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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切斷」與 'i是老長中主」

一一愧是師枝重清教技 一一

揚是標

恩師佳重鴻教授終以94歲高齡於四月三 攻內科學

日永眠。訊息11::四月廿日左右傳遞到當時正 1926年8月 榮獲醫學博士學位

在訪問中國大陸的筆者，並告知將於五月五 1929年2月 任東北帝國大學助教授

日在景福館舉行追悼會 ， 希望按時回台主持 1938年2月 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

。記得去年九月底，趁代表我國前往東京參 主持第二內科

加第一屆亞洲太平洋呼吸病學會成立大會主 1945年 11 月 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便 ， 至IJ鶴見的寓所拜訪剛從月前的腦欖塞發 教授(留用)

作恢復，正在家裡做復健治療 ， 每天已能在 1946年 12月 歸國

屋外步行四、五百步的恩師 ， 眼看其聽力雖 1947年4月 任態本醫科大學教授

差，腳力不夠 ， 但頭腦仍清晰而精神煥發 ， 1949年4月 任新i寫醫科大學教授

就勸以: I 如以再一次訪問台灣為目標，努 1955年 11 月 應邀回台訪問並參加

力復健，必能活到一百歲」相鼓勵而道別， 台灣醫學會總會

竟成為永訣 ; 十二月九日第二次發作後即一 1960年4 月 教授退休 ， 任岩手縣立

直未能恢復意識而過世。 中央病院長

恩師於 1895年2 月 28 日生於日本新瀉縣 1963年 11 月 第二次回台訪問

新發田市，為地方名醫桂重恭先生之長男， 1965年7月 任總持寺鶴見總台病院

其一生事略謹記11~後: 長

桂重搞教段生平事略 的7 1年 1 月 任總持寺鶴見總台病院

l兮兮G年.2 月 2S 日 牛.1ï/~新 l寫縣新發田市 顧問

的15年G 月 第二高等學校璀業 197 1年 11 月 應邀第二次回台訪問 ，

的 19午一5 月終日 與(好藤衷于女士結婚 以嘉賓身份參加第二屆

1920年7 月 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 亞洲太平洋胸腔病學會

業 ，熊谷內科入局 會議

1 92的 1r的月 iJ頁，宣傳開局J學一二 f芋， 王軍 1975if.7 月 12 日 衷于犬，人逝去



1979年 12月

1988年8月

1988年12月 9 日

1989年4月 3 日

第四次來台訪問

第一次腦控塞發作

第二次發作

逝去

恩師在台北帝大七年間的主要研究事蹟

為「七員璟化合物Hinokitio\及 \-Rhodin酸

對結核病的化學療法。其治療成果雖然比不

上鏈做素發現以後的一連串化學藥物，但以

化學療法時代來臨前的眼光來看，已經相當

不錯。更重要的是其研究期問究學的態度，

對每個病人仔細觀察與親切的照顧，給我們

深刻的印象及榜樣。戰後被政府留用一年，

於1946年 12月歸國前，應門下生之請揮毫「

觀而斷」做為贈言，可見其看病的基本態度

，我輩一直當做「科訓 j 束對待病人 。這和

近年來大醫院的平均二分鐘打發一個病人的

看病方式及少觀察病人、多做檢查的「檢而

斷 j 看病方式做一對此，何者為高品質的醫

療，值得三思。

在新瀉大學時代的主要研究題目為「小

量(普通量的1/5-1/10 )抗生物質療法

J 。從對惹蟲病Tetracycline ( TC )的微量

療法開始，發展到對細菌性赤荊及其他感染

症的小量長期療法，均發見其治療效果不比

一般用量的差，免疫抗體的產生較優而再發

率較小及抗生物質的副作用較小等優點。醫

界對感染症或癌症化學治療的劑量，一般均

認為維持能殺死微生物或癌細胞的抗生素或

化學藥物的血中濃度為準 。看起來很科學的

，但卻忘掉治療對象是本身有自然治癒能力

，一方面對化學藥物必有反應的生物 O 治療

醫學這幾十年來的進步相當驚人 ，但醫聖

H ippocrates 的名 言 Natura sanat medicus 

curat ( 自然主宰治癒'醫師管治療) 似乎在

現代仍管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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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晚年專心研究並提倡「遲老長性」

之道。 I J犀老」係延遲老化，而「長性」即

精力持久之芳: 0 I 性」不僅意味著男女芝結

合，文學、藝術及其他人生百般活動均立腳

1l~ I 性」的基礎上 。 是故，還老長性與

health for all 一服相通，也是醫學的終究目

標。「小量TC的長期服用可以導致遲老長

性」即為恩師的創見而大力提倡。相信是從

小量抗生素對感染症療法的一連串成功，進

而發見其能提昇身體的生活功能而對感染症

以外之疾病尤其對植物神經失調症例如不定

憂愁症候章，支氣管喘息，胃潰虜等往往也

奏效而得到啟示。這個創見係從自己服用將

近30年的自驗例及對一些病例做仔細的臨床

觀察所得的結論，或即是「觀而斷 J 的創見

，雖因仍缺乏理論的根據(最近由三宅三德

博士證實有身體免疫學上的數值改善)而未

獲學界普遍承認，但深知恩師的為人公正厚

道及對學間的認真而謹慎態度，相信必有其

道理，值得追試。

筆者從事醫療、醫學教育、醫院行政將

近半世紀，也該退休了。惟近年來對醫療科

技的發達對人類健康的增進有多大貢獻頓生

疑問。醫學最近的發展目標好像是以臟器移

植、人工臟器包括人工陰莖、遺傳工程來誘

惑不只是皇帝連庶民也做「不老不死」的夢

想 O 生者必JE 、盛者必衰是宇宙運作的原則

，想破壞此原則必加快滅亡。每個人能盼望

且有權利盼望者應該是「有生之日能健康的

過活 j 。醫師只能醫病不醫命，也不應想創

造生命 O 未來的醫學應該效法恩師 ，進一步

研究以要自然的方法使人額達成「還老長性

」之目標 。宙想，中醫的想法及做法是否值

得仔細玩味?中醫與西醫的結合或許有新的

希望能達成這個目標 O 此乃是JJt醫界值得共

同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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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趁著小孩學校復活節假期，再次

