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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忌白白

排7日在十弓之路口

的大學教學醫院 數束原

在參與成大醫院的籌備工作整整三年半

後，本人於今年五月一日正式出任成大醫院

院長，就任半年以來，內心有些許感觸，特

借此篇幅提出，以共思解決之頁策。

制度均採取「公務預算」制(包括屬於輔導

會的榮民總醫院) 0 大學醫院的宗旨，除了

醫療服務外，還要從事研究、教學的任務，

同時後兩項任務，所需經費相當龐大，以目

前病人具有保險身份者逾半的比例，且醫療

保險給付偏低的情形下，大學醫院實在很難

達到收支平衡之狀況。以成大醫院而言，其

創立宗旨固然很多，但是最重要任務在於醫

學院學生之實習、住院及開業醫師的訓練、

以及方便地方民眾的就醫。本院自啟用後程

控三個月內，即已開始高難度的開心手術等

() . 

大學醫院中，尤其國立的大學醫院，政

府當初核准成立之時，必定賦與其相當的責

任，即使不寄望其成為全國數一數二之醫學

中心，至少亦要能成為醫療網中分區的醫學

中心 O 不過，依據本人之觀察，如未能及時

獲得積極的扶持，則其所扮演的角色將可能

受到重大的挑戰。首先，我們都曉得，如果

沒有特別變動的話，從七十九年元月一日

起，即將實施轉診制度，自善用醫療資源之

觀點，對國家對民眾，甚至於醫院同仁，此

一制度百分之百應該受到肯定;但是，對大

學醫院而言，如何來面對隨之而來收入銳減

的困境呢!!目前，國立大學醫院的預算採取

「作業基金」制，一分一釐皆要靠本身之收

入，原意非常明顯，除了注重它應該充份發

揮的教學研究功能之外，也必須做到企業化

的經營，以達到自給自足之基本目標。但

是，面對病人數目大幅減少，收入不敷支出

立情形下，巧婦豈能做無米立吹嗎?屬於公

立的各級醫院，除了大學醫院外，其餘預算

醫療工作，平常急診室、加護病房、普通病 O 
房更是病人擁塞，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本醫

院，則地方民眾罹患較嚴重疾病者，皆需長

2 

途跋涉遠至高雄、台中、甚至台北就醫，所

以能在本院獲得一流的醫療照顱，免除了舟

車推途的費用及時間的消耗，讓雲嘉南地區

三百萬民眾節省的就醫交通費用及時間，遠

比本院可能虧損之數要大得多。另外，就大

學醫院從業人員的待遇而言，我們對其延攬

人才的能力，頗為懷疑及擔憂。大學醫院的

工作人員，與大學中的其他工作人員相較，

待遇上的惟一差別，在於前者領取有衛生加

給;衛生加給在三十年前初發之時，據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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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前輩說，其數額與本倖相同，但是二十 教學，我問他，成大醫院還有名額是否願意

、)
年後的今天，由於並未隨調薪做機動性調 回國服務呢?他坦白告訴我，縱使目前領有

整，衛生加給已淪落到僅為本樺的十五至二 專勤獎金之情形下，國立大學醫院臨床教員

十%。為了區區每個月二、四千元，卸沒有 的待遇比美國(甚至於國內私立大型醫院)

如大學行政人員的寒暑假，同時每二天必須 還是相差甚遠，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有興趣

值夜班一次，對個人及家庭而言，只有犧牲 吧!!不過拋開經費及待遇，大學醫院還有些

而毫無實質的利益。相反地，其他私人醫院 可取之處 O 譬如說，沒有強迫一定要看多少

在調整待遇上就沒有這種包袱，而可以非常 病人的壓力，更有安貧樂道的同事在學問上

機動性調整待遇，因此大學醫院的待遇實遠 可資切磋。再加上璟境良好設備精衷，受到

膛其後。在這種情形有可能延攬到優秀人才 社會大眾的尊敬，及醫界同仁的肯定，相信

嗎?在人員素質低落情形下，有能力扭負起 對物質享受追求慾望不高的人，倒是一個進

醫學中心的領導責任嗎? 修、研究、及治學的良好場所。

最近有一位台大畢業，目前在加州大學 (作者係民國54年醫科畢業，現任成大

舊金山分校拒任d心臟科教授者來醫院訪問並 附設醫院院長)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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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速肌力測試與訓練 柴，建教

在現代人繁忙的工作之餘，運動變成今

日社會休閒或社交活動的一部份。從事運動

人口愈多，以致於運動傷害在人口比例中也

相對地增加 O 運動傷害之保守療法或手術後

之復健工作，包括熱療、水療、關節活動、

伸展運動、以及漸進式重量訓練等。在肌力

訓練方面，如不能恢復該運動所需求之肌

力，則往往會造成再發性的傷害;在1960年

代， Dr. J ames Perrine 提出等速肌肉收縮

( isokinetic exercise )的觀念，等速肌力

訓練蓬勃的發展，遂使運動傷害的復健邁向

新的領域。

等速肌肉收縮係指速度固定不變之肌肉

收縮;利用此一觀念，採用特殊設計之等速

肌力訓練儀，固定運動時之肌肉收縮速度，

以提供相對的阻力，則為等速肌力訓練。在

等速肌力訓練中，其阻力是依肌力強弱、肌

肉長度變化、力臂長主豆、以及疼痛疲憊等狀

況，而調整成適合此肌肉之最大阻力，且不

會超越其本身負荷之極限，因此具有相當高

的安全性與訓練故率。這與過去使用的等張

收縮的肌力訓練不同。

在接受等速肌力訓練前，須有一完整的

膝部功能評估，包括受傷病史、理學橡查、

與等速肌力測臨。等速肌力測駝係利用等速

肌力測聽儀，評估病患在不同速度下之最高

肌力( peak torque) 、肌功率(

power) 、與瞬間加速能1:r ( torqueacce-

1 eration energy) 等。再根據上述的資料擬

定治療計畫。

4 

運動傷害後之等速肌力訓練可分為三個

階段:

