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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孟長

亞洲小兒科醫學會大會 (Asian Congress of 

Pediatrics, ACP ) 乃是由日本、韓國 、 中國大

陸、台灣、菲律賓、泰國、越南 、 馬來西亞、

新加坡、香港 、 巴基斯坦、孟加拉 、印度、 緬

甸、斯里蘭卡、 印尼、澳洲及紐西蘭等二十個

亞洲小兒科醫學會 (Association of Pediatric Soci

e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PSSEAR) 

會員國臼 |洞，每三年一次的亞洲及國際小兒科

醫學會大會 O

我國的小兒科醫學會成立於 1960 年，從

1990 年就開始設法主辦 ACP 0 於 1991 年第七屆

ACP 在澳洲 Perth 召開以前提出申請， 但印度與

巴基斯坦巳於 1988 年申請在先 ， 結果由印度獲

得主辦榷。 1994 年第八屆 ACP 在 New Oelhi 召

開峙，香港代表聲稱 「 香

港歸還中國在山 J 懇請

大家讓香港主辦第九屆

ACP 0 1997 年第九屆大

會在香港召開時，王作仁

教授、林凱信教授與本人

多方努力 ， 並做妥善的準

俏，與巴國及泰國互相競

爭。我們的文宣魅力十

足，以最高票獲得第十屆

ACP 的主辦權 O 吾等深覺

責任重大，很快就成立最

堅強的籌備委員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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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鴻基

籌備 ，訂定於 2000 年 3 月 26 至 30 日 ，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 並決定大會的主題為 「 千

禧年兒童健康 」

國際小兒科醫學會 (International Pediatric 

Association, IPA) 由全球 138 個國家所組成 ， 按

慣例 ， 除贊助 ACP 的召開以外 ， 另協調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Children 's Fund, 

UNICEF) 及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 WHO) ，一起協辦 ACP 大會前會工作坊

(Pre-Congress Workshop) ， 第十屆 ACP 亦不例

外 ， 訂於 3 月 25 日及 26 日兩天召開，主題為

「青少年身心健康 」 。

第十屆 ACP 的籌備工作， 乃由小兒科醫學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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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兩屆理事長 ， 王作仁教授

及葉純甫教授暨全體理監事

參與 ，jJ月承蒙李登輝總統 、

行政院蕭萬長|院長 、衛生署

詹啟賢署長 、 教育部楊朝祥

部長、國科會黃鎮台主委、

外交部胡志強部長 、境管局

曾文昌局長 、 台北市政府馬

英九市長和衛生局葉金川局

長 、以及國內各醫學院院

長 、醫學中心院長及訐多醫

學界領導人的贊助與拍導 ，

才得以順利完成。

今年 3 月 24 日開始 ， APSSEAR 各會員

國、 IPA 及 UNICEF 的代表就|連續抵台。 3 月 25

日及 26 日起召開會前會工作坊， UNICEF 代表

Nicola Bull 報告 目前全世界青少年面臨的重要課

題，隨之，澳洲 David Bennett 報告 21 世紀青少

年保健應有的概念與挑戰 O 繼而，由各

APSSEAR 會員國代表報告該國青少年的健康現

況。美國的 Pro f. Donald Greydanus 及 Prof .

Victor Strasburger 和我國的末維村教授做專題

報告青少年身心疾病 、 媒體的影響 、 壓力調適

及醫療與社會心理等問題 。各國代表及專家學

者隨後分開為四組 ， 針對青少年慢性病 、 懷

孕 、性病、 自殺以及飲食異常， 做研討並擬出

四項建議書，提出於最後的全體大會檢討後通

過 ， 以便正式發表在 IPA 的全球網站 ( 網址 :

http: //www.ipa-france.net!congshop/Taipei 

htm) ， 以及 IPA與 WHO相關期刊。

第十屆 ACP 大會正式於三月二一1.六日 F午

五時閉幕。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的大會廳，擠滿

兩千多位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與賓客 ， 熱鬧非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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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交接

凡。 「 龍騰虎躍慶太平 」 兒童舞蹈首先出場 ，

給整個會場帶來千禧年的吉祥與兒童的健康與

活潑氣氛。本人以大會會長身分歡迎大家，繼

以張 美惠教授朗讀李總統歡迎詞，按著

APSSEAR 理事長 Dr . Chan Chok Wan 及 IPA

理事長 Prof. Michael Gracey 致詞。隨 即

APSSEAR 理事長移交式 ， fÌJ Chan Chok Wan 

理事長將 APSSEAR 大獎章授佩給本人。然

後，衛生署詹啟賢署長及兒科醫學會葉純甫理

事長致歡迎詞， 開幕式完成 ，本人邀請詹署長

閒鑼，如此第十屆 ACP 大會開始 。

第十屆 ACP 的學術節目，共有八場大會演

講 (Plenary lectures) 、 37 場專題研討會

(Symposia) 、 26 場研究論文報告 (Free paper) 

和 340 篇壁報展示 (Poster) 。另同時召開者，有

為期三天的國際小兒心臟學研討會以及 天的

亞洲小兒護理學研討會。際此干禧年 ， 21 世紀

的開始，兩千多位兒童健康工作者齊聚一堂，

回顧過去與現在的兒童保健、 一 般兒科及各小

兒次專科的成就，並加以檢討，進而探討將來

的發展趨勢與願景。內容豐富，又精采，學到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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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舞蹈表演 「龍瞻)7f.躍慶大中 」

多新知 ， 與會者莫不大聲稱快，同時頗覺兒童

醫療與保健的重要性與挑戰性。

三月二卡九日大會晚宴，在台北凱悅宴會

廳舉行。整個大會的節目與活動，在此達到最

高潮。今年是 APSSEAR 成立 25 週年 ， 大家一

齊祝福，做 Silver Jubilee Celebration 。晚會節

曰特別介紹台灣原住民，亦即南島語族文化。

節門主題為「回歸自然 (Re turning to Nature) J 。

找們曾查詢版住民委員會及上網查詢

r Austronesian and Taiwan J 資料，獲悉現在

全球的南島話族 (Austronesians) 人口約有二億

八千萬 O 其分布，由台灣南至菲律賓、印尼、

紐西蘭，東表南美洲智利的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 ， 西至非洲東邊的馬達加斯加島 (Mada

gascar) 0 南島語族人口居住的地方，超過地球

|且|用的一半 。 1-一述各地原住民的文化雖然不

同，且有枉陷大的特異性，然其語言皆屬南島

訊系 O 據 E . Hagelberg 及 H. Zimdahl 等語言學

研l遺傳學家的研究顯示，台灣可能是南島語族

的原鄉 (Origin of Austronesian Odyssey) 。全場

賓客 享受了原住民的自然與純潔，博得滿堂

4 

大會晚宴一原住民樂舞表演

彩。由菲律賓、 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家前來的

外賓，觀感特別深厚。吾等想 r醫學不離人

文」的理念 ，獲得大家的共鳴。

本屆 ACP' 有來自 39 個國家的六百人外賓

及 1 ， 641 人國內醫師及護士 ，總共有兩千兩百餘

人前來參加。 籌備的國內外廠商參展 67 個攤位

全部售完。如此大型國際會議的籌辦工作，相

當繁重又艱難。我國九二 一大地震及總統大選

前後中國大陸的文攻武嚇，曾造成很大的困

難。幸虧，大家秉持為兒童健康及國家爭光榮

的信念，互相勉勵，又獲集思會議公司的專業

協助，得以一一克服，並且大致圓滿完成， 已

獲 APSSEAR 、 IPA 代表及許多國內外與會者的

賀函，本人在此 ，與林凱信秘書長，謹代表全

體籌備委員會同仁，表示由衷的謝忱。本人盼

望，訐訐多多兒童健康工作者，因在本屆 ACP

大會中深深探討並思考過去 、現在與將來的各

種兒童醫療與保健重要問題， 而有助於嘉惠 21

世紀的國內及亞洲，甚之全球的眾多兒童。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5 7 年畢業，現任醫學院小兒科教

J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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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1f.勞教授榮退居Fð

台灣復健醫學之父一連街南教授，巳於

2000 年二月由台大醫學院榮退。連教授一生在

台灣復健醫學之貢獻，將受到全國復健醫學界

之永遠懷念 O 相信很多復健醫學界之同仁，多

少都直接或間接地受過他的教誨且將感激他。

連教授是我對復健醫學之啟蒙恩師。我是第一

位在台灣接受完整復健住院醫師訓練(由 R1 到

CR )的台灣復健專科醫師 O 很多後輩皆稱我為

“大師兄而連教授當然是大師父。

第一次遇到連教授是在台大醫六上“復健

醫學"必修課程時 O 迪教授講課內容新穎又充

實，深入淺出，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引起學生

對復健醫學之興趣。當時他只有 30 多歲，既年

輕博學，又和藹可親，與學生沒有距離。當時

我就利用下課時間，大膽對他請教有關運動醫

學之問題(那時候的學生都不太敢與老師做深

入的討論)。因為我是台大囚徑隊隊員，多少

攏過有關當時新發展出來的運動醫學，而運動

醫學的基礎就是運動生理學。我自己在大四時

就讀到一本 Karpovich 之 exercise physiology 的

書 ，讀得很有趣，但仍有很多不懂之處，我就

拿去請教連教授。他除了解答問題外，還鼓勵

我將來走 sports medicine 之路。當時國內沒有

sports medicine 專家，所以他勸我先做復健醫

學，再由他指導來閒闢運動醫學之新路。

醫學院畢業後(當兵一年)要選科峙，我

2000 年 1 月

且
早

立
扒

是非常嚮往做復健醫學。可是家父(內兒科醫

師)就要我好好考慮是否要選這種非常冷門的

科。我的表舅洪啟仁教授也勸我三思而後行。

可是洪祖培教授卻非常贊成我去做復健。他說

他很想留我做 Neurology ，但是考慮將來前途，

應該做復健醫學較有發揮之餘地。我就聽了洪

祖培教授的話，毅然選擇復健醫學。

當了復健住院醫師以後，使我更加充分了

解連教授的偉大。他每天工作非常繁忙，除了

教學、看病人、做研究外，還有很多行政工

作 O 這些行政工作不只是對醫院方面而已，尚

有許多國內復健醫學之工作，他都一于擔下

來。當時不只一般民眾對復健醫學仍很生疏，

連很多開業醫師都不知什麼是復健醫學。他跑

遍全國各地演講、看診，並對重要社會人士及

官員宣揚復健醫學之重要性。

因為連教授能言善道，講話條理分明，理

由充分 O 他能利用很垃時間，把重點非常明白

說出(這是連教授之重要專長之一 )。所以常

時很多人都漸漸受他影響，復健醫學才能逐漸

擴展。因此稱他為台灣復健醫學之父，買不為

過 O 連教授在 38-39 歲時也得到十大傑出青年

獎，絕非偶然。

在教學方面，很多住院醫師訓練課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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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為遠倚南教授 1 左 則是本文作者洪童仁

( I ect凹的都由連教授親自餒，諜，他自己讀了很多

霄，再把不同書或文獻之內容綜合成簡單扼

要、易了解、易吸收之內容，再來教我們。

( 這是另一項迪教授之重要專長 ) 。當時每週

荒少有 3 小時之 lec ture '有很多課程皆與物理

治療、職能治療學生一起上課，有些課程他會

斟酌分配給其他老師教諜。當時在的老師包括

陳榮基醫師( 草jt教 Neurological Rehabilita tion 及

EMG ) ，許美慧醫師(台大小兒科訓練完 ，再

當復健 CR ) ，陳東初老Wlî ( 專教 Rehab Nurs-

ing, Neurogenic Bladder & Bowel , Pressure 

Sores 等 ) ， 做美津老師j ( 專教 Occupational

Therap y 及 Cogni t ive Perceptive Dysfunction 

等 ) ~;} j\ 。

迎教授也;但 tl!1空來聽這些老師講課，並做

一些 pertlne n t 之 comments 。其他的教學還包括

Journal Meetings, Conferences , Prosthesis & 

Orthosis Cl inics , Teaching Rounds (Both Rehab 

Inpatients and Consultation Patients ) ， 由此可

6 

女日 j車教授是非常忙碌。他每天至醫院工作都超

過 10 小時以上。我們的 lecture 和 seminar 常排

在下午 5-6點以後。我們都覺得很習慣 ， 也沒

有 complain惚 ，因為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在連教授之指導下，我在四年之住院醫師

