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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形氛之轉至三

幼見散蒙之時，國文老師常以「我的志

願 J 做為孩子們的作文題目，以做發我們未

來的理想、與憧憬。當時全班很多人都表示，

將來只要我長大，要成為一位仁心仁術的醫

師。我相信多少天真無邪的孩子與他們的父

母，都擁有著同樣的希望。記得有一位張姓

同學，因為寫了立志長大之後，要當「蔣總

統 J '而被老師退回去重寫。

這種五0年代的回憶，迄今仍依稀存留

在我心中。「立志當醫師 J 是安全的，父母

常說: r 証或是打敗仗，被捉去當俘塘，醫

師仍可以保命。」光復前，日本人稱醫師為

「先生 J '意指醫師不僅是說救病人的生命

，還兼具指引病人、家屬乃至於街坊鄰居們

的人生觀，甚至是人生的方向。所以那個時

代，醫師是崇高而且令人尊敬的行業。如果

你想退而獨善其身，抑或是進而多對社會有

一番貢獻，當醫師應是臺灣人最好的職業 o

然而這些年來我內心一直納悶，為什麼

上一代總是想到戰敗當俘揚，或是苟延殘喘

於亂世的消極態度?但終究在父母的堅持與

栽培下，我也成了一位醫師。誰知物換星移

，才過了二 、 三十年 ，在這寶島，同樣的行

業，人們對於醫師的期望與形象已大有改變

。醫師不再稱為 「先生 J '也不再是以往那

種純模的形象，現在的醫師已被視為「郎中

J '或是以技術攝取金錢的商業販子。

黃三步彥

對醫界本身而言，醫師們不過是一群擁

學術以自重的學閥;對社會而言，醫師是一

種以名利雙收為目的之行業;對病人而言，

他們只求病痛獲得醫治，而不再迷信醫者的

道德，更遑論指引他們人生的方向;對家屬

而言，他們只是與醫師條件式地交換頭人的

健康。對於這些現象，取而代之的，在醫界

之內乃是醫學團體之間的對抗與啡斥;在社

會之中，貝u為醫師團體與非醫療團體，對於

醫療行為界定之糾紛;在醫師與病人之間，

彼此失去信賴與安全感;在醫師與家屬之間

，祇剩買賣契約的行為。這個社會對於醫師

不再信賴，失去安全感，對於「道德」不再

有期望，自然不具有人神之間仲介的神聖角

色了。

面對如此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以及醫師

角色劇烈的轉型期，無論是年高德前的前輩

，或是充漏理想的新生代，是否皆應在此時

揖氣雄神，彈恩竭慮，重新思考自己乃至於

整個醫界，在社會中所擁有的評價，藉以給

自己重新定位，在「先生 J 、「醫師」、「

郎中 J 等等社會期望中，對於醫界、社會、

病人、家屬，能有最完美合理的表現，亦為

「醫師 J 在這瞬息萬變的世代中，尋找再造

之身。

(作者係民國63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院麻

醉科副教授)



沙國
護理經驗談

簫玉珍

我自民國六十-八年參加了第一肚中沙醫

療團，對這充漏了神奇的國家總希望來個突

破性的探討，我為自己訂了長遠的目標，在

未來的合約裡逐步完成自己的願望，包括改

善生活、購屋、儲蓄教育費、我開始請家教

惡補阿文，初學阿文寫出來的字體像在畫圖

，似乎沒啥，心得。

j少方要求為他們開放兩所醫院，霍車醫

院和吉達醫院 ，初抵霍車醫院被安排暫時住

宿五樓的新病房內，我們被這新環境給迷惑

了，進了浴室發現馬桶旁多了一個下身盆，

不知作何用處，有人說那是給嬰兒洗澡用的

吧!也有人說可能是用來洗衣服!我認為是

個洗腳盆，最後的答案竟然是大小便後用來

沖屁股的設備。真是奇陸!我們雖來自文明

社會，還真不知道這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國吉達醫院設理站

我們在病房的護理站發現有加蓋的不錯

鋼杯，也許是用來盛飲料給病人用的 ，我們

先用來沖泡咖啡或牛奶什麼的，有一天被馬

院長瞧見，非常的生氣說、那些容器是給病

人吐使用的， 怎可以拿去用? "乍聽之下，

傻騁一旁，相信當時有些人胃裡的牛奶、咖

啡幾乎快給嘔出來了 。

在霍車醫院崗業後凹個月我又隨團調往

吉達醫院，在這兒我工作了六年整 ， 會久留

j少國是因為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市內百貨公

司、超級市場、黃金市場、餐館比比皆是，

上街不必擔心被搶劫，交通方便，這個大都

市很容易讓人迷戀上，而在工作上，沒有國

內的壓力大，因限制訪客，我們對病人的照

顧是全時間投入，有時相當的忙碌，但我們

在工作上都配合得很好，互助合作、團結、

愉快。

承蒙鍾主任厚愛派任我為一個病房的一護

士長職。如果說我內心沒有壓力和恐懼那是

唬人的，打從開始真是怕極了接電話，對自

己的英語表達能力缺少了信心，因此克服語

言的困難是刻不容緩的事 ，語言能站通自然

能減少問題的發生、其次是有必要改變待人

處事的態度，因為我們常被評為不禮貌、好

勝心強、不服輸、是工作台的絆腳石。中東

的男士看來優越感相當強，說話的口氣富命

令式，口氣很大，稍有不合他們意見的地方

，我們就會遭到雄獅般的怒吼，其實，了解

他們的性情後，不如嚐試去接受對方的個性

、避兔不必要的衝突，與工作上的表現來爭

取對方對我們的信任感，在我們克服了種種

困難後 ，合約也就跟著一年又一年的簽下去了。

，醫院內的醫師大都來自埃及、土耳其、

被利亞 、印度、歐美及台灣 。歐美與台灣的

醫師技術不錯，但其他地方來的醫師可就不

l述了!護理人員在照顧他們的病人時也特別

感到JVN難。以下我就告訴您一些在臨床上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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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趣事與怪事。

