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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圓圓圓圓圓，
醫學時論

戀戀戀?

精神斯主法

叮

我國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研擬工作目前

已經暫時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等著看什

麼時候會公佈施行的日期了。關於這個草

案我們想要說明的是，在這個草案研擬的

過程中曾經有許多的學者專家投住了無數

的心血，前後耗費了十年的時間，最後才

匯集成這五十條的法律條款。制定本法的

用意是在於給我國社會釐定出明確的精神

醫療政策方針，並促使精神病患者獲得社

會人士的充分接受，使他們能夠充分享有

治療輿復健的機會，而能與正常人一樣的

生活在社會中。

在本法草案研擬的過程中，對於應該

採用「精神衛生法 J 或「心理衛生法」作

為本法的名稱曾經引起不小的爭議，主要

是因為強調精神醫療與病患的社會復健的

社區精神醫學者和強調精神疾病之預防(

即第一級預防)的社會科學者的觀點有些

不一設的關係。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最後

仍然尺定採用精神衛生法的名稱，不過同

時也將心理衛生保健工作的項目包括在草

案中﹒因此在本法的範疇內，精神與心理

兩詞其實代表的是相同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闕，心本法的頒布是否能作

的誕主
牛木三章

為我國現代化的指標，其實並不見得，比

如說在二次大戰前曾經是西方諸國的殖民

地而在戰後成為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就有

不少仍然在沿用精神衛生法的。那些率先

制定此法的國家，其原先的用意乃是希望

藉著法律的規定而可以按照合法的程序將

那些無法自制的病患送進醫院強制治療，

同時又可依法禁11:將病患關在私設的禁閉

室或機構裡面，俾使他們能夠在正式的精

神醫院中接受治療。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導

致有些人誤以為說精神衛生法的設置就是

為了要將具有危險性的病患送去強制住院

及禁閉。

在過去幾十年中，各國的精神衛生法

都已經做過好幾吹的修訂，這是因為一般

民眾對於精神病患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看法

有了改變而造成的。經過修訂後，本法的

主旨已從強制治療轉變為尊重病患的人權

及其復歸社會的需要，因此增加了有關保

護病患的各項條款，例如如何避免不必要

的拉長住院時間、病患在醫院中應享有的

權利與自由，乃至於社會應為病患準備出

院後之住處及職訓和復健的設施，並且要

有接受他們的心理。如此一來 ，本法的目



的已經改變成呼籲大眾要以溫暖和善的態

度來對待精神病患了。

我國至今為正一直未能設置本法，這

主要是受到一般人對於精神病患不了解、

不關心及拒絕的心理的影響。因此直到近

三、四年我國的經濟已經有了相當高度發

展的時候，才由中央主管機構擬定有系統

的精神醫療計劃並編列預算，開始加速推

展精神醫療網的組織，這就是中央衛生主

管當局的精神醫療五年計劃'同時目前已

經開始在籌劃第二個五年計劃之中了。

在本法中常出現的精神科專科醫師及

其對病患住出院鑑定的任務是特別重要的

項目。精神科專科醫師是近年來才逐漸成

形的制度，如果沒有這種專科醫師，精神

衛生法將無法正確貫徹執行的。就內容而

言，我國精神衛生法所欲涵蓋的層次比其

他各國的高，即我國的草案中包括了心理

衛生保健工作的事項在內，而這種屬於精

神疾病的第一級預防工作並不是數十年或

數百年就可以看到成效的，因此其主要立

功效還是在於喚起大眾注意，心理衛生的重

要性並推動有關立工作，這也是一畫社會

科學者熱心想推動的工作。

本法中對於精神病患的住院條件有相

當嚴格而詳細的規定，若病患有自傷或他

傷之虞而不接受自願住院時，可請精神科

專科醫師施行強制鑑定及強制住院，同時

對於住院後之病患的精神狀況及住院日數

也保持密切的注意。不過我國實施本法時

在技術上最成問題的一點就是本法並未規

定「在精神醫療院所以外之設施中不得收

容精神病患 J ;而歐美日各國則一方面因

為在其精神衛生法中明訂此項禁令，同時

幾乎沒有人會把病患送往非精神醫療機構

收容(除非是對復健病愚提供居住場所)

，因此才可能讓病患免於遭到不合法之監

盤。
小

如今與我國隔鄰的韓國已在施行精神

衛生法多年立後，於 1988 年 4 月經國會

決議廢止此法了，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殷

鑒的事。原來韓國在制定本法之前已有許

多精神病患被安置在非精神醫療棧構中接

受收容，而等到本法施行之後此問題仍一

直未能獲得解決，無法執行的法令臣是形

同虛設，因此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關

於這個問題，我國的草案中是規定在各司

法犧構、社會福利機構、安養機構等場所

中如有罹患精神疾病者應由該機構協助其

就醫，此項條款可說是溫和而具有啟發性

。但問題是本法對於病患的住院訂有許多

嚴格的條款來加以限制，然而對於把病人

置於非精神醫療機構收容的做法卻無任何

條款可依法干預，僅輕描淡寫地提上一句

若有發現應協助就醫，此種態度上的差異

豈不是十分矛盾嗎?不過儘管如此，我們

仍對本法的施行抱以厚望並熱切期待本法

能夠被切實執行，如此我國的精神衛生才

能繼續發展進步。

(本文作者係母校醫科民國 38 年畢業，

現任台大醫學院精神科教授)

自



四分之一世紀的靜與歲月

碧藍的天空，閃爍著跳躍的陽光，快樂

昂揚的心情油然而生。 34年前初夏的早上，

步出台中車站時，此一情景緊扣心懷，在腦

海中留下不誠的印象。

財團法人台中救濟院附設靜和醫院為當

時中部地區唯一的精神醫院，已有 19 年歷

史，原來只收 7-80 位慢性病人，男女助理

護士各五名，一位乙種醫師;後由台大精神

科揀一位院長，並來了二位精神科醫師，病

人也增到 170 位上下。經三年極力整頓，使

醫療水準的提高、醫護人員的增加、醫護系

統的確改觀不少。然而救濟院經費支豆細，醫

院收入有限，致整個醫院設備簡陋得與收容

所無異。

在中部地區如何去展開工作使偏見迷信

的民眾了解精神病並及早送醫?如何去吸收

及訓練數目有限的精神科醫師?又如何以助

理護士取代不願在精神病院服務的正式護士

等難題，一直困擾著精神醫療的推行。

病房的璟境、生活的自由、病人的自主

、病人之間以及病人與工作人員之間的互動

費國華

作者與故林孟雷校友攝於蔡先於先生銅像前

關係等不但需要病房構造的改變，更需要醫

護人員熟穩動力精神醫學的概念及技巧。幾

位醫師上台大精神科接受起期在職訓練，因

始終徵不到合格護士，只好召募初中畢業生

講習基本精神醫學、動力性護理知識，持續

參加個案護理討論會，採分組制把病人平分

給護士照顱，除記錄病人的每天狀況外，規

定一週二次分組談話或院外活動，記錄內容

呈交上級批閱， 一連串措施加強了病人的安

全性、護士的觀察能力、要提供許多啟發性



的個案討論。直與橫的交流，使整個醫院充

滿朝氣和團結，十幾年的改革與進步逐漸吸

引合格護士的參與。

阻撓醫院發展的最大阻力是經費不足，

有鑑於此，乃設立急性病房及增加私費病床

，新建慢性病房、作業治療室、康復病房，

共容納 300 床，在落實事文濟事業及體念病家

的經濟狀況下，盡可能壓低收費標準。

民國 45 年為建立作業治療系統，除從

事農藝作業之外，並送人員至草屯手工藝中

心學陶、竹、藤編織等手藝，藉此給予病人

職業訓練，幾年立後送數位病人到工廠做工

，後來因社會接納度不高而作罷。

因能排除萬難，終漸成現代化精神醫院

，此端賴當時故院長蔡先於先生大力支持、

鼓勵和推動，那種精神與魄力令人終生難忘

T 沒有他就沒有當時中部唯一的精神醫院。

立後為確立醫院的傳統及工作人員的向心力

，乃盛大慶祝 12 月 25 日的院慶，當天開放

醫院，舉辦作業治療晶義賣和園遊會，顯示

這個精神醫院已具信心讓人參觀了解。

全靠幾位傑出學者的指導，醫師能有莫

大進步，醫院能持續發展，翻開記錄有如下

記述:

1.民國 42 年聘林宗義教授為顧問，陳

錦清醫師為院長，黃掏絢護士為護理主任。

2. 民國 43 年台大心理系鄭發育教授每

月一吹指導心理測驗與行為治療理論。於是

在 45 年有心理室的設立。

3. 民國 46 年台大精神科陳珠璋教授每

月一次指導團體治療與動力性精神醫療。同

年設立社會工作室。

4. 民國 52 年台大神經科洪祖培教授每

月二吹指導神經醫學、腦控學等等。

幾位教授數十年如一日的灌溉栽培，不

但讓醫院茁壯，也把正統精神醫學及神經學

的種于散播到中部每一角落。民國 65 年底

因故使教授們停住了腳步 ， 留給大家無限感

謝和惋惜。民國 66 年春請求台大徐澄清教

授和宋維村教授蒞院講解兒童精神醫學數月

。 66 年 7 月底我與最忠實的林孟雲副院長

悄悄的離開，在這塊園地我竟耕耘了 22 年

餘。

八年後任職省立草屯療養院，建築堂皇

、設備齊全，人員、經費充足，但在這裡叉

面對不同的難題。......

回顧二十幾年來的精神醫院生活:曾經

那麼不顧一切，充滿了熱情與信心去追求一

份理想一一正統理念和醫療的實現以及富於

愛心的病人照顧。而今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究竟留下了什麼?得到了什麼?一切好似

一場幻夢，好似男一個唐詰訶德的故事，也

許在中部的大氣中能留下一些徵塵就該滿足

了。

第一天踏出火車站時感動著我的台中的

青天與燦爛的陽光，現在受到空氣污染，再

也不那麼亮麗了。

(作者係醫科第 1 屆民國 36 年畢業，

曾任財團法人台中靜和醫院院長及省立草屯

療養院院長，現於台中市開業)

更正啟事:

本刊第五卷第九期 (78年 3 月)第 3 頁左

半頁第 3 行，魏火曜先生之“運、鈍、根"文

中應為“掘內吹雄先生特此更正，謹向作

者及各位校友致歉。

封面說明:

母院精神科及兒童心理衛生中心，背後為新

建醫學中心

一、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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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u Picchu 遺蜻之部份景觀

