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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b3J白白 言命全民醫療保險

其主事備工作已刻末容緩
三共f白主乏

李總統終於提出提早實現全民保臨的諾 研討會，以及成立重大政策諮詢的機構，這

言了。過去百年來，實地在維護國民健康醫 且都已是刻不容緩，不能再遲延了。不可否

療工作的醫師們，應該如何支應呢?過去默 認 ，全國性醫療保險的設立，政府要投入相

默地耕耘醫學園地，提高我國醫學研究教育 當龐大的財力，但我們也不能讓這醫療保險

服務的老師們，又是如何呢? 費用無限制地吃完我們的國庫。我們也需要

鄰近的日本，其全民保險早已於二十多 考慮病人接受醫療時，自己支付的程度，不

年前實施然後在其所謂的高度經濟成長期 應有只討好選民而不能立法的不負責態度，

中，把它制度化，成為比歐美諸國更為完美 另一方面，也不應該讓承辦勞保醫療的醫院

的醫療制度。醫療保險在我國，主要的則只 診所，接受幾乎不夠成本的醫療給付，強迫

有公保與勞保，對現今四分之一人口的幾年 他們想出種種生存的辦法，而降低好不容易

經驗而已。 得來的醫療水準。

國民生活的安定，是國家富強的象徵' 觀看三十年來外國的醫療保險，英國幾

政府施政的成功 q 而國民兔於疾病的痛苦， 乎為此而破產，美國雖說是世界強富之國，

生病時良好的醫療保障，以及年老後仍有良 但其國民全體的醫療保障，卻沒有日本、加

好的福利制度，正是國民生活保障的基髓。 拿大的均一性與安全感。雖然在日本實施全

因此，對全民醫療之實施，在我國經濟 民保險時，醫師嘲笑這制度是把「醫術 j 轉

高度成長的今天，提早實行是明智的決定。 接成「算術 J '每天為申請給付要算點數，

而其成功與否，關係是那麼的重大，不僅需 可是由於厚生省(相當於我國的衛生署)知

要我全國醫療界集中才智參與，也需要其他 道如何領導全國的醫療衛生機構來推行籌劃

各有關專業人員之合作推行。 ，三十年後的今天，在厚生省下的社會保驗

一個重要的全國性政策的推行，其成功 廳，設有醫療保險與福利年金保險兩部，充

因素就如同一個新企業的推出，不外、市場 分發揮了社會保險的功能。

調查，一一看看外國過去走過的路，制度的 每年大學聯考，我們都知道有很優秀的

建立一一要能應付迅速轉變的社會情況，以 學生選擇了.醫學院，把國民健康的維護作為

及錢與人。 終生工作。現在國家要實施如此大規模的國

根據國外的經驗，我們不要再重蹈外國 民健康保險制度，如何動員訓練他們，引導

失敗的措施，而應吸收其成功的因素。先進 他們加入這行列，是個重要的課題。如何建

國家對國民醫療保險的實施已有相當多年的 立一個良好的制度，由一個瞭解醫療的機構

經驗與結果，政策上之觀摩，固然可以派幾 來負責，是勢在必行的，否則二年後又要頭

位處長或局長去考察一番，可是我們還要研 痛醫頭，腳痛醫腳，重蹈國內外慘痛的經驗。

究符合我國國惰的設施，應該要講究比較實 (作者系民國48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

際的方法，如在國內舉辦有外國專家參與的 眼科教授兼附設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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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醫學

間U呂

I ......愈來愈少醫學院畢業生願在畢業

後獻身於基礎醫學的研究，同時台大醫學院

也沒有很好的制度來支持基礎醫學研究者的

生活與工作，希望將來台大醫學院在這方面

能有突破...... J (錄自景福醫訊第一卷第八
期景福隨筆，李鎮源教授語)

基礎和臨床

在第二次大戰前，英國的醫師如果想從

事研究工作，多半到基礎醫學部門去傲。戰

後臨床醫學研究工作逐漸興起，醫師留在臨

床各科也能從事研究工作，加上優厚的臨床

待遇，醫科畢業生進入基礎醫學科從事研究

的人越來越少，基聽醫學科就只好大量起用

非醫科出身的哲學博士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不只英國，其他如美國、加拿大以及我國

都發生同樣的現象。不過醫科學生在佐習基

礎醫學課程期間，最好有機會接觸到一些能

在臨床與基礎之間搭建橋樑的醫師，學習如

是的，在整個醫學院的架構中，基體醫

學有越來越被忘記的趨勢。然而，她應該是

推動醫學教育及研究的一環。且讓我們看看

基礎醫學的同仁們究竟在作什麼?

林主辦祥

何將基礎醫學的知識應用到解決臨床問題上

。我們希望一些學有專精的臨床醫師在基礎

學科兼課，充任這種搭橋的工作。放射線科泛

的醫師可以在解剖學科兼課，心臟科的醫師

也許可以在生理學講授心臟的電氣生理學，

也許可以在藥理學講授強心劑的作用機轉。

藉著這類接觸，臨床醫師和基礎學者或許將

來找到更多互相合作的機會。

(作者為民國46年醫科畢業，現任母校

內科教授兼教務主任，本年度休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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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基礎:

解剖學科簡介

一、人事動態:

這兩年來本科所在人事上有很大的變動

，張丙龍教授與林庚欽技佐於去年七月卅一

日退休;今年則有鄭聰明教授於七月卅一日

提前退休，他們三位目前都服務於長庚醫學

院。另外，陳文彬與張安步兩位副教授現在 l

正在國外進修，雖然於去年十一月尹相蜍副

教授加入本科所教學與研究陣容，可是一下

子少了那麼多位資深教員，因本科所每位同

仁的教學負擔都十分沈重，使得林楓三教授

在今年休假中，也不得不特地再請他幫忙大

部份的教學工作。今年三月至六月間，由國

立新加坡大學林榮安客座教授，至本科所主

持短期研究計劃。

今年自本所碩士班畢業的同學有五位;

另外招收一位博士班學生;及六位碩士班學

生。

二、研究概況

本科所除原已有電子鏡(細胞學)研究

室與神經科學研究室，於兩年前積極籌劃成

立生化學研究室，期望將最近有關兔疫細胞

化學與分子生物之科技與設備注入本學科所

以往在形態學的研究中，目前有很多位同學

加入此一陣容，並將此種科技配合應用於各

研究專題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醫院補助

本科所購置之TEM與 SEM各一部，即將

於今年底抵達，屆時可見本科所之研究，將

另有一番新氣象，十分感謝醫院的支持。

目前本科所的研究專題，大致可規納為:

這張源

解剖學科陣容:

歡送林帶安客座教投(由于往上第

二排，由左起第 5 位)本抖所全體同仁

合照。

一、松果腺一一下觀丘一一腦下腺一一

性腺軸之研究，著重在形態、生化特性與功

能之互動關係。

二、竭胚心臟與骨儲肌細胞，細胞骨架

之操討。

三、自主神經系統神經節細胞之形態與

生化特性。

四、紅核內神經細胞之形態與突觸之連

繫關係。

五、中樞神經系統有關 GABA 之終

末與受納體之探討。

六、神經再生時有關之蛋白質以及會成

此種蛋白質位置之揉討。

七、體質人類學則著重在高山脹同胞生

體發育之互動關係 o

(作者係61年解剖學研究所畢業，現任

母校解剖學科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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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中的寄生蟲 翁秀貞

寄生蟲學科蘇霄靄博士和呂森吉副教授

近三、四年來和日本千葉大學名譽教授橫川

宗雄博士合作的有關肺吸蟲之研究，是屬於

一大型的計畫。他們和本科的高哲彥、許木

盛兩位同仁，有時再加上研究生、助理等，

一行五、六人，在夏末秋初或剛入冬時，常

背著沈重的踩集工具、米糧，深入北部偏遠

山區，踩集螃蟹、螺蜘。最辛苦而危險的工

作要算是穿著連身雨衣溯溪而行，一面要防

著毒蛇的侵襲，一面又冒著一腳踩下，水及

胸部的險境，而在密不通風的連身雨衣包里

下，全身裡裡外外，早已被汗水浸得濕透。

此時他們的心裡，還承受著抓不到螃蟹，無

法交差的壓力，有時都快走到漠的盡頭了，

還捉不到幾隻。橫川教授為此研究，曾數度

來台，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八月間，主要工作

是做工作結果整理。

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尚有中華肝吸蟲的

兔疫學研究。以螢光抗體法及酵素標誌兔疫

法，測試天竺鼠及大鼠血清及膽汁中抗中華

肝吸蟲各類兔疫球蛋白出現的順序及變化，

並比較兩種動物對中華肝吸蟲感受性之不同

是否與其抗體反應之差別有關。部分抗天竺

鼠兔疫球蛋白( 1 g E 、 1 g A )無法購得

，而必讀自備，是比較麻煩的部分，至於大

鼠的擔什引流技術(無膽囊) ，承蒙生理學

科陳朝峰教授的熱心指導，已經可以做得很

順利。

此外，研究生于鎮邦和指導老師呂森吉

，調查了台北、宜蘭及眺園等三縣、境內螺蜘

v 
、自見、泥賄、野鼠、水鳥等，感染棘口吸蟲

的情形，並且完成了埃及棘口吸蟲的生活史

之研究。另外還做了埃及棘口吸蟲及外旋棘

口吸蟲之染色體數目研究，以及以兔疫擴散

法及兔疫電泳法分析上述兩種棘口吸蟲成蟲

的抗原性之異同，證實其在分類學土的利用

價值。

近年來，對號稱二十世紀黑死病的「

AIDS J 病人，因弓蟲的俟機感染而死亡的

事實，引起大家對弓蟲的重關。本科近年來

亦從事弓蟲之血清流行病學研究，調查了本

省20個地區居民血清中弓蟲之抗體。弓蟲抗

體之檢驗，並無太大困難。唯流行病學研究

所需檢體數量通常相當大，本研究亦係本院

幾個科系合作下，始得以獲得充分之檢體。

類似之科(系)際間，甚至被際合作的大型研

究計劃，利用統一踩集到的檢體，分配與各

個子計劃使用，似值得大力推廣。

分子寄生蟲學是本學科急欲發展的新的

研究方向。筆者有幸前後兩度參加本院細菌

學科陳振陽教授主辦的「基因工程研習會」

'學到許多有關技街。今年，我們還聘請了

兩位兼任教授，分別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梭

的王正中教授及芝加哥醫學院的張光模教授

，來幫助授課及建立分子寄生蟲學實驗室。

非常歡迎在這方面有心得的校友，加入我們

的研究行列。

(作者係民國62年醫技系畢業， 67年微

生物學研究所畢業，現任母校寄生蟲學科副

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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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