期間，寫了三篇 original papers 。連教授花了很

多時間對我講述寫論文之方法與重點。 他說寫

論文不只是讓同行的人了解 ， 也應讓非本行之

學者也可看懂。所以在 Introduction 時，就要很

清楚地寫出本研究之目的背景 (purpose & back

ground) ， 連教授在學生時代就有作研究及寫論

文之經驗。以前台大病理科陳海清教授之成名

論文 ( 有關 kernicterus 之研究，迪教授就有功

不可滅之 contribution ) 。首先，他在選題目時

就先考慮此研究對學術方面有否重大貢獻。再

來就是 literature search ' 看以前之學者已做了

多少，有多少問題尚未解決，才能考慮要做什

麼。在 design 方面，要考慮是否合 logic '是否

cover everything that can answer the questions ' 

2000 年五月



分析結果需要小心'注意有否 false positi ve 及

false negative 0 Discussion 要針對該研究本身

之重點 ， 因為這些東西 ， 我在大三 、大四與李

鎮源、教授做推業論文，已學了一點。所以很快

適應 ， 迪教授也非常滿意，給我很大鼓勵 ， 奠

定我今日學術研究之基礎。

近{教授對學生非常照顧，對於每篇我做的

論文，他從頭一直堅持出我當 firs t author ' 可

是我認為這是他的 idea '又由他從頭到尾全部

指導。他才勉強接受第一及第二篇由他當 first

author 。他這種不計較之精神，值得後輩學習。

在看病人方面，連教授有特殊之第六感 ，

我想這並不是他有超人之 sense ' 而是因為他很

博學，有 good memo巾， 又有 well organized 之

綜合分析能力 ( 這又是另一項連教授之重要專

長)。從 history taki呵 ， 他就能把握該間之問

題。 physica l e xamination 由重要項目開始 ， 依

推理解析之 thinking process ' 來檢查病息，重

點絕不疏漏，這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他不

會浪費很多時悶 ， 可是重點從不漏過。很多有

關診斷方面的推理及判斷是他自己創造出來

的 ， 在書上是找不到的 ， 因為他讀很多書 ， 所

以這些推理判斷都會使人覺得很合理 ，而非杜

撰。所以其治療結果皆非常滿意一 因為診斷正

確。他寫的病歷都非常扼要且詳盡。一看他寫

的病歷 ， 就可對整個病情非常了解。還有一點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對病人很好，我從來沒看

他對病人發脾氣。他有時會責怪病人不聽醫師

的話 ， 但也都笑著對病人說，使病人覺得是對

他們之關心，而非責罵 O 對一些不講理的病

人 ， 連教授也會依理向病人委婉解說 ， 讓病人

或其家屬口服心服。但他也不屈服於惡勢力。

記得我當 CR 管病床時 ， 有一位 “ 萬年國代" 要

2000 年五月

JING FU 景褔醫訊 l

住院，但他又不是 urgent case '我就堅持要他

排在 waiting list 。 他罵我幾句以後，就直接去找

醫院院長，由院長再找連醫師要床。當連醫師

向我要床時 ， 我就據實以對 ， 連醫師馬上了

解，向院長說，也堅持不予特殊優待。這也是

我非常敬佩連教授的一點 。

在我當完第二年住院醫師時 ， 我們收了一

位最優秀的住院醫師一賴金鑫醫師(畢業第 

名 ) 。賴醫師也是對運動醫學有興趣 ， 又敬仰

連教授，才毅然決定走復健醫學這條路。賴醫

師當 Intern 時有到復健科實習，當時我是 R2 。

我對他提到 exercise physiology ，他非常有興

趣， 他自己也研讀很多書 ， 又受到連教授之勸

導，終於決定走復健醫學。因為有賴醫師之加

入復健陣容，我開始申請出國 (剛好是出國熱

潮期 ) ，而申請到 New Jersy 之一家醫院。當我

向連教授表白時 ， 他斷斷續續與我談了數十個

小時的話。我印象最深的是連教授對我說 「你

是否覺得你在台灣復健醫學的任務已有階段性

的完成， 你必須到國外去學一些在國內學不到

的方法了 J 我當時很慚愧，因為我;當時所學

到只有連教授所知的一點皮毛，更談不上復健

醫學之根基。所以我就決定留下來。 一直到當

完 CR 後才去美國。這一點，到現在政仍無後

悔，而且很感謝連教授這句話。因為我到美國

去當住院醫師峙， 就此他們的 attending 還強 ，

他們 的 attending 無法 supervlse 我 ， 必須由

program director 及 chairman 親自 superv l se

我 ， 訓練我 o Chairman 還問我，你們台灣的

Rehab 是誰在當家，為何有那麼好的根基。我就

大言不慚地說是 NYU訓練出來的迪醫師 。

連教授在美國 NYU 留學一年 ，可是他所學

到此人家花了四年之 resident training 所學還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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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為他從不浪費時間，假日時還到處跑去

跟人學。其實當時連教授由 NYU 歸國峙，他的

knowledge 早已齊駕美國之復健大師。 今日台灣

之復健醫學也絕對不會輸美國 ， 這完全是連教

授的功勞。所以我們更有理由稱他為台灣復健

醫學之父 。

本來我到美國是要學運動醫學的，可是當

lx修 exercise physiology 之 Master degr凹 的第

二年時，該校 (Wayne State Univers旬 ， Dertroit, 

Michigan ) 的唯一 exercise physiology 的教授竟

然辭職轉校，我只好d文學 electrophysiology 。這

一點我對連教授非常虧欠。還好，後來賴教授

總編麗的第 8*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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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走 exercise physiology 之路，不負連教授之

指望。賴教授現在是世界上唯一對太極拳 (The

Best Exercise in the World) 做運動生理研究之

學者，巳名響國際 ，非常慶幸。

有關連教授的事跡 ，我想我再寫幾萬字也

寫不完 ，或許將來可以寫一部“連倚南教授

傅"。總之 ， 我想藉著閻揚連教授之事跡，來

鼓勵晚輩，希望我們復健醫學界將來有更多的

“連教授"。也希望連教授退而不休，繼續領

導台灣之復健醫學。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71 年畢業，曾任成大醫院復健部主

任，現任慈愛醫院副院長)

「留日回合任教 21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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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單大會這已

國際鳥盟 (Bird Li fe international) 這個堪稱

全球最大的民問保育組織，於 1999 年的月 10

日至 18 日首度於亞洲的馬來西亞召開全球年

會，木次大會的主題是“ Together for bird and 

people" (人鳥共存) ，由榮譽會長約旦皇后

Norr 及理事主席 Bertrand 博士主持，共有來自

全球的個國家民間組織，超過 500名各國保育

界領導精英及官員參與，為下一世紀生態保育

把脈。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是在國際鳥盟中代表台

灣的正式會員國，

因此本人以中華鳥

會副理事長的身份

參加大會 ，同行的

還有理事長廖世

卿、中央研究院劉

小紅l 博士、鳥會國

際部主任謝佳君。

在國際社會裡'台

灣由於種種政治因

素被 IUCN ， CIT白，

蘭姆薩濕地公約、

方偉宏

濕盟主任等，會談時我們特別強調保育應不分

國界及政治立場，而台灣絕對有誠意協助棲地

保育。

大會期間 r 台灣」被提到的頻率卡分的

高，鳥盟全球理事主席 Dr. Bertrand 在會員國會

議開幕致辭中，特別強調今年三月間前來台灣

參加 IBA重要野鳥棲地國際會議時，感受到台灣

各界的熱忱參與及民間的活力，以及媒體對於

保育推廣的高度參與，同時提到晉見李總統

時，李總統宣示支持台灣 IBA 的保育作為，同時

也對台灣九二

一大地震所受

到的災難致慰

問之意。

約旦皇后

Norr 為大會致

辭時則是非

常肯定亞洲地

區在鳥類保育

工作上的成

功，特別是台

灣與東亞各國

密切合作的黑

面琵鷺保育工

國際濕盟等重要 l孟| 圍際鳥盟榮譽會長 Norr 皇后!在台灣的展覽攤位參觀時與作者握手。

際保育組織排除在

外，我們能夠積極參與國際鳥盟的活動實難能

可貴，而國際鳥盟與許多國際保育組織有相當

廣泛的合作，因此我們有機會在會場與各組織

的高階主管會面，如蘭姆薩公約副主席及亞洲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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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鳥盟會議主席加拿大代表進行報告

時，特別以台灣 1999 年 3 月提升民眾保育認知

的鷹揚八卦活動為例，認為這是近年來國際鳥

9 



盟會員中的典範 O 活動的海報及相片也同時被

選入「國際鳥~tl2000 年未來策略」一書中，做

為烏盟全球推廣的宣傳。在本屆會議中 ，廖理

事長獲邀主持「國際溝通」研討會，並代表出

席者做結論，本人在亞洲地區會議中主持 「 東

北亞未來發展」的研討。中研院劉小如博士則

代表亞洲做保育成果報告，劉博士以充滿自

信、專業及清晰的語調，報告了亞洲地區近年

來傑出的鳥類保育工作，獲悍全球各代表的掌

盤及肯定。

本)f!:'i國際鳥盟大會中，約旦皇后續任榮譽

會長 ，同時新聘三位副會長，由非洲推舉來自

奈及利間的依度酋長 ，歐洲推舉來自英國的楊

男爵夫人，亞洲推舉來自日本的前環境廳長官

Iwatare 先生 。大會除了各項演講與研討會以

外，還包把各會員國保育成果的靜態展示，榮

譽會長 Norr 皇后主題開幕峙，特別前來台灣的

攤位參觀。我們也與副會長 Iwatare 先生在我們

的參展攤位前合影留念。

主辦關以 「亞洲之夜」歡迎世界各地的代

表，最大的特色是所有亞洲與會人士都穿著各

作者與楊男爵天人(BBC 副總裁)合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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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傳統服裝進行表演，在歡迎晚會中，我們

以長袍馬掛、唐裝、旗袍登場，將台灣歌曲

「牽您的于」改配英文歌辭，說明這首歌正代

表國際鳥盟在全球國際保育工作的合作無間，

我們還邀全球理事主席同台助唱，由於歌詞打

動人心，一再安可，在場數百人齊聲歡唱，將

晚會情緒帶至最高潮。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鳥盟副會長芭芭拉.楊

男爵夫人 (Baroness Barbara Young of Old 

Scone) ，她是受封的終身貴族，上議院議員，

英格蘭自然委員會主委 ，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副總裁，在受爵之前，她曾任英國皇家鳥

類保護學會 (RSPB) 的執行長有七年之久 ，她非

常爽朗健談，在大會中做了一個專題演講，探

討如何運用傳播媒體推廣保育工作，十分的精

彩廣獲好評。我在晚會中特別邀她合影，同時

借用她演講時所強調的，傳播媒體喜歡 sexy 的

故事，我笑著說將用這張相片寫一個 sexy 的故

事，她聽了之後十分的開心。

本次大會的會場位於西馬的雲頂高地，附

近還有一片未開發的森林山谷，每

天清晨我們都會前往賞鳥 ，與來白

各地的觀鳥高手同行 ，足以提振一

天的精神，在這幾天之中我也添增

了十多種個人新紀錄鳥種，其中包

括帶有羽冠、神情威武的馬來鷹

鵰，拳頭般大小猛禽，玲瓏可愛的

黑腿小學，綠身黃喉嘴帶螢光色、

令人驚艷的長尾闊嘴鳥，嘴尖胸紅

的赤胸夜蜂虎，頭頂帶冠的鳳頭犀

鳥，排紅翅綠啄木，黃腰橫斑啄

木，成群長尾陣的長尾奇眉等，算

是會議中額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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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l各項鳥類會議，習慣上我會穿著別有 「你好像還沒有我們國家的徽章。 」 於是就從

