mitral stenosis 。

Cutler 自左心室插入手術刀於左心室內切

開狹窄的瓣膜，病人手術後並沒有得到臨床

上的改善而相隔一段時間後死亡。可以推想

當時對於二尖瓣之解剖上之構造不十分、清楚，

故爾可能因切開而產生瓣膜之閉鎖不全。不

久. 1925年英國之 Henry Souttar 參考

Cutler 之方法而自左心房之心耳，把他的

手指頭插入左心房內而以指頭加壓於狹窄之

瓣膜，使瓣膜口裂開。他的手術終告成功而

一種美好的手術方法終於誨生，這個手術方

法即為到1960年代還在臨床上使用的閉鎖性

安連紋闊~可 closed mitral commissurotomy 

之首次成功的嘗試。

但是文獻上關於 Souttar 之成功的

記述卻不多，反而於1948年 6 月 10 日 Phi

ladelphia 的 Charles Bailey 利用

Souttar 的方法用手指頭拉開狹窄的二尖

10 

瓣成功而相隔 6 天之後. Boston 的Dwight

Harken 以同樣的方法成功於27歲 mitral

stenosis 男病人的手術'之後這種手術方法

才聞名於世。這種手術方法目前比較少用，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二尖瓣之狹窄往往由於厲

害的瓣膜的 fibrosis 以及相當硬的 adhe

slOn 而起，甚至往往有鈣化的現象;此外，

常有左心房內血塊形成之現象，這種手術方

法難有理想的手術結果，因而改為以開心手

術方法來處理。但在南洋一帶以及印度，還

有愛好這種手術為方法者，因他們的病人中

10幾歲的年輕病人相當的多，而這些年輕病

人的瓣膜本身之病變還不厲害，其引起狹窄

之粘連容易用手指頭剝開之故。但是這種手

術方法的確為了心瓣膜疾病之治療開創了新

紀元。

4 至於先天性心臟病之手術同樣也有一段

先λ奮聞之歷史。早在1907年 Boston 的

, Munro 就主張開放性導管 Patent Duc

tus Arteriosus ( P D A )之手術。但是

當時沒有人介紹病人給他手術。一直到30年

後 Boston 的 Strieder 對於 18歲女病

人因PDA而得心內膜炎嘗試PDA之結裂。

但病人於手術後四天不幸死亡。過一年 Bo

ston 的 Robert Gross 首次成功 PDA

之結紮。手術所引起的問題或併發症往往是

新發見之原因. 1944年 Stockholm 的

Clarence Crafoord 在 PDA之手術中

PDA破裂引起大出血，在無奈之下他夾住

了大動脈而控住了出血，卻發現大動脈血流

之遮斷在某些時間之內並不引起下肢芝麻痺

或腎臟功能之障礙。而導致他成功地切除大

動脈狹窄症 coarctation of aorta 。同樣

的動物實驗上，失敗的經驗卻有時可能成為

另一種病情之成功手術治療方法的原因。於

1938年 Alfred Blalock 曾經於動物實

驗中將 subclavian artery 吻合到肺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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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造成肺動脈高血壓之 model' 但經

過一段時間並沒有產生有意義的肺動脈高血

峰。到 1942年 Helen Taussig (有名的

小兒心臟病學者)問 Blalock .他是否可

以包辦法攸肺動脈狹窄而肺循環血量不夠的

病人以手術方法增加血流時， Blalock 想

起當年動物質驗失敗的 subclavian artery 

吻合到)Jf!i動脈的手術方法而於19是5年成功有

名的 Blalock - Taussig Shunt '對於

紫制性先天性心臟病而肺部循環量偏低的病

人之症狀故善有莫大的貢獻。

真正對後來之闊，心手術有突破性之貢獻

可以說來自 Philadelphia 的 John Gib

bon' @Il人工心肺機之發明。 1931年當 Gib

bon 眼看〕位 pulmonaryembolism 的病

人死亡，使他有開發人工心肺機之想法，並

著手這方面之研究，得助於他的夫人他將於

完成了人工心肺機與在動物上證明，它能完

全代營心臟與)Jf!i臟之功能。 1953年 Gibbon

終於在使用人工心肺機施行體外循環之下完

成了世界第一個成功的開心手術，心房中隔

缺品之縫補成為心臟外科之里程碑。於1953

年到 1954年間 Minnesota 的 C.Walton

Lillehei 會很勇敢的以正常人 volunteer

當做 pump oxygeneto r 與病人相連結施行

了一些開心手術。但這種方面當然有許多限

制，並沒有被接受。 1955年間 Mayo Clin

泌的 J.W.Kirklin 可以 說 把人工

心肺織使用於體外循環成為系統化而使將來

之開心手術上軌道之後各種不同的心臟手術

逐次捷告成功。

冠狀動脈疾病之手術很早就有人嘗試。

法國的 Francois - Franck Ã 了減輕挾

JL性萃的|起之他封市扭倡做 sympathectomy 。

於 1916年法國 Jonnesco 首次施行這種手

術摘除 cervical sympathetic chain ((5取

掉 first dorsal ganglia 。後來由 cardiac

的7

denervation 而獲得止痛之有椅也盛行一時。

真正以增加JL、肌血流九挾心症治療之方

法來自 Cleveland Clinic 的 Claude

Beck 他在偶然中發現切除心臟表面粘連可

引起所切除的粘連之流血 。經過多次動物實

驗於1935年發表，把心臟表面磨擦後以骨粉

散在表面以刺激粘連之形成，以增加心肌血

流之手術怯。後來改以 Caulk. Magnesium 

Silicate , Asbestos , Phe n 01 , Ivalon 
sponge 等來增加心包膜之刺激以引起粘連。

1954年義大革IJ Battessa ti.依據內乳動脈

internal mammary artery與 coronary

circula tion之間有吻合交通，如果把內乳動

脈結紮這些側技循環可增加血流到心肌，但

這種手t1可被 Sham control study否認其

效果(按合大醫院也曾經做過這種手術) , 

於1950加拿大 Vineberg 以內乳動脈移植

於心肌內，認為可與 myocardial sinusoid 

形成吻合而增加心肌血流，其曾經盛行一時，

但後來因懷疑這種方法所能增加之心肌血流

有限而被拘汰。加拿大的 Gordon Murray 

可能是直接手術冠狀動脈本身的外科醫師。

於195。在實驗動物，他直接切斷一段冠狀動

脈並重新以靜脈連結切除部分，但結果不好。

他終於1954在動物實驗左證明以服動脈直接

吻合於 anterior decending coronary arte

ry 後將此冠狀動脈結紮也不產生心肌硬塞。

他並推測這種方法可能在臨床上有加以應用

之方面 ，並預料須以血管撮影來決定冠狀動

脈阻'Æ之位置才能有效做如此手術方法。

Sauvage 於1963在動物上利用頸靜脈做主

動脈與冠狀動脈間之繞道手術。但臨床上首

次使用 saphenous vein 做証狀動脈繞道手

術者可能是 Memphis 的 Edward Garr

e t. 當他在 De Bakey 處工作時， 有一

天在進行一位病人手術以 saphenous

veln做繞道手術之後才能使病人脫離人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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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機，但此種手術變為普通化卻由淤 Rene

Favaloro ( Cleveland Clinic 以及

Dudley Johnson ( Milwaukee )等於1967

開始之工作 I市開始。

由於先人之努力開發 、播種，奠定γ基

礎，使心臟外科在各方面都能迅速發展，

今天心臟外科領風之突飛猛進，如復雜先天

性心臟病之手術，人工心瓣膜之開發，冠狀

~一~一一一 一 一 -宇平 ，一~一~一~一一~寸，一.. . .......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 .，..-.....-.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丸，一..........卒，一........一九一..........." ... 一 一九一 • • • • '. • .. • • • ~. ~ • .' • ~.一 ι............... .一 ......". .....".一... .. .一..... .一，'.'

....... .. . ......... .一九'，' ，'. '~'.'，' .:...，'.一......-.一.......... 一 :......一......戶..' 一九....
'，'一....一﹒"一"一..'一....... ........ -. .，....一..一﹒-一一..卒一..一"一' - '.'一
.. 一一 .. 
....一"...:.... 

"':':':-. ',:':-:', .. b大約品基金會】
、戶 4、三p

忙，

動脈疾病手術治療之繞道手術，人工心臟 ，

心臟移植，心肺移植等等皆都有賴於前一代

先進們所努力播種之結果並開花。著者在此

向諸先進致最大之敬佩而擱筆。本來也想談

談國內心臟外科之歷史及現況，但因篇幅有

限等以後有機會再談吧 !

(作者係民國45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外科

教授)

一~OO峙。

董監事會議記錄摘要

本會於八月十六日舉行第三屆第五次

董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者計有:楊恩

標蓋事長、徐千田 林國川、林國信、鄭

英貴、淇啟仁、沈友仁洪伯廷、韓良誠

等十位蓋事及彭明聰、黃伯超、黃明輝、

鄭金松等四位監事，並有三十週年畢業代

表呂鴻基及四十週年畢業代表陳雷堯、高

義勇、李治學總幹事等列席。

會中並通過下列各項決議:

1.選舉第四屆董監事，經票選結果董事長

一一楊恩標;常務董事一一黃伯超、林

國信、徐千田、李傳滄;董事一一林國

川、 郭宗波 、鄭英貴、鄭聰明、王南廷、

棋啟仁、韓良誠、洪伯廷、沈友仁、林

瑞l祥。常務監事一一邱仕榮。監事一一

彭明聰、黃明輝、鄭金松、許文政。

2，本會決定於年底返校日聯合三十、四十、

五十週年畢業校友，舉辦學術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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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並安啡校友及家眷之活動，詳

細方案另擇期商訂。

3 今後每年將編列預算，補助醫學院學生

課外活動費三十萬元正。

4，本會決議應支付董事及監事開會出席車

馬費，編入明年預算。

5，本會通過章程值改事宜。章程第四條第

一項更改「本會設董事十五人，組織董

事會。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及教務

分處主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院長及副院長兩位為當然董事。第一

屆董事由發起人互遷之，以後各屆董事

由上屆董事會推選。董事任期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J 另陸改第四條第三

項，更改為「本會設常務董事五人，自

董事互選之，並由董事自務董事中推選

董事長一人，綜理本會事務。 J

的民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暨

附設醫院整建計畫簡介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暨附設醫院目前正

積極地推行整建計畫，預計在民國七十八年

以台大醫學中心嶄新的風貌呈現在國人面前，

並繼續努力以完成國家醫院的使命，對於這

一件我國衛生醫療界劃時代的盛事，鹿下將

依整建計畫的蜂起、硬體及軟體、重點計畫

內容做一簡要介紹。

台大醫院自民國前十七年(西元一八九

五年)建立至今已有九十年的歷史，是台灣

地區光復前唯一的教學醫院。過去無論在醫

學教育、研究及醫療保健方面，都是居於領

導地位。近年來隨著科技猛進，醫療技術與

設備不斷地推陳出新，九十年前設計興蓋的

房舍，雖經陸續補{盔，仍然無法配合現代化

醫療的需求，以致使醫院原有的功能大受影

響，而社會大聚在「一床難求 j 的情況下，

對本院更時生責難，因此各界要求本院重新

整建的呼籲越來越殷切，最後蒙蔣總統經

國先生在民國六十八年第一O四次中常會議

中指示: í 擴建台大醫陸為一所足以代表國

家的最好醫院 J .本院~p擬訂整建原則及實

施計畫草案，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0)

報奉行政院核示“准予照辦整建工作於

是循序展開。

整建計畫工程內容概略可區分為三大部

份:

一、東址新建工程:將醫學院大部份老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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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拆除，興建體育館、機電中心、基礎

醫學大樓及一所一仟五佰床的新醫院，

醫院包括診療大樓、病房大樓、臨床研

究大樓及醫護值班大樓，全部東址新建

工程的總樓板面積約三十一萬平方公尺。

二、西址(區建工程:包括更新並擴大門診設

施，設立五00張非急性病床，腫瘤科

部、復健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和牙醫學

系等。

三、地下道工程:建造連通東西兩址的聯絡

地下道，並在西址建一連絡站。

上述整建計畫工程進度}.、奉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負責管制考核，並列為國家十四

項重大經濟建設之一，預定於民國七十八年

完工正式啟用，全部計畫經費核定為新台幣

九十一億七仟八佰萬元。

預計木院整建計畫完成後，將具有下列

四大效益:

一、擴大服務能量，提升醫療品質:整建後

現有病床數一仟床將擴增為二仟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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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人次由每天二仟人次擴增為四仟人次

，以漏足員來更多的醫療需求。此外，

並配合新建房舍及更新設備，調整組織

系統，加強行政管理，改善醫療事務作

業，使民來能得到更高水擎的醫療服務。

二 、加強醫事人才的培養:整建後，每年醫

學系學生將由現有的每班-00名士會為

一五0至一七五名，牙醫系學生自每班

三0名增為六0名，專科醫師養成由每

年三0名增為六0名，使本院能更積極

培養一流的醫療人才，回饋社會。

三、提高醫學研究水準:因醫學院和醫院一

起整建，使得基礎醫學與臨床診療因地

蟻之接近，連繫之方便及設備之共用，

而吏可以發揮切磋抵厲的效果，以提昇

醫學研究水準。

四、支持政府醫療建設及國際合作計畫:因

醫院硬體設施及軟體制度的更新改善，

使本院更能全力參與政府醫療建設工作

，並可長期支援中沙醫療合作等國際合

作計畫。

有關建造工程，除西址整修工程將配合

整體進度施工外，其餘新建工程共分八期施

工:

第一期一一機電中心:七十一年(一九八二)