回到故鄉台灣 。 雖行程匆促，也感覺了故鄉

快速改變的服搏。也有機會重回杜鵑花城和

台大醫院音日織夢的舊地 。醫學院已面目一

新，代之而起的是幢幢高聳入雲的新醫院大

樓，正待著完工。舊台大醫院還是老樣子，

一踏進大廳，往昔的記憶一湧而出，彷彿昨

日才離開一般。屈指一算，畢業至今已有十

四年，而在美國漂泊也有十二年了。

誠蒙同窗好友陳淳，張天鉤，林凱信，

柯滄銘及陳世乾等醫師的熱烈款待，林敏雄

醫師來電問候， Baltimore St. Agnes Hos

pital 同事楊明倫醫師撥冗相談，還有小見

科劉曉峻醫師引導參觀小見科及新生兒科

ICU '不勝感激。看到各位同窗好友在醫

療，研究及教學上都各有所成，十分羨慕，

也感到非常光榮。無暇拜訪其他師友引以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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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 C 1977年7月)役畢後，天不怕

地不怕地帶著畢業証書，實習醫師服務証明

及成績單，還有一份初生之槽的憨瞻，居然

在連貫習醫院尚無著落的情況下，來到美國

。彼時已非外國醫學院畢業生 (FMG) 的黃

金時代，服役期間所寄出的醫院申請信，不

是石沈大海，就是禮貌性的拒絕信。大概是

“天公疼憨人居然讓我在一個禮拜內就

找到外科 Rl 的職位 (Sinai Hospital of 

Baltimore 一家頗具盛名的猶太人醫院) 。

一年日以繼夜的外科生涯中發現這並非我所

好，第二年就轉到 Baltimore 的 St.Agnes

Hospital 重作小兒科 Rl 。

由於服役期間在花蓮805陸軍總院當過

一年多的內兒科住院醫師，再加上一年的外

科 Rl '小兒科住院醫師的工作倒也覺得駕

輕就熟。訓練期間也 rotated 至IJ ] ohns Hop

kins Hospital 及 University of Maryland 

機

" 扭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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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獲益良多。在小兒科訓練期間，

感覺最具挑戰性的是新生兒科學 (neonato

logy) ，處理危急、新生病兒時總覺 adrena

line 分泌加強，也從中得到極大的滿足。進

而了解自己並不只是想作一般小兒科醫

(genernal pedia trician) 而己，於是放棄

general pediatrics 的 CR 而直玫 neonatolo

gy fellowship 0 

1981年6月離開住了四年的 Baltimore

'依依不捨的由東岸搬到西岸加州的 Loma

Linda (洛杉磯東的哩的大學城) ，進入

Loma Lind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繼

續 neonatology fellowship 。此大學醫院以

新生見心臟移殖手術聞名，為安息日教會醫

療系統的中心。其間我也順利的考過

American Board of Pediatrics 和 Board of 

Neonatal-Perinatal Medicine '成為 board

certified 的小兒科專科醫及新生兒科專科醫

。而後在 Kaiser Hospital 當了一年多的

attending (相當於 VS) ，終於在1984年元

旦正式下海當一般小見科及新生兒專科的開

業醫。

美國的小兒科開業醫和婦產科的關係非

常密切，時常要到醫院參與剖腹生產以及其

他有危險性生產時之 newborn care 。尤其

是 neonatologist 進產房的路會更丈。 new

borns 一離開母體就是小見科的責任，所以

也要天天到醫院查房，負責嬰兒的醫療。

美國各醫院則根據嬰見室及產房照顧

newborn 的設備與人員之不同，分為 level

1 ' n 和血。一般社區醫院 (community

hospital) 大都為 level 1 nursery ，少數則

設有 leve1 n 的 neonatal ICU ' level ill 
neonatal ICU 貝IJ通常設於大學或有住院醫師

的醫院內。 level 1 nursery 醫療範圍限於
正常嬰兒及較常見的病症，像 jaundic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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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或 translent tacnypnea 等， level 

n NICU 則可照顧較嚴重的病嬰，例如 re-

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需 oxygen ' 

CPAP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

ure) 及 ventilator 者 1000 gms 以上的早

產兒， neonatal sepsis 等;以及長期靜服營

養者。如果新生兒有嚴重的肺部疾病， per-

sistent fetal circulation '或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以及需小兒外科手術者，

就轉送到 level ill neonatal ICU 0 neonatal 

ICU 都有transport team '派出醫師，護士

及呼吸治療師 (resplra tory thera pist) 到其

他醫院去接送病嬰。此為大略分類，各地略

有差異，但大同小異。

我覺得台灣在發展新生見醫療計劃時，

應參考美國1970-1980年代的教訓。美國在

過去十年間 neonatology 隨著科技發展極速

，後送系統也十分完全，因而提高了早產兒

的生存率。但是也發現新生兒加護醫療花費

實在可觀，而且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到一個程

度，就很難再繼續下降，還是要從預防著手

。因為高比率的 teenager pregnancy 和不

完全的 prenatal care 使得美國的新生見死

亡率還是高於歐洲的先進國。

所以要增進新生見醫療水準，不僅要加

強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的設備和能力，

也要從加強 prenatal care '降低早產率，

“預防勝於治療以減少新生兒併發症。

如此才是善用社會資源之道。

回首畢業至今一十四年，雖然和前輩們

數十年的經驗不足以相較，卻也是個人的一

段成長過程。在此與諸前輩師友參考，管窺

之見尚請鑒諒。

(作者係民國64年醫學系畢業，在加州執業

小兒科;夫人洪玲蓉為63年藥學系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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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凍胚胎J談起