有一次我到開刀房接一個手術盲腸的年

青人、開刀房護士交班誼、你們小姐好好的

照顧這個病人吧!他的主治醫師今天不知那

根筋作怪、死不肯戴上口罩開刀，偏偏取一

片大紗布往嘴上矇'紗布的兩角掛在兩側耳

邊上，刀開了一半，紗布滑下鼻尖，老兄忽

然對準了病人的傷口打了一個大嘖嘖'往後

看妳們的啦! 11 這位埃及醫師後來拾妙就魚、

了。

第二個例子是我去接一個關完盲腸的小

男生，約十歲，開刀房小姐交代說‘多注意

這個小拔的 v ital signs' 因為他的主治

醫師在結紮盲腸的時候，盲腸是切除了，但

線也給111:.斷了，為了設法再把腸子拉出來重

綁閉口的地方卻偏偏找不到，醫生說不管啦

，送回病房去觀察! "這是一個印度醫師的

傑作，他也歡炒掉了，會被炒就魚、都是有原

因的。還有一個例子令人不敢領教，這位也

是脾氣很惡的埃及醫師，他居然將病人的點

滴排氣管用口來吸，還指責我們為何不用這

種好方法?把靜脈注射針的尾端咬在牙縫間

來找血管打。也許你會以為這是天方夜譚。

院方曾作過 infection control .把病人的

感染全歸咎到護士身上來，要求我們嚴格遵

守影響 cross inf ection 的各種問題。天

曉得誰才是地下割子手呢!

一般在中東之社會階層中下級的老百姓

沒有每日洗澡的習慣。因此，病房的工作上

偶而會碰到醫生要求我們做一些使人感到相

當尷尬的事，會記得泌尿外科主任花老爺巡

視一位 scrotum infection 的年青黑人時

，因陰囊腫脹痴皮剝落，花老爺大發雷霆站

病人陰囊那麼骯髒為何我都沒做到清潔它，

我非常不悅這種態度，更何況在病人面前和

群醫面前吼人!我慎重的告訴他。、我是女

人，不能去洗那個地方 o 他不服的說我是

護士就應該替病人洗， 、那是 fully cons 

C10US 的病人。他自己不洗澡，我如何能強

迫他? "我反辯他 O 結果是Dr. OK 自個

為病人清洗陰囊。

花老爺有次因為 BPH病人手術後尿管

不通，來為病人沖洗膀脫，他規定我必讀奉

陪，瞧他沖洗膀駝的動作如此粗魯，難為病

人咬緊牙關忍痛，他要我取一條、big size 

foley" 來，因為病人原先用的是24仆，我

強調病房現有最大的 Slze 是 30fr .是否夠

大?花老爺忽然嚷道， 、Head nurse' the 

p't is not an elephant" 。哇!在場的數

位醫師居然笑歪一旁。我的臉皮快給他丟盡!

不姐道為什麼外科醫師每回開刀十個前

氣患者就有十個手術後患陰囊腫脹的合併症?

為此，醫生都不忘在醫囑其中一項寫著使用

scrotum supportive 。對這種醫囑我們

認為應該由醫生為病人穿上所謂陰囊支托帶

。有一回前外科主任帶了一群大大小小的醫

生來查房，那個希臘籍醫師還說病人的陰囊

怎會腫得像、coconut" 科主任立即回頭

衝著我來叫，沒等他說完我就把支托帶遞給

他，他老兄實在太絕，說他自己沒穿用過這

種東西，不知道:怎麼用呢! 叭至少你是個男

人，請幫病人吧" resident 在一旁解釋

說，在他們國家有句俗話，、只有有錢人才

會去穿它M 。他們說的話因過於...... ，為了

保持我們女性的尊嚴，充耳不聞。

總而言之，在沙國工作數年，確實增加

不少見聞。又因為中沙合約是一國際交流，

若要維持良好的關係'必須多留意我們自己

的談吐，表達方式，以及技巧的運用。坦白

的說，來自台灣的護理人員在沙國仍然是很

受歡迎的。

(本文作者係於民國58年畢業於台大護

理學系，於民國68年赴沙服務 7 年，於民國

76年返國。現任母院附設醫院護理人員 o ) 

司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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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感回台雜感固台雜感

人人皆病!君不見，台北之車從天母來，

琳部漏目的是醫藥廣告。

無人體會還沒有蓋棺論定的，才能追尋自己

的心跡

留得下嗎?找得到嗎?還是無心，無跡。

亦或還是去追求私利，逞一時之快。

還是只有棟棟大樓，人去樓空!

因此留下的是無聊的氣，無謂的爭，無用的l

勢，無恥的架

在病人身上，才能洞晰平等的真義

我心猶憐，我見動容，安得病床萬千!良醫

數人!

願天下有『眼』人及有『光』人，都成眷屬。

讓時間永恆的腳步在生死道上走出公論!

lf合棟舟的人

你是最幸運的了 3

東抓一把，西掙一兩，治癌聖方，大功告成

可別忘了祭告列祖列宗

永垂千古!