在急性期或剛接受手術後，以多重角度

之等長肌力訓練為主。將等速肌力儀的速度

鎖定，在不同的角度下，依病患情況，做低

限量或最大量肌力收縮。在亞急性期或疼痛

較減輕時，則可開始限弧等速肌力訓練 O 將

等速肌力訓練儀之活動角度設在某一角度範

圍內，採用不同速度的肌力訓練，藉以避開

疼痛或不欲活動的角度。主日前十字勒帶手術

後之限弧肌力訓練，以膝屈曲30-90度為開

始訓練之角度。恢復期或疼痛消除後，則可

開始多重速度肌力訓練，亦即利用等速肌力

訓練儀所提供之各種不同的速度變化，提供

適合病恩情況之肌力訓練，以建立不同速度

之肌力與肌耐力，而能符合日常生活或從事

運動時，不同速度的動作之需求。

等速肌力訓練之優點如下: (1)可提供最

高阻力的訓練，可提高妓率; (2)所提供阻力

可依病患之施力情況，隨時給予調整，安全

性高; (3)較不易產生運動後的酸痛; (4)可提

供較客觀之肌力訓練記錄。

由以上可知，等速肌力訓練可提供運動

傷害後多層面的肌力訓練，以重建關節功

能，而能早日重回運動場;此種肌力訓練是

運動傷害之保守療法或手術後之復健計畫

中，不可或缺的一璟 o

(作者係民國70年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

組畢業，現任母校復健醫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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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部韌帶傷害引起之肌肉變化
曹日名鼓

在國民平均所得大幅提高的今天，休間

活動起來越受到重視，參與運動的人口逐年

增加，運動傷害的發生率也就隨著上升 ο 在

1、體的各部位中，膝部受到傷害的比例最

高﹒而韌帶損侮則是膝部運動侮害常見的問

題之

膝司C韌帶受傷傻，臨床醫師依持其受傷

害的嚴重度桔子不同的治療。受傷程度嚴重

且期望日後膝部保有較佳功能者，多採手術

治療，手術後又以石膏固定膝部。也有不需

要手術治療的病人，直接以石膏固定;或是

損傷程度更輕者，則以物理治療可達到止

痛、消腫及恢復功能的目的。韌帶損傷的膝

部在接受第一階段的醫療後，將面臨疼痛、

關節腫脹及被石膏固定等問題;而這些問題

帶給病人的，是膝部不敢或不能任意活動，

膝部肌肉萎縮( muscle atrophy )也就隨之

發生。

膝部肌肉萎縮及肌力減退以伸肌較為明

顯，屈肌所受影響較少且，歐復較快。以下將

) 由科肌肉大小、 ω肌纖維形態學及的肌肉功
能三方面來介紹膝伸肌在韌帶損傷後的變

\1// 

化。

(寸肌肉大小( muscle size ) 

在臨床上常以量腿圍( circum 

ference )的方式來評估大腿肌肉萎縮的程

度，此法常易低估肌肉萎縮的程度。即令如

此， Halkjaer-Kristensen J.的報告指出，

他的病人中，開刀後再以石膏固定的一組，

腿圍減少11%' 而直接以石膏固定的一組，

則減少5% 。

以電腦斷層掃描來測量肌肉截面積是

比較可靠的方法，在石膏固定一個月之後，

膝伸肌的截面積將減少25%以上;縱使不以

石膏固定，在受傷早期，由於關節內部的疼

痛、腫脹，都會反射性地抑制膝部伸肌的活

動，而使肌肉萎縮。

(斗肌纖維形態學( muscle fiber 

morphology ) 

在膝部韌帶損傷後是第 I 型( type 

1 )或第 E 型( type II )的肌纖維會減少一

直受到爭論。一般認為肌纖維的變化和受傷

後固定的方式及固吏的姿勢有關。若是以石

膏固定使膝部完全不能活動，或因定於膝部

伸直的位置，則以第 I 型肌纖維的萎縮為

主。若在急性期的處理，末以石膏固定，只

因疼痛、腫脹妨礙膝部活動，則以第 H型肌

纖維的萎縮為主。無論是何種型態的肌纖維

萎縮，都影響肌肉功能，而妨礙病人的活

動。

(=)肌肉功能( muscle function ) 

在一般時期固定不動後，病人的肌力

與耐力都有明顯的降低。等長收縮肌力(

isometric strength )下降最為明顯，達50%

以上;等速收縮肌力( isokinetic streng

th )及等張收縮肌力( isotonic strength ) 

下降亦達30%以上。耐力所受的影響雖較

少，但也有20%以上的下降，病人無法維持

長時間的活動。

從以上肌肉各方面的變化可知，在膝部

韌帶受傷後，由於疼痛及被固定，膝伸肌會

萎縮，肌力及耐力均明顯降低。藉由物理治

療以吐痛、治、腫及早期活動是減少這些變化

的重要方法。

(作者係民國69年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

組畢業，現任母校復健醫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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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朝露一生當中，最快樂最值得回