印方口帝國旅遊言已

祭j:韋束

(1)前言

第十二屆世界婦產科醫學會在巴西 Ri

De-Janeiro 舉行，為期六天 (10一23 -

28， 1988)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為了保持

在國際上的地位及發表研究結果，特組織了

龐大的團體，由李鐘堯理事長帶國出席大會

。本團會員共 36 名，加上眷屬將近 50 名。

在大會中各教學醫院提出演講論文 16 篇，

壁報展示 17 篇，總共 33 篇之多。不論成員

與論文，均超過中共，內容也具有學術價值

。 FIGO 大會中，理事會並不因中共參與

而改變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於世界婦產科

醫學會中的名稱及地位。這吹的成功是李鐘

堯理事長，各位理監事以及全體會員共同協

力，全力以赴的結果 q 同時徐干目前理事長

的幕後工作也是功不可戚。

大會完後， 28 名團員參觀秘魯觀光勝

地，在 LIMA 停留壹天，第二天早晨轉國

內班機大約壹小時飛程，到了海按 3400 公

尺之 Cuzuco '接訪印加帝國遺蹟。在 Cu

zuco 先去看西班牙人 Francisco-Pizarro 攻

入 Cuzuco 得勝後建造的大教堂及郊外的

Sacsahuman 堡壘及印第安人貧民地區的生

活璟境。第三天早晨參觀在火車站前面的熱

鬧「早上市場 J 後，坐登山列車約三小時經

Urubanba I峽谷風景綺麗，抵火車站後轉巴

士登山到此黃金帝國印加民族保留最完美之

都市，有 lost city 之稱的 Machu-Picchu

。晚上回 Cuzuco 0 第四天返回利馬展開市

區觀光，經過聖馬丁大廣場，總督府，海邊

高級住宅區，人類考古博物館，黃金博物館

等參觀印第安人的文物古蹟，在 Cuzuc。我

們團員中4位發生緊急性高山病，其中一位

比較嚴重併發肺水腫及腦血陸。在 Cuzuco



公立醫院急救後轉至 Los Angeles 治療 。

所幸全部團員都恢復正常現在已回工作崗位

。因去 Cuzuco 觀光要多三天放程，極少人

赴此觀光 。 借這個機會介紹印加帝國之歷史

及急性高山病狀給各位做參考 。

( II )印加帝國之歷史
(叫印加帝國之黃金時代

從西元前約 200 年到西元 1200 年左右

，美洲印第安人南下而至南美大陸。他們在

秘魯和玻利維亞交界的的的喀喀湖附近一帶

締造出 Tiahuanaco Civilization '秘魯南

部的 Nazc 還留存著成認是西元 500 年左右

所繪的地上圖畫。在這個 Nazc 沙漠地帶一

丹廣達 500 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畫，有奇妙的

幾何圖形和鳥獸的閏案，其中一幅綿延一公

里以上，非常巨大，至今仍神秘莫測。可是

關於他們所謂的安地列斯文明，我們知道較

為詳細的只是自西元 1200 年至西元 1600 年

左右的印加文明而已。原因是只有的世紀

末摧毀印加帝國的西班牙人，以及西班牙人

和印加帝國貴族女見所生的 Garceilaso de 

la Vega 記載這段時期的歷史而留傳後世。

根據他們的記載，在印加帝國戚亡之前曾有

13 代帝王君臨安地列斯高原。首代皇帝

Manco Capac 是在西元 1200 年左右，至第

九代皇帝 Pachacuti Inca Yupanqui(l438-

1471 在位)擊破強大部落 Chancas 族，君臨

南安地斯一帶。第十代皇帝 Topa Inca Yu

panqui( 1471-1493在位)侵入北安地斯，征

服厄瓜多爾，文佔領的的喀喀湖南方即現在

玻利維亞西部，阿根廷及智利北部。這段時

間是印加帝國的黃金時代，印加帝國的皇帝

自稱是太陽神的子孫，歷代皇帝的木乃伊存

放在太陽神毆，而國家貴重的財產和戰利品

也都收藏於此。同時徵收全國姜女以太陽處

女的身分獻身神毆，並照料皇帝的起居，除

皇帝以外不許任何人接近她們 。 如果她們幸

運生于則被尊奉為太陽神之子，並被視為帝

位繼承人 。 皇帝所有的土地和家畜分配給國

民，而國民則從事農耕土木工事及服兵役來

回報 。 玉米和魚為其主要食糧，駱馬用來負

重歇物，駱毛用以紡織 。 並用山谷中的砂金

造成精美的黃金製品，他們還興建水道，運

河，公路，驛站等使各地的消息傳報皇帝，

並將皇帝的命令傳達各地。

(鷗在僅約 180 名西班牙人征服者的掠奪下

印加帝國即告瓦解崩潰。印加帝國第十一代

坐在山頂大奇石山俯視偉大的Machu Picchu 造蹟

左為校友郭國銓院長、右為作者

皇帝 Huayna Capac 於遠征厄瓜多爾時發

高燒病故。皇帝長子 Huasca 登十二代皇帝

。但與十一代皇帝之愛妾之于 Atahuallpa

不和，展開兄弟之戰，結果 Atahuallpa 獲

勝，登上第十三代皇帝。在入都 Cuzuco 之

前，為了療傷留在安地斯山中的溫泉鄉 Ca

jamarca '這是 1532 年初的事。當時他接

獲一批白皮膚蓄著鬍子的人，登陸於離 Ca

Jamarca 約 550 公里的海港 Tumbes '距

Cuzco 約 2000 公里。登陸者是 Francisco

Pizarro (1474-1541)所率領的約的0 名士

兵，包括 Pizarro 之兄弟 Hernando，

J uan, Gonzalo 及冒險家 Diegode Almag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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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征服傳說中之南方的黃金鄉 。 1532 年

11 月 16 日到達印加皇帝 Atahuallpa 駐軍

的 Cajamarca 城 Pizarro 用計請皇帝

Atahu allpa 參加宴會 。 宴會中從來按有看

過罵的印加人為 Pizarro 磨下約的 頭馬匹

的騎兵所儡服而皇帝被生擒而被絞殺三 從抵

達 Cajamarca 之日算起一年之後的 1533 年

11 月 15 日進入首都 Cuzuco 0 Atahuallpa 

立繼承人 Manco 及其子 Tupac Amaru 不

服，平印加軍殺死 Pizarro 之弟 Juan '而

印加軍被探險家 Diegode Almagro 所率之

軍擊敗而以解放者身份入 Cuzuco 。 後來西

班牙軍發生內証， Pizarro 與 Almagro 決

戰而 Pizarro 得勝，於 1538 年處死 Diego

de Almagro, 1541年 Almagro 之餘黨在利

馬官部暗殺 Pizarro 0 Manco 將這扯暗殺

者藏匿在他的山案，想不到 Manco 也被暗

殺。但此批暗殺者也被印加軍殺死。這內亂

期間西班牙派來的新總督將 Pizarro 之兄弟

殺死，而對印加採取懷柔政策。一步一步打

破印加軍而西班牙軍在 1572 年 6 月 24 日攻

入 Manco 之見子 Tupac Amaru 之 Vil

cabmba 堡壘。但是 Tupac Amaru 逃往亞

馬遜森林，後來被俘受斬首而印加帝國完全

滅亡。相傳印第安人對這位末代皇帝立死悲

痛萬分，慟哭數天為他學哀。

(c)在安地斯山中被發現的空中城市 Mac

hu Picchu 會是印加帝國最後的聖地嗎?

1911 年美國探險家 Hiram Bingham 沿

著從前印加帝國皇帝 Manco 從 Pizarro 魔

掌下逃走的路線前進由一位印第安人帶他到

Urumbamba 峽谷的一座廢墟去 。 當他們爬

上陡坡時， 一片華麗壯觀的階梯狀平台展現

在眼前，用石塊舖面的一個個階台各有數十

公尺寬， 三公尺高，那是一座大城市的遺蹟

'域中有堡壘，王宮 ，神毆，空中花園 。 可

能是用於禮拜太陽的太陽之塔與石柱， 還有

犧牲石之稱的奇形怪狀岩石放在中央廣場 ，

地下墓地及上水道等具有約一萬居民自給自

足之設備 。 Hiram 從約 100 個洞穴掘出一

百七十三具木乃伊'其中有一百五十具為女

性，其餘的男性木乃伊大部分為老人。這些

女性會不會是太陽.的處女?如果是那麼

Machu Picchu 就是印加帝國最後皇帝 Tu

pac Amaru 作最後抵抗據點的 Vilcabmba

堡壘。不過這項推測尚未被證實。我們團員

中登到山頂者大約有一半，本人也是其中之

一，我們也看到太陽之塔及犧牲石。從山頂

看下來是一個偉大的堡壘遺蹟，堡壘旁邊有

階段式耕地。當地導遊說在這襄耕作可以自

給自足，也有對于弟各種教育及訓練立設備

。 Machu Picchu 和從前的印加帝國首都

Cuzuco 還留存著被譽為石頭魔術師的印加

人所砌成的鬼斧神工的石造建築物 Sacsa

human 堡壘，坐落於俯視 Cuzuco 的山上

，而 Pizarro 之弟 Juan 在此戰死。此地石

造建築物石與石之間的接縫，連一片刮鬍刀

丹也插不進去。長、寬、高各數公尺，大的

有一百多噸巨石的接石，間不使用鐵器也沒

有起重機都能完全密接，我們也去參觀，真

是奇蹟。美術工藝是陶器為主，其色彭鮮豔

，其高度大部份在一公尺以上。我們去過的

人類考古博物館藏存很多種的陶器及男女所

穿的不同紡織品，也有很多種的 Sex Beha

vlOur 之陶器吸引大家讚賞的眼光。有一個

留有疑似動過外科手術痕跡的頭蓋骨也使我

們學醫的提高興趣。在黃金博物館存藏印加

或印加以前的遺物，金銀工藝品及寶石。我

們看到各種的金銀工藝品與關於冶金術在歷

史上的記錄，從西元前 1000 年左右已有金

銀立工藝，使我們很敬佩。金的來源是砂金

，砂金之產量多，引起西班牙人來攻擊這個

黃金鄉之印加帝國，也是印加帝國被減之主

因之一。 以上是略述印加帝國之歷史，及我



們所看到的遺蹟，教堂及博物館給各位做參

考 。

(血)急性高山病

生理學上 1050-2100 公尺高的地方，

可說是對健康有益的高度 。 但是超過這個高

度就會因氧氣分壓的降低而引起動服血缺氧

的現象，跟著會發生主動脈和頸動服化學受

體( chemicoreceptor)對缺氧刺激的反應，

發生換氣過度會降低肺泡內二氧化碳的分壓

，終至引起呼吸性鹼血症。因此初來到高地

的人會受缺氧與鹼血症的影響，因而會有呼

吸困難，心轉過速，倦怠，頭痛頭暈和失眠

等典型症狀出現。急性高山病會使血液中紅

血球增加，也會影響血液的粘度、血流和血

液凝固。關於高地肺水腫，正常人在 1-2

天內爬高至 2700 公尺以上時，有時會發生

肺水腫，其症狀包括乾咳，呼吸困難及下胸

骨的痛感等，通常發生於到達高地後 6-36

小時，嚴重例的胸部X光片可看到整個肺野

都是聚集的或結節狀的濃密影像，治療方面

，如方便時應立即將病人移往較低處，或者

住院休息並施于氧氣治療。預防方面，到了

高處之後要休養一段時間，不要激烈運動及

過勞是很重要的。

( N)結語

這吹參加第十二屆世界婦產科醫學會，

能維持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在國際上的地

位，感到驕傲。同時有機會探訪印加帝國遣

蹟也感覺很高興。雖然沒有充分時間來了解

及探訪印加帝國之各遺蹟'可是由當地導遊

及事後閱讀印加帝國之歷史文獻，所得的概

略報告給各位。總之 Cuzuco 是留下失落的

印加帝國的光輝，而利馬則存留霸者西班牙

的榮耀。古代的印加帝國首都 Cuzuco 現在

有高速公路和航空路線與利馬相通。附近一

帶種玉米和馬鈴薯，盛行飼養綿羊，羊駝和

駱馬。此地存 Sacsahuman 堡壘和太陽神

殷等遺蹟。坐登山列車 3 小時的地方有

Lost City 之稱Z Machu Picchu 遣蹟 。 15-

32 年初 Francisco Pizarro 上陸於 Peru 北

部的海港 Tumbes， 1535 年由 Pizarro 建設

利馬市， 1551 年建立南美洲最古老的學府

San Marcos 大學， 1563 年又建立了南美洲

最古老的劇院。此外還有以前為副王宮的現

在總統官邱，據說是安置 Pizarro 木乃伊的

大教堂，藏收 1821 年宣告獨立時所敲的鍾

的 San Pedro 寺院，收藏印加和印加以前

的遺物金銀製品和寶石的黃金博物館，以及

陶器，紡織品和其他收藏頗豐的國家人類考

古學博物館等等，我們團體除總統官郎和

San Marcos 大學是從遊覽車看外觀以外，

大部份都去參觀。由此可知利馬是一個古蹟

頗多的城市。關於急性高山病，各位如有機

會一天內爬到 3000 公尺以上的服行，到揀

館最少要休養 2 小時以上，不要勞動，不要

馬上出去觀光。放館要選高級的，萬一發生

高山病呼吸困難時有氧氣設備的練館比較安

全。當然年紀高，氣喘病，高血壓，糖尿病

和有心臟病的放客，特別要小心。這次我們

的導遊沒有經驗，到陳館 30 分鐘後就出去

觀光。觀光放館提供的一種茶，聽說這種茶

國家規定海按 2000 公尺以上之地才能使用

，襄面含有少量的古柯鹼?多喝一點可以預

防急性高山病的發作。這次旅行中我們得到

很好的教訓，就是經常運動的團員，旅行中

一切都很正常，也沒有發生急性高山病。期

望各位校友在百忙中找時間多運動，來保持

健康。

以上是本人這次放遊所見閉的概略及感

想，如有錯誤的地方，請各位學長多多指正

。謝謝各位。

(作者係民國 32 年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

部畢業。現任中華民國婦產科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地區婦幼衛生中心蓋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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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擎的實植被表