九月啟用。未來水、電、空調及

醫療氣體等機電設備將配合整體

進度適時按裝，成為東址動力的

統一供應中心。

第二期一一體育館:七十一年(一九A二)

七月完工。

第三期一 基礎醫學大樓:七十四年(一九

八五)九月啟用，設置醫學院基

啦醫學各科系所辦公室、實驗室

、研究室及行政單位，有通道連

接醫院主體大樓。

第四期一一梭地收回與利用工程:巳於今年

二月十六日順利執行房屋拆除工

1 司

作;校地收回後先闢建施工道路

及球場，其他利用工程配合整體

進度適時進行。

第五期 醫院主體第一階段結構工程:七

十五年( 一九八六)五月完工。

本工程係醫院主體建築地下三層

(部份調整為四層停車場)及茂

基一層之地下室開挖與鋼筋混凝

土結構工程。開挖範圍長一七六

.二五公尺，寬一四一公尺，深

十五﹒七至十七﹒七公尺，其規

模為亞洲僅見。

第六期一 醫院主體第二階段工程:七十五

年(一九八六)六月動工，預訂

於七十八(一九八九)年六月完

工，本工程舍地上十五層之鋼筋

混凝土與鋼骨結構及地下四層至

增上十五層水、電、空調、醫療

氣體、裝{車等工程，總樓板面積

二四九、二六六平方公尺。 -K來

東址醫院地下一至四i官為賢材供

應中心、洗次昆、副房，、主主瞭1手

停車場等輔lthw{計，地上一至五

層為診斷治療大樓，其上四棟(

第六樓至第十五樓)大樓，分別

為病房大機兩棟，臨床研究大樓

及醫護值班大樓各一棟。

第七期一一東問址地下道及西址連絡站:預

訂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十一月

動工，預訂七十八年底(一九八

九)完工。

第八期一一道路景觀工程:配合建築進度適

時進行，巴委託台大園藝系完成

規劃與移樹。

此外，為配合地下道之興建，現有護理

館將予拆除，護理科將搬到現有之語言中心，

原有藥理館規劃為實驗動物中心，藥學系規

劃為學生活動中心，聯合教學館則規劃給公

7η 



共衛生研佐訓練中心，及新成立的醫工部和

雷射醫學研究中心。本院中正醫學館之興建

雖經原則同意，但因所需經費白無著落，有

待繼續爭取。該館預定做醫學院及醫院共用

之大禮堂，討論室及會議室，是整體設計之

一環。整建計畫不僅是硬體的更新，尤績考

慮軟體的調整，才能使未來醫學中心有效營

運。有鑑於此，七十三年(一九八四)九月

由醫學院院長召集成立「醫學中心整體營運

規劃小組 J '定期召開規劃會議，已初步擬

訂「台大醫學院暨附設醫院配合整建整體營

運規劃草案 J '對未來醫學中心的組織系統、

病房作業、門診作業、醫院環境管理、醫院

資訊管理、物料供應系統及人力計畫等做了

具體的規劃。對於醫學中心所需的作業人力，

也預先妥善分配，逐步招募或訓練，本院巳

奉准調整由每床一﹒三員提高至一﹒六七員，

以目前一千二百床計算可增加四百多有將自

七十四會計年度起分三年進用補足。整建完

成後，病床增加為二千床將可再增加一千三

百多名，除了醫師、護理、醫技人員需求量

較大之外，新核准設置的科技研究人員也是

積極延攬的對象，這些高級研究人員將配置

在臨床醫學研究部，獨立或協同醫師從事研

究工作，以提高本院的研究水準，為配合全

面電腦化管理的需求，資訊人員的需求也是

相當迫切。此外，新成立的醫工部，以及即

將設立的腫瘤科部也都需要許多有關的專業

人才。

整建期間對本院而言是一個蛻變時期，

無論是除舊或佈新，都或多或少會遭到挫折

與困難，但為了不負國人的重望，整建工作

人員在醫學院及醫院院長的領導下，無不兢

兢業業，盡心盡力地推動各項工作，院內同

仁也都能體念整建對台大醫院的重要性及意

義而積極配合，一起投入整建工作的行列，

同時海外的校友也不時對整建工作寄予關懷，

貢獻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麼多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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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之下，相信本院整建計畫可以圓漏達成，

為我國衛生醫療界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此

外，配合整建本院將會需要許多不同的專業

人才，期望校友們踴躍投入，大家共同來為

母校爭光榮，為國家盡責任。

$$司合勃發

A會務簡訊

全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第七屆年會於

1987年 6 月 26 、 27 、 28 日於美國新澤西州

普林斯登 Hyatt Regency Hote! 舉

行。參加校友及家眷共計四百名以上，大

會會長為林華山校友。除學術演講由李明

亮教授主持外，還有各類休閒比賽並安

排參觀普林斯登大學。 27日晚宴節目豐富，

每年一度的校友會，年年更上層樓。本會

揚，\~M票董事長、許書劍教授J、呂鴻基院長、

黃明和校友及李治學總幹事皆專程與會。

明年六月底將於加拿大多倫多市舉行校友

會。

A歡迎海外校友返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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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願

意返國服務的專家與沈友仁副院長或醫務

秘書會淵如教授連絡。來函請運寄: r 台

北市10016常德街一號 台大醫院院長室 J

A腎臟醫學會演講消息

財團法人陳萬裕教授學術基金會訂於

民國76年11月 25 日邀請日本 Honda Ni

shio 教授來台參加第七屆亞洲腎臟醫學

會，並發表特別演講，演講題目為 Non-

oliguric Acute Renal Failure 

屆時歡迎踴躍前往來來大飯店金龍廳、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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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75.12.1~76.7.31財務報告
一 、支出部分

科 自 金 額 備 註

經費支出 1 , 143 ,891. 00 
(1) 人事費 211.978.00 

員工薪津 159 ,567.00 76年 1 - 7 月 薪津 、 幹事離職金

2 勞保 3.520.00 

3 特別費 48 ,89 1. 00 春節慰問金及致各單位禮品 。

(2) 辦公費 103.830 .00 

文具費 4.389.00 文具用品 、 司

2 旅運費 212.00 洽公

3 會議費 1 , 200.00 便當

4 誤餐費 3.100 .00 

5 (直繕費 5 , 373.00 機器設備檢峰

6 清潔費 34 ,410 .00 洗水塔、蓄水池及大縷清潔
' 

7 交際費 20 , 342 .00 花籃、果籃、挽聯

8 劃撥手續費 173.00 
、

9 特別費 3.780.00 紀念屏

10 什支 30 ,85 1. 00 電梯保養 、紙杯

(3) 購置費 1.500.00 

器具 0 .00 
圖書 1. 500.00 人事法規( 3 本)

(4) 事業費 381. 100.00 

郵電費 33.105.00 國內外校友通訊

印刷費 28 , 128 .00 各式表格 、文件、節目單打印

作業支出 116.708.00 辦理返校日、實習醫師之夜活動|

補助費 203.169.00 杏林、全美梭友會長、醫學杯球

賽 、楊恩標教授

(5) 醫訊製作費 413.821.00 
稿 酬 64.000.00 75年 12月 -76年 7 月

2 製作費 259.896.0。 二卷六期~凹卷一期

3 郵電費 23.118 .00 郵寄國內外校友

4 文具印刷費 41. 292.00 醫訊打字、徘版及名條標纖紙

5 會議費 11.678.00 便當

6 什支 13 .837.00 忘年會、運送費及軟片

(6) 哈利斯專款支出 31. 652 .00 Dr. Sunshine 來台有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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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入部分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一 經費收入 4.942 .896.57 

(1) 捐款 1 , 494 ,400.00 
會務捐款 494 , 400.00 
哈利斯專款 1 ,000 , 000 .00 

其他捐款 0.00 

(2) 利息收入 33.761 .00 75年下半年及76年上半年

(3) 累積結餘 3 , 414 ,735.57 

三、銀行存款 四、哈利斯客座教授專款支出部份

項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活存(哈利斯) 364.939.00 交通費 136.00 購儲菩券

活存(會務) 293 , 666.57 會議費 2 , 756.00 便餐

劃撥儲金 132 , 225 .00 特別費 3.260 .00 紀念銅牌 、 刻印

華銀甲存 7 , 675.00 補助費 25 , 000.00 補助 Dr. Sunshine 
華銀活存(哈) 500. 00 其 他 500.00 轉利息用

華鎮定存(哈) 1. 000 . 000 . 00 

央行儲蓄券(哈) 2 , 000 , 000 . 00 I 
合計 31 ， 652.00

三oλ 計 3 ,799 ,005.57 I 

哈利斯客座教授專款

徵信錄 05年 9 月至76年 7 月 31 日)

上年度累積結餘 國泰醫院 500 ,000.00 

楊思標 200.000.00 
(75. 1. 1 至75. 1 1. 30止) 胸腔病學會 500 , 000.00 

項 目 金 額 心臟病學會 800.000.00 

活存(哈) 2 , 393 ,861. 00 彰化基督教醫院 50 ,000.00 
活存(會務) 251 ,418.57 亞東醫院 50.000 .00 
合庫定存 500 ,000.00 馬偕醫院 50 .000.00 
華銀甲存 7.675.00 中山醫院 50.000.00 
劃撥儲金 261. 781. 00 

三o忌、 計 3 ,414 ,435.57 
阮綜合醫院 50 ,000.00 

中和醫院(高醫附設) 50 .000.00 

敏盛醫院 50.000.00 

省立桃園醫院 50.000.00 

榮民總醫院 1 ,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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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城播種者素描

彭明耳電 教授

彭前院長將於明年一月退休，對於將來並無

特別計劃'只有一些研究和研究生之指導還

未結束。近來身體健康，雖然血壓有點高而

需每日服藥，但心情愉快，尤其家居生活含

館弄孫時倒也其樂融融。

彭教授去年會參加休士頓舉行的合大醫

學院校友年會，會後並轉往丹佛和聖地牙哥

參觀 Howard 和 Gage 教，授的實驗，現

正從事胎鼠腦組織移植至成鼠的嘗試，觀察

成鼠性慾、性能力及運動機能的變化。令人

~-戶F

方懷特教授

費泛采教授

7只

黑板擦得比你抄寫還快的黃教授仍活躍

於生理科教室。黃教授會於去年七、八月間

赴溫哥華參加國際生理學會，對那邊漂亮的

風景和校園設施印象深刻，希望本院也有設

備完善的游泳池供大家運動，向樣地，黃教

授也贊成運動和健康的生理關係。

興奮的結果將於今年十月中美神經科學研究

年會報告。彭教授提到研究工作時，顯得活

力充沛、神采飛揚，真令人欣羨，.相信退休

之後仍將為基礎醫學的進步繼續事獻。

研究航空醫學的生理科方教授真是退而

不休，方教授年輕時會參加全國籃賽，練就一

一付健肚的身體，由於對運動的執著，現仍

維持每天散步的習慣。雖然退休了，仍勤於

研究，偶而也外出講學，絲毫無龍鐘老態。

方教授一向是笑口常開的，他認為人生

的快樂在於擁有健康的身體和傲自己喜歡的

事，過去拋棄環墳的誘惑選擇基礎醫學也正

是為了浦足自己的興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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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謗、 教授

月。

李教授雖已於去年退休，但今年仍是十

分的忙碌，這個夏季gp馬不停蹄的參加了三

次國際會議。分別是六月初在南美 Guaira

Venezviela 有關 Neurochemistry 之

會議發表“ Acetylcholinesterase Isoen

zyme" 之論文;六月底在新加坡有關 Toxi-

歐陽先和教授

歐陽教授亦是剛從澳洲歸來，回來後gp

理首於研究的工作。這幾十年來歐陽教授一

j正在研究蛇毒對血彼之凝固及血小板之凝集

其特性、作用及機轉，這是一件復雜而艱巨

之工作，歐陽教授乃是利用蛇毒其獨特而專

一之1'f肘總轉來了解血被駁回之種種問題、

希望能發現 Anti coagulation 或 Anti

platelet adhesion ~物質以預防 Thro-

mbosis 凝固威爾人類性命之疾病。

歐陽教授將於明年的五月份退休，醫學

院中口I敏的老師又少了一位。但是醉心於研. 
究的歐陽教授必然是繼細其工作，致力於研

究和教學，這正是母校之所以能保持光榮的

傳統，優異的成就立最大原因。

的之會議，及在最近 (八月底)崗iJ結束之

國際藥理學聯合會第十屆大會，此會議在風

光明媚之雪梨舉行 ， 李教授主持了其中一項

Symposia 一1" Toxins and Venoms J 對

Toxins 和Venoms 作用在N - M junction 

之影響。

李教授之退休可說得上榮譽備至，除了

自藥理研究所印製之紀念錄外， 1987年八月

份之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Fha

rmacology 也推出了一個專欄以介紹並推崇

李教授這幾十年來卓越的成就及貢獻。李教

授計劃於這兩、三年內繼續未完成的研究，

其學者之風範'實乃校友，學生們之楷模。

簫 71<-主良教授

蕭教授平常除致力於研究之外，教學土

也是一位極用心於教學的師長，深得學生們

之愛戴。蕭教授最近研究某些金屬離子對神

經、肌肉細胞之胞膜上的特殊作用以及某些每

Toxin 與之 interaction 之抑制作用，希望

能進一步瞭解重金屬及毒素本身對神經傳導

及肌肉收縮的作用機轉，更在空氣污染、工

業污染日益嚴重的今天 ，找到對某類重金屬

有特殊作用之措抗物。

蕭教授出任藥理學科乏主任已是第三年

了，平時十分之忙碌 ，相信在蕭教授之領導

下，藥理學科必能有更輝煌之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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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本國土皇 教授

