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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旬台大的新紀元

陳給日名

在光輝十月裡，行經總統府前，最燦爛

的國家舞台，屬於景福人的台大醫學中心，

巍然在墓。頓時，心海馬之澎褲，這棟膽之

彌高的建築'不僅將取代別其古意的楓城，

凝聚海內外所有景福人的向心力，它同時也

代表了:台大醫學中心一個劃時代的起步 。

歷經十年的整建，隨著大廈一點一滴的

完成，最近同仁見面時，總要問上一句: r 
我們何時搬家? J 期待新家的心情，顯然有

點按掠不住了。本來，鐵定要在今年六月開

放使用的急診部，由於法令更動，無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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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使用執照，只好延期，同仁也因而對搬

遷的重大計劃感到茫然。醫訊囑我來為新家

的搬遷計劃作報告，我能說的是: r 硬體建

築就如各位所看到的，已大體完成。但是，

細部的收尾、驗收工作仍千頭萬緒。」即將

啟用的主體建築，建築面積約達二十五萬平

方公尺，為目前國內建坪最大的單一建築，

其建照費更是破空前紀錄，高達二百萬之鉅

。 整個建築包括診療大樓、病房大樓、研究

大樓及醫護值班大樓，各異特性。而醫院建

築除一般的水電、空調、指標、電話及資訊



系統之外，尚有氣迋管、運輸箱、醫療氣體

、垃圾及污衣物處理系統等之特殊設備，即

使是給水、空調也因不同醫療之需求，而予

以不同的規劃，工程項目之繁及參與廠商之

多，均非一般建築所可比擬。不幸的是，原

預定配合新醫院啟用之東西址交通動If~一一

地下道，由於遭遇工程上的困難而停工，也

給整建工作帶來許多新的變數，許多相關工

程不得不因而改弦更張，另行設計或採取因

應措施，也增添了有關單位監督、協調的困

難。所幸，在全體同仁齊心協力下，所有難

題均能一一克服，整個整建工程，除了地下

道已報准另案列管之外，仍然預定在行政院

經建會設定的管考期限，即今年 12 月 31 日

以前完成。在這漫長的十年當中，歷經物偵

破動、勞力市場供需失調等重大社會變遷，

整個整建經費仍能控制在原有的預算內，在

國家十四項大建設中誠屬難能可貴，也是我

們所引以自豪的。

目前主體建築已完成初驗，剩下的是一

些改善、收尾的工作，以及機電的測試、各

項設備的功能試車等等。但最重要的則是取

得使用執照，如果執照能夠順利取縛，預定

在農曆年底前搬遷，除了必讀先期進駐的工

務、警衛、資訊、供應等單位外，其他各單

位預定在二星期內陸續搬遷完成。被列為重

頭戲的病患搬遷工作則預定在農曆春節假期

結束後隨即展開，並一故作業搬遷完成，每

年的這個時期，無論門診或住院都是病患最

少的時候，此時進行搬遷，可以大大地減少

人力與物力，而且新春新氣象，在一年復始

萬象更新之際啟用新廈，也更具有特殊的意

義。

原則上，未來各單位的搬遷工作由各單

位負責，因此各單位都必須充份暸解東西兩

址的空間及設備狀況，設法動員人力，做最

有效的配合與運用，隨時掌握情況，並不斷

檢討搬遷計劃'期使搬遷工作盡善盡美 o I店

方將負責共同相關各單位的搬遷工作，包括

排定搬遷順序、準備搬遷工具、規劃搬遷路

線，支援部份人力等等;貴重及精密儀器由

醫工室負責連繫有關廠商，進行拆卸、搬運

、安裝及試車工作;笨重及大宗物品則由總

務室負責接洽搬家公司，協助各單位進行搬

遷，目前有闋的調查準備工作均已完成。至

於病房及相關單位，如于術室、加護病房等

，則由護理部統籌規劃。不論是由各單位自

行搬遷的項目，或廠商負責搬遷的項目，都

需同仁積極參與。唯有每個人從自己開始，

對自身及工作、研究有關的所有財物與儀器

，都能確實暸解並積極參與準備、搬運及安

裝的作業，才能使整個搬遷工作圓滿進行。

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缺乏良好的

計劃與準備，除了徒然增加搬遷工作的困難

、延誤搬遷時間之外，也將造成財務的損失

，並影響個人及全院在東址的起步作業。由

於地下道無法如期完成，東西兩址間又隔著

交通繁忙的中山南路，這吹的搬遷工作勢必

格外困難，更需要同仁們全心全力，團結一

致，共同克服困難，才能順利地完成搬遷作

業。事實上，搬遷工作只是我們即將面臨的

許多難題的開端，未來諸如地下道完成前的

東西兩址間的交流營運，龐大新址的安全、

維修及管理問題，當初決定台大整建時的整

個社會與醫療大環境，經過十餘年來的莫大

變遷所衍生的種種問題，都將是我們所必須

面對的挑戰。但是，路是人開拓出來的，相

信以我台大人的智慧與毅力，只要大家同心

協力，任何困難都必將迎刃而解。

值此新醫院即將開啟的關鍵時刻，讓我

們更加團結一致，順利完成搬遷，踏出我們

成功的第一步 ，邁向台大的新紀元。

( 作者係 54 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外

科教授兼附設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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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成立十年的

回顧及展望

陳坤:每

一九八0年六月廿八日全美台大醫學院

校友會，在賓州費城希爾頓大飯店成立，一

九九0年六月廿八日校友會時成立已達十週

年。

回顧已往，膽望將來，“校友會"提供校

友一個重聚回昧的機會。十年有成，一株幼

苗將發育成為大樹，十年期間所有參與校友

會及工作的校友，在圍擁樹根的土壤中，留

有一滴一滴血汗。

未來無限，我們熱烈期望校友會，在眾

多校友的愛護和支持下，能夠創造更美好的

果實。

一九八0年會推選陳信義為會長，母校

院長彭明聰、李鎮源及邱仕榮，蒞會指教，

給校友會很大的鼓勵及信心，校友 110 名參

加，與會人數 350 多位，盛況空前，校友會

的成立是多年孕育的心血結晶，以增進校友

彼此溫暖的聯繫及不斷的切磋抵蠣成為溝通

海內外校友及加強與母校聯繫的橋樑，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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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交流建立國內外校友意見，溝通管道，

增進暸解，使海內外校友氣脈相通，有助於

重溫往日的回憶及計劃將來的事業。校友會

年會定在每年六月第四星期五、六、日，三

天二夜，務期各科各屆的重聚，配合年會進

行，使校友會本固枝榮，光華燦爛。為迎合

在台校友，來美參加年會，而可兼顧子女在

當年七月初的大專聯考，自一九八九年起，

年會日期改為八月試辦兩年，以觀成效。

校友會是非營利機構，所有捐款，都可

減免稅額，年會舉辦的原則，場地是一年東

，一年西，東部包括大紐約區、華府及加拿

大。西部包括芝加哥、德州和加州，以後變

動不受此限制。會長任期一年，從當年七月

一日至翠年六月卅日止，在八月的年會試辦

期間，任期起迄時間略有更改，每年參加年

會校友約佔校友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歷年

校友會年會負責人、地點及參加人數略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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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年會 面E王E若 長 總幹事 地 點 方在 社
與會 央主品， 加

校友 總人數

1981 陳信義 陳坤海 Springfield , Va. Hilton 200 793 

1982 郭耿南 張信義 Chicago, IL. 扎1arriott 140 400 

1983 陳坤海 王清貞 Rye, N.Y. Hilton 120 430 

1984 簡錦標 顏裕庭 Los Angeles, Ca. Sheraton 100 300 

1985 郭浩民 林瑞雄(副) Rockville，扎1D. Crown Plaza 100 400 

1986 昌子樵 李博文 Houston, Tx. Westin Oaks 110 300 

1987 林華山 沈仁達 Princeton. MT. Hyatt Regency 135 550 

1988 李木鐸 張振翔 Toronto Canada Holiday Inn. 180 600 

1989 顏裕庭 何嵩山 Las Vegas. Nevada. Caesars Palace 170 450 

1990 朱真一 王鵬南 St. Louis. Missouri Hyatt Regency 135 350 

表
大紐約區校友會歷年服務人員

會長 總幹事 貝才 管 總編輯 發行人

1973 發起人陳德照

1975-1977 黃錦棠 陳信義 林都陽

1977-1979 蔡青陽 陳清森 林鄙陽 喬曉芙 陳坤海

1979-1981 陳信義 陳坤海 周榮宗 喬曉芙 陳坤海 l

1981-1983 陳坤海 王清貞 葉明能 陳家榮 陳坤海 l

1983一 1985 王清貞 陳燦世 陳俊國 陳家榮 陳坤海

1985-1987 林華山 沈仁達 楊文昌 陳家榮 陳坤海

黎漢強

1987-1989 蔡哲雄 姚繁盛 符傳孝 陳坤海

1989-1991 李汝城 郎值蔚 郎值蔚

1981 年年會由華府會長黃錫勳負責旅

館聯絡事誼，會前報名校友 100 位，開會到

場校友 200 位，連眷屬近 800 位，整個旅館

裡裡外卦都是校友及其家人，是校友會歷年

參加人數最多的。醫科 1961 年蠹 20 週年

的重聚，有 57 位參加，打破揖配錄。母

校對校友及年會闢懷備至，每聲會現任院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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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黃伯超 ( 醫學院 j 、林國信 ( 醫院 ) 、歷