對J芝鳩

經過了漫長的努力和等待，我們終於可

以很高興地宣布，台灣第一個冷凍試管嬰兒

，在台大醫院誕生了。

我們這一兩年來投注下很多精力，在試

管嬰兒方面急起直追。無數的黃昏與假日，

點點滴滴的改善，如今能夠在冷凍胚胎方面

展現成果，特別顯得有意義。因為冷凍胚胎

要能成功，從臨床病人的處理，至IJ實驗室的

技術與品管，都要具備相當水準。可以說，

沒有良好的試管嬰兒技術的地方就不可能作

出冷凍胚胎。

為了增加試管嬰見的成功率，幾乎所有

的地方都會以打針、吃藥來刺激卵巢，使之

排出較多數日的卵，才能有較多的胚胎可供

植回 O 有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拿到二十個卵

。在沒有冷凍胚胎的技術以前 ，所有當月的

胚胎，要不是全數種回去，就是只好將多餘

的丟棄，非常可惜。目前大家同意，植回子

宮的胚胎數日不能超過三~五個。數目多，

理論上成功率會較高，但是太多了，不但不

會更高，反而加多胞胎懷孕的可能，若是三

胞胎以上，天折及早佳的機會都頗高，並非

美事 O

因此，如果能夠將多出來的胚胎，冷凍

起來，供下個月使用是比較理想的作法。如

果新鮮的胚胎植入未成功，下一個月，可以

將胖存的胚胎解凍植λ ，多一次受孕機會。

光是使用新鮮胚胎，世界一流的醫學中心所

報告的成功率也只是百分之二十左右，若有

冷凍時存的剩餘胚胎"ilT再使用，等方/，\'回取卵

可增加百分之在于11十的胚胎著床成功率 ，對

病人而言，是一項福音。

回顧台大婦產科在試管嬰兒方面，是走

了相當遙遠又曲折的路。早期李教授、楊友

仕醫師及周松男醫師都曾付出心力，但一方

面設備與經驗不足，而且由於榮總成功在先

，病人都跑去那邊，因此進展不能很快，但

也在艱難的條件下成功了幾例 。最困擾的 ，

還是實驗室的品質未能建立。

後來連義隆醫師和技術員林亨儒小姐到

美國受訓三個月回來，很努力地改善實驗室

，並且由 GIFT ( Ii'精卵輸卵管置入術.JJ )做

起，初期成績很不錯，頗令人鼓舞。我在美

國安內分泌不孕病的訓練三年後回來，在回

國途中並繞道經過加拿大、澳州觀摩了一段

時間。加入台大的試管嬰兒小組後，鑑於國

外捨腹腔鏡而藉超音波取卵已成風尚，便積

極推動這項技術。這時候Ii'G1 FT.JJ方面成績

已很不錯，但是 GIFT 是取到卵子後直接

注入轍卵管，對實驗室的依賴性較低，也無

法知道實驗室的品質是否完善。而林小姐也

興致勃勃，有興趣多做胚胎培養。因此借重

謝豐舟醫師在超音波方面優異的專長以及我

們在國外的經驗，我們開始利用陰道超音波

取卵。初期一個病例要花費一個小時，後來

，配合得較純熟，只要一、二十分鐘，病人

又不須插管麻醉，輕鬆很多 ，取得的卵，便

可在實驗室授精培養。

後來證明我們實驗室的品質不錯，病人

陸續懷孕 O 但是由於病人多跑去榮總，我們

也不愛宣傳，顯得進展緩慢。還好，謝主任

、李教授及科內同仁熱心支持，並轉介病人

叫



，加上懷孕的病人自已宣傳，我們的數目 才

漸多起來 。 時至今日，我們在 IVF ( 也就

是俗稱的『試管嬰兒』的成功率有百分之二十

左右，在 GIFT 有E分之三十左右，這兩

項都達到世界水準 。

由於超音波或腹腔鏡取卵有時會有多出

來的卵及胚胎，我們就開始嘗試冷凍胚胎 。

在這方面連醫師與林小姐都投下了相當的精

力。尤其林小姐一個人作了在美國相當於三

、四個人的工作，從精虫處理，試管嬰兒及

冷凍胚胎，實驗室的種種繁複工作一人承擔

，很不容易。胚胎冷凍最怕的是冷凍及解凍

過程因冰晶的形成或電解質濃度失調，造成

細胞傷害，因此要加一些保護液，起先是使

用 DMSO' 後來我們借重澳洲的經驗，改

用 PROH 加蕉悟，配合細節的改進，解凍

後，胚胎存活的比率很高。

這時候，我們遇到其他醫院也有的問題

，就是說，有些胚胎好的，在新鮮胚胎植入

後就懷孕了，要等到分挽後，才能再解凍植

田。因此我們有一些很好的胚胎，一直冷凍

著，找不到機會解凍。

我們成功的第一個病人是三十歲的婦女

，不孕症由年，在外面接受過數次人工授精

的治療。我們的診斷是卵囊巧克力囊腫及轍

卵管粘連。病人要求作試管嬰兒，我們起初

用一般排卵藥和針劑刺激排卵，結果反應不

理想，無法取卵。接著我們使用從.美國引起

的一種新藥(路普隆)來阻斷腦垂體不正常

的分泌，配合排卵針劑，終於成功經由陰道

超音波取到十四個卵，而且其中十一個受精

分裂成胚胎 。 我們選了五個新鮮的胚胎植入

，病人並沒有懷孕 。 再隔一個月，我們利用

超音波及基礎體溫來祖1]知排卵，就在排卵後

第二天，將胚胎解凍，六個冷凍的胚胎當中

有四個在外觀看來很好，就在解凍後三個小

時，將這四個胚胎植λ子宮，病人的基礎體

溫持續升高，由尿液檢查證實懷孕 。懷孕j!ÆJ

舟 ， 病人曾有~r~ Fril斷|海fÁ可 t/'， I飢 ，閃 IJl~ 立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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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都臥床休息 。請陳雷堯教授做了超音波檢