味，難以忘懷的時代不外於童年，年幼不知

憋不知憂，快快樂樂過日于，過新年穿新衣

數軒帽，玩氧球吠鞭炮， 1 軒年在財紅包拿

東 J '和要準備紅包的大人，其心情完全不

同， 1 量于何生日 J 0 

天真無邪、無束無縛，要做什麼就做什

塵，要講什麼就講什麼，在新娘面前，暢所

欲言， 1 新垠新噹王富褲底破一孔。」都敢說

出來，是真正的有「言論的自由」。故大人

怕小孩亂講，不吉利不吉祥的話，才有「畫

言無巨」百無禁忌 c 但輩子容易被騙，所以

商人以「重要無欺 J 當口號，仍來欺騙消費

者三輩子最大特點是不會說謊，想要騙大人

是不可能，大人有老練的經驗，他們的「鬼

計 J '馬上被識破「精氣 J '反而不打自招

和盤托出，由孩子口中聽得到真情實置，這

些事實就是孩子們可愛之處。

l. 1 公公」沒死

在台灣本省人孫兒(門，稱呼祖父不分內

外都吽阿公或是公公，因此內外分不清，只

對第三者講時，外祖父才稱外公，有時候加

地名或職業來分別。有一次外孫們由美國回

台渡假， -1台巧大媳婦的父親(黃親家)過

世，因此大媳帶孫見佩君、宏儒回娘家探

望 O 外孫女時齡不知情，一個人在二樓很無

聊坐立不安，上樓下樓等她們回家來玩耍，

她等了很久他們才回來，一見面就氣憤的說

6 

方位主反士申

: I 你們到那里去，到現在才回來 J 佩君

回答說: 1 公公死了，去看他。」玲齡怒目

橫眉再說: 1 黑白講，我剛才下樓時，公公

還在那襄看患者好好的，公公沒有死 o J 聽

她們的問答重言畫語天真無邪實在好笑，真

是內外孫對內外公分不清楚。

在我們中國，家族或親戚其與本人之關

係'聽其稱呼如何，就一目(耳)瞭然分得

很清楚，父方關係母方關係其稱呼都不同，

而且再加上順位，但外國全部是 Uncle

Aunt' 日本也是一樣不分父方母方關係 O

但在臺灣姻親關係'親家親姆(親家母)的

稱呼範圍最廣泛有彈性，因此其關係也隨之

不清楚，只好加上姓來稱呼 O 女兒淑莎的「

大官 J (公公)張親家，講一則笑話筆者順

便來推銷介紹 O 有人先當內公(內功) ，再

來做外公(外功) ，內外孫大家回家來團

聚，吵吵鬧鬧把花瓶古董都打破，變成氣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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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可愛的孫兄們打破心愛的古董， 公公為什麼我們要去妻間? J 真令人省思扣

雖是一時之氣，還是孫見們比古董可愛，因 人心弦。

「公公沒死」。 ~).My name is' 

2.頭髮變色 現在升學壓力愈來愈沈重，而做父母的

在美國加州的三個外孫，孫女玲齡已經 望子成龍 f 鳳 j 督促勉勵，並且學校的正課

唸初一，是最乖巧而懂事的少女，小學畢業 以外，還學習很多課外特技，課外加課「十

時獲得「雷根獎 j 。七年前她們還小的時 入般武藝」盡拚 G 我有內外孫共十個，于孫

候，筆者與妻情不自禁到美國去探望他們， 繞膝除了馨雯、宏嘩三人，仍為學習講話的

看到玲齡在畫圖時，畫的人物頭髮都是棕 幼兒外，其餘都會彈鋼琴，我跟他們說: I 
色，我為之大吃一驚，教育及璟境會改變頭 公公除了鋼琴以外，什麼都不職你們 o J ' 
髮的顏色。我問她頭髮是黑的為什麼塗這樣 其實他們會玩的電動玩具、電腦我都不會，

顏色，她說小朋友的頭髮都是棕色，君的書 「老人何知」。鋼琴以外，現在還有晝圓、

本頭髮也是一樣棕色。最近一次他們回來渡 珠算、心算、作文、舞蹈、英語等補習班，

假，傍晚一塊出去散步邊走邊聊天，我對二 使得大家學到頭昏腦脹，老二永哲的長男主

個外孫發間，美國好還是台灣好，他們異口 謀，因年齡不夠一個月，不得其門不能入小

同音的說，美國璟境清潔乾淨，台灣既髒且 學，幼稚園已上二年，不好意思而且沒有意

亂。但在台灣有你們很多親人，快快樂樂過 思再來一年， I 鞍學」一年在家也「難

日子，在美國沒有你們在，由此可知他們內 過」。因此利用這空閒的一年，去學習「十

心的寂寞，是不能否認的。最小的耀文比較 八般武藝」通通來，宏謀學習能力強，而記

調皮而外向，老三的耀伶默默讀書比較內 憶力也好，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多的

向，他們假期在台灣受豐沛親情包圍之下， 動物都可用英語說出來，也可用英語自我介

玩得很開心，樂而忘返。耀文回美國前夕， 紹，講一套 I My name is...... J 。

向我問一句「公公為什麼我們要去美 星期日住在東區的老二老三，他們都回

國? J '使我一時無言以對。 到台北橋家襄團聚，老三永勳的長男宏穎，

女婿思宗移民到美國，其用意是為下一 幼稚園中班就去學習鋼琴、英語等，能說幾

代的教育，美國是見量的天堂(樂園) ，但 句英語便得意洋洋，東區這種風氣比較盛

去口是老人的墳墓。他們在美國，雖有父母在 行，若不跟著走便顯得落伍。現在的教育變

身邊照顧，且沒有升學的壓力，每日過得很 成要「盜跑」先走一步，不然就落伍，在幼

輕鬆，但很寂寞孤單，心理上沒有安全感， 稚園學習國小課程，在國小在補習英語，如

頭髮也不能變棕色，鼻子也不能變「啄 J ' 果沒有預先學習英語，到國中便落伍不能與

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一定會受到民族的歧 同學同步走。因此在「落伍 J 地區大橋頭，

