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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物換星移，驀地回首，畢業至

今忽焉己的寒暑。猶憶當年剛剛完成臺大醫院

四年外科住院醫師(民國 47-51 年)及一年骨科

總醫師( 51-52 年)訓練，面臨選擇骨科次專

科，心頭著實一片茫然，不知此後何去何從。

蓋因當年醫學未盡發達，臨床分科頗為龍統，

骨科知識與醫療技術尚屬萌芽階段，臨床舞台

相當有限，專業領域不易發揮。直到 1960 年

代，隨著台灣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變遷，工業人

口逐年增加，伴隨工廠內操作機器而引起手外

傷的病患也逐而增多。然而台灣當時從事於于

外科的臨床工作者近乎缺如，筆者個人有幸獲

得武田獎學金資助，於民國 56 年 (1967) 8 月赴

日本進修手外科一年。

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當時東京大學整形外科(骨

科)津山教授，對治療臂神

經叢麻痺手，利用 2-3 條肋神

經轉移 (Intercostal Nerve 

Transfer) 到肌皮神經 (muscu

locutaneous nerve) 來重建肘

關節功能。術後並以肌電圖

(EMG) 來證實其具有 action

potential '整體成功率達 50-

60% 。往後數年由於顯微手

術之發展，更大大提高本手

術的成功率。筆者自日本返

國後將此科技首次引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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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曾在臺大醫院施行數十例臂神經叢麻痺之

個案。同年 11 月前往廣島大學整形外科(骨

科)跟隨津下教授研習「手指外科手術 J 同

時觀摩其所領導教室內的年輕整形外科醫師從

事動物實驗，他們故意切下小白兔的耳朵，再

利用顯微手術重建回去，主要的用意就在於訓

練顯微手術技術。當時本項技術還處於萌芽階

段，需借助動物實驗來證實其可行性。筆者此

一期間學習主題著重於 「急性手指外傷之緊急

處理 J 內容包含手指骨梅、肌鍵、神經、血

管等等各項急，性傷害之處理，與「手指功能的

重建手術 J 諸如導因於外傷後、小兒麻痺、

腦性麻痺、痲瘋病、類風濕性關節炎(本疾病

在日本很常見)等諸多疾病的麻痺手，及先天

性手指畸形，尤其對屈筋腿

之縫合術，筋鰱移植術以及

手指人工關節 (silicon arthro

plasty) 手術，均讓筆者留

下深刻印象。

57 年 8 月回台後，旋

即在臺大醫院成立「于外科

特別門診 J 首創台灣手指

重建工作之先驅。 61 年以

「上肢重建于術」研究論

文，取得東京大學醫學博士

學位。同年申請 NIH 獎學金

赴美進修，專研「同種複合

肌廳移植術 (com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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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on allograft) ，主要是利用雞趾屈鰱做移植

于術，經過一個月後、 二個月後、 三個月後、

四個月後、......直到一年，定期觀察雞趾的活

動情形，並在各不同時期取出植入的雞腿，做

組織學切片檢查。如此辛勤研究，總算功不唐

捐， 64 年本研究論文榮獲登刊於 JBJS '為于

指肌朧移植之重要參考文獻。自美學成回國後

仍繼續從事動物實驗，首先將雞趾的複合屈

腿，泡在 1/5000 濃度的硫柳汞 (merthiolate) 藥

水中， ~宇藏於冰庫 2個月後取出，並植入非原來

的雞趾，再分別於一星期、 二星期、 三星期、

四星期、 二個月、 三個月、六個月、一年後，

取出屈腿，用肉眼觀察有無異體排斥現象，再

做組織切片檢查，包含肌鰱周闇癒合情形，也

觀察肌鍵在朧鞘內滑動的情形，本實驗的結果

證實「異體肌朧移植」與「自體肌朧癒合」情

形並無差異。因此設立肌廳主的于 (tendon bank) , 

對於重度多指屈鍵挫滅傷，可利用肌朧銀行內

冰凍過的肌腫移植，大大的拓展其臨床運用的

範圍。 72 年 (1983) ，本研究論文發表於美國于

外科醫學會，又被刊登於 Journal of Hand 

Surgery ，筆者也於同年獲選為美國于外科醫學

會會員，為當時東南亞地區第一位獲此殊榮

者。留美中，承蒙美國最權威的手外科醫師 Dr.

Boyes和 Dr. Stark 之大力指導，順利完成論文，

至感銘謝。 69 年以麻痺手的肌鰱移植著作一

文，榮獲杜聰明博士優秀論文獎。 59 年筆者針

對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于指，在台灣施行首例

手指關節之 Silicon Implant Arthroplasty , 69 年

亦施行首例腕人工關節重建材q 。

由於骨科材料科學之發展及手術技巧之進

步，人工關節之臨床應用可謂 20世紀骨科重要

進展之一 。 71 年筆者引進無骨泥膝人工關節手

術( PCA 型) ，及 74 年開創無骨泥儷人工關節

重建術( PCA 型) ，往後陸續進行訐多改良型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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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骨泥人工關節之研發。 70 年代以後，台灣經

濟繁榮進步，來自政府單位如國科會等之研究

經費大幅增加，加以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的

成立，國內研究環境大幅改善，骨科基礎研究

風氣逐而興盛，學術研究也成為大學醫院重要

的追求目標。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使人工關節置

換手術成功地治療許多嚴重關節疾患，這些病

患在手術後功能顯著獲得改善，提高了生活品

質，無疑地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可說是骨科史上

一劃時代的創舉。然而在置換人工關節後，人

體組織會發生自然反應造成人工關節局部骨吸

收或者溶解 (osteolysis) 導致鬆脫 (Ioosening) , 

有時可能需再度接受手術 (revision) 。一再于術

後，關節功能、筋力及骨路都會逐漸變差，嚴

重影響治療成果，因此防範發生併發症(鬆

脫)已成為目前骨科研究重要課題之一。 82 年

至 87 年期間，個人與復健科合作參與退化性膝

關節炎病人經人工關節置換術後之膝功能和肌

力之研究評估，同時對人工靚關節鬆脫與肌力

強度不平衡之關係做連續三年之整體研究，設

立術後訓練模式。個人又與基礎醫學配合參與

研究人工髓關節置換後發生鬆脫後的骨代謝與

血球功能變異。臨床工作探討人工膝關節置換

術後的局部骨代謝與測定骨密度的變化，於 86

年發表於美國骨科醫學會年會 poster 並被刊登

於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雜誌。

置換人工關節，在長期使用後會釋出異體

材質的一些磨損微粒 (wear particles) ，進而引

起關節周圍組織發生局部變化。這些磨損微粒

( 10μm 以下)包括金屬碎屑 (metal debris) , 

聚乙埔磨損物 (polyethylene) 及骨水泥磨損物

(PMMA) 等等，引起局部組織排斥反應，使人工

關節表面增生一些纖維組織，釋出分解蛋白質

的酵素 (proteolytic enzymes) 和細胞動力素

(cytokines) ，引起局部骨酪吸收，使人工關節

3 



的固定鬆動，進而引起鬆脫，也可能

會影響局部神經及肌肉組織的病變。

我們研究小組，曾經針對人工關節鬆

脫病患在接受再手術時所取出的人工

關節周圍之偽膜組織進行組織學檢查

及免疫化學色檢。結果發現這些組織

內含有許多磨損金屬微粒，並且測量

血液中的金屬離子濃度，與對照組

(以正常人及無鬆脫者)比較分析，

證明含量有明顯增加，且也可以證明

含有蛋白質分解酵素印證這些事實，

曾報告於 SCI 雜誌。

這些相關論文發表刊登於雜誌，

對骨科醫療應用很廣的人工關節所引起骨吸收

代謝指標、有計劃地、一系列深入研究，可以

更明白人工關節對人體骨酪代謝的影響，這些

研究具有很高的臨床意義。同時利用動物植入

人工關節材質模式，探討人工關節所引起的局

部組織及肌肉之病變。目前正進行巨噬細胞

(macrophages) 對人工關節金屬磨損微粒的反

應，且著重一氧化氮 (NO) 的探討，初步結果證

實兩者間關係密切。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些變化

是否與一些內源性因素有關，我們利用體外巨

噬細胞培養模式，並利用 NO釋放及其生成酵素

的測量，作為炎性反應的指標以研究巨噬細胞

暴露金屬磨損微粒後所造成的炎性反應。另外

利用取得大鼠人工關節四周後的局部組織作共

同培養以分析該組織對巨噬細胞釋出 NO其生成

酵素之變化，所得到的具體成果包括:體外巨

噬細胞培養模式之建立，以探討其生化酵素之

變化以及其他互動關係。由此可以推論人體接

受人工關節後的變化以供臨床的研究分析檢

查。目前有此方面的研究報告很少，因此更顯

得本研究的臨床意義十分重大。我們利用多年

的研究報告經驗，利用動物體(大鼠)及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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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巨噬細菌， (鼠肺)模式進一步探討人工