'、

維村兄如見:

日前能遠隔重洋在電話中與你交談，實

是件樂事。兄吩咐弟向景福醫訊報導有關台

大醫學院同學在溫哥華的近態，弟實不能把

這裡台大醫學院各同學的現況向你一一報導

，只好總概地報導一下，請原諒。

在溫哥華的台大醫學院同學有一個很好

的傳統，此傳統不知起自何時，但我在一九

七四年遷來溫哥華後，到目前為庄，從未見

此傳統中斷過。溫哥華的台大醫學院同學們

，每年夏冬兩季聚會一次。夏天的聚會在王

仲雅同學家舉行，冬天則會於周釗和林慧珠

府上。王周兩家，庭院廣闊，一背山，一面

水，璟境優美，實是理想的聚會點。更難得

曾廣營

的是王周兩家無條件地每年讓同學們在他們

家中聚會，這實是同學們之福。

同學們的聚會，以家庭活動為中心，這

樣一來，不正可以維護和促進同學間的感情

，更可讓我們的配偶和下一代互相認識和增

進感情。更值得一提的是林宗義教授夫婦和

宋善青教授夫婦，常參加聚會，為同學會增

光不少。

在溫哥華的台大醫學院同學人數，變動

不大，目前為數約三十左右，同學中有藥學

系，牙科，復健科，醫科和護理的畢業生。

大家在事業上或家業上都算甚有成就。

我們的下一代，有的在念小學，有的在



讀中學，有的在上大學，有的已教育成材而

就業於社會各行業。更有的是女承母藍或子

承父舊。同學中，有幾位己曹升為祖父或外

公外婆。見到下一代的成就使我非常快慰，

同時亦使我感到惆悵，歲月催人，曾幾何時

，我也和他們一樣，充滿了展望和前途。

醫科畢業的同學，開業的開業，就教的

就教，做研究的做研究，有的更是雙管或三

管齊下。開業者的科目包括一般科，內科，

外科，泌尿科，婦產科，放射線科，麻醉科

，精神科，眼科，免疫科和風濕病科。研究

者在臨床上或實驗室內工作，範圍廣泛，其

中包括有和美國太空中，心合作研究太空璟境

對人體脊椎系統的影響。

其他同學，有的是藥房經理，有的在主

持復健科門診，開業牙醫和醫師當然有的是

，有的當了醫院的分科主任，有的是大學教

授，同學們的配偶，主持家務的主持家務，

經營商務的經營商務，有的則婦唱夫隨，其

樂融融。

打從三年前開始，每年兩吹的聚會，國

防醫學院的同學亦攜眷參加，這樣一來，每

次聚會就更為熱鬧，熟飪比賽已變成同學會

的另一傳統。同學會每年選出一位同學負責

會務，過去一年來是由國防醫學院的張錫健

同學擔任，他對會務熱心值得在這特別一提 。

寄居外國的中國人，除要在工作和事業

上用功以建立鞏固的基礎外，還得參與社會

工作，各出其力，做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所謂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不只對個

人精神心理健康有好處.'亦可確保國人在外

國社會的地位，增進與外國人同化的作用，

變成當地社會的一成員。須知道，同化的作

用是雙方面的，其最終目的應該是文化交流

，以求達到各社會成員，不論其文化及種族

背景，均能融洽地相處。在這方面，我們同

學和家眷，都有良好的表現，例如學校課外

活動，教會工作，訪問養老院，社會團體活

動，各階層政府的政治活動，有錢出錢，有

力出力。

大凡報導同學動態，多是著重好消息，

我這通訊，實亦不能例外。但以上的報導，

誠是事實。各同學的成就，當然是因為各同

學勤勞和能幹，但母校和師長們昔日對我們

的栽培，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趕稿，就此擱筆，敬祝

閣府安好

弟廣營上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加拿大溫哥華

(作者係民國 52 年醫科畢業，現任溫哥華

UBC 風濕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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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傳統醫學研究社

奏團總統尼克森的中國大陸行，激起了

全世界對中國古老醫學，尤其是針炙的興

趣，台大醫學院的多位同仁也加入了國科會

所鼓吹的針炙研究行列，包括內科吳俊重教

授、麻醉科林俱鰻及趙繼慶教授，生理科傅

祖慶教授及本人，都投入了不少心血。在吳

俊重教授的努力下，終於62年在醫學院成立

了學生社團一一針炙研究社，吳教授也在醫

學院開了一學分選修針炙學的課程，對持續

激發醫學院同學對針炙的興趣，貢獻頁多。

不幸吳教授於70年逝世，社務停頓，幸賴周

輝政同學的努力，於71年復社，本人被邀但

任指導老師。 75年為擴大對中醫領域的探

討，更名為傳統醫學社，並請生理科傅祖慶

主任繼任指導老師。

本社現有社員 122人，主要由醫學系、

後醫系及復健系同學組成，醫學院其他學系

甚至其他院系也有同學加入 O 深盼醫學院各

學系同學，尤其是約學系同學多多參與，可

加強對中藥的研究。現任社長是醫學系三年

級桃維正同學。

學社經常在夜間課餘時間舉辦經絡、針

炙及中華的講習，並作針刺的實習。禮聘校

內外專京學者前來指導，譬如榮總針炙科撞

傑主任 本人同期醫科學長)、中國醫藥學

院針炙研究中心林昭庚主任，台北醫學院前

院長董六成教授，台北醫學院約學系楊玲玲

教授，台北市中醫師公會黃民德理事長及中

國醫藥學院很多醫師或專家，皆常蒞社指

導 o liíi 畢業學有所成的社友，也常但任教

P東采基

席，真正作到“薪火相傳"。

社襄並常利用假期，舉辦到台北市立和

平醫院的中醫科及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參

觀或見習，也作上山採藥的郊外活動。

暑假並常舉辦醫療服務隊，于IJ偏遠地區

或山區從事衛生教育及中西醫術合用的醫療

服務。本院的歐陽培銓教授、方中民教授、

孫啟E景、田蕙芬醫師、朱兆生主任教官等都

常隨隊指導。本人有一次參加復興鄉的醫療

服務，還抽空與歐陽教授一窺拉拉山神木童

的奧秘，久久不能忘懷。

同學們的努力，於76年獲得校方頒給的

服務性社團博鐘獎，歷屆領導幹部及同學們

所付出的心力，總算獲得校方的肯定。很多

社員同學或社團幹部，後來醫院實習時，本

人很欣慰的發現他們都是很催秀的“醫生的

蛋"。

傳統醫學社的宗旨，是希望激發醫學院

同學對中國傳統醫學的興趣，在學校畢業以可

前，多少對中醫有所認識，踏出校門佬，如

果有人要能繼續做中醫學的研究，員IJ更是功

德無暈了 O 但願參與這個社團活動的同學，

能夠“融、貫中西，傳薪濟世 o 如果沒有學

到什麼技巧，至少也帶走一點“華陀再世"

的“仁心仁術

學生社團的活動，總是需要足夠的經費

作吏悵，如果景福學長1門，願芳、不斷給他們

鼓勵和指導，當然十二萬分的歡迎 O

(作者5:3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神經科教授

兼主任)



波士頓通訊

波士頓是美國的文化古城。當年英國

清教徒從 Plymouth 登陸，不久便發現了

這背山臨海的港口，他們的後代在波士頓

成家立業，開商店、學校、工廠、農場。

又從事漁業、海洋通商。尤其教育事業發

達。其中哈佛大學為全國最早的高級學府

，哈佛醫學院更是財雄勢厚，人才濟濟，

波士頓一城便有三個醫學院。哈佛醫學院

、波士頓大學醫學院，及塔虎大學醫學院

。其中以哈佛醫學院執其牛耳。

台大與哈佛素有緣份，別的科我不太

清楚，精神科從林宗義教授來取經開始，

就跟哈佛醫學院建立良好關係。後來林憲

教授、陳珠璋教授、徐澄清教授都相繼到

哈佛來深造。公共衛生方面，從陳拱北教

授以來，也有很好的連繫。當然內科、外

科、小兒科也有密切關係。

大部份從台大來故土頓的，是來取經

的。這個局勢最近十年來有了改變。就我

所知，趙振大在血液研究所當資深科學家

，宰IJ妓蘇在麻州眼耳醫院做主治醫師(現

已離開波士頓了) ，梁璋生在波士頓大學

做教授(現已至IJ Rochester, NY) ，我則在

Brockton V AMC 做主治醫師。而到四年

前，莊明哲教授到哈佛醫學院做教授，兼

任 West Roxbury-Brockton VAMC 精神

科主任，又兼任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

學教授，行情猛然上漲。過兩年，張信義

醫師也從芝加哥到波士頓 Brockton VA 

尹遠程

來助陣。後來再發現公共衛生學院中，也

有好幾個台大校友，算起來，也都是莊氏

路線。現在 Brockton V A '張信義兄是

住院部主任，我是門診部主任，我與信義

兄是同班同學，也同是台大精神科出身，

如今變成 Brockton V AMC 的掌門師兄

弟，時乎?命乎?