5長元古

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伙伴們!

我的錶停留了二、三十年，是幸?是不幸?

變，不變，能自主嗎?

然而，不再目睹精彩的球技，歡樂的位喝，

有口福而無眼福﹒何癢之有!

再說一次:多運動，少抽煙，減少太平洋兩

岸之差距。

不像是詩，有詩的情懷與悲傷

不像是散文，有散文的隨輿與創意

不像是小說，有小說的內容與轉折

也不像是論文，有論文的嚴謹與印證

終於透徹往日歷史

更重要的是收回自己遺失的明鏡

帶走的和留下的，總希望能發芽。

四不像的人，酒店已關門，珍重吧!

後記:此次應、中研院生醫所邀請回國三個月

，參加癌病的訓練計劃，得與老友相聚，杯

口言歡，又認得了許多後起之堯，實一樂事。

(作者係民國62年醫學系畢業，現任中研院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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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咨蒐裴勒大學兩年雜居

我是一九八四年畢業於母校醫學系的，

服完兩年兵役後，很幸運地和內人一起申請

到美國洛克裴勒大學( Rockfeller Univer

sity) 攻讀博士學位。這所大學成立於西元

一九0一年，其有非常特殊的教育系統。她

是頁泉

僅有博士班，每年招收二十至二十五名學生

，因此全校學生僅一百名左右。這所學校有

攝輝焊.的歷史，在生物科學的領坡內，有重

大的貢獻。現任教授中，就有七位諾具爾獎

得主 O 我國中研院院士，哲學家王措博士也

去 Baltimore 在 Johns Hopkins Hospital 門前

Columbia University 圖書館



是教授靈之一。她和一般美國大學研究所最

大的不同點在於注重實驗，學生從一年級開

始即全天候在實驗室工作、學習，課程貝Ij十

分精簡。由於校址位在交通要點的紐約市，

又和康乃爾大學醫學院. Sloan-kettering 

Cancer Institute 隔街相望。因此全美乃

至全球各地的科學家，路經紐約，幾乎必定

駕臨，學生們也因此可以親身接觸許多偉大

的科學家而受益匪淺。台大醫學院的校友在

我之前有鍾正明學長(現在USC任 patho

logy 的 assistant professor )及劉昭青

(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台大)他們均有極傑出

的表現。我自己則在 Laboratory of Mo

lecular Cell Biology 從事於 Liver

Specific Gene Express~on 方面的研究。

因為學校校址在紐絢市中心區的曼哈頓

島上，所以我們得以在求學研究之餘，也順

便享受一下住在全美第一大都會的世味。未

來美之前，從報章雜誌上得來的印象，對紐

約市的描寫似乎是毀譽參半:一方面紐約是

音樂美術文化之都，另方面似乎又是罪惡之

都。來此之後發現這襄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

有。有世界最豪華的旅館、卡內基廳、帝國

大廈、大都會博物館等文化之精華，也有又

黑又髒的地下鐵、成片遭人遺棄的公寓住宅

、貧民區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紐約是一種

:族界限不很明顯的大都市，真正的、美國人

，大約只佔居民的一半，另一半則由世界各

民接所組成。中國城、小日本、小義大利、

西班牙裔居住的西城(西城故事的背景所在

!!!!!l!!血且也斗山』

地)、印度區等等應有盡有。以前認為台北

的餐廳數目太多，現在和紐約比起來，大概

是小巫見大巫。紐約的觀光勝地當然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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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枚舉:自由女神像、聯合國、布魯克林橋

、時代廣場中央公園，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地方。總之，我們覺得很幸運能在當學生的

一段時間待在這令人目眩的大都市，享受她

的便利和包羅萬象的活動 o 當然，在紐約最

大的困難在於生活費高得驚人，走在某些區

域得擔心治安的問題，還有就是沒有擁有車

的自由(停車費一個月在200美元之譜) • 

除此之外，住慣大都市的我們在這襄倒是如

魚得水。

抵美兩年，除了上課作實驗外，經由報

章雜誌，電親新聞及日常生活和美國人接觸

，也逐漸開始對美國人及美國社會有更多的

了解。基本上他們是崇尚自由及個人主義的

民族。資本主義的影響不限於經濟，在各方

面均清楚可見。美國社會的長處是多元化而

充浦彈性，他們的幽默感及熱情也有助於使

生活更輕鬆愉快。美國人絕不是聰明的民族

，他們的效率也不見得比得上我們，但笨方

法有時反而是保險的，也能創造最踏實的成

果。

來美近兩年，對分子生物研究的興趣不

減當年，對實驗室生涯的酸甜苦樂也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雖然自己對臨床醫學及行醫救

世也很有興趣，但看情形仍會繼續下去，希

望將來能使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增添一丁點的

貢獻，也就算不虛此行了。寫到這裹，覺得

應該感謝自己的父母及妻子能了解並支持我

走向研究之晶。當然，我也會記得同班同學

們的祝福及師長們的期望，在學術研究漫漫

長路之中，這些都將是我心靈的支柱。

(作者係民國73年醫學系畢業，現在美國洛

克裴勒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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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希三乏

兩年的頭官生涯，終於結束了。脫下軍

裝之後，那如蟬重負的感覺 ， 相信過來人都

有同感 !在這即將走入麻醉科住院醫師生涯

的前夕，除了慶幸自己能在這眩原史悠久的

台大醫學院中接受醫學教育之外，更勾繪著

未來台大醫學院及醫院，整位:後的新面貌 O

在走出校門之前 ，對於學校的許多教學

措施，著賣不布滿一意。~&役期間 ， 與畢業 Ël

其他學校的同事相處之後 ，雖然多 f許多對

自己的肯定 ，也有情 f一些白己的弱點 !台

大的同學用功，老師也勤於研究，因而學術

風氣盛，台大的同學討論起問題來， 51純據

典，頭頭是道 ! 然而或許由於 case 不;多 ，

使得我們在阻識與將驗上 ，就稍嫌不足。新

大樓敢用之後，期待師長們能此君、及此，使

我們的教學系統更有制度，提供在校同學J;iî!