查，知道除了羊水較少外胎見成長正常，血

流也很好，因此比較放心。這個嬰兒終於順

利在台大生產，體重三千棠佰克左右，是個

男眩，外觀正常，我們也因此鬆了口氣，著

手由醫院出面將這段新聞發佈出去，讓大家

共享喜訊 。

回顧國內試管嬰兒這方面科技發展的歷

程，我有一些感觸 。 當初榮總所以能夠作出

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出來，除了因為他們的

努力與優於台大的經費之外，最重要的是，

他們積極借助外國的經驗與技術，延請專家

蒞臨指導，也出國去學，雙向進行因此能夠

成功，這並非僥倖。反觀我們院內，設備與

人員不足固是原因，但自行摸索也是稽延未

快的主因 。

個人在美國三年多，眼看試管嬰見、遺

傳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學等以基礎博士軍才

為首的領域，逐漸『侵入』臨床醫學，成為研

究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些領域，除了

專才之外，也要有龐大的經費與設備作後盾

。國內在這些方面，苦思趕上，除了必須多

與外國交流，積極引進新的技術和觀念外，

更重要的是，要打開心胸，將自己所學與國

內其他醫院分享 。 以台北市而言，彈丸立地

有那麼多家超級的醫院，如果能打破門戶立

限，合作研究，印證所學，員IJ成功必不可限

量，病人也能更早享受到醫學研究的成果。

這是我私人的一點期盼。

回首歸國這兩年，作試管嬰見又要兼顧

研究工作，有點吐不過來，不分假日地與同

僚在醫院忙進忙出，農昏都看到各科有許多

醫師在醫院埋首默默地付出，深覺這些同仁

才是台大得以顯示其優秀一面的原因，也是

希望所寄 。

個人猶記得旅美期間，每天思慮所及，

只是耕耘興收獲，雖然有競爭，但是投下努

力的必不吃虧，有結果的終能出頭 O 斷斷續

續總有閑難m巧立阱 . (8m於F毋庸所能給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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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個開業醫師的休開生活

。O 

Q 

努克f言C G G 

f、。 在馬偕醫院服務滿十年之後，於民國七
、)十年七月步上朝九晚九的內科開業生涯 。

八年來，幾乎是『應診時段絕對敬業，

下班之後絕對休業.!l '因而中國時報記者曾

戲稱筆者是『只為音響出診的醫生』。的確，

『音樂』與『音響』在筆者休閒生活中佔有最大

的地位。平日每中午一點到兩點半，晚上十

點到凌晨一點，大多屬音樂活動的時間。從

文藝復興到無調音樂。從巴哈到史托克豪森

，不論是獨自聆聽、家人共賞、或是與同好

砌哇，每每隨著樂聲流轉，樵清心塵、精神

感慰。

長時期的聆賞唱片，加上不時的現場音

樂會，逐漸訓練出對音響器材再生音樂好壞

的判斷力，也著迷於音響器材在搭配、擺置

、調整上的許多奧秘與樂趣，、 因此，多年來

使用的器材也有多次更換，目的就在期望唱

片昔源的重播能更接近真實音樂的演奏。

由於對音響器材經驗的累積，加上『獨

樂眾樂』、『野人獻曝』的心態，與朋友合編

過『音響春秋』雜誌，合寫過『音響與唱片』書

刊。以業餘者身份，秉持客觀公正的評論，

鼓吹正確的聆賞方式，因此，藉著『音樂』與

『音響』叉結識了許多各行雅仕'以及音樂家

與美術家，如此不旦擴展了人際關係'也使

休閒生活常添姿彩。這是利用休閒時間『出

診』到友好家調整音響系統的來由。

鑒於『音樂』與『音響』都是靜庇的休閒，

從四年前與肉人一同開始寓戶外攝影於運動

。利用週末和假日，背負數公斤的相機與腳

蔡
克
信
醫
師
夫
婦
於
印
尼

日
萄
心
「
普
蘭
巴
南
」
古
印
度
廟 架，上高山、下潰海，不畏日曬雨淋，幾乎

跑遍全島。幾年來，雖然考取了台灣攝影會

、紐約攝影會、英國皇家攝影會的 Asoscì.

ateship 或 Fellowship ，但也只能說是對攝

影有了入鬥基礎，不過對每年年假的海外休

閒放遊倒是有不少助益 o 以前出國觀光往往

是走馬看花，再好的是景緻也成過眼雲煙。

現在透過攝影眼，更能體會『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的真諦。因為現在每次放遊回來，"

能將攝得的人文景觀以圖文相輔作為第一手

的報導 E例如民國七十六年探訪喜瑪拉雅山

中有世界最後的香格里拉芝稱的不丹王國，

歸來之後，與數位團友開過影展，也在『世

界地理雜誌』發表一篇詳實的報導。今年三

月的印尼爪哇、喜塵島採遊'同樣為文刊登 叫

於華航雜誌( Dynasty )。從攝影獲致實質

的運動，從攝影詮釋放遊的報導，也算是一

舉兩得的休開方式。

此外，迢畫廊、買畫、論畫也不時點綴

著幾無空白的休開時光。

總之，適當的休閒的確有助於舒解執業

的壓力。身為內科診所開業醫師，規律的上

下班，比較能安排自己有興趣的休閒生活。

只是專科醫師制度的施行，勢必減少一些休

閒活動。

(作者係民國59年醫科畢業，現在台北

市開業蔡克信大夫內科診所)