許多鳥類徽章的背心，這些徽章包括了歷年來 身上掏出一枚 ，在我身上找個空位別上 ，就這

參與賞鳥推廣 ， 鳥類調查的紀念，以及與國外 樣我的收集中又增加了十幾國的會徽，其中還

同好的交換。這件背心如同一座活動展示 ， 在 包括已具歷史的絕版珍藏 ，也算此行的一大收

會議期間 ， 每當有好奇的人問起我的徽章時 ， 穫。

就從徽章開始介紹台灣活躍的賞鳥活動和積極

的保育推廣，以及與世界各國同好的友誼。在

大會期間這背心也為我帶來一些意外驚喜，有

時國際友人走向前來，打量著這些徽章後說 :

(作者係母校醫事技術系 1 982 年華絮 ， 現任母校醫技系

副教授)

禽i 省大醫學

牙醫系=今6 月 3 日 PM2:00 
地點:基礎大樓 (lF) 大廳

醫學系=今6 月 16 日 PM 2:30 

陽
動

禮

地點:景福園(二號館後方)

如遇下雨改至基礎大樓 (JF) 大廳

藥學系=今 6 月 17 日 PM4:00

地點:基礎大樓 (lF) 大廳

2000 年五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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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作的某一天，報紙上.11\ 現了斗大的標

題 r 台大愛錢! J 。相信這一條新聞一定，讓

所有台大人的內心為之一震，趕快去看台大人

又做出 1-1 麼見不得人的事了，又是某紅包事件

的?仔細H一 -看，原來這一條新聞的內容是說，

台大恃|況都不釋出慢性病連續處方簽，衛生署

的矢 'I"Uj士赴認為 ， 這一定是因為台大醫師都很

在乎耐人旬一次回診的話察贅，為了增加個人

的收入，所以故意不釋出迪續處方簽。於是 ，

我們找到健保局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了 : 台大

愛錢?而發言的長竹，不{bI 一是台大人之一. ，也

曾經赴台大醫院的一份子。

仔細想-T' 其實幾乎所有人都愛錢，筆

者也相信所有的台大人都愛錢，否則我們所實

施的績效獎金制度，就不會有任何激勵作用。

所以那個觸目驚心的標題內容 ， 或許並沒有什

麼不對 O 問題是我們必須白我反省， 為什麼新

聞媒體要把這句話弄成版面上的頭條新間?為

什麼技們的長官要拍賣我們貪回回話的診察

贅，叫做個!保局的負擔加叮( ? 

比起其他醫院的醫師，台大醫院的醫師應

該赴相對地比較不愛錢的。記得幾年前報紙上

曾經報導，台北市有市議員提出質詢，說某市

立醫院醫nm的薪水是台大醫院醫師薪水的一倍

午，顯然不合理 O 這一 位議員先生的質詢目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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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穎

是說市立醫院醫師的薪水不合理地高，但是以

公衛統計的學理而言 ，我覺得他引用的對n有組

醫師並非正常族群，所以其結論不能成立 。

台大醫院醫師薪水不正常地低，所以這種

比較會有 bias 。筆者教過的醫師到其他醫院任

職以後，回來都會笑著說:我的薪水比老師高

l腥!也曾經被住院醫師笑過，某些醫院派來代

訓的住院醫師 ， 每月領的薪水比我們的主治醫

師高。 所以這一位議員先生忽略了很重要的一

件事 :作為對照的群組必須有代表性，而這是

公街老師曾經教過我們的。如果這 廿一議員先

生用其他醫院的醫師作為對照組，相信就會得

到市立醫院醫師的薪水是合理的結論。

翻閱-T從íJíj留 F的檔案記錄，民國八十

五年快過年的時候，有某大報刊出一則應景新

間，裡面列出了各大醫院醫師的年終獎金與平

均薪資，有一些聳動地報導醫師酬勞的豐厚。其

中捉到台大醫師的年終獎金特別位 ( 是最後

名 ) ，而且平峙的薪水也是最恆的(記得好像

是跟三軍總醫院並列最後一名 ) 。不過，該i扭

記者特別提出解釋，說台大醫師比較容易接于

很多研究音| 畫 ， 這些研究的主持人費是台大醫

師的主要收入之。，所以台大醫師還是願意留

下來。當時剛好要寄賀年卡，我就趁機對該報

另一位我比較熟的記者發牢騷 。我說台大醫師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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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都是基於學術上的興趣，這些研究大多 實在看不完。

是沒有酬勞的 。以筆者而言 ，我們的計畫在申

請了助理薪金以後，因為有人事費用百分比的 那麼，台大醫院為什麼不釋出慢性處方

限制，根本沒有空間容納主持人費。筆者倒是 簽?理由很簡單，因為電腦程式沒有配合做出

拿過兩年的主持人費，那是因為審查的委員是 相闊的功能。公務機構要進行一項新的業務，

我們的師長， 在師長的關照下衛生署主動要我 常常需要耗費很多時日，這應該是所有在台大

們編列主持人費。而那些主持人費 ，只是每個 醫院做過事的人所知道的。如果沒有特殊的壓

J=J區 l~幾千元 ; 筆者也沒有將之納入私囊，而 力，很多事情都可以緩一緩;當指責的聲音傳

把它們都充當實驗室的公費。因為讓人比較擔 來的時候，電腦程式很快就改了。所以，問題

心的是研究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而不是薪水有 的癥結不在於台大醫師愛不愛錢，而是有些事

沒有多出幾千元育被耽擱了。但是，我相信台大醫院的名聲或

多或少已經受到損害。

後來那位記者告訴我，他去跟那一位寫年

終獎金文章的記者反映過我的說法。但是，他 在一般民眾心中，醫師愛錢本來就是天經

說那一位記者仍然頗不以為然 ，還是認為他所 地義的事情。因為愛錢所以不釋出慢性病連續

寫的就是事實。我想 ，是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這 處方簽這件事，可能也已經深入每一位閱報者

些有能力賺大錢的醫師，會為了金錢以外的原 的腦海中。 一個單位的名聲是日積月累而來

因留在一個單位。局外之人 ，是無法體會突破 的，日積月累的內容就是這種斷續出現的資

學術知識瓶頸的樂趣，無法了解幫助病人自疑 訊。雖然台大醫院在事後也作出澄清，但是我

是ÍÊ雜症中康復的成就感 O 大慨，只有台大醫院 懷疑這種澄清是否能夠抹去每一位閱報者原先

的醫師能夠了解台大醫院的醫師吧。可惜的 的印象。資訊的獲得常常有先入為主的傾向，

是 ，好像又不-定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要求新聞媒體在發布某些要間的時

人愛錢是必然的，台大醫院醫師只是不太

在乎很多進錢，而且大部份也不喜歡看太多病

人。以我本身而言，早上門診從九點看到下午

昂!i多，每次總是步伐很重地去找午餐，這是

一種折磨。如果去統計-T台大醫師平均的開

樂天數，也→定高於其他醫Ilrlï 。我常常面對的

問題是抗生素無法開超過七天，而有些細菌感

染就需要連續服用抗生素十天以上 ; 另一個常

見問題是非慢性病就無法開超過七天的藥，所

以總要確實地作出一個符合慢性病的診斷，以

免病思頻繁地往復奔波。如果去統計--F台大

醫師拒絕加號的比例 ，相信也是很高的，因為

2000 年五月

候，必須事先經過查證。

去年有一天搭乘火車返回台北，在半睡半

醒之中聽到前面數排有一些人在聊天。談話的

內容都是 cloning 、 DNA 、 plasmid 等一些科學

用語 ，我當時在想，大概也是一些科技方面的

同行吧。後來有人提到8Jl年的腸病毒疫情 ，然

後有人回應說:聽說前年的腸病毒疫情之所以

會有很多死亡病例，都是因為小兒科醫師開了

什麼藥。然後我等著更正的說法，卻只聽到那

群人當中出現附和的聲音。前年腸病毒疫情發

生的時候 ，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有些兒童使用了

阿斯匹靈，主持調查的專家認為此事極為重

13 



要，所以發布新聞指出在小孩使用阿斯匹靈的

不當。那一條新聞的內容並未說使用阿斯匹靈

導致死亡，只是在提醒所有醫師正確的用藥。

無奈的是 ，新聞標題給人的印象就是阿司匹靈

導致腸病毒病例死亡。閱報者必須具有相當的

醫學知識，又曾經仔細檢視過新聞的內容，才

會發覺該新聞的真正合意。

其實在腸病毒的死亡病例之中，只有一小

部份使用過阿斯匹靈 ， 在對照的腸病毒感染輕

症病例也有部份使用過，無法推論使用阿斯匹

靈導致死亡。而且，該新聞也並末指出開藥的

醫師都是小兒科醫師。在出現一片爭論以後，

筆者還曾經以兒科醫學會新聞稿的方式澄清阿

斯匹靈的使用，也再度強調腸病毒死亡與阿斯

匹靈無關。

從腸病毒這一件事 ，我們可以看出什麼叫

做先入為主 ，我們也可以知道斗大的標題常常

就是進入閱報者腦海中的東西，很多人並不會

)-1'1 心去看詳細的內容。當阿斯匹靈新聞以頭版

頭條的方式呈現以後 ， 絕大部份的人都認為找

到腸病毒致死的原因了 ， 事後澄清的效果十分

有|恨。即使是懂得 DNA 的高級知識份子，仍然

會有這種錯誤的先入為主觀念，我們又怎能要

求一般大眾?台大愛錢這一件事，點出了台大

的缺點，也讓我們有機會反省，應該更緊密地

配合科會的脈動，不能，直沈醉在往日的令名

之中 、也不能一直緩步而行。台大醫院的令名

是無數前輩所共同創造的，這一代的我們還是

應該繼續努力保有它，希望台大人永遠以台大

為榮。

(作者 18 母校醫學系 1983 年畢絮，現任母校醫學院小兒

科副教j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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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

鐵*所畏人還 ll
一 、 盟軍翹:

1. 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有教育理念

及領導能力。

2 具臨床藥學相關領域副教授資格以上

或資歷相當者。

3 公元 1939 年 8 月以後出生右，。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 、 副教授三人以

上連署推篇。

二 、 區噩噩:

1. 個人履歷及連署書。

2 . 著作目錄及最近三年之代表著作十篇

以內抽印本:、

3 . 推動臨床藥學研究所教學研究發展之

科書本日量主 。
f于心、 ÞI

4 . t11':薦函二份 。

三 圈圈圈 89 年 6 月 15 日 ( 以郵戳為

憑 )

四、固噩噩: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12 樓

台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所長推選委

員會收

五、國噩噩 : 886-2 - 23123456 轉 8381

886-2 -23562225 

國噩噩: 886-2-23919098 

E-Mail tsuifen@ms.cc.nt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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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的省籍橋挖

朱鉛基以掙掙面目出言恐嚇台灣人民，而

國民黨居然打出 『為了您的身家、性命與安全

請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 j 這樣的失格競選廣告

次日，我按耐不住，於院內戴起陳水扁總統競

選領章。 科內醫師露出驚訝的表情說:我們以

為你會投給宋楚瑜耶!我反問為什麼?答曰:

聽說你以前是激進黨外，後來對民進黨失望。

你又是外宙人，所以我們這樣猜。 我分析起理

由種種， 有位同事半開玩笑的說 :畢醫師，你

有省籍情結l喲!執筆的此玄IJ是總統大選後第五

天 ， 母院台大醫院外仍聚集了許多情緒激動的

抗議民眾，大家都注意到民眾中以老榮民及外

省人第二代為多數。 到現場說是安撫群眾其實

比較像在煽火的也是外省人民代。院內同仁對

此事看法截然不同，有大加髓糙的，也有想北

上聲援的。 看來選舉前媒體上政客、役用學者

各擁其主，造成價值觀混亂而形成的『信者恆

信，提者恆疑』荒謬現象，禍害還真不小。趁

著主講全院性學術演講時向同仁呼籲，請大家

一切歸零，敞開胸懷認識及包容各族群的背景

經歷與理念，相信不管投票給誰的，都是希望

台灣更好。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本省人 ， 自

稱是台灣人的我，蔣介石去世時傷心落淚，九

年前美國進修回來前夕仍與台灣留學生辯論著

當然應該與大陸統一 ， 2000 年 3 月 18 日的日記

標題飛舞著 :台灣人民勝利，台灣民主萬歲!