關節聚乙埔 (polyethylene) 磨損微粒的作用。巨

噬細胞在未受刺激時及接受磨損粒刺激時其基

質分解酵素， 一氧化氮 (NO) 及其合成酵素

(Nitric Oxide Synthase) 之表現變化。結果發現

利用植入與人工關節同材質的聚乙埔於動物體

內的模擬動物模式，在植入物四周組織(腿

部)有發炎現象。利用 Western blot 方法，我們

發現植入聚乙埔塊組的腿部骨酪肌nNOS表現量

增加，且 iNOS 也會被誘導出來;而 PKC 於

cytosol 和 membrane fraction 的量也會增加。男

外在坐骨神經部分，植入聚乙埔塊組nNOS表現

量增加。這些結果顯示氧化氮合成酵素 (nNOS

及 iNOS) 的促調節 (up-regulation) 在聚乙埔塊植

入物四周組織炎症反應上扮演重要角色。

臨床研究工作是追求真理、新知及人生體

驗，孔子說「學然後知不足 J 將近半世紀的

骨科臨床工作，更加使我相信「學如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 J 如何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

無時無地充實自己，以切合時代的脈動，進而

引領風騷，創造潮流，是我對年輕一代的骨科

醫師真摯的期待。回顧 50 年代台灣社會那種經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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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貧窮、生活水準落後、研究工作粗陋、路

途艱難，大家畢路藍縷、披荊斬棘，唯一的目

標與期待，就是提昇台灣骨科的水準'以造福

社會人群。直到 70 年代後，科技突飛猛進， 一

日千里，更使我警覺到，處此聲光電化的高度

競爭時代，唯有不斷地進步再進步，才是不被

時代淘汰的不三法門，而這些學術上不斷地追

求，也正是我個人生命史頁上最重要的精華部

分。

回首前塵，往事歷歷，如在眼前，令人百

感交集。筆者這一代身處劇烈變遷的歷史轉

折，目睹台灣社會從戰後的斷垣廢墟、滿目瘡

咦，到今天的高樓大廈、進步繁榮;學術上也

從昔日的一片荒蕪'到今天的規模初具。老實

說筆者已完成了我們這一代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的歷史責任，往後個人即要卸下身上重擔，

將責任託付給年輕的下一代，但是關懷台灣，

關懷骨科之情，是我個人永遠不會割捨的一部

份。江山代有人才出，緬懷過去，展望未來，

期待台大骨科，甚至整個台灣骨科，在繼起新

生一代的經營下，會有更加璀燦的發展，為社

會人群做出更大的貢獻，在這裡我虔誠地祝福

大家都有一個光明的前程。

我的座右銘一首要誠實，其次要修身，再

就是繼續努力。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57 年畢業，現任台大醫院骨科教

J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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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b口腔值依然肆虐
一敬請陳水扁總統一起關心口腔癌防治

行政院衛生署於六月二十五日公佈一九九

九年台灣十大癌症死因，其中男性口腔癌死亡

率比前一年成長 9.5% '為男性所有癌症中增加

最快者，遠遠超過肺癌之 4.23 % '攝護腺癌之

3.2% 及食道癌之 2 . 88% ;而且近十年來男性

口腔癌死亡率一直急劇上升，明顯增加 1 .4 倍，

更多發於二十五歲以上，特別是四十五歲到六

十四歲之中壯年男性 ;如再思主之檳榔破壞水

土，最近山區已遭致一連串土石流之反撲， 此

二大事實對大至國家、小如家庭之打擊，隱含

著 「 亡國滅種」的威脅，實彰彰明甚;尤其是

國人癌症死亡率整體而言，兩年來呈微幅下降

(約減少 2% )的趨勢下，為何男性口腔癌竟仍

猛升，在去年增幅攀升第一 ， 幾達一成之高 ，

又位居第四高之食道癌亦與嚼食檳榔難脫干

係，檳榔族(業者及嚼食者)還能不深思、警

惕嗎 ?

再細看男女合計之去年台灣十大癌症死亡

原因，口腔癌雖然仍列名第七，但其死亡人數

1298 人已超越第五名之女性乳癌( 1082 人)與

第六名之子宮頸癌( 965 人) ，而其所佔癌症

死亡之百分比為 4 . 36 % '亦高過女性乳癌之

3 .63% 及子宮頸癌之 3 . 24% '是故口腔癌在十

大癌症死因中之影響力實質上應為第五名，之

所以排名第七，原因在統計每十萬人死亡率

6 

緯良俊

時，女性乳癌及子宮頸癌僅須計算女性人數，

而口腔癌則以全部人口計算，前者之分母數明

顯地比後者為少所致。

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中央研究院曾舉

辦一場 「檳榔問題研討會 J 分別從醫學、水

土保持、農業經濟和社會科學等方面作了全面

性的研討。(附件一 ) 筆者為代表醫學方面之

引言人 ，針對檳榔之健康危害曾作了扼要的說

明。就中筆者曾明白預言 r根據衛生署一九

九六年的資料口腔癌一年增加率僅次於

攝護腺癌，現為台灣癌症增加率第二高之癌

症，但照目前之趨勢，預料必將超越攝護腺

癌，成為台灣增加率最高之癌症 」 。事隔三

年，根據此次衛生署新發表者 ，雖然只有男性

資料，但已知攝護腺癌已退居男性癌症增幅排

名之第三名，其增幅 (3 . 2%) 僅達男性口腔癌增

幅 (9 . 5%) 之三分之一而己，益顯口腔癌增加得

極為異常且令人鷺懼。筆者早就擔憂的此一檳

榔族夢魔，如今不幸而言中 ，這對所有口腔醫

療工作者而言，如同對檳榔族一樣，不官都是

當頭棒喝的警訊。

今年四月一日的洛杉磯時報，曾刊登一篇

美聯社記者兼台北分社主任傅維廉 (William

Foreman) 發自台北的特稿「檳榔，對台灣是恩

賜，也是詛咒 J (附件二 ) ，文中形容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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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導檳榔危害做為終生志業 (Iife's mission) J 

'並且常受邀在台灣全島各地的縣市政府衛生

局、學校、醫院及「任何其他有人傾聽的地

方 J 進行衛教演講。 記者也引用了筆者很沉

痛的一句話 r如果把台灣這塊土地想像成一

個有機體，那麼，到處可見的檳榔樹就是在她

體內四處亂竄、製造破壞的癌細胞! J 的確，

筆者在這八、九年來 ， 一直與理念相同、志同

道合的人士或團體從研究、教學 、 宣導與實際

的臨床治療等每一方面，做過許多努力。不

過，非常可惜，效果仍未達我們所共同期待的

程度 。 不管怎樣，我還是非常感謝及珍惜至今

能有一起努力的機會，尤其是中華民國防癌協

會， 筆者 自八年前受託主編該協會第十八期防

癌雜誌「口腔癌專輯」以來， 至今也透過該協

會印製、出版了前後共七版合計十五萬五千本

的衛教宣導小朋「口腔檳榔癌 J 以及其他多

種宣導資料與用品分發各界參考 、利用。藉此

機會，特別感謝至今曾經捐款贊助出版的善心

人士和公益團體，其中有贊助兩次共五萬珊的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一次贊助五萬加的佛

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私立向上兒童福利基

金會和私人捐助者羅東黃敏雄醫師、台北阮中

先生、台南韓淑馨女士等。最近第七版剛好又

趕印了兩萬本，值此檳榔危害更加猖嗽之際，

歡迎各界如有宣導、衛教需要時，可向中華民

國防癌協會索取 。

前面說過， 口腔癌在台灣仍然肆虐不停，

這表示檳榔、菸、酒防制的宣導效果似乎仍不

如我們的預期; 筆者亦認為今後預防口腔癌的

衛教宣導工作，應把這三種保健、防癌的大敵

合放一起來做衛教 。 所幸 ，這一點宜蘭縣衛生

局已經踏出了全國第一步，於六月二卡一 、 二

十二日兩梯次舉辦的宜蘭縣衛生保健志工服務

教育訓練課程內， 已經由筆者講授「菸、酒、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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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的危害」 。 此外，在總統大選前的一九九