鼓舞，我記憶猶新地記得，每天清畏出接到

醫院工作 ， 迎著聖地哥哥亮麗的陽光時 ，心

巾拜~ .日FF等 19mHfji干 nw 懷 f?刑此除非 ‘

那股喜悅。

( 作者係民國68年醫學系畢業，目 前任

I[~t t;人心， l'i:; lc\i 1:' " ft許 cr. r-I 



引以為榮的一輩
五大鈞

每提起我們醫科五五級的這一班，不由

得從心裡油然地產生一股喜悅和驕傲。從開

始相識相知到現在，相信直到以後的永遠，

我們立間的相繫必將與時日俱增。都將以身

為這班級的一份子而深深的感到光榮。

在校總區唸預科的時候，就已培養出一

份少見的國結和默契。很早就意會到彼此都

是各路精英，而使此欣賞切磋，希望在未來

人生提途上能相輔相成，攜手並進。因此任

何大小事，只要有λ登高一呼，勢必有八、

九十人的重起回響。這不但琵異了師長，因

為這現象在醫科人少見，也同時更激勵了班

上同學對這份難能情操的珍惜而更加的努力

維持和付出。當初貢獻最多的薛曉育、楊天

錫、主緒，如今都分在美西，美東各有所戚

。吳蓓哲則在榮總為台灣運動醫學闖出了一

片燦爛的領域。

預科結束時，我們曾在耕莘丈教院舉行

懇親謝師會，會中高歌演奏的年輕女孩們，

如今章素貞、唐名建、徐竊、陳秀貞、傅瑞

香、黃麗玉都在LA附近，相夫教子之外，

時常彼此聯繫，也無一不繼續當初之理想，

站在醫學崗位。在美東較多連絡的，則有何

小梅，成功的內輔林隆仁在麻醉上成功立足

。胡月瓊更是將張元吉照顧得在 Rochester

作 oncology 成就斐然。當年形影不離的張

舜民和郭蘊儀則分在美加。活潑可愛的楊j閏

玲、望IJ惠光則回到馬來西亞僑居地，已久未

聯絡，必也無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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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裡的黑暗時期，大家更是朝夕相

處。一起將苦讀融入了休戚與共的相繫快樂

。 課餘假期則又是一畫畫地，或留在醫學院

各科系作實驗，去體認偉大科學家的生活方

式，或是結隊遊走寶島各地，尋訪各位同學

的「家 J '真正的同樂一番 。 如此，漫漫的

醫學院七年，對我們來說，似乎在嬉笑遊鬧

中轉瞬而過。在忙於捕提及珍惜之中，畢業

來臨，各分西東。大部分同學，仍不能超脫

常軌的走向了新大陸。留守國內的，經過了

十六年也無一人繳出自卷。

在母校的許金川已因診斷徵小肝癌而國

際知名。黃芳彥是母院麻醉科主任。蔡敦仁

是第一位國內醫學博士。林佐武、當春典、

陳耀昌、楊錫欽也為台大樹立了良師夏友的

典範。陳慶餘更是為家庭醫學之發展奠基。

楊友任入主成大外科部。蔡景仁則於西德、苦

修十年回來擔任成大神經內科主任。蘇誠道

目前被成大借將，協助成立放射線科。

永遠第一名的施麗雲目前在長庚負責血

液腫瘤科。楊兆平，黃嵩雀則掌小兒科。林

淑研將高雄長庚眼科理得井井有條。江淑貞

主掌礦工醫院內科 ICU 。黃碧玉則在基隆

長庚新陳代謝科主事。李寧不再是小胖胖，

也由婦產科轉為臨床病理。楊庸一非但由市

療轉掌長庚精神科，也是班上同學有心路問

題時的最佳傾吐的對象。詹盆銀和我則在長

庚外科，他管肚子，我負責腦子。

黃木發是班上官位最高的，他是省立台

中醫院副院長。王鈞草也獻身公職，在新竹

醫院眼科。

開業服務桑梓的，在台北有最成功的黃

立雄，除了醫業蓬勃，更是真正的五于登科

。吳國鼎、葉鐵山是內兒科，王宗前、龔信

宗在國泰。貪玩的楊陸光，雖仍是風度翩翩

，早已返璞歸真。由縱貫路南下，可以停車

的地方有中壢陳允松的江黃綜合醫院。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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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胡話

;三 b 行雜成

今年二月，全家到美西玩，以兌現耶誕

節前許諾孩子的話， r 兩人早晨起床後，如

果吃早餐與盟洗不拖拖拉拉，就帶你們到美

國去玩，像唐老鴨他們那樣打雪仗。」其實

是大人自己想去。自 1983 年到美國渡蜜月

，已快六年沒出遠門了。好不容易等到小的

三歲半，再不出去，更待何時

決定到美國，是因其自助旅行前饒件好

，帶孩子玩較方便。而且聽說在台協會對醫

師有偏見，趁孩子還沒有「小留學生會 嫌疑

的時候快去。我一位親戚的孩子，在雖曾進出

美國，但在三年前國中畢業想再去時 忌，簽證

官員連證件都不君就說， r 世界上好玩的地

方很多，到別處去吧。 J 美國官員也許過份

以小人之心看人，但如果我們是日本大

概就不會受這樣的屈辱吧?果然 已我的簽證

雖給六年，內人及小孩只給兩星期 1恰好夠

出入境而已。同樣有很大的升學壓力，何以

日本人不興「為孩子移民」的念頭?