台大醫學院與哈佛醫學院已定有正式

邦交。台大醫學院的黃伯超院長，及醫院

林國信院長來波士頓與哈佛醫學院院長

Tosterson 簽了合作協議。 Tosterson 院

長也領團到台北與台大簽了約。莊明哲教

授則是哈佛台大醫學院合約的主席。

去年杏林合唱團到美國來訪問時，也

到波士頓一遊。北美協調處的林水吉處長

特別設宴招待，我也被請去看熱鬧跟白吃

一頓。猛然見到年輕在校的學弟妹們俊秀

嬌柔的風采，才醒悟到，台大的火煜是這

樣一代代的傳下去的。席間聽他們表演清

唱，一曲望春風，把我帶回到醫學院迎新

會當日的情景。似乎現在的合唱團唱得比

以前的好些。

現在讓我來介紹一下在波士頓的幾位

我比較熟悉的台大醫學院校友:

莊明哲教授，如上文所述帶來了台大

旋風，在哈佛醫學院的核心地帶佔了一席

之地、兼研究、臨床、行政乏所長於一身

，是台大校友在波士頓發展史上的第一次

，莊太太相夫教子，坐鎮家中，將三個寶

1 月

自



貝兒女教育成材。老大 John' 現在在 U

C San Diego 做 PGY II Resident in 

Psychiatry 0 老二 Deb旬，現在做 Univ

Iowa PGY 1 Resident in Psychiatry' 

老三 Grace， Yale Law School 第三年，

今年五月畢業 O 據路透社可靠社會、，將來

要三莊台寫一些驚天動地的 paper' 男由

第四莊做法律顧問，賺的錢都歸莊媽媽。

趙握大兄專摘血液，更精功血小板，

最近開公司做大概是血小板或是免疫方面

的成品，行情看好。趙兄同時也是天主教

波士頓教區的六品執事，其官階只比神父

的七品低一級，其道行深不可測，精於「

天人一體」四字真言。趙太太汪宗奇是牙

醫系的校友。最近改行做老人服務。他們

家老大 Michael， Princeton 畢業，至IJ非洲

一法語小國做 Peace Corp 教數學。老二

Mark 念 Yale 三年級，老三尚在高中。

王敏祥兄在 Waltham 開業，生意興

隆，太忙了，比較少參加中國人的社交活

動。

張信義兄兩年前從芝加哥到波士頓，

頭兩年吽苦連天。房子太貴，兩個房子只

能當一個房子用，文抱怨說波士頓人情冷

漠，鼻子長在額頭上。可是最近口氣改變

了，“老尹啊，波士頓還是有它可愛的地

方" , Welcome! Another Victim of 

“ Boston Syndrome" 。張兄現任 Brock

ton VAMC 的住院部主任，也主管電療

(ECT) 0 張太太喜歡請客，而且手藝絕

佳，甚有故鄉風味。有一于一女，在念高

中 O

筆者尹遠程在波士頓一待十二個年頭

。從一到美國來就到波士頓，沒有到別的

地方去跑過碼頭，是孤陋寡聞也，只覺此

間風光奸，也不想去別處打野外了。現任

Brockton V AMC 門診部主任。也在附近

一家 Brockton Hospital 看看兒童精神科

門診，以不負徐澄清教授及葉英空教授的

教導與裁培。太太鄭兆前在家孵豆芽，最

近豆芽開了花，她的一篇中篇小說中了聯

合報抗戰文學徵女比賽的佳作獎，第一名

從缺 o 最近在波士頓請了台大中文系柯壇

明教授(柯輝、卿教授之公子)來評論她的

那一篇大作「八年歲月」居然擲地有聲。

柯教授還勸她把這篇文章養胖一點，中篇

變長篇。勉之、勉之。我們家有壯丁二名

，老大 Michael 在 Princeton 第二年。老

二在高中混日子。

李小鳳是護理系的校友，現在在波士

頓市立醫院做助產部主任。先生陳仲丈在

Roxbury Academy 做亞裔學生輔導 6 他

們家有一子一女，老大 Ezra 在麻州大學

，念三年級，老二 Andrea 在 Wellesley

College 念一年級。

楊世賢在哈佛公共衛生研究所念博士

學位，正在用功之中，他最得意的成就是

有一個六個月大的小干金，每次提到女見

就無限柔情蜜意，太太楊麗瑄，全天候帶

小孩。

在哈佛公共衛生研究所中，台大校友

多多，李敦厚教授在 Cancer Bilology 任

教。陳為堅，胡賦強，陳快樂，謝松蒼，

金純正等都在念學位，加油加油，將來出

來這些都是大 p 。

物華天賜寶，人傑地鍾靈，譽之波士

頓，頗為恰當，今後透過台大一一哈佛管

道，來往台北、波士頓的大 P 小 R 們，

勢將增加人次，茲簡單介紹一下波士頓的

人情，篇幅有限，不能論及風士，好話不

能說盡，留待下回分解好了。

(作者係母院醫科第 19 屆民國 55 年畢業

，現任美國波士頓 Brockton V AMC 門

診部主任)



←)最近收到宋維村的來信，襄面提到一

九九一年是我們畢業廿週年大慶。希望我們

在美國有一個大聚會，這聚會有兩大目標:

一是出版一份廿週年紀念刑。我們每家寄上

一份全家福影色照片給宋維村兄，由他收集

。一年後，我們會有一份全班近百位同學之

「百家福 J 0 二是大家見個面，幾十家有機

會住在一起三、四天左右。目前最重要的是

決定一個聚會地點，現在有幾處地方被提到

(1) San Diego 優點是近 200， Sea 

World，離 Disney 也不遠，同時與住加州之

同學很近; (2)Maui (夏威夷) :優點是風

景，高爾夫球場。 (3)Las Vegas :優點是住

宿便宜。希望我們能早做決定，預訂一個供

幾十家一起住的旅館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希望同學們早給我意見。李育恩一想到 Las

Vegas '眼即放「異光」。

(斗張燕惠回苦IJ Kansas U 的 Neuro 做

clinic staf f 主要做 research 及 teaching 。

她是賴其萬的上司。

張燕惠夫婦常有「家書」發送給親朋好

友，若想要知道他們近況，不妨寫信告訴他

們，讓fE名字在他們的 mailing list 上。他

們的信一定會提到犬于犬女(有沒有「犬女

J ? )長高長胖或者是比賽得獎什麼的，您
每年保留一份，十年下來，您就知道這門親

醫科廿四屆校友點滴錄

泣才丑f義

家要不要結了!如果您臉皮夠厚的話，更可

以每年要一份照片，比較比較。李滿美身體

最近好得多，她常常說背(腰痛)不舒服，

從來不說「嘴 j 不舒服。她的聲音和以前一

樣哄亮宏亮?我的中文越來越不行了)

。吳明江和蔡坤維地址有變動，吳明江開了

一家 Dialysis Center '更加忙碟!他於 6/

87 起改 Solo 。

目歐光喻的診所新添了一位年青醫生，

希望他能作久一點，分擔歐光淪一些工作，

歐光渝想找一位好夥伴己耗了幾年光陰，希

望以後他能有時間出來玩。

(的李建賢在榮總的辦公室「大 J !有機

會回台灣，一定要去看看他主管「急診部 j

一一就像個醫院中的醫院。各樣應，急的器械

、用具、手術房、檢驗設備及人手一應俱全

。他的新家也近榮總。鄭素珠現在開車技術

已遠超過李建賢了，連計程車司機也怕她!

個國立美回榮總做了一年多的 X 光科

住院醫師，現又回休士頓了。顏秀福在休士

頓開業，熱情好客如昔。

的黃清水來美數月後，已於暑假返台。

許文蔚也回長庚「銷假上班 J '離開了二年

多在梅育診所的進修。賴明陽來加州還沒有

見到多少人，已回台大上班去了。

(七)蕭奕仁很久沒回台灣，最近去了一趟

1 c:; 

• 



1 只

'一月才回來 。 十幾個同學在十二月時與他

見面聊天 。 據黃清水說他們最後是被 「趕走

的 J 0 想到「蕭蓋 j 的雄風，被趕可能是真

的 。

的洪章仁兄現在常是加州、I ( 南 ) 同學聚

會的召集人 。 有空到南加州不妨給他打聲招

呼 。 陳武彥開業開得如魚得水，嘴上說忙得

要死，臉上可是笑嘻嘻的。陳源金現在在

UCLA 高就 。 與李育恩是「瞬居」。如果

您還不知道的話，李育恩在比佛利山莊的房

子也大(襄面很寬敞)也小(車道只容一車

通過，故要進進退退數吹才能把要開的某部

Benz 聞出來) 。 簡再彥及陳德輝已把家小

安置在南加州，靠近洪章仁處。您不知道陳

增光兄是班上出論文最多的人?兩年前，他

的論文已超過了一百篇?他與宋維村兄(台

大傑出校友得獎人)是本班光榮!孫世本正

式接受本班「領養 J '是本班同學啦!很高

興在聚會中看到他。沈瑞姬在 Sacramento

County 上下班，閒時就陪 Raymond '她

歡迎大家去玩。

。I)這次八月回台，有幸去拜訪了劉獻田

的「台陽醫院 J '黃水輝的「惠安醫院 j 及

廖丈俊的「敵仁診所 J 。廖丈俊是少數能瀟

灑到週六不上班的。廖太太常常包計程車到

台北忠孝東路的百貨公司地下街買菜。現在

台北的E貨公司(多半日本人經營)地下室

都開了像路邊攤一般的小吃攤，文附設雜貨

部，販賣冷凍之果菜肉類。比加州的「頂好

」等花樣多而且不相上下。每天人山人海，

現在連路上(忠孝東路)也是人擠人，計程

車都不喜歡載客人去那里(進不去，出不來

)。台北的計程車司機非常不友善，去不去

某一個地方，全要看他高不高興。黃永輝的

太太患乳癌，希望她恢復迅速，女兒在北一

女念書。劉獻田的二個兒子在台北念建中。

(現在是我們開始想，講下一代的時候了)

這幾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家與診所不

分 ，門診在樓下 ， 病房在二樓或三樓，住家

在四樓或以上，都有電梯。有時通住家之電

梯是專用，診所儘量維持 low key ，住家

則相當舒適 。 希掌大家有機會回台北，也去

看看他們 。

什)王政仁住在 New Jersey 的半島觀光

區。有「小公寓 」出租(不是金屋藏嬌的那

種「小公寓 J ) ，租給去海邊玩的遊客。我
們去時(六月 ) ，季節尚未開始，我們很榮

幸地住進這種公寓做起王政仁的貴賓來了。

王政仁家里還擺了一個籃球架，要在他家吃

飯，先要打贏他的籃球才行。(歐光i偏要開

始練球啦王政仁放棄了在台灣非常成功

的開業，來 NJ 從頭做起，現在總算出頭了

，他與哥哥及一位泰國醫生合開診所，生活

安定。

(士)我的瞬居張振綱向各位間好，他家襄

多添建了一間房間，專鬥安置太太的

Grand Piano (張太太是鋼琴老師) 0 他本

人?好的很，不過， Ro Gaine 沒有殼。(

Ro Gaine 幹什麼的，不知道?電視上那個

眼望大海和「西山 J 的怪人，要的就是這種

東西)我在密切注意 Up John 的第二代 Ro

Gaine (Re Gaine) 。

CD暑假又去了一吹日本，又打擾了一吹

塗(山)百寬，住在他家五樓客房，很舒適

，我們從成田機場，乘巴士到「成田驛 J ( 
約廿分鐘) ，然後乘火車直趨他家的「藤澤

驛 j 。從車站到他家(他多半來車站接您)

只要走五分鐘。我們去東京玩(或橫檳)都

是到「藤澤驛 j 出入，很方便，有沒有興趣

去?他家門口就有 Mc Donald, Kentucky 

Fried Chicken, Family Restaurant 等。

(作者係民國 60 年醫科畢業，現任教於美

國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皮膚科)



德國的醫學教育體系

在台灣習醫而留學德國的與留學美、日

兩國相比較，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我所知道

的師長之中，大概有泌尿科的江萬值教授和

小見外科的洪文宗教授在早期曾留學德國;