住院醫師(門， 一個更寬廣的努力空間 O

未來的整建工作完成之後，醫學院內必

定大樓林立，比起過去醫學院內的草坪、樹

木，典雅建築，感覺上與人的距離，要來得

遠多[ !或許院方可以早作規劃，在醫學院

有限的空間裹 ，閉關幾個有草有樹的小小公

園 ，以及一個全院師生聚會的場所。如此一

來，不但能夠增加一些尊重人性的感覺，更

可減少一些壓迫感，甚而促進師生之間的交

流。同時，在新的病房大樓內，也可以利用

走廊上的牆壁 ，作為展列全校師生 ，或社會

善心人士作品的藝術走廊。醫院當然不是畫

廊 ， 我們只是想用一些美的事物 ，一些愛心

，來撫慰病人與家屬痛苦的心靈。

. 王明主巨

當然，對於1兩人的真正服務，去[]伙食的

改造，正自約掛號，門診與驗:在地點的明朗安

排，以歧{反診病人的休息處所，住院于樹的

簡化等等，都是我們值得i'l蔥改進之處。

位後，在中術研究方面，醫學院及醫院

自Ilí長們的研究成果，早已有目共峙，然而對

於師長flllj研究中按有助益的醫學資訊服務，

卻不准理想。醫倒遲至今年四月才開始了電

腦的資詢服務，而其他方面貝Ij或許由於受限

於經費與場地 ，沒有什麼改變 !期刊不全，

尋找耗時 ，不知從何下手等問題依然存在!

苗，然這樣的圖書館已經是全國最大的了，只

是我愛深責切，衷心地期待， 在整建工程完

成之後 ， 它能發揮更多力量，成為全院師生

未來學術表現的最大後盾。

身為一個即將進入醫界的新鮮人，心中

不無幾分惶恐，希望未來能在各位師長的指

引之下，全力以赴，為一個新的台大醫學院

，增添一分光榮!

(作者係民國75年醫學系畢業 ， 現任母院麻

醉科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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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佐
黃素其

一、護理督導、提供服務

十幾年前護理師開業的﹒可以說非常的

少。

民國五十五年我從護理系畢業後，接受

了一年CMB獎學金提供的公共衛生護理訓

練，後來又擔任衛生處護理督導及母系公共

衛生護理助教。民國五十九年隨先生到板橋

開業，便把在護理系四年所學的應用出來，

設立體見門診及預防注射。指導母輯們正確 ，

的調奶及餵奶方法及副食品的添加，並替嬰 l

幼見量身高、體重、頭圍、胸圍。經由健見

門診讓母親了解嬰劫見生長發育過程中各種

正常的生理及心理現象，發現有不正常的就

介紹到台大及馬偕醫院小兒科門診、做進一

步的檢查。

母親們最重要的是預防接種，也是推行

公共衛生的重點，為了貫徹預防接種的作業

，我特地再申請到防擠局接受卡介苗接種訓

練，取得資格後才能向衛生所領取卡介苗。

在自己的是全所接種卡介苗，使每一位在本院

出生的寶寶，能享受像大醫院一樣一連貫完

整的預注。

當然啦!我並沒有掛出「黃素英公共衛

生護理師執業處」的招牌，但傲的卻是護理

師獨立執業的工作。

二、禮聘護士、各安其位

除了護理師的開業工作外，還要幫助先

生的婦產科醫療業務。

要維持醫院的正常運作，護理人員是不

可缺少的，護士流動性太大實在是開業小醫

院的通病。

為了要讓護士安於工作，制度好、待遇

高是必要的。

護士的收入除了固定薪水外，每個月的

月底都有福利金。因為牧入高，所以嚴禁收

紅包，以維護醫護人員的形象。

中南部來的護士，工作了一、二個星期

後，她們的家長都會來揉望，看看女兒的工

作環境。常聽到她們女兒抱怨「先生娘」太

嚴，晚上十一點以後沒特殊理由不准外出，

隔夜不歸一定馬上通知家長。父母觀覺得在

醫院上班比在家安全，自然非常放心。

為了提高護理的品質，每一位來我們醫

院的護士，我都必須教她們如何做衛教、照

顧待產及產後護理、嬰見室新生見護理、餵

奶方法等整套的正確方法。久而久之，一脈

相傳，就成了醫院的作風。除非結婚，護士

很少中途離職，大家各安其位，無形中減輕

了醫師的工作量，人家說開業醫師常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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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兼敲鐘」的辛苦，在我的盡力下， I 敲