病理科月7二;其結

謝謝景福醫訊治病理這個機會來向關心

母校病理醫師的校友們介紹病理的現況 O 感

謝國內外校友不斷地給我們這些從事母校病

理工作者的鼓勵與關懷。校友們常常用「病

理」這句話來懷念當年的教授、助教的風範

，講堂或實習室看切片的情況，考試，甚至

于補考及解剖的場面，不是嗎?幾乎所有的

校友都會問: r 現在病理在那裡?葉先生好

嗎? J 、「病理變得怎麼樣?有新的設備?

」、「從事病理的人多不多?待遇好嗎? J 
、「臨床病理仍由臨床先生管嗎? J ......等

等。現在讓大家一起來懷念。

病理經過兩次的遷移，於民國58年搬進

現在的場所，就是附設醫院實驗大樓的北邊

，面對新聞刀房，佔六、七及地下一樓。第

一次撮遷是在民國42年，自舊醫學院病理學

教室搬進附設醫院病房佔整層三樓(五東及

五病房的三樓) .那時您是在第九講堂上課

為理研究所四十週年紀念照

而到三樓參加 Gross teaching 和看切片

的。是否記得您曾在舊醫院的生化教室、大

禮堂、附設醫院的第九講堂或附設醫院實驗

大樓的病理科講堂(第十講堂)聽過課?許

多校友亦會上過葉先生的課。葉先生雖年屆

八十，但非常的健康，不僅照看片子，寫文

章，且打高爾夫球。

自民國七十六年起，醫、牙科學生的病

理學上課和實習又改到醫學院新建大樓去上

、您從前聽課的醫院實驗大樓三樓的第十講

堂，目前用來每週三下午四點半的 SPC

'及上應用病理學的課。上過應用病理學的

護理、醫技、復健和其他選信這一門課的校

友，不知回味如何?

醫、牙科學生現在上課的情形與您所記

得的一樣，在一個學期要上完總論及各論，

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八點至九點是演講，所

有老師都以放幻燈片來進行。在黑暗的教室

裡攜帶著手電筒邊看銀幕邊做筆記者猶大有

其人。九點十分至十點十分的 Gross te

aching 還是分成五大組，不過由今年起，

因學生人數的增加，必2頁分成六大組。有人

稱讚過此方式的討論會獲益良多，您說呢?

十點半到十二點是病理切片實習，本來是每

四人發給兩大盒的片子，現在只好每八人共

用兩盒了。病理考試的方式亦有些改變，學

科筆試由以前的六次改成只考三次，實習考

試仍維持考七次。另外 CPC 成績是由筆

試來給分數，不再以交報告來給分數。打破



片子要扣分數的制度仍存在著。牙醫系校友

是否認為病理上總論即可，而無用再聽各論?

目前的病理包括有病理研究所、病理學

科及病理科三個單位。研究所直屬于校長，

設有碩士班、博士班，現在各有四及二名研

究生。病理研究所沒有編制名額，自然地一

切業務由病理同仁來負責。病理研究所于長

國36年由葉先生創辦迄今，碩士班畢業生已

有四十名而博士班一名。病理學科是醫學院

的基礎科，是老一輩校友所熟悉的「病理 J

。第三個單位是病理科，與內、外、婦、兒

等臨床科一樣直屬于附設醫院院長，主要的

工作是病理切片及細胞學的診斷及病理解剖

，此外為臨床醫師舉辦SPC' CPC及各

種討論會。有趣的是三個單位由病理學科主

任一人兼代，亦就是說，所長、學科主任及

科主任，由同一人包辦。當然只有一票的投

票權及一項的主管加給。病理將在兩年後搬

到東址的醫院大樓去。目前的病理科在七樓

設有肝、腎、鼻咽癌、染色體、惡性淋巴宿

、骨、皮膚和分子病理的研究室和照相室。

復辦的法醫學科教員室，辦公室和毒物研究

室就在附近。六樓有一般病理切片室，收發

及報告室，細胞學語斷室，病理辦公室，病

理科圖書室和教員房間，其中有人尚放著四

角瓶。地下樓有解剖室及放置兩台電子顯微

鏡的房間及其專用暗房。解剖室的家屬休息

處改為醫師休息處，備有老人茶和塑膠高爾

夫球，盼您來看個究竟。

做病理的人並不很多，學校目前給的教

員名額由當年葉先生所爭取到的十六個，縮

水成十二個，因為病理得撥出去三個名額給

復辦的法醫學科(主任是方中民先生) ，且

兼任教授佔了一個名額。十二名教員分別為

教授二名，副教授四名，講師三名和助教三

名，其中有博士學位者兩人，碩士學位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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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另外病理還有三位兼任教授和一位客座

教授。我們希望能增加更多位的客座教授來

參與服務、教學和研究。其實參與病理工作

的還有五位醫師，他們是用附設醫院自行開

支的五個名額，分別是住院醫師四名、主治

醫師一名，所以醫師總數與昔時人數相似。

這一點我們很感謝附設醫院對病理的特別j照

顧。附設醫院給病理成立了住院醫師制度來

克服人手的不足是很開明的作為。說到技術

、行政人員目前共有十八名(醫學院名額四

名)。靠山吃山，靠海ot海，附設醫院給病

理科在人員及經費上的支援多麼龐大。此外

病理科的十二名教員及住院醫師都按臨床科

醫師的職位拜領衛生加給及不開業獎金。您

i 會說「病理的待遇不錯嘛! J 。台大醫院病

理科只負責解剖病理 (AP) ，而臨床病理

(CP) 仍由實驗診斷科的同仁負責。

短短的文章意在向大家報導目前病理的

概況，希望藉此報導能引發您對病理的懷念

，順藉此機會表示非常歡迎各位校友能回母

校病理參加教學。住在台北附近的校友，請

毋錯過SPC及星期四在老地方、老地點(

第七講堂)、四點半舉行的CPC' 若需要

CPC摘要者，請來信告知。亦竭誠歡迎您

參加星期一早上科內的切片討論會、星期二

下午的專題討論，及星期六早上九點的解剖

例討論會，包括 Brain cutting 。您從前

亦不是來過病理科工作的醫師嘛!

現在內、外、婦 . .... .等科照樣地派住院

醫師到病理科來接受三至六個月的訓練，從

事外科病理及解剖工作。很感謝這些醫師們

做病理工作，擔任科際的溝通和連繫'及新

知交流上的貢獻。病理同仁和醫學院或附設

醫院的各科同仁一樣，迫切地需要校友們對

研究、教學和服務的批評與建議。 謝謝

77 、 8 、 29脫稿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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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玉是王白

----
記得高中在北一女時，志願不高不低，

m只M 打算進入台大藥學系(很欣慰地，有

志一同，藥學系班上20位本地女同學中有十

五位是從北一女進來的)。畢業後出國八年

，經歷各種變遷，在諸多變數之下繞了一大

圈，還是回到藥學系，直到去年開始接理系

、所職務，似乎注定了與台大藥學系結下不

解之緣。這一次承景福醫訊執行編輯陳振陽

主任之吩咐，謹將本系作一概括之介紹。

藥學系自孫雲煮教授於1953年創系迄今

已經歷35載。在王光昭、陳春雄、陳瑞龍幾

位主任以及諸位師長前輩之苦心經營下，已

畢業1390人。其中約半數留在國內，另一半

則留學國外或返回僑居地。已畢業之學生無

論就業或深造，均遍佈於各領域。據初步之

統計，在各領域中獲得博士學位的系友超過

200人。I2P連本院基酷醫學各研究部門中都

有本系之系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系第一

屆系友林榮耀博士目前為行政院國科會生物

處處長，為推展生命科學之研究發展而不遺

餘力。而第十六屆系友( 1968級)黃文鴻博

士及第十五屆系友蕭美玲碩士分別擔任行政

院衛生署藥政處正副處長，主導我國之藥政

逐步邁向現代化之新紀元。其中尤以革新藥

政及輔導藥廠推行、優良藥品製造標準'而

深具績效。此外，其他系友不論是從事醫院

藥學、製藥工業，以及藥品行銷等，均有傑

出之表現。面對藥學系的輝煌歷史，目前扮

演傳承角色的我，心情上勿寧是戰戰兢兢、

誠惶誠恐的。

藥學系目前共有師資十七人，計教授六

一一藥學系簡介

人，副教授四人以及講師七人，分別擔任藥

物化學、藥劑學、生物學以及臨床藥學方面

之課程。以上各學門包括之範疇極廣泛，在

歐美各國幾乎都是五年制之藥學院( School 

of Pharmacy )。而在國內，以一個系的編

制，在四年之內要將國外五年之課程完全教

授給學生，對藥學系師生而言，都是一個沈

重的負擔。過去從1953年至1973年左右的二

十年間，藥學系能以丙組第二志願的成績招

收到傑出的學生，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藥學之

市場需求尚多，出路非常好，另一方面也是

當時的社會風氣使年輕學子有一股刻苦耐勞

之精神肯接受挑戰。近幾年來，社會風氣轉

變，市場取向亦不同，尋求高學歷，或走研

究路路對年輕人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因此，

藥學系風光不再，去年大一新生註冊時，四

十位本地生中有十七位註冊之後立刻辦休學

，打算重考醫科。這種風氣給藥學系學生的

士氣造成極大的打擊。在如此困難的情形下

，去叫可重新設計藥學系的學程( curricul um ) 