近十年來大概也只有我及後來的江漢聲醫師

。到德國進修的管道均是經由中德文化經濟

學會代辦的 DAAD 獎學金。雖然沒有人正

式探討為什麼這麼少人留德的原因，不過可

以想到的理由不外是語言的困難，路途的遙

遠，以及對德國的陌生等。事實上由於西方

醫學發祥地是在歐洲，因此在習醫的過程中

能夠有機會到歐洲浸潤其治學精神與方法也

是很值得的，這也是為什麼也有許多的美、

日醫師到歐洲國家進修的原因之一了，

台灣七年制的醫學教育體系係延費德日

味的制度。外國人想要申請在德國就讀醫學

系時，需完成相當於德國文科中學的學歷，

就台灣來說必需是結束大一課程之程度，若

只是高中畢業時，尚須先申請在德國大學的

大學先修班上一年的課程，通過考試後才可

申請。此外尚須通過德文能力考試，否則亦

須修習德文至通過考試。由於德國學生申請

讀醫者很擁擠而有名額限制，成績不好者須

要長期等待，對外籍學生之申請，有時也讀

一段時間的等待。醫學系的課程至少六年，

分成二個單元，每個單元結束時均須通過全

國性的考試，第一個單元相當於醫預科，至

少四學期之課程，考試內容包括物理、及生

理學 80 題，化學及生化學 80 題，生物與解

剖學 100 題，醫學心理學和醫學社會學共

察熹?二

60 題。在考試前必須完成所有考試課程及

實習。此外尚須參加至少 2 個月或 60 天的

護理助理工作或等同的護理助理訓練，社會

民防工作或軍中的衛生教護工作，以及完成

急救訓練。此為特色之一，其目的是訓練醫

學生在當醫生之前，要在護理人員的指導下

，學習護理照顧病人，這包括運送病人，擦

澡等護佐之工作，此外也要先具有數生能力

。第二個單元為臨床課程至少四年，其中最

後一年為實習年。其中分三階段考試，第一

階段醫師考試可在通過醫預科考試一年後報

考，此時2頁完成人種課程及實習。考試包括

一般病理學，神經病理學，徵生物學，遺傳

學，醫學史共 110 題，臨床檢查，急赦，放

射學共 70 題，藥理學，毒物學，病理生化

，臨床生化，生物統共計 110 題。第二階段

醫師考試可在通過醫預科考試三年後報考，

內容包括內科系 180 題，外科系 200 題，神

經精神科系 100 題，生態學、社會醫學，公

共衛生學，工業衛生學，法醫學等共 100 題

，另外尚須有至少一共四個月的見習工作，

其中在一般醫院二或三個月，開業醫師的診

渡假休間活動是捷、周人生活上極重要

的一部份。 1986 初春揖於西德漢諾威郊

區之童話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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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或二個月，亦可在國外完成 。 此亦為特

色，讓醫學生了解執行醫療任務到底是什麼

事 G 第三階段醫師考試最早可在完成第二階

段醫師考試後一年報考，或在結束實習年後

報考，此項國家考試包括筆試及口試，筆試

包括內科學 100 個問題，外科學的個問題

，口試每四個學生費時三小時。所有考試均

可考二吹，第三次考試不及格時，便無法完

成醫學教育因而亦無法取得醫師資格。自今

年起開始推行修正的新制度，即在醫預科考

試及第一、第二階段醫師考試均加上口試，

而原來第三階段的筆試取消，同時實習醫師

改為二年。

過去台大醫院的第八講堂為典型德國的

講堂，臨床課程的上課，並不是美國式的

“教室像電影院"一樣的看幻燈片或聽演講，

而是教授將病人帶至講堂，示範問病史及身

體驗查，然、後討論診斷及鑑別診斷。甚至於

在本世紀初，外科手術亦在講台前示範。這

是筆者從一部描述偉大的外科醫師 Sauerb

ruch (1875-1951)的電影上看到他在講堂內

，學生及醫師前施行他克服壓力問題而首創

開胸腔術。這種示範性的上課是其臨床上課

的特點，學生一向是自由發間。另外一個特

色是，整個醫學過程並不限定要在同一所大

學內完成，它亦可在二至三個大學內完成，

這是沿習過去歐陸各國大學遊學的傳統。

通過醫師考試後，德國人才可申請德國

之醫師執照成為醫師。然後依照自己的與趣

，選擇自己要修習的科別做助理醫師(相當

於美國式的住院醫師) ，每個科別均有其一

定的訓練年限，結束後才可報考該專科醫師

之資格認定考試 O 如果在學術上有興趣時，

可以向指導教授申請為醫學博士候選生，然、

後向大學報備。德國的博士必定加註係屬那

一科別的博士 ，如工程博士，法律博士， 醫

學博士等。其博士事實上是介於碩士與取得

1 只

大學教授資格立間的科學研究資格認定 。 論

文完成後，須交給指導教授及第三者審核 ，

博士論文 (Dissertation) 審查後，再加上口

試，及格時才正式獲得醫學博士。裝訂成冊

的論文2頁分送全國各醫學院圖書館收藏。因

此德國式的博士不是課程博士，而是著重於

自己獨立研究能力的訓練。

如果要取得教師資格時，必須先獲得醫

學博士，然、後有主任教授的推薦'完成且通

過取得大學教授資格主論文(Ha bilita tion) 

及許多副論文立審核及通過專科演講後，再

進行一場公開的示範教學演講，通過這些程

序後，可取得教師資格，才可以開課。有教

授資格而未取得公務員職位時稱為 Privato

dozerit '取得公務員職位之有教授資格者吽

Dozent? 德國的“教授"為一種頭銜與職

銜，且屬公務員。在德國、瑞士、奧國目前

區分為講座教授(過去稱正教授，現在德國

改稱 C4 教授) ;不具有講座之非正教授，

現在德國改稱 C3 教授，屬於科內之名額;

額外教授或 C2 教授給予有多年教學經驗之

取得教授資格者，但並不屬科內之員額。凡

是在該科內取得 C2' 或 C3 教授者，即使

在 C4 主任正教授屆滿服務年齡而棒退休時

，無法在同一科內直升為 C4 教授 。一般

C4 教授要選自己提按者為繼承人時，此人

必須在 C2 或 C3 教授時到外求發展，取得

一個 C3 教授之職位，然、後再與別人同時爭

取空缺的 C4 講座教授職，才能又回原來原

服務單位。由於大學醫學院的職盛不多，因

此要爭取 C2，C3，及 C4 教授之競爭相當激烈

因而有 C2 或 C3 教授任職於大學醫院以外

之公私立醫院服務 ，也因此提高這些醫院的

醫療水準'且可成為教學醫院。目前德國之

科主任仍為終身職，且具有很大權限。(作

者係民國 62 年醫科畢業，現任職成功大學

醫學院神經科部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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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台大醫院已近九年。老實說，心

理上到現在還沒想到要回頭向母校報告什

麼心得?畢竟，有什麼值得分享景福醫訊

的讀者?要不是編者慎重的邀稿提醒，我

必然仍在忙碟的高醫生活中忘了我是景福

人。在下意識裡，我可能把寫這種文稿比

做是學生交成績單。如今，臨其在自覺乏善

可陳，所以難免有勉強芝慰。

回想當年向台大精神科說再見時，為

了表示感激與圖報之意，曾獻上一座小紀

念牌，上面寫著「今天我以台大為榮，明

天台大以我為榮 J 。現在以不惑之年，冷

靜批判自己時，頗覺當時而立之年所誇下

的海口，實在不易實現，多年來這種心理

負擔反而成了一種揮乏不去的夢魔，可說

是自作自受。想起民國六十一年，自己擔

任大學新聞社社長時，曾主編一本題為「

台大人的十字架 j 的選集，也許當時就有

這種「心病 j 吧。

在高醫的景福人人數很少。如果用「

移民 j 來作比喻，現在的高雄醫學院謝獻

臣院長，過去的附設醫院陳振武院長和今

天的陳章義院長等都算是第一代移民。而

我算是第二代的一個，也可能是醫師族唯

一的一個。

第二代受到第一代的配舊，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高醫的景福人真正能使台大引

以為榮的當然要算第一代拓荒者了。如今

，高醫能擠身國內四大醫學中心立列，他

們的功勞與苦勞，他們的犧牲與奉獻，豈

是筆墨所能形容?如今，第一代前輩們大

半已到了耳順之年。想到此，看到他們仍

然標榜著南台灣熱帶地區的「水牛精神 J

'吃苦耐勞地為高醫的前途努力不懈，第

二代的我能向老家展示什麼樣的成績呢?

顯然，高醫已經建立起自己的獨立身

分，展露出自己的獨特風格。高醫的「商

標 j 已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高醫人也常

以「私立財團法人 j 性格的高醫為榮。老

實說，多年來我自己不知不覺中也認同了

高醫這個地方，忘了自己也是台大景福人

。高醫精神科自八年前從神經精神科中分

離獨立成一科以來，其成長與發展自然會

受到前面所說背景璟境與高醫性格的影響。

高醫精神科八年的發展史，歷經草創

時期(前五年)與發展時期(後三年，目

前仍是)。就像許多機構的拓荒吏，高醫

精神科的草創時期，病房興辦公室設在校

園外圍的護理人員老舊宿舍原址。每逢風

雨交加時則屋漏進水。在當時已是名列一

級教學醫院的高醫各科中，委實是最見不

l C) 



得人的一科。該科第一位住院醫師，現任

馬偕醫院精神科主任曾憲洋醫師在完成總

住院醫師訓練告別同仁時，曾獻贈一紀念

牌，上書「苦守寒窯 J '這種「水牛精神

J '不言可喻。
但是， I 寒窯時期」卻廣受同情與支

持。除了來自高醫體系本身的栽培之外，

來自台大精神科源源不絕的支援與灌溉最

是令人感激。也許，台大景福人之所以受

人敬重，可能就是這種「雪中送炭 J 與「

有教無類 j 精神的發揮吧。

近三年前，自從高醫精神科遷入校園

新建醫療大廈之後，即進入「發展時期 J

。此時的硬體設備任巴完全現代化，努力

的重點即在於軟體的建設。特別是教學與

研究的人才培養與工作品質的提升。如今

，該科陣容已有六位專任教師和九位住院

醫師。但是，來自台大精神科的支援與指

導並未因此而斷絕。也許，-這是景福人「

台大的十字架」精神的表現吧。

回顧自己過去九年在高醫的生活，似

乎像極了「工作即娛樂，娛樂即工作 J 的

「工作狂 j 典型 。是否這樣才能實現 「明

日台大以我為榮 J 的誓言?在身心俱疲的

憂鬱心境中，難免自我懷疑。於是，在四

十而不惑之年，攬家帶眷遠赴美國哈佛大

學進修一年 (1987-1988) 。當時客居他鄉

，重做學生的生活經驗確實令我感慨不少

。尤其是，哈佛大學那追求「真理 」

(Veritas) (音譯做「美麗踏實」一一見

吳詠慧著「哈佛瑣記」一書)的校訓，著

實讓我心醉不已。

此後，但求自己能看破景福時代遺留

下來的「心病 J '放開心胸，在高醫做個

f 美麗踏實 j 的景福人。

(作者係民國 62 年醫科畢業，現任高雄

醫學院精神科教授兼主任)