鐘 J 的工作都是由護士承擔的，讓他充分運

用專業知識與技術，服務病患才是重要的。

三、更新設備、吸取新知

近十幾年來的產科科學突飛猛進，特別

是超音技掃描儀發明以後，使許多娃振初期

的合併症很早就可正確的診斷出來。更重要

的是其有公信力，心臟是否跳動，產婦和醫

師都能由螢幕看得到。所以待產時心跳聽不

到，超音波掃描也看不到心臟的跳動，便可

診斷為死胎，產婦和家屬心服口服，可避免

許多不必要的醫療糾紛。這麼優異的診斷儀

器，不其侵害性，又安全可靠，所以十年前

我毅然決然花了壹百多萬買下一台(替所或

小醫院，壹百多萬是相當沈重的一筆負擔) 0 

有了新的儀器自然會閱讀許多新書和文獻

，也會參加短期的訓練課程。陳雷堯教授和

謝豎舟大夫所舉辦的第一期超昔波課程，我

和先生都參加，接受訓練 O 目前，產科掃描

我大都能得心應手，做先生的助理。

待產過程千變萬化，產科醫師實在是在

剃刀邊緣討生活。自從購買了自動警示系統

的胎兒監視器後，胎兒窘迫症狀群便可及時

發現。母子平安是產科醫師追求的最終目的

，也是我最大的祈求。

四、無怨無尤、良相佐國

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為孩子們準備早

餐及使當，早餐通常都準備得很豐盛，這是

孩子們在家吃飯唯一的一餐。

六時五十分開車送孩子上學，車程半小

時，在車上和孩子談談學校的功課，及小兒

女的恩恩怨怨，這樣子我就可以了解學校那

門功課教得較差，趕緊找家教來加強。孩子

的交往情形也摸得清清楚楚，只要不太離譜

的，就由孩子們自己去處理。

回到家七點半，開始出院病人的結帳，

每個病人拿到的帳單都列有明細表，讓她們

了解錢花在什麼地方，以示公道。

八點療草吃完早餐，便開始整理家務。

一 、 二樓是醫院，有歐巴桑清洗， 三樓是住

家，主臥房及孩子的寢室，都是我親自整理。

到十點，把自己打扮好，便到病房查房

，找孕婦閒話家常，並給予衛教。督促護士

產後勤快更換產墊及按摩，這是發現產後出

血最好的方法，產後出血只要及時發現，通

常都來得及搶救，許多悲劇應可避免。

維持醫院的乾淨亮麗是我的一貫作風，

所以歐巴桑要盯的很緊。廁所則是評估醫院

水準的標的，一定要乾淨且沒臭味。

十一點半上樓準備午餐，十二點到門診

結帳，算算門診的收入。

下午是我的在人時間，午覺醒來，便到

臥室隔壁的健身房做韻律操。運動是維持一

個人的體力、身材及門志最有效的方法。

到了下午五點，準備晚餐，六點到門診

結帳。

星期六、星期天的晚餐是我們全家人的

大餐，孩子們全在家，許多家庭及學校的大

事，都在談笑間獲得共識，以謀求合理的解

決。

晚上七點半以後的門診是一天最忙的時

間，有空我就下來幫忙，到了九點又要開車

去接孩子，回到家將近十點，等門診結束結

完帳，一天的工作就落幕了。

各位師長、學姊及學妹們，在家庭及診

所這小小的王國裡'我算得上是位稱職的良

相嗎?

一位護理師在開業小醫院或當所裡所扮

演的角色，您們認為還必須要有所增減嗎?

(本文作者係民國55年台大護理學系畢

業，目前是板橋陳文龍婦產科醫院的護理師

暨院長夫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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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醫學﹒放射線

我是台大第一屆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的校

友，以前所唸的是核子工程(清華大學) , 

而現在是台大醫院放射線科第一年住院醫師

。從核工到醫學又再進入放射線，這段歷程

可謂是曲折離奇而又十分難忘的。

高中時代，即對物理很著迷，尤其是以

嚴密的數學方法，解答自然界的許多現象，

進而從反覆的實驗中，去證明一個定理，這

種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深得我心。後來在

高三的畢業旅行途中，第一次參觀了清華大

學，就被它那開闊的校園及濃郁的理工氣息

所吸引，因此決定第一志願填寫清華核工系

，大專聯考放榜後，我很幸運地考上了。

核工系的課程內容包羅萬象，有電子、

電機、計算機、熱力學、流體力學、材料力

學、物理化學、原子物理、核子物理、核工

原理、核能發電、核反應器原理、輻射度量

、論文等等，在坡肉，可算是首屈一指的「

重頭系」。為了讓自已不被繁重的課業所窒

息，同學們在大三以後，就各取所需，只專

精於某幾科，而其他科只求過關就好了。我

比較理想主義，只衷情於純理論的原子物理

及核子物理(統稱為量子物理)。因此大學

四年的求學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一

頭量子物理的堂奧。

會文教

提到量子物理，我忍不住要寫它一段，

它以反傳統的理論觀念，巧妙完美地解釋了

微小世界(分子、原子、核苦等)的行為模

式，在二十世紀初，會帶給物理界一陣軒然

大波，餘波所及，甚至影響到哲學界、宗教

界。從量子物理，人們驚訝地發現到那些微

小粒子竟也依循著一些超乎人類經驗所能理

解的法則，在做運動或轉換。若說從天文物

理中，我們可意識到 t帝是一位偉大的工程

師，貝u從量子物理中，祂即是一位神奇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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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師。學習量子物理，使我的字宙觀，有了

-_.個嶄新的認識。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它也

促成二 十-世紀科技的進步 ， 例如:原子能之

利用 、 晶體繞射、 信射、院臨失振等等 。

我哈、理工純粹是基於興趣， {H 後來轉唸

醫學 ﹒ 卻是某於內心的一技強烈的人交關柯:

O 我叫J.ì.':)1~一個i 心(街的醫 阿拉我最嚮陀

的人生目標。苗時適逢教育 t;且很1M存l~t後持

學系招生考試，於是就報名赴考， 1M順利地

考上台犬。

醫學與理工求切的方法起4: J.是本太一

樣的，理工比較偏重推仙理解﹒ Ifri醫學則比

較偏重歸納記憶。一崗始在心理上很難過憊

，甚至有點蚱斥。然而就所研究的釗象而式

，理工所面對的是無生命的物質，比較單純

化，實驗條件也比較容易控制， I兩間學所 rÍl Î

j\t的，卻是千變萬化的生命現象，尤其4年在

主1]臨床之後，的i對的是人， 這衷 rÍli 文，卒，涉生IJ

心理、社會、倫理的層面，使腎咚!后再是純

粹的科學，而~缸，弄成一種藝術 o 1正楚這種

可主力，吸 5 1 我興致勃勃地去追求，、世扎在 rÍ! Î

吋龐雜的書本時，仍能無怨無悔地去改它。

取業後，我選擇進入放射線科，一方面

凶為它不Ll我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另一方面

，民認為在這個個場裳，比較能夠發揮我的

才智，而且也能夠實現我的理想。隨著科技

的進步，放射線的診斷工具或治療技術，將

會日新月異，不斷地大步向前拓展。學例來

說 : 近年極為盛行的核碰共振影像術(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它完全不是恨

接傳統X光射線穿透呈像的原理 ，而是利用

極細微的質子磁力矩在強大的外加碰場下，

分成兩層能階的現象， (物理上稱為 Zea

man eff ect ) ，再利用合於此能階差的共振

電磁波頻率，去激發然後再釋出特有訊號 ，

再經電腦的運算組合，終於成為影像。它的

優點主要是:一沒有游離輻射的危險 O 二可

選取任何一種角度的切面 O 三影像的強度有

組織特異性 。 但它鼓重要的特色，是它提供

f 革命隘的是像原理，那就是利用人體本身

所組成的原于妝，以主孟子理論為基髓，尖端

科技為手段，提取關于妝內的能量訊息，然

後再*(í~ 5主布力之I首腦運算， I而成為路傲。我

相信，在這種做水下，在不久的將來，會有

史新更有效的影像診斷方式斧，生， IJ I~ 峙， f差

贊性的診斷方法， nJ能會逐漸被取代 o 總而

Î __l 之 ，放射線科的研力是雄厚的，它是走在

時代尖端永不落伍的一科。

(作 fí.係上是闕76年後醫系畢業，現任母院放

射科性院惜自Ili ) 

大家期盼已久的台大醫院東西址聯絡地

下道建築執照，終於在日前獲准核發，預定

八月崗工。地下道完成後，東西址間醫護人

員、病患、物料等均可自由往來，不受地面

交通及天候影響。

母校為發展醫學教育，促進學術研究及

加強國內外院際交流，挂出「台大醫學院醫

學系學生前往哈佛大學醫學院訓練實習辦法

J '亦業經院務會議通過。日後母校優秀學
生，將可依據此案，而提早接觸到世界先進

國家的醫療科技，實為萬幸。

以上分別為醫學院及附設醫院本月份內

之兩樁大好消息。



光陰似箭，今年年初接到住在加拿大行

醫的同學李木鐸醫師(會獲杜聰明獎) ，來

信告知我們這一班同期即七年制醫學系第三

期生同學會決定今年( 1988年) 6 月 24 日~

26 日詮北美台大校友會會期，關末班畢業30

週年紀念行事，希望久別未謀面的同學多多

參加共襄盛舉，大大的慶祝敘舊一番。

我楞住了，哦，我的天呀!我還沒有上

那麼大年紀，我該還很年輕力壯似野牛孔武

有力才是，但頭腦則已不如往昔，別人看我

很可能已是青椒腦( 1::0 -7 '/日文意日虛有

其表，沒有內容 vacuolized cell) 細說起

來其實也是。

屈指細數，的確是已過了30年頭了，我

們這一期是民國40年( 1951年)進入有傳統

、有歷史，榮耀自負的台大醫學院 o 台灣光

復為民國34年( 1945年)當時台大醫學院白

無其他學系，國內也沒有台大以外的公私立

醫學院，第二個醫巳院則為高雄醫學院，由

杜聰明創辦成立於民國43年( 1954年)。

所以當時一提醫學生則非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醫科學生莫屬。因得天獨厚的獲得了

長輩在國內實質性的貢獻及表現，我們這一

群醫科學生在社會人士眼光中佔了相當被高

佑的地位，可能當時台灣的生活水準遠落後

先進國家，還在農業經濟體系中奮門努力，

而醫師行業的高額所得及醫科學生皆是身經

百戰錶磨之勇士，所以、醫學生、高材生，

似乎保證了我們的前程，天真至不知天高地

厚。真的，我們同班同學有的人在低年級時

已變成現在流行語所謂的「死會 J '已成有

心有意家長之乘龍快婿了，使旁觀者羨慕不

、醫學生、高材生，是對我們之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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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唸醫科對我可說是產生自卑感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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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簡單，由幼稚園、小學、初中(圈中

)、高中至大學，我的成績、名次可說是直

線下降，那有昔日的光影， (比上絕對不足

，比下差不到那襄去) ，影響自尊心甚鉅(

哈哈 ! )。我雖然考上了台大醫學院醫科，

錄取生為70名正科員數，沒有備取生，其他

學院則有大堆備取生 O 但我貝Ij吊車尾式進入

台大醫預科，原因很單純，崗女能力奇是只

得30分不到，很本談不上競爭，只可說上榜

是幸運，更不配寫文章，諸多多包涵、見諒!