的王慶盟，詹金興、范揚宰。詹益裕離開國

泰，成功地回到員林開業。到了彰化則有黃

共欽。最南在高雄的是令人難忘如此優秀的

林榮宗。

負笈東瀛的有四位，.王青典仍在大阪，

賴敏裕在東京，高欽澤有了自己的醫院，陳

秋芬則是最近才由台大依親到秋田縣的。

限於篇幅，許多的同學及大小瑣事都不

為了保持彈性，決定不拜訪任何朋友。

十二天之內，從舊金山到聖地牙哥，再從洛

杉磯回國。從洛杉磯 fì-eeway 上兩點開拍

的塞車，可見到生存競爭的壓力。斯文有禮

的美國駕駛人，在此地不見去。所見盡如台

北人?見縫就鑽已不保持t安拿距離，只差沒

猛按喇叭而已。可見「禮貌主 是有閒有錢人

的奢侈品，當你，位中只想著如何快點到家或

如何利用每一秒鐘賺錢時=主司了論是在台灣或

美國，禮貌與互諒是最後草草煮慮的?

聖地牙哥的、Sea World、及， Wild,Anim

aI Zoo '以及 Anaheim 的狄斯耐樂園是此

行的重點。後者實有「一吹就夠了 j 的感覺

，難怪它逐漸被 Florida 的，EPCOTCenter

及 Magic Kingdoi):1取代 0."去q果台灣的北海

岸或佳洛水不那麼髒'我們也有可比美 17

- Miles Drive 的地方，可s惜 "

(作者係民國 60 年醫科畢業，現執業

於台北市康明哲小兒科內科診所)

能一一提及。每當我們聚會時，都不會忘記

對每一位的懸念和祝福。愈是成長，愈能體

會到我們之間與日俱增的祖繫感，也慶幸在

人生的服途上，大家能同行，能不寂寞。

最後對最先離我們而去的林秀卿寄上無

限的懷念和追思。

(作者係62年醫科畢業，現任長庚醫院神經

外科主任 o ) 



R 

> . 

35 

雪，

永恆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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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成院長於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去世，至今匆匆已過了二十五年。我們常說

「時間可以沖淡記憶 J '但有些記憶卻不是

時間可以沖淡的。對我而言，高院長的逝世

就是屬於這種深刻在生命中無法輕易忘懷的

記憶。

高院長在最後一次入院後，自七月二十

七日起即陷入彌留狀態，意識不清，一直靠

reSplrator 維持生命。八月十三日上午十時

，台大醫院高級主管與高院長家族，外加楊

肇嘉先生，一起在醫院會議室開會，討論這

些延續生命的處置是三百值得繼續。會議結果

決定停止使用 respirator 。我於上午十一時

獲得通知，隨即在六西病房全體醫護人員的

嚎哭聲中，將 respirator 拿開。高院長的血

壓開始逐漸于降，終於在下午一時七分去逝。

高院長的逝世方式，可以說就是現在所

謂的「安樂死」。在我的記憶裡，那是一次

「即悲壯而叉寧靜」的難忘經驗 O 我想當時

在場的六西全體同仁，一定和我一樣，有一

' 

屯，

也L 

>，主

‘ 
~. . ~': 

份極複雜深刻的感受。我們對大家所共同景

仰的長者即將去世內心充滿哀傷，然而事後

對他的獲得解脫又感到出奇的莊嚴與寧靜。

高院長一生木訥寡言，從不生氣、不罵

人、不爭吵，答問題常常也只是簡單的一兩

個旬子而已。有關高院長的事蹟，尤其是他

對台灣醫學界的貢獻，在他去世後已經有許

多人記述，我再此不必重覆。現在僅記下我

親自接觸認識的高院長行誼﹒，以表達我個人

對他的懷念。

我開始接觸到高院長是學生時代，民國

四十一年十月，高院長為我們上「外科學總

論」。同一內容再三反覆申述，筆記下來簡

單明瞭，絕不超過一頁。當時一些頑皮的同

學，最愛注意坐在第一排的外科R;{或 CR

O 看他們拿著「板刷」坐立不安，每當院長

用粉筆寫下兩三句就要跑上去刷黑板，覺得

非常滑稽可笑。

R國四十四年四月至六月問我在外科當

實習醫師。當時可以說是外科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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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錄取當住院醫師的人，畢業成績一定是全