視。他們放學後在家襄都說台語，一方面到 和筆者同住的老大永陸的孩于們，最近也開

中國學校學習國語，中國的文化道德教育， 始加入學習英語的行列，不然就落伍，連「

是不能中斷要延綿到下一代。筆者有時夜深 My name is....尸」都不會講。「十八般武

默然而想，他們長大後結婚等種種問題，而 藝」不只是台北盛行，住在中部的大姊說，

輾轉難眠。在美國的這些二世，還是2頁要時 她的孫見們請家教在樓上做化學實驗，二三

常回來接觸親人，培養自己的倫理思想。「 瓶藥水倒來倒去，客廳變成實驗室，這是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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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進步或者是退步?

4.直話直說

弦于們有話直說，沒有掩飾不知道客氣

這一套，有一次我的小學老師，許崑山先生

來探望筆者，進入有地毯的客廳時，忘記摸

拖鞋赤足而丸。長J系安儒很不客氣的指責「

你再什麼不摸拖鞋 J '年已八十的老師說，

「亨勢守勢」忘記了最近比較健忘 O 住在美

國的大唔軒咦，回台來訪時，也沒有換鞋進

來，坐在我旁邊的大孫女佩君看到，對我說

「咦婆」沒換鞋，來提醒我的注意。其實在

美國普通不習慣換鞋，因此她急忙的說「我

不知道 J '使我臉紅很不好意思。但他們致

于們都不在乎，想是當然的指責，不知什麼

吽做客氣，都付諸腦後，但這乃是真正天真

瀾遷，沒有惡意的表現。

有一次老二敦化北路的家，小(俞光臨剪

破鐵窗，進入屋內盜去現金金飾等，連孫女

馨雯的學校獎學金也被帶走，她很傷心抽屜

里的全部財產被盜。知道二叔被賊盜的宏

8 

1.左膝關節勒帶受侮後，引起左大腿

之肌肉萎縮(腿圍比右大越少-A'

分)

2.正常肌肉纖維之賴微周片(顏色較

j罪者為第 I 型肌纖維:誰色較浪者

為第 E型肌織維)

3.選擇性的第 E型肌纖維 (2吾色較決

者)萎縮，而第 I 型肌纖維 (2特色

較深者)仍保持正常大小

4病忠接受尊速肌力訓練之情形

!再 'iJHII圳市 J '.叔， II\IUJ 11 他們川于1j1ì. ll

桶，拉 11'11、'i '很Il J 怖的 1111句， i(i : 1 '.，J;~ (iF;:;} fJ 

能i主ÍJ"'? J ﹒人之阿卡|卡丹，也必JJ IlIH軒的拿

一點主趕來 11;(111) J 他的悅除 ο {U~北橋全家

i宅門歡聚心2.i-112-遐赴m最感情，聽些重

言重語字妥天倫之樂。有時舉辦家庭同樂晚

會表演，各有所長，還是幼稚園時代的宏穎

表演時，台風最好，向「觀眾 J 敬禮後才表

演，而且會主持節目秩序井然，若遇到觀眾

的公婆伯父叔構不拍手，不聽他的指揮他就

發牢騷 O

孩子們集合時雖鬧得雞犬不寧，但別有

一番情趣，過一段溫馨熱鬧的時光，還是最

大的精神慰藉。重年恍若昨日，年老來，人

會變固執頑固，但超過八、九十來就返量，

如小孩，童顏鶴髮，變為可愛的老人，清清

閒閒快快樂樂過日子，這就是人生要走的路

程。

77 、 11 於台北橋(作者係37年醫科畢

業?現任施眼科醫院民長)

由儷續自滴

A由本校校友沈宮雄醫師設立之「

沈宮雄腎臟醫學研究獎 j 於12月 4 日在

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年會上頒獎，得獎

人:台大醫院其寬敬醫師。

題目:心房利鋪因子在體波及電解

贊平衡的生理角色:腎絲球、腎上腺及

血管的ANP受器之研究。

~í 財團法人陳萬裕教授學術基金

會優秀論文獎」於12月 4 日於中華民國

腎臟醫學會年會上頒獎，得獎人:三軍

總醫院病涅特陳安醫師

題目:實驗性IgA腎病變之腎絲球

免疫沈激物:合併循環性及厚、位形成性

之免疫復合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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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4頁 之 1r