77 

牛本才二:昆I 教授

生化學科的林教授原是桌球高手，在兼

訓導分處主任後則勤練網球，健康的身體使

他笑口常開 u

林教授的PHD研究和 cancer resear

ch 有關，回國後@p致力於癌症病因之探討，

這些年來對化學致癌物有深入的研究，近來

亦加入國內拒煙運動的推廣，活動地有聲有

色;此外更深入探討致癌機轉，最近林教授

林在鬼三之 教授

解剖學科教授組織學的林教授真是勤學

不倦，近來又參加中研院有關 Microcir

culation 的課程，每週要跑兩趟南港。林

教授認為做研究要有恆心和耐心，吃苦更是

理所當然的，尤其在台灣的研究環境，想、腳

踏實地的做出成果來。

林教授希望多和學生接觸聯絡感情，雖

然也將退休，但仍語重心長的關心核友們的

現況，歡迎大家常聯繫。

創辦健康世界的林教授一向關心健康教

育的問題，他本人雖謙稱已屆退休之齡，但

硬朗的身體和研究的興趣仍使林教授繼續活

躍於學術舞台上。經年研究有成的、士震素M

( Territrem '萃取自 aspergillus terrus 

)即將於今年台灣省醫學會年會中發表專題

演講，並將於明年在日本舉行的國際學會中

報告。

林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醫學生對基礎醫學

投注興趣，面臨種種自然現象之神奇時，願

意接觸以發掘問題並矢志揉索以求其解決，

他希望每位學生都有好的興趣歸宿和成就。

發展出一種測定酷類分子的物質，已申請專

利中，並已發表於美國分析化學期刊中，請

大家多多參考。

.'2 1 



:番以叉子 教授

微生物學科的播教授最近、家，有喜事，

原來最近潘教授成立織新家，一一中華民國遺

傳醫學會，並網羅了能幹的園丁如高明見、

王作仁、周松男和謝豐舟教授共襄盛舉。潘

拔高貴E 教授

吳新其教授

。η

近來健康狀況不太好，前一個月脊椎骨

受了傷，常會酸痛，正在復健治療。現在就

幫忙年輕人做些有闊的研究。希望在外的校

友有空能時常與系友會聯絡，能常回國。有

成就的校友也能常回來指導學生研究、演講。

希望能在台大醫學中心下成立公共衛生

學院，將公共衛生研究所擴大，學院除了培

養學士、碩士、博士以外，亦把美國的公共

衛生學院型態應用過來，除了是以上的學術

教授津津樂道地談其新家，他認為「現代醫

學使許多遺傳疾病兔於掏汰，但蓄積於人類

的「壞基因」貝u相形增多，所以現代醫學應

該是反淘汰的，而遺傳醫學會的宗旨乃在促

進國內遺傳學的正常發展和應用，以增進國

民的健康 J 。

播教授島E完成一篇論文 I computerized 

numerical assignmnt for th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the 124 human bladder car

cinoma oncogene J 將DNA序列以數字取

代，便於遺傳資訊的存取比對相當有用，請

大家拭目以待。

解剖學科張教授將有新動態。原來張教

授將於八月底退休，並將應最近成立的長庚

醫學院之邀，繼續講授胚胎和組織學。臨別

之際，張教授語重心長地指出:耐心和愛心

是做人及做醫生必備的條件，不但能幫助別

人也能支持自己渡過難關。張教授後繼有人，

其公子張志成醫師已是母院皮膚科恥，有

子克紹眾所樂見，無怪乎張教授每天清晨散

步，練朝陽之氣，身體自然愈見硬朗了。

研究之外，亦trtJ衛生署合辨，產生一個專業

上的訓練場所。希望以後能在台灣成立一個

公共衛生學院，這要靠大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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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東明教授

快要退休了，現在待在醫學院裡做些自

己感到興趣的事:唸一唸書﹒做一些研究，

目前主要是做肝癌的問題。我希望你們對於

事情要考慮怎麼來的，不要只有 memory'

而不知道它的意思。要考慮在你的立場你是

這麼看，在別人的立場他的想法也許不一樣，

所以事情不能一方面看。好像現在的政治，

民進黨有他的看法，國民黨有他的看法，那

主義萬多β了教授

P東振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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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楓城大提琴聖手陳振陽教授予j鼻H因癌和

肝1岳之病毒研究也有一手，包括EBV抗體

和 DNase 之測定和 B 型肝炎 DNA 聚合

晦之研究等;最近陳教授和揚照雄教授為細

菌學科成立遺傳工程研究室而忙碌，陳教授

對楓城絃歌難以忘惰，希望儘早恢復停辦已

兩年的楓城音樂會。

一個對那一個不對這個很難講。問題是這樣，

不要說什麼人怎麼說就怎麼樣，這樣學問不

會有進步。像我以前唸的 Biology 只有

ten pages ( ? ) ，現在的 Biology 比所

有的( ? )Microbiology 還厚，這是由於

有很多人懷疑 lecture 學的東西大部份都

不大對，都不太相信。有這個懷疑，才有新

的發現。一般性的東西，可能有百分之七、

八十不對，而 text book 的東西，可能有

30%是不對的，要這樣想才會有進步。我感

覺現代的年輕人不太用腦筋，都只用 memo

ry 。事實上有很多的東西都要靠腦筋。我覺

得台大學生說優秀也是優秀，說不優秀也不

太優秀，差別就在這裡。

當筆者走進老師的研究時，老師正聚精

會神的在從事動物實驗，對於這次的訪問遲

遲不肯接受，認為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再以

眼校友們、學生們講的，日常的生活以及研

究就是生活的全煎雙 但是他覺得做研究泊是

積少成妥，每一個能傲的只是一點點，不一

定能做出什麼來做得好或壞要靠運氣?但

是累積起來卻是進步的動力。

jj之三吝

當筆者完成了這次訪問後深深的為師長

們治學之精神所感動。這是一個追求物質文

明的時代，而教授們默默的耕耘，窮數十年

之力追求對人類知識及健康之貢獻，這一種

工作態度實非常人所能及者，在此向他們致

上最深之敬意。

這一陣子有好幾位教授都面臨了退休之

年紀，他們都希望大家能對華酷醫學產生興

趣，進而參與其中，將母校的光榮傳續下去。

讓我們共同來祝福他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最後筆者得感謝主其事主謝豐舟醫師及

張道遠醫師，是他們給了我一次難得的機會，

能再一次享受到來自師長們立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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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醫院副院長話乏法:~~~~m~m~m~~:綴~~~~~~這

P東給日名教授

陳給昭教授、台灣省台中縣人，現年48

歲。民國54年母院醫科畢業後~p服務於母院

外科。民國61年獲日本政府獎學金，赴日本

國立東北大學研位小兒外科學並從事有關靜

脈營養學之研究， 62年底獲博士學位，的年

返國擔任母院外科講師， 68年升副教授，民

國70年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外科擔任客座研

究副教授-年，回國後72年升教授， 76年受

聘為母院附設醫院副院長。其專長為小見外

科及臨床營養與代謝，會先後參與主持張忠

仁 、張忠義 、李姓姐眛， 廖姓連體嬰等三對

連體嬰之分割手術，均獲得成功。其有關靜

脈營養方面之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於國內外

知名雜誌，深受學術界之重視。陳氏會於民

國60年參與新聞行政人員高等考試及格，民

國68年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69年獲行政

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76年獲行政院三等功績

吋妥f 二毛之五三

莎士主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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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昭自今年八月一日起奉命兼任附設醫

院副院長，值此母院正大事整建，無論硬體、

軟體均面臨重大變革的非常時期，受命出任

斯職，倍感責任重大，þ，-後在長官、先輩及

同仁們的指導、協助下，必將竭盡所能、奉

獻服務。

本院一向只設置兩位副院長，分別靈助

院長管理有關醫務及行政工作，維昭此次奉

派擔任醫事工作，因為與其他醫院區分為醫

務、教育、行政的慣常分法不盡相同，因此

不少同仁對其工作性質均感不解。當然，醫

院中的業務不管是醫務、醫事、行政也好，

或是醫務、教育、行政也好，本來就是互為

一體，難以分割，如果一定要細加區分的話，

我個人以為以醫師為主體的醫療業務，諸如

內、外、小兒、婦產.....等科的醫療、服務、

教育研究作業可說是醫務工作的主體。但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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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的作業，除了醫師之外，還需要許多其

他專業人員的配合才能圓漏達成任務，這其

中舉凡藥劑、護理、檢驗、營養，乃至病歷，

住出院等業務均可祖為醫事工作的領域，至

於行政工作的範疇貝u甚為清楚，人事、會計、

總務等皆屬之。台大醫院因其優良的歷史傳

統，有關醫事方面的各項業務均已經有著良

好的制度，然而，由於時代的進步，環填的

變遷，社會對我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任何

業務都需要不斷地檢討並不斷地尋求改進。

譬如說台大醫院對病歷的管理與要求，堪稱

完善與嚴格，但絕非沒有改善的餘地，首先

可能需要加強的是出院病歷摘要的寫作，在

不久的將來，轉診制度一且實施，在這時，

這一紙出院病歷摘要將隨著病人的出院而回

到各轉診醫院，它除了必讀能夠充分傳達病

人在本院治療過程中的一切訊息之外，同時

也將是代表著台大醫院醫療素質的一張臉譜，

要能經得起地方醫師的品評與考驗。另一方

面，住院難一直是許多病患對本院望而卻步

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住院如此困難的情形下，

我們也可以發現我們的佔床率並不見得就高

於其他大醫院，因此如何設法使有限的床獲

得更充分、更有效的利用，或許仍有探討的

餘地﹒....類似問題雖然千頭萬緒不勝杖舉，

但確信在長官的領導、及同仁的努力之下，

必能克服萬難，不斷的來提高本院的醫療品

質。

本人由於是學命於短期內出國研修，充實

必要的知識，上述有關業務暫時尚未交付與

我。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協助院長了解有關整

建的軟體、硬體工作，由於整建工作乃是現

階段台大醫院所肩負的一項最艱巨的工作，

其成敗更攸關母院未來的發展，面對此項任

務，只有戰戰兢兢，克盡職守，協助院長來

圓浦達成這項上級所託付的重大任務，並期

能不負校友及同仁們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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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醫院骨科主任滋滋滋滋滋

對全校教授

民國四十六年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歷

任台大醫院外科住院醫師，骨外科總住院醫

師，骨外科主治醫師等職務。並擔任台大醫

學院外科教授至今。民國五十六年獲武田科

學獎學金留學日本東京大學及廣島大學骨科

攻讀手外科一年。回國後在台大醫院新設手

外科特別門拉至今。民國六十一年獲日本東

京大學(帝大)醫學部醫學博士。民國六十

一年獲美國 NIHFellowship 留學美國南

加州大學醫學部外科，專攻筋腫基髓及臨床

研究工作二年。

台大醫院骨科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一日

奉教育部准正式獨立作業，成為台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醫學史上的創舉。雖初設伊始、

萬端待舉，幸好科內早有週詳計劃，各都門

專科人才向:全，只要同仁在原有臨床工作基

體上，密切合作，團結一致，再加強配合基

髓方面之研究。技立骨銘關節疾病之研究實

驗室，以統籌生物學，生化學，生物力學的

基本研究，盼將來能夠在骨科學術上締造台

灣領導地位。同時培養師資為百年樹人，造

就高素質的骨科專業人才，協助國內專科醫

師之訓練，造l福社會廣大群來。向請院方各

級長官，協助，多賜請教，毋任感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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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 試 l凱克優生保健部主任答;m~~，

李重訪史教授

民國43年本校醫科畢業後進入婦產科。

從固定實習醫師至總住院醫(民國的-49年)

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經兼任、專任主治醫師，

兼任講師後，於民國53年升醫學院講師， 58 

年任副教授， 66年升教授， 70年兼婦產科主

任。於今年七月底任期屆漏卸任。從畢業迄

今33年一直在母校服務 υ 其間於民國54年赴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專優生殖內分泌學與

不孕症並於民國56年榮獲美國婦產科學院

(ACOG) 優秀論文獎。民國62年提出「

母兒間血液型凝集素移行之研究 J 獲得日本

順天堂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民國63年再赴美

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進行生殖醫學，同年由

國際原子能總署推薦赴意大利國家科學研究

院接受校醫訓練。 65年應、德國吐實棍大學邀

請任客座教授。 67年至美國哈佛大.學短期進

修婦產科內分泌學。民國66年在魏炳炎主任

教授指導鼓勵下創設國內第一所內分泌荷爾

蒙研究實驗室並開設婦產科內分泌持別門診。

國內外學術方向參與有:曾任中華民國

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總幹事、中華民國內分

泌學會常務理事。現任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理事長，醫用雷射學會常務理事，醫用超