叮們

作/乏古豆

來渴

沈大智

維吉尼亞大學位於美國東岸維吉尼亞

州的 Charlottesville '這是一個十足的大

學莊'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

son 於 1819 年創枝，城市隨校而興，目

前人口約十萬人。

我 1985 年從母校醫學系畢業，服完

兵役後， 1987 年 7 月到美國，進入維吉

尼亞大學骨科當住院醫師。維州大學骨科

的住院醫師訓練過程共六年，前兩年是一

般外科和骨科研究室，後四年是專業骨科

。台灣醫學院的畢業生要在台灣先考

FMGEMS 通過之後申請住院醫師，錄取

之後是 PGY l' 持臨時執照，相當於有

• 



執照的 intern '第一年過後考 FLEX' 通

過後就有 permanent license 。美國醫師

執照是州政府發的，所以州與州之間細節

略有不同，但絕大部分的州都交互承認其

他州發的執照。

王國照教授原畢業於高雄醫學院，他

是我所知道全美國骨科唯一的台籍臨床正

教授。我在骨科研究室的一年中，在王教

授指導下，研究骨頭長入 porous coated 

人工骨頭的過程，和加速這過程的方法。

我們比較 hydroxyapatite polysulfone 和

一般 titanium bead coating 的力量，發

現骨頭長入 hydroxyapatite 和 ploysul

fone 的速度較快，但 hýdroxyapatite 和

titanium rod 之間的界面在動物體中，甚

至在生理食鹽水中一段時間後就變得不種

定。

我們還做 demineralized bone graft 

和 filler graft 的妓力實驗，發現時間夠

長的話 'DBM 的效力和自身骨頭的致力

差不多。這兩篇和另一篇用 anti-lipid

agent 預防 steroid induced osteoporosis 

的論文均在今年 Orthopedy Research 

Society 的年會中發表。

美國的外科骨科住院醫師很辛苦，早

上六點左右上班，晚上往往要九點以後才

下班，薪水很低，年薪獎金兩萬出頭，再

除以美國高物價因素，生活水準沒有台灣

的住院醫師高。每天摸黑上下班，冬天還

得涉雪，想來倒別有一番風味。

因為官司頻仍，賠償金錢數額叉高，

在美行醫要很小心很積極，結果是各式各

樣的檢查做一大堆，只要略有懷疑就檢

查。所有的東西都是消毒，獨立包裝，連

最平常的酒精棉球都是一塊塊用鋁箔包裝

。當然，所花的錢和所製造的垃玻數量都

很驚人。

生活方面，因為附近沒有大城市或重

工業，所以空氣污染很輕傲。開車出城不

到十分鐘路就是荒山，路上經常遇上鹿和

opossum 。買汽車保險其中一項是“撞到

鹿或其他動物還是台灣很難想像的。

飲食方面，因為是大學城，各式各樣

的餐館一大堆，中國餐館大大小小加起來

不下 15 家之多， supermarket 有幾家是

24 小時經營，對自天都在醫院的醫師很

方便。

很遺憾，維州大學醫院中沒有我認識

崢近期台大校友。我的同期同學林子庸在

u.c. San Diego 唸 molecular biology , 
搞尖端科技，陳惠生、朱泓民、陳韻宜在

Boston ·吳聰德、在 PemYsylvania '卓永

瑞在 California ·將來都是博士，很出色

的一輩。

(作者係民國 74 年醫科畢業，現任維吉

尼亞大學骨科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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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與癌症

楊重基欽

一位英國醫師認為本世紀初對癌症治療

的一種想法值得重新研究。知名的胚胎學家

]. Beard 曾經注意到婦女懷孕時胚胎的滋養

層細胞(trophoblast) 與癌細胞不僅有相似

的來源，而且其生化特性與生長控制撞撞轉也

相同。最近的研究額示這種“癌症的滋養層

細胞理論"有其根據，並且有可能據此發展

出單純、不昂貴而且副作用少之癌症新治療

法。

這個理論認為在懷孕初期的滋養層細胞

侵入子宮表層的過程就是一種癌症的模型，

而胎盤細胞在免疫抑制犧轉上與惡性細胞是

一樣的。母體的膜臟臨控制滋養層細胞之入

侵正好說明了正常人體對惡性細胞立包容性

，有興趣的是在癌症病人其膜臟臨活性及濃

度偏低，所以理論上對癌症病人給予臉蛋白

屬/棋澱盼臨混合製劑可以摧毀癌細胞。

早期的研究結果額示對癌症病人肌肉注

射 1 : 25 的臉蛋白區/膜澱紛臨混合劑是成

功的，其結果包括腫瘤周圍發炎、靡爛與腫

瘤分離的傾向。但也有一些副作用包括發燒

、頭痛、噁心與疲倦無力等而本得不中止治

療。某些支持性的配合措施例如避免吃肉、

脂肪與乳品等以及添加水解性蛋白、胡蘿蔔

及維生素 C 等可以增加本療法的療殼。專

家認為現在已經是開始好好認真考慮以酵素

來治療癌症的時機了，即使是這種想法早在

86 年前即已有人提出。(取材自] R Soc 

Med 81: 284 ' 1988 )。

開業生涯

甘苦談

P束依傍

猶記得醫學院時代，三五好友畫畫聚地

下室紅茶屋腸談理想興未來。誰都沒想到

畢業後的今天，我會走上開業之路;或許

人生事本就難以預料，所幸開業生涯的確

也帶給個人諸多的人生歷練，這幾年總算

充實的過。

宋學長維村向我邀搞，雖敝人文筆拙

劣，然又覺得身為校友義不容辭，故將過

去七年之生涯的點滴雜感一一述出，與各

位分享之。

首先提出的是開業醫師與病息、病家

關係的問題;一般而言，年輕的專科醫師

初初懸壺執業，欲取得病患及病家的信任

，必需經過一番的努力及歲月的磨練;在

學的理論及住院醫師專業訓練是不夠的;

往往醫師滿腔的熱忱及專業知識的「急於

• 



、'、、「昕

一 . 

J 推銷， 與病患病家原有之醫藥常識的層

次永難有交集。 忽略了「時間」是最有利

的工具，它讓年輕的醫師得以成長，同時

也讓病患、及病家得以了解疾病的正確知識

;要疏忽了唯有先接納病患及病家的立場

與感受，以退為進，他們才可接受醫療人

員的建議 。 然而正因為開業醫師經常處於

忙龍不堪的應診工作，難以有喘息的機會

來洞察值此之間的關係，儘管如此久而久

之總有一些病患漸漸信任而繼續來應診接

受治療，這時又陷入病患及病家依賴之重

擔，及治療療效的挑戰及責任中，加以開

作者夫婦與衛生署土級長官、台灣地

區各精神醫察院所院長工作人員揖於廬山

精神醫療、網研討會。

業醫師往往在醫療科紛的壓力下，很容易

與病患病家處於對立的立場 O 猶記三年多

前，敝人得有機會親睹我們的先輩學長即

目前台中醫師公會王理事長之應診狀況，

讓我體會到開業醫師如何在華察過程中，

以其幹練篤定及親切支持之態度，讓病患

及病家在疾病的痛苦中，安定下來;當時

自己真覺汗顏，身為精神科醫師，理應最

懂得病人的心理，卻疏忽多年。延至一年

多前，拜讀了精神醫學界前輩林宗義教損

的大作「精神分裂病可痊癒嗎? J 後，寫

然領悟到多年來自己在醫療行為缺乏那份

對病患及病家人權之尊重而不自知，常以

為自己尊重他們，其實行為卻要求病患及

病家要照著我們的建議去做，把他們當作

缺乏醫學常識的人，而自己是專家，難怪

病患病家難以親和。而這一年來言行一致

地去尊重他們，讓他們有權力地與醫療人

員討論一些治療計劃，改變醫療人員過去

那種l缺乏彈性的態度，整個醫療的妓率及

氣氛均大為改觀。的確現代醫療尤其是第

一線的開業的診療，已不是祇取決於專業

知識，特殊醫療技術及宣導技巧罷了，民

眾的眼光是雪亮的，斷不可疏忽病家的心

作者夫婦與來賓揖於其診

所大門; (左側第一人為作者

，右側第二位為作者的先生，

其他為其先生在羊屯療美院之

同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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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而且說穿了，這也不是什麼開業

術或高深的學間，不過是做人的基本罷了

，祇是常被疏忽而不自知 。

其次是醫療院所營運方面的感想;這

裡不外乎財務及人力兩方面的問題 。 猶記

自己在開業之初，與外子努力希望從提高

院內醫療人員的素質來提升醫療服務的品

質，建立一個民眾可信賴的醫療團隊，這

過程不惜冒著營運上財務虧損芝風險，提

高人事費，保員外出受訓，敦聘專家老師

蒞院指導等等，但每年到了換約時期，仍

無可避免人員流動之困境。推究其因，不

外乎私立醫療院所的保障性及其服務資歷

認可等問題。故敝人每次在精神醫療院所

開會之際，一得機會總不放棄疾呼依據評

鑑結果給予醫療院所人員資歷的認定問題

，祇有如此，方可解除困境，提升醫療品

質。然而精神科芝醫療器材較少，成本較

低，尚堪不顧虧損提高人事費。若他科尤

其外科系統之開業醫療院所恐怕人力及財

務立困境易於造成惡性循璟，營運上的艱

難可想而知;加以近年來中型綜合醫院的

設立及大型綜合醫院在各地區成立分院，

專勤制度及不開業獎金之設立提升了省市

立醫院的醫療品質，除精神科等小科外，

其他各大科恐怕競爭十分激烈，結果如何

，還有待保險制度的給付及轉診問題塵埃

落定方可分曉。如此說來，各位校友若對

精神科仍有興趣且對精神醫療院所之營運

有心得者，深信仍大有可為，而敝人在過

去七年立開業生涯中，自己摸索而得的一

套以行為理論為基礎的人事管理辦法，尚

屬值得一提，以饗同好者，限於篇幅，就

此打住，賣點關子，私底下研究好了或者

編輯先生願意讓我下回分解。

最後想提的是開業醫師的進修問題，

個人以為與其說 [進修」是為了提升醫師

的醫療品質，不如說開業醫師可藉由「進

修 」來加強 自信而達到提高其地位來得貼

切 。 記得敝人當初從教學醫院執業轉入開

業 。 對台灣地區開業醫師地位低落的事實

，憤憤不平 O 後來漸漸了解到開業醫師素

質的參差不齊及一些非專科或非專業醫師

的執業方式 ， 纜想到此現象惟賴有心者自

己努力及自求多福方得以平反 。 而過去幾

年個人也相當掙扎爭取進修之機會，然而

若醫療院所尤其有住院治療者卸祇有醫師

乙名時，的確難以為了進修而離開醫院專

心以赴。雖說在家中自讀期刊文獻及書籍

亦可。然而畢竟較乏鞭策力及與同業者切

睦的機會，進修效率不夠好。敝人或許運

氣較好，得蒙中部核心醫院之厚愛，讓我

當該院之特約醫師，逼得我得努力研習，

以便每週與其他醫師切磋一日，但似乎在

頗忙之開業生涯中，每週要再另外找一段

時間作事先乏自我準備及研習，亦有些捉﹒

襟見肘之現象。假如開業醫師可自組協會

，統籌辦理進侈及進修時各醫師相互支援

醫療業務事宜，甚至延聘指導老師，洽商

再進修之醫療場所及自大、中型私立醫療

院所敦請支援醫師等來ì*班，或許進修之

理想方可普通落實。

末了，十分感謝宋學長給我這個機會

抒發個人思想，更感激在過去幾年許多師

長、師兄姊、同學給我許多的關懷及支持

，讓敝人得以勇敢的在開業生涯中繼續前

行至今，同時則望得到您的迴響;更希望

中部地區開業的校友們有緣有志一同切蹉

扶持 。

(作者係醫科民國六十六年畢業，在國校

附設醫院精神科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民國

七十一年開始協助其先生在台中市開業，

目前為台中明功堂神經精神科診所負責人



北美校友會年會行程表

第 1 天

8/18 

(FRI.) 

第 2 天

8/19 

(SAτ 、

第 3

、 8

(SUN.) 

第 4 天

門 8/21、

三8/22

(TUE.) 

第 6 天

8/23 

(WED.) 

*台北~洛衫磯~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 * 
搭乘客機飛越國際投日線，經洛杉磯，飛抵拉斯維加斯;晚間為教誼活動及

會務會議。(即校友會的罔顧與展望)

*拉斯維加斯* 三

的:00 a.ffi. ..:. t06:00 
八喝早美志 、

07:00 p.ffi. 之:1，9:00
多7 ♂

*拉斯維加斯管
扒手立九一

上午為“中美嘍學交流2、

河風景區一一佩姬。

*佩姬~大峽谷~拉斯維加斯*

上午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遊覽科羅拉多向千萬年侵蝕河谷遺跡

，盡入眼簾的懸崖，峭壁，瞬岫巖石，變化芝奇妙令人嘆為觀止，於儕晚抵

達拉斯維加斯。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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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校友會邀請百

本會1989年度年會訂於1989年8月 18 日

( 星期五 ) 、 8月 19 日(星期六)及8月 20 日

( 星期日 ) 三日在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市

凱撒宮大飯店( Caesars Palace ' 3570 Las 

Vegos Blvd South Las Vegas 

Nevada89109, U.S.A. )舉行，敬請各位校

友攜眷帶親，踴躍參加，共襄盛舉!年會將

舉辦學術演講，中美醫學座談，交誼聯歡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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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玉

李清木

林俊龍

徐大衛

賴明詔(兼副會長)

何嵩山(兼總幹事)

呂錫林(兼財務主任)

會，參觀名勝，青少年及婦女問題討論，並 柯承家

邀請母院杏林合唱團演唱。擬參加演講主持 陳勝英

座談討論的校友，敬請先行賜知，以編排節 張勝雄

目單。參加年會校友，敬請向台北市常德街 歐鴻仁

1號台大醫院景福會報名，或請來信如下: 簡錦標

NTIJMCAA'C/o 13317lHOLLy OAK 

一---Jc}尼公。

第 7 天 *拉斯維加斯

8 /Z4 早餐後~p專車

(THU.) 