院之冠 。 每一天上午八點在外科醫局(現外

科主任室)舉行朝會 。高院長以手術的難易

度決定由那階級的住院醫師手術'總醫師拿

登記簿輪流配班，以期住院醫師訓練的公平。

在麻醉及抗生素不發達的時代，胃切除

手術是講師級以上的手術，膽囊手術是教授

級的手術。五月上旬，在朝會上卻突然宣佈

某某几及R:{主刀胃切除手術，第一助手

由講師或副教授擔任。這種異例的發表，意

味這些 R2 或 Ra 六月底就要離開台大醫院

。在離開以前，他們最少會有三例的指導手

術，使他們離開台大醫院後有動胃切除手術

的能力，這樣開業後經濟上才不會發生問題

。另一方面高院長還會替這些要離開的醫師

們，找省立醫院或其他醫院的主任ρ 主治醫

師等職位。這是多麼富於人情味的處理方式

，使不得志離開台大外科的同仁，終生仍能

以曾在台大外科工作為榮。

當時台大外科已經支援基隆碼頭公會診

療所。因沒有手術病例，某醫師不願意去，

圓 l

向高院長提出一大堆理由。院長聽完了之後

，只簡單回答一句: I 那我去好嗎? J 使這

位醫師從此不敢再提此事。

高院長如果沒有應酬，每天晚上八點左

右一定巡視病房，並順道上三樓中央圖書室

(現1023 ' 1025病室，醫師值班室) ，大約

九點才回家。因此將近八點時中央圖書室一

定坐滿外科住院醫師。有一天高院長提早於

七點到達圖書室，結果門內可以羅雀，沒有

幾個人。高院長遂向值班辦事員問道: I 這

裡不是外科圖書室嗎? J 其幽默令人捧腹。

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我當內科門診總

醫師時，曾接獲高院長一張便條。院長在便

條上以鋼筆使用特殊的綠色墨水寫著; I 林

總醫師，病人000前往接洽住院，請關照

一下。」當時教學醫院只台大醫院一處﹒，不

要說政府高官，稍做有頭臉的仕紳都會找院

長幫助住院事宜。然而除非是萬不得已的嚴

重病患，高院長絕不打電話向總醫師施加壓

力。如何安排這些人情病人住院，完全由總

醫師自己決定，使我們當時辦起事東方便許



多 。

六西病房與五西病房之間有中庭，高院

長時代此處種了許多杜鵑花 。夏 日看到工支

們汗流俠背辛苦工作，高院長常會自掏腰包

給工友們購買冷飲。高院長愛顧低層工作人

員的事件不勝枚舉。現在一些已退休或還在

院內工作的老工友們，一提到高院長，總是

特別懷念他的照顧與關懷。

高院長無子女。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

二日，六十歲大壽就在六西病房醫務室內與

病房護理人員一起慶祝(圖 1 ) ，切生日蛋

糕，唱生日快樂歌。一院院長在醫務室內與

工作人員一起慶祝他的生日，儀式簡單卻極

有意義。沒想到這竟是高院長最後一吹的生

日會。

高院長在世最後三年，我當他的主治醫

師 C 他住院期間，我每天例行查房，詢問病

情時，他總是簡單一兩句「疾多一些」或「

有點疲倦 J '談話往往不到五分鐘就結束 O

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九日，他突然親切地問起

我的家庭情況及嗜好等等，長談7半個小時

。七月十一日他回家整理家務。七月二十七

日病情惡化，再度住院後，意識就開始漸漸

昏迷，逝世前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 高院長過

世後，林杏生護士長說「高院長交代一個東

西要送給林醫師」 。 我打開一看，裡面是一

個漁翁 J 陶雕塑像(圖2 )。這是院長民

國三十七年從日本回國時帶回來的紀念品 。

他知道我喜歡釣魚，因此特別還是件東西送

給我。回想起七月九日他突然問起我的生活

情況，原來默默之中他已在安排他的?是事。

他要對我這三年的照顧表示憨謝，我由衷領

受他的謝意 。 在木訥嚴肅的外表下，高院長

是如何富有溫情的一位長者啊!這樣的離別

方式令我終身難忘 。

「 去者日 以疏， 生者日上j、呵 。 J 六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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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五西之間，中庭的杜鵑花在高院長逝世後不

久就改植油加里樹。現在台大醫院只留李梅

樹所晝的一幅高院長宵像掛在院長室的一角

，讓後人敬仰。台大醫院新生代的年輕醫師

們，甚至不知道二十五年前，台大醫院有一

位傑出的院長，抱病奮門，在沒有充分經費

的情況下，把戰後破爛不堪的台大醫院重建

起來 。

高院長名「天成 J '號「不凡」 。 他一

生行誼何等名副其實!高院長亮後，還將遺

體捐獻病理解吾Ij ( c.P.C :11= 385 )遺愛後人

。論語上說，士「任重而道遠 J ' f 7E而後

已 J 。在高院長的情況則已成為「亮而“不

已" J 了 。
本稿經院長夫人林闖關師母及外特許書

貧'1教授追回彼投稿，在此表示萬份謝意 。

( 作者係民國44年醫科畢業 ，現任母院

內科臨床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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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的改變一一懷念余宗光老師
﹒李鐘祥﹒

一九六0年，我在台大醫學院，您酋經

教過我婦產科學，使我一度當住婦產科 。

一九六九年，我在英國倫敦，您為小兒

怡家接生，使我能安心地取得皇家學位 。

一九八五年，我接長陽明醫院，您幫我

開拓婦產科領域，奠定了陽明婦產科的基礎 。

卅年的師生關係，我仍然忘不了您語語

教誨的神情。

廿年的家庭醫師，我仍然忘不了您對妻

兒的照顧與關懷。

五年的同事與相處，我更忘不了您在醫

療與行政方面給予我的支持與協助。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在福華慶祝四週

年院慶的晚宴， fg沒等到切蛋糕就被呼吽到

醫院接生，留下您一生未終了的“最後晚餐" 。

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當我趕到加護病

房，您已靜靜地躺在那裡，接受李錫詢主任

及全體醫護人員之急救 。

我陪伴著f志，無言的觀察，投入了全部

的希望一一希望您能甦醒過來。

台大朱樹勳教授趕來了，給我們帶來了

更多的希望，

台大李輝、德教授趕來了，增添我們不少

的信心，

隨後，夫人、陳賈輝院長、李主主堯教授

、監中基副院、長都到了，給我無限的慰藉 。

在李源德教授與李錫詢主任的指揮下，

所有儀器都在動，全部醫護同仁都灌注精神

急救，突然間，您翻了一下身，喃喃地說 :

「我要側睡比較舒服 J '就是那麼低傲的吟

聲，激起了我們多少的希望 。

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 了

. .. ，光裕兄也來(，摟著他的盾，聽著他

的煚聲，他的淚水引起我的共鳴，也濕透了

f l: rl " " , f l: ,11: 11 ' 'f前 1 "( t .1" i J '1" 戶 : r . 'f ' ~? 