任院長:楊思標 景福會董事長)、彭明聰

、季鎮源、邱仕榮;副院長洪伯廷、沈銘鏡

O 教授:葉曙、宋瑞樓、許書劍、陳楷模、

呂鴻基、林宗洲、陳榮基、徐茂銘 。 景福會

總幹事李治學暨在台校友:陳天機、韓良誠

、李鐘祥、黃明和、鄭俊遠、郭謙讓、張漢

棟、鍾傑、沈慶村及張金堅等， (如有遺漏

，請來信更正 ) 都曾先後一吹甚或數坎，飛

躍海洋，不遠萬里而來，搶盡鏡頭，大家促

膝長談，徹夜不眠。 1983 年校友會頒發傑

出獎給院長楊恩標，教授:葉曙、宋瑞樓、

許書劍及會長陳坤海， 1987 年校友會晚會

主講者:王永慶先生 。 1988 及 1989 年，母

校杏林合唱圈，連續兩年趕來參加盛會，演

唱醉人鄉音，並穿插民謠名曲，令人神往。

一首安童哥曼萊使人重拾市場中的熱鬧及歡

愉氣息，今年第十週年年會，於 8 月 3 - 5 

日，在 St. Louis. Missost的，由朱真一負

責主辦，他們不到十位校友，熱心爭辦，有

志竟成，明年將在 Montreal ' Canada 由

邱智仁負責，在 8 月 16 - 18 日舉辦。他們

校友人數也不相上下，我們樂觀其成。

1992 年之年會地點在夏威夷，會長將由郭

宏光擔任，時間以 6 月底為優先，全看旅館

訂到日期再作決定 。 1993 年之年會地點，

芝加哥分會因禮讓 1992 年主辦權給夏威夷

，應有優先權主辦，但有人提議當年年會回

台召開，用何種方式舉辦，全看台灣母院反

應及北美校友感受如何!該由誰主辦，董事

會將繼續討論其可能性，等 1991 年會時再

作決定。

歷年年會節目，包羅萬象，醫學講座，

提供 CME ( continuing meaical educa

tion ) 6 - 10 credit hours '校友會務報告

、討論、改選會長等，拍團體照留念，婦女

節目。康樂活動:高爾夫球、網球、游泳比

賽、繪畫比賽及旅遊參觀，晚會有母校近況

報告、主題、演講、哥大H昌、跳舞、相聲、時

裝表演及 Teenagers 的跳舞、 disco 等應有

盡有，讓所有參加校友都能乘興而來，盡興

而歸 。 1987 年會長林華山更重視年青一代

的未來，成立 Youth Committee, Tai-ta 

U.S.A. '讓他(她 ) 能夠彼此認識，在社

會上彼此幫助，成為非常親密的團契。

校友會在 1980 發行全美校友會通訊錄

，收集成千校友的名單， 1983 年重新鏽印

名冊列入 1525 名，包括來自全美各地，加

拿大、巴西及各科各屆的校友，本計劃每隔

3 年重新編印一坎，限於經費短缺、財源困

難，幾年來心有餘力不足，迄未實現，原計

劃 1986 年的通訊錄迄今難產。今年校友會

年會，舊事重提，決定與景福會合作，搧印

通訊錄，預定明年出版，以償宿願。

一年出版二吹的會報，本由大紐約區校

友會總編輯喬曉芙負責， 1983 年起由陳家

榮、黃春英負責編輯會報，校友投稿本不甚

踴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從該年即第八期

開始，會報已變成一年一版，如要回復一年

二吹的舊例，有待大家同心協力，努力投稿

。 1989 年起會報由母院景福醫訊取代。

景福會在美加增聘三位名譽董事;美東

及加拿大:陳坤海;美中:郭耿南;美西:

簡錦標，十年來，校友會對於母校景福會全

力支持，不遺餘力，李中憲獨自樂捐美金

25 萬元，供母院醫學研究之用，分 5 年由

1988 年開始每年捐美金 5 萬元，其他校友

捐美金 10 多萬元，整建景福會館。其中 3

萬多來自醫科， 1964 年畢業同學，該班張

琳同學私人樂捐 2 萬以上。校友回台，住宿

景福館，每天新台幣 600 元，長期另有優待

，需先預約，校友回台作短期臨床教學示範



103 

字
汝
域

八月三~五日的校友年會辦得有聲有色

，圓滿達成，聖城不愧為中部之門，人和地

理出色者眾，我們專程來參加者皆大歡喜。

適逢個人卅年畢業大慶，共有廖銘東、

李章制|臣、韓良誠、羅俊宏、陳俊國、林欽鈴

、陳友珍、劉榮甲、賴樺玉、林秀三、林洪

謙、洪朝煌、吳光正、呂理明、黃敏生、蘇

以守、蔡東京、徐茂銘、林清森、王乃三及

本人等廿一人參加，盛況空前，並受「地頭

蛇」林秀三、林洪謙兄的招待，感激之至，

乃心血來潮，為詩如下:

「杯酒高歌滿天慶，

相識杏窗卅七年。

聖城相會兩頓白，

憶昔舊情笑顏開。

(作者係民國 49 年醫科畢業)

畢
業
卅
週
年
有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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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任教基礎醫學以回饋母校 。 校友會響

應李鎮源教授基金會的樂捐，也設立獎學基

金會 。 補助母校教授出國考察或研究進修，

提供二吹給三位師長，便告中斷，轉贈在美

校友遺孤。從 1983 年以後歷任會長(或會

長推薦之人選) .應景福會邀請回國參加母

校元旦或年終所舉辦的聯誼會，校友會在

1985 年組團回台參加母校四十週年校慶，

共 32 位參加，應邀趕上在大慶前夕返國，

以醫學院校友最多。在母校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4 日連續四天的特別演講，或專題研

究報告中，就學術交流之主題作出個人的貢

獻，並獻給母校四十週年校慶及台灣醫學界

的建盲，務期母校的光榮傳統，保持不變，

使其發揚光大，且以校友會名義贈院鐘一座

，佇立新建基礎醫學大樓正廳，校友陳家榮

捐贈母校兩幅巨型油畫「疾病與疾病的征服

」也高掛該大樓正廳，添增不少光采及人文

氣息。

校友會的平步青雲'扶搖直上，有賴於

諸位平日的出錢、出力、盡心盡意，熱心公

益及鼎力愛護。

今天是校友會成立十週年紀念日，十年

的日子，說它長，並不夠長;說它短，也不

算短，看看我們成立的校友會，如日東昇，

方在初期，彼此草望十年期間，協調推動，

分工合作的校友，都已頻添白髮。十年，是

校友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是校友努

力第一階段的總結，是校友溝通母校聯繫的

勝利完成。明天，我們邁上成立第十一年的

大道，將是一個新的開始，展墓前途，任重

道遠，勢將一改又一改面對新的挑戰;

1980 年以後來美校友遞減，後繼無人，但

我們仍對校友會充滿無比自信及熱望。

(作者係民國 53 年醫科畢業. 1983 年

北美校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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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冠動脈整型術見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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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際會﹒在九月走了-趟美國喬治亞

卅|亞特 l繭，大市 ﹒ 此行是抱著朝聖的心境﹒去

到素以冠動脈氣球導管整型術問名於世的

Emory Uni\'er~ity ，見習老外們的絕的，

希望從中能夠票。竊幾招，效草一番。

該講習會一年學辦一坎，每坎三天課程

，由大學內的 Anclreas Gr肘ntZl g 心臟 l仇管

中心負責，主持人是此道的佼佼者， Em-

Andreas Gruen且也
Cardiovascular Center 
Sertcmbcr 23-26.1990 

PTA XXIV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tlanta , Georgia 



ory 大學教授 Spencer B. King 田先生 O 今

年有世界各地來的學生三百多位，由於取名

為「高等經皮冠動脈整型術 J '因此有不少

回鍋的人 。 我們這些初生之慎，不喘淺陋，

也硬著頭皮來了 。

說起 Andreas Gruentzig 中心，只要是

心臟科醫師即無人不曉 。 因為冠動脈氣球整

型術的鼻祖即是 Gruentzig 大師，他在

1975 年首故發表氣球整型術之後，聲名大

噪，不久旋即自瑞士被挖角到亞特蘭大，在

Emory 大學成立一心臟血管疾病治療與研

究中心 。 天妒英才， Gruentzig 先生於

1985 年不幸因墜機亡故，該中心乃以他的

名字為名，以茲紀念 c 據說當初挖角的人也

是 Emory 大學的元老教授，赫赫有名的心

臟學教科書“ The Heart "的主編 Willis J. 