這一路的轉折， 其實是一趟觸動心靈深處的發

現台灣之旅。

2000 年五月

畢柳鶯

我出生於宜蘭縣五結鄉利澤村，父親隻身

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任教於利澤國小，母親

出身貧農，考上師範學校也沒錢去念，年紀輕

輕嫁給了父親。父親在學校教國文及歷史 ，在

學生心目中口才很好，很會講故事。不過通常

我們三姊弟只有在颱風 、 淹水、停電的時候，

才有機會聽父親講故事，有趣的故事沒記得幾

個，記憶較深的是他講他個人的經歷以及大陸

的總總 。 父親高中未畢業就參加十萬青年十萬

軍的行列，結果沒跟日本打過仗，一路剿匪到

撤退來台。他把戰爭的驚險當故事講給我們

聽，告訴我們十八路軍多麼殘暴兇惡，多少老

百姓被騙了，下場多可憐 ; 還給我們看一些小

朋子，圖文並茂的控訴共匪的罪行。因此三姊

弟從小打從心底擁護學校裡『反共抗俄、殺朱

拔毛 』 的標語，作文的時候真情流露的寫出:

『 要努力讀書 、報效國家，拯救大陸同胞於水

深火熱之中 j 的結論。

小學班上同學只有我和一位警察的女兒是

外省人，老師大多是本省人。記得有幾次，學

校規定不可講方言，請方言要處罰。結果不管

是老師，還是同學只要一開口講起那台灣國

詣，大家就笑成一圈。因此不可諸方言的禁

令，總是沒有超過十分鐘就解禁了。回想起來

是導師有維護母語的用心，故意不嚴格執行的

吧!因此我這個鄉下長大的孩子，並沒有對禁

止講方言這件事，留下深惡痛絕的印象。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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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除了學校裡幾位外省老師，街坊鄰居、同

學、母親的親戚都是本省人，家父的國語沒有

鄉音 ，我則一口台灣國語，台語有明顯的宜蘭

腔調。因此不亮出我的姓氏，別人和我自己一

樣都以為我是本省人。學校裡的外省老師娶的

都是本省太太，雖然聽說母親嫁給父親時家人

極力反對的原因是木省人痛恨外省人，卻沒有

人會繼續講下去告訴我為什麼本省人恨外省

人，我好像也沒有認真追究過。就這樣，小學

畢業以前，我沒有認同衝突的在一個本省人村

落的半外省人家庭中長大。對教科書裡所講的

事情則全盤接受，深信不疑，因為爸爸也說蔣

介石北伐抗戰有功，是民族救星呀!

小學畢業，父親通過中學教師鑑定考試，

舉家遷往中壢市住了六年。新明中學三年l唸的

是女生班，班 t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比例

相當，大家都講國語。北一女三年是女校，學

校裡許多老師、教官都是外省人。這六年中我

發現自己雖然有個外省姓及籍貫，可是我深深

感到我與外省人有很大不同，不論是外型、舉

止、思考還是講話方式。隱約覺得整個社會中

外省人有種優越感與優勢，但自己並末擁有。

然而自己又不像真正本省人，不是外表，而是

內在，也清楚感覺得到本省同學是把我當外省

人的。有趣的是我發現與客家人相處時沒有這

種認同的尷尬，不曉得這因素是否大到可以解

釋後來自己嫁給了客家人，要好的知己中有好

幾位也都是客家人。令我意外的是，客家人在

我心目中，代表的是刻苦勤奮 、重感情、團結

等優質的形象， 一直到認識很久以後，才知道

客家人的外子及好友竟然都覺得當別人說:

『 原來你是客家人啊 j 真正的意思是你這麼

優秀的人，怎麼是客家人呢!這才聽說原來本

省人與客家人之間居然也有一層恩怨。幸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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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我感覺遲鈍，中學六年中，不論那個

省籍的長輩，對我的評語都是:用功、單純、

不胡思亂想的好孩子。那六年因為學校風氣的

關係，我不論在學校、在家中、出外幾乎只講

國語，心目中聯考第一，因此那六年我算是

f 國語人』或者是『聯考人 J 吧!嚴格諦，省

籍意識只在潛意識裡發芽。

台大醫學系的七年，因為學號是按照聯考

報名地區來排的，因此北部同學學號在前段，

南部同學在中段，後面近三分之一是僑生。 三

段同學分別持國語、台語與廣東話三種語言 ，

班上成了三國鼎立，辦活動、住宿、聊天都個

別窩在一起，語言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雖然畢

業前三國之間有相當多友好關係及情誼，可是

也有不少同學之間，七年過去竟然沒有說過什

麼話。這七年中省籍意識影響不明顯，倒是北

部人、南部人、廣東人(僑生)成了三組人的

代名詞。也訐成長背景的差異大於省籍因素

吧!

大學七年中，學術自主性高、反對運動發

源地的台灣大學，並沒有給我甚麼政治啟蒙，

不論是老師或是同學對於政治、歷史，都屬於

欲言又止的曖昧態度，感覺上知道的人互相心

照不宣，像我這種不知不覺的人也沒機會聽到

什麼。同學裡一對金童玉女，男孩是本省人，

女孩是外省人，聽說男方家長因為二二八事件

對外省人沒有好感，父母堅決反對兩人的交

往。這是我頭回聽到二二八，可是不論是同

學，還是當事人 ， 都沒人明講甚麼是二三八，

田家也間不出結果，還被教訓小孩子不要管政

治。美麗島事件發生，大家圍著電視看，知道

被抓的人是政治犯，不是壞人。可是在沒有足

夠資訊，又覺得政治的事情很複雜，無處也無

2000 年五月



強烈動機去弄清原委，就這樣算不上有深刻感

觸的竟然把那件事當成日常的新聞 ， 過了就忘

了。連林義雄家中的慘案 ， 對心靈的震撼沒有

停留多久，也隨風而逝了。不過心裡隱約知道

這些人應該是被陷害的 ， 對政府有高度的懷

疑，對政治感到厭惡，我唯一的反抗方式是從

來不去投票 (直到找出國進修回來 ) 。隨著年

齡增長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與日遞增 ， 但是媒

體上民進黨民意代表及群眾運動的暴民形象，

我難以接受。我無法理解為什麼為了爭取好的

事情，會要用到這麼不好的方法; ?假如反對黨

也讓人無法寄予厚望，我們的希望在哪裡? 一

九九0年出國進修前 ， 是我對政治的厭惡及失

望情緒達到頂點的時候。

赴美進修期間，基本上我並沒有特別接觸

到或思考過有關台灣的問題， 只有幾件偶發的

事件做得‘捉。加州我進修的醫院裡有一位華

人醫師，每次都向他人介紹我是來白 Chi間 的畢

醫師，第-次我不加思索的立刻l修正:是

Taiwan 不是 China '之後再有這種情形，我每

次都要史正之，潛意識禪覺得來自 China 是不怎

麼光榮的事情，台灣雖然還不算真正的民主，

比起大陸那可要好多了 。另一位在台灣軍方醫

院工作過多年移民到紐約的華人醫師 ， 閒談間

說起美國西岸有不少台灣來的移民，竟然否認

自己是中國人，而自稱是台灣人，真是忘宗背

枉l 。我守主沒有附和，心想他們這種說法也沒有

什麼不對l呀 ! 進修回國的前夕，在紐約中國城

與弟弟的留美同學們聚餐，大家難得的談起國

家大事 ，有人贊成台灣應該獨立，而我屬於反

對的一力。平常並沒有深刻思考過這樣的問

題，當時谷IJ直覺的說出堅決反對台獨的理由 。

我說台灣就好比是離開窮困的大家庭出外創業

的子弟 ，如今飛黃騰達了，怎可以不認老家的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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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兄 ( 唉 ! 政治智商幾近於零 ) 。還發下宏

願 ' 如果大陸民主化了，缺少復健醫療方面的

人才 ， 樂意到大陸去幫↑亡。看來這個時期，隔

性的台灣人意識與顯性的大中國情結並存，而

我並沒有感受到這之中的矛盾。

進修回國以後一段時間 ，有天電視轉播虛

修一立委與某政府官員互相指著鼻子對罵的鏡

頭，但沒講清楚是為何而吵，我的反應仍然是

對雙方都感到不以為然。當天在美容院裡讀到

自立晚報有相關的報導，不同的是它只報導盧

修一的發言內容及官員的答覆，沒有評論，也

沒有報導吵架的事情。盧修一的發言 ，在我看

來，完全是天經地義的基本民主思想之陳述 ，

官員的反應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當下我體會

到媒體報導方式影響讀者判斷之大，與家人商

量後，停掉聯合報，改訂自立|晚報至今。從自

立晚報的副刊，陸續認識了居住美國的台大校

友台灣文化醫師林衡哲 ( 大學時代在國內創辦

新潮流文庫， 1984 年在海外創辦台灣文庫 )

日本的台灣文學守護者張良澤，加拿大的台灣

人作家東方白 (卡載寒窗完成台灣歷史大河小

說 [ 浪滔沙 ~ ) ，以及國內的台灣文學之甘鍾

肇政 。 他們在 世界各個角落為台灣所做的努力

與付出，令我異常的尊敬與感動 ，也從此展開

了我的發現台灣之旅。我購買了前衛出版社發

行的 『 新台灣文庫~ 20 餘加以此『台灣作家全

集 j 50 加做為認識台灣與台灣文學的入門 O 首

先讀了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 吳j蜀流的無花果，

張良澤的四 卡五白述 ， 以及許曹德的自傳。前

兩本書讓我認識了台灣的近代史， [暸解了這兩

位前輩及其他同胞對台灣所做的偉大奉獻 ， 非

常驚訝於這麼重要的人物與著作，我以及許多

同胞居然完全無所間，這是一個怎麼樣被蒙

蔽、扭lHI 了的社會，而這些書都被擺在書店不

17 



起眼的角落裡。後兩本著作，我閱讀時悲喜交

集，喜的是他們所描寫的成長過程、台灣社

會 ， 我感到非常親切、非常真實，覺得這樣的

本土市民文學，才是真正貼近人民心聲的文

學，與常見的反共拍馬屁文學真有天壤之別。

悲的是終於暸解二二八的悲慘真相，以及二三

八之後知識份子的噪聲與忍辱。張良澤為了發

娟、保存台灣文學作家的作品，讓年輕學子有

機會親近台灣文學，認識台灣，到了緊衣縮食

甚至賣命的地步，竟然也被當作政治嫌疑犯，

而不得不流亡日本，愛台灣竟然是那個時代最

大的罪名。張教授在日本繼續以微薄的教員薪

水，努力的到古書店收購台灣有闊的書籍、史

料，以私人力量在日本成立了 『 台灣文化藏書

館 J 。而台灣當權者沒有要禮遇這位國寶，迎

接他所收集的寶貴台灣文化資產回國的意思 ，

身邊的同事、朋友幾乎沒有人認識這位真正愛

台灣、有超人意志力的前輩 ， 真是可惜又可

悲。之後 ， 我大約有 4年多時間著魔似的閱讀

有關台灣歷史、民主運動的書籍以及台灣文學

作品(感謝前衛出版社的堅持)。 一路走來，

為充滿悲情的台灣人民而哭，為鐵蹄下無數高

貴的靈魂之堅忍而喝采。一旦 ，你開了眼，認

識了生養你的偉大母親一台灣，它就是一條不

歸路。你越瞭解她 ， 你越心疼她 ， 就越愛她，

越想保護她的尊嚴與生存空間。你會發現原來

有好多可敬又可愛的人默默的在各個角落為台

灣的人民以及這塊士地而打拼。你一點都不寂

寞，這些識與不識的愛台灣的人士，結合成為

越來越大的強有力的網 。 你不再覺得氣餒，因

為這些力量將給台灣帶來希望 。 真正發自內心

認清自己是台灣人、認識台灣歷史與本質的那

年，我已屆 36 歲高齡 ， 果然是名符其實的後知

後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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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籍情結對任教於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的舍弟畢恆達而言 ，其影響更加的曲折。從小