音技學會理事，台灣醫學會理事，亞洲大洋

洲婦產科聯盟( AOFOG )理事業本國代
表，世界任振毒血症學會會刊編輯委員。社

會服務方向:曾任中華民國醫療諮詢服務協

會理事長，現任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理事，

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衛生署生殖科技管

理委員會，優生保健諂詢委員會等委員。提

供專職協助政府推行醫藥衛生政策服務民束。

今年八月一日奉命任新設立優生保健部主任。

2G 

本院於73年 1 月接受行政院衛生署之託，

臨時設立「優生保健諮詢中心 J 由婦產科李

鐘堯教授兼任主任一職，為本院未曾有之跨

科業務槍驗、醫療單位。因本院組織規程內

沒有名份，一直在「妾身不明 J 的情況下默

默地執行國內優生保健業務。幸有衛生署三

年多來的精神上、財務上的強力支持，並獲

得病理、實診、小兒、婦產和公衛各科主任

之鼎力協助，更有陳瑞三、莊壽潤、王作仁、

陳森輝、說豐舟、柯滄銘、林瑞雄、林秀娟

等醫師及十多位檢驗工作同仁之實際參與，

從事臨床遺傳諸詢，產前遺傳當斷，優生健

康禎查;新生見先天代謝異常篩撿，罹患病

人診療工作之外，舉辦國內有關優生保健工

作人員之教育訓練，著手調查分析國人重要

遺傳疾病，並研究發展我國今後優生保健工

作之推行。三年多來落實工作，成效非凡。

教育部鑑於此會奉行政院研考會指示於75年

建議本中心應改為常設單位，納入編制，本

院遂於76年 4 月奉准自 8 月起正式成立為優

生保健部，而終於獲得「準正 J 正式入戶口，

成為醫院的一份子。

本部從「無 J 到「有 J 過去三年多來雖

然沒有名份，在有關同仁的犧牲、奉獻(全

部醫師均為黛職的)合作團結的精神下，得

有相當輝煌成果，同時也獲得二千多萬元的

儀器設備，並每年結餘有東佰多萬元;值得

欣慰。相信在這良好基礎之下本部今後工作

在有關同仁的努力下會更壯大，更能發輝諮

詢、當斷、治療功能，不但對本院病患亦對

整個社會及個人減少遺傳疾患的負扭，進而

達成優生保健的目的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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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主任 ~~m~~~，紋絲絲;滋滋|
| 涂汶銘教授 | 

台灣省宜蘭縣人，生於民國24年。會任

本院住院醫師 3 年，民國53年升任總住院醫

師時，即奉派利比亞擔任耳鼻喉科醫師為國

效勞 o 因在利國表現優異，被要求延長合約

兩次，前後共 4 年。在利國期間利用每年休

假，會前往英、德法參加短期訓練班。民

國57年 9 月回國就任本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迄今。民國61年前往美國愛吾華大學耳鼻喉

及頭頸外科，進催頭頸部外科及頭面外傷 心

現任本院耳鼻喉科教授業主任。

台大醫院耳鼻喉科在1945至 1970年. 25 

年間支配了台灣全省的耳鼻喉科，因為絕大

多數的耳鼻喉科醫師出身於本醫局。(貝近15

年來，軍方系統，新興醫學院以及大型綜合

醫院人才輩出且陸續地大量製造耳鼻喉科方

面的開業醫師，使局面改觀。過去的台大耳

鼻喉科尤其是杜詩綿教授的時代，憑藉獨棋

市場人力的雄厚本錢，加上科內的和諧聞結，

以及科內年輕一代之自強不息，在沒有強而

有力的競爭對手下，在全台灣顯得一枝獨秀，

樣樣第一。近年來，由於時代之變遷以及各

方面的進步，持有各次專科( Subspeciality 

)想模樣要第一的心態是不實際也不可能的，

因為那是種孤立以及偏蹋的態度，對台大耳

鼻喉科是種傷害。基於人力及物力，我們只

能希望在某些次專科佔領先地位，並希望由

這些領先之次專科帶動其他所有的次專科

過去以對醫局的仁義信念 ，來維繫和諧的方

月只

法，因外界的壓力，年輕一代想法的不同以

及價值觀念的改變，如今可能行不通，只好

以鼓勵參與、引起共識、民主表決以及建立

制度，來帶動醫局。過去的論文，常以描述

醫學為主的時代，已經無法存在。尤其是大

學醫院更被要求高層次的學術論文發表，的

論文要有深度，要本土化，要有基礎醫學方

面的支持等，像看多少病人，開多少刀，治

好多少人...等之論文，將不被肯定。因此會

看病會做好手街的醫師乃科內所有醫師必要

的條件;會教書的是留在科內當主治醫師者

應其備的，而會做研究的才是明天的教員。

雖然時代在演變，我們仍然擁有最忠實

最有影響力的醫局前輩，以及全省最多以及

最好的年輕耳鼻喉科醫師，只要我們努力不

懈持之以恆，相信前途是非常樂觀及光明的。

於此就任之初，我把對自己要求的幾件事寫

下來，和大家共勉。

1.全心投入工作，揖除「懶」的藉口，

強迫自己唸書及自動主動主持討論會。

2.把耳鼻喉科學或其他醫學變成日常的

話題，有什麼新觀念、治療法，實驗結果，

都可以成為話題 。 看到好的報告，論文和大

家共享 。

3. 要求自己每年至少出版一篇第一著者

非描述性醫學之論文。每年更新所教之講義。

4. 勇敢地提出對別人嚴謹的批評，同時

虛心地評量別人對自己的批評。

27 



守門

醫學院雷射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高明兒教授

現職一 台大醫學院外科教授(腦神經外科)

兼雷射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經歷一一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學會理事長、美

國雷射醫學會雜誌編輯委員、國際

雷射醫學會理事長

雷射是本世紀後半葉，人類科技最主要

成就之一。人類征服疾病以及維護與增進健

康的方法 ， 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日新月異。近

年來，雷射在國內臨床醫學各領域之應用方

興未艾，然而有關雷射之生物醫學研究，至

為缺乏。同時，仍有極多數的醫師、醫護人

員以及醫學生，不明瞭什麼是雷射 ，也不知

雷射如何應用於診治疾病。有鑑於此 ，乃配

合國家當前發展光電科技之政策，申請籌設

雷射醫學研究中心 。由於國科會與教育部之

鼎力支持，於今年四月獲行政院核准專案設

立，由教育部提供基本固定設備及人員編制，

而由國科會支援研究經費，以為整告各有關

科系人材，綜合各種雷射裝置，負責實際推

展與進行雷射光之生物醫學研究，並為醫學

生、醫護人員施行雷射醫學教學 、 實習與訓

練之場所，以及各種雷射裝置之設計、試用

與評估，並為長期擔當輔導與推廣我國雷射

醫學之教學、研究與發展之機構。

近年來，因雷射機種的不斷增加與改良 ，

其在醫學領域之應用，也更加普遍與廣泛。

雷射已不只是一種手術用的利器 ， 還可應用

於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目前雷射在醫學領域

之應用有下列幾項:一、外科手術用之各種

雷射光刀 。二 、低功率雷射之組織熔合或血

管吻合作用。 三 、光照射效應，應用於惡性

病變之診斷與治療。四、雷射生物調節作用，

如i應用於但進組織癒合 ， 解除功能性疾病等。

五 、 當射配合內視鏡療法。六、極短脈衝技

在眼科之應用。七、雷射碎石作用。八、雷

射在實驗診斷之應用 ， 如血球之計數與分頭，

血清蛋白之分析，雷射都←勒血流測量等。

九、 雷射血管成型術。十 、 準分子雷射在眼

科及血管成型術之應用。十一、雷射配合C

T 、超音波或MR 1 之導引，施行經皮手術

之應用。

從本學年度開始 ， 徵得院方同意，正式

編列雷射醫學課程，由本校理工及醫學院有

關教員，擔任講師，提哄醫護學生三年級及

醫學生六年級，分別選信基礎雷射醫學與臨

床雷射醫學。使這些將成為醫學界棟樑之劫

苗，能早日具有正確的基本雷射醫學概念與

智識，才能使雷射醫學繼續發揚光大，捏升

雷射之醫療應用品質，增進國人健康。

另一方面，根據行政院核復國科會之函

文，明請國科會支援各項研究計量詞。經與該

會生物科學發展處拾商 ，獲允極力支援有關

雷射光對生物醫學之研究。今後希望對此方

面有興趣之有關科系人材，能積極配合本中

心，踴躍提出研究計劃。尤其我國將於一九

八九年主辦第八屆國際雷射醫學會總會，亟

需及早整合有關領騙人才 ， 積極推動與進行

此一方面之研究，俾能有具體而高水準且質

量並重立研究成果。

本中心乃配合國家當前發展光電科技政

策之重點發展方向之一而成立之新單位 ， 不

但與臨床各科有密切關係'更需要基礎醫學

與理工各有關科系之協助，今後企盼各有關

科系之鼎力支援與配合，共同來推動與發展

光生物醫學之研究 ，以改進醫療品質，捏升

我國醫學水準以及國際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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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主任 ~~;~~mmm~m豆豆豆豆，~~~~~~~~~~~~~~~~~~~~~~~
謝長史教授

民國54年台大醫科畢業， 55年入台大婦

產科任住院醫師， 62年升講師; 66年升副教

授， 67年赴美國華盛頓大學進位流行病學，

獲碩士學位， 69年入俄亥俄州東北大學醫院

任總住院醫師，并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癌症中心進艦， 73年赴沙國醫療國服務 3

個月， 75年 8 月升教授。

婦產科是臨床醫學的一大科，過去經應

屆主任及全體同仁不斷的努力耕耘，無論是

在教學，研究或服務各方面都已打下紮實的

基髓。近年來，由於全盤科技快速的進步，

婦產科學的領域也跟著變得比以前更為遼潤

而復雜，特別是近幾年來的生殖科技的進展，

更可說是突飛猛進。處於這樣急速變化的時

代，本科以有限的人員編制及短拙的經費預

算來應付這樣巨大的跳戰，確有力不從心之

苦，好在過去科內同仁個個站在自己的工作

崗位上，款款不倦，奮發向上，這實在是我

們最寶貴的資源。我相信 ，以我們的智慧，

只要合作無間，為共同的理想而努力，應該

沒有什麼問題可以難倒我們的。

因新就任主任職務，景福醫訊編輯向我

邀稿，要我談一談對未來的抱負，我覺得台

RS 

公共衛生學系、科、所主任話:

牛本王手告站在教授

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科、所新任主任:

林瑞雄教授係民國54年台大醫學系第18屆畢

業生。服役後即進入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

究所位讀碩士學位，於57年畢業後獲得教育

部公費留學生質學金，前往西德海種堡大學

遺傳學研究所進峰，於59年獲得醫學博士後

即返回母校就任客座副教授。兩年後並由醫

學院以CMB獎學金資助，前往美國絢翰霍

浦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位流行病學兩年。

於63年回國任教一年後，再前往位讀未完成

之學位，於民國66年獲得公共衛生博士學位

後，即先後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及馬里蘭

大學，其後轉任於美國馬里蘭州政府衛生部

環保署流行病學專竅顧問。去年應前醫學院

楊院長徵召，回國擔任公共衛生研究所及臨

床醫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幫忙教學研究工作

迄今，並於d半年八月接任公共衛生研究所及

學科、學系主任。

大具有悠久的歷史與傳統，為培育台灣未來

的醫學人才，台大將會綿延不絕，對這樣的

一個機梅而言 ，個人數年的任期，實在短暫

無比，一縱即逝;所以為了科的長久發展，

其政策方針宜由全科資深教授共同來商定，

以避免搖擺不定，對全院以至於全校而言，

亦復如此。個人認為建立合理的制度終究比

任何個人卓越的領導來的恆久，簡言之:法

治優於人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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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主任該~~~~~~~~~~，滾滾滾滾:~~~m~:綴|
玉，夏王白教授

很意外地，在陳瑞龍教授堅辭系主任的

情形下接下了藥學系的系務。藥學系自孫雲

煮教授創系始，歷經王光昭、陳春雄及陳瑞

龍諸位主任的苦心經營，三十一年來不論在

學術領風裡，工業界以及商場上均造就了許

多人才。個人才疏學淺，頃接系務，惶恐之

情不言可喻。

我是藥學系第十七屆系友. 1973年畢業

後任職母系助教兩年，並受業於王光昭教授。

承老師之推介於1975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

Ann Arbor ，Michigan) 專攻藥物化學。

1976年拿到碩士學位後過條街就進λ了 Pa

rke Davis 藥廠研究部門。工作兩年，深

深感到訓練不足，於是在先生拱永泰君的鼓

勵之下，再回到母校攻讀博士學位，從事抗

腫與抗癌藥物之分子設計與合成方面的研究，

而於1982年完成學位，繼續服務於 Parke

Davis 藥廠。該藥廠在我進催期間給予全

薪及補助學費之鼓勵，在所有員工中尚屬首

例。身為一個外國籍以及一個女性員工，此

撞騙捕者昌 (non-discriminative employm

ent) 政策實行之徹底，讓我深深感覺在一

個公平、上軌道的環境當中任何人努力的代

價都是指日可待的。

Ann Arbor 是個環境優美、文化水

準極高，而民風又相當開明( liberal )的

大學城。在這裡度過了八年半多彩多姿的生

活之後. 1984年終於告別此地，回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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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原因無他，只因為我們都沒有久居

異地的打算。所以回到紛擾吵雜的台北之後，

雖然久久一段時間無法適應台北人的生活，

但煩燥有之，後悔則無，倒底意識形態與心

底的的歸屬感是無法改變的。

回到母系後，對研究環塌的改善以及政

府鼓勵學術研究的用心深感欣慰。但是，也

許在藥廠研究部門待久了的緣故，一切效率

至上，故又無法適應國內疊床架屋的行事方

式。雖然教學研究是我們的主要工作職責，

但繁瑣的配合業務也常常影響了我們在教學

研究上面的績效，造成人力資諒的浪費，這

是回國至今感慨最深又必須每天面對的煩惱

之一。目前接下系務，更要面對這種局面。

無怪乎同仁們要恭喜我"JljK入苦誨，了。

藥學系友人才輩出. @p以本院為例，許

多基礎科系中都有傑出之系友。在商界工業

界以及行政體系中系友更是執藥界之牛耳。

此種多元化的發展，該歸功於藥學系紮實的

基礎教育以及老師們嚴格的訓練與要求。個

人最基本的責任將是秉持此種學風，力求學

生們在此種環境下得到最好的學習效果。至

於如何讓本系注入新血，繼續提昇研究水平，

亦將是個人責無旁貸之工作目標。系上老師、

同仁們一向的支持與愛護，我深感於心，往

後如能繼續給我鼓勵與刺激，那就是我最大

的願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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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年電腦

玩家的旅程

局秀雄

民國七十一年的夏天，為了讓家裡的四

個小傢伙能在課餘之後，打一打電腦遊戲，

經過本科拱鈺卿教授的推荐，我就購買了

APPLE II 電腦。那年的暑假，咱家的

兄弟姊眛，就躲在冷氣房裡，邊吃著冰淇淋

，邊打 GAME 的渡過了那一段炎熱的日

子。

雖然我也偶而參加一份，不過為了不辜

負與日但增的電腦週邊設備，我就開始無師

自通地拚命翻閱有關 APPLE II 的操

作手冊和培基( BASIC) 電腦語言等之書籍

。遇有困難，就趕緊請教洪教授和當時任職

於牙科的主任秘書陳尤美小姐。

起初自己根本不會寫程式，可是又渴望

電腦能為我做一些簡單的資料處理，於是就

從市面上可以買到的電腦書中，尋找可以模

的或改寫的程式以拱自己的需要。我的第一

個可應用於牙科診所的電腦程式是用現成的

電話分類表程式修改過來的，當時還用得津

律有昧，不過現在看起來，卻是“笨"的要

命!