第 8 天 *台北*

8/25 

(FRI.) 建立祝 旅途愉快! 尋尋

* 1.機票(台北特拉斯維加斯) NT$36 ,000 (如l2i航空票價

得酌予調整)。

2 參加 8 /21~ 8 /23美西四個國家公園旅行，費用 US$450 '北美授友亦歡

迎參加，最低成行人數15人。

3 有意參加者，在台梭友請和台大景福基金會連絡(TEL: (02)3123456轉

2197) 。

.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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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台大景福基金會七+七年度資產負債表

實 產 金 額 負債及基金餘細 金 額

現 金 $ 3,556,010.57 色 債 $ 1,508,588.00 

合庫活存 28246 號 394 ,351.57 代 收 款 8，自8.00

劃撥儲金 1410∞-9號 153,984.00 應付費 用 1，5∞，000.∞| 

華銀甲存 7,675.00 基金餘細 2,084 ,644.57 

合庫定存 3，喲，000勾 基 金 1 ，000 ，000.0。

應收款項 37,222.00 累積結餘(註) 793,805.57 

本年度結餘 290,839.00 

三CJλ 計 $ 3,593,232.57 I ~ 、 計 $ 3,593,232.57 

(註)累積桔餘數與76年度資產負債表上不符，係將哈利斯部份單獨列示，原報表上金額

1，247 ， 383.07元，今區分為基金會累積結餘 793，805.57 元及哈利斯累積結餘453， 577.50元。

台大景福基金會七十七年度決算書

(民國77年 1 月 1 日至77年12年31 日)

歲 入
部 份 歲 出

部 份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會

務 捐 款 $ 2,432,264.00 人 事 費 $ 268， 176.∞ 

其 他 捐 款 2， 133， 372.0。 辦 公 費 244 ,028.50 

幸IJ ，息 收 c 入 106,108.00 設 備 費 131 ,169.00 

事 業 費 2,664 ,780.50 

醫 訊 製 作 費 936， 766.∞ 

清 潔 費 135,985.00 

本 年 度 結 餘 290 ,839.00 

三CJ入 計 $ 4,671 ,744.00 ~、 計 $ 4,671 ,7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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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斯客座教授專款七十七年度資產負債表

資 產 金 審員 負債及基金餘細 金 額

現 金 $ 3,478,098.00 基金餘 細 $ 3,978,098.00 

合庫活存 29871 號 150,630.00 基 金 的00月00.∞

華鎮定存 3，000， 000.0。 累 積結 餘 453,577.50 

華銀活存 327,468.00 本 期結餘 24 ,520.50 

應蚊款項 500，0∞.00 

il- 計 $ 3,978,098.00 i .g 、 計 $ 3，978 ，098.∞ 

哈利斯客座教授專款七十七年度決算書

歲 入
部 份 歲 出 部 份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不IJ ，白巳a、 收 入 $ 333，464.∞ :s::、t 通 費 $ 9 ， 968.∞ 

會 議 費 25,589.00 

f;? 
紀 斗，山 口口口 費 17,446.00 

客座教授專款生活補助費 255,000.00 

郵 電 費 940.50 

本 年 度 結 餘 24 ,520.50 

三oλ 計 $ 333,464.00 ~ 、 計 $ 333,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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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7年 9 月 1 日至78年 2 月 28 日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實捐

39 5 林雄性 1 萬

景福基金會

徵 錄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實捐

36 蔡詩顯 5，ω。

36 簡潤禎 5，棚

36 黃明輝 l 萬

37 2 高錦東 2，捌

37 陳定堯 2，∞o 

37 2 畢業四十週年校友 32萬

38 3 葉英望 2，叫)

38 3 楊覺雄 l萬

40 5 溫文昭 2，翩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42 6 馮天生 10萬

45 9 陳應君 2，酬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認捐 實捐 45 9 王南廷 2，酬

1 萬 l 萬
46 10 陳寶輝 l萬

10 20 陳百川
47 11 李宏生 2，捌

15 25 揚六合 5，鵬
47 11 余先裕 2，棚

48 12 鄭茂松 2，刪

49 13 當聰明 2，翩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
49 13 蔡宏原 2，胸

58 22 說慶村 2，棚

58 22 石朝康 2萬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實捐

26 郭金塔 1 萬

訂 2 王躍東 2，0∞ 

34 11 揚蓮生 2，酬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捐款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65 3 黃國石 2，0∞ 

66 周亮宏 l萬

畢業年 屆別 姓名 實捐 66 劉淑智 切。
67 5 侯守賢 1，。∞

31 畢業四十五週年校友 14萬 68 6 林敬竟 切。
34 8 陳明明 5，。ω 73 11 劉達昌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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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系校友 醫學院圖書館捐款

醫技系 楊旭琴 1，ωo 王德瑞 2，∞o 
公衛系 林秀雲 200 許守道 鉤，0∞

陳振陽 5，0∞ 
教師校友 韓夏誠 l∞，00。

張勝鑑 10，ω。
江 萬喧 2，∞o 江正文 10，ωo 

播以宏 5，∞o 
王紹榮 10，ω。

睦 會 2，∞o 
黃榮堂 10，ωo 

劉碧霞 1，∞o 石條芳 5，ω。

游雪校 5，∞o 邱家勝 的，∞o

張阿昭 2，ωo 
能幼碎 1，。ω

鍾媳擷 2，側 吳明輝 鉤，∞o

事 岳王， 1，。ω 郭伯偉 鉤，∞o

吳陳瓜 2，刪
張錦樂 l∞，∞o 

連陳瓊玉 2，棚
張時聰 切，胸

陳 至~欠K 2，胸 醫科 16屆 ( 1963年畢) 2∞，∞o 

林月嬌 1，捌
周速育 .2，伽

陳素美 11，捌

1989年2農校袁軍會簡訊
6戶

時間: 1989 年 8 月 18 、 19 、 20m (星期

五、六、日)

地點: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市凱撒宮大

飯店

戶‘ (Caesar Palace, Nevada;.' Las Ve
gus) 

活 動: 18日晚間為交誼活動，各屆校友聯

誼及會務會議。

30 

(即校友會的回顧與展望)

19 日 8 : OOa.m.一 6 : oop.m. 為
學術活動

7 : 00p.m.-l0 : OOp.m. 為
聯歡晚會

20 日 上午為「中美醫學交流 J

附註: 19 日

演講? 任何題目均可，

醫學有關如

正式認可學分。

20日「中美醫學交mu
友能有正式或非正式

與台灣或美國醫學教育

可，目的在增進台美間的交流，以t~!

促進校友回饋功能。

請將題目及大綱擲寄至

Elvest Y.T. Yen 孔1.D.

13317 Holly Oak Circlê 

Cerritos CA 90701 
u. s. A. 



心 " v

哀悼是師小田彼邵先主

P東萬裕

時間過的真快，一九八八年的除夕，

已經是好幾個星期前之事了。在一月底接

到恩師小田俊郎教授的大公子小田誰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兼宇宙科學研究所長

)來信，提到恩師之健康尚佳等語，文於

二月十七日下午接到由荷蘭 Hague 平和

宮寄來立二公子滋教授(現任國際司法裁

判所法官)之信函，也說恩師之健康只是

腿力和視力較差而已。惟先生已是九十六

歲高齡，如此身體康健使人羨慕和安心。

小田先生 96 歲

但沒想到同一天晚上，接到前輩李鎮源先

生之電話，告知小田先生於早上逝世，消

息突如其來，如青天霹靂，無法相信，次

日早上大公子也來電，報知恩師遲逝 。 如

此突然的計報更令人悲傷和惶恐，使大家

籠罩在哀痛的陰霾，倍感惋惜不已。

在此簡單記述恩師生平片段，表示無

限衷悼之意。先生是日據時代台灣醫學教

育及衛生事業推進最熱誠的先覺者掘內改

雄先生的女婿，於一八九三年四月誕生於

小田先生 65 歲



日本之三重縣。經縣立第→中學、第八高

等學校於一九一八年畢業東京帝國大學醫

科後即進入日本傳染病研究所研究，而後

轉到東京帝國大學任副手(助教 ) ，於一

九二二年任北海道帝國大學副教授， 一九

二三年榮獲醫學博士學位，一九二五至二

七年留學德國，一九三四年就任北海道帝

國大學教授，同年九月任台北醫學專門學

校教授兼醫院醫長，一九三七年任台北帝

國大學教授，一九三八年兼附屬醫院院長

，一九四二年任醫學部(院)部長(院長

) ，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繼續聘為國立

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一九四七年回日本

從事大阪市立醫科大學開設準備，一九四

八年任同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兼附屬醫

院長，一九五五年任市立大學教授，一九

六0年兼任國立近幾中央醫院院長，一九

六一年榮退同大學教授，聘為名譽教授，

一九七一年榮退近幾中央醫院院長後遷居

東京都現在地址。由先生的經歷，可知他

在台灣從事醫學教育、學術研究及實地診

療工作不遺餘力，達十三年之久，在此期

間重要研究工作，多屬各種疾病的地方特

殊性及熱帶地區當時尚猖獄之傳染病外，

尤其是禮疾 (7:; 1) 1z )和過敏症。在瘖

疾的臨床研究非常深入詳細，其著作「臨

床 7:; 1) 1z學 J 是研究該疾病芝臨床醫師

最好參考書之一。文關於過敏症研究，首

先指出「徽(fungus) J 對支氣管氣喘發生

之原因之重要性等，極有原始性研究。其

他對運動醫學及高山醫學亦有深刻研究。

他的醫學廣泛研究論文將近三百多篇，他

的醫學著作有:

1. 內科學的實際(總論、各論)

2. 臨床7:; 1) 卡學

3. 再發 77 吵卡預後及治療

4 傳染性肝炎

守門

5. ACTH :J 一 子 、/'/生理 t臨床

6. 運動在生理左臨床

7. 中高年者仍又求一一γ 左健康

8. ~二三I 1) '/γνJν牛了一一

先生口才好，文筆亦銳利有趣，有隨

筆集如下，此等著作是近代(台灣)醫學

史很好的參考資料。

1. 南船北馬

2. 近代 r' 1γ醫學百年

3. 續南船北馬

4. 台灣醫學五十年

5. 之f~ G野春秋

6. 思。出的記

7. 隨想在 /;ν川么(九五年的軌跡)

回想過去，五十多1年師生之情，因先

生永眠而終丘，真是痛失良師。先生在醫

學教育界服務達七十多年之久，其卓越貢

獻乃為大眾所認同，於一九六入年日本政

府授與勳二等瑞寶章，表揚其偉大功績，

他熱心輔導及督導年青醫師對醫學研究、

鼓勵奮發，不斷精進。在繁忙中常到研究

室了解年青人研究情形，盡量尊重各人!意

念，指導能獨立研究，發揮個人思考和自

信心，如此教導受益頗多，印象至深難忘

，如此培育畫英。他的學生現在醫界從事

醫學教育、醫學研究及開業者頗有成就，

這都是先生竭盡所能、費盡精力所培植之

成果。先生雖逝矣，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看不到他的影子，其功績永存於醫界，

使我們永遠思念。我們永祈求他的冥福。

台大內科名譽教授 陳萬裕

二月二十日

(本文作者民國 31 年醫學部第 4 屆畢業

，現任母院內科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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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日本東大畢業後 ，我進入東