舍弟在物質生活上非常節儉，他在台大當助教

時，我勸他不必節省到衣服穿破了還不換新

的，在他出國留學以前，他的標準答覆是:大

陸千千萬的同胞還在受苦受難，我怎麼可以奢

侈浪費。他還說 : 這一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有

朝一日，能夠站在萬里長城之上，看看我們祖

國的大好河山 。因此他出國留學前，我和家母

一再增勸告他，專心唸書，不要上了中共統戰

的圈套。我們最擔心的是熱愛祖國的他，會不

會像陳若曦一樣跑去大陸報效祖國。那個時

代，回歸祖國等於是有去無回 ， 這件事讓我母

親足足擔憂了好幾年。在服兵役期間因不堪長

官壓力而加入國民黨 ， 但從未參加過政黨活動

的弟弟，留學回國後和台大城鄉所師生接了許

多民進黨縣市長委託的案子，而被部分同仁攻

擊太親近民進黨。在擔任陳水扁市長顧問期

間 ， 因為十四號公園預定地事件站在民眾這一

邊，而遭部分黨外人士給他扣上新黨的帽子，

只因為他和夏鑄九老師都是外省人。馬英九競

選市長期間，弟弟在十四號公園預定地事件中

的新聞片 ， 未被告知就被當成競選廣告。我為

他背了黑鍋而叫屈，他倒是坦然的說 : 我是無

黨無派的，別人愛怎麼想，是別人的事 。我只

忠於學術 ， 忠於人民 ， 該批評的事還是要批

評。目前有些現象顯示連學術界都因為省籍、

黨派情結，而影響到學術中立 、 價值中立的大

是大非 ， 這確實是令人擔憂的事情。

本文進入尾聲的此刻 ， 選後的抗議行動終

於落幕。李登輝果然應聲下台(辭黨主席 )

宋楚瑜想回國民黨的陰謀，被擁宋人士吵成了

陽謀而無法得逞。可憐被封建的黨國剝奪了一

生幸福與自由的第一代外省人(被統治者 ) , 

2000 年 五月



作者?品於仰的布魯竟林:大椅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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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著『大中國 J 、『國民黨正統 J 這些神主

牌而對民主的新生(政黨輪替 ) 感到惶恐與憤

怒。又有那仍未睜眼認同台灣 、 唯恐成為弱勢

的外省人第二代在表達他們的恐懼與不滿。加

上野心政客、大陸人士的居中煽動與扭曲，眼

看選舉造成的省籍與族群對立沒有和解還有愈

演愈烈的趨勢，讓人不免憂心。深深的中斤望有

股力量幫忙大家 [ 打開心內的門窗 j ，讓這塊

土地上各種出身背景的族群學習互相包容與尊

重，建立一個多元化 、多采多姿、和樂又團結

的社會。天佑台灣!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80 年畢業，現任私立中山醫學院

醫學系副教授、台中市立復健醫院主治醫師 )

‘!tJ= 

11 國立合 j穹大學校務會議

現1至校長2寧主二久結借用芝棄

--‘旬，

" 
開票結果

中華民 國 89年 5 月 13 日
代表總額.. .

合格投票人數 .. .

出席投票人數................ .. . . .... . ... . . . .....

fi'1J 意續任必須票數(出席投票人數逾 2/3 同意) .. .. . 

第一次續任必須票數(出席投票人數逾1/2 同意 )

同意票....... . . . .. . . . ..........

不同意票 . .. . ............ . ...

空 白票 . .. . .........

無效票.

無效票原因:同時固選同意及不同意

" 結果比2吟30 票，同意績任 。
.... ‘ ~~= 
2000 年 五月

85 年 5 月 25 日

第 一 次續任案

299 

298 271 

278 220 

186 

11 1 
216 156 
56 49 

5 

15 

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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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阿里山攝影之除]

謝霖芬

「 一 、 二 、 三 ，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

LLi J )台灣的風景區固然不少，但其中最傳

統、最l擋炙人口、最老少咸宜的恐怕非阿旦山

莫屬 f !

我一生中阿里山去幾次巳記不清了，但遺

憾的是以前去了頂多拍個紀念n頁，過了這麼多

年， 印象已逐漸模糊， 倒是過去+-二 、 三年的

業餘攝影生涯中，未曾去過一次，理由是路途

遙遠，往返拍攝，耗時費事 。 此外，在台灣的

攝影刊物中，也絕少看到在阿里山拍攝的好作

品。直到三 、四年前偶然在 本攝影刊物中發

現-張阿里山 j櫻花與小火車的作品 :在春霧瀰

泣的櫻花中駛來古色古香的小火車。 此作與日

本作晶中常見的櫻花

與中1/ 1社有異曲同工之

處 ，但卻頗具台灣風

味，也深深地吸引著

我。自lLt{J' r:IJ 便一直

有的往拍攝的念頭，

但一則業務繁忙， 一

則在日多雨，常常櫻

花末開就被大雨打得

七零八落 ，此事便懸

右了三年，直到去年

總算得償宿關。悶。好

後來發生了九二一震

災，阿 IH 山區也受到

嚴重的創傷，鐵路龜

20 

圖 2

圓 1

裂、車站損毀、石猴斷頭、登山鐵路明塌，而

視山翻日樓亦因地基掏空而下|白。回想起來，

震災前拍攝的阿里山作品更彌足珍貴，也值得

在此一記。

阿里山素以登山鐵路 、森林、 雲海(日出

或晚霞)聞名，但原始森林數十年來已砍伐殆

諜，人工植林又未竣工，故森林並無拍攝價

值;日出或日落中的雲海，金光燦爛，好似人

間仙境，可惜這種美景在阿里山難得一見，反

而在台北近郊山區較

常看到，故亦非我拍

攝的主要目標。阿里

山最吸引國內攝影者

的地方當推那滿山盛

開的櫻花了。

根據調查，阿旦

山的櫻花種類高達十

五種之多，單瓣類的

如台灣耕寒櫻、琉球

排寒櫻、吉野櫻、千

島櫻、大島櫻等，花

期較早， 三月分即已

登場;重瓣類的如鬱

金、束錦、一葉、八

2000 年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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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紅大島 、麒麟、 高砂 、關山、五所、普賢

象、 制l所御車等緊接在後 ;種類繁多的櫻花，

由三月初至四月 中 F句為止，逐次開放、凋

謝，形成所詞的「阿里山櫻花季」。

筆者於去年三.月底趟車的往阿里山攝遊，

正11世吉野櫻怒放時， I生l 如雪花的枝頭沁染著淡

圓 4

2000 "1- 五月

淡的粉紅，在藍天與豔陽的輝映下，顯

得無比的亮麗而耀眼(圖 1 ) 。當夕陽西

下峙， 金黃色的餘暉灑在盛開的花瓣

上，更顯得嬌艷動人(圓 2) 。 拍攝櫻花

最理想的地點是阿里山賓館至受鎮宮一

帶，以及沼平火車站附近。若是要拍攝

櫻花小火車的景色，則以沼平站附近的

鐵軌旁為最佳選擇，如圖 3 。拍攝前須

先查閱火車時刻表，選擇最佳攝影點，

把三角架架好，用廣角鏡拍攝，感光速

度約 1/120 秒(太慢火車會模糊) ，光

圈依使用底片及當時測光值而定 。 因此

處的櫻花繁密茂盛，必要時可以閃光燈

補光，使重疊處的櫻花不致太暗(曝光

不足)。

除了櫻花之外，筆者也不忘前往祝

山觀日樓拍攝日出美景。 由於是花季隔週休的

週六上午，人潮十分擁擠，筆者早晨三點多進

入火車站後，等了三班車才勉強擠上火車。 到

達祝山觀日樓後，發現前面已是重重人牆，力[1

以天色不很看好，本想搭下班車返回，候然間

原本烏黑的天空佈滿了朵朵橘紅色的彩霞，絢

爛奪目，令筆者攝心大動， 一時間勇氣大增，

在一聲聲 「 借過」中直衝至前排，總算拍攝到

聞名中外的阿里山朝霞，圓 4 0 日 出峙，彩霞已

褪，反而沒哈特別。

此趟阿里山之』晨，雖然未拍攝到春霧 ，但

適逢吉野櫻盛開之時 ，又有那絢麗的陽光與湛

藍的天空(據說是五年來所僅見，因春日多

雨)相伴，捕捉到櫻花小火車及阿里山朝霞之

美景 ，也真不虛此行了。

(註:花季期間台汽客運有開往阿里山的專

車，可不必自行開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79 年畢業，現任新光醫院復健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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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相當醫學認

猶記在 1998 年的十月二十八日，拖著三件

各 30 公斤重的行李，懷著一顆興奮與志志不安

的心，歷經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 ， 我來到了

美國德州的 San Antonio '開始從事為期一年多

的疼痛與復健醫學研究。此項研究的經費，是

由台大醫院八十八年度出國進修研究計劃所提

供，而能有這次出國進修的機會， 首先要感謝

迪倚南教授、賴金鑫教授、張權維主任和王亭

貴醫師的大力支持，以及洪章仁教授的介紹引

薦，因此得以順利成行。我的指導教授是在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San Antonio ( UTHSCSA ) 臨床免疫科擔任教授的

Or. 1. Jon Russell ' 一 位研究 Fibromyalgia

syndrome 多年有成，國際知名的學者。 他曾經

在 1994 年來台，出席台北國際肌痛研討會。同

時 IU 席該研討會的還有研究 Myofascial pain 

sy門drome 的開山祖師 Oav id G. Simons 教授 ( 洪

教授的老師 ) 在I Or . Gerwin 教授 ， 我也曾在今

年一月前去拜訪他們 ， 詳細的組過若有機會再

向大家介紹。

San Antonio 位於德州中南部 ， 位於休士頓

西方兩百五十英哩，人口約一百萬 ， 但土地面

積卻有台北市的兩、 三倍大，平時我開車去城

中唯一的中國雜貨店， “ 只 " 需半小時左右。

雖然號稱全美第七大城 ， 本地的知名度卻不

高，唯一讓人較有印象的便是 NBA 的 Spur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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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刺隊。在 1999 年季後賽期間，尤其是和紐約

尼克隊爭冠的時候，幾乎全城為之瘋狂﹒許多路

上的車輛插上了隊旗 ( 就像以前台北市長選舉那

樣 ) ，行人打招呼的問候語也改成了 “ GO

Spurs GO ! " ， 連電視上賈汽車 、 賣藥品、賈

傢具的廣告 ， 開頭與結尾也都免不了來一句

“ GO Spurs GO ! " ，更別提商店、辦公室

或住家到處都貼滿了馬刺隊的海報與加油標

語。馬刺隊奪得 1999 年 NBA總冠軍之後，本地

人人抬頭挺胸 ， 揚眉吐氣 ， 彷彿得到了畢生的

榮譽與驕傲。當然我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穫，

一方面多了聊天的話題 ， 另一方面回國後饋贈

親友的特產也有了著落一那便是馬刺隊的T恤和

帽子 GO Spurs GO 

有關 Fibromyalgia syndrome 的研究，在

1990 美國風溼病學會制定診斷準則之後 ， 便如

雨後春筍般的多了起來。 Russell 教授的研究主

要是以高效率液態層析術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 來分析Fibromyal

gla 病人的 CSF 、 serum 、或 urJne 之中，各種

疼痛物質的含量及變化。在他 1996 年發表的論

文中 ， 再度證實了 Fibromyalgia 病人的 CSF

Substance P 濃度為正常人的三倍 ， 而此後的一

系列相關論文，更奠定了 Fibromyalgia 的病理研

究基礎。尤其重要的是 ， 有關 Fibromyalgia 的研

究，也可作為一個基本模型，應用於其他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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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病人。關於此病病名的中文翻譯 ， 有人