今年10月 17 日至10月 21 日有幸能參加在

華盛頓舉行的1988年世界超音波醫學會暨美

國超音波醫學會年會( 1988 WFUMB/ 

AIUM) 並發表一篇論文。論文題目為“電

腦斷層掃描與經尿道超音波掃描在膀眛腫瘤

分期診斷價值的比較研究"。

此次大會在華盛頓特區的會議中心舉

行，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師或超音波技術員約

共有五、六百位齊聚一堂，台灣地區有內、

外、婦、見及泌尿科等數家醫院的超音波從

事員參加;但泌尿科方面僅有台大醫院揀出

代表，未見其他醫院的人。此次科內由丘祖

毅副教授領隊，共有 2 篇口頭報告論文， ( 

分別由張宏江醫師及本人報告) ，一篇璧報

展示論文(由陳奕文醫師製作) ，皆由科內

前輩指導住院醫師完成。當然要特別感謝本

本特參加大會之五名團員。自右至左

分別為: R3陳奕文醫師，領隊Ap丘祖毅

醫師， Vs張世忠醫師， R4張宏江醫師，

R2蒲永孝醫師(本人 ) 0 位於陳奕文醫

師所製作之 Poster 前合影。

毒者永孝

科蔡主任及病理科侯主任的大力支援和悉J心

指導，才能讓本人的論文完成。

在開會期間，有幸得目睹數位世界級大

師的研究成果，深感獲益匪淺;但在比較彼

此發表的論文內容後發覺，在儀器設備和診

斷技術方面，我們堪稱與世界同步，但在研

究的規模，研究觀念的創新及多樣性上仍有

待加強之處。例如:日本的Dr. Watanabe 

及美國的 Dr. Fred Lee 皆發表利用經直腸

超音波掃描 (t ransrectal ultrasonography 

'簡稱TRS) 做前列腺癌的篩選工作及早

期前列腺癌偵測的初步結果報告 Dr.

Watanabe將TRS用在診斷及治療時精囊(

seminal vesicle )的病變;及Dr.Fornage將

超音披圖與病理斷層圖做直接比較以了解前

列腺癌之超音波表現等，都能開發出新的研

究方向，並且利用現有的儀器設備解決以往

不甚明暸的疾病。可惜有關泌尿科超音波方

面的論文，大部分皆為經直腸超音波掃描，

而經尿道超音波掃描( transurethral 

ultrasonography )除了本人報告的一篇以

外，付諸缺去日，故無法與其他國家作比較。

以一個住院醫師的身份，能有此份殊

榮，出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實在

是令人振奮 O 進而讓人聯想若能多讓年輕主

治醫師或住院醫師參加國際性的會議，不管

是親身報告或僅是出席參加，對醫院內的研

究風氣和工作士氣都必有莫大的鼓舞作用。

(作者係民國76年醫學系畢業，現任母

院泌尿科住院醫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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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夫雜感

簫i責*

自從台大醫學系畢業，服完了兩年兵役 ances 為主，再加上政府的老人保險Medi-

之後，即很幸運的踏上旅美之路，至今已十 care 以及貧民保險 Medicaid 。但是最近

。 . 
一年多。最近回國探望久別了的同學及母校 幾年，由於醫生人數的增加，競爭愈來愈擻

，很欣慰的看到了一些母校的進步情形，也 烈，同時由於醫療費用直線上升，再加上財

很高興的看到了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整建工 政赤字，使得政府愈來愈無力負擔，導致各

程，同時更是敬佩一些留在母院的同學們辛 種各類制度的變化及對醫療費用的限制紛至

動研究及教學的精神。好友邱浩彰醫師一再 查來。 HMO及PPO等有限制性的保險制

要我為景!福醫訊寫且旅美經驗，我也只好濫 度越來越猖厥，對醫生的干涉及限制也跟著

芋充數的寫下一些雜感，供各位參考。 增加。不少醫生成為 HMO 之類大保險公

最近數年來，外國畢業醫生來美的途徑 司的 employee' 大部份的醫生都只好忍痛

的確有不少改變。可以說是難上加難。在十 接受 PPO 對醫生的干涉及對收費的打折

二、三年前，只要考過ECFMG' 便可以直 。政府對醫生的監督也更加嚴格。醫療糾紛

接申請美國各醫院當 Intern或 Resident 的案例逐年增加也成了另一個惱人的問題。

，同時簡單地可拿到居留權。這種昔日好景 雖然有這些大變化，已經在美國開業的醫生

在我1977年來美的時候便已消失。突然在那 ，到目前為止大致都還過得不錯。不過將來

。一年ECFMG變得不夠用。只好以學生護照 情況如何，卻是個很大的未知數 O 上述的不

出國，進入UCLA 的 School of Public 利趨勢很可能會愈來愈嚴重。尤有甚者，將

Health就讀，同時參加1977年第一屆的VQE 來有一天美國也許會走上全民保險之路，美

考試，僥倖通過。就憑著VQE及UCLA 國醫生的地位可能會更加走下坡。

的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的幫助， 至於由台灣申請來美的途徑，如果想在

我幸運的踏上住院醫生之路，醫院還替我申 基薩醫學的領域發揮，則情況與過去大概沒

請居留權。我先當了兩年Pediatric Res- 有多大不同，進入醫學院攻讀基聽醫學的碩

ident '然後又當了三年Neurology Res- 士或博士，仍然相當可行。但是對於想進入

iderit 0 筆者於1983年七月開始開業至今。 臨床醫學領塌的人，則困難已經增加不少。

美國的醫療體系最近幾年一直在變。以 直接申請美國各醫院的 Residency 已經幾

前美國的醫療制度是以 Private Insur- 乎不可能。比較可能成功的方法是先到美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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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科的相差r年的學棟，民國三十八年以