此傳統名額維持相當久， {旦時代及政策

的需要，後來錄取生名額逐漸增加，如加上

公費生、僑生等圭IJ130名左右，我則暗中自

喜，我可不再是吊車-尾，是以中等成績考進

的(傻人傻想) ，此為解除自卑感之第一步

(哈哈! )。

一國有一國不可動搖的國策，當然台大

醫學院，台大醫院亦有院策，就是以少數精

兵主義領導台灣醫界的臨床及基舵醫學研究

脾B)ê國內外之學術界，我們台大人皆蚓此目

標是丟進。現在有新的醫學中心正在趕工住築

中，將來則寄望於後進賢達之士。

林國信院長最近曾發表過純種、純血主

耘( thoroughbred '有一點賽馬 、種馬之感

)引起一陣轟動性新聞。

我個人非常贊成和欣賞林院長之院策主

張，原因無他因敝人亦還可分享其光。學術

界是實力主義的世界，其實國際關係也一樣

是國力之比武、軍備競賽、經濟戰爭 、科學

競賽，雖現在美蘇兩超級大國暫時以縮減國

防經費，軍備競賽，以改善該國國民之生活

水準品質，但科學學術競賽是絕無怯片刻停

止、停頓的。

在實力主義的世界，惟有實力才能執牛

耳領導一切，最需要耐力毅力之體育運動比

賽中 ，馬拉松賽跑實可稱田徑競賽項目之王

，在此項比賽中所受威脅最大者為領先的一

群人中之第一個人，因備受隨時彼趕過超過

之壓力，而保持不敗之地 ， 但最近幾昕後起

之秀之醫學院，在雄厚財力物力之下已開始

對台大形成有形無形挑戰 O 以科學性、學術

性的眼光看此無寧可說為好現象 ， 惟有競爭

才有進步 O

台北市有很多街道，有的是 Fl 據時代已1)

有的，或後來拓寬整修的，品至最近在大興

土木後，在新興地區建設的車路，規模之大

足可揖美先進國家，但對我而言叭中山南路

H 是最富於感情的車路。中山南路雖里村不

長，但它的位置在我l喝首善之區台北市之心

臟地咐，附近林立著重婪的村政及民慈機峙

，如村政院、監察院、立法院、教育部、總

統府、闢家，紅館、最高法院等，台大醫學院

則臨落在中山南路之東側，台大醫院則在西

側，丘為相輔育材之場所，亦是孕育我的母

校所在地。

每當驅車路紹中山南路時，頓時使我想

起往日被院之情景，雖古老何有威嚴的大程

世及講堂，在這些教室接受名師之指導教誨

、這擊。在考場上或球場上之盼不IJ而歡呼凱

歌有之，但也因其挫折而扼腕lek肘i有之 O 甚

至感情上觸礁在校園角落暗自流淚有之， {日.