接著為了想處理台大牙科牙體復形學部

門的學生實習資料，我就開始尋找合適的應

用軟體，首先選用了 PFS 軟體進行存取資

料，雖然檔案設計和使用上皆很容易，但是

若要將合乎某些條件的資料轉拷成另一臨片

就要頗費周章，於是就又從新改用別的軟體，

重新打入資料。從一連串的尋找和試用之中，

資料庫( DATA BASES) 的軟體，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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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改為 CCA DATA MANAGE
MENT SYSTEM .再改用 VISIFI

LE' 最後終止於 DBASE II 的使用而

定型。

至於中文系統的選擇則 APPLE II 
機種的時代，我曾使用了佳佳漢卡，後來為

了能使 APPLE DOS 和 CP/M 系

統都能跑，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又改用了仲

鼎M 1 T-12中文卡，同年五月進而控為M

1 T-24中文終端機。從此我對中英文資料
之處理已可運用自如了。回想使用 APP

LE II 機種的時代，我最常用的軟體不外

乎 WORDSTAR . VISICALC' 和 DB

ASE II 。

民國七十四年七月，由於16B 1 T的電

腦在國內的售價已不算太高了，於是我又購

買了 1 BM PC 個人電腦。中文系統則踩
用國喬公司的出品。此系統的漢碟我也為了

趕上時代，已由平價版，更控為跨國漢碟，

然後到現在的雙子星漢碟中文系統。

為了節省 APPLE II 時代的資料

重新打入 1 BM P C磁片的麻煩，我選用
了國光資訊出品的 FRIEND CARD . 
利用 RS-232 讓 APPLE II 和 IBM

PC聯線，在兩機同聞之下，做了 8BIT

到16B 1 T去的資料轉換。

仲鼎中文系統的中文資料也由該公司提

慎的軟體，自 16B 1 T磕片中將看不懂的符

號轉換成國內通用碼 B 1 G-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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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玩電腦六年的路程，由 APPLE

H 到 1 BM P C .業餘電腦程式的設計

已佔了我休的j的一大半，談不上“電腦專家

'說是“電腦玩家"應該是可以吧。

這幾年中，我會用業餘之暇，完成于如

下程式之設計:

1.台大牙科器材管理系統。( 1 BM 5550 

碼)

2 . 中華牙醫學會會員資料處理系統。( 1 B 

M 5550碼)

3. 台大牙醫學系校友會會員資料處理系統。

4.台大牙醫學系校友會會計資料處理系統。

5.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資料

處理系統

6.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資料

處理系統。

7. 醫師個人期刊資料處理系統。

其中使用於 1 B M 5550機型的那二套
程式，並不是直接在台大牙科或學會寫的，

因為 1 B M 5550的磁碟機能夠讀取一般

IBM PC 的資料，所以這些程式都是自

己利用家悍的 IBìvl PC機器和國喬 1 B 
M 5550碼寫好，再拷貝到 1 B M 5550 F 

ORMAT 好的磁片上去的。

目前中華牙醫學會由於使用的設備是一

個軟式值碟機和一個8.1 MB的硬式磁碟機，

所以資料處理上尚可運用自如. {旦台大牙科

則為含有二個軟式毯碟機的 1 B M 5540機

器而已，故若要處理中文資料貝Ij只好 B碰碟

機放中文字型檔磁片 .A磁碟機兼放程式和

資料，資料的存取受到相當的限制，因此我

常開玩笑的說: 、台大牙科的電腦只是一台

跛肘l電腦而已! 11 

上述這些程式皆在使用中，談不上高明，

不過能夠使用而巳'隨時可以拷貝提供參考，

並望同仁不吝指教。

(作者係民國54年牙醫學系畢業，現任母

院牙科臨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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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醫學院服務，今年正好是第二十個

年頭。由大學剛畢業， 二 卡也頭，至IJ如今已

過不惑，進入中年。這二十年中正好也遇上

了醫學院最大的變動。國家醫院的建立，使

得凰城美譽不再 o 或許是因為念舊，以前的

建築讓我覺得比較美麗、高雅。如今只能留

在記憶之中。

記得一九八0年由美國返台後，有次去

拜訪黃院長(當時教務主任) .談及在北卡

州遇到黃申生校友。當時黃院長很高興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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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說他倆非常要好，並回憶到在醫學系

例行的話劇演出中，院長還當了男主角(應

該是三十多年快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談到

高興處，可以用眉飛色舞來形容黃院長的心

情。是的，我們每個人對學生時代的生活總

是擁有無限的懷念。那個時候，我們非常的

純真，我們都zZ為道義重於一切。而說真的，

如果在生命中我們能交到知心的朋友，那大

概是大學時代吧!

是什麼時候醫學系的傳統話劇不再演出

了?隨著整建，醫學院學生的活動在醫學院

內似乎已經消失了。我們常引以為自豪的傳

統究竟在那裡?而說實在的，對於這些年來

個人深深參與的楓城音樂會是更加懷念了。

是什麼理由使學醫的人特別喜歡音樂?

許久以來，醫學院內的音樂人材一直是台大

音樂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份子。甚至可以說是

主流。這也使我非常想念陳源金，傅堯安等

同時開創台大交響樂團的朋友(台大樂團今

年正好邁入二十週年)。事實上在這個樂團

之前另有一個存在一年的交響樂團(民國五

十二年到五十三年) ，是以杏林絃樂團為班

底所組成的。當時包括團長柯守魁及團員黃

振成，宋成銘，郭耿南等都是醫學臨的學生。

是什麼時候開始參加楓城音樂會，自

己也忘了。不過，反正醫學院音樂人材多，

我這個喜歡作囝仔頭的小老師總是到處招兵

買馬。杏林合唱團算是常參加演出的，由於

後來他們水準日愈捏升，所以多自行舉辦演

唱會。吉他社是另一個有歷史的團體，有好

幾次演出都是由他們主辦的。

演出的場地通常是大禮堂，可以說是全

國最好的演奏廳，其設計是很接歐洲劇院而

來的。很遺憾的是它已被拆除了!有時候，

我們也在第七講堂演，有一次住院中的陳拱

北教授也來捧場，很令人感動!我們的節目

也是五花八門，聲樂與管絃樂為主，鋼琴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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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更是重要的部份。有一次與呂鴻基教授的

弟弟演出維瓦地的吉他協奏曲。有一次我試

編了室內樂， ， fil吳寬l敦演奏了自編的小提琴

二重奏 (忘了是誰與他合奏了)。我們的人

材畫畫出，像目前在醫院服務的蔡克嵩，吳寬

敬，楊智欽，劉明輝(內科) ，邱英世，蔡

清荐，柱永光，劉娃良(外科) ，戴清光，

黃清措(耳鼻喉科) ，王藹侯(眼科) ，江

漢聲( i必尿科) ，杜慧貞(醫技)等人。許

多校友名字差不多忘了，印象較深刻的如郭

汝容，郭慈惠兄眛，林晃達，張承能，周銘

莊，張治平，陳忠、全 ，譚玉棠，林文章，范

揚森，張國芳，鄭英彥，謝溶溶，劉明撤，

蔡定和，姜禮文，彭昕，林憲宏，黃興睦，

蔡明蟬，索任，黃文英，鄭博仁，陳正識，

黃裕欽，劉文彰，江慧玲，陳昱成，李乃恭，

楊止善等等校友(其他杖五月請原諒未一一列

名)。有時候，泌尿科許德金老師與他的兩

位千金許如璧與許淑鳳也來參加。他們或拉

絃或吹管，或彈鋼琴或撥吉他。他們的水準

有的甚至可比美職業音樂家。最記得是有一

次向樂器行租鋼琴，結果老間也來聆賞。昔

樂會結束後，老間說你們演奏的太好了，今

晚的租費兔收!實在很令人感動。我們常歎

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年青人如何重功利。

不過在楓城音樂會中我只記得一群熱心辦理

活動的年青人，出錢出力。而相對的，校方

在經費的補助上卻是如此的缺乏。記得常去

找司11導處的李股長幫忙。他是非常的熱心，

九 只是常愛莫能助。不管如何，我對他是非常

感謝的。

一九八四年我去倫敦進修。個城音樂會

在紀乃文等同學的J1i劃下仍然繼續演出幾次。

目前在各種客觀條件下已不復見，衷心的期

待音樂會的再開始。也倍景福醫訊向楓城音

樂會的老友們問候。(作者係上是國61年徵生

物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任母院細菌學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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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合大人之二三事

及對麻醉科的期艾

Jt-

本院某教授會經提及一則笑話: í 台大

人與外人相搏，單手即可勝之有餘;倘若兩

人抓對廝殺，則祇能以單手與外人格門，另

一手則必讀與自己人相爭， ~p或如此，仍能

與外人打成平手;然若三人相對，外人則祇

領袖手旁觀，但見我台大人自相殘殼，對方

即可不戰而勝。」以上譬喻，說明台大人缺

少團隊精神，所以要當台大人的主管必須有

非常的氣魄與坦當，才能統御整個單位，發

揮團體精神。

其二

光復以來，台大醫院秉承優良傳統，擁

有一流人才，實為全國精英薔萃，多少畢業

生於國內外皆能建立一流聲譽，領導台灣醫

界 ι 然近年來，各大醫院人才濟濟，迎頭趕

上，長庚醫院以「重金」禮聘國外學人歸國

服務，網羅群賢，其他如國防系統則大量保

送年輕一輩醫師，到國外接受完整訓練，直

接移植臨床及基聽研究進入我國，氣象之蓮

勃，幾令台大人膛乎其後。試付台大人真的

不復為最優秀乎 一往往下班後，在昏暗的

燈光下，走臨裡，看著那些努力用功的同仁，

帶著辦公室裡私人雇講的小妹，即使是國科

會補助的，也多是剛從學校畢業的研究助理，

養著路上撿來的雜種狗，使用著古老簡陋的

儀器，改故不倦地從事著也許是「全世界 j

最「尖端 J 的科技研究，不禁使我聯想起「

唐吉訶德 J 與他的「風車 J 0 

其三

年輕一代， 每年仍然是以聯考超高分數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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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三步彥

第一志願考進台大，但是為何在七年醫學生

涯畢業後，進入台大醫院，反而變成不再優

秀如昔，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雖然擁有第一流

的選手，但是相對的，因為我們並沒有提供

適當的栽培環境，更重要的，我實在不好意

思明講，是否我們的「教練團」出了問題。

如果教練團稍有瑕疵，此現象若發生在成績

斐然之大科，則未見其窘迫，但若小科如我

等者，由於積弱巳深，如果再固步自封，貝IJ

更是愈見衰殘。

這幾年來欣見幾位非常優秀的本校畢業

生，充漏理想與衝勁來到敝科，本人唯一衷

心所期盼的，即像帶領一批好的運動選手，

在他們還沒有養成壞習慣前，能夠儘早送到

先進國家學好正確的基本動作 b 唯有如此，

才能振衰起弊，起死回生。對自己承認非常

衰弱的科系需要用非常的手段。誠心期望院

方能夠打破傳統，選送本科優秀住院醫師至

國外一流學府，接受完整之訓練。則麻醉科

之成長，暨服務品質之提昇，在將來才會有

希望。人「無知 J 並不可怕，就怕抗拒知識，

本人「才疏學淺 j 如今不幸「身負重任 j 接

掌麻醉科，只好誠實的面對自己的缺點，鼓

勵自己必須與年輕同仁一起努力，我這個「

跛腳 J 教練願誠心與年輕好手一起參加，迎

向晨曦，共同為創造麻醉科更美好的明天而

努力 u

(作者係民國63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麻醉

科副教授兼麻醉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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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人事動態

@泌尿科謝有I福名譽教授於去年11月 27

日病逝，今年 1 月 17 日在台北市民權東路第

一蹟儀館景行廳舉行公祭，謝教授享年七十

有一歲。

@中華民國口腔頭面外科學會於 3 月 1

日成立並召開大會，選舉理監事，本院牙科

韓良俊教授當選常務理事，楊博正教授當選

監事，郭英雄醫師及林忠池醫師當選理事。

@3 月 20日林國信院長特頒發紀念獎章

「春風化雨 J 感謝泌尿科江萬位教授及內科

余瑞雲教授過去40年對醫院和醫學院之貢獻，

他們都自二月起退休。

江教授民國33年 9 月白日本東京帝大畢

業，於35 、 5 起擔任本院j必尿科助教 ， 講師、

副教授及教授 ， 自民國4 1 、 10-53 、 9 擔任

醫務秘書 ， 53 、 10至61 、 7 擔任副院長、 6 1 、

8-67 、 7 擔任泌尿科主任。

其間會擔任省立台中醫院代副院長( 50 

-51 ) ，省立台南醫院院長( 53 、 10-55 、

9 ) ，台北和平醫院院長( 59 、 7-61 、

7 ) ，退休後擔任台北醫學院院長。

余瑞雲教授是國內消化系醫學權威，對

實驗性潰蕩 、 胃鏡應用、胃癌之診斷 ，有深

入之研究，對國內學生肝病之調查也有極大

之貢獻，會擔任中華民間消化系醫學會常務

ql 

(取自院務通訊 1~9 月份)