九年五月十六日， 筆者曾在報刊寫過一篇「歡

迎阿扁投入檳榔防制活動 J 因其內容與本文

主題甚為相關，茲引用文中三段如下:

「雖然檳榔問題至今已有中華民國防癌協

會、南海基金會和董氏基金會等公益團體持續

關心，但迄無像孫越之於反菸運動那樣有名、

有效且有道德勇氣的人士長期鎮而不捨地獻身

推動;若能得到有超人氣的政治大明星如阿扁

者獻身投入，必將有助益於台灣檳榔問題的改

善與解決。有朝一日，使嚴重的檳榔問題獲得

解決，不再肆虐台灣的人民與土地，則阿扁對

台灣永續發展的貢獻，應不低於任滿一、二任

的總統。」

「 筆者也在此數年間，在台灣各縣市前後

已作了約五十場的檳榔危書衛教演講。只是，

比起近十幾年來，檳榔園和檳榔族在台灣各地

仍然氾濫不退，我們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如果阿扁真能加入這檳榔防制活

動，即使只是利用每次接受媒體訪問的機會，

就講一句 『愛她(台灣)就不要嚼它(檳榔) j 

'或協助南海基金會拍一部 『 防制檳榔公益廣

告 j ，必能產生極大的效果，也可為民進黨締

造另類疼惜台灣的莫大功績。正如去年台灣日

報一篇社論的題目: r 橫榔之不治，何以國家

為? j 熱愛台灣， 一直為台灣奮鬥不懈的陳水

扁先生 ，局興乎來! J 

該文雖寫於總統大選結束之前，但現在讀

來，我們對大家敬重的陳水扁總統仍抱有甚大

的期待，此期待豈僅在政治方面而已哉!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 1962 年畢業，現任母系口腔頓面

外科學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委員會委員兼「檳榔與口腔癒」小組召集人，行政院衛

生著痞症防治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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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輯總書訊一咀嚼植樹危穹健康
(1998.4.8 中央研究院「績榔問題研討會J 紀實)

Strong warning sounded for health 

risks of chewing betel nuts 

Caution: Betel nut chewing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Participants of a recent seminar set out that 

strong warning to the Taiwan public, stressing 

that people who chew the betel nut preparation 

are 30 times more likely to develop mouth 

cancer than those who refrain from the habit 

Academia Sinica, the ROC's top research 

institut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held a seminar on April 8 

focusing on the threat which betel nuts pose to 

local society . 

Participants concluded that the chewing of 

betel nuts is dangerous to one's health and the 

excessive cultivation of the crop damages the 

envlron盯lent

Based on th悶 ， the meeting sounded the 

alarm tha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must address 

the problem immediately. 

Known locally as "Taiwan chewing gum," 

the ever more popular product is sold on practi 

cally every street corner and roadside stand 

throughout the island. The mildly stimulating 

preparation consists of a betel kernel packed 

with spices and lime and wrapped in a leaf from 

the betel be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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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Chang 
Staff Writer 

Studies show a link between the habit and 

mouth cancer. But the public should not underes

timate betel nut consumption as a problem 

which affects only the person who chews the 

preparation, Lee Yuan-tseh,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 said in a speech to open the 

semlnar. 

When someone who partakes of the habit 

contracts mouth cancer, it has a crippling effect 

on every member of the victim's family , 

explained Lee, who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There is a heav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 

wel l. T empted by the high profits, growers of 

betel palms illegally cultivate the trees on every 

hillside possible. The result of this has been soil 

erosion and a deple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and regulate proper solutions ," 

Lee stressed. 

Wu Cheng-wen, president of the NHRI, said 

the death rate for mouth cancer is the fifth high

est rate among all types of cancers contracted 

by men in T aiwan 

But the most revealing statistic , he contin

ued, is that 90 percent of Taiwan's mouth 

cancer patients are betel nut ch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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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n Liang-Jiunn,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School of Dentistry, said 

the chewing of the betel nut preparation can 

destroy the periodontal organelle, the teeth 

themselves, and even whole of the mouth, 

throat and esophagus. 

Mouth cancer, however is not the only 

danger that lurks. "Pregnant women who chew 

betel nut are more prone to having miscarriages, 

st川 births or babies with deformities ," Hahn 

warned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or, the betel nut 

habit has spread to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Taiwan. Whereas it used to be a pastime of 

laborers and farmers , many whi惚-collar work

ers now chew the preparation as well. Even 

more worrying, though , is the steady rise in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who have taken up the 

habit, he sai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betel nut chewing 

population in Taiwan has increased to around 

2.8 million people. 

This expanding popularity is viewed as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upswing in the 

number of mouth cancer in Taiwan. "The rate of 

annual increase in mouth cancer patients is 

14.58 percent. This is the second highest rate 

among all kinds of cancers," Hahn remarked. 

Other bad habits can compound the health 

risk. People who smoke cigarettes and drink 

alcohol as well as chew betel nuts are 123 times 

more likely to contract mouth cancer than are 

abstainers , said Chan Chi-Shean,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uncil of Agricul

ture pointed out that the roots of betel palms 

are too short to clutch the soil sufficiently and 

too imporous to process underground water 

properly. This leads to erosion of the soil and 

damage to the water table. 

Huang Wan-Chuan,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 warned that the area of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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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el palm cultivation in Taiwa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 In 1986, only 11 ,000 hectares were 

being used for cultivation of the crop. But by 

1996, the figure had soared to 56 ,600 hectares. 

"A continuation of this trend will seriously 

affect Taiwan 's water supply in the future. The 

danger exists that the water table will sink by 6-

20 meters every year," Huang said. 

Betel nut growers also had their say at the 

seminar. During the different discussions, they 

voiced numerous objections to the claims being 

made 

The growers sai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egotiate with them to find proper solutions. 

Also, they rejected the claim that betel palm 

farming is the main culprit behind soil erosion in 

Taiwan. 

"The building of golf courses, the hillside 

farming of vegetab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ces on slopes contribute to the problem 

as wel l." One grower stated 

More specifically ,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themselves to blame for the soil erosion 

problem due to their failure to formulate and 

enforce proper land-management policies , the 

betel nut farmers said.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 were of the 

general opin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act to restrain betel palm growers without first 

drawing up concrete regulations. 

Legislator Hau Lun-pin said he will push for 

regulations to restrain the betel nut industry. The 

places where the preparations can be sold and 

consumed and the total area of plam cultivation 

must be reduced , he stressed. 

Such measures, the legislator added, would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national health. 

(轉載自 1998 年 4 月 17 日自由中國紀事報， "The Free 

China Journal , published since 1964 , by the Govern-

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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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he Betel Nut: Taiwan's Boon and Curse 
• Health: The island's No. 2 crop is sold everywhere and chewed like gum, but as its 

use has increased, so has oral cancer. 

TAIPEI , Taiwan 一- Lu Toh peals off a 
bandage on his inner thigh and shows a credit 
card-sized black scab. Doctors cut out a 
patch of skin from the spot to repair damage 
caused by cancer that was eating a hole 
through his cheek. 

The 49 -year-old engineer knows oral 
cancer didn 't single him out randomly . Like 
many other Taiwanese, he invited the disease 
by chewing little green betel nuts sold at road
side stalls across this island. 

"1 wish I'd never started chewing it," Lu 
says, shaking his head slowly. "1 really regret 
it. " 

Although many consider betel to be a 
national symbol and a harmless natural stimu
lant, the olivesize nuts are the target of a new 
campaign that claims they are killing Taiwan's 
people and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But efforts to discourage betel chewing 
traditionally hit stiff resistance in Taiwan, 
where the government says the nuts are the 
No. 2 cash crop and where one of every nine 
people enjoys munching them. 

Betel nuts, known as "Taiwanese chewing 
gum," are usually sprinkled with spices and 
other flavorings , served with a wedge of 
pepper or wrapped in a leaf, then sold at road
side drive-up stalls islandwide. They taste like 
a cross between black licorice and cheap 
toothpaste. 

Women clad in miniskirts and bikini tops 
are often used at the stands to attract 
custome悶， mostly taxi drivers and other blue
collar workers who chew the nuts like tobacco 
or snuff and ciaim they provide a mild buzz. 

Habitual chewers can be spotted by teeth 
and lips stained red by betel juice, which 
some peop!e spit on sidewalks and floo悶 ， Ieav 
ing splotches difficult to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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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illiam Foreman 
Associated Press 

When Lu started chewing betel 20 years 
ago, he said he had no idea it could cause 
cancer. The popular belief was the nuts would 
stimulate the gums. 