大精神科服務，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之一

，生活過得極為極意，尤其是下午工作告

一段落後與同仁們大大小小在大浴池裡共

浴;除了洗澡本身的樂趣外就是與前輩們

的談話了。在一次共浴中，前輩們提起我

可以開始寫作論文的事，當時想到，前然

每天看的都是精神分裂病，不如就以此為

題罷;但是教授們的意見以為這個問題太

大，將令我深陷泥掉不可自故，博士學位

大概不易完成。這是我對精神分裂病研究

的開端。

1947 年我回到台灣，發現精神分裂

病果然是個大問題。 1950 年我赴哈佛大

學，在教授的指導下從事精神分裂病治療

與社會復健的研究。回國前夕 Solomon

教授給我一些建議，提到精神分裂病的病

因與治療是將來精神科最主要的問題，尤

其是慢性病人的治療與處理，這些建議深

印在我的腦海中。應注意的是東大和哈佛

的前輩們給于我的截然不同的啟示。

1953 年我回到台灣，正面臨著不知

從何下手的難題。有一日上司要我提出「

精神病治療的五年計劃 J 。當時連國內究

竟有多少病人都還無從知曉，衛生處亦無

人管這檔事，聽說警務處有這方面的統計

數字，登記共 819 名精神病人，事實上指

的是無家的遊民，以當時全省四E多萬人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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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來看，這個數目實在不合理，因此我的

計劃報告無從下筆。我曾經在錫口療養院

(即桃療的前身)觀察過一些原來診斷為

精神分裂的患者，臉色蠟黃，同時兼罹種

疾，後來發現這些患者都是在使用藥物後

發生精神分裂病的症狀，似乎不像是 ma

laria psychosis 。這個發現引起我極大的

興趣，實驗在患者痊癒後再度投于原先藥

物，三天後果然出現同樣症狀(當然今天

基於人權的考意是不能做這樣的實驗的)

，我就教於藥理及生化學科，當時旺無這

方面的文獻，實驗室中也無法測得藥物血

中濃度。在無法突破的情況下，我選擇了

使用統計學的方法，研究人口中精神分裂

病的比率。倘若當時有足夠的客觀條件配

合的話，也許我的研究方向便是神經傳導

物質也說不定。人生的接緣如此。

此後國內精神科的研究發展即側重於

流行病學的研究，先是安平、新埔、木棚

等三城鎮的研究，然後是原住民的研究。

在從事這些研究時，與許多先進國家相比

較，發現各地學者所使用的診斷準則與方

法學有極大的出入，很遺憾。我覺得如何

採取一致的方法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

1965 年我應邀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從

事流行病學研究，正好藉機完成這個心願

。我在半年內擬就一個精神科流行病學研

究的十年計劃'包括幾個重要的 projects

。第一個就是國際分類標準的侈訂。當時

正值 ICD-7 改 ICD-8 之際，每年固定在

各國開會。原來在 1952 年時 ICD 和

DSM 毫不相干，但至 1968 年時 ICD-8

和 DSM-2 已可見及其相類比之處。到

ICD-9 時，終於有了一個共識，美國的

DSM 系統在分類號碼申也納入國際分類

號碼，這是值得國內精神醫學界自豪的事

。即使到了 DSM-3 雖有了革命性的改變

，但仍然沿用四個號碼的國際分煩 ， 這個

國際化的精神就是我當時所提倡的。

男一項計劃是 IPSS (International 

Pilot Study of Schizophrenia) ，可說是

世界上最大也最長的 project '陳珠璋教

授與莊明哲教授當年均曾參與，陳珠璋教

授目前仍然從事於該計劃在國內二十年後

的追蹤工作，實在難能可貴。在 IPSS 中

有些發現是目前各國學者所共認的重點，

~p : 

發展中國家，如奈及利亞、印度及哥

倫比亞病人的預後與已發展國家，如英、

美、蘇、捷克有很明顯之差別即開發中國

家的病人預後較好。而我國的預後比較接

近工業化國家。這個發現很重要。林憲教

授作的m~究，也發現山地人的急性精神病

多，預後好，社交性也好，此報告在

1962 年便在文獻上刊登。他們在討論為

什麼開發中國家的預後較已開發國家的預

後為好時，一定要引用林憲教授的論文，

這是我覺得很光榮的。

事實上，自 1965 年到現在，精神分

裂病的觀念及診斷準則可以說一直受到前

述潮流的影響。現在很多人說生物精神醫

學的時代來臨，但我認為這是個偏見。生

物精神醫學最先發展早在廿世紀開端，腦

郡的生理病理學研究就已經很多了，特別 屯

是德國及維也納等學味。第二次大戰後，

美、加、英、法的精神科醫師決定從事新

的社會精神醫學研究，他們做了許多大家

所熟知的實驗，當然有的成功，也有的失

敗。 Eisenberg 在“Brainless psychiatry 

& mindless psychiaty"一文中有發人深

省的啟示，究竟 mind 與 brain 有什麼關

係'現在並不確知。現在急聲吶蛾 biolo

gical psychiatry 是不對的，事實上精神

醫學早已超越這個爭點了，現在是“integ-



rated psychiatry"的時代 。 必須將生物和

社會精神醫學整合起來才正確 。

我剛到美國時雙胞胎研究正熱門，如

果 monozygotic twin 的同發率是 100%

'那的確是大發現，精神分裂病百分:之百

是遺傳所致。不過後績的遺傳研究逐漸由

100%變為 80% '又變為 75% 。芬蘭有一

位年輕的學者，他的 monozygotic twin 

的concordance 報告卻是 o '後來繼續研

究的結果是 5% 。到底璟境和體質影響如

何，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困擾，也是啟示。

北歐的一些研究當時也發現，母親罹患精

神分裂病時，小孩得病的機會比非精神分

裂病母親的小孩大，但並不見得是精神分

裂病，可能是一種精神分裂系譜( schi

zophrenic spectrum) 的症狀。芬蘭的領

養研究把所有醫院精神分裂病母親的小孩

找出，共三干多個個案，從事深入的研究

。 4 歲以前被領養者有 400 多人，並選

有對照組，。以六個臨床評估位階來劃分

，計有: healthy, mild disturbance, 

neurotic, severe personality disorder, 

borderline syndrome 及 psychotic 等。

精神分裂病母親的小孩 135 人中有 7 個是

schizophrenia ' 9 個是 borderline '控制

組中比率明顯較少。提示了精神分裂病的

確有先天體質的因素。但領養的家族研究

也顯示，觀察兩家的 family pathology 

發現後天因素的出現導致了某些人發病。

某些家庭病態可能與發病有關。現在則可

以進一步考慮它的神經介質如何，多巴胺

接受器如何了。學間的千秋大業不是單一

個人就可以從事的，有時要到第二代，第

三代才能有所成，前人的經驗往往是可貴

的基礎。

在溫哥華及世界上其它地區目前所作

的精神分裂病研究有許多 hypothesis 。 以

前的流行病研究沒有 hypothesis. '但現在

的流行病學必須要有 hypotheis 來作。我

的 hypothesis 很簡單，就是:精神分裂

病不是單一的疾病。 Bleuer 發表其論文

時 ， 用的句于是“group of schizophre

nia" 我覺得這個 hypothesis 值得不斷

檢驗。 從過去的臨床經驗及研究均顯示精

神分裂病的原因是多重的。事實上大部分

biological research 的結果也沒有一個是

80% 以上的 agreement' 大部份為三分之

二左右。預後的研究也是三分之二較好，

三分之一不會好等等。這顯示其因素有所

不同。我的方法是，一年半中第一吹發生

精神病者，作詳細的神經學及精神醫學

撮查，作成精神分裂病或情感性疾病的診

斷。在三、六及九個月時再做追蹤研究，

看他們變為什麼。其中一部份病人按照

DSM-3 診斷為 schizophreniform disor

der 0 這個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它

所有症狀和精神分裂一樣，但病程未到J6

個月。 6個月後還有病態，診斷才改為精

神分裂。這些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追蹤了 6 個月，就已出現很多 subgroup

來了。 140 人中有人變為精神分裂，有的

痊癒，有的變為情感性疾病。復原的病人

在發病前社會功能也較高。所以，除了診

斷外， DSM-3 的第 5 軸病前功能也很重

要。但目前大家似乎都不重視第 5 軸。但

為什麼精神分裂病和病前功能有關，這我

也還不清楚。男外就是文化因素了，如中

國人的情緒表達如何，社會文化因素又跟

精神分裂有什麼關係?我認為精神分裂病

有賴於大家攜手進行更多的研究。

(作者於民國 35 年至民國 55 任母院精神

科教授兼主任，現任加拿大 British Co

lumbia 大學榮譽教授及 World Federa

tion for Mental Health 榮譽主席)

1月

自



- 也圍消息綠野社

醫學院綠野社為響應台大人氣質與風

格之採計，特擬於五月中旬(暫訂五月十

五日至王月二十七日)擴大舉辦第二屆楓

城藝展、以展現我楓城人素有之藝術修養

線野社自民國四十五年創立以來，即

為醫學院裡一個藝術愛好者的園地，曾經

舉辦了多次展覽。這次擴大舉辦，除預計

邀集多件醫學院師生之作品外，晶司經楊思、

標教授之建議，通告於景福醫訊，歡迎校

友提供作品參展與經費贊助。學凡西畫、

書法、國畫、蒙刻等額作品，盡皆歡迎。

這一期醫訊以精神科和各地校友動態報

導為主題。封面一一精神科大樓的創建者，

林宗義教授，四十年精神分裂病研究的心路

歷程給後學許今寶貴的啟示，林憲教授談精

神衛生法草案不只反應社會的需要，也是未

來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最重要影響因素。前

輩黃國丟在醫師四十年精神科生涯，有四分之

一世紀奉獻給中郡的靜和醫院，讀來令人，啟

動。最年青的精神科開業校友陳俊鶯醫師的

稿子，教述其開業的努力過程。這四篇文章

顯示精神科景福人的傳承。它將繼續發揚光

大。

在很逗的期間海內外校友前輩給我最大

的支持，還稿成功率100% 。當廣營兄和尹

遠程兄分別介紹溫哥華和波士頓的校友活動

;沈丈哲兄代表最年青闖天下的一代;蔡景

仁和文槳光二友介紹德國醫教系統和在高雄

醫學院領導的景福人。尤其要捷的是莊祖儀

1日

作品請先接揹好，並註明姓名、畢業年份

，於五月十日前送到景福館一樓辦公室

(3123456-2197 )趙小姐或台大男二舍 611

室 (3930030 . 3930034 . 3930133 . 

3930134 轉 611) 陳宏癸。作品若欲託代

為橫揹者，貝IJ請五月七日前送達，並預付

五百元橫揹費用。經費贊助亦請治上述二

人。

屆時歡迎諸位校友蒞臨指導展出，在

此亦順祝諸校友身體康健、萬事如意。

綠野社社長陳宏癸敬上

學兄的點滴錄，若五六十屆的景福人，每期

醫訊有一屆的點福錄，必使醫訊增色。

開業的蔡學長百忙中賜稿，陳榮基教授

的社自介紹，均十分寶貴，而陳萬裕教授悼

小田俊郎先生一文則給大家無限哀思。景福

人在校園裡、在台灣、在世界各地，都永遠

互相鼓勵提攜，傳承至永遠。(宋維村) -

是福醫訊
.Jing--Fu Medical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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