享P英雄

理事。去年一月因公車禍受傷養病迄今。

@台北市醫師公會改選理監事，本院副

院長洪伯廷教授當選為常務理事。

這法帝產科謝豐舟醫師等 ， 最近接獲通知，

論文 「 超音波引導下進行新生兒抽血，以處

由卡免疫性之師已71<.腫症 non-immune hydr

ops fetalis 將在美國婦產科雜誌上刊登，

這是極大的光榮，證明本院婦產科超音波工

作群的成就。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在 4 月 25 日及 5

月 6 日分別舉行會員大會並選舉理監事，本

院沈銘鏡教授當選理事長，侯書文主任當選

常務監事 ， 林國信院長擔任常務理事，王秋

華醫師、陳耀昌醫師和劉禎輝教授擔任理事 ，

梁德城醫師及葉曙教授擔任監事。

(2) 5 月 2 - 3 日中華民國心腸學會舉行

年會並改選理監事，本院僅有內科主任連文

彬教授一人當選理事。

@ 5 月 11 日教育部長李煥(現任國民黨

中央委員秘書長)以三等功績獎章頒給本院

外科陳楷模主任及外科陳維昭教授 ， 獎勵兩

位於 4 月 23 日策劃、執行分割胸腔坐骨相連

最複雜之廖姓連體女嬰成功之卓越貢獻。

@台灣醫學會76年度地方學術演講會，

於 5 月 16-17 日在高雄舉行 ，由會長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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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公會理事長鄭袋松先生主持，楊恩標理

事長在會中感謝地方醫學會籌備單位，本院

皮膚科主任呂耀卿教授、醫學院前院長彭明

聰教授、眼科供伯廷和侯平康教授、精神科

主任徐澄清教授前往主持專題討論會，而神

經科主任陳榮基教授、婦產科李鐘堯教授、

內科陸坤泰、郭壽雄教授與楊伴池醫師、眼

科陳慕師醫師、放射線科蘇誠道醫師、內科

宋瑞樓教授及王正一教授、精神科李宇宙醫

師等有論文報告，均甚精彩，使大會生色不

少。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 6 月 13 日正式成

立，大會在馬偕醫院舉行，有800多名會員

出席，共選出 15名理事及 5 名監事，本院宋

瑞懷教授、連文彬主任及陳萬裕教授權選為

理事，會文賓教授當選監事。

@本院精神科鄭泰安醫師於 6 月 10 日通

過口詞，獲得倫敦大學精神醫學博士，殊為

難得，為國內獲致該學位之第二人，前有目

前任職於哈佛大學之莊明哲教授。

@第四屆口腔種植學國際會議於 6 月 18

臼至22日在新加坡舉行，本院牙科郭英雄醫

師護教育部資助代表我國出席並發表論文，

其題目是 r Study on condylar regenera

tion following condylectomy witlVwith

out polysulfone implantation J 。

@1987年本校醫學院全美校友年會，本

院內科楊思標教授與急診部主任李治學教授

於 6 月 26 日出國赴會。外科供啟仁教授則於

6 月 30 日赴美出席1987年北美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7 月 17 日本院舉行本( 75 )學年度最

後一次院務及醫務會議，由林國信院長說自

主持，在會議開始時，院長親頒銀牌給自 8

月退休的內科宋瑞機教授，並祝福朱老師「

永遠健康」。由於婦產科主任李鐘堯教授，

耳鼻喉科主任謝地教授均已任漏 6 年，院長

特頒銀牌「獻替良多 J 詰、謝。

3后

@本院內科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宋瑞

樓先生，是國內肝臟學權威，擔任三十餘年

之教授，於 8 月 1 日退休，本院內科及宋教

授的門生聯合舉辦退休演講會，除宋教授的

特別演講外，由台北市立仁愛醫院陳寶輝院

長、長庚醫院肝臟中心廖運範主任、省立台

南醫院吳昭新院長以及本院內科王德宏教授、

王正一教授、陳定信教授與賴明陽副教授等

發表胃腸及肝臟之研究成果，並作為宋教授

七包]大壽之獻禮，祝壽大會由內科連文彬主

任主持，榮退演講會貝Ij由王德宏教授主持。

宋瑞樓教授簡歷

6 、 8 、 6 宋教授誕生

30 、 12 自台北帝大醫學部畢業

31 、 1 擔任台北帝大醫學院第三內科

副手

34 、 12 到杖，擔任台北帝大醫學院內

科助教

35 、 8 內科講師

39 、 8 內科副教授

40 、 5 獲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

42 、 9 -12 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踴

胃科志願助手

43 、 1-6 擔任美國特克大學醫學院內科

志廟研究員

44 、 8 升任內科教授

45 、 5 擔任實診科主任 2 年

55 搶任世界消化系內靚鏡學會亞

太區分會評議員

56 加入中華醫學會

59 中華民間悄化系醫學會理事長

迄今

60 、 8 擔任內科主任六年

67 擔任臨床醫學研究所主任

71 中央研究院院士

71 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72 台灣醫學理事長五年至76年止

72 擔任衛生置肝炎防治委員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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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員

72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台大臨床醫

學研究中心主任

76 、 4 成立基金會

76 、 8 、 1 舉行七十大壽，堅榮退出講會

@本院心臟外科醫師漸多，為了促進未

來心臟外科的更加發展及增進彼此間工作和

諧，本院心臟外科醫師於五月十五日開會決

定今後心臟外科分成二組，且立即實施。一

組專門治療先天性心臟病人(房騙、室隔缺

f員、法洛式、大血管轉位等) ，屬於這一組

者為洪啟仁、楊友任、邱英世、張重義。另

一組專門治療後天性心臟病人(冠狀動脈性

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主動脈瘤、心律不

整等) ，屬於這一組者有朱樹勒、蔡長和、

林芳郁。在阿拉伯的候守賢回國後再決定屬

那一組。總醫師及穿主任主治醫師則不分組。

@麻醉抖林長春副教授76 、 9 、 2 至76 、

9 、 9 赴新加坡及印尼巴里參加第五屆東南

亞麻醉學會大會及第四屆西太平洋地區急救

加謹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家庭醫學科陳慶餘醫師76 、 9 、 5 至

76 、 9 、 9 赴香港參加世界家庭醫學會組織

亞太區域會議並發表論文。

@神經科邱浩影醫師76 、 9 、 3 至76 、

9 、 24 '赴美國及英國參加第二屆國際免疫

學大會及第七屆亞太神經醫學會並發表論文

“Metabolic and Toxic Neuropathy" 

。

@外科邱英世醫師76 、 9 、 6 至76 、 9 、

12赴西德參加左心室及右心室出口重建國際

會議並發表論文。

@外科朱樹勳教授76 、 9 、 6 至76 、 9 、

12赴印尼巴里島及新加坡參加第四次西太平

洋地區急救加謹醫學會並發表論文“心臟急

症"。

@外科李伯皇副教授76 、 8 、 31 至76 、

9 、 12赴美國匹表堡參加國際器官移植會議。

9月

@外科陳楷模主任76 、 9 、 4 至76 、 9 、

13赴西德、漢堡參加第三屆賀爾蒙喜íl癌症會議。

@外科林芳郁醫師76 、 9 、 6 至76 、 9 、

9 赴印尼參加西太平洋急救加護醫學會並發

表論文。

@藥劑科余禿瑛教授76 、 8 、 31 至76 、

9 、 9 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及日本參加第四十

七屆國際藥學會及藥學科學會議並發表論文。

@七十六學年度升等及新聘住院醫師名單

76 、 5 、 15醫務會議通過升等及新聘住

院醫師名單如下(以數字代表第×年住院醫

師) : 

內 科:@張上淳、李啟明、黃呂津、劉滄

梧、李光倫、鐘書委書委、吳達仁、李

宣書、吳明催@朱宗信、蔡順陸、

柯毓麟、缺瑞陸、林永青、王錦堂

、吳惠培、郭長豐、吳惠東@賴史

明、唐季祿、雷孟恆、蔡慧芳、陳

恆德、施玲娜、楊智欽、謝銘鈞@

林敏哲、林偉欽、許秉寧、陳惟浩

、余:~，t豆、張登斌、楊基譽、詹求

字、劉聖亞、曾慶孝、陳偉踐、陳

永銘、楊且叔、林伯懦、蔡榮泰@

周J祖述、高嘉宏、余忠仁、林申昌

、黃瑞仁、吳造中、張宗興、吳得

中、林中梧、揚(韋勛、王崇任、楊

宏仁

外科:@莊世明、謝沿准、會勝弘、簡雄

飛、趙盛豐、陳肇真、吳重達、陳

廣天、張雲龍、@楊榮森、林晉

、林啟禎、張的、戴慧洋 、張啟

文、顏江龍、徐和志、趙凱、@

胡瑞恆、李經維、蔡彥鈞、鍾元強

、許世祥、黃俊升、顧 íjJ 、于載

九、鄭:F武 、@楊林煦、郭夢拜、

孫瑞昇、陳弘毅、林志雄、張修

、李俊達、羅賢益、戴瀚成、黃實

宏、黃策予、袁瑞晃、黃銘德@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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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璋、林明燥、呂文宮、林聖哲、

洪學義、鄭泰如、賴達明、林炎正

、田郁文、何耀燦

婦產科:Ø]長峰銘、許削11 、周振陽、許朝

欽@馮致遠、黃莉文、林啟瑞、陳

擇銘、張明治、郭保麟@黃建榮、

汪正傑、季建南、詹定方、張杰仁

、黃文章、莊國泰@陳恩原、邱燕

坤、徐明洗、茅明鳳、會賢忠、王

錦飛、周輝政、林鏡川

小兒科:@林應然、許宏遠、 @T正凱、李

俊賢、黃立民、張憲諧、陳博文@

李秉穎、蔡丈雄、吳俊明、江伯倫

、周正成、陳中明、劉曉峽、@胡

務亮、侯家瑋、王建雄、陳榮陸、

周冠生、蔡彥棠、林正煜、@許順

傑、簡志江、謝奇璋、朱治民、會

怡仁、臉儒錚、方麗容

神經科:@林小玲、謝松蒼@郭鐘金、吳瑞

美、蘇哲能@江漢澄、邱銘章、陳

仁勇@陳俊榮、陳威宏、林慧娟

精神科:@蕭文勝、陳純誠@周勵志、﹒王怡

靜、劉用賢@陳尚義、張學粵、會

美智@何海、張宏俊、王浩威、

徐聖輝

耳鼻喉:@柯政郁、蔡森田、戴清光、廖培

權、王步幸@林厚鈞、方深毅、黃

清浩、戴中杰、吳志明@沈宗憲、

葉德輝、蔡榮豪、陳彥銘、施中正

@盧漢陸、呂松柏、黃也孟、季建

政、林但立

眼 科:@簡成鈞、車正光、呂忠苓、林思

源、蔡瑞庭@高啟祥、會順輝、蔡

仰中、周介仁、沈創西@張淑雯、

林昌平、張錫華、吳國治、王清泓

、黃正賢(1)張國彬、何子昌、洪英

煌、劉君譜、劉靜穎

泌尿科:@楊文宏、張世忠@林明中、張宏

1日

江、許耕榕、劉志光、 I番英昇tI陳

奕文、劉詩彬、許 慄@蒲永孝、

王中敬、楊緒棟

皮膚科:@許明隆@王莉芳、楊是韻、王肇

陽、吳及時、@林炳煒、張志成、

廖文淪、王一麗、蔡英傑@鄭天賜
、林浩洞、江哲恩

牙 科:@吳雪津、陳敏慧@陳炳汎、供志

遠、黃桂芬、林建宏、胡學昭、陳

肇禎、程文玲、葉小瑛@阮勝田、

陳羿貞、李文英、孫芳彬、林恩洗

、林伯磯、黃敏雄、陳敏蕙、吳素

]~}、陳恩光@林明怡、劉良泉、鄭

景暉、沈君平、賈瓦玲、戴銘祥、

供銘志、雲天湘、孫志聰、王美齡

麻醉科:@會祥宗@陳大樑、張婉芬、尹克

儉、李保齡、塗百瑜@司徒耀明、

陳貞吟、范守仁、王系維仁@王永彬

、王同成、吳宗正、林昭傑、王茂

賢

放射線:@會觀達、施庭芳、黃活@吳美

科 倫、王學輔、陳榮邦、李世傑@蔡

偉民、龔國倫@孔慶惠、王德珍、

張永強、張允中

病理科:@吳振都@朱娟秀、萬家練、劉明

朝

@七十六學年度各科黛任主治醫師名單

(76 、 6 、 19醫務會議通過)

內 科:蔡貴芳、林祖權、陳寶輝、范俊雄

、吳昭新、李壽星、王子宮、周正

雄、邱↑豆正、黃錫信、吳啟筆、王

.躬仁、吳慶南、張芳杰、莊立民、

龔信宗、鄭光裕、李素慧、劉美瑾

、王復蘇、林敏雄、羅鴻舜、徐志

育、陳振寬、黃一純、陳再晉、駱

惠銘、安宏惑、牟聯瑞、陳誠仁、

林毓萌、楊樹昌、林修宮、薛尊仁

、陳茂源、賴宏賢、陳瑞昌、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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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李嘉宮、賴敏謙、 J且卡南、陳