{後是台大婦產科的同事，共謀婦產科的建設

醫學院或研究所攻讀碩士或博士，然後再申

請臨床上的 Residency 0 靠醫院申請居留

權巳經幾乎不可能了 O

如果能克服以上的困難，在美國開業其

實還是有些可愛之處。美國開業的方式與台

灣有很大的不同。絕大部份美國的開業醫師

不僅看診所病人，還須看住院病人，因為病

人位進大醫院之後還是由原來的開業醫到大

醫院去診治。大部份的Community Hospi-

tals 都有各科的Specialists及 Subspe

cialists'會診非常普遍。因此很多Commu

nity Hospitals 的醫療水準及設備與

U niversity Hospitals 相差無幾 o 再加

上美國對醫生的再教育( Continu ing Med

ical Education) 的要求很嚴格，所以在

美國開業隨時會接觸最新的知識及技術，不

會因為開業久而落伍。開業醫師兼任醫學院

147 

科名譽教授，前台大醫臨院長)

的 Clìnical Faculty 者相當普遍。同時

美國有相當多的大學醫院允許或甚至鼓勵他

們專任的Faculty去Community Hospital 

看病人賺外快，雖然收入大多需拿回去均分

O 也許國內有志來美的醫生會擔心美國人種

排斥的問題，其實這種現象一般不大嚴重，

不用過份擔心。美國社會有超強的融合力，

這是它可愛之處之一。

國內的醫生或準醫生們，如果想來美國

闖天下，在作決定之前請先多多瞭解美國的

情況。如果有什麼問題，而筆者幫得上忙的

話，請不用客氣來信聯絡，筆者當盡力幫忙。

(作者係民國64年醫學系畢業，目前在

加州 Santa Ana 開業 Neurology 及

Child. Neurology ，兼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edical School 的

Clinical Assistant Professor.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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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住榮教授是我的老師、我的長官、我

的前輩，同時是我的好夥伴。

民國32年當我還是個醫學生時，他已是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婦產科助教授，也是

當時受日方統治之下附屬醫院中唯一官階最

高的台籍助教授。主持婦產科的真柄教授並

不重視課堂上之教學活動，僅僅給我們醫學

生上一節課，而其餘婦產科的講義則均由邱

教授補充、指導 O 雖然邱教授的講義對我們

這些涉獵婦科醫學不深的醫學生而言著實難

懂，然而在往後的日子才愈益覺得這些講義

內容極為廣泛而包含實際臨床的重點，他，

確是我的好老師。

民國34年8月台灣光復，台北帝大更名

為台灣大學，其附屬病臨則改為台灣大學附

設醫院。逢此變革時期邱教授協助杜聰明院

長辦理接收日本台北帝大附屬病院的財產，

邱教授充份發揮他領導統御的才能，收回戰

時疏散在各地的圖書醫療儀器等，待接收完

畢扭任婦產科主任後，先後又接掌醫院行政

工作，歷任代理副院長、副院長、代理院

長、院長等職以至民國61年辭退。

民國53年至59年期間，我追隨他在院長

12 

室拒任醫務秘書的工作，師生的關係外更增

添了長官與部屬的情誼。當時醫院財政極為

困窘，因為政府的預算甚傲，大部份院方的

開支要仰賴治療病人的收入來維持 O

邱院長秉開源節流的原則，在當時政治

經濟俱不穩定的情況下，為台大醫院立下成

為今日 現代化醫院的基礎，大力整頓醫院

的硬體設備，苦心經營院方的軟體資源，他

的構想與遠見，實在令人十分欽佩。

邱仕榮先生是我的前輩，他是台灣東寧

會的會長，而我本居會裡的總幹事。對東寧

會，邱教授一直極為熱心地在為這台北帝大

醫學部校友會傳統的承傳而努力，為了這個

目標，我們更是成了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夥

伴，和邱教授相交四十餘年，他亦師亦友的

德行風範一直是為我這後輩晚生所景仰依循

的，他的遲然去世，對我個人而言無異是一

大衷慟'然而觀生而為人，人世間死別生離

的悲懷終究是逃脫不得的，感念邱教授之

際，謹以此文敬悼之。

(作者係民國34年帝大醫學部畢業，現任台

南市立醫院院長及台灣東寧會總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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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中山北路靠近南京東路與火車道的

巷道上，腦海裡印出了一幕幕的往事。

在以三輪車、腳踏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

台北市，從醫學院宿舍走到中山北路高級住

刁 宅區的巷路是不算遠的路程。還是醫學院醫

科六年級生，在開學後的一個夜晚，與4位

同班同學應導師之邀，前來導師家作客。當

時導師是婦產科教授兼台大醫院代院長(當

時高院長因病請假)。由於沿襲講座制，教

授就是家長。因此懷著興奮的心情與會，因

為能被選上為導生是我的榮幸。煥發著無比

活力的思考與語言，務實的哲學，他是我心

中的巨人。「醫師的對象是病人，而病人來

自社會各階層，唯有親自深刻體會社會各層

面，才是解除病人痛苦的良方 o J 明確的主

題，深深印入我腦海裡。進入社會各層面是

多麼具有跳戰性的工作。

醫學院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 O 在出

國、基礎、臨床的抉擇下，或許是導師的影

響下，終於踏入複雜的臨床醫學。在激烈競

爭下，終被錄取為台大醫院外科第一年住院

醫師。第二年住院醫師起，在剛從美國哈佛

大學醫學院留學回來的李俊仁講師指導下，

共同在狗身上作腎移植實驗。在當時人體腎

移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醫院又沒有研究經

費、對此研究計劃的投資相當冒險。幸好在

導師具有眼光的遠見下，以院長之尊吩咐總

務室定期提供研究經費。如此持續了2年半

的時間，終於在民國57年5月 27 日在台大醫

院完成了國內第一例人體腎移植。當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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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治學