使學生樂於進來研讀，便成為本系同仁們當

務之急。然而，處在一個知識爆炸的年代，

作者與夫椅東海大學統計系洪永泰主任合影



又面對著極少彈性的教育制度，如何設計課

程，使學生們能通過歷練的確需要本系老師

們苦心思量的。另外，如果國內製藥工業無

法生根，臨床藥學水準無法提升，藥師地位

仍然低落，就業市場缺乏挑戰性的話，恐怕

仍然無法再造藥學系過去的風光。譬如在國

外非常注重的研究發展 (Research & 

Development )在國內幾乎找不到共鳴。筆

者在美國服務的 Warner-Lambert/Par

ke-Davis 公司其每年營業額之19%一定

投注於研究發展，我所工作之 R&D部門中

，光是化學部門就有120位以上之博士級研

究員專門在作新藥設計、開發之工作。而在

台灣，從事這方面工作可說是孤掌難鳴。藥

廠不感興趣，學生自然也望之卻步了。面對

這種環境，怎不令人著急?

藥學系同仁們也就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

，改故不倦從事研究工作，大體說來研究經

費均來自國科會，衛生署或台大醫院補助之

研究發展基金。研究工作大致可歸類如下:

1.藥物化學方面:

Microbial Transformation of Steroids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ß -Lactam 

Prodrugs 

Synthesis of Folic Acid 

Antimetabolites 

Synthesis of Kappa Selective 

Morphine Agonists 

2.藥效藥劑學方面:

Pharmacokinetics of Sustained Drug 

Delivery Systems 

Bioavailability Studies of Drugs 

on Chinese Human Subjects 

3.生藥學方面:

台灣產生藥活性成分之分離、結構測定及活

性研究

具活性中藥材之組織培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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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王光昭教授並曾以其 Microbial

transformation 方面之研究獲教育部頒給

之首屆大專教授研究獎助金(本院共五位)。

本系於民國五十九年成立研究所，開始

招收碩士班學生修習藥物化學、藥劑學以及

生藥學，目前已畢業56人。民國七十二年進

而成立博士班，第一位國家藥學博士亦於七

十六年誕生。從去年開始，研究所招收學生

人數增加，每年約十名左右，希望在新的基

礎醫學大樓中，藉著較大的空間，較充裕的

設備以及較多的研究人員之下能帶動研究風

氣，使台灣的藥學發展更上一層樓。

藥學系畢業之系友有很強的向心力，每

年六月中旬，畢業典禮的前夕一定舉辦系友

聯誼，讓甫跳出校門之學弟妹們認設先進，

也讓系友們提攜後進，並提供就業之管道。

平常並資助系學會發行台大藥刊，充實藥學

系圖書設備，提供高額獎助學金，獎勵在學

學生專研於藥學的領敬之中。民國七十年北

美地區近四百位系友並成立了北美系友會，

發行專刊互通訊息，並隨時給予母系各方面

之支援。

民國七十二年適逢藥學系成立三十週年

，系友們感念聽雲煮教授之創系以及一生對

藥學之貢獻，成立了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以獎勵藥學教育，提倡藥學研究，促進藥學

事業之發展為宗旨。推舉菁、教授為董事長，

五年來，為配合國內推行GMP' 藥品行銷

，醫院藥學等項發展，定期舉辦各項研討會

，並協同中國藥學會等團體為提昇國內藥業

之水準而努力。

秉承孫雲菁、教授之叭系訓/1 • I 君子曰

: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

，水為之，而寒於水。 J 希望藥學系不僅是

生生不息，還要更上更遠還高。

(作者係民國62年藥學系畢業，現任母

校藥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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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昌

無可否認的，在基礎醫學服務的同仁之

平均年齡是越來越高。但是，由於退休人員

尚少，相對的，新進人員的人數不見增多。

面對著生物醫學的進步一日千里，基礎醫學

亟待在入新血。那麼，讓我們聽聽彌是珍貴

的新血們的想法。

解剖學科客座副教授

尹相妹

她是從台大動物系畢業後，就進入醫學

院的解剖科，爾後，至IJ美國賓州大學攻讀博

士學位，在那兒拿到了 PH.D. 接著

做博士後的研究。然後，曾經回國，在陽明

醫學院客座一年，直到最近，才從芝加哥大

學回來。回國的主要原因，是基於家人的希

望，而且，她覺得和王淑美老師一起做實驗

，合作得很愉快。

回國後的研究，主要是做國科會的計畫

。 H關於神經系統的再生，做神經解剖及神

經生化方面的研究，並製作單株抗體，研究

與再生有闊的蛋白質，希望能找出與生長有

關的蛋白質。(二j研究抑制性神經傳遞物。在

國內，她個人深深覺得解剖科老師的教學份

量太重了，要開大體解剖、神經解剖、組織

學、胚胎學等課程，使得研究的時間，都為

教學所佔據了。然而，在國外的研究環境，

不但踩買材料、儀器較方便，而且研究學者

很多，可以接觸不同的研究方向與方法，多

與別人共同討論，再加上研究經費的充裕，

教授的人數較多，教授可以有較多的時間研

究，不用教很多書。雖然，彼此的競爭性大

，壓力也大，但易於進步。

目前國內的研究環境已在改善中，但軟

體方面還嫌不足，如果編制能擴大，可以延

攬更多國外的專家;除此之外研希望台大醫

學院這個環境更 open 能接受非台大科班

出身的研究學者。在硬體設備方面，屬於解

剖科的基本儀器，大致上已具備了，但解剖

科並非僅做形態方面的研究，已有所擴大，

所以，也需要生化方面的儀器 o 畢竟，在基

礎醫學的研究上，科別的區別性，不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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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學科副教授

翁祖先軍

「我在成大化學系畢業之後，到美國紐

澤西州的西東大學進(磨，而後又在美國待了

十年，主要是作研究工作。在民國75年回國

，進入台大醫學院生化科。」

訪問者: r 您的情況比較特殊，很少聽

到不是台大畢業而進入台大研究、任教的? J 
「對，這樣的情形較少。不過漸漸地，

任然別的學校也有台大畢業生任教;相對地

，台大也應該會有別的學校的過來。開放的

交流，該是最好的方式。」

「在這裡做研究，覺得制度上大體與美

國類似。我們經費來源主要是國科會;相當

於在美國其經費來源是所謂的國家衛生署這

樣的一個機構。不過不同的是，美國有許多

私人機構或企業會捐款贊助研究工作，而國

內的社人企業，雖然有時也會贊助一些活動

，然而卻很少想到支持我們基礎醫學研究。

有幸的是，覺得周圍的人都很好，氣氛非常

和諧，在儀器設備上，我想在「質」上並不

比國外差，主要是「量」上未臻理想，可能

一部儀器好幾人、甚至好幾科共用，較不方

便。」

「現在的研究課題在生化上，主要是作

一個氧化臨 Cytochrome P -450 '它本身

是一種合鐵的蛋白質，可以代謝許多外來和

內在的物質，也可受許多外在或內在的因素

來調控，如環境、生長過程及一些行為接觸

等等。 j

訪問者: r 那您在研究過程中有沒有遭

遇到什麼困難或外來的干擾? J 

「最大的困難是在從零到有的階段。剛

開始什麼都沒有，儀器也不知道到那裡去找

。慢慢地，有些東西開始買進來，有些儀器

也知道到那去借，久了之後，一切就漸漸上

軌道了。至於外來的干擾應該沒什麼，我沒

有很多會要闊，授課的負擔也不算重。雖然

比照國外的時數是多了些，然而慨然接受這

個工作，就該習慣且盡到這個義務。所以我

覺得絕對有時間做自己的研究，如果做不出

來，也並不是因為課太多或其他種種外來干

擾。 J

訪問者: r 那麼在醫學院的制度上，有

沒有待改進處? J 
(沈恩) r 我想大體是沒有什麼。可能

一些行政管理上的小節，如果能和教書的老

師配合一點就更好了;此外如電梯經常壞、

大樓內不夠清潔等等，這些小地方能再處理

好一點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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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學科副教授