培宮。(共哇2名)

外科:林天祐、張茂雄、黃清水、林永明

、尤耿雄、王宗前、林靜芸、林水

龍、劉康男、李浩銳、吳德洋、黃

金山、林老生、簡聰、健、張景年、

魏寬毅、施國正、張耀仁、黃明和

、黃士銘、陳英和、王崇禮、林瑞

模、李政昌、李威傑、邱仲慶、邱

玉書、林炳艾。(共28名)

婦產科:邱仕榮、魏炳炎、江千代、黃木發

、盧金城、簡博一、楊朝融。(共

7 名)

小兒科:葛耀欽、余福祺、林秀娟、許靜瑛

、林美慧、蘇慧琴、吳美華、何美

美、李鐘祥、王南煜、吳宗賢、黃

富源、陳慶福、洪煜陸、謝武勳、

石賢彥、葉錦瑞、鄒國英、黃煜津

、梁德坡、沈慶村、楊宏義。(共

22名)

神經科:宋成銘、李克怡、江翠如、梅聖年

、陳冰虹、蔡子同、。(共 6 名)

精神科:謝彥守、陳快樂、鄭渾、鄒國蘇

、張連人。(共 5 名)

耳鼻喉科:杜詩綿、張昭明、林萬宮、蕭自

佑、范盛欽、陳一豪、陳威璋、林

安復、趙文元、陳玉祥、邱顯斌、

魏銘筆、朱世輝、王國榮、沈福全

、淇朝明、劉榮精、吳啟東。(共

18名)

眼科:楊燕飛、林惠朗、周亮宏、王暉政

、劉秀雯、蔡武甫、吳愛卿、丘子

宏、李麗月、謝瑞玟、劉佩芬、薛

琴、許永堅、林志聖、翁林仲、何

一滔、林素玲、洪純玲、周文穎、

藍居j福。(共20名)

泌尿科:江萬值、郭世一、龍志強、賴達三

、洪正昇、江漢聲、謝汝敦、陳永

95 

豐、王旭翔，陳偉寶、陳志忠、林

芳樹、唐一清。(共13名)

皮膚科:許郡安、林瑞宜、吳啟華、全鳴鐸

、江玉嬌、麥鎮平、翁德麗、紀秀

華。(共 8 名)

麻醉科:林伯洲、黃國石、石全美、薛建輝

、黃炳攀。(共 5 名)

復健科:黃佩蘭、韋有維、謝霖芬、鍾佩珍

、楊百嘉、許美慧、李素菁、張肇

民、黃翠莉、盧路。(共10名)

放射踐科:陳傳慶、廖攝振、區慧儀、鄭慶

明、鄧世雄、楊誠章、淇啟輔。(

共 7 名)

家醫科:高淑琴、傅振宗、季瑋珠、張智仁

、江昭典、吳雨圭、王英偉、李世

代、楊玉英、梁友英、王榮德。(

共11名)

牙科:郭水、凌爾柔、呂國勳、林握他

、胡淇琪、丘慶輝、狄景美、蘇阿

香、孫安迪、劉添財、自洪埋、謝

維昌、劉佳觀、徐世潔、邱丕霞、

王東堯、方芸、呂;恆星。(共18

名)

@新任專任主治醫師名單

今年六、七兩月的醫務會議一共通過問

學年度專任主治醫師共22名。其名單如下:

內 科;林肇堂、楊培銘、陳志鴻、在立民

林俊立、黃瑞雄、鄭安理

外科:趙世晃、王水深

病理科:張逸民

精神科:丘彥南

家醫科:梁繼權、李龍騰

婦產科:徐木泉、張道遠

眼科:楊中美、彭嘩

神經科:張佑文

放射線科 :T禮莉、方麗麗

小兒科:吳宗賢(公衛副教授)

麻醉科:林昌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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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誘發電位檢查

隨著電腦技術的日益進步，大約十年前

神經系統誘發電位的測定，繼腦肢，神經傳

導速度制定與肌電圖之後，成為日常臨床神

經生理學上的重要檢查項目。當時我作完神

經科總住院醫師對這項新興技術及其臨床應

用極感興趣，於是在民間68年開始嚐試這方

面的研究 開始摸索時沒有專用儀器，只有

利用肌電圖儀未安啡病人檢查的空檔，進行

體覺性誘發電位檢查。也把即將報廢的腦技

儀和閃光燈連接起來，以記錄視覺性誘發電

位。直到民國72年申請購入第一部誘發電位

專用儀器後，才展開正式的病人服務，至今

檢查人數已超過四千人。

誘發電位測定是槍查些什麼?到目前仍

有些醫師不甚明白。記得六、七年前，首部

這類儀器進口到台灣某家醫院時，有個新聞

記者不知訪問了那一位醫師後，在家庭醫藥

欄中，很據英文“'evoked potentials mach

ine，，將它直譯作“神經喚醒器"再儘情

發揮寫了一篇短文，指出這種儀器對昏迷不

醒或其他神經病變的病人具有喚醒或刺激神

經潛能的功用。把檢查用儀器誤作是治療儀

器，這個笑話鬧得太離譜了。

簡單地說，誘發電位險查是很IJ定外來刺

激所引起之中樞神經系統內(包括大腦，腦

幹或脊髓)之電位變化。閃光或棋盤式圓形

刺激視神經可在大腦tt葉區引起視覺性誘發

電位。聲昔引起之聽神經街動，傳經腦幹到

大腦顱葉，因此在乳突頭頂間可記錄到聽覺

性腦幹誘發電位。以電流刺激手或腳的周圍

神經則可在適當的地方.分別記錄到脊椅或大

腦的體覺性誘發電位。在視覺、聽覺及體感

覺傳入神經路徑上若有病變，就可能出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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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異常誘發電位。

誘發電位檢查可提供神經科、眼科、耳

科或其他科各種疾病的診斷參考資料。臨床

上可用來澄清病人一些模稜兩可，似有似無

的自覺性症狀，以判斷這些症狀是器質性病

變或非器質性因素所引起。對於未顯徵期的

病變，此項檢查亦有早期診斷的價值。誘發

電位也常常用來作為病程變化追í*及治療效

果評估的檢查項目。最近誘發電位測定更推

廣到外科方面，監l現手術中神經系統機能的

變化，以兔造成不必要的手術併發症。脊椎

手術時使用體覺性誘發電位監測可避免傷害

到脊髓。腦下垂體附近的手術當中，使用視

覺性誘發電位監測，可避兔傷書到視力的保

存。後腦窩手術中有時可用聽覺誘發電位監

測，來查知腦幹部機能的完整。外科方面的

應用是未來應積極發展的方向。

誘發電位振幅很小，通常只有0 . 3到 5

徵伏而已，而一般腦波，神經活動或肌肉收

縮時的電位振幅則達30到 120微伏之間，所

以必須使用電腦化的加算平均器才能記錄出

可信的誘發電位。一般房間內又充漏著來源

不一，各式各樣的電波干擾，因此時時注意

雜訊，消除干擾就成為誘發電位檢查時最重

要的工作 四、五年來往往為了消除干擾訊

息，和儀器修謹人員反覆討論與資料查證，

更自行設法準備小零件，以達到十全卡美消

除干擾的最高目的。當看到所得到的檢查結

果，比書上或雜誌上所發表的圖形毫不遜色

或更加完美時，心中的漏足與欣慰也就抵消

了所花費的精神與心血了。

(作者係1追問61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

神經科主治醫師，今年升任母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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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室來「報導」

近來報章雜誌都有「醫學專欄 J 的設立，

醫藥新聞的報導也成為文字、電視及廣播媒

體重要的一部分。尤以有重大醫學突破時，

更是三版頭條的巨大篇幅。從正面的意義來

看，這些資訊的傳播使大眾對健康、衛生及

醫療的品識得以日益增加，從而在增進個人

健康，改善社會衛生各方面具有無比深遠的

影響。

對於帶有廣告味道的商業性醫療報導我

們暫且不論，僅就報導性的醫學新聞或專欄

來討論。美聯社或國際合乘社有關醫學的報

導常常引用嚴蠶的醫學雜誌如新英格蘭醫學

雜誌、東IJ酪針等的醫學研究報告或評論，這

是相當審慎的作法。因為透過這些雜誌本身

嚴謹的評審及評審裡面詳細的剖析，可以避

免發生離譜的錯誤。像「時代 j 、「新聞周

刊 j 的醫學新聞則常謀取「平衡報導 j 的原

則。首先就如人工心騙，愛死病等主題加以

報導之後，再徵詢其他醫學中心從事相關研

究人士的正反意見簡要地加以評論。徵詢的

對象有時涵蓋幾個大洲。有時並就當事人或

家屬的現身感受加以描述。這種廣徵博引的

態度，當然也不能絕對保證報導的正確性，

何以這些歷史悠久的新聞機榜如此不厭其煩

地謹慎從事呢?我想首先他們了解白紙黑字

及螢幕對現代人生活的重大影響力。任何事

經過報章雜誌或電視的報導，其所產生的影

響是不可估測的。一個草率從事的醫學報導

或專欄、所引起的誤導及負面影響、更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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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難書 。其次，醫療科技本就深奧'許多事

情如癌的成因.. . ...至今仍是未解之謎。近年

來日新月異的新科技其本身就相當難以理解，

而其對社會道德，個人健康的正反面影響更

是錯綜撞雜。即使觀身從事該科的醫生，往

往也有跟不上的感覺。從事醫學報導的新聞

工作人員，只有全心的投入，以不斷的努力、

長久的實地經驗及嚴謹公正的態度對種種背

景資料平日勤加研究故控集熟悉真正從事各

項研究的人士。臨事則以平衡報導的準則把

事情的正反意見加以剖析，當不難成為比專

家更其深遠目光的無冕王。

筆者深切了解，醫療工作並不只是吃藥、

打針及開刀。正確醫療知識的灌轍更是醫療

工作者無可推諱的一項責任。對一個病患的

諱譯告誡往往不如一篇深入淺出的高水準醫

療報導影響深遠。像從前醫門滄桑這類影集、

將醫學常識融入感性的劇情之中，實在是無

比的佳作。國內近來對醫學報導的重視無輝

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而報導的內容也漸具前

述世界性雜詰、的雛形。有些醫學新聞的工作

者甚至說自出國參加醫學會，搜集第一手資

料、醫學報導的日益進步是可以期待的，但

無疑地仍需持續不斷的嚴謹努力。希望新聞

機構的主事者及從事新聞人才培養的學府也

著眼於此，好好地培養從事醫學報導的專業

人才。期待來年的金鐘獎也有醫學報導這一

項目。(作者係民國61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

婦產科tl ~ I J 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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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umni: 

正三\
y'l,. 去 l著學院叔本句令

National Taiwan U 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June 24 - 26 , 1988 - Toronto , Ontario, CANADA 

Once again , it is time for the great annual event , the Annual Scientlflc and Soclal 
conventlon of the Natlonal Talwan Unlverslty H~dlcal College Alumnl Assoclatlon. 
Once a year we get together to meet old frlends and some of you have not seen each 
other for years. Hany of our frlends and prevlous teachers wll1 attend from Talwan 
and al1 over the world. We could talk to each other , exchange ldeas , exchange 
experlences and , of course , also glve some advlce . Host of all , we can refresh our 
memorles of the old happy days. It l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tell each otherhow 
successful we are. 

As you are all aware , thls has always.been a famllyevent. Spouses and chlldren 
usual1y attend and meet each other as lt ls tlme to lntroduce your other half and 
chlldren to your frlends. 1 am sure that you wlll enjoy the sclentlflc , soclal , 
youth and chlldren's programs whlch have been carefully planned to please you. The 
contents of the scientlflc program'will be of the hlghest quallty possible as most 
of our alumnl are very successful ln thelr own speclaltles , elther ln practlce or 
research. Host of our alumnl hold promlnent posltlons ln unlversltles , hospltals 
or other medical lnstltutlons. 1 am sure that they wlll tel1 you , ln thelr 
presentations , about their achievements for whlch they have worked so hard. 
Symposlums of general lnterest wlll also be staged. 1 welcome your suggestlons for 
lnteresting topics. 

Speclal guests wlll be lnvlted to the annual meetlng from Taiwan. 1 am sure that 
they will tell you about the major advances and news of our Unlverslty and 
Unlverslty Hospltal. 

@鼓幅」在i誼會名勝的亭玉毓麟校友於 8 月 5 @最i~函革合命名譽董~H刻5~;:;~負校友Jt- 8 月 20

日做手西帥. 8 月 23 日公祭。 I三l 去哎. 9 丹 14 1'1 JY~行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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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se ， the~e will be ~eunlons of classes that g~aduated 15 , 20 , 25 , and 30 
yea~s ago . Imagine how wonde~ful it would be to have you~ classmates assemble f~om 
all ove~ the wo~ld to see each othe~ . 

The Annual Meetlng has been held in va~ious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 This yea~ ， as ~巴 quested by m~ ny of you , the Alumnl in Canada will host this 
impo~tant annual event. The o~ganizing committee has been wo~k{ng ove~ the last 
yea~ to make su~e that you will enjoy the hospitality of the la~gest city in 

Canada , colou~ful To~onto ， Onta~io. Afte~ the convention you could also vlsit 
famous places nea~by such as N1aga~a Falls , Ottawa , Mont~eal ， Quebec C1ty , etc. 1 
am su~e that many of you do have ~elat1ves and f~iends l1v1ng in To~onto. Why not 
come to the convention and visit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enses of this 
convent1on a~e tax deductible. 