使用“肌肉纖維疼痛症候群但我想這樣子

的名稱會使人誤以為是“肌肉纖維"出了問

題。而事實上，目前此病的研究多使用分子生

物學及免疫學的方法，以中樞神經系統之神經

傳導物質或荷爾蒙為實驗標的。在 1999 年凹、

五月份，民生報有一篇文章以“肌肉疼痛症侯

在r 都是厭出來的"為標題，認為壓力為

Fibromya lgia 的主要病因，而且和憂鬱症有關。

但是目前醫界多認為憂鬱症只是此類病人歷經

長期忠病的結果，而非其成因。在臨床上，雖

然學者已經證明有氧運動對病人的慢性疼痛有

好處，但是 Fibromyalgia 的病人一運動使全身酸

痛。因此，如何運動、何時運動、以及如何用

physical modality 減輕疼痛，便是復健科醫師所

面臨的挑戰。在我的實驗室工作方面， HPLC 是

由一台自動採樣機， 11等樣本送入 pump ' 混合液

態流動相 (mobile phase ) 後，再加以高壓打入分

析管柱，最後出 detector 接收訊號交由電腦分

析。 一開始實驗還算順利，但是三個月後自動

採樣機壞了，我必須持針筒，在 25 分鐘內將 20 ul 

的樣本平穩的注入機器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機

器人。說也有趣，雖然做的是 bench work (實

驗室工fl=) ，卻免不了醫生最拿手的動作一打

釗。老美的分析儀器，其實未必有台灣先進，

尤其這台分析數據的電腦，雖然是 IBM 的頂級

品，卻是 28 6 時代的頂級品!所幸我從宏基

「小教授 J ' Apple 11 , 286 , 486 一直到 Pentium

都有棋索過，但是為了這台 286 '連修理的零

件都買不到，只好從廢棄品倉庫中找可用的零

件來支援。除了操作實驗本身，前置作業還包

括訂lb有藥品 、準Vr'lt芸本、修理機器以及研讀久

己生前的生化原理，為了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

成，的i准備感壓力。有一陣子我肌肉酸痛，夜

2000 "1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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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失眠，甚至懷疑自己得了 Fibromyalg悶 ，看來

“ 壓力理論"可能也不無道理喔 !

除了實驗室的工作，我也參與疼痛門診、

疼痛病人過診 ， 及復健科的學術活動。本院的

復健科算是小有名氣，幾年前的美國復健醫學

年會曾在此召開，而復健科主任 Nicolas E 

Walsh 也是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 APMR ) 的總主編。他的捏手孔武

有力，聽說曾是越戰時美軍的 “海鷗"特種部

隊，只憑雙手便可在槍林彈雨中取人性命，但

是現在這雙于卻是濟世救人，妙手回春之手

了。而本院的疼痛門診是根據 multidisciplinary

model 所建立，由復健科及麻醉科醫師聯合主持

看診。例如若有下背痛的病人需要 Facet joint 

injection '復健科的住院醫師也會穿上鉛衣，在

麻醉科醫師的指導下，由 Fluoroscope 導引進行

注射。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復健科醫師也需要

每週固定排開刀日，進手術房了。有關於復健

科住院醫師的訓練，個人覺得有興趣提出一

談 : 其訓練課程分成幾個 domain '如 Electrodi-

agnosis , Amputation, Spinal cord inju巾 ， Muscu 

loskeletal system 等。以肌肉骨僻的課程為例 .

每星期以一個關節為主題， PGY1 、 PGY2 必須

先解剖屍體的相關區域，星期一便在大體解剖

室以該具屍體為例，將相關區域的肌肉 、神經

作完整清楚的報告。星期二則請其他科的醫師

( 多半是骨科、神經科)來演講常見的臨床疾

病 ， 星期三再由 PGY3 、 PGY4 報告常用的復健

方法 ，整套課程約兩個半月。上完之後，除了

受益良多之外，也讓我重溫大三上大體解剖時

不敢吃肉的日子。尤其老美不怕髒， 摸過屍體

的福馬林手也用來翻書 ， 萬一待會兒他一邊看

書一邊用于拿洋芋片吃......。這套訓練課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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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考( 在 ) 及指導教授 Dr . Russe l 合影

然必須靠住院醫師自由J 白發 ， 但是每一個人都

戰戰兢兢，因為有-位主治醫師全程陪同負責

解答問題以及提出問題，而且期末還有小考。

當然美國各地復健科均有不同的特色，不敢肯

定某一套教學也適用於台灣，在此謹H寺以上的

見聞提供給各位先進參考。

在這次赴美進修期間， :fx 也分別訪問了

Harvard Universi 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Johns Hopkins Hospital '以歧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等幾所在l校，並且前去

探望前，久不兒的醫科同學們( 我們是 1993 年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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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在 New Y。你的林昭維(已回國) ，用愛

娟，在 Baltimore 的胡樹聲;同時也拜見了可敬

的學長們 :在 Boston 的林家楊，在 Washington

DC 的蔡宇麟，在 Seattle 的陳文翔，日綸，不口林

敏哲醫師，在此非常感謝他們的熱情招待。他

鄉遇同鄉，真是感到分外地溫暖。而在

UTHSCSA服務的本校牙科葉止戈教授，更是給

我訐多許多生活上的幫助。今年一月底回 國

後，感覺自己背負著許多人的期許，肩上的擔

子也更重了。希望今後我能儘快H守所學所知貢

獻給國人，也盼望將來有機會能再次將載的研

究成果，以及在美見聞與各位分享 。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93 年畢絮，現任台大醫院復健苦1\

主治醫師)

拉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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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農曆春節，我們一改往年的過節方

式，決定全家山國旅遊。由於整個冬天都是又

溼又冷，所以地點的選擇，決定在溫暖而又充

滿陽光的熱帶島嶼 自琉群島。

市琉素有太平洋群島上耀眼;珍珠美譽，而

且名列世界十大美品之. , I司 前為自琉共和

國。 J午1琉群島的民族為卡娜卡族人，一直過著

與世無爭的日子 1543 年被西班牙人發現;

1885 年西班牙正式將自琉島納入版圖 O 第一世

界大戰後吊琉再次轉入日本于巾， 二次大戰來

|臨 ，大批自琉的人民受日木徵召而戰死沙場，

是吊琉歷史最慘烈的一頁，也使得吊琉人口由

原有的五萬人， --F銳減為八千到一萬人。雖

然終年陽光普照，但仍有蕭瑟之氣。戰爭結束

後， J飾合國將市琉由美國托管， 1981 年元月自

琉成立自治政府為自琉共和闕， 1994 年 10 月 1

日正式獨立，結束美國的管轄，成為正式獨立

國家。經過半世紀之後，卡娜卡族人口已逐漸

增加，力cU三曰H分外來人口，總共約有一萬五千

人;外來人口中大部份和觀光事業有闕，其中

文以美凶 、 1:::1 本 、 台灣居多。

吊琉群島士也處西太平洋，也是密克羅尼西

間最西端，是由 200 多個小島組成，面積並不

大，大多為未經人工雕殊的自然風光。其中可

2000 士|三 h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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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庭芳

洛島 (KOROR) 是自琉的經濟、政治及文化中

心，島上仍隨處可見日據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古

蹟。巴貝爾塔普島 (BABEL THUAP ISLAND) 為

吊琉最大島嶼，位於可洛島北方，古樸的島上

聳峙著巨大的石面具 「魔石 」 。傳說摸了魔石

會使人現出原形，罪惡人將被流放到對面的離

品，以示懲戒;無罪者即可昇天， 如此濃厚的

神話色彩，加上其石材非當地所有，更強化了

它的神秘感。

今由台北到吊琉，有飛機直達，約三個半

小時，非常方便;只是飛機接近吊琉群島時，

空服員會按規定在機艙內噴灑氣體狀的除茵消

毒劑，雖然聲稱對人體無害 ，但也的確令人不

愉快。飛機抵達之後，即可卸 F身上厚重的衣

物，享受迎面而來的熱帶海風。島上的車程頂

多二 卡分鐘，主要交通工具還是靠快艇穿梭各

島嶼、碼頭之間 。在這裡你會發現衣物是多餘

的，其實只須要一件游泳衣及一 、兩件 T恤短褲

就已足夠。在這幾天當中，游i永、浮潛是最大

的享受 ，即使不會潛水的人儘可以放大膽子享

受不需要泳技的浮潛之樂。自琉豐富的海底世

界，即使是早鴨子，也無法拒絕它的誘惑。海

底世界七大奇觀之首的吊琉富於變化的地形堪

稱一絕， 一叢叢如花椰菜的暈型陸塊，散落在

吊琉海域，映照得七彩珊瑚啡、海， 一片綠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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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酋變幻著白雲的身影。乘坐快艇遊歷於 ROCK

ISLAND 群島內， 享受清風迎面徐來的快意，及

那份遺世獨立的寧靜，是到自琉的必修課程。

各式的熱帶魚，顏色七彩爭豔，更可看到紅

魚、大海龜等難見的生物 ，其中的拿破崙魚，

號稱吊琉的國寶魚，色彩繽紛;尤其它前進

時，身體呈 8 字型，好像你看著它，它也轉過頭

來看你，非常好玩 ! 浮潛之餘，可在耳其人的島

嶼小憩片刻或海灘嬉戲，潔淨無比的白色沙

灘，碧綠的海水，湛藍的天空，宛如仙境，讓

人想起一句但語 「青山綠水乃是大富貴 J !自

琉的白色沙灘美不勝收，最著名的區域為長灘

島，當退潮時，沙灘浮出水面長達 1000 多公

尺，堪為奇景。外于劉醫師本來對水中活動興

趣平平，但是玩到最後一直待在水裡不背上船

的人卻是他;可見吊琉的水域有多大的吸引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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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水母湖是吊琉相當著名的特殊景

觀，平靜無波的水母湖，底部與外海相通，可

潛入湖中欣賞如果凍般透明的水母，而需行光

合作用的水母 ， 每天正午時分，成千上萬地浮

出水面，相當壯觀。水母一收一張的前進方

式 ，非常有節奏;而且此地的水母無毒，為世

界獨一無二的。 只是近年前往水母湖的人愈來

愈多，使得水母數目一直在減少;所以自琉政

府考慮暫時關閉這唯一開放的水母湖(其他仍

有幾處水母湖 ，但均不開放 )。

自琉群島的單純和未經人工雕珠，能夠讓

前去的人完全融入大自然;其海域的美景更讓

愛水的人流連忘返;在去過幾處渡假海島之

後，吊琉是唯一讓我非常想再去旅遊的地方!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4年畢業，現任骨絡肌肉放射診

斷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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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力$科陳8月庭教緩蜘臨蠣騙