李志元會

在台大動物系畢業後，他就進入台大生

理研究所，跟著彭明聰老師做碩士論文。畢

業後當了一年助教，那時剛好有個機會，得

到了 DAAD 獎學金(當時稱 Steyler

Mission) ，於是就到德國去進修。七十三

年回國，七十五年又到美國的NIH作一短

期進修，七十六年再回到這裡。

每個人回國因素也許都不太一樣，至於

他個人，則是因為家庭因素。他出國很久，

而父母都在國內，再加上他自己又是獨子的

關係，因此覺得回國來得比較好些。

如果要比較國內外的環境，他個人覺得

真的很難一語論斷。同一個國家內，每個大

學就都不一樣;甚至於在同一個大學內，每

個研究所都有它自己的方式，武斷地說一句

「德國人就是怎樣 J 、「美國人就是怎樣 J

'非常不公平 o

在德國時，他是做神經生理方面研究，

將電生理與神經解剖結合起來。但是在國內

，需要的儀器就沒有那麼好找。因此他心裡

就想，能不能做一些不需要靠太復雜的儀器

而能完成的實驗。和朋友討論結果，決定做

老化方面的研究 o 他從前在美國的NIA(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屬 NIH

中的一個單位) ，就做過這方面。目前他跟

著彭明聰老師做有關胎腦移殖( Fetal 

Brain Graphing) 的研究，把胎腦移殖

到年老的老腦中，觀察其性行為方面的改變

。他們有一個 group' 彭老師及彭老師的學

生:陳同仁老師做 receptor 方面研究，畢

萬邦老師則削血中 sexual hormone 的濃度

，他做 neurotransmitter 的分析及 sexual

behavior 的觀察，彭老師自己，則是負責

種腦的手術。

要說困難，當然也是有。像他現在做這

個研究，胎腦不斷地移殖， sample 就不斷

地出來，因此必須趕著用 HPLC 分析出

來。可是這儀器這裡卻沒有，只好到心理系

一位梁教授那兒借用儀器。而心理系館又有

一定的時間限制，像他現在就和一個研究生

輪流，研究生每天早上六點半去做到下午四

點，他再從下午四點去做到晚上十點。像這

樣每天傲，還是做不完。當然就很遺憾，自

己沒有一套儀器。這儀器並不是非常貴，而

他們又確實每天在用。如果生理科真的有一

台，可以做的事還非常多。例如 push-pull

microdialysis 或者是在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狀態下的老鼠，可以一邊打 sal

me 、一邊抽 extracellular fl uid '測定

其在接近異性或種種行為時，體內各種

hormone 的變化等等。

他感覺到在制度上，目前醫學院對於共

同使用的儀器，並沒有一套很好的體系來管

理，以致造成許多問題及不便。如果能夠建

立起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相信情況會比現

在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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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客座副教授

李71之盛

他是在民國62年考進台大藥學系，畢業

後，很順利地進入母校的藥學研究所，在民

國68年，獲得碩士學位。經過服役後，到美

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藥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

位，主{產生藥( pharmacognosy )與藥化(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但多數的課

程，是屬於藥化方面的，而實驗課程則是做

生藥方面的。拿到 PH. D .後，到紐

約 (New York) 大學化學系?在那見，主

要是接受 post-doctor 的訓練，也就是博

士後的研究，爵的是擴充所學 i 並使得在獨

立研究時，所遇到的難題司以迎刃而解，同

時，更培養獨當一面的能力。在博士後的訓

練中，通常是教授給一個從未做過的題目，

不限定方法，但要求研究長根據以前所學的

知識、技巧去完成這個題目，並依照已具備

的知識、技巧，來瞭解較特殊或是高難度的

題目。

原本，他已安排在美國的藥廠工作，但

是，藥廠與學校的訓練、目標均不相同。通

常，在藥廠工作只是根接藥廠已有的設備及

訂p;的 topic 去工作，雖然可以運用自己

所學的去傲，但是無法發展自己的興趣、目

標，只能做一些藥廠交待的事，可以說是在

為生活而奔波罷了，而非為興趣而奔波。因

此，決定回國堅持自己的研究興趣。而且，

他對中藥的興趣較濃厚，回到自己的國家，

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去申請經費研究。目

前，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關於抗癌藥物及

心臟、血管方面的研究，也就是做半合成的

工作，製造一些比較具有藥效的東西，且部

份的工作，與藥理科合作，由藥理學科同仁

做活性測試方面的工作。

從去年七月回國至今，他感觸較深的是

:在國內由於教書的負擔不小，再加上會議

較多，又必須指導研究生，雜務頗多，許多

研究時間都被外務佔用掉了，相形之下，國

外因為有 post-doctor system '使得研究

者可以專心做研究，不必為指導研究生，解

決研究生所遇難題而花時間。因此，可以多

看些書，多想些研究題目。除此之外，因為

國內外的觀點不同，對於儀器使用率的標準

也不一致，例如:在國外一年使用 10次的儀

器，就可以申購到，而國內，在考慮經濟效

益後，就不太可能申購到。所以，有些實驗

只好啡隊，借用別人的儀器，請別人代為操

作，不僅降低了效率，也阻礙了整體研究的

進行。以目前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的儀器中

心來說，其規模尚未符合國科會的標準，那

些貴重儀器，也希望能設專門助理，來處理

儀器的操作與保養，否則，一旦發生故障，

就需要研究人員觀自去佐理，浪費許多時間

。再者，似乎各系所間的聯繫還不夠，常有

重援購置的現象，因為，有不少儀器是可以

共用的，如果能訂定規則及使用方式，開放

這些各系所可以共用的儀器，應當可以節省

下許多經費，並使儀器獲得最大的使用率，

同時，將省下的錢，拿來購買更好，更新的

儀器 O

E 



會務簡訊

一、本會於今年成立台北市台大景l福校

友聯誼會，將台北市之校友分為西南、西北

、東、北四區 。 其各分區之幹部名冊如下:

西南區:

會長: 蔡煒東 O

副會長:詹明芳、范俊雄、供正昇、

黃興睦 。

顧問:楊坤河、蕭柳青 、會淇竹、

羅道堯、楊謹生 。

總幹事:韓龍飛 。

西北區:

東區:

會長:楊喜松。

副會長:吳寬輝、張中全、林道平、

王苔德、林永福。

顧問:吳添裕、楊雪樵、李標柏、

邱文雄、楊日松。

總幹事:江克崑。

會長:李鐘祥。

副會長:余宗光、馬英茂、藍中基、

施天岳、鍾傑、魏拙夫、

蕭政雄、王大鈞、吳禧哲、

詹盆銀、會瑞鵲、孟春昌。

上接第 16頁

四、銀行存款

項 目 金 額 備

6E三豈，T 
合庫 活存 1 ,393 ,304.57 
劃 撥儲金 335 ,386.00 

華 銀 甲 存 7 ,675.00 
務 三pλ 庫 定存 1 ,000 ,000.00 

計 I $ 2 ,736 ,365.57 

DA LJ ß λ 庫 活存 387 ,61 1. 00 

未IJ
華 銀 活存 500.00 

華銀定存 1.000.000 . 00 
斯 央行儲蓄券 | 2 ,000 ,000.00 

計 i $ 3 ,388 , 111.00 

三仁3山、 計 ， $ 6 ,124 ,476 .57 I 

註

北區:

顧問:徐千田、邱仕榮、 呂秉義 、

吳再成、楊錫璋、朱永主IJ 、

高明義 、傅雪英、黃富源、

李建賢 、李克怡 。

總幹事 :余宗光 。

會長:陳寶輝 。

副會長:李宏生 、余光裕、鄭茂松、

鄭俊達 、會聰明、沈富雄、

黃英烈、沈慶村。

顧問:王耀東、李枝盈、陳嫻明、

江萬盧、陳定堯、葉英墨、

溫文昭、陳庸君。

總幹事:曾聰明。

二、今年六月廿四日於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之

校友會，由黃伯超院長、楊思標董事長

、淇伯廷副院長及李治學總幹事代表參

加。另醫學院學生組成之杏林合唱圈，

亦赴美、加，參加大會並巡迴演唱。

三、今年返校日活動於十二月廿四日(星期

六)下午開始，舉辦高爾夫球比賽，並

於晚上時間留予畢業卅、四十、五十年

校友開同學會。廿五日(星期日)上午

返校日活動亦以畢業卅、四十、五十年

校友為主，且於下午舉辦象棋比賽。

五、醫學院暫款支出

月份 摘 要 金 審員

2 復健系油印機 25 ,000.00 

3 致莊教授之禮物 5 , 11 1.00 

4 金銜標示牌 6 ,300.00 

4 醫學院電力費 150 ,000.00 
哇 六醫學生旅費補助 45 ,000.00 

4 田徑隊隊服補助 10 ,000.00 

5 補助解剖科學生 8 ,500.00 

6 補助杏林合唱團 50 ,000.00 

7 員工福利 99.971. 00 

8 醫學院事務組工讀生 16 ,000.00 

8 | 復體系設備 6 ,250.00 

$422 ,132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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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入部份; 79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經費收入 $ 8 ,631 ,073 .07 另有黃金肆兩正

(1 ) 捐款
會

會務捐款 1.754.161. 00 會務捐款462 ， 000 '校友

捐款 1 ， 080 ， 731 '種健捐

款 160 ， 000 醫學院指定

51 ,430 
2 其他捐款 1.119.372 .00 

121 利息收入 65 ,612.00 76年下半年， 77年上半年

務 1 ( 3 ) 醫學院暫收款| 500 ,000.00 '定期解放利息，由台灣

凶 | 累積結餘 1 ,672 ,810 .57 醫學會轉入

會務小計 5 , 111 ,955.57 

哈 (1)| 捐款

哈利斯專款 100 ,000.00 
三總捐款

幸IJ息收入 7, 119.00 
76年下半年， 77年上半年斯 (3) 累積結餘 3 ,411 ,998.50 

哈利斯小計| 3 ,519 ,117.50 

份由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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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金 額 備 註