Lu's oral surgeon, Dr. Hahn Liang-Jiunn, 
has made it his life 's mission to get 
Taiwanese to stop chewing betel nuts. The 
Taipei hospital ward where he works is filled 
with men whose mouths are swollen from 
surgery and have feeding tubes snaking 
through their nostrils. 

Hahn crisscrosses the island, lecturing at 
city halls, schools, hospitals and any other 
place where people will listen to him. 

"Think of Taiwan as being an organism 
and the betel nut trees are the cancer cells ," 
he says. 

Cancer Deaths on the Rise 

As betel has grown in popular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deaths from 
mouth cancer has more than doubled. There 
were 549 deaths in 1991, but by 1997 -the 
most recent statistics available-1,163 people 
died from the disease, according to govern
ment figures. 

Nearly 90% of Taiwanese with mouth 
cancer have chewed betel nut, and most also 
smoke, increasing the risk of the illness, Hahn 
says. Although such cancers usually start on 
the tongue, most Taiwanese patients have 
cancerous growths on the inside of their 
cheeks, the spot where betel nuts are chewed, 
he says. 

The nuts pack a deadly combination of 
cancer-causing juices and bristles that 
protrude from the nut as it's chewed and irri 
tate the gums and wall of the mouth, the 
doctor says. The irritation speeds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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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ous growths, which look like whi悟，
cauliflower-shaped warts . 

There are no nat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nut , although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outlawing betel chewing in public 
spaces. 

With a big smile showing his red teeth , 
betel nut seller Huang Kuan-Hsi dismisses the 
health warnings as exaggerated. Huang, who 
says he owns 20 betel stands around the 
island, says the nuts are harmless if chewed in 
moderation. 

"Even instant noodles can kill you if you 
eat too much of it. They have preservatives," 
Huang says, as a 20-year. old woman clad in a 
short, tight dress peels a pile of the nuts 
beside him at his roadside stand in a Taipei 
suburb. 

A pickup truck pulls up, and the woman 
climbs down from her high stool designed to 
give traffic a good look at her legs. She sells 
the driver a box of five betel nuts for 50 
Taiwan dollars ($1. 65). 

"We chew it for the same reason Ameri
can baseball players chew gum and tobacco ," 
Huang says. "As long as your jaws are 
moving, you' lI stay wide awake." 

Huang says banning the betel nut would 
create economic chaos, throwing tens of thou
sands of people out of work. 

A typical betel farmer 
can earn four times the 
income of a rice farmer. 
The crop's total value in 
1997 was $13 .2 million, 
the government says. 

At a mountainside 
farm about an hour's drive 
from Taipei , farmer Su Ho
jin says he couldn't resist 
the profit potential of the 
betel nut. 

ij哥有句t

start bearing fruit about seven years after you 
plant them, and they'll keep doing it for 50 
years," Su says. 

Su says that when he planted the trees, 
he had no idea betel nuts were a health threat 
and that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started if 
he had known. But now he's stuck with a 
small plantation and has no choice but to 
continue harvesting, he says. 

For Chen Hsin-hsiung, forestry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most alarm
ing thing about betel nuts is what they are 
doing to the environment. 

Chen says the thousands of acres of new 
plantations that have popped up in the past 20 
yea悶， many on the sides of mountains, are 
causing erosion and ground water problems. 
The trees don't have enough foliage to catch 
adequate amount of rainwater, and their shal
low roots don't stop soil from being washed 
away, he says. 

Chen acknowledges Taiwan has a tough 
choice: Protect the economy or the environ
ment? 

"1 think we ought to choose the environ
ment," he says. "If you destroy it, it's much 
harder to get it back." 

(Reprinted from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1, 2000 , by 

permission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 

T en years ago, Su cut 
down his forest of acacia 
trees and planted 10 acres 
of betel nut trees in neat 
rows. Chickens that he 
also raises cluck and 
scratch in the dirt around 
the trees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 trees is that they' lI 

今年 5 月 6 日，衛生署詹啟賢前署長於卸任之前，前往壽德大樓

七樓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辭行時所攝。最右僅攝入部分

倒臉者為健係費用協定委員會兵凱勳主委，左二~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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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進修個案管理

與
自脫規劃之心得分享

為因應人口高齡化、慢性病、惡性腫瘤、

事故傷害的增加，跟隨著長期照顧之需求也逐

年擴增，衛生署將推廣慢性病患出院準備服務

及轉介制度列為重要措施，以台北市為例，八

十七年底老年人口佔總人口之比率已高達 9 .22

0/0 '而十大死因前三位分別為惡性腫瘤、腦血

管疾病、及事故傷害(民國八十六年) ，住院

病人中老年人的比例也逐漸增加中。享有長期

照顧服務是人權而非特權，且不同層次的照護

系統，才能提供給不同程度失能者最適切的照

護。

臺大醫院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申請加入出

院準備服務(出院規劃)計劃，並幸獲經費之

補助，展開三年實施計劃的推行，進行此出院

準備的服務，是一項完全新觀念的推廣，協助

使病人及其家屬由生病必須住院治療的觀念，

轉換成依病患病情不同在不同的場所得到不同

姜遠萍

感謝臺大醫院提供機會至美國進修個案管

理的課程半年，讓筆者更清楚瞭解個案管理的

正確觀念 ， 及有效應用在臨床上，確實提供病

人及家屬長期照護的服務。藉此機會得以學習

美國已實行多年的經驗，供日後本院做個案管

理的基礎，並加以改進使此方案更能符合國人

的需求，建構一可近性、多元性、連續性的服

務網絡，使被照顧者能享有社區化、人性化且

高品質的持續性照護服務，同時藉機宣導此項

觀念給更多的人瞭解，讓大家及早為未來作計

畫，不論日後受照顧者是在家中或照顧機構中

被照顧，均應得到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重與

尊嚴。

在半年的進修期間，筆者曾到聖荷西州立

大學修習個案管理的課程，並到三所醫院見

習，其內容如下:

程度的適當照護，妥善使用有限的社會及醫療 一、在進修課程方面

資源，使病患得到最人性化，且連續性的醫療 首先修習“初級個案管理課程 Essential

照護。對家屬而言 ， 醫護人員應提供適當的醫 Case Management " 

療網之諮詢，並利用個案管理的觀念及方法提

供病人及家屬個別化的不同需求的服務，同時 ﹒課程內容包括第一部份的身體評估及第二

節省社會醫療資源，使有限的資源能發揮最大 部分的個案管理，由於個案管理員 (Case

的使用效能 。 Manager) 應暸解病人狀況，需其備在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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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評估出病人的生理需求，因此課程以

人體結構功能為主，讓學習者可按部就班

的以人體結構來了解基本功能，配合臨床

上的症狀，更加深身體評估的概念，以便

日後能評估病人的需求，安排適當而合乎

病況的後續照顧機構。

.第二部分是初級的個案管理課程，首先從

基本概念開始，說明何謂個案管理，自

1970 年代始美國保險制度的改變，導致實

行按診斷相關群給付 (DRG) ，為了有效利

用資源及節省費用，隨後出現個案管理的

觀念，而個案管理員 (Case Manager) 、

出院計畫員 (Discharge Planner) 、或協調

者 (Coordinator) 等，雖職稱因醫院而不同

但工作職責及目標大同小異，為提供病患

高服務品質、連續性照顧、完整性整體照

顧、及人性化的照顧而努力，所謂的個案

管理是:是一個提供醫療照顧的過程，是

將評估 (assesses) 、計畫 (plans) 、執行

(implements) 、協調 (coordinates) 、監測

(monitors) 、評值 (evaluates) 整合的過

程，透過溝通及可利用的資源，來滿足個

人健康的需求，達到促進品質及成本效益

的成果。其目標為提供高品質的照顧、減

少片段式照顧、加強病人的生活品質、同

時考慮降低成本。

個案管理是一提供正確服務於正確的病

人，適用於病情複雜或花費高成本病人的管

理，提供持續性、高品質、低成本的照顧，利

用協調在複雜的治療及照顧過程中，直接協助

病人和家屬安排及掌管各種資源，且將重點放

在改善病人的問題，整合各醫療團員努力的成

果，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得到最大成本效益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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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