Hurst 先生 。 郝先生慧眼識英雄，因此一舉

使 Emory 大學聲威遠播，各朝聖者絡繹於

途 。 郝、古二位的典故竊以為將傳為千古美

談，不亞於咱老祖先的伯樂之識干里馬。

三天講習內容安排得非常緊湊。從上午

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中午休息一個鐘頭。

每半天有兩個特別演講，中間穿插實例示範

。 此項示範頗有特色，值得一書。大致是有

一組人員在心導管室操作冠動脈整型于術，

導管室的實況，經由現場轉播傳送到上課的

地方 。 此地另有一位老師說明該病例的病史

、檢查結果、診斷等，並與導管室的人討論

如何進行手術，包括導管的選擇、整型的方

式，踩用氣球呢?切刀呢?或是錯射 。 在場

的學員可以隨時間，討論熱烈，氣氛融洽 。

大部分的問題馬上獲得解答 。 此種相互激勵

、教學相長的方法，效果很好 。

Emory 大學去年冠動脈整型術共有

1800 多病例 ， 在全美是數一數二的中心，

經驗自當也盟富異常 。在示範里 ， 看到他們

1月以iM Hll 1 [1 1 叭 It- / 叫人出.~ 1111 q () I 句， 1啥叫~ n~J 1(11 們 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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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軌技qJjtJ"交換氣球導管;打通完全

阻塞的血管 ;使用 Simpson' s atherocath 

切除動脈粥腫;使用錯射打通血管等等 。 另

外更有氣球、切刀或錯射、 氣球等交互使用

打通硬化的血管 O 綜之，他們的動作敏捷熟

練、乾淨俐落，兩三下清潔溜溜，投有併發

症，令人艷羨不已 。

以 Gruentzig 中心如此規模，本可一于

包辦此項講習會，但他們仍自美國各大學請

來許多專家分別做各類精闢的演講與討論 。

例如從羅德島大學請來的 David O. Wil

liam 教授講如何進行複雜的 PTCA 華盛

頓大學來的 Fayaz Shawe 教授講在急性導

管室併發症或高危險度 PTCA 如何使用經

皮的體外循環機;加州舊金山大學的

Richard K. Myler 教授講解不穩定動脈疤

的病態生理;密西根大學來的 Stephen G. 

Ellis 教授分析進行 PTCA 時何種情況容易

產生併發症;波士頓 Tufts 大學來的 Jef

frey M. Isner 主講錯射治療冠動脈病的近

況;舊金山 Sequoia 醫院來的 Hanoyara 先

生說明 Simpson 氏切刀使用的進展等等，

皆是一時之選。此外尚包括 Emory 大學本

身的講題: r 再狹窄的問題 J 與「冠動脈內

的 Stent J 等讓人如入寶山，沒有空于而回

O 

亞特蘭大為一國際性大都市，被喻為美

國的南方之星，它是美國前總統卡特的故鄉

，可口可樂的發源地，電影「飄」的拍攝地

。 擁有一流的國際機場及最完善的旅館，因

此被選為 1996 年奧運的舉辦城市， 賞至名

歸 。 Emory 大學的 Gruentzig 心臟血管中

心之所以能名聞遐遍，竊想也係拜天時、地

利、人和之賜 。

( 作者係民國 65 年醫學系畢業 ，現任

母院實診科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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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溯源」一共四篇，從民國 79 年

6 月至 9 月連載於景福醫訊，投有想到引起

了一些回響，不少人打電話或來信指教。本

人特別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現在謹將文中

的問題綜合提出討論並更正如下:

關於台灣大學醫學院開創時的名稱，本

人讀過的共有三種: r 台灣人醫師養成所 J

, r 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 J 及「台北病院附

設醫師養成所 J 0 本人在「尋根溯源Il J 

P23 中採用第三種稱法，有讀者來信指出稱

為「台灣士人醫師養成所 J 才正確。現在簡

單說明本人採取第三種稱呼的原因。

過去台灣討論台灣醫學史的文章，有關

台大醫學院早期的資料大多取自故杜聰明院

長的「中西醫學史略」。第一及第二種稱呼

分別出現在該書 P.495， 18 行及 P.496，29 行

。本人 77 年 9 月在景福醫訊發表「台灣醫

學院校創設九十一年有感」時，文中亦採用

「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之名。此吹本人改

用「台北病院附設醫師養成所 J '是根據小

田俊郎之「台灣醫學五十年 J (醫學書院，

1974 年出版)一書中的用法( P.65 )。小

田俊郎是光復前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

，也是本校第三代校長掘內改雄的女婿。掘

內改雄從本校創設到光復為止，一生中有五

十年貢獻本校，本校剛創時他教授數學與日

語。本人認為其女婿手中一定有許多醫學院

的原始資料，說法應該比較可信。

堂哥林火樹及堂嫂陳秀冬指出:圖 2 第

六代二房陳新( 1907 - 1967 )應改為(

1882 - 1967 )圖 4 是明治 31 年( 1898 

)的照片，不是 1897 '因明治換算西曆時

少算一年，所以先父公學校畢業及醫學校人

學年代都要加一年。圖中家影應是家英;在

此一併更正。

第三篇的標題日據時代( 1885 - 1935 

年)應是( 1895 - 1935 年) 0 P.45 內

1902 年家齊( 1902 - 1934 )應是( 1902 

- 1938 ) ，排版時誤植。 P46 圖 9 應是

1898 年以前的衡陽路而非 1899 年，因照片

內還看得見西門。 P45 吉先父於 1921 年辭

服務八年的台北醫院，改租石橋頭自行開設

中和醫院 O 最近本人找到本校台北醫專校友

會雜誌，在 vol. 41 ' P.72 上發現先父是於

大正 9 年( 1920 ) 12 月辭台北醫院在大稻

捏褔聚街開業。 P.4 4 盲: r 從 1933 年起大



型市營巴士 ( 公共汽車 ) 通行台北市街 j 。

據楊碧川之「台灣史年表 J 記述是大正 8 年

( 1919 ) ，堂哥林火樹則說是昭和 8 年(

1933 )。 最近本人找到「日本地理風俗大

系，新光社，昭和 6 年版 ( 1931 ) J '據
第 15 珊「台灣 j 上之記載昭和 5 年 6 月(

1930 ) 出現公車，特別在此更正。

據李乾朗「台灣建築史」第 5 版，

P.179 內記述;台北城牆在日據時代 1898

年被拆除，當拆除西門城後，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曾下令保留其他城門，但東門及北門之

外廊也遭拆除。日據中期日人為創除中國建

築對台人心理影響，欲藉詞予以拆除，幸而

當時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力排眾議，駁斥

無知短視之見，方免一場大劫，並指定為重

要古蹟。光復後也一直都列入每年的古蹟修

繕目標。但民國 54 年由黃寶瑜改建成另一

種形式，遂使台北城失去了漢人在清末日據

前建設之表徵，其影響是很難彌補的。

本人民國 78 年 12 月在景福醫訊上寫了

一篇 「台北府城滄桑史 J '其中記述西門於

1899 年拆除，在此一併更正。

史實需要原始資料，口傳及二手資料往

往有誤。民生報民國 79 年 9 月 12 日第 8 版

記載小南門、南門及東門(景福門)在民國

56 年時改建等等，年代記述顯然有出人。

最近一年多本人多方收集有關本校之早

期 ( 1899 ~ 1922 ) 照片。 1922 年以前台

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還在世的人極少 。 本

人獲得的照片大部分是從過世的大世輩後代

于中求到 。 其中有正式附年代及記述者，也

有憑口傳由後代記下來者。本人打算整理後

寫文發表。照片的傳真力強，只怕說明年代

記述失真，重踏「尋根溯源」之覆轍 。 以後

刊登時還望同好之士繼續賜教，指正錯誤 。

( 作者係民國 44 年醫科學業，現任母院內

科臨床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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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十屆國際
生物物理大會報告