The Annual Meeting wil1 be held f~om F~iday ， June 24 , 1988 to June 26 , 1988 in 
To~onto ， Onta~io ， Canada. The headqua~te~ hotel w111 be the Downtown Holiday Inn , 
89 Chestdut St. , To~onto ， Onta~io. M4X lW4 . Telephone (自 16)922-4352.

On behalf of the NTU alumni ~esiding ln Canada , 1 invite you andyou~ family to 
come to Toronto to the convention. You can help to make this meeting a b1g 
success. If there 15 any 1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get 
1n fouch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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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 sincere~y ， 

//土司仁、
Hok-Dock L1 , H. D. 
Chairman , Organ1z1ng Cornm1ttee 
35 Compton Cr. 
London , Ontario 
Canada N6C IfE5 

Telephone: (519)681-2443 

A台大醫院完成國內首例心臟移植手街

附設醫院於76 、 7 、 17下午 3 時半正

式宣佈巳於76 、 7 、 17清晨完成國內首例

之心臨移植手術。記者招待會由院長現自

主持。

指心者是一位腦瘤病人，年65歲。經

神經、內、外科醫師宣佈腦死後，先施行

心導管及冠動脈攝影術、證明心臨情況良

好。

接受心臆移植手術者， 是一楊姓病人，

因罹患心肌症，於76 、 7 、 7 轉送附設醫

院加護病房，情況危急。

心臟移植手術於76 、 7 、 16下午11時

15分開始，於76 、 7 、 17上午零時15分正

式開始移植，於 2 小時又 5 分之內結束體

外循環，上午 4 小時 5 分結束全部手術。

手術後病患繼續留在加謹病房中，情

況頗為穩定，由醫護人員密切照顧，並每

日舉行兩次醫療會議。

手街小組由外科朱樹勳教授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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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H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June 13 , 1987 

CALL FOR ABSTRACTS 

The scien t. ific prograru corumittee issues a ca11 for abstracts of presentations for 
the forthcoming A1umni Association meeting to be heid on Thursday and Friday , June 
25-26 , 1988 in Toronto , Ontario , Canada. 

prelsentations may be on the subjects of your current research , academic 。r c11n1cai 
interests . Abstracts shou1d not exceed 300 words inc1uding author(s) , affi1iations 
and tit1es. Abstracts must be submitted no 1ater than February 15 , 1988 . 

P1ease send abstracts to: 

M. D. Ll, M.D . 
Chairman ,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35 Compton Cr. 
London , Ontario 
Canada 
N6C 4E9 

/ \/1-::1 

Mok-Dock Li , M. D 
Chairman , Organizing Committee 
NTUMC A1umni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h 

一，

生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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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免疫生殖醫學
離開臺大醫院，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

已經整整三個年頭。當初在李錯堯主任及各

位師長的鼎力支持下，懷著暨興奮又惶恐的

心情出國。興奮的是，難得有這種機會，能

夠增廣見聞;惶恐的是，對兔疫生殖醫學所

知不多，此去若沒有半點成就，可要辜負了

大家的期望 ο 三年中，僥倖有些成果，然而，

這次回國，卻帶著同樣的心情回來。能夠回

到母杖，繼續留在臺大醫院服務，固然是多

年的希望。但是能否應用三年所學，繼續深

入研究;還有師長、同事及自我的期許，都

使我心情沈重。

相信大家都知道，匹茲堡醫學中心以器

官移殖聞名中外其實從早期的沙克小兒麻

痺疫苗，到今天的肝臟心臟移殖，及iA 1 

DS研究中心的成立，都需要有很強的兔疫

學為其後盾心在這種環境的黨陶下，自然兔

疫生殖醫學也有相當的成就。

兔疫生殖醫學，對大家可能是相當陌生

的名詞。這只是近一、二十年才較熱門的話

題。可是這方面的發展，這幾年卻相當驚人。

加上近幾年來，高科技的使用，如分子生物

學、兔疫生化學、電腦、高顯像電子顯微鏡

等的應用，更使這方面的研究，一日千里。

當初，兔疫生殖醫學所以引起重視，起先是

一些生物學家、兔疫學家、及從事器官移殖

的醫師，對飪振中母說與胎兒間的兔疫關係，

開始發生興趣 胎兒對母體而言，因帶有一

半父親的基因，理論上應該是一半的異物，

為何在懷孕過程中，不像器官移殖一樣，會

被母觀排斥?如果能解開這個謎，相信器官

移殖的啡斥現象，及各種不同的自體兔疫疾

病，都能有效的治療。在研究過程中，婦產

科醫師的加入，更發現一些不明原因的習慣

性流產，在兔疫學上，似乎有問題。於是在

T可56;言之

臨床上，利用免疫療法來治療習慣性流產，

也因應而生。接著從事癌症研究者，也發現

胎盤上的滋養層細胞，具有與癌細胞相類似

的特性。除了可使患者局郡的兔疫力減弱外，

細胞膜上的抗原表現，及侵潤能力，兩者都

非常相近。於是目前從事免疫生殖醫學的學

者， I2P由這些所學不同，但是興趣相同的各

科專家集合而成。所以在美國每年年會，及

每三年的國際總會，參加人數來多。而且能

以不同角度來看一個相同的問題，是很令人

興奮，每次都獲益不淺。

雖然，從事兔疫生殖醫學的研究者，包

括很廣，不過漸漸以婦產科醫師占大多數，

在臨床上，也以婦產科方面的應用為主。除

了前述對習慣性流產的兔疫療法外，大家較

重視，研究較有成果的，還包括不明原因不

孕症的兔疫學機轉及臨床治療，內分泌不正

常的免疫學意義，自體兔疫疾病及生殖間的

關係，試管嬰兒、胚胎移殖的兔疫學問題，

利用滋養層細胞或精蟲單株性抗體的避孕疫

苗，極養層細胞疾病的診斷及治療，還有早

期卵巢衰竭等等。研究的層面很廣，只是起

步晚，很多方面仍以基臨醫學研究為主，臨

床應用上仍在試驗中。除了習慣性流產的兔

疫療法外，其他向不太普遍

臺灣在兔疫生殖醫學方面，起步更晚，

加上基體醫學較不受重棍，這方面的研究者

較少。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人，能參與這方

面的發展，以更紮宜的基體醫學紮棍，再以

其原理，應用到臨床上的診斷及治療。更希

望能貢獻這三年在美國所學，與有志之士共

勉之，為臺灣醫界做點事。

(作者係民國68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

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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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筆者前往東京參加亞洲超音彼

學會成立大會。為了展示我們台灣的實力，

在各醫院的協力下，一共發表了三十篇論文，

參加者也達三十人。可以說名為亞洲超音技

學會，但在內容方面就是日本和我們並駕齊

驅。如果我們不去，貝Ij幾乎唱不成戲。更可

喜的是，我們的年輕一代也有傑出的表現。

不僅在學術發表方面，在會籍交涉方面，大

家也各盡所能，員往直前地向各國代表盡力

遊說。歷經多次的國際會議，筆者常想對這

些真正的「外交門士 J '實在應該在各方面

予以鼓勵和協助。這些正如許多台灣的中小

企業者單槍匹馬，走遍天下，爭取生意，拓

展出台灣的經濟繁榮一樣，為了我們的國際

地位， 一點一滴在第一線努力耕耘的，就是

這些人。

前年筆者曾在「景福醫訊 J 呼籲讓年輕

人開闊眼界。這次東京之會，終於了此心願。

台大婦科兩位住院醫師也隨團前往，發表了

三篇論文。過去我們總以為住院醫師是不能

出國開會的。其實根本沒有這個限制。此次

在辦出國手續，台大醫院，醫學院及校本部

都沒問題，住院醫師辦出國，甚至比我們這

些專任教員還快。所以許多限制實際上是「

想當然耳 J ω 往往是多年來相沿成習的惰性

而非真正的限制。這次除台大之外，各醫院

的總住院醫師及年輕的主治醫師也不少前往。

大致而言，他們的論文都有可觀之處。更由

於英語能力不錯，發問時，更讓日本的朋友

們，張口結舌，窮於應付。筆者深信，這樣

的磨鍊與見識，對我們醫療及研究水準的提

高有絕大助力。現在出國的風氣極盛，住院

醫師多有利用休假出國觀光或新婚旅行的，

因此，我們何不鼓勵他們出國去參加各種學

會?當然所發表的必需是他們自己的研究成

果。這樣自然會激勵他們參與研究的熱誠，

ln月



從而握高研究的風氣 O

由於客觀環境的故變， 筆者近五年來較

多出國的機會 o 深深覺得，關起門來做井中

之玉 ，雖是日子好過，們在學間的追求與進

步，卻是致命傷。尤其在各醫院競爭激烈的

今天，每次出國發表論文，其心情絕對與在

國內不同。在國內學會，不是自己的後生小

輩，就是朋友同事，以筆者的一大把年紀，

大概沒人敢「電」。到了國外，可就沒那麼

保險，也許那個非洲小子或美國紅蕃'起來

跟你催理一番，那就太消受不了。自然而然

地，我們對投稿國外的雜誌或參加國際學會，

在各方面就比較嚴謹。而這就是一種最好的

Peer review 。近日，筆者接到一位美國知

名大學校友的請求，為他的升任教授做一推

薦與評介其研究成果。以筆者淺間，他們的

升等，必需國外學者的推介。我想這不失為

一相當客觀的作法。我想，醫學界的人士在

台灣向來是社會的佼佼者，任然那些中小企

業者能走遍天下，我們這些頭角崢嶸之士，

更應該有勇氣，有能力在世界的醫學界爭一

席之地，尤其台大景福人更應以此自勉，放

眼天下，跨出大步，要記得「你不走，別人

可不等你」。當然，我們在制度上，也必需

蓋章量鼓勵和協助，出國之際，開銷大繪，顏

面所繫，也不能太寒酸，專勤之下，又得繳

稅。國科會的補助，一年一度，有無之間也

難預料。註冊費又動輒三百、四百美金，錢

沒繳論文請勿寄來。出國手續叉繁，筆者始

終搞不懂，為什麼出國開會還要衛生署核准。

我想衛生署也不見得想管這事，要說防止醫

生外流，以今日情況，想流都沒人要。我想

出國開會的費用應在所得稅可以扣除，其他

如升等方面，也應考慮出國發表論文的情況。

畢竟為了時常在國際間發表論文，必需改故

不息的長久努力，才經得起考驗。而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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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而言 ，從期刊上讀到的東西往往有「

相見恨晚」之感，畢竟學會上的發表至少比

期刊要早一 、兩年， 更何況當面交換意見的

深切感受更非期刊所能提供 。

七月底，又赴日本松江參加國際胎兒病

研討會，抵達松江之際，風雨交加，飛機幾

乎不能看陸，勉強降落之後，又於大雨i旁沱

之中，乘車四十分沿著曲折的日本海海岸艱

苦前進才抵目的地。出國進峰，真可謂「沐

風緬雨，長途跋涉 J 。不過這是做學問者應

在的本分，也是應享的權利與樂趣。畢竟能

與問道之士，天涯比鄰，聚聚一堂，暫別俗

務、共同討論一生鑽研的課題，實是人生一

大樂事。此一「胎兒病學會」完全以個人身

份參加，沒有會籍問題，沒什麼理監事。只

有專業性的深入討論，真正做到「學術歸學

術，政治歸政治 J 。過去飽受會籍問題困擾

的我們，真有「如魚得水 J 之感。這類專業

性的會議正是從事專門研究的人，吸取新知，

交換心得的最佳機會，實在是最值得參加的

學會。

(作者係民國36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

婦產科教授)

台灣醫學會消息

本年度台灣醫學會年會暨學術演講會將

於11月 6 、 7 、 8 日舉行。外賓演講部分將

邀請阿部正和、 Dr. Daniel Tosteson 、

周斌明等教授來台演講，特別演講部分則由

林國煌、宋善青、錢照、供祖培、陳楷模、

莊明哲等教授主講。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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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台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新任主管異動

台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新任人事。業

經核定發聘，八月一日生效。名單如下:

台大醫學院

院 長:黃伯超教授

生化科主任:林仁混教授

藥學系主任:王惠珀副教授兼代

公共衛生學系學科暨研究所主任:

林瑞雄教授

耳鼻喉科主任:徐茂銘教授

婦產科主任:謝長堯教授

麻醉科主任:黃芳彥副教授兼代

復健科主任:連倚南教授

雷射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見教授

爾後雷
光輝十月擴大發行的編輯又落到吾等肩

上，正為稿諒短缺無法充實增加篇幅而發愁

之際，欣聞母院黃伯趙教授榮任醫學院院長

，生化、藥學、公街、耳鼻喉、麻醉等科也

更新主任，增設雷射醫學研究中心、優生保

健部、副院長、醫學工程室、骨科自外科獨

立等，感謝新任主管們的賜稿。在教師節的

前夕，數位師長讓我們訪問、拍照，國內外

的學子們多麼關懷您們的近況 1 傑出核友李

俊仁與柯賢思院長，主持省桃及仁愛醫院成

功而分別昇任省衛生處長和台北市衛生局長

，他們的行政經驗令人激賞。供啟仁教授在

我國成功心臟移植之後，握握道來心臟外科

的歷史，簡秀雄醫師玩電腦卻應用到牙科各

種資料上，陳雷堯教授的隨筆，鼓勵參加閻

際學會，以身作則皆值得的傲。

(郭英雄、謝豐舟、李治學)

48 

台大醫院

副院長:陳維昭教授(新增)

骨科主任:劉堂挂教授

優生保健部主任:李鐘堯教授

醫學工程室主任:王正一教授

醫務草、書:會淵如教授

A附設醫院第一位試管嬰見誕生

附設醫院第一位試管嬰兒於 5 月 1 日

誕生，婦產科李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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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熹福醫訊
.Jing-Fu Meζjical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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