在管理式醫療環境中護理個案管理員

(Nurse Case Manager) 是一樞軸及基本的推動

者，可利用臨床路徑 (Clinical Pathway) 、出院

準備服務 (Discharge Planning) 來達到個案管理

的目的，但比個案管理的定義或個案管理員的

工作內容來得更重要的是:對病人及家屬提供完

整而人性化照顧的精神。

傳統上個案管理員是由社工擔任，直至 80

年代末期，漸有護理人員的參與，誰是較適當

人選，是取決於需要個案管理的人口群，才能

決定需具備何種專業條件，譬如﹒幫受虐兒安排

寄養家庭需要社工、肺部疾病的病人需要呼吸

治療師擔任個案管理員。

﹒個案管理員的職責;

1 需具有評估的能力、能辨認病情變化、隨

病情的變化適度變更服務計畫。

2 可能需執行床邊直接照顧。

3. 協調出院後家中所需醫療儀器的安排。

4 . 需暸解及判讀各項檢驗報告結果。

5. 提供自我照顧的指導，針對病情給予所需

的護理指導項目，如教導病患藥物的副作

用及正確的服藥方法，抽痠或以無菌技術

包紮傷口等。

6. 出院後追蹤，個案管理員需依病患狀況做

出院後追蹤。

7. 品管監測，有關病患的所有照護項目都需

監測其品質。

二、在臨床見習方面

為更加瞭解臨床上如何執行個案管理，分

別至位於 Palo Alto 的 Veterans Affairs Health 

Care System 、 Santa Cla間的 Kaiser Perma

nente 、 San Francisco 的 California Pacific 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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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Center 等三所醫院見習各醫院個案管理員的

工作執行狀況，雖同樣是個案管理員的稱呼，

但其工作內容卻因醫院而不同，茲將三所醫院

的見習經驗略述於後:

1.退伍軍人醫療組緒 Veterans Affairs Health 

Care System 

此榮民醫院住院病患給付是由政府提供，

在內外科有三位個案管理員，每位搭配一位于士

工，兩人一組，負責近三十位病人，包括一般

病房及加護病房，凡與護理或照顧有關的由護

理個案管理員 (Nurse Case Manager) 負責，與

家庭協調、福利金、收容機構之聯繫等由于士工

負責，每日早上至病房將新病人的資料白電腦

列印出，並翻閱病歷且與病房內醫護人員討

論，暸解病人狀況，篩檢出優先探視的順序，

隨後到病房與病人及家屬討論出院或轉院的後

續照顧問題，同時瞭解他們的需要，若病人需

要他科的評估時，個案管理員可直接照會，由

於很多榮民是流浪漢或是單身獨居，因此個案

管理員需視個案的狀況，幫忙安排收容所、護

理之家或輸送病人田家，包括出院當日的交通

工真，若無家屬或家屬無法到院接回病人時，

只需個案管理員開據單據，病人可依此搭乘院

方安排的車子離院，不需付費，院方認為不需

為節省少許的交通費而花費更多的住院費;因

此該院有亞急性病房 (Subacute Unit) 可讓病情

穩定的病患自急性病房轉入，或轉介至有簽約

的護理之家，全院員工都會配合政策，適時讓

病患出院，每週固定時段舉行臨床討論會，成

員包括個案管理員、社工、復健治療師、專科

護理師，將有困難出院的病患提到會議中大家

討論，經過腦力激盪後，得到較一致的結論時

提供給病患及家屬，使病患能得到最恰當的照

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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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院門診部設有以家庭為主的全責照顧小

組 (Home Based Primary Care) ，該組織由內科

主任當召集人、另有護理人員、社工、營養

師、復健師、精神科醫師，當護理人員(即個

案管理員)接到轉介的個案時，會至個案的住

處做初步的評估，包括身體、精神、家庭成員

的互動、住處環境等，將評估過的資料帶到每

週的討論會中，經過小組討論後，認為此個案

需納入收案時，與個案需求有關的成員主動介

入，並提出初步計畫徵求同仁的意見。見習中

目睹一位年邁的老先生有嚴重營養不良的問

題，家境貧苦，太太有精神疾病，兒子不顧

家，經護理人員家訪，做了評估與組員討論後

幫他安排送營養品及伙食至家中、家中環境清

潔、贈送微波爐(因家境貧苦無法自行購買微

波爐來熱食) ，而護理人員每週固定家訪一

次，此時測量個案的體重，追蹤營養狀況的變

化，同時追蹤其他與病患相關的服務是否按時

提供，作為評值的標準，若經由個案管理員追

蹤過一段時間後，認為此個案的問題已解決

時，在小組會議中報告成果，即可終止繼續提

供服務，在照顧或評估個案上有任何問題時，

可請此小組的召集人(由內科主任擔任) 一起

到個案家中訪視，幫忙個案管理員評估個案的

狀況，提供確實符合個案的服務。

2. 凱撒保險機構 Kaiser Permanente 

凱撒醫院是一所有兩百多病床的小型醫

院，在美國各州有很多分院，同時擁有保險公

司，因此住院病患全是自己保險公司的客戶，

故住院給付較單純，全是套裝式的給付方法，

因此院方會在門診設個案管理員，目的是讓病

患盡可能留在門診治療，由此個案管理員繼續

追蹤病情，當病患有任何問題時需透過門診個

案管理員的安排，包括是否需住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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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住院的機率及成本，該院有一單

位負責計劃、設計、販賣各種衛教教材，並有

志工幫病患上網查詢相關衛教資訊，使病患能

早點做預防而減少住院的可能性或減少住院日

數， 一旦因病而住院時，其平均住院日數三到

四日，該院有各種不同小組，共同來改善臨床

服務品質，其中有一組負責出院服務，成員有

經理 (Manager) 、藥師、社工、病患照顧協調者

(Patient Care Coordinator '簡稱 PCC' 是一位

個案管理員)、由麻醉科主治醫師擔任顧問，每

隔一日至病房巡視查房; PCC 每日來病房探視

病患，與護理人員溝通以了解病患最新的狀

況，做最妥當的出院安排，聯絡並轉介病思至

簽約的護理之家，如無法轉介時於查房當日由

PCC 向小組其他成員報告有困難出院的病患、

檢查項目不妥及重複做、無法轉院的病患等，

經過討論，若屬醫師開檢查或藥物等的問題，

此顧問會尋求藥師或其他相關成員的意見後，

親自與照顧的醫師討論，並建議該醫師較，恰當

的治療及檢查，小組成員各自發揮其功能，最

終目的是利用最低的成本為病患提供完整而適

當的照顧，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

3. 加州太平洋醫學中心 California Pacific Medical 

Center 

該院位於舊金山，有約一百多病床，分三

個院區，一區為急性病房醫院， 一區為婦幼醫

院，另一區為慢性病房，在急性病房及婦幼醫

院設有護理個案管理員、臨床專科護理師 (Clini

cal Nurse Specialist) 及社工， 三人一組負責做

個案管理業務，每日自電腦報表中得知住院病

患的基本資料，各自去病房探視病思，並自護

理人員處收集病患的現有的問題，經個案管理

員判斷，病思仍因某問題無法出院返家時，可

能需轉介至男一院區的慢性病房，事前個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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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員需以電話，與對方保險公司的個案管理員

討論，有關給付事項是否同意，此時顯現出其

溝通及協調的功能，彼此爭取最大的利益及最

小的成本，更希望病患得到最好的服務。

該院是由個案管理員將無法出院的病息與

臨床專科護理師討論，再由臨床專科護理師在

小組會議中向內科主任(此小組負責人)報

告，經由討論後可能需做政策面的宣導或調

整，或因不同意見而有所不同的思考方向，無

論如何較確定的是有醫師兼高階主管的參與，

讓政策易推行、讓其他醫師的參與度較高;而

臨床護理師負責自己專業領域的病息衛教較

多，但導致臨床護理人員過度依賴專科護理

師，而將病患衛教交由專科護理師負責，同時

臨床專科護理師較少負責出院規劃的工作，導

致對病患的狀況不熟悉，需經由個案管理員的

報告，方可掌握病患的狀況;出院規劃的服務

主要靠個案管理員的參與，包括評估病恩入院

是否符合入院標準或恰當、收集入院時的資料

並輸入電腦、每天探視病患後將病情輸入電

腦、電話查詢保險給付項目、聯絡並安排轉

院、與醫護人員討論病情、聯絡家屬了解其需

要、填寫轉介單、影印病歷摘要、傳真病摘給

轉介單位等，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填寫各種表

格，相對之下探視病人的時間較少，與病患接

觸的機會也少，要有說服力、且順利的轉介病

人，有時須靠醫院已定的政策做依據來執行。

院方給予臨床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員相

當的權責，當他們在監測出院服務發現問題

時，可將資料與負責的醫師討論，或呈交給院

方做處理，院方相當重視此統計資料，根據此

資料要求醫師配合院方政策，才不會流於形

式，順利推行出院準備服務的觀念。

三、對政策與教育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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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