一切皆是30多年前的往事 o 我們的學生生活

課外活動相當繁烈，有班際對抗賽等，師生

打成一片，真是其樂融融，自iff方組成台大醫

院隊，基礎醫學隊。當時棒球是相當受喜愛

的項目。一面可溝通、一面可 agltat!On暫

時進入無理講之風(日文意日不必客套)。

在台大醫學院運動場、操場上每逢星期

六下午天氣晴朗時，至IJ處可見到各種運動在

進行，網球、籃球、桌球、棒球等， r市棒球

運動是其中最受歡迎之一噴。後來隊伍越來

越多，醫院方面有內科隊、外科隊、病理科

隊、雜軍隊(小科聯合軍)、牙科隊、藥劑j

科隊。醫學院方面有教職員聯軍，另加學生

• 



除 3 、 4 、 5 、 6 年級各自一隊，而 7 年級

學生中的好手，貝Ij因是 Intern 實習醫師的

關係由醫院各隊吸收做打手(台語)。真是

熱鬧非凡，回想起來是個很好的休閒體育活

動;更難能可貴的是常由教授們帶頭上陣，

內科由宋瑞樓教授、劉祺輝教授、余瑞雲教

授等，外科貝Ij由現任外科主任陳楷模教授及

洪敢仁教授當領隊，可能外科vs 級先生看

病開刀忙碌，少有露面機會。病理科當然由

大將葉曙教授帶餌，手下戰將如雲，林文士

人教授、陳定堯、陳海清、侯書文、方中民

老師等人參加。牙科除由洪鈺卿教授帶領聲

勢浩大。基礎醫學隊貝Ij由董大成教授、陳拱

北教授等人率領醫學院教職員參加。浩浩蕩

蕩、風雲將至之勢。

我本人從小就喜愛甚至迷上棒球運動，

所以稍有業餘性的心得，能展顯一些變化球

類;故當起投手又尚屬強打者，而陳海清老

師和溫患峰同學(現任威斯康新大學腎臟科

教授，今年四月回國講學，哈里斯基金贊助

)為捕手，為一對好 Battery (搭檔)。

溫氏與我則早在 3 、 4 、 5 、 6 年級學生時

，以傭兵的身份常加入醫院混成旅團隊伍參

加院外賽，如與製藥公會隊或醫療器材隊做

聯誼賽。球戰結束多半已快下午 5-6 點了

，然後老師們則帶我們去餐廳大吃(現在則

只可說是小吃)飽腹一番，最高興的是有機

會喝啤酒鯨飲一番。民國43年( 1954年)之

beer 批發價是新台幣12元，市價賣 15至 17

元，當時公務員一個月之薪水絢為六00元

，台大醫院實習醫師為一個月五十五元。我

們那時醫科學生 3 年級那有錢買啤酒取樂之

餘裕，真是感謝我們老師之德意。後來生計

，星期六則是全早打聽今天有沒有院外賽，有

時則不兔落空大失所望而歸。棒球比賽與其

他運動競賽項目不同在於守方有一對 Bat

tery (投手及捕手;投手為正極，貝Ij捕手為

39 

負極，搭檔) .其他野手 7 人共 9 人，由投

手向本壘板後方蹲坐之捕手投球由 Umpire

判定好壞球。三出局攻守易位攻打或守備。

另一邊則為攻方，打擊手一人在打擊圈內輪

流上場選球打擊，結果可能有短安打、長安

打、全壘打、犧牲打、接殺、封殺、雙殺、

觸殺、夾殺、索制出屑、四壞球保送上壘，

三振出局等場面出現。更重要，且有趣的是

裁判( Umpire )之判定常引起當事人(攻

守一方)之不苟同不服而引起抗議，叫停受

計，有時難免引起一陣騷動或軒然大故，再

加上啦啦隊之助陣、漫罵、挪倫之聲不絕於

耳更逗人好笑。

棒球運動是綜合體力及智力之運動。有

個人 play (表演) ，也要團隊精神，技術

體力好，另外心理作戰佔很重要的因素。比

賽始於“先禮後兵，終於中兵後驢"球賽

進行中則口技多於手技，真是君子動口不動

手，先擾亂對方，激怒對方使其信心動搖，

心理產生不平衡，讓對手不能表現發揮應有

的實力。

Agitation詞句有如Ball P( pitcher) 

(專投壞球之能手) • Batter Poor (作

擊無能手)無一不是取笑對方之辭。偶有投

小便球(拋物線球)貝Ij喊罵，喂無盒飯，只

食粥是不是，股間漏接則更有趣的諷刺為昨

晚做了什麼，服務工作太久傷腰不能好好蹲

下來是不是?三振落空哦你的眼鏡度數該重

新驗光買新的了，什麼太貴買不起是不是等

等。外科主任陳楷模教授為公認雷公，聲音

之大是每次比賽的 Agitation 王。有時甚

至對主審投與尖銳的批評，大家捧腹大笑。

有時院長級尊貴如魏火曜院長、李鎮源院長

、彭明聰院長、楊恩標院長、楊照雄院長、

黃伯超院長等特別抽空參加比賽添加光彩，

更使我們年青人快樂，充份誼歌青春學生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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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瑞樓教授擁有很多顯赫的頭銜諸如:

院士、理事長、主任、教授、所長等等。公

餘之頭銜我員Ij不得而知，可能五花八門，但

我最喜歡的是教授這個稱謂 。因我始終以宋

教授的學生為榮。雖我是耳鼻喉科醫師，但

內科學千真萬確受教於宋教授(非冒牌貨)

，如在外有人提起我的真實性的話，前宋老

師給我認可。宋教授之治學、教學及研究態

度之嚴已有很多人寫過文章，我不冉f1{ -;"F 。

但我們對宋院士瑞樺教授的。ti多功業勳績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第六版世界消化系醫學

會1978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取行時提出聳聽的

台灣B型 hepatitis 之嚴重性，國內外輿

論譚然，有關當局告訴失面子，甚至w出懷疑

性。宋教授不為所動堅持原則充分表現出學

名，非曲學阿世之輩之風站。我們感謝宋教授

，有了他才有今天闢人對 B4-<).肝炎的t認識及

防治工作的推動立是!后功j派偉。我們要永遠

推崇他、記住他。

我雖非內科醫師. {B. 1-t宋教技之授課有

獨特的印象。宋教授學生時許是運動健將，

編後語

由衷感謝景福校友諸位先進們在百忙中

，能為醫訊寫了諸多雋美文章。尤其李院長

宏生以他那特有的日式中文，設述往日醫學

院中的棒球運動，翱翔如生令人回味。母院

中的多位教授及師長，都曾在文章中，表現

他們年輕豪放的一面。蕭玉珍學長的「沙國

護理經驗談 J '道盡援抄醫療團員的甘苦，

本期即以沙國霍埠醫院外景為封面。

其他如會文毅、王明鉅、黃素英、張元

吉、顧泉等諸位校友的大作，各其特色，很

值得各位校友細細品嚐(黃芳彥)

幾乎高能選手，尤愛棒球，所以我投的球常

只被老師擊出安打，難怪。宋教授的課我仔

細分析起來好像上棒球課，以下讓我說出其

由。

宋教授為非常優秀的臨床書記，個人 player

~~好，選手，也是優秀的研究指導家，似教授

及監管。他上課時講解的理論有條有理一

絲不亂.{B.楠、進入生化學等之錯綜復雜難解

之處， 72J末老師在學生及聽眾臉上看出困惑

之表↑t1í l{1j有一點尷尬似的自己先露出微笑，

不服其煩的用另一個容易瞭解的角度來繼續

講解，至學生及老師自己本身漏足為止，此

為球賽中之叫停 (Time) 及再關始比賽、上

課( Play Ball )。簡ú是上課方式與棒球

比賽策略完全相同 o

目前流村大眾樂、六合彩、飆車，甚至

更改年齡延長退休，如主持我有能力，我願擔

起這倒立-任，自IJ更改宋教授之年齡，使其能

織的領導學生。

(作有係民國47年醫科學業，現任台北醫學

院附設醫院院長)

熹福醫訊
, Jing-Fu Medical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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