一 經費支出 $ 2 , 506 , 594 . 50 

(1) 人事費 $ 174 ,857.00 

員工薪津 111 ,150.00 76-12至77- 8 薪金

2 勞 保 6,687.00 76- 11 至77-7

3 特別費 57 ,020 .00 春節獎金及致各單位禮品

(2) I 辦公費 $ 183 ,006.00 

文具費 1,206.00 文書用品等

! 2 旅運費 204.00 I 維佐電腦、購買推車之車
資

37.812.00 招持員工聚餐、聯誼會便
當、會餐

4 誤餐費 8 ,500 .00 加班費

5 催繕費 102 ,420.00 
機械設備檢值、 1 樓粉剛

、 2 樓隔間、地板等

6 交際費 15 ,880.00 花籃、鞭聯、水果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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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劃撥手續費 400.00 # 19。 一:+;: 218 

8 特別費 0.00 

9 什 支 16.584.00 紙杯、茶葉、報費等

(3) 清潔費 $ 74 ,790.00 
外牆清洗、洗水塔、醫學

會清掃

(4) 購置費 $ 3 ， 600.0。

器 具 3 , 600.00 推車、電話機

2 圖 書 0.00 

(5) 事業費 !$ 952 , 489.00 

郵電費 17 , 422 .00 國內外校友通訊

2 印刷費 l 48 , 567.00 
各式表格、文件、節目單

打印

3 作業支出 186 ,500.00 
返校日、實習醫師之夜、

聯誼會活動

4| 補
醫學杯球賽、全美校友會

助 費 700.000.00 長、杏林合唱團、青杏雜

誌社

(6) 醫訊製作費 $ 564 ,716.00 

稿 酬 73 ,000 . 00 76-12至77-8

2 製 作 費 307 , 167.00 4-6 至 5-2

3 郵 電 費 47 ,049.00 寄國內、外醫訊

4 文其印剛費 106 , 291.00 打字、信封袋、電腦標籤

5 位~ 議 費 11. 120.00 便當

6 什 支 20 ,089.00 運送、照相、沖洗

(7) 哈利斯專款支出 $ 131 ,006.50 

(8) 醫學院暫款支出 $ 422.132.00 

三、「哈利斯客座教授專款 J 支出部份

科 目 金 額 備 註

交通 費 吐， 321.00 客座教授車資

會議費 8 , 145.00 便餐

特別 費 10 ,040.00 紀念銅牌

補助 費 107 , 284.00 Dr. Fitts. Dr.溫在盔、會恭明

郵電 費 1 ,216.50 長途電話、郵資

1三k> $ 131.006 . 50 下轉第 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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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 李茂松 100 , 000 .00 

39 4 蕭柳青 2 ,000 .00 

39 4 楊坤河 2 ,000.00 

40 5 詹明芳 2. 000 .00 

40 5 吳添裕 2. 000 .00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已郵 )1 40 5 李標柏 2 ,000. 00 

42 6 余恩賜 1 ,000. 00 
畢業年屆別姓名 捐 款

43 江克崑 2 ,000 .00 7 
26 陳天機 20 ,000.00 

47 11 張正二 10 ,000. 00 
29 4 林瑞蒸 10 ,000. 00 

13 蔡宏原49 2 ,000 .00 
31 7 會j其竹 2 ,000.00 

15 孫睿亮51 50 ,000 .00 
32 8 蔡煒東 10 ,000 .00 

15 王德瑞51 2 ,000 .00 
32 8 楊喜松 10 ,000 .00 

53 17 陳坤海 美金 1 ， 200
34 10 邱文雄 2 , 000.00 

34 10 吳寬輝
54 18 蘇里傑 2 ,000 .00 

102 ,000.00 
55 19 劉坤和 美金100 . 00

55 ' 19 徐崇信 美金200.00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專位科 )|

60 。 24 宋維村 3 .000. 00 

36 2 張中全 2 ,000.00 61 25 林永福 2 ,000.00 

37 3 王苔德 2 ,000 .00 

37 3 何配明 100 , 000 .00 | 其他捐款 |

38 4 韓龍飛 2 ,000.00 林俊雄 10 ,000 .00 

39 5 黃國財 1 ,000.00 楊宜芳 1.000.00 

杜文正 2 ,000.00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D 馮秀惠 9 ,000.00 

63 洪正昇 2 ,000.00 
楊雪樵 2 , 000 .00 

匿宣
| 台北帝國大學 ( 醫學部) |

供月女 2 ,000 .00 

31 4 楊恩標 1oof ooo.oo 江紅鍛 500.00 

31 4 羅時熙 10 ,000. 00 

33 9 羅道堯 2 ,000 .00 | 台大醫圖增刊期刊捐款徵信錄 / 

1 988年 8 月 份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

李彥慧(醫科第1 6屆) 310美金

36 1 徐達璋 5 , 000.00 黃伯超(醫科第 3 屆) 20 ， 000台幣

36 杜慶壽 10 ,000 . 00 傅文雄(醫學院、生化學研究所畢) 50美金

37 2 陳錫:喧 美金250.00 李治學( 醫科第 1 6屆) 30 ， 000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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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 Islands 

美屬 Virgin Islands ( VI )由 St.

Croix , St. Thomas，及 St. John 

三個小島所構成，位於 Puerto Rico 首

都三灣之東方及東南方各100公里以內，在

Caribbean 海的邊緣，一面面臨大西洋，

係美國於20世紀初，從丹麥以美金2 ， 500萬

元購買的領土。接說，當初德國也有意購買

，美國以其靠近巴拿馬運河的戰略上考慮，

志在必得，所以經多年周艇，於1917年以出

價比 Alaska 高而得手的。三島中以 St.

Croix 面積較大尚有平地可開發外. St. 

Thomas • St. John 缺少平地，以有名的

觀光聖地而繁榮。人口總共不過十萬多人，

由非洲人後裔，歐洲人，及 Puerto Rico 

人構成，行政中心在 St. Thomas' 由住

民普選總督自治，與昔日的夏威夷地位相同

。自 1957年以來，有一些景福校友在此地服

務;成績輝煌，名揚四海，目前仍有張國興

、呂理明醫師在 St. Thomas .邱雲山醫

師在 St. Croix 0 筆者早有意訪問，表示

敬意，此次幸能邀絢北美事務協調會，亞多

蘭大辦事處林處長資賢及曾在此地服務過的

陳正茂醫師同行，完成宿願，深感愉快，特

綴拙文報告此行，並感謝各位校友的誠懇招

之旅 ~/ 

揚是標

待。

恩標與內人，這次參加多倫都校友會後

於 6 月 27 日清晨搭美國航空公司班機由多倫

都直飛波多黎哥首都三灣，上午十一時半到

達，正茂兄由洛山磯經由紐約，同日下午到

達三灣會合。林處長~p帶同郭秘、書於29 日由

亞多蘭大直飛三灣，約定在機場見面，一起

搭乘美國航空公司班機。起飛不到20分，於

下午一時許而到達 St. Thomas 。張國興

醫師忱儷，令堂張老太太，岳母盧老太太，

呂理明醫師及其三公子( Yale 大學醫學院

學生) .一家大小均前來接機。寒喧片刻，

同慶重逢。張醫師先嚴張紹廉醫師係景福傑

出前輩之一，日治時代在台北古亭阿開設古

亭醫院，光復後曾當過一任台北市醫師公會

理事長，筆者因高等學校時代寄宿其鄰近，

早有相識之機會，印象仍深。張老太太係日

本籍，能操本省話，料已八十幾歲，身體仍

壟碟 ，張老先生過世後即在此地與子孫、共渡

晚年，享受天倫之樂。旋即驅車進域，前往

湖南餐廳(張醫師經營的)進午餐。路經

Charlotte Amalie 市區及港口。港口景

色優美(如圖一) .可惜適逢陰天，未能顯

出 Cari bbean 海獨特的藍天碧海風光。

. 



觀光船(俗稱 Love Boat) 三 隻停泊在

碼頭。蟑說，每天早上進湛，遊客上岸遊山

玩水或逛街，傍晚回船離去 。 冬天旺期可有

卡體同日進港。午餐後經過張醫師們所服務

的社區醫院而拜訪張、呂醫師的花人診所 O

醫院離診所只有幾步路。該院共有250床，

惟因護士不多句，未能全部開放，醫師共五十

幾位，包括韓國、菲律賓、中華民國及非洲

等外籍醫師。醫師年薪絢三萬美元左右，惟

服務時間至下午一時左右，多餘時間即可在

外開業看在人病患。張醫師1954年畢業，於

1957年出國，在新澤西及亞多蘭大受訓，專

攻心臟病學後，因當時寶貴證係 Exchange

Visitor '按移民法規定訓練完畢後必需離

開美國一段時間，所以才到VI來，因德術

兼優，深獲島民信賴，無人不識 Dr Chang 

'收入自然也不錯。加上，夫人賢慧，兼有

理財之才能而發了不大不小之財富而一滯即

滯了25年。其私人診所大樓也係張醫師所有

。呂理明醫師係張醫師妹婿， 1960年畢業，

在國內專要精神神經科三年後應張醫師呼召

前來吭，呂醫師為人忠厚誠實，熱心服務

普受島民愛戴。夫人即一直在診所幫忙，一

瞬眼也已過了20年，其間受地方政府派往美

國本土再進峰一年。張醫師也召了另一位

妹婿鄭醫師來VI服務外科，去年才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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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那悍，大家聊了一個半小時後，儕晚