各位長宮，、前輩、同仁及貴賓，今天我以

非常矛盾的心情站在各位的面前。我也不知道

如何形容我這二十一年來，回到台大後 ， 我的

這一切心情。雖然一切只能用一句話 「 我已經

盡力了 I have done my bes t! J 來形容。我為

母校已盡了我的全力，目前已建立了一個有系

統而本來只屬於零星的整形外科 。 而整形外科

已經是一個大外科分出來的小分科了。在此也

特別感謝和我一起奮鬥過來的學生們及同仁，

還有在這過程中拔刀相助的長官。

每一件事都有開始的一天 ，也有結束的一

天 。那我這算是結束了嗎 ? 我必須鼓起勇氣對

自己說，不結束也得結束，因為後面有人等著

要接班I呢! 至少我覺得要做一個六十五歲準時

退休的典範，以免後面有人把我當成老賊來看

待。資本主義發達到現在自私自利，人人為

2000 何一五 月

陳明庭

二000年四月十五日

「名利 」 爭奪的時代也來臨了。在臺大醫院內

也不例外，把別人手術的資源拿去當自己的東

西發表 ， 為了升等不擇手段者多的是，已不是

司空見慣的事。太客氣則升等根本沒有你的

份。我自認為沒有鬥爭的本錢，只能小心翼翼

的靠邊站，躲避可能襲來的大風暴 。 本來是抱

著一片赤誠的心回到台大 ， 但以非常尷尬的心

離開這裡，心想希望有一天這樣的環境會有所

改善 ， 但我仍然熱愛台大，因為這是培育我的

搖籃。

過去的鄉下醫師很幸普

小時候惡劣的生活品質讓我原先不希望作

一個醫生 。 當我小的時候因為家父是鄉下的開

業醫生，當時服務病人必是日以繼夜的。所以

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病人敲門 。家裡的每一個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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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很難得有一晚的安眠。雖然現在想起來也 幣剛好足夠買一張往紐約市的單程機票- 609 

覺得很難過而且可怕，但我非常佩服家父有那 美金 ， 我先找好美國 New York 市的 Rotating

麼一份毅力及服務大眾的精神，如此來渡過他 Intern 每月 300 美金及 Full maintainance (即包

的一生 O 括食宿免費)。當時我也就毫無畏懼的買了機

不願意也無法阻擋家父的堅持

雖然不喜歡當醫生，但家父則堅持我必須

傳遞他的事業當醫生。於是大學入學考試只能

填一個志願 all or none 在毫無選擇的狀態下，進

入醫學院而順利的於 1960 年由台大醫學院畢

業。當醫生實際上只在兩個大前提之下我勉強

可以接受 ， 第一是生活安定，第二是受一般社

會人士的尊敬 。 但現在回頭看來這兩個原則可

不是正在消失中，恐怕再過幾年全部都將煙消

雲散。 不久後醫生可不再是人人羨慕的職業

了。

醫生生涯的開始

老是聽人說 r f故事起頭難 J 學生時帶著

美麗的前景努力念書，背了很多英文醫學名

詞 ，到畢業，當兵一年才知道頭路難找，當時

台大醫院住院醫師薪水低得離譜，以現在的眼

光看來簡直讓你無法相信，台大要進四大科

(肉、外、婦產 、小兒 ) ，必須先做一年的固

定實習醫師， 第二年才可以做住院醫師。台大

固定實習醫師之薪水為每月一百五十元， 當時

美金市價為 1 比 50 ' 所以只值美金三元(四年

後我到美國當 Rotating inte rn 薪水為 300 美金

plus full mainta inance) 相當於美國的一百分之

一 。當時山國(留美)之風氣非常盛， 一般認

為在國內似乎只會被修理又學不到什麼名堂。

所以為了出國籌錢，當兵一 年後我選擇了台北

市薪水最高的台灣療養院，每月薪水為 R12000

元台大的十四倍、 R2 2200 元、 R3 為 CR拿

2400 元。 CR 當完 ，我的積蓄剛好達到三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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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空手到美國去了。但所幸家父慈悲心懷，

怕我路上沒有零用錢，特別向黑市又買了 300

元美金給我當零用錢，這些錢在路上，也用的

光光的，到美國醫院報到時手上只餘下十元美

金，這算是我一生中我最窮的一個階段。

當我剛剛從醫學院畢業時，有一個夢想，

想做一個很好的醫生，能為社會人群服務，同

時也希望可以賺到一點錢，貼補多年的辛苦及

窮困的生活。這也是畢業後猶豫不決不知該選

擇哪一科做終生專業的原因，選科就成為你終

生賭博性的問題。當時我選了整形外科誤以為

這就是美容外科，因我不必看到我最不喜歡看

到的 「 死亡 」 、 「 病危病人 」 的照顧，更重要

的是晚上沒有急話不會被病人吵起來。本來就

對美術有點興趣的我，也誤以為整形外科大部

份的工作是在製造人類之美(因為 1960 年代台

灣確實沒有整形外科，何況我們台大的外科大

佬林天佑教授都如此以為，而看不上整形外科

之存在，並曾經在 1968 年時在青杏雜誌上大發

高論 ， 他認為整形外科是坐下來做小小的于

術，所以由女性的醫師去做是最適合不過的

了。)我當時正好在美國當第一年整形外科住

院醫師，覺得他的言論不是很正確，但現在想

起來無知者無罪 ， 環境讓很多人不暸解什麼是

整形外科。

我在 1964 年到美國後才發現整形外科真正

的訓練是非常吃重在重建手{峙 ， 而美容方面的

教學只有其中之大約 10% 而己，有很多外傷 、

癌症病人、年老病人傷口、燒傷病人、先天畸

形兒之重建，以及外科手術留下來的疑難雜

症 ， 均落在整形外科醫師于裡'因此這專科的

2000 年五月



名詞顧名思義的就稱為 「 重建整形外科 」 。我

本來想要選將來專攻較不受病人干擾並有藝術

氣息的科目 「 美容外科 J 這美夢就這樣破滅

了。既然上了賊船我也只好硬著頭皮做下去

了。於是我在美國為了上整形外科住院醫師之

前ogram 得須先從一般外科住院醫師做起 ， 之後

才能進入整形外科。這七年在美國的奮鬥中，

每隔一天才有一晚睡覺的機會，簡直整天昏昏

沉沉的過日子。整形外科結訓後即回到台北，

受僱於馬偕醫院，叉開始了一段忙碌的外科醫

師生活，每天 7 : 30 上班， 7:00 - 8 :00 下班，每

天過著 24 小時不夠用的日子。當時我已三十八

歲，雖然仍有很大的衝勁，但一直感嘆為何仍

然過這種沒有充裕的日子。當時我就發現整形

外科 CR 做完必須有一陣子繁忙衝刺的階段是很

重要的，這正是真正學以致用的實現階段，把

自己過去三年整形外科住院醫師學到的東西，

於此全部展現出來。完成自己的學習曲線 (Learn-

ing Curve ) 使之達到成熟的水平。 我在馬偕醫院

五年當中曾經感覺到天下無敵，後來顯微于術

及頭顱顏面外科之發達，又回到學習階段的原

點，努力趕上新的潮流。這種隨時即時趕上的

觀念變成進步快速的醫學生涯裡很重要的一

環，因為如果沒有搭上新的潮流 ， 你隨時就會

附設醫院李漁德院長頒「神三王佛心 」 獎牌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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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中被淘汰掉的，會使你感到非常的緊

張。 1976 年隨著馬偕整形外科的分裂 ， 我到了

國泰醫院。而羅慧夫院長則在長庚醫院另起仕

爐，林秋華醫師則固守了馬偕的陣容。我只在

國泰醫院三年後，就因為第一個連體嬰之分割

的需要，回到台大醫院重新建立整形外科之教

學系統。這又是我另一次由零做起的階段。由

整形外科專屬病房之籌劃到住院醫師之招收、

訓練至今，好不容易建立了每年三人 ， 三三制

的整形外科訓練系統。眼看在台大二十年的時

光也過去了，我面臨退休的警鈴也響了。

回想起來我的人生路程真是崎幅不平，只

是想起來有很多難以忘懷的貴人 ( 恩人 ) 在每

一個階段裡帶給我無限的鼓勵與感激。我衷心

感謝這些人，這些人就是 高光輝醫師、 Dr .

Frank ( 台灣療養院 ) 、 Dr . Sidney Roseuberg 、

Dr. Burton Neft (Pittsburgh, Montefiore Hospital) 、

Dr. Arthur Joseph Barsky 、 Dr . Lester Silver 、

Dr. Adrian Aiache (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 New York City) 、 Dr. Morri 

Spinner ' 回台後 酌. Nordhoff ' 許書劍教授、

洪啟仁教授、侯書文教授及諸多台大的前輩教

授，還有我的同學連倚南教授 、 徐茂銘教授 、

莊壽1名教授等人的鼓勵。

另外我要特別提起的一位恩人，是內科

的劉禎輝教授， 他是我 1964 年為了辦理出

國找保證人，尤其是要保證思想純正 ， 保證

學成會回來，在當時白色恐佈時代沒有人敢

做保證人。就在我到處碰壁 ， 找不到保證人

的時候 ， 劉教授絲毫不猶豫的為我蓋下了他

的圖章，並鼓勵我 「認真努力學習回來 」 一

他這句話流露出一個老師對學生的信賴及期

訐，當場讓我感激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也許大家都不曉得過去我經歷或工作過

的醫院有幾家 [ 台大醫院 ( 學生 )、 光田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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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醫院、屏東空軍醫院 、 台灣療養院 ( 目前

的台安) 、 美國 New York Coney Island 

Hospital 、 Pittsburg Montefiore Hospital 

New York 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包含 Jacobi Hospital 、 Van

Natterm Hospital 、Lincoln Hospital) 於 1971

年當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之際，不顧生死回

到台灣，後來被誘進 Mackay Memorial Hospi

tal 服務五年、國泰綜合醫院三年、臺大醫院

二十一年 ] ， 共十二家登記有案的醫院，除

臺大醫院外，最長的沒有超過五年，曾經兼

任過或去開過刀的醫院遍佈全省，至少在三十

家以上，曾經去教過課的醫學院 ， 除台大以

外，包括高醫、中國醫藥學院、中山醫學院、

台北醫學院 ( 屬五家最早的醫學院 ) ， 曾去演

講過的醫院也不勝枚舉 ， 幾乎每月均有多場的

演講。在回到台大以前常常出現在電視上，回

台大後大為收斂。以我保守的個性 ，我是不喜

歡媒體的人 ， 因為不好應對，同時也覺得沒有

曝光的必要。我一直都認為作一個平凡的人最

為幸福。

我是一個主張多觸角的人，這是受到我父

親影響最大的一件事 ，也就是作醫師最好要做

一個 Broad Spectrum 的醫師 ， 多看多學，尤其

是多學自己專業以外的科目，以茲應用到自己

的專業上。因為我有生理上的特殊本錢 ，特優

的視力及平穩的于藝，我認為可以勝任做一個

好的外科醫師，才以自己的興趣進入整形外科

(雖然我做過一般外科住院醫師整整六年，而

rm了很多一般外科的手術 ) 。其實因為有興趣

才進入整形外科，這不是吹牛的。

上了賊船後 ， 才知道整形外科作 acute

hand injury 及 facial trauma, microsurgery 也是很

辛苦的事 ，但當我發現不對時已經是太遲了，

也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了。 也就是沒有辦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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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 、 同仁合照

頭而一頭栽下去 ， 因為我是很敬業的人 ， 所以

做事都會一板一眼的盡力去做，直到現在想起

來還是覺得非常的辛苦，但以成就感來說 ， 是

否值得了嗎 ? 我不知道 !