非本國土皇

筆者獲得國科會的補助，利用這夏天假

期出席第十屆國際生物物理大會( 10th In

ternationa1 Congress of Biophysics ) 。 大

會的主要團體是加拿大物理學會， Nation-

a1 Research Counci1 of Canada 以及 Inter

nationa1 Union of Pure and App1ied 

Biophysics 。大會於 7 月 29 日下午六點在

溫哥華市 Smythe 及 Seymeur 兩街交會的

Orpheum 劇場舉行開會典禮，同時進行一

小時由 Dr. M. Bloom Canda 的特別講演。

題目是生物膜( Biomembrane )的物理性

質。接著自 7 月 30 日到 8 月 3 日於 Trade

and Convention Center '每天早上從 8

30 分配約一小時的特別演講，然後從 9

30 到中午分別在 5 個會場舉行 symposium

。昕以一共有 20 個主題，每一場 sympo

slUm 最少請 3 位最多 6 位的演講者。 post

er 的發表在每天下午 1 30 到 6 00 分

兩吹在大展覽廳舉行。+ 在大展覽廳， poster 

的展覽傍邊有儀器、書籍的展覽。 poster

的展示分兩次，第一吹展示在 7 月 30 日和

31 日兩天，分五個題目，一共有 781 個

poster ，第二坎展示在 8 月 1 日到 3 日，也

分 5 個題目，一共有 630 個 poster 。畢會

式在曾經舉行 1986 年世界博覽會的 Scien

ce World 的地方以自助餐的方式進行，大

家一方面交誼，一方面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晚

餐。生物物理的研究領域實際寬廣，不過在

這一吹學會所舉行的特別講演的主題為

Biomembrane 的結構，尤其是和機能有密

切關係的蛋白和脂質的 dynamic 的組織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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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悉 membrane 具有 channel ， pump , 

receptor, enzyme 等功能，並關係到 trans

port, t甘rans仗吋dt肘tlO∞nm吋lfo叫rr叮nat

，其吹的主題是一般 macromolecule 的構

造。看大家提出 poster 的研究對象有 nuc-

leic and enzyme motility protein, receptor, 

oxygen transport, proton transport, photo

synthesis, water-solute interaction, neural 

network 等等多姿多呆。不過都是利用

spectrometry 來解析 structure. 筆者特別

有興趣的是在特別演講中， G. Radda 介紹

NMR 在診斷上的利用( from NMR to 

medicine The biochemist's path )。在

環境 biophysics 的 symposlUm 上有人提出

地球的 ozone 層漸改被破壞，空中 COz 的

增加，產生溫室效應造成對生物生存不利的

氣候變化，或引起皮膚癌症等。美國學者

Weinberg 在他的特別演講中警告不要過度

依賴石油能源(這時伊拉克還投有開始侵略

)。他對過度使用有機燃料產生 COz 而引

起溫室效應持相同的立場，他要大家對 ato

mic energy 的利用重視，但必需研究原子

爐的安全設計。他預吉至公元 21 世紀時地

球上會出現數以千計的原子爐。這屆參加的

國內學者包括筆者僅有 4 名( 4 個 poster

由台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清華大學，中

央研究院提出 ) 。筆者所提出的 poster 屬

於酵素部門( p.149， 8 月 1 日 ~3 日展示)

。題目是土震素和 acetylcholine esterase 

的反應。土震素是我們從土麵菌分離的新的

起震顫性徽菌毒素，它的化學構造以及對

Acetylcholinesterase 的阻礙作用被我們發

現。這一屆我們報告土震素和其他的

ACHE 的 inhibitor 不同的阻礙酵素作用的

mechanism 。我們提出證據顯示土震素在

ACHE 的 Hydrophobic domain 以非 cova

lent 的方式 interaction '引起酵素 active

s lte 的 conforma tional change 。這間大時

學者提出的 poster 有 61 題之多，但實際上

看到的僅有數個而已。另大會的 sympo

slum 有邀請大陸的著名的學者 Dr. L. E. 

IOU 在 protein structure and folding in 

solution 的部門介紹他們的工作。他們以一

些 glycolytic enzyme 為例證明此酵素整體

蛋白的構造變形，該酵素的 active site 的

conformation 更 flexible 成敏感。整體而盲

，在這一吹的大會投有邀請亞裔學者參加特

別講演，也僅在 symposlUm 中從日本、印

度及大陸請各一名學者參加。上面已經說過

Biophysics 的領域有極廣的範籌，國內在

這方面特別需要加強鼓勵，期能在下一屆(

第 11 屆)國際生物物理學會(在 Hungary

的 Budapest 舉行， Aug. 1 ~ 6, 1993 )時

有更多的國內學者參加。筆者對國科會這一

吹的補助以及受到宋善青教授夫婦及友人陳

銘德先生夫婦(現 Vancouver F ormosan 

Academy 校長)及家族等歡迎表示十二萬

分的感謝。

( 作者係民國 32 年台北帝大附關專門

邱 fF 喂 ‘ m仟 卡? 大 '1 ít. ~ 1.利 Ni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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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攝影於運動醫學及骨酪肌肉系統應用

科學進步日新月異，也帶動了醫學領域

的突破 。 尤其在醫學影像方面的檢查，近十

五年可以說是最輝煌燦爛的時代 首先是

超音波以及電腦斷層的出現，繼之而起的是

以往從未應用在人體的檢查一一一磁共振攝影

，也就是利用人體內既有的氫原子在大磁場

及電波的作用下，產生共振釋出訊號而造成

影像，所以完全投有幅射錢方而的顧慮 ! 磁

共振最初應用於腦脊髓神經系統方面，漸漸

的在骨儲肌肉系統方面的應用也造成另一高

壘，主要是它對於軟組織如肌肉、制帶、軟

骨及骨髓本身有非常好的解析度，過去的醫

學影像無法洞悉者它都可以一目了然，同時

也是非介人性的檢查，所以在運動傷害方面

是一大突破 !例如在膝蓋方面的半月軟骨破

裂，磁共振即可作出清晰完整的影像 !其他

如外傷造成的前後十字朝帶，側朝帶及肌肉

等的裂傷均極易診斷。在肩膀方面最常見的

例如軸轉肌的肌腫尖或急性裂傷，也易判別

清楚，對於開刀或復健的方式極有幫助。另

外在關節方面，如關節囊及關節軟骨的裂傷

或早期關節炎，均比其他檢查能更早診斷，

以達早期治療的效果!另外由於對骨髓方面

也有很好的影像，故如早期的骨壞死或缺血

性壞死，均能作最初期的診斷。在骨折方面

，傳統 X 光所不易診斷的如骨小樑斷裂，

隱藏式骨折等( occult fracture & stress 

fracture ) ，均可依賴磁共振達到診斷的目

的。此外，更由於磁共振可作任一角度的剖

面固而不須搬動病人，所以對於身體任何關

節及軟組織構造的相互關係可有最清楚的剖

面，對於關節運動的生物力學可以進一層洞

悉!故磁共振的造影，將會在運動醫學方面

方屯庭三步

有廣泛的應用，例如徑賽選手膝、躁關節，

棒球投于肩關節，及網球選手之肘關節受傷

均可使用磁共振攝影輕易檢查診斷出來 。

附園一 :膝關節倒面剖面圖( 厚度 3 mm ) 

附圖二: 肩關節正面剖面圖(厚度 3 mm ) 

註:台大醫院磁共振攝影將於十月中、下旬

正式啟用，該機器磁場強度為1.5 Tesla 0 

(作者係民國 73 年醫學系早業 ， 現iT

l寺院放射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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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在報上常看到政府在積極籌劃全

國醫療網，下意識裡我覺得這只不過是紙上

作業，作作「秀」罷了 。說真的，我從設想

到我會與醫療網工作有關係，而且也負責過

澎湖、雲林及桃園區域的醫療網工作 。 這吹

景褔醫訊要我報告一些工作上之經驗，昕以

讓我想起我與第一個醫療網一一澎湖結緣之

始末。

兩年前五月的某一天，莊院長突然告訴

我，過兩天和衛生署長官一起到澎湖去看看

。等我上了飛機才發現可是來了一大票人，

原來是要到澎湖開醫療網籌備會，並且上面

已核定由省立桃園醫院擔任輔導的醫學中心

，再加上省立臺北醫院、省立桃園療養院等

三家臺大系統的教學醫院一起支援。由於莊

院長外務太多，光是全國愛滋病的防治工作

、支援全省的醫療院所及衛生暑、勞委會、

衛生處要他參加的會已夠他忙了，因此整個

澎湖醫療謂的工作計劃與執行就自然而然地

落到我的頭上。所以一到澎湖的旅館，我立

刻就找醫政處的楊漢海副處長(現已榮昇處

長 ) 、省北呂鴻基院長、桃療林信男院長商

量如何進行?於是這輩景福人的聯合陣線就

這樣開始發揮威力了 。

「醫療網在做什麼? J 這個問題不僅是

大家喜歡間，各個醫療網的伙伴也常探討這

個問題 。最簡單的答案是: í 推動全國醫療

網是政府十四項重大建設之一 ，其目的乃是

使全國各地區民眾均能獲得高品質之醫療服

務 。」 目標很崇高理想，這是不容懷疑

，尤其是要為以後的全民保險醫療舖路 O 但

是要怎樣做?所謂戲法人人會變 ，這就要靠

之↓!l?fzi r 巴舟山加哥. "命 11話 ' SI.::r :' t}: 蜍 ， Pr 余，何止

醫療網同仁訪問輔導教會的惠氏醫院

玲科長的口頭語) ，絞盡心力去策劃與推動

了。試想全國各地區醫療情況不同，更何況

是地處外海醫療資源貧脊的澎湖地區呢!因

此經過審慎考量我把工作規劃成三個層面，

分為點、線、面三個部分來推動:

一、點的部分:澎湖地區的無醫小島很

多，這些島上的人口都只數百人，但仍需給

予醫療照顧。若派醫師駐診，有時一天看不

到一位病人，而且本島醫師已不夠了，再下

放到離島則問題會更多。因此我們採用電訊

傳真醫療，讓衛生室的護理人員與有醫師駐

診的衛生所進行傳真，在醫師的指導下給予

居民醫療照顧。在七十七年共完成了馬公一

虎井、白沙一島嶼的視訊傳真醫療(有電視

影像及電話傳真) ，以及馬公一桶盤;白沙

一吉貝、員貝、大倉;草安一花嶼、將軍、

東吉、東嶼坪、西嶼坪等電話傳真醫療。讓

衛生所的醫師能跳島照顧更多的病患。記得

傳真醫療開辦不久，曾有件趣事，即前來利

用的居民都在上午快十二點時才來，原來這

些離島一天分三時段供電，供居民煮飯和看

電視(現已全天供電了) ，而居民認為視訊

傳真需要用電，更何況電視也得中午才有得

看 ，因此都在中午供電時段才來。後來經過

多次解釋，居民才了解衛生室都備有蓄電的

不斷電系統，只要上班時間都可以接受傳真

醫療 。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後，居民們終

於開竅了，頭一年使用的人數達到 2，062 人

人 刊'r;' ':1-1 fd-r t\ (對于 付llíl~ II\}. rv ( 11 fJ， .' 可 111拉!早早



乎把這些離島都踏遍了。我想除了澎湖本地

人外，我所到之處一定不比別人少 。

二、線的部分:雖有了各個醫療據點，

若投有好的後送醫院，則分層分級醫療會斷

線。但澎湖地區的醫院診所規模都不大，上

百床的醫院只有海軍八一一醫院與省立澎湖

醫院。前者有服役的醫療人員，可謂人材濟

濟，所欠缺的是經費與設備，但這需透過較

上層吹來爭取，再加上醫院位於郊外交通不

便，且以服務軍人、軍眷為主，所以我們先

選定省立澎湖醫院做為後送醫院並動用大批

人力、物力來輔助它。於葦策葦力下，在不

到一年的時間，省澎開放了精神科病房、洗

腎室、加護病房及電腦斷層攝影，並且也給

予添購傳真機，可以傳送心電圖、 X 光片

至臺大、省桃等醫學中心幫忙判讀。這大大

提昇了後送醫療的水準，據我們的調查民眾

有百分之六十三認為省立醫院確有進步，可

獲信賴。省立醫院的進步也刺激了軍方，今

年給予八一一醫院購買電腦斷層攝影等儀器

。這些良性競爭無形中使澎湖地區居民獲益

良多。

三、面的部分:點線連成後整個醫療網

已祖具架構，再接著就是全面品質的提昇，

因此我們聘請專家們做醫院的輔導訪察，辦

理醫師及護理人員的繼續教育，都獲得不錯

的迴響。而今年也做了牙科診所的輔導訪察

，希望能增強口腔的衛生保健。再接著也將

對醫技人員、 X 光人員做進一步的輔導。

這些繼續教育工作將繼續不斷地進行，以便

醫療品質得以全面提昇。

由澎湖的工作經驗，我有以下幾點感想:

一、拜科技之賜，傳真醫療可以彌補一

些醫療照顧不到的死角如離島或山地鄉。但

我認為平常居家也可以拿來應用，例如現在

很多家庭都有 video camera '只要你再花

點錢買個轉換器，就可以經由電話線傳真，

將病人的情況活生生地傳給你的家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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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掃瞄 O 醫師也能透過畫面教導你初步處置

，這可以免去「光用電話與主治醫師談不清

病況 J ' r 行動不便上大醫院麻煩」或「夜

間因安全問題醫師不應診」所引起的不便 。

我相信解決上述情形應是為時不遠了 。

二、應用科技應急終非根本解決方法，

最好的辦法是鼓勵醫師下鄉。目前省政府培

養的離島公費醫師仍不敷派駐。我想在離島

醫師荒未解決前或許可以要求軍方支援衛生

室，因我在七美、草安發現有軍方服義務役

的牙醫官支援衛生所的牙科，做得十分出色

，頗獲民眾信賴。我也發現再怎麼偏遠的地

區都有軍隊駐紮。若國防部能派出服義務役

的軍醫駐蒙在各小島並支援衛生室，則這些

年輕的醫師可以借用衛生室的傳真設備與支

援的教學醫院聯絡取得一些指導，這樣總比

在軍營中數饅頭有意義，因他可以一併照顧

離島的軍民，也可以獲得一些臨床經驗及指

導。

三、應運用醫療保險來加強醫療網工作

。醫療網的委員涵蓋整個地區的醫療層面，

對於目前的保險給付常有切身的反應及深入

的瞭解。醫療網的推動若能加上醫療保險給

付配合工作將更落實。例如某項特殊檢查只

有後送醫院才給付，則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醫

療裝備競賽。某個地區醫師不足則加高給付

以吸引醫師下鄉，像目前我們已爭取到甲、

乙、丙表實施後對地處偏遠的離島醫院及衛

生所給予加一級的給付，以免使該區之醫療

照顧更趨惡化。

回顧過去兩年我要感謝眾多景福校友的

合作無間與熱忱奉獻，讓澎網工作還略可吹

一吹。另外我也要感謝眾多關心我們的長官

及地方人士，沒有他們的幫忙我無法深入瞭

解澎湖及推動工作。而我也希望這篇報告能

夠讓大家了解目前醫療網的工作，讓更多的

人來關心醫療綱，則日後的全民醫療當可水

到渠成。 ( 作者係民圓的作醫學系早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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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夫校友會署長辦台灣文化討論會