完成走出開刀房時已是下午6時，手術小組

一齊與院長合影留念，站在導師旁邊，心中

有說不出的感激 O

民國66年導師已辭去院長職務，但他仍

依然不忘公益事業。自己出錢在台大醫院第

二會議室席開一桌，宴請黃伯超教授(民國

38年畢)、謝維銓教授、徐澄清教授(皆民

國40年畢)、呂鴻基教授(民國46年畢)、

洪伯廷教授(民國48年畢)、鄧照銓醫師(

民國57年畢)及我(民國52年畢) ，囑咐共

同為成立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事努力。此為目

前台大景福基金會之前身 O 隨後，位在濟南

路的台大校友會，因經費但細陷入困境。而

導師卸毅然接下爛攤于，當起校友會會長，

一直到今年 O

自從數年前輕徵中風後，導師的行動已

不如從前方便，加上師母因尿毒症在接受數

年血液透析治療後去世，導師心中是孤寂而

無奈。每年春節到導師家間安，總覺得導師

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今年初已有數次因腦

缺血而暈倒的情況發生，這是不祥之兆。

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今年七月，溢於言表

的期許，而能完成導師目標的寥寥無幾'內

心深以為疚 O 如今又走在這熟悉的巷道，刻

劃著歲月痕跡的古屋仍在，不過按過門鈴

後，再也聽不到導師的聲音了 O 向fg致意，

敬愛的邱仕榮教授，安息吧，終有人會完成

您的心願。

(作者係民國52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

外科教授及本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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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TA d. 手 醫療也是一分錢一分~?

在商業世界， í 一分錢一分貨」這句描

述價錢與品質關係的「名言 J '即使不是百

分之百正確，也頗接近事實。在醫療的世界 ~ 

'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同樣的判斷?I

「先生仔，錢沒關係，儘管給我開好藥

J ' í 拜託拜託給我介紹個名醫，紅包多少

沒關係 J '好像好藥、名醫一定是貴的。「

先生仔，上次藥錢一千塊，這次怎麼祇要兩

談 百塊? J 勞保病人，膽大的正面提出抗議，

膽小的即把藥丟進抽屜里，乾脆不吃。病入

不但用價錢高低來衛量藥的好壤，連對醫師

。區安
. 

的看法也這樣，認定收費高的才是高明的醫

區畫自 師，多做檢查、多開高貴藥才是「名醫 J ' 
看的病才有效。可見，一般人的心態上，仍

療
F - 根深蒂固的相信，醫療晶質的高低與醫療費

三步
用的多寡是成正比例的。

廉價是高品質要件之一

E司 其實，藥的效力和價錢完全無關，藥價

口口 金美 的高低，決定於原料成本、製造過程的難易

、生產量、開發費、廣告費的多少而定，和

質
藥效一點關係都沒有。所謂「良藥」的要件

F - ，除了效力大，副作用少，用法簡單外還得

三步
要藥價便宜為其條件之一，因為藥價高受惠

的人總是有限。譬如治療肺結核病的十幾種

。藥品中， í 伊娜 J 效力最大，副作用最小，

吋貝已， 價錢卻最便宜，一個月藥價不過幾十塊。鏈

籲素也是，一針不過三、四塊，治療結核病

? 的針藥里面最便宜，但是效力卻最高，副作

用不比其他的大，但是病人不信「邪 J '偏

才多
偏要求醫師開「高貴藥 J '有的醫師迎合病

人就使用一針六、七十元的康籲素，賺錢更

，心田'- 多，何樂不為，效果當然比不上鏈籲素。類

非票 似的例子還很多。青籲素在眾多抗生素裹係

價錢最便宜而副作用最小的，但對肺炎雙球

菌性肺炎仍然是最有效的藥物，比高價的「

新藥 J 好得多。西藥中用途最廣之一的阿斯

14 



匹靈也是最便宜的藥，心臟的許多藥品中最

便宜的「毛地黃」仍是最基本的藥物。中藥

有「上品」、「中品」、「下品」之別，也

以藥效、藥性及毒性之大小為分類之擾，從

未以藥價來作藥物好壤之別。

醫師素質之好壞與收費之高低更無關係

。一位人得了病都想找「名醫 J 看病。命要

緊，願多花一點鐘，早恢復健康是可以理解

的。但卻不知「名醫」是甚麼，名醫在那襄?

而打聽到有「名氣」的醫師，常被欺騙而不

覺或失望。有關「名醫」筆者在本刊六月號

「名醫今昔」一文曾披露一些愚見，不擬再

細述，僅再指出，給病人最小的痛苦(包括

心身上及口袋上)以最短時間將病治好才是

名醫，即可明瞭「名醫」與醫療費用的高低

應該是成反比例的。

醫療層次與醫療品質

臨然醫療品質與醫療費用應、無直接關係

'為何一般人仍然相信好的醫療品質，費用

一定高呢?我想那是醫療也是「一分錢一分

貨」的商業觀念作祟外，一般人將醫療層次

與醫療品質混為一談的緣故。

醫療專家常將醫療分為如下的幾個層次

, 13P1家庭醫療」、「基層(初級)醫療」

、「第二級醫療」及「第三級醫療」。以國

民的衛生常識在家庭能處理的謂「家庭醫療

J '在衛生所或一位開業醫師尤其受過家庭
醫學訓練的聞業醫師診所能處理的醫療保健

服務謂「基層醫療或初級醫療 J ' 1 第二級

醫療」係在社區或地區醫院設施能作的醫療

照顧，處理一股常見疾病中情況較接雜的。

「第三級醫療」即由區域醫院或由醫學中心

擔任，處理一些需要尖端醫療科技的病例，

如各種疑難雜症、開心、器官移植、試管嬰

兒等等，需要更高的醫療設施。而醫學中心

均與醫學院有建教合作關係，除了醫療外另

附有醫學研究及教學、訓練醫事人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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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醫療統計，所有就醫的病人，在基層