哀傷，交集著他的淚與我的心 。

三個小時過了，您早已停吐了呼吸心

電圖已平靜下來，我們的希望終成了泡影 。

李教授、朱教授、陳院長、李教授、藍

副院長、光裕兄、李主任與我商議決定，不

再讓您受苦，安靜的回到您來自的地方。

我陪伴著夫人，親視您最後的一面，堅

忍著內心的痛苦，讓白色的被單覆蓋在您的

身上。

五年來您不但手創了陽明的婦產科，使

它快速成長與茁壯，也培養了不少有為婦產

科醫師，充分發揮了您在醫療領域的專才。

藥事委員會在您領導之下，不但建立了良好

的制度與體系，也獲得了院內外的好評，充

分的顯現了您的行政才能。您的為人處世、

待人誠懇和藹的態度，博得了醫院全體同仁

的尊敬與愛戴。

您是一位好醫師，您的醫術與醫德大家

都知道，不必由我來歌頌，但是您成功的秘

訣可能鮮為人知，我必須把它寫出來讓年輕

的醫師瞭解。一位朋友告訴我，每當年節，

您總會親自去慰問您的病人，去瞭解您的醫

療成果。這一個小事也驗證了我常提起的一

句話“一位成功的醫師都有他成功的道理

也許您也傳授了不少成功的秘訣，希望年輕

一輩的醫師能深深的體會。

您的離去，不但是醫院的損失，是更多

病人與醫界的損失。您關懷別人，卻忘了自

己 。 您日夜為病人接生，卻從來不肯說一聲

“不" (參閱一九八九、六、一日自立晚報第

五版，楊國柏先生“用說不來肯定自己"一丈

) ，因為工作已成了您一生最大的樂趣。(

李顯德、朱m勳教授所謂的work-phobia) 。

您的離去，雖然帶給我們無限的哀傷與

r)' 1: 宇內行1It1 i fTi ' (H 哼一咐:叩 !而行 的許 卜、



禮、廉、勤一一與深植於醫院同仁內心的愛

卻值得您寬慰 。 五年來您默默地工作，雖然

在醫療、學術與行政方面的工作都已超過了

您的負荷量，您都毫無怨言而快樂地生活與

工作，如果終您的一生有點小小的遺憾，那

就是我的責任一一呈報您任副院長一一受挫

而無法達成 。 一九八九﹒六月

(作者係民國51年醫科畢業 ， 現任台北市立

陽明醫院院長 )

@;自

起奉准休假一年( S品;

句 傅祖慶教授\ 林家育教授

t 江雪卿教授、嚴燦鑫教授六、戴東原教授

、陳楷模教授、謝貴雄教授 ι、柯夏時教授。

4. 母院網球場管理辦法業經院務會議通過，

凡經該網球場管理委員會委員二人介紹，

提經該委員會同意之人士，可申請網球場

使用證 。

5. 母院附設醫院前副院長、耳鼻喉科兼任教

授、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杜詩綿教授於七月

五日逝世，已於七月三十日於景福館舉行

公祭。

6. 景福校文范進材先生(約學系 49 年畢業

)所經營之「生達化學製約股份有限公司

.J將於8月 25 日至27 日於台南縣酋女水庫

青年活動中心主辦「中華民國第五屆約劑

學學術研討會」 。 聯絡電話 ( 06 ) 

的61日11轉到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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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人口已超過十一億，是世界

的第一大園。但也有人口過多為患的事實和

苦惱。近年來他們政府嚴格執行「一個技子J

的政策，無論一個是男或是女，就不可有第

二個。可以每家庭成為一個政子、兩個父母

、兩個( 或四個 ) 祖父母的倒三角形的組合

。 因此每家只有獨生子 。 他或她就成為大家

的寶貝， 受全家的寵愛而成為「小皇帝」。

我們人口學專家憂慮並警告:二個孩子的家

庭計劃推行下去，不久將來會發生年輕人太

少的斷層現象 O 可是大陸政府似不考慮一:個

孩子的政策會造成將來的人口斷層。

犬陸政府為保護 「小皇帝」的健康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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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別重視小孩的預防接種。我們訪問了

二個鄉衛生院。衛生院除做公共衛生預防工

作以外，備有十幾個病床，可收容簡單的病

人。一個在蘭州七里河區西果園，男一個在

上海曹楊新村佛陀區 O 這兩所衛生院的小兒

預防注射率就達的%以上，其接種種類和

我們的一樣 o 不過我們的孩子預防注射翠，

因流動人口太多的關係'從未達 90 %。據

他們說，世界衛生組織( WHO )曾探專

家去調查並證實了其高預防注射率。

我們在蘭州山路的路傍所看的幼兒，是

胖胖可愛的。又由大足至重慶的山路上，因

修路而大小車排長龍被杜阻了約二小時，其

間大家遭到的困難是找方便的地方。在這無

聊的長時間，我們看了很多村民，穿著暗藍

色的布衣，以「背嬰籠 J 背著「小皇帝」的

風景，印象很深。這些籠中帝個個都紅頡可

愛。在上海的曹楊新村的幼稚園看到的兒童

們，好唱好跳，顯示健康快樂。在北平頤和

園內看到的一輩遠足的小學生們，也很健康

活潑。正在吃便當 ，內容豐富包括麵包、雞

、肉、蛋、水果等。在杭州西湖看到的一重

幼兒也穿著美麗可愛。這些風景和在鄉村、

城市看到的成人們大多穿著暗藍色的樸素布

衣相比，小皇帝們真是將來的希望。

大陸朋友們都承認，過去的文化大革命

十年間，確有教育文化的嚴重斷層。我不知

道十年二十年之後，大陸會發生怎麼樣的人

口斷層?我們在台灣，近來很多人耽迷在大

家樂，或玩股票，工程業有勞工荒，醫院有

醫師荒和護士荒 ， 致使有引進外籍勞工和醫

辜人員之議。據聞已有非法潛進來的 O 這是

否已經是年輕人口斷層的徵象?值得人口學

專家和人力供需研究專家去探討探討。

「小皇帝」追記:產前檢查三個月開始

，孕婦九個月俊不值夜班。產(白為九十天。

因此母乳餵嬰占大多數 O 嬰幼兒受定期的健

康檢查和聲育指導。榨口頭報告，四川省有

母子安全保險及周產期保險 O 租出生率

13%0 '新生兒死亡率 10恥，嬰兒死亡率

30%0 。 1989 - 5 - 24 

(作者曾任母院院長、母校教務長，現

為母校小兒科名譽教授，教育部醫學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

叫

熹福醫言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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