校友會上大家歡聚敘舊娛樂外，應也可

舉辦一些更有意義的活動。對母校對台灣應

關心，也更需要回饋台灣 。 對台灣的政治一

談起來大家一定吵架，雖是關心台灣，但最

後總是不歡而散。這吹參加北美校友會在聖

路易舉辦的年會，第二天星期六下午(八月

四日)有自由活動，即期間有網球比賽，有

聖路易市的觀光行。也可去開會所在地購物

中心買東西。出乎意料之外，台灣文化研討

會擠滿了人，可能將近有百人參加，椅子都

不夠用，校友會還邀請聖路易同鄉們參加此

研討會，十幾人趕來參加。這種討論台灣文

化的活動，爭議性較少，在校友會中召開非

常值得推介，特此為文詳細報導。

永真一

母校校友對台灣歷史文化語吉有興趣的

不少 ，節目也台灣出版社發行人林衡哲及對

語吉學及文化很有研究的陳雷主辦 。 林衡哲

首先講他辦台灣出版社有關台灣文化書籍之

心路歷程，並介紹幾位傑出台灣醫界人士如

蔣滑水 ，賴和及吳新榮，他們對台灣的貢獻

不止在醫學芳面，他們對台灣社會，文學及

文化貢獻更多 。 其中蔣?胃水及賴和又是母校

前身的總督府醫學校校友 。 蔣j胃水是日據時

代台灣文化協會最主要的創辦人，主張不用

暴力的改革者 ， 賴和則被稱為台灣文學之父

O 

接著由廖坤塗醫師講早期留美醫師鄭翼

宗的生涯，鄭醫師中學畢業後到日本讀醫，

戰後才回台在台大服務。他是最早戰後留美

第一批醫師，後來轉去中國 。 在中國文化大

革命中受苦，最後又離開到日本 。 寫了一本

很詳細的回憶錄 。

台前歌 rJ1 1 作家陳榮吾醫師接著講台情民

謠史 。 他對民謠很有研究，除了介紹二十幾

位台語歌曲之作曲家及歌詞家外，也分析各

種歌謠為何會流行 。

陳雷本名是吳景裕，目前在加拿大多倫

多附近開業 。 對台灣文化尤其是台灣語吉研

究有年，也寫小說 。 他說台灣語吉書寫有各

種方式 ，從純漢字 ，純羅馬字 ，純用另造符

號或漢羅並用都可以 。 每種都有優劣點 ，假

如用漢羅並用則有可能進退之空間，漢雄都

可增減到適用為止。

游正博醫師代表聖第亞哥的台灣語文協

調會來講協調會之宗旨及目前進行的工作。

他及另一校友黃獻麟是這協調會的幾個推動

者之一 ，他們每個月開會研究如何用各種不

同的方式來提倡台灣語文，他們在不同語吉

學家中做協調的工作 ， 實驗各種不同方法，

及促進母語教學 。

這吹討論會留下很長時間討論，大家對

語吉討論尤其熱烈，三個鐘頭的討論馬不停

蹄，連休息時間也投有，但是很少人離開。

台灣來的校友們更是用心。有人執疑為何要

被語吉問題干擾，順其自然，優勝劣敗，大

家不要爭吵 。 也有人指出台灣目前的語言政

策並非自然 。

台灣文化討論會不必大牌明星 ， 固然這

次北美母校的校友有不少知名人士參加，但

是任何校友會自己一定有人才 ， 若是討論切

身的台灣文化問題，每個人都可主講，也可

討論 。 北美母校校友會開風氣之先，希望其

他台灣各地的校友會不妨也試試看，我想

定會有熱烈的參與與討論，特此鄭重推介 。

( 作者係民間 54 年醫科畢業，現任型

路易大學小兒科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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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勞保 lîJ 表已於一仁|九年 1. JJ 一 11 起了i

施，今後本院勞、農、民、福保門診病患除

j先腎、精神病、癌症化學治療、重大傷病急

救以歧包括高血m~ 、糖尿病 、肺結核等十八

種慢性病可以專案申報之外，其餘一般疾病

之患者每張門診單之給付上限為平均新台幣

380 元。此一數額包括醫師診察費、處置費

與藥劑費 ，因此門診給藥天數對勞 、農、民

、福保患者只能給予二至四日之藥量。

A勞保甲表於十月一 日開始實施，對台

海地區九大醫學中心的作業及營運將產生重

大影響 。 本院電腦作業為配合此項變革，已

通知各單位、各病房:

1.有關勞、農、民、福保病患之醫令必

須在九月 三 「日午夜前輸人完畢 ，否則需等

待新系統聞機後才能輸人 O

2. 勞保電腦甲表新系統實施後，不得再

使用舊系統內已批價之醫令( 包含退藥 )。

3. 新系統實施後才由自費身份改變成勞

、農、民、福保者，其保險生效日期最多只

能追溯至新系統實施日起 。

A本院基於作業需要，本年度九月二十

八日(星期五)教師節不實施彈性放假，亦

即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 仍照常上班，十

月六日 (星期六 ) 下午亦不補行上班 O

A第四周 EB 病毒及其相關惡性疾病國

際會議於 79 年 9 月 23 日在花蓮中信大飯店

學行，為期 6 天，至 9 月 28 日結束 。 本研

討會為紀念故杜詩綿教授而召開的 。 EB 病

毒是屬於桓疹病毒家族的 員 ， 是傳染性單

核球增多症之病!想，而與 AQb Jt性!臣鼎立n lf:

洲的 Burkitt 氏淋巴;而與 11 1 國人特有的 J?;': 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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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每當

一一鼻 ~Ißi í&:ff 密切的關{系 。 本會談臼 1洲4

年起每 2 年奉行一仗，第一次會議在希臘，

第二吹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第三吹在羅馬學

行。本1!Jí.會議計有國內、外學者 200 餘人參

加 。本吹大會閉幕典禮由醫學院楊照雄教授

主持，臨床研究與發展的衛星會議則由台大

耳鼻喉科主任徐茂銘教授主持 。

A 自七十九學年度(即 79 年 8 月 1 日

) 起，部分單位主管異動如下:外科陳楷模

主任期滿卸任，改由朱樹勳教授接任;放射

線科黃國茂主任期滿卸任，改由蘇誠道副教

授接任;急診部朱樹勳主任接任外科主任，

改由王世名教授接任;秘書室薛亞聖主任赴

美深造辭任，改由賴麟i故主任接任。

A本院第七屆員工自強運動大會於 79

年 10 月 7 日(星期日)盛大學行， ;本院林

院長為大會會長，孫校長為名譽會長，運動

員宣誓代表由藥劑科邱榮煥先生擔任，參賽

隊伍一共分為基礎醫學院，內科隊、外科隊

，內科系隊，外科系隊，共同科系甲隊，共

同科系乙隊及行政單位 8 隊，場面熱烈 O

A本院掛號處電腦設備即將更換新機種

，資訊室為使掛號處服務員熟悉操作使用方

法，已於十月中旬舉辦中文輸入法資訊課程

，提供該處服務員上課 。

A本院實驗診斷科呼吸治療室巳於九月

一 日正式成立 ，並於九月十-t [=1 起正式展開

作業 ，目前該室共有 u台醫師兩名，呼吸治

療師四名，可同時照顧十八名病忠，布，需要

呼吸治療支援者可由各該住院醫(:rlî或 ì~治醫

師提出 }!H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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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回顧二、三事

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Lucky Seven " 

是台大醫院的新門牌，只等使用執照到手，

就將在最近的將來遷入啟用。

台大醫院在光復初期每床有 150 平方公

尺之空間，到了民國 60 年代，每床反而縮

小為 100 平方公尺，加上房舍老舊，無論怎

樣塗脂抹粉也難掩美人遲暮，早就該改建了

。 但是無論怎樣呼籲，多年來就是沒有一點

動靜，直到有一天最高當局一聲令下 ( 請參

看第 3 卷 12 期本刊) ，有關部會一下子都

熱心起來，短短幾個月就決定了整建原則，

同時在那個時候看，簡直是不得了的一筆概

算( 90 餘億)也准了下來。從來我們羨慕

別人的醫院，這下輪到別人羨慕我們 。 事情

的開始真有點戲劇化，但似乎也吐露老老實

實的台大醫院終究是不會長期受委曲的 。

當時的情勢，無論社會或“上級指示"都

只是要改建台大醫院，但是醫學院在院長領

導下搶搭了整建便車，雖然遭到了一兩位醫

院的重要行政人員 ( 已退休)暗中反對牽制

，好在兩院一家，主事者都是自己人，並在

規劃執行上巧妙地先給醫學院整建一新 。 為

什麼說是“巧妙"。因為依以後的發展看 ， 醫

學院擺在後期改建的話可能就沒有機會或至

韓授

少要大大縮水了 。 整建雖然有規劃，有概算

分配，但是由於(1)這樣大的工程， f患有意想

不到的追加或開支，先作的佔便宜，後作的

免不了就要吃虧， (2)醫師部門爭取額外空間

，要求建坪擴大有時擋不住，只好寅吃卯糧

, (3)前兩年的工資大漲，整體預算大幅縮水

，所以整建愈到後來愈投錢，弄不好只有犧

牲後面的工程了。基醫大樓不但先蓋，而且

從原規劃的 7 層樓一下子提高到 15 層;不

得不佩服早期幾位院長及整建會召集人的卓

見與膽識了。的確，不用說基礎與臨床共用

一個屋頂有利整體的進步發展，即以使用醫

學院土地蓋新廈，卻讓醫學院破破爛爛在一

旁寒酸，說得過去嗎?

最近， 一些醫院同仁，尤其醫療科已，紛

紛前往觀察自己的領域， 一般反應都說“大

呀! " ( 也有說小的 ) 。如何大?當初我們

花 197 萬元規費領了一張建築執照，市府工

務局的人說建照規費是根據建築面積 ( 坪數

) 核算的，坪數愈多規費愈高，而我們這張

執照規費是台北市有史以來所核發的單一建

築最高的 。 東址新建物一共有 6 千扇門， 5 

干個房間 '10 萬支日光燈管 ， 4 干個水龍

頭，可以想像了吧 。



為什麼要這樣大?因為現代醫院分工細

密，每一個部門都要有空間，在整建會立場

上總是希望儘量滿足各單位的需求，甚至還

要主動考慮各部門的問題。以 fr~ 1 月房為例，

內部隔間是于術委員會與建築師的事，但在

大體規劃時，為了保持區內潔淨無菌，招惹

蟲害的餐飲設施便無法兼顧。醫護同仁中午

用餐或短暫 coffee break '也只好委曲忍著

，或長途跋睜來往於醫院餐廳。藍圖定案了

，也建築了，但心中總覺得應該有更方便於

充飢或解勞的地方才合人道，並振奮士氣，

提升效率。民國 75 年參加衛生署醫療制度

考察小組赴美時，順道參觀了母校明尼蘇達

大學新建醫院，發覺他們在開刀房鄰近邊緣

不但設有咖啡甜點賣店，而且長窗落地，窗

外人工景緻美極，窗內醫護人員稍事休憩，

怡然自得。回國後搜索枯腸，終於發現在 4

樓開刀區域旁邊有一屋頂空地，既可與于術

區隔絕，又有地理之便可與于術區相通，可

闢為簡易餐飲賣店。不料提議後，工作單位

一片反對之聲，說是要加建就得申請變更藍

圖，就得全面停工，待工務局重新審查核可

，才能復工。最後總算妥協決議:待領到使

用執照後再另案加建(也可以蓋在 5 樓屋頂

鄰近之屋頂花閏旁)。這說明不但醫療空間

，連配合設施也要考慮到，才能使醫學中心

的運作更順利，有些面積是不能省的。

為整建我們設立了一個執行會議，每週

四上午八時齡一響就開始開會，已開了 400

多坎，類似前段的例子都在會中處理，有詳

細記錄可查。我擔心的是整建完成，新廈啟

用，參加整建的一批人員退隱，很多事情的

決策過程或未盡事宜有誰願去了解?有誰記

得促成?長達 10 年的建築與規劃，有創新

的地方，也有失策的地方，以後再要進行同

樣的事情或作調整，有誰在乎吸取前人的得

失辛酸，以更完美快速的建設發展呢?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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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與一位美國老師暢談民族文化很投契，