(初級)醫療@JJ能處理者占八0-八十五%

，在第二級醫療機構能處理者為一0-十五形

，需第三級醫療機構或醫學中心才能處理者

僅占五%左右。醫療層次越高，越需要昂貴

的醫療設備，醫療成本自然高，因此醫療費

用隨醫療層次的昇高而增加是無法避兔的。

但並不是醫療層次高醫療晶質即高。

醫療品質高低的標準，以病例個案的治

療而言，郎以:1.治療效果的好壤， 2. 治療

時間的長短， 3.給病人心身痛苦之大小， 4.

後遺症之有無， 5. 費用之高低來評估醫療品

質的高低。因此，兔吃藥治好比吃藥;少檢

查診斷比多檢查，非侵襲性的檢查或治療比

侵襲性的;兔開刀治好比開刀;三天治好比

三十天;費三百元痊癒比費三千元:功能完

全恢復比留下障礙等醫療品質都要來得高超

，例如「名醫今昔」一文中所載病例，如論

其醫療層次雖高﹒但其醫療品質是低的。此

外，在全民健康的時代觀念下，高的醫療品

質還得在醫療提供的方式上漏足以下的條件:

一、整體性

健康包括心身整體的，所提供的醫療不

能限於局部性，尤其基層醫療服務包括心身

整體、家族整體、社區整體，並需注意預防

醫學，防病於未然才堪稱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二、繼續性

健康白懷胎到出生、生長、老化、死亡

，是一連串繼續性的問題。所以高品質的醫

療服務也必需是一貫性，有繼續性的。

三、易近性

醫療服務從距離的觀點、經濟的觀點來

看，都需要容易接近、得到，才能普遍、惠

澤全民。醫療資源集中於都市，健康保障不

能包括全民都不能說是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o

總之，醫療品質與醫療層次是不同範疇

的。醫療層次越高，醫療費用越貴是不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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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但醫療品質的高低與醫療費用的多寡不

但不成正比例，往往是成反比例而在各級醫

療層次的醫療品質都一樣高，國民健康才有

保障的。

如何字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國民能享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光靠政

府建立全國醫療網，實施完善的全民醫療保

險制度仍不夠，一定要靠其健全的運用。

筆者在新竹有二位同鄉熟人，張三及李

四。張三係出身企業家，很有錢，也有勞保

。季四係工程師，在工廠做事。當然也有勞

保。張家生活模式不檢點而無固定的家庭醫

師，每逢家人有病，臨時尋找或更換有「名

氣 J 的遠地醫師，即使花錢花時間也無所謂

.{ß.有一次，他家人發生急性胸痛，胸內苦

悶，自覺不對，一急了，驅車到台北來，申

醫院急診處做心電圖說沒病，乙醫院沒病床

，又跑到第三家醫院才被診斷為心肌模塞，

前後耽誤五小時，差一點就把命送掉。李四

呢，平常生活樸素，在住家附近找一位受過

家庭醫學科訓練的開業醫師為健康顧問，一

家大小有健康問題即請教他，一些日常小毛

病，不花太多時間及金錢就獲得解決。有一

次他家老人發生急性腹痛，及時被診斷為急

性盲腸炎，轉送省立新竹醫院，開刀一星期

就出院。孫子生出來不久，就被診斷有先天

性心臟病而介紹到台大醫院小兒科，得到「

中華民國見童心臟病基金會 j 輔助開刀，平

安無事出院。

可見，想享受高品質的醫療服務，除了

有健全的醫療供應系統及制度外，還得要醫

師素質尤其服務於基層的醫師的素質(包括

醫術及醫德水準)之提高，更需要國民衛生

知識的提高及求醫習慣的改善，因為醫療也

是一分錢一分貨的觀念如果繼續存在，要醫

療企業家或醫師不撈錢是辦不到的。

(摘自健康世界153期77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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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本期之時論由成大附設醫院戴束潭、院長

執幸，探討大學教學醫院今後應發展之方向

;景福隨華則由榜思標董事長親自賜稿，檢

討醫幕已費用是否應和醫療品贊成絕對的正

比?上述二文皆提醒我景福人如何善用寶貴

的醫惡毒資源，值得大家深思、討論。

本院附設醫院邱故院長仕帶不幸逝世，

在哀傷之餘，分別請魏前院長炳炎、廖大栽

教授、及李社長治學為文，以表哀悼，懷念之

意。
生離死別乃人生是教韋拉程當中最令人痛

苦之事，感謝林光莘副教授撰文進寄旅居日

本秋田縣之陳秋芬醫師，以表達其對復使象

陳前車主任秋芬之敬意。

膝關節勒帶受傷為最常見的道動侮害之

一，本期專題特別刊出二文:曹昭懿講師之

「膝部勒帶傷害引起之肌肉變化 J '提醒大

家注意這類病怠之肌肉萎縮及無力問題;學

息敏講師之「等速肌力測試與訓練 j 則介紹

如何利用精密的寧遠肌力儀器來評估及訓練

這類病怠，希望引起醫學界對運動傷害之治

療與復健的重視。

最後敬祝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繼

續支持本刊及踴躁投稿賜教，以捉弄本刊之

水車。(賴金鑫)

熹福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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