1.全院性加強長期照護、出院準備服務的觀

念，醫療是團隊工作，是一個由醫師擔任

領導者的團體，因此出院準備服務除護理

人員的投入外，也需醫師及各科部的參

與，大家一起推動出院準備服務。

2. 目前超長住院病患，只有統計住院日數，

未有其他相關措施，因此院內需有一組人

員，含醫師(高層主管)、住院室、社工

室、各病房之總醫師及護理長或個案管理

員等，定期將超長住院病患無法轉院或出

院的問題，在小組內提出並討論，針對超

長住院病患，醫院需有統一的政策及做

法，來協助病患在適當時機轉到慢性機

構，床位的使用率會更高，讓急性病患更

能早點住院接收治療，疏減急診室等候治

療的病患人數。

3 若病患需轉介到其住處附近的慢性醫療機

構、或安養院及護理之家等，請杜工師幫

忙找尋及聯絡，並提供資料給家屬做參

考，協助家屬找到一個較理想、適合病患

的住處。

4. 為因應日後保險制度的改變，建議是否可

將少數病床變更成慢性病床，可將病情穩

定的病思轉到該病房，如只需打抗生素、

換藥、控制血糖等，由於此類病患所需護

理時數較少，可配置較少的護理人員照護

病患，節省人事成本，相對增加收入。

5 . 為因應健保論人頭計酬方案，需有專人

(如個案管理員)監測、追蹤病恩的病

情，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減少住院次

數，以達到雙贏的情境。

.在職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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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醫師對出院服務的觀念，儘早做出院

規劃，讓病患、、家屬及其他醫事人員及早

為病患做出院計劃，全院性新政策的推行

需由院方高階主管的參與，以利於政策的

實施。

2 由於人口型態改變，社會風氣已不同，醫

護人員應在病患住院時，即開始準備出院

的服務，平時就須與病患及家屬保持良好

的雙向溝通，了解病患及家屬的實際需

求，並於出院前幾日事先告知病患和家

屬，使其有心理準備，讓他們可準備好用

物後帶病患回家，方可避免不必要的醫療

糾紛。

3. 為使病房護理長更了解出院準備服務的理

念，計劃進行個案管理的讀書報告或研討

會，以協助護理長針對病房高危險群的病

患做出院準備服務。

﹒人事方面

護理人員的團隊是否可分層級，而納入類

似陪病員或工友等的佐理員，在主護護士之指

導下幫病患作身體清潔、餵食、翻身等的工

作，使護理人員有更多的時間為病恩做衛教、

教導病患及家屬出院後的照顧事宜，使病患盡

可能減少再次住院的機會，同時當病患或家屬

打電話來尋求幫忙時，讓護理人員有充裕的時

間回答及被諮詢，及時解除家屬的疑惑，降低

住院的機會，對論人頭計酬 (Capitation) 的健保

制度來說是一降低成本及減少再入院的方法。

四、心得
藉此次出國進修機會，了解到國內外不同

國情，對長期照護的觀念及實施有很大的差

別，在台灣的醫院中常看到沒尊嚴的病人受到

醫護人員或家屬的不尊重的對待而傷感，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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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為何國外的病患如此的被尊重，仍保有尊

嚴，希望藉此機會讓更多的人有同樣的觀念及

想法，共同致力於建造持續性照顧的制度，雖

這一代的老人未得到幫助，但可為我們的未來

規劃，讓我們這一代進入老年時不加重下一代

的負擔，並可得到有尊嚴、且完善的照顧。

臺大醫院在台灣的醫學界扮演極重要的角

色，由於長期照顧是一世界趨勢，我們必須將

自己準備好，做出好成績，把好的成果帶給其

他醫院做參考、分享經驗，讓大家一起為我們

的老年人、失能者，提供更完整、更人性化、

更適當的照顧，同時減少社會資源的過度浪

費，讓更多的人分享有限的資源。

在規劃一新政策時，需事先分配各個工作

人員的職責，避免造成工作內容的重複，浪費

人力，增加成本，反而事倍功半。

五、結論

由於人口型態的改變、醫療資源、社會資

源有限，政府及民間應共同建立足夠的長期照

護機構及轉介制度，使急性醫療機構的床位更

能發揮其功能，可提供床位給更需要的民眾，

而醫院與社區間應建立一良好的雙向交流、溝

通的管道，使病患的轉介管道能暢通，雖生病

護理系校友專欄。|

謂長期照顧、何謂出院準備服務，可嘉惠慢性

病人或老年人，使他們活得更有尊嚴，使有限

的社會資源能讓更多的人利用而發揮最大的功

L ‘t-; 
自己。

以美國的情況來看，已實行二十多年，一

般民眾及醫護人員皆有此觀念，並了解其實施

的必要，及重要性，同時在他們的社區內有足

夠的後續照護機構和資源來分攤照顧病恩的社

會負擔，符合成本效益，各醫院的平均住院日

數三到四日，若此時病患仍無法出院時，個案

管理員會先與醫護人員討論了解病情，再幫忙

安排回家或去適當的機構，降低住院成本，但

仍可滿足病患的需要，同時繼續提供完善的服

務，讓病患了解並非為了節省住院費用，而是

為病患本身著想，才不至於使病患有被趕出院

的想法，同時可減少日後的爭執或醫療糾紛。

為因應健保論人頭計酬的給付，確實需有

個案管理員來追蹤病患出院後的狀況，隨時掌

握病患的變化，盡可能讓病患留在門診追蹤及

治療，事先將問題的嚴重性降低，若仍無法避

免住院時，病患的問題已做過初步處理，可降

低住院日數，對病患來說仍得到應有的照顧，

對醫院來說可節省住院費用的成本。

仍應繼續留在自己的社區，避免與社區脫離互 六、致 謝
動。 此次能夠赴美進修個案管理，非常感謝臺

以我國的民情來講，白農業時代的大家 大醫院李源德院長、現護理部黃瓏華主任、前

庭，改變成小家庭制，導致原先有很多家屬可 護理部蕭淑貞主任、現護理系戴玉慈老師的支

照顧的病患，現已無人可依靠、也訐由年邁的 持、人事室黃秀蓮小姐的熱心幫忙。謹在此致

老伴或子女間輪流來照顱，而國人的觀念中生 上本人對各位長官的十二萬分謝意，有機會到

病的人應留在醫院裡治療，且必須痊癒方可返 國外學習，希望將所學能提供給本院日後作個

家，比較依賴醫院的照顧，同時家屬也不太參 案管理之參考。

與出院後病患家中照顧的工作，大多數交給外 (作者係母校護理系 1986 年畢業，現任台大醫院 13D 病

籍傭工，比起國外民眾對回到社區的觀念有很 房護理長)

大的差距，因此更需要宣導及加強社會大眾何

2000 年八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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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Z作經驗談

我1988 年自台大復健系職能治療組畢業

後，留在母校附設醫院復健科工作一年便出國

進修，原來是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進修，但

因後來不是很喜歡那個program '便轉到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唸老人學的課