到達了無所顧忌時，他說:日本人懂得記取

教訓，不會犯同樣的錯誤，所以他們進步快

速，強盛。你們中國人不務實、不虛心，不

知道從失敗中學習，老是重複同樣的錯誤，

前輩的知識與經驗不能傳承，所以現在還很

落後。武俠小說作者臥龍生寫一個初出道的

書生想以武術報國時，聽長輩勸告拜了一位

“千敗劍客"為師，終於學得一身好武藝。整

建從構想到落成，雖然請了外國顧問與本國

專家，但是深入參與的人都了解，很多最重

要、最關鍵的事情還是靠一批生于策劃推動

及決定的。比我們小若干倍的醫院建築計劃

在美國興建時尚且要請專業專職的主持人(

project manager 及成打的專家規劃管理

。十餘年前本計劃開始時一位美國醫院管理

研究所的副教授向台大校長毛遂自荐任

proJect manager '由於索價奇昂且國內無

此制度，當然是不了了之，最後產生了一個

既不花錢又不費事的執行秘書。現在國內經

濟衰退，產業無法升級，若無決心加強規劃

功能，尊重各種專業，則欲趕上歐美，恐怕

還有得等。

從公衛人到工程計劃主管確是一大挑戰

。十餘年來投注了薄暮青春，增添了白髮，

學問無長進，長官朋友看你負擔這樣“重要"

的任務(國家十四大建設之一呢有事也

不敢找你了，到了後期，自己也不忍心半途

而廢。個人覺得新醫院落成啟用後，無論是

好是壞，總是整建會上上下下參與者的心血

結晶，希望參與的人多寫文章，把經歷有系

統的整理發表，盡一點傳承的責任。另外希

望使用它一一新醫院的朋友能體念創業維艱

，盡力使它發揮價值。

(作者為母校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副教

授兼醫學中心整建計劃輛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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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礦工醫院

與我

台灣礦工醫院於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六日

正式落成啟用，當日起即展開醫療服務工作

，迄今已有三十八個年頭，三十八年在人類
歷史上來說，祇是短暫的一剎那，但是對一

個毫無政府補助和財團支持的醫院而盲，三

十八年卻是一段漫長的歲月，也是一段艱苦

的奮門歷程，創業初期畢路籃縷，倍極艱辛

。

回首前塵，醫院從無到有，從草創、成

長到茁壯，前輩們犧牲奉獻，才真定了本院

紮賞的基礎和今天具體的規模，就是靠著「

水滴石穿」的凝聚力量開拓出來的。

本院於民國七十年五月二日徑教育部公

告及評定為準三級教學醫院，又於民國七十

四年六月十二日徑教育部公佈評鑑為三級教

學醫院，給本院帶來很大的鼓舞，能獲得此

殊榮，均仰賴母院多年來許多師長全心全力

投入與支援，服務熱忱的貢獻，加強本院教

趕走5星

學與研究工作，培養出不少年輕優秀的醫界

人才，服務患者，貢獻社會，使本院能成為

其有現代化水準的醫院。

歲月匆匆，我在本院任職已屆十七個寒

暑(於民國六十二年下鄉服務) ，對我來說

，逝去的歲月，投有人可以留住任何一天。

可能是機緣湊巧，或是命中缺水，或是與我

的姓氏「龍 j 有關，不能一日波有水，必須

與基隆「雨港 J 結緣。

我的家園一一一越南，是經過戰火洗禮的

，我也是在炮火歲月中成長，培養我有隨遇

而安及以誠待人的性格，雖然是在艱難困苦

的環境中，也養成了克服困難的信心，信心

是一種精神力量，它能夠支持我面對危機，

突破難關，改變現況，能幫我渡過最危險的

時期 O

母院是我的搖藍，孕育我的地方，賦予

我智慧，賜予我創造力，不但常心懷感激，



更感謝師長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教誨與指導 ，

讓我在另一個天空發展。 而台獨礦工醫院是

我磨鍊成長的地芳，雖然成長的過程中，是

由一步一腳印的經驗中走出自己的道路，但

也是一設崎自區的路程。

自今年 6 月，醫院改組董事，指派我接

任醫院院長，心裡感到很惶恐，深恐力有不

遠，身為一院之「主 J '更需要母院給予關

懷和師長繼續給予協助指導 。 探覺創業艱難

，守成不易，必定要自我鞭策，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

尤其今年十月開始，勞保局實施甲乙丙

表給付制度，對本院造成很大的衝擊 。 因勞

保給付相對減少，而本院係屬人民團體之附

屬機構，端賴自給自足，點點滴滴悉自收入

支應。

因基隆地區醫院資源有限，形勢如春秋

戰國，百家爭嗚，在這轉型期，本院該如何

去「化危機為契機 J '是當前首要的任務 。

目前本院限於空間不足，部份院舍興建

已三十多年，必須擴建院舍，預定分二期實

施，第一期本院董事會己於民國七十六年十

月通過改建工程，總、建坪約一仟多坪，還積

極籌劃中。第二期為鐵路局廢地基，約九O

O坪已向鐵路局承租 。 另外一方面，電腦是

現代化醫院重要的管理工其和利器，期望能

使醫院全面電腦化。在廢棄物處理方面，響

應政府垃圾分類及防止環境公害，設置高溫

焚化爐及污水處理 。

身為台大人，除為母院爭取光榮，更肩

負時代的使命感，發揮愛心，貢獻心力，服

務人萃，方為最終的目標，與台大醫院一一

我的母院共榮!

( 作者係民國 58 年醫科畢業， 現任台

灣礦工醫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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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本院拓展呼吸治療業務之需要 ，

我於民國 79 年 1 月奉命組團赴美考察 。 不

21 



料因 CMB 年度經費已用聲，一時之間頗為

躊蹈， 幸得院方慨允先行代塾，終於順利成

行。我謹代表本團成員在此向醫學院黃院長

，醫院林院長、沈副院長以及洪副院長表示

最大的謝意。本團成員一共三人，除本人外

，尚包括護理科邵連坤護士長及麻醉科簣慧

薰醫師。本團係於民國 79 年 1 月 4 日當天

抵達加州洛杉磯，並立即在 Carson 市的一

家汽車旅館安頓下來，此旅館距離我們考察

的主要目標 Harbor / UCLA Medical 

Center 只有 10 分鐘的步行距離，這點也

為日後的考察工作提供極大的便利，因為洛

杉磯交通在尖畢期塞車的情況並不亞於台北

市。我們選擇這家醫院的主要理由是該院外

科加護病房副主任李泰雄醫師是本校校友，

我們可以從他那裡得到良好的諮詢。再者，

該院亦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聯繫

醫院之一，許多主治醫師都同時具有教授的

身分，而醫科學生也輪流來此實習，因此可

以順道考察校本部附設醫院。

由於保險制度的改變，醫療糾紛熾烈與

賠償數額鉅大的關係，美國醫師的地位已不

如從前，而醫院的經營型態也在轉變。一般

而吉，美國醫院的加護病床數不斷增加，普

通病床則愈來愈少。現在美國醫院都有十數

個以上的 ICU' 而其中加護病床數的佔全

院病床數的 20-30% 。以李醫師所服務的

這家醫院而盲，即有的床的加護病床，分

屬 16 個 ICU '而 UCLA 校本部附設醫院

因為小見科特別有名的關係，新生見 ICU

與小兒 ICU 竟達 72 床之多，慕名而來的包

括方圓數百英哩內而以直昇機運送的患者。

美國醫院的服務性質雖然可能隨著地區

而有所不同，但就呼吸治療業務而吉 ，卻是

一致的 。 所謂呼吸治療業務包括氧氣治療，

呼吸器之使用及脫離與消毒等 。實際上是由

所謂的「呼吸治療師 ( respiratory the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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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簡稱R.T. ) 而非護士( Registered 

Nurses，簡稱R.N. )來執行，其工作上分

野即在於有關呼吸治療的配備及其運用從

O2 、氣管內管、呼吸器、呼吸管、血液氣

體分析到姿勢引流及拍疲均由 R.T.來做，

而一般護士則負責監視器、靜脈點滴的調配

、舖床與病人其他的身體 care 等 。 而R.T.