以上只是我在退休之際 ， 直覺誠實說出的

肺肺之言。萬一其中有任何言詞對長輩有冒犯

之處，恕請原諒 ， 我並沒有惡意。

我最後的衝刺

在我執業的末期，我對血管瘤特別感到興

趣，也對此發表過 10 多篇深入的文章 ， 並常有

國外病人到本院治療。因此本人也籌組了一個

財團法人血管瘤基金會，就在日前得到了衛生

署的許可，今日也正式宣布成立。希望利用本

人的餘生剩餘價值，能邁入新的人生的哩程，

做我生命的第二春 ，特別為血管瘤的研究、治

療及經濟不良的病人助一臂之力 ， 為社會貢獻

我最後的一點心力。也希望各位能共襄盛舉。

在此再次的感謝各位來賓在百忙中抽空參與本

人的惜別會，還有辛苦籌備這一切的外科部以

張金堅主任為首的諸位同仁及編輯籌備小組

們。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科 [960 年畢業， J見f叫我於財國主主人血管

為基金會 )

2000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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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橫潰
仇
的

民國七十一年 ，我單槍匹馬以理事長身

分，代表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赴瑞典斯德

哥爾摩參加第九屆世界物理治療聯盟(以下簡

稱 WCPT) 大會，並以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

(Physical Therap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名義獲大會通過加入該聯盟。民國八十

八年，在廖華芳理事長帶領下，我隨著三十多

位我國物理治療師代表，赴日本橫潰參加 WCPT

第 l三屆大會。十八年間的五屆大會中，我一

共參加了四屆。本文擬對代表物理治療專業的

世界性組織其演變與發展;以及我個人與會的

感想，與大家分享。

廖文炫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的歷史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創立於 1951 年於丹麥的

哥本哈根召開第一屆大會。創始時 ， WCPT 僅

有十一個創始會員國， 即澳洲、 加拿大、丹

麥、芬蘭 、 德國、英國、 紐西蘭 、挪威、南

非、瑞典 、 及美國。及至 1999 年 ， 會員國已增

加至八十二個，並預定於 2003 年在西班牙的巴

塞隆納 ， 舉辦第十四屆大會。 WCPT 每四年

次 ， 分別於世界各地召開大會 ， 其開會地點與

歷任理事長如下:

~I 別 年 代 地
點 理 事 長

第一屆 1951 丹麥哥本哈根 Mildred Elson (U.S.A) 

第 一間 1956 美國紐約 Gwen Griffin (United Kingdom) 

第二屆 1959 法國巴黎 Rudie Agersnap (Denmark) 

第四屆 1963 丹麥哥本哈根 Rudie Agersnap (Denmark) 

第五屆 1967 澳洲默爾眛 Gwen Park (New Zealand) 

第六屆 1970 荷蘭阿姆斯特丹 Doreen Moore (Canada) 

第七屆 1974 加拿大蒙特霎 Eugene Michels (U .S.A.) 
第八屆 1978 以色列特拉維夫 Eugene Michels (U .S.A.) 
第九屆 1982 瑞典斯德哥爾摩 Margarit List (Germany) 

第 1-- 屆 1987 澳洲 雪梨 Brian Davey (Australia) 

第 1-一屆 1991 英國倫敦 A.J. Fernando (Canada) 

第 卡二屆 1995 美國華盛頓DC David Teager (United Kingdom) 

第 1-- 屆 1999 日本橫演 Sandra Moore (Australia) 
第十問屆 2003 西班牙巴塞隆納 ( 預定 )

2000 行了 Ti:月 31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於 1975 年獲內政部

核准成立後，即積極準備加入 WCPT 0 於 1978

年，本會獲 WCPT 通過成為預備會員 (Provi-

sional Member) )並於 1982 年，以觀察員的身

份與會，爭取成為正式會員。在當時國際局勢

對我國極為不利，且當時我國又沒有物理治療

師的認證制度(我國物理治療師法是在 1995 年

通過的) )我很擔心提案會被擱置。在投票

前，我卯足了勁向與會者介紹台灣的物理治療

教育情況與台灣的風土人情，並與亞洲物理治

療聯盟會員國的代表們開會，尋求奧援，終於

以 58 票贊成、 6 票反對、及 8 票棄權的結果，

獲大會通過，成為正式會員國 O 猶記得當時我

國的國旗高懸在大會會場外，在斯德哥爾摩市

的上空飄揚，驚動了僑界，因為我國與瑞典並

無邦交 O 一名老華僑看到，還打電話到當地的

外交單位詢問，感動萬分。消息傳回國後，本

會還獲得外交部的一只獎狀，感謝我們完成一

次成功的國民外交。我個人則在母院附設醫院

復健科星期四的早會上報告此行，題目是斯德

哥爾摩之旅 O 由於太多的來龍去脈必須加以解

釋，且同事們對加入國際組織及其籌備過程極

為興趣，巨細靡遺地問了訐多問題。因此我足

足花了兩小時，分兩次(早會只有一小時)才

得以報告完畢。還記得當時的主持人連倚南教

授在第一次早會結束時，戲稱「我們想聽你講

斯德哥爾的故事， ;(5、麼講了一個小時還在中正

機場 J 至今還常被引為笑談。

我國與會人數逐次遞增

白本會獲通過為正式會員國後，每屆均派

代表與會，積極的參與這項國際活動。本會參

與 WCPT 大會之人員也是逐次增加。去年在日

本棋潰舉行時，我們共有 30 人參加。歷屆參加

者名單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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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1 人:廖文炫

1987 年 2 人:廖文炫、張梅蘭

1991 年 3 人:賈伊雯、詹美華、林光華

1995 年 16 人:詹美華、廖文炫、張梅蘭、林

光華、廖華芳、柴惠敏、凌

汶、何兆邦、蘇錦勤、陸秦

生、賈伊雯、徐阿田、 卓瓊

鈺、林桑伊、鄭瓊娟、湯志永

1999 守: 30 人:廖華芳、廖文炫、張梅蘭、林

光華、胡名霞、鄭素芳、林燕

慧、 卓瓊鈺、何兆邦、蘇錦

勤、徐阿田、張佑仁、羅文

琪、白偉男、林桑伊、吳英黛

、陳文玲、蕭世芬、李韻?、

林偉雯、林佩欣、周揚玲、李

言貞、何明蔥、楊志鴻、張玲

瑛、林秀真、陳淑雅、張嘉

玲、郭美英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之區域化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自 1991 年開始將聯盟區

域化 (Regionalization) 分為五個區域即:

1 非洲 (Africa)

2 亞洲-西太平洋 (Asia-Western Pacific) 

3. 歐洲 (Europe)

4. 北美洲/加勒比海 (North America/ Caribbean) 

5 .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我國代表在 WCPT 擔任之職務

我國隸屬在亞洲-西太平洋區域 (Asia-West

ern Pacific Region，簡稱 AWP) 。我於 1995-1996

擔任副會長，今年被選為財務長。張梅蘭(本

會現任理事長)在 1995-1999 擔任 AWP 派至

WCPT 之後補代表。而廖華芳(本會前任理事

長)則擔任 AWP 於 WCPT 之國際研究委員會

2000 年五月



國3M.jl路運三畫眉回

(Interna 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 代表，負責

2003 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之第十四屆大會

時之學術活動。

與會的感想

1.各國均很重視這個國際性會議

由於四年才舉行一次大會，各主辦國無不

全力以赴，提供許多有趣的相關活動，而大會

的閉幕式更是另人難忘。如 1982 年大會開幕式

由瑞典王妃蒞臨主持，以貴賓身份用瑞典語與

英語致辭，與會人員均起立致敬。 1987 年大會

開幕式由澳洲總督 Sir Ninian Stephen 主持，場

地在雪梨有名的歌劇院大廳。 1991 年的大會由

英國女皇親自主持開幕式，為尊重英國的禮

俗，大會要求參加者必須先學習音見女皇的半

跪拜禮，並提供訓練過程。女皇進場前，皇家

衛隊先來封鎖現場，使得許多遲到者吃到閉門

羹。 1995 年的大會開幕式峙，美國總統何林頓

也致書面賀詞。而 1999 年的大會開幕式更是由

們本天皇及皇后親臨主持。

2. 歷屆大會都精心設計 Logo 與主題

茲列出 1982 年至 1999 年之 Logo 與主題，

以供參考。

A. 1982 瑞典設計之 Logo 主題為 "Man in 

Action" 

2000 年五月

由於當時我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的，為

了入會的事，到處穿梭，又是當年新出爐的會

員國代表，因此應邀在大會閉幕式發表感言。

我除了極力讚美外，並提起「我有兩個女兒，

這在我們傳統的台灣家庭中承受極大的壓力，

今天看到大會的主題是 "Man in Action" ，大會有

164 篇論文發表及許多壁報 (poster) 展示，雖然

我去聽許多場論文發表及觀賞壁，報，我想我知

道國去後該怎麼辦了 J 全場無不哄然。結果

我於1985 年，果真喜獲麟兒，取名「廖崇理J

是取其「崇尚物理治療」之義，以紀念此次斯

德哥爾摩之行。有趣的是自此以後，每次在大

會碰到識與不識的國際友人時，我最常被間的

問題是「你生兒子了沒? J 

B. 1987 澳洲設計之 Logo 主題為 "Toward

2000" 

C. 1991 英國設計之 Logo 主題為 "Care in Our 

Hand" 

主題為 "Care in Ou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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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995 美國設計之 Logo : 

主題為 "Dimensions of Excellence" 

E . 1999 日本設計之 Logo

主題為 "Bridging Culture" 

3 . 世界物理治療聯盟的 Logo 亦踐經修改

A 早期使用之 Logo

34 

B. 1991 年-1995 年使用之 Logo

C.1995-1996 年討論中的 Logo

WCPT WCPT 

0.1996 年至目前使用新的 Logo

2000 年五月



圖為作者全家禧 1 左下方為作者

4. 夢想

我曾在第 5 屆亞洲物理治療聯盟大會開幕

式致詞時，提出由我國主辦一次世界物理治療

聯盟會員大會的夢想。我推薦廖華芳理事長成

為 AWP 於 WCPT 之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 之代表，是為爭取將來主辦世界物理

治療聯盟會員大會的伏筆。

5. 成果與期許

從斯德哥爾摩到橫潰的世界物理治療聯盟

會員大會， 一路走來，可以看出我國參與國際

會議之成果。更令人欣喜的是除了與會者增加

外，參加的人員也越來越年輕，甚至有在學的

學生也參與此一盛會。這些年輕人都是將來主

辦世界物理治療聯盟會員大會的生力軍。第十

四屆的世界物理治療聯盟會員大會將於 2003 在

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期訐有志參加的人及早

準備，好讓我國能有更多的人員參加。也希望

藉本文能提高大家對國際會議之興趣與重視。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1972 年暑絮，現任

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台大醫學脫護理學系所歸i數
內外科、兒科、精神科、社區護理講師以上教師及助教數名

一、職務:

講師以上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二、資格:

講師以上教師:具有碩士、博士學位。

助教:協助教師教學、輔導學生實習

助 教:大學畢業且其畢業總成績平均達75 分以上者 O

三、檢具資料:

講師以上教師: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印本 ，領域相關著作目錄及影印本、三封推薦信、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助 教:大學畢業成績單及學經歷證明。

四、截止日期:八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以收件為憑)。

五、信函請寄: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黃秀梨主任收。

六、電話專線: (02) 2312-3456 轉 2228

七、傳真專線 (02) 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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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錯編輯委員的努力邀稿之下，本刊的結果逐漸不虞匿

乏， -tt. í支浮本人在四月下句就可以著手進汗本期文章的校對與
編排等工作，因此十三于感謝是各位總奏的熟，已邀桔 o -tt.見月 j寺邀緝

的汗動持結下寺，好讓本刊的技稿源源末斷 O 五月初本人失達

喪父之慟'編輯工作一度中蝦，幸賴總編輯評教授的束力相

勛，方1支本期j專趴在五月下句順利也刊，真是感激萬立于 O

巴

藝品 勾
ν? 

嗎 ?為 奇

(台大雪院復1連部骨關節病復健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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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g~板上海副教授骨科g~ 林育副教授

學獲 財團法人隊為裕教授學術基金會
使今醫學研免與

牙醫系林俊彬副教授家庭醫學們世代掛醫師

生理學科臘的授枷
有發醫學文教基金會柳 有各醫學獎 參

左起 賴義隆主任、陳慶餘主任、陳建仁院長、徐茂銘教授、方中民教授 1 楊照雄董事長
以林俊彬副教授、李世代主治醫師、郭鍾金教授謝博生院長 、藍萬烘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