程，由於南加大學費蠻貴的，而我又不希望在

經濟上一直靠父母，所以就在醫院襄找了一份

工作，這樣至少經濟上能夠獨立;後來我發現

其實有工作經驗蠻重要也蠻好的，這樣才讓我

真正知道醫院裡的職能治療師 (OT) 實際上都在

做些什麼。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洛杉磯 Culver city 的

Brotman Medical Center '這家醫院有兩個

rehab (復健)部門，其中 inpatient rehab 部門

外包給男一家公司，歸該公司管理;我所在的

是院內的部門 (inhouse) ，它們的 PT 、 OT只做

住院病人、門診病人及 SNF (skilled nursing facil

ity ，附設護理之家)的病人，工作中接觸到很多

類的病人，包括 COPD 、 CVA 及許多心臟病思

等......。在美國，他們的觀念就是希望 OT 、

PT 能儘快幫助病人獨立，讓他們儘快能走路、

能移位，可以儘快回家，因此只要醫師判斷 PT

或 OT可幫病人儘快獨立出院，便會轉介病人給

我們，自然病人的診斷也就很多元，並不侷限

於以前我們在台灣所看到的特定診斷的病人。

18 

章蓓芬

若拿我在台大及美國的工作經驗做一比

較，在美國的醫院做病人評估時，很多東西與

我們在台大學的都一樣，但不像我們在台灣時

花那麼多時間做得那麼仔細;像 bedside 的病

人， 一個 sesslon 大概只有 35-45 分鐘，在這麼

短的時間裡要做完所有該做的事情，就無法在

病人評估上耗時那麼久。此外一個極大的差別

是，在美國的 OT 治療中他們很注重 function

(即病人的功能) ，治療的內容皆需是以提昇

病人功能為前提的，並不像我們以前在台大會

花冗長的時間來作動作的 facilitation 或提昇感覺

認知能力。美國的醫療運作上非常重視病歷的

書寫，而這也與他們以「功能」為前提的治療

方針環環相扣的，要讓別人知道我的這些治療

可以相當程度的提昇病人功能的，我自己也是

從第一個工作中慢慢學習如何去寫病歷的。說

實在的，你的病歷記錄其實是溝通的一個工

具， between therapists, other disciplines and 

Insurance company . 所以病歷的重要性在於你要

告訴人家你做了什麼，做了之後有什麼效果，

你要去証明你做的這些東西是很有益處的，不

僅僅是幫助病人進步，還需告訴 Insurance

company 說因為我這樣的治療可以縮短病人住

院時間，可以增加他以後的「功能」。總歸說

來在 evaluation 的部分做的和我們在台灣做的沒

有什麼差別，只是更簡潔而已，但在 treatment

方面，因為他們很重視function '所以你必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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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今天所做的事對這個病人將來的 function or 

independence 有什麼幫助。

我在第一家醫院工作了 5 年，我的 outpa

tient 有時可以從早上 8點排到下午 4 點，最多時

一天有 7 個病人，平均一小時一個病人， Inpa

tient 有時 45 分鐘，有時時間較短約半小時，時

間是自己排的，治療時間長短也是自己定，再

自行依治療時間的長短向病人收費。這裡對一

個治療師的要求是每天工作八小時，其中六小

時是 patient care 的時間，其他時間則為行政、

病歷記錄等等。現在回想在那裡工作的時候，

我很感謝其他三位 OT對我的幫助，因為那時我

的英語說的不好，與病人的溝通也很有問題，

而且一開始也不清楚美國的 OT在做些什麼，他

們花很多時間教我該怎麼做，我的英文在那時

也進步很多;我的老闆對我也很照顧，他會給

我很多 feedback '告訴我該如何做。之後由於

那個醫院的人事有很大的變動，而我亦自覺在

這個地方待得也夠久了，便辭去工作到南加大

(USC,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開始我

下一個階段的 OT生涯。

1995 年我加入南加大職能治療學系的一個

研究計劃- r The Well 日de旬，這個研究計劃的

主要目的是想証明曾參加 OT課程的健康老人，

他們的健康狀況要比那些沒參加OT課程的健康

老人好很多。巧的是，這研究計劃選上的實驗

地點是洛杉磯市的一所老人公寓，而該所公寓

的住民多為華裔移民，因此該計劃需要一位會

講中文的治療師來執行計劃，而我就被聘為該

系的 clinical instructor 來執行此計畫。這個計劃

分為兩個 cohorts '我是負責第二個，以便証明

在不同時間、由不同的治療師去做，都可以達

到一樣的效果;兩個 cohorts 都是使用同樣的課

程，一次的課程為期九個月，包括 group

2000 年八月

sessions 與 individual sessio巾， f象 group

sesslon 就是每個禮拜與老人討論不同的主題，

例如什麼叫做職能 (occupation) ? ... 0 (這個計

劃的第一個 cohort 是由母系畢業的男一位學姐

范姜善平執行的，她較我為辛苦，因在她那階

段需花較多心力來設計 program '而我就可以

follow 她的 program 了。)整個研究計劃的目的

是在於探討運用職能治療在 community health 

與 health promotion 上的可行性，希望 OT 不再

只侷限於機構內，而是可以預防疾病，可以延

遲疾病在這些老人身上發生的。

我們的 project 內容類似教育性質課程，而

所謂的「職能」包含的範圍很廣，包括怎麼樣

認識環境?如何使用週遭的資源(例如:交通

工具?如何注意居住環境的安全?飲食衛

生...等等，這個課程讓我知道該如何去開闊老

人們的世界。許多老人其實也很想走出去，但

是他們不會說英文，所以心裡會很害怕，需要

有人給他們鼓勵。例如，我曾經帶一群老人要

去一個花園，那個地方我也沒去過，雖然之前

查了一些資料，不過坐車時還是坐過站了，所

以我們就只好下車，在同樣的地方坐相反方向

的車回去;我覺得這是給他們的一個很好的經

驗，你不用緊張，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就是

坐原來的車回去。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可

以犯錯，或是認為看不懂、不會說英文是一件

很丟臉的事，其實都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這

樣的計劃要在台灣實施，應該也是可行的，最

主要的要先決定該把那些東西放進去?你希望

參加的人要經驗些什麼職能 (occupation) ?考慮

在這個環境與文化中他們需要什麼?其實任何

主題都可能放進去的。

在結束這個研究計劃之後，我做了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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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的 Home Heal咐，我發現當我實際進入老

人家中，看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我可以給他們

更多更好的建議。如:我可以和他們討論你家

的廁所怎麼樣?陽台怎麼樣?客廳的擺設是不

是夠安全 ? ...等等。其實比較起在醫院中只能

仰賴與病人的口頭交談與建議實際，這是我覺

得 Home Health 有趣的地方。我的病人一直都

是老年人比較多， cardiac , stro峙， head injury .•. 

等個案都有，通常一天做 2-5 個人。在這裡

Home Health 的轉介過程是病人要出院之前經過

任一科醫師轉介，認為病人需要居家治療，

Home Health 部門接到轉介後，通常會由居家護

理人員去 open 這個 case ' 若 open case 的人看

過病人後，覺得需要 PT 、 OT 也加入 care '可

回報 Home Health 部門，得到醫生的訐可後，

PT 、 OT 便可開始 PT/OT 的居家服務 。至於居

家職能治療到底做些什麼呢?我覺得蠻因 case

而異的;例如對於開心手術術後出院的病人，

我會教他們如何在執行日常生活活動時注意

cardiac precaution '教 breathing exercise '教

energy conservation 的技巧等等. .. ，蠻像一個

educator 的角色;而對 str。他的病人就要告訴

他如何搭乘交通工具?如何穿衣?甚至還要幫

他們排定作息時間表等，其實可以做的事情很

多。

1997 年之後我到 Alhambra hospital 擔任

acute rehab 的 OT supervisor ' 又是男一層新的

體驗。我發現在 acute rehab 需要考慮很多東

西，不僅是自己的 OT pl訓，還要知道 PT 的

plan 是什麼? 8T (speech therapy) 的 plan 是什

麼? social worker 的 plan 又是什麼?特別是

discharge planning 是我們工作的一大重點。我

們在 acute rehab 需做很多 home assessment ' 

通常在病人出院之前， PT 、 OT 會和病人一起

20 

約好先去病人家裡做訪視，看他們家裡是否需

要什麼樣的環境改造。這裡的病人比較是屬於

傳統復健的診斷群，例如 CVA 、 head injury 、

fracture 、 total knee replacement 、 total hip 

replacement 等等

到了 99 年我決定從事教職方面的工作，因

此由美國西岸搬到東岸來，在目前任職的紐約

州立大學 (8UNY at 8tony Brook) 找到 clinical

assistant professor 的工作，並任該校職能治療

學系的 academic fieldwork coordinator 。目前本

校僅提供大學部職能治療課程，大一、大二的

學生是不分科系的，學生需修一些共同必修科

目，如數學、科學、文學等等... ，學校與學系

本身會投入相當的時間與人力來為全校大一 、

大二的學生做選系輔導的工作。例如本系 (PT 系

亦如此) ，每週會有一個半天會在系上設一個

desk '校內大一 、大二有志於做OT 的學生皆可

walk in 前來了解本系的課程與就業前景等等，

很多時候學生會來問他所修的課程能否符合本

系所定的 pre-requisite '或者他的成績夠不夠

好，能否申請進入本系等等...。若學生大一 、

大二的成績及修課內容達到本系的標準'申請

進入本系就讀，就開始了大三、大四兩年緊湊

的課程了。大三的課程由 7 月的暑期班開始，包

括解剖、生理、臨床醫學、及大部分的OT專業

課程。大四一年的課程分為 8個 modul前，每個

module 5 週'第 1 個 module 上 OT 專業課程，

第 2-4 個 module 則進行大四學生實習，第 5 、

6 個 modules '學生再回學校上課，此時所上的

課程多為一些較 advanced 的 topics '諸如管理

學或 hand therapy 、感覺統合等等，然後學生

再做2個 modules 的實習。目前本系的實習主要

是由我來統籌，實習的週數 25 週與時數遠較台

灣的學校(目前為 39-42 週)為少，但美國一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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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大學都如此，並不是本校實習時數特少。而

我們學生出去實習的醫院，我們是規定physical

dysfunction (含小兒)與 mental health 各一

站 ， 我們與全美多家醫院都有合作關係，學生

可依個人意願選擇實習單位，我再居中協調分

配。至於學生去實習醫院後，通常即由該院的

治療師來負責學生臨床實習內容的安排與帶

領，我則會定峙的訪視各實習單位，探視學生

實習的情形，並與實習單位及學生溝通，盡力

解決雙方面的問題。 一些規模較大的實習醫

院，甚至院方會有一名 OT是專職負責實習學生

的教學工作的。學生在本系經過了約 25 週的實

習後，便可在暑假畢業，參加 9 月的執照考，

找工作了!