才 Cheque in 旅社。晚上張醫師一家人在

Frenchman's Roof 宴請訪問團一行，該處

在海邊半山上，眺望港內夜景，美麗極了 o

次日， 6 月 30 日，本來計畫早上打一場

高爾夫球而呂醫師一早就開車來接，恨不巧

，夜來的風雨下個不停，雖不死心，仍前往

球場觀望，終因天公不作美，球場宣佈關間

，蹉歎而歸，只好冒雨逛街。街上房屋，建

築格式，店內佈置，都留著丹麥風味，遺留

歷史的痕跡，顯然有異於美國大陸，加上，

船來貨物也一律兔稅，使得VI不但是休閒聖

地也是踩購聖地，遊客絡釋不絕。其實，論

其貨物之質量，如與香港、新加坡相比，宛

如小巫見大巫，逛了半天街，大家只懂得買了

一點東西給太座孝敬外，雖無多大收種，但氣

氛新奇，仍覺得很有意思。下午四時，陪同

林處長拜訪 VI 總督 Mr. A. Farrelly 

'係本地律師，民主黨員。林處長係初次禮

貌拜會，張太太也片刻後趕來。彼此談吐之

間 'K總督對張、呂、邱醫師等長期在 VI

從事醫療服務，表示謝意外，對VI的水產

、養殖業，農業技術及護士人才方面歡迎我

國投資或幫助。林處長~p表示樂意轉達政府

並歡迎K總督有機會前往台灣訪問，好像兩

國間有正式外交似的。實質外交之精華無過

於斯。晚上，林處長即在湖南餐廳宴請總督

府一些官員。

七月一日，雖未放睛，雨是停了，無法

阻止手腳之癢，一早就和林處長、正茂兄、

內人，四人一組趕到 Mahogany Run 初

試球藝。 K總督說過每人要準備丟掉20個球

才會打完這個球場，確實不好打，但也沒有

那麼厲書，丟了 6-7 個球，卻也撿了 4-

5 個，損失相差不大。尤其於第14洞，跨過

大西洋的球道，一桿打上 Green 時的得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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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模樣，可想而知，值賺回門票 O 打到第16

個時已上午11時，呂醫師趕來接回旅館，因

決定搭下午 1 時50分飛機前往 St. Croix 

。離開旅館前賓主合影留念(圖二) ，張醫

師並答應，為紀念令尊張紹廉先生將捐出一

筆款項，回韻母校及鄉土。

Eastern Metro 的小飛機，飛了大約

20分部到了 St. Croix 。邱雲山醫師杭儷

前來撞機 O 本擬在機場利用轉機時間，寒喧

一個半小時即飛回三灣，惟邱醫師堅持，慨

然遠道前來理應逗留一天，曾在此島服務過

的正茂兄也以明早在 Fountain Valley 

球場再打一場高球為餌相勸攬留，厚意難卻

，終於答應滯留一晚。 St. Croix 比

St. Thomas 絢大三倍，有一些平地可快

發展農、觀業。丹麥時代會發展過甘蕉糖業

，但現在已一遍荒廢。大家決定逗留一晚後

，驅車前往邱公館。公館位於半山上，眺望

碧海及山腰、平地及 Christiansted 市

街，宛如仙境。邱醫師， 1951年畢業與紐約

的黃錦棠教授同班，屬於早期來美的校友，

專攻麻醉科，與張醫師間禱理虫，不得不離

開美國本土一段時期，才來到此地，一住卻

將近三十年，為人誠實，性格內向，改改於

本業外對園藝、養魚、養狗、玩電腦等有多

方面興趣，可謂在享受世外桃源的生活。與

夫人結婚十幾年仍無子女。大家稍為休息後

，分乘二部車遊覽島內名勝包括 Corambola

Beach Hotel (圖三) ，在那裡喝的 Pi

nacolala 清涼可口，風味難忘。晚上，大

家進城 Christiansted 由林處長請客嚐

試西班牙菜。翠日七月二日清晨，邱醫師果

然邀請韓國同事蘇醫師陪同我們四個高球迷

，在 Fountain Valley 高爾夫球場打一

場，五個大男人分二組，而林處長及郭部書

打完九洞即先離去趕飛機回亞多蘭大任所，

剩下三人即打完18洞，在球場進中餐後邱醫

師來接回宿所，收拾行李，趕上下午三時許

的班機與正茂兄及內人返回波多黎哥的三灣

，結束此行 O

自



f亨 d夕始時之行
茉;柄弦

去年九月，我帶著不變的步伐踏上中沙

駱駝之路。在此以前，阿抄的一切距離我是

那麼遙遠，也不想刻意去請教前輩的經驗，

深信中j少醫療合作九年來在諸位可敬的前輩

經營下定是戰績彪炳。揮別了居住六年多的

醫護大樓，坐上華航客機飛經香港到曼谷轉

機，怎料在曼谷國際機場上三分之一的行李

不知去向，我頓成一隻跛行的駱駝。

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J ·前輩們

的苦心經營使中沙霍埠因充漏著同胞愛，生

活起居的適應使遠行的遊子在沙漠中不必獨

行。而事實上，綠樹成藍的中國營區更成為

我慢跑的場所。沙漠之美，使我們這些大都

會長大的文明人，為之著迷;金黃色與紅色

的沙漠、萬里無雲的藍天及鮮紅火焰般的夕

歸已使人心曠神怡，再襯托著駱駝群漫步，

羊群覓草或週末的沙圈賽馬，無不使人視野

大閉，忘掉了人世闊的紛爭。熱鬧的兩伊戰

爭卻阻擋不住我們假日到波斯灣垂釣，跳迪

斯可式的摸蛤蝴及囑泳於少有污染的海中。

(註:實際上，我們的所在地沒有戰爭的氣

息。)

工作上，在阿沙使我深深體會到「純模

如同筒子，機警如同蛇 J 這一句話。霍埠醫

院的內科是各路英雄均分所有病人，而不管

專長(腎臨科除外) ;我祇有來個以聽診器

為正，叩診鎚為副的內科大夫一一豈不是「

不務正業 J !但過去到阿沙的內科同仁個個

強棒，使出不足五成的實力，已經是病人口

中、同事心中的No.1 (阿拉伯人稱讚別人

的方式)。我的駱駝行卻不易找到綠洲，因

為除了榮總的-fîJ:腎臟科醫師外，我祇能單

"♀ 

作者攝於沙國往利雅德途中的紅沙淇

要像鴿子般馴良，才不會打破別人飯碗或招

來暗算。神經科的工作雖然成為副業，在某

些時候卻要相當機警像蛇一樣，才兔於成為

別人利用的工具，原來駱駝之路也要提防「

浮沙 J 呢!

前人又謂: I 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 J

'阿沙一行實在讓我更瞭解神精疾病的多元

性、地鐵性。在沙國，除了中東各路英雄外

，更有來自北非諸國及亞洲眾多地區的兄弟

姊妹(阿拉伯人的慣用語)到該國幹活。每

年朝聖月更有來自五大洲的回教徒齊集麥加

(沙國西部)朝聖。當我屈指一算，我會接

觸過的病人不少於二十個國籍。疾病種類上

，神經系統傳染病在阿沙真是目不暇給;一

般細菌性、結核菌、布魯士桿菌神經感染的

臨床表現可說是五花八門，蝠病性神經病變

的新鮮病例，腦部包蟲囊病等個案更是熱帶

醫學的好教材。東部霍埠地區的鍊刀型貧血

基因更是世界有名(跟她們的椰棄一樣) • 

因此鑼刀型貧血的神經併發症更是該區特有

的問題。此外，假性腦瘤(良性驢內壓增加

) .幼年肌陣擊性痛痛及 Behcet' s 症候

群. .... .等病例均比其他地方常見。

「好花不常閉，好景不常在 J ·中沙霍

埠分團光輝的日子隨著中沙醫療合作計劃的

改變而慢慢消失於沙漠裡。而不務正業的我

，卻成為霍埠醫院最後一位中妙計劃的內科

醫師。金黃色的記憶開始淡化，駱駝行的足

跡也被風沙所吹散，是得是失已不再重要，

但願中沙醫療團所播出的種子也長得像椰聶

般茂盛，存留在沙國東部居民的腦海裡。

(作者系民國71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院神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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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感言

回國半年，許多朋友常問: r 好小子，

妳怎麼決定回國? J 也有人問: r 回國觀感

如何? J 依海倫凱勒「我思故我在 J 論點，

在此發抒一下返國服務後的甜酸苦辣滋味。

一、食:

中國食物的美味可口是吸引筆者回國的

動力之一，可是踏下機門後，卻開始一連串

的「拉肚子」好戲，有時火急得摸著肚皮，

衝向廁所。後來想到一個妙方，自到已往「

帶便益; J 的生活，但每週有一天去吃小攬子

，增加對腸胃微生物的兔疫力，如法炮製沒

多久~p見奏效。目前「吃 j 的功力比起國內

那些「名嘴 J 還差很遠，有固和大學同學聚

餐，看到老同學站起來抓起筷子對著女侍正

端在手中的魚猛插，放入嘴裡，問道: r 這

魚、怎麼是死的? J 筆者卻在一旁反問: r 不

死怎麼吃呢? J 弄得大家笑個不停，難怪諾

貝爾獎得主季遠哲感慨道: r 中國人若能把

吃的錢花在教育上，一定培養出更多一流人

才。 j

二、衣:

在加大柏克萊 (U.C. Berkeley) 

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愈是一流教授，愈是

不注重衣裝。回國後，卻發現不少人嫌我穿

金1享春

得「太菜! J 暑期在電梯裡碰到一位學生，

她侃侃而談: r 老師妳現在這雙涼鞋還不錯

，比起妳冬天那雙大包頭醜鞋好看多了 J ' 
我聽後了直想用力踩腳，但耽心上升中的電

梯因而故障，只好作罷!所以台灣經濟起飛

的最佳寫照是「老師土的像學生，學生摩登

儼如師長」。

三、住:

剛回國的人對房價暴漲，只有「望屋興

嘆 J '按台北一坪房地價來算，也只買得起

一座「狗房 j 。如果要租房子，更是每個月

要準備送上三分之一薪水袋以增貧富差距，

還得要忍受雖販、颱車、狗叫、孩群追打尖

叫等吵雜聲，這種噪音騷擾也驗證台北為何

無法培育諾貝爾大文豪，尤其是台大醫學院

面對東門國小的擴音器與中央黨部前的聚眾

示威，逼得筆者每次寫稿只得兩耳塞棉花作

業，如果有人要再蓋新的學術研究大樓，一

定會奉勸三點忠告 :H選擇幽靜環境，口所

有面對街的窗戶在設計上應增加隔音效果之

考慮，日絕對別建在政治黨部附近。

四、行:

在台北，由過馬路的快慢可以斷定這位

年輕人是不是台北人，剛回國的人一定較貪

• 



生怕死過馬路過得最慢，台北人是最會「見

機行事 J .一馬當先。這裡的計程車與公車

的開車妙招是猛踩「剎車 J .弄得你一仰一

俯如同在坐雲霄飛車 (rolling coaster ) 

，常常剛吃完的早中飯在肚子裡猛打「撞球

J .增加酵素分解速度。台北的交通之亂不

僅國際馳名，更讓人每未回家深有「九死一

生 J 的九命貓之感嘆!

五、精神生活:

回國服務最欣悅處是擁有「充實」的精

神生活，一下子發現自己走在路上，常有師

生點頭問好，好像世界變大了一點;再加上

可以見到小學、中學、大學與留學時的同學

，總有聊不完的往事逸趣，日子也就過得更

「詩意盎然些 J 。最顯著的感受是每天耕耘

下的種子，可欣見其成長中的變化，讓人覺

得「生命的最大價值在全然貢獻自己那份心

力 J ·也許若干年後，當我們回想這份同謀

理想攜手共進日子，更能有「人生不虛此行

」的榮耀。

台大醫學院擁有許多罕見的醫學研究一

流人才，有的為省時間不吃中飯，有的每天

忙到晚上九點才吃晚飯，也有的是踩半夜起

床作業式，幾乎每個大忙人都有他一套「忙

中養精蓄銳」招術，只有進了江湖，才會見

到各個塌的「七海遊俠 J ! 

前年公衛所主任楊志良在美國見到筆者

，直說: I 回國可做許多事，精神生活必感

愉快。 J 現在，筆者回來了，雖已飽受適應

期的甜酸苦蹄，仍認為回國是值得的，台大

人應有台大人的抱負，也更應以台大人的使

命感提陸我國的生物醫學教育、研究至國際

一流水準。(作者係民國63年台大農化系畢

業，現任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及

台大醫學院公衛所副教授。)

綜合醫院

服務兩年

有感
諸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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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完成了台大醫院小兒科住院醫

師訓練後，一方面是想看看象牙塔外面的世

界，以長見識，另方面是林高德學長的力邀

，盛情難卻，筆者終於接受澄清醫院小兒科

主任的聘書，欣然就任去了。

澄清醫院，創立於五十多年前，是中部

地區一家頗具歷史與聲譽的醫院，目前由林

敬義先生擔任院長，林高德學長，擔任副院

長，要助其令尊，主持院務。該院有病床二

百五十張，是一所地區教學醫院。該院設備

完善，佔床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平均住院

日數約九天，全院已逐步邁入電腦化，是其

特色。

拿這家醫院來和我曾經服務五年的台大

醫院相比較，可以發現幾個不同之處。或許

有人會認為這兩家醫院，一為在人的中型綜

合醫院，一為國立大學附設的大型醫院，其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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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有別，不能等而論之。然而同為提供醫

療服務的機構，由此觀點比較之，自有其意

義存在。

一、效率問題。在綜合醫院，很多一般

性的檢查，如血液、大小便常規檢查、超音

波，一般的X光檢查，乃至頭部或全身的C

T' 都是隨到隨做，按查操作完畢，就有結

果報告出來;若是檢查操作過程需時較長，

則會告知病人完成日期，待機查結果完成後

，來電詢問，由醫師告之，如無復檢或取藥

需要，病人不必只為看檢查結果徒然往返一

趟。我總認為在今天，醫療是服務業的一環

，病人就是我們的顧客， (也是我們研究與

教學的素材) :醫院林立，病人有很多的選

擇，他不一定非上那家醫院不可，那家醫院

的服務品質好，能令顧客漏意，才會有源源

不絕的病患。這就像我們選擇百貨公司購買

物品一樣，服務態度差，服務品質不好，沒

有效率，不得其門而入的百貨公司，我們不

是三過其門不入，就是在忍受一次窩囊氣後

，從此不再光顧。我想，現在的病家，對醫

院與醫師，也大多是抱著如此的心態。台大

醫院，隨著電腦化的進步，很多實驗室檢查

，也都可以很快看到結果，這是一個劃時代

的進步，彌補多年來，由於機構龐大科際整

合效率不佳的問題，真是可喜可賀。

二、病人轉診及病人來源。眾所皆知，

目前每家醫院，都有自己的忠實基本觀眾，

這些病患會自己上門，但是愈來愈多的病患

，是由開業醫師轉苦而來。誰能掌揖愈多的

開業醫師，誰的病人數目，自然節節上升。

綜合醫院有專人負責接待這些轉語而來的病

人，負責與開業醫師聯絡，簽寫檢查結果與

住院摘要，最後將病人送回開業醫師處，做

一般門診可以施行的診治，使開業醫師能夠

很方便，而且很有面子地把病人轉介到大醫

院，使開業醫師知道病人的診斷及如何診斷

，使開業醫師不會有病人被大醫院吃掉的不

舒服感。放眼台灣的醫療體系，在可見的幾

年內，差會漸漸走上轉診制度， (起碼勞保

局已有如此的規劃) ，屆時台大醫院的病人

來源，將由何處來，值得我們三思。如何加

強與開業校友的連繫'如何加強與大台北地

區開業醫師的連繫，如何給他們大開方便之

門，恐怕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台大醫院的轉

診制度，行之有年，其層面與成效，似乎可

再更上一層樓。

以上兩者，只是舉其首要者論之，其他

如指定醫師制度與醫師配帶呼叫器，讓病人

可以方便地找到他的醫師，在消費者意識逐

漸提昇而醫療服務業競爭激烈的今天，也自

有其必要性。澄清醫院與台大醫院，在台灣

的醫界，各有一頁獨佔性而光輝的歷史，前

者林院長敬義先生，在卅年的行醫期間，曾

經動過一萬例以土的胃部手術，可見該院鼎

盛時期，病患之多;而近數年，雖然住院病

人總數不滅，但重症病人與大手術數目，卻

明顯減少，台大醫院是否也有如是現象?時

代在變，環境在變，唯我獨尊的時空巳異於

昔，昨日的招式，用於今朝，如果力乏，就

該改弦易轍，以兔明日後悔。

最後，讓我感概很深的一點是我們的住

院醫師訓練政策;醫學的分工，愈來愈細，

各種次專科醫師的產生，自有其進步的意義

，然而基本的全科訓練是否因而被疏忽呢?

譬如說一個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內兒科醫師

，他有沒有中l讀血液抹片，做超音技檢查，

內視鏡檢查，骨髓、肝臟、腎臟切片，判讀

腦技圖等等的能力?愈來愈多的醫師在結訓

後，都必讀到次級的醫院或自己的當所執業

，他們有沒有學到足夠的、可獨自操作的醫

療技術，去處理各式各樣的常見病例?

(作者係民國68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澄清綜

合醫院小見科主任)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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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醫科廿四屆同學會

宋綠村

八月中包]莊祖儀全家從威斯康辛麥迪遜

回來。想想，同學會有一年多沒開了，於是

發下通知召集各兄弟姊妹聚會。可惜何師竹

和國立美都沒來，到了十三條好漢和家屬。

是日，大大小小共有三桌，歡聚一堂。尤其

要謝謝仙養兄的少爺一一如果您還記得的話

，當年被總區迎新會仙養嫂抱在手上的那個

大蛙娃，現在是母校的「應堂 intern J 了

。當天他這個大哥哥幫忙照顧眾多弟妹，使

得同學們嚼談四個多小時，功勞很大。

同學們互道平安，瞭解謝哲茂、康明哲

、林健一、廖文俊、黃永輝和劉散田諸兄開

業十分順利;淇朝明的股票投資學日日精進

;簡再產家小在加州和洪章仁、陳武彥、陳

德輝為鄰;傅堯安在長庚大有斬獲;張慶忠

學業有成，並稱讚林仙養的見子「汝子可教

J 。敢回兄在會中向大家報告他一早趨車打

球，遇到製造假車禍的搶劫犯，幸而劉兄身

手不凡，成功地逃離，雖然車子被撞壞了。

莊祖儀供給了不少在美同學及在日的塗

百寬的現況，他並請大家考慮畢業二十週年

慶祝活動的地點和方式。日子過得真快， 19 

71年畢業的我們，即將慶祝二十週年，在討

論中大家有不少感觸和期待，有許多活動都

要預先收集資料和準備，我們期待全部同學

的參與 。

首先我們希望編一本影色的紀念冊，每

一家一順影色生活照，旁邊附記個人及家庭

資料。為了這本紀念冊，請同學們除了準備

照片之外，也請將同學通訊錄上「鴻網之魚

J '即行諒未登錄於通訊錄上者的地址通知
我。明年我會將統一的資料格式寄發，請各

位同學墳妥寄回。編紀念冊的事就自我負責

，但是要大家的合作和支持 。

全班聚會是另一件大事，時間初步訂於

一九九一年的六或七月。至於地點，由於南

加州有十幾位同學， 苦在當地舉辦有許多方

便之處，因此初步決定在南加州。後來，碰

到黃清水，他建議在夏威夷 Maui 住一週

可能更能使大家放情享受，而且地位適中。

我想，這留給這個部份負責人莊祖儀去決定

了。不論如何，早報名，決定人數好訂旅館

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期待二十週年的聚會吧!