也不是短期訓練一下就可以派上用場的，他

們具有正式的學歷 。 許多大學都有正式的

School of Reapiratory Therapy ，修業期

限為兩年，畢業時除畢業考試外尚需通過全

國性的專科考試，亦即 National Board of 

Respiratory Care ( NBRC ) ，才能獲得

認可，而授予執照。所以R.T.與R.N. 是不

同的專科應可以暸解。至於其學生來源，可

以說有相當的包容性，任何 paramedical

personnel 包括R.N. '物理治療師興醫技系

畢業生或者大學與生物相關科系畢業生均可

報名，當然另外也有一些以職業訓練為主的

專科學院( college )招收高中畢業生，如

向本地的護專，但課程內容與所需經歷的資

格考試是毫不含糊的，與大學完全一致。

美國醫院有關呼吸治療業務的進行，均

有獨立的呼吸治療科 Department of Re

spiratory Therapy 予以統籌負責。科內設

有 medical director '均由胸腔內科之醫師

擔任，例如 Harbor / UCLA 呼吸治療科

的 medical director 是 Dr. Sue ' UCLA 

校本部附設醫院則為 Dr. Shapiro '兩人分

別為 UCLA 胸腔內科之副教授及教授，並

且都與台灣有相當深厚的關係， Dr, Sue 是

華裔美人， Dr. Shapiro 則告訴我們台灣榮

總曾派人去他那裡學習呼吸治療。科內正式

編制的 R.T在 Harbor / UCLA 有 52 人

，在 UCLA 校本部醫院則厲的人，行政

人員及工友尚不包括在內 。

呼吸治療醫囑的開立 ，任何照顧該病患



的醫師都可以作，但為顧及不是所有的醫師

都暸解呼吸治療的程序及其可能的結果，呼

吸治療師有權對不適當的醫囑在興醫師討論

並獲得同意後取消之 。一般而吉， 一位呼吸

治療師的工作包括定時巡視病人、氧氣治療

、氣管內插管、呼吸管組合及消毒、呼吸器

之設定及處置方法檢討與床邊肺功能試驗等

。 平均每一個呼吸治療師照顧 3 至 4 個病人

，且分三班制， 24 小時輪流不斷，每天早

晨大夜班者與白天上班者以病房或小組為單

位，分別開晨會，討論新住院病例與舊病人

之病況進展。資淺的R.T.負擔較重的基層

工作，資深之R.T.則轉而做教學或品管及

監督的工作。呼吸治療師的晨會，臨床醫師

固然可以參加;反過來說，醫師們的病房迴

診，呼吸治療師也可以參加，以收切蹉之強

。

呼吸器的配備方面， Harbor / UCLA 

一共有量式呼吸器 52 台，壓式呼吸器已甚

為少見，有的僅供門診病人作 IPPB 治療用

。因此 ICU 病床數與呼吸器數量的比例是

1 : 0.6 ( 90 : 52 )。當然，他們亦承認

這樣的比例是不夠的，特別是在尖畢時刻，

但他們這樣做的理由之一是節省經費，在呼

吸器不夠的時候，醫院即向一些租貨公司租

借，以避免醫院隨時必需準備超量的呼吸器

。但此點在台灣作不到，因為台灣設有這樣

的租貨公司，除非向廠商借，但此並非永久

之計，因為廠商的經營方針並非為租貨，不

太可能儲存一些呼吸器以供租借。目前台大

醫院內、外、見科 ICU 加床後的最大額度

約為 39 床，而各種成人及小兒量式呼吸器

約在 35 台之譜，勉強達到 1 0.9 的比例

，雖然在尖學時刻也有偶而不足的情況發生

，但暫時改用壓力呼吸器以為調配亦可過關

，這是本院必須保有較高的呼吸器比率的理

由之一。 理由之二是在美國，呼吸器售後服

務的大環境遠優於台灣 ，許多公司在加州都

有分公司， 甚至製造工廠本身就在加州，所

以一有問題，當真是一通電話，服務就來，

再不然即使平時沒事廠商也每隔 3 個月來醫

院作定期保養，零件的供應更是不成問題，

因此美國醫院有足夠的理由保有較少量的呼

吸器 。

美國人一向重視學術研究，呼吸治療領

域亦白不例外 。 為了支持研究，大學本部不

用說，就連 Harbor / UCLA 這種聯繫醫

院也擁有獨立的圖書館，裡面期刊、藏書之

豐富恐怕連台大醫院圖書館也自嘆弗如，期

刊種類眾多不說，許多稀奇古怪之專門領域

的書籍都可以看到，其對研究工作者的精神

支撐不可吉喻。試想一位作者在費盡心血獲

得研究成果之後卻到處找不到相關的參考文

獻，或有滄海遺珠之憾時，其挫折感可想而

知。誠然在美國取得資訊有其先天上的11便

與優勢，但即使是在台灣要改善這種情況也

並不困難，途徑之一是加強圖書方面的投資

，每年編列新台幣一千萬的經費，連續 3 年

必然大有可觀，而且對提高台大的學術地位

有立竿見影之效。一千萬之數在台大醫院的

整建經費中實在是九牛之一毛;途徑之二是

圖書館加強與美國各大出版商之連繫，主動

收集新書目錄，改變目前被動式的詢問教授

要添購何種書(而且還不一定替你買)的服

務方式。這樣還不夠，因為投有一家圖書館

是樣樣齊全的，因此在找不到讀者所要的資

料的時候，它必須有能力立即經由電腦連線

向其他的圖書館 ( 即使是在國外)收集此項

資料。

總而吉之，此行獲益良多 。 西方人一向

視學術研究及服務品質， r quality assur. 

ance J 這句話隨時隨地不離口，縱然為此

需付出大代價亦在所不惜 。 我們的印象是台

灣教學醫院的儀器設備已經不輸美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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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加強服挽品質，也許有人仍然認為H于

吸治療這種事投什麼，只要由普通護士來做

即可。我們亦以此問題請教李泰雄醫師，他

的回答是: í 這就像二、 三十年前台灣開業

醫師訓練初中小妹當自己診所的護士及藥師

一樣，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但在當時

卻是理所當然的。」

(作者係民國 62 年醫科學業，現任母

院實驗診斷科副教授)

悠關台灣地區醫療保險政策走向與九大

醫學中心營運作業的勞保甲表經於在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今後勞保病患除專案申報

及十八種慢性病外，每吹門診給藥只限三天

，與一般區域性小醫院診所的待遇幾乎完全

相同，此為台灣地區醫療保險給付辦法上之

重大轉變，其影響將在今後數個月內逐漸顯

現，本期特別在母院點滴中加重篇幅予以報

導。東址整建即將告一段落，搬遷計劃已緊

鑼密鼓，準備實施。本期特別請陳維昭副院

長為文討論東址之搬遷作業構想，企劃室韓

撰主任也附帶做了一些說明，希望對關心台

大新醫院整建進展之校友及同仁能提供一些

資料 。

校友們常有機會出國開會，考察或進修

，一方面固然可以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公諸於

世，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他人獲得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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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見，本期刊山林國煌教授的第十 一小凶國

際生物物理及生化學會所見與江福岡副教授

之冠狀動脈擴張術見習記，以共嚮讀者 O 又

台大醫院最近即將購人最高磁力之 MRI ( 

磁共振影像儀) ，本期特別請放射線科施庭

芳醫師為文介紹此種新式的診斷利器。另外

也感謝台灣礦工醫院新任院長龍志強校友之

賜稿。校友們主持地區性綜合醫院者為數不

少，寶貴的經營及管理經驗素為後學所敬重

及渴求者，希望不吝指教。

最後，再一坎感謝諸位景福校友之鼎力

支持，使本期刊得以順利承繼薪火相傳的傳

統，歷久不衰。 (楊錫教)
已

區蔽日買賣告

今年全體校友返校日活動將於十二月廿

九日(星期六)下午開始，舉辦高爾夫球比

賽。十二月三十日(星期日)將以畢業二十

、二十五、三十、四十、五十週年校友為主

，中午並有酒會及聚餐。

熹福醫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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