(作者係民國60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精神

科副教授兼代主任)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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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楊
路
…本l

我們這一班(台北帝大醫學部第八Jtl4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當年促中學業的 o löJ 

學三十八名中二十四名是台籍，其中lL名進

入基礎醫學，病理學科之林丈士人兄 8 年的

離開我們，藥理學科之陳炯明兄(現陶4:=綜

合醫院院長) ，生理學科之監恩t~f兄(現在

台北一家私人醫院服務) ，及朱威廉兄(現

在台中開業)助教沒有做完就轉於臨床，只

留本人 1 個。另翻民國七十六年之台大教職

員錄發現，民三十四年十二月到校服務之同

仁(退休學長不算)只有生化學科林國煌先

生，生理學科黃廷飛先生，內科楊恩標先生

及實驗診斷科陳瑞三先生諸位學長，其中楊

恩標先生最先輩。時間過的真快，我們以年

齡已被編列於“老人組"了。畢業後曾與梁

鑽琪兄(曾任世界衛生組織瘡疾專家在南美

服務，已退休在美)及陳錫舟兄(曾在台灣

省瘖疾研究所服務現在台北開業)赴婦產科

及第三內科見習一、二個月後到細菌學科就

任。民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美機大轟炸台

北市，細菌學科也不例外。在建築物之左右

附近均有炸彈爆炸，門窗全部炸毀，漏目瘡

咦，日籍教授早轉任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

，員工只留下詹湧泉講師(醫學部第二屆學

長，民國三十五年轉任台灣省衛生試驗所副

所長，已故) ，技術員及工友一名。工作環

境也很糟，如使用高壓蒸氣誠菌器，製備細

菌培養基，因沒有瓦斯需撿炸壞房屋之木材

砍它做為燃料，試管也要找出科裡留存之玻

璃管自行切割燃製等等。

因此，做一件事如鑑定由當時流行的霍

亂病患分離之霍亂菌就要花很多時間做準

備工作，根本談不上效率問題。在這惡劣環

境下為何能繼續做下去?可能的原因有三，

H與其他的當時之同仁一樣有建設故鄉之使

命感及自負感， (二j一直關閉在台灣不知外界

自



之進步情形，由雖然家裡經濟差但父母疼愛

獨生男孩子，從來不抱怨，不干涉其工作 o

隨時代之變遷現在我們在新建的基礎大

樓有泠氣之實驗室，用 disposable 之培養

血及試管，與現成的培養基培養細胞做實驗

，不必為洗玻璃培養容器，或早晨赴屠宰場

探牛血篩選血清消耗時間，已有充分的時間

動腦筋做實驗，四十年前夢想也沒有想到的

。這些進步是應該的，亦可喜的。但很可惜

支援研究之單位及措施不能充分配合，如揉

購手續儀器維護，技術人員之配置等等。目

前大部分的研究用貴重儀器是進口的，因代

理商的儀器催復水準尚低且國科會之儀器維

護中心( ? )之服務能力不能漏足研究者之
需求，故實際有必要改進提高國內儀器催復

效率，以兔影響研究進度。另其有特別專長

技術人員之培育及安置於研究單位也是急要

解決之問題。如電子顯微鏡， Cell sorter 

等貴重儀器之操作人員，供應細胞之組織培

養人員等等，如長期能與研究者一起工作，

將大大提高效率。最近教育部也開始重視技

術人員之功能，以先編列一些人員於重點科

技部門及提高他們之待遇，希望能儘早實現

提高研究芝效率。我們的青杏文教基金會(

其宗旨業務將找機會向大家報告)成立時就

非常重視這一點，已撥發一些獎勵金給對大

家有貢獻之院內技術人員。雖然近年來研究

環境有改善，但為使醫學院同仁充分發揮其

才能並提高研究品質，仍需加速充實良好的

研究環境。

研究者有義務公開發表研究成果。近年

來為鼓勵研究，有些機構設置論文獎金。國

科會也設研究獎助金，其一年一度的研究費

之申請需附送論文以顯示申請者之研究能力

是必須條件之一，也因此研究人員想多發表

論文，造成有過分重視產量之趨勢。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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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之論文就少了，這對國內學問之生根幫

不上忙。事實上有的研究需做二、三年或更

長時間才能獲得有意義之結果 o 顯而易見的

是利用一年時間趕製出來之論文其品質將比

不上這些論文，因此需要改一下研究環境風

氣，能使研究者從事有意義之長期研究。這

比以獎金或以壓力之方式提升國內科技品質

較為有效。有關研究方向我們應該善用我們

的 Brain 互相合作從事創造性之研究。

如果只是應用人家已建立之方法利用國內之

材料做實驗，貝Ij除了對國內緊急必須解決的

重要問題外，似乎可讓其他機構從事就好了

，而不必搶先。我們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那就是動腦筋究明真理。

經濟掛帥之今天，臨床與基礎待遇之大

差臣，加士臨床研究之加強，愈來愈沒有希

望聘請具有醫師，牙醫師身分之畢業生進入

基聽醫學，這是國內醫學教育之普遍的嚴重

問題。過去先輩們強調這個問題之嚴重性，

我們也有機會就提出改善之必要性，但當局

似乎不了解基礎醫學之重要性一直沒有應有

之進展 o MD. Ph. D program 也救不了

這個嚴重問題，將來要課用基體教師也看臨

床及臨床醫師也兼基聽教師之路線以補救此

一缺憾。

雖然個人不看病，但對醫學倫理之低落

實際很痛心，也感覺到我們醫教z失敗，很

遺憾。有些人把醫療商業化，說不好聽醫療

當賺錢的工其，實際不應該，但經濟掛帥之

今天這些醫院也堂堂存在。如何改善是醫界

之一大問題。另有些人根本不適合學醫，只

不過父母給孩子的期望和壓力，按著聯考分

數，來學醫的。是否大學唸二年才來選拔醫

學生可補救現法之缺點?似乎值得大家考慮。

(作者係民國34年帝大醫學部畢業，現

任母院細菌學科教授)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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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啟事:
本會為擴大慶祝母校創校六十週年，特

舉辦陽明山中山樓聚餐晚會，當天擬邀請李

總統登輝學長致詞，並安排梭內社團表演。

晚會時間定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每人費用

*1已
近來常與臨床科系同仁討論到希望基聽

醫學的同仁與臨床科系的同仁能有更多的聯

繫、瞭解與合作，以提升我們的教學、研究

以及服務的水準。是的，在浩瀚的醫學領域

中，台大醫學院曾經幾乎有把基薩醫學遺忘

的趨勢。因此，在這期我們以基礎醫學為主

題作了一系列的報導，非常感謝林瑞祥、溫

振源、王惠珀、翁秀貞及病理科同仁等的賜

稿。誠如李治學社長所說: I 我們不要只報

喜而不報憂。 J 我們也讓幾位新血吐露他們

的心聲，希望大家能對基礎醫學多一份的關

懷。而楊照雄教授的「走入基礎 J '詳述了

他為何走入基礎醫學，我們年輕的一代是否

有同樣的勇氣呢?

由於本期稿源更是充裕，因此再擴增為

28頁。醫院洪伯廷副院長的論全民保險提出

警譜，值得我們深思。褚文銘校友的「綜合

醫院服務兩年有感 J '呼籲注重全科醫師的

訓練以及母院與開業校友之聯繫，都是我們

值得正視的課題。

楊恩標教授的 I Virgin Island 之旅

J '葉炳強醫師的「阿沙駱駝行 J '金傅春

博士的「回國感言 J '及宋維村教授的「廿

四屆同學會記 J '細述見聞及校友之聚會，

似乎把遠隔的時空，拉成近在呎尺，這不是

我們「景l福醫訊」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嗎? ( 

陳振陽)

新台幣兩千元，本會備有專車接送及致贈精

美紀念專輯，敬請校友撥冗參加。報名簡章

請洽台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電話三二一

八四一五。

~~~ 
台大醫院為慶祝國立台灣大學建校六十

週年紀念，特為六十歲以上台大各學院畢業

校友，舉辦一日健康檢查，費用半價優待(

新台幣三千元)期間自十月十四日起至十月

十八日止，有意接受健梭之畢業校友，請與

台大醫院住院室陳瑞瑛主任聯絡。 Tel 312-

3456 - 2100 

熹福醫訊
.Jing- F'" u MucJ ical NU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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