但到了明年，本系的課程將會有巨幅的變

動，由於美國職能治療師的養成教育將於 2007

年全面提昇至碩士的學程，因此本校職能治療

課程亦將提升到碩士學歷的層次，亦即大學部

不再設職能治療系，大學部僅設 8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的學位，畢業者需再修一年研究

所的課程，外加實習輿論文，獲得職能治療碩

士的資格，方能考照或工作。

在美國待了這麼幾年，我有幾點心得想與

大家分享 。這幾年的工作經歷使我自己對自己

的專業很有信心，也覺得 OT 需要知道如何去

promote 自己;我覺得當我去請醫師轉介病人給

我的時候，是理直氣壯的，因為我覺得我的專

業可以給病人帶來幫助，所以自然可以堂而皇

之的要求別人要給病人接受 OT 的權利。我想每

個OT都需要知道“為什麼我可以幫助他們? " 

否則人家不知道OT要做什麼，這樣你就會更有

信心去要求別人把病人交給我來做。第二 、我

學會去尊敬不同的專業，與團隊各成員合作。

2000 年八月

例如:雖然我了解 speech therapy 的工作，但

他的工作就應該留給他去做，對 PT或 psycholo

gist 也是一樣，因為我也不希望別人來搶OT 的

工作。在美國的醫院裡，各專業團隊合作的運

作模式較成熟，而各專業人員也深知自重互重

的道理。第三 、在我剛到美國時我無可避免的

也曾經歷過文化衝擊與語言障礙的時期，但身

為一名職能治療師的訓練使我知道我有足夠的

能力去克服這些挑戰，而在愈艱難的情況下，

通常你也會發現很好的機會。在美國的社會

中，身為一個少數民族，通常得付出更多的努

力，方能贏得別人的尊敬與報酬。我非常感謝

上帝對我的照顧與關愛，我很滿意於我現在所

擁有的。對於目前的工作，我樂在其中，很享

受這種幫助病人與學生的能力及感覺，但我仍

然非常想念我的家鄉一台灣，希望日後能有機

會再回到這塊培育我的土地，為這塊土地上的

人民服務。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1988 年畢業，現任

美國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耳良

能治療系之臨床助理教授，並任 Program Manager of 

Rehabilitation at Ross Health Care Center in Brent-

wood, New Y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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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成份美國的外總經事

前言: r棋子」

四年前我在新英格蘭作客，正好碰到波士

頓幾家舉世聞名的大醫院，發生前所未聞的商

業行政大合併。這種「合併狂熱」的風潮早已

在美國開始，並且按照其他工商行業的同一模

式、如火如荼地展開。在這風潮橫掃的情況

下，所向披靡，就算是世界級的大師一外科主

任或教授也和一般職員一樣，難免有可能失業

之虞。於是有人默默求去，但是也有人因此而

興訟起來。近年來由於「管理醫療」制度而引

起的某些特有現象，在全國各地像雨後春筍此

起彼落地發生。且看下面一些幾乎每天都可傳

聞的實例:

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商業行政大合

併之後的週年，麻州政府調查了一宗在大醫院

發生的意外死亡案件，發現在兩個大醫院合併

之後，其中之一的醫院有四十多名麻醉醫生集

體退出，造成「疏忽 J 導致了外科病人的死

亡，醫療品質似乎呈現「低落現象」。

紐約時報:加州醫師公會由數千名醫師會

員組成的「健康維持組織 J (HMO) 宣告破產。

有關人士為之診斷，發現該組織接受了太多老

人和重病的患者 r 浪費」了他們的資源。加

上他們的 ga tekeeper ( r 看門人」一指一般家

庭醫師)沒有好好「把關 J 任由病人求診於

專科(包括外科) ，導致醫療資金的流失。

亞利桑那州共和報:本州最大的醫療計畫

組織 Samaritan Health PI凹，從聯邦政府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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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標得來的一部分「窮人保險 J AHCCCS 

(Arizona Health Care Cost Containment System) 

一相當於美國其他各州的「醫療扶助 J (Medi

caid) ，再轉賈給明尼蘇達州的男一家管理公

司，並且從中獲得相當可觀的利益。

個人經驗: r 外科;這最 j

負笈來美，參加外科醫療陣容，算起來也

有三十多年了。第一個十年幾乎都是在受訓:

漫長而艱苦的路途，從一般外科、胸腔外科、

血管外科、心臟外科的訓練，到 1973 年和 1975

年先後獲得獨立的美國外科專家資格，並且成

為美國外科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和美國胸腔醫師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兩個學院的終身院士(Life

Fellow) 同時也受聘於鳳凰城榮民總院

(Phoenix Carl T. Hayden VA Medical Center) , 
為該院胸腔主任，主持心胸外科之醫療及研

究，並且負責 Phoenix Integrated Program 外科

住院醫生之訓練及教學。

第二個十年可以說是個人獨立開業的黃金

時期;雖然「誤診保險」危機起伏，從 1976 年

私人保險公司集體退出本州開始，緊接著由本

州所有醫生自行創立 MICA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rizona) ，十幾年後 MICA 演變成

誤診保險的「專賣局」而被控訴，並且它也被

諷刺成為一個 of the doctor, by the doctor, for 

the lawyer 的公司。那時誤診保險的費用沖天猛

漲，幾乎到達了相等於一般外科醫生年收的美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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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六個數目字的收入。 一些醫生因此轉往其

他行業，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鼎鼎大名的凹，

Charles Bailey ，他是一位心臟外科的先驅，全

世界第一個成功地切開僧帽瓣狹窄 (Mitral

commissurotomy) 的名醫。他行醫數十年後，經

驗過數次誤診和誤診保險威脅的切身痛苦。有

鑒於此，乃棄醫習法，後來變成一位成功的開

業律師，晚年他還創設了自己的保險公司，稱

之為 Physician Reliance Risk Retention Group 。

我因久仰大名，也受他優惠， 竟然成為他第一

個亞利桑那州的顧客。從此我有鷺無險，但是

保險費亦甚高昂。幸虧當時「論量計酬 J (fee 

for service) 之制度，對醫事人員還算公平，各

種手術、若餵而不捨，報酬尚稱優j屋，當可量

入為出。唯一覺得遺憾的，就是自己當了自己

的老闆，十年以來全無假期，也無正常家庭可

言。日出夜歸，見不到幾次自己孩子的活動。

加上夜間急診于術甚多，三餐與睡眠無法定

時。內人和孩子因此常常「抱怨 J 認為我對

病人幸福與關心的程度遠超過對自己本身及家

人。也許這是所有外科醫生之「特徵」或「通

病」。無疑的，這也是不同於其他職業者的地

方。下面是我當初 1975 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

外科學院臨床大會 (Clinical Congress) 、進入外

科院士集會 (Convocation) 所宣誓的理念:

I pledge myself to pursue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with scientific honesty and to place the 

welfare of my patients above all else; to 

advance constantly in knowledge; and to render 

willing help to my colleagues , regard their 

professional interest, and seek their counsel 

when in doubt as to my own judgeme們t.

I will not practice the division of fee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 I further promise to 

make my fees commensurate with the services 

rendered and with the patients' rights . More-

2000 年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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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I promise to deal with each patient as I 

would wish to be dealt with were I in his posi

tion .... 

第三個十年，由於管理醫療制度的滲入，

個人開業漸走下坡。 1988 年接到哈佛大學公共

衛生學院蕭博士的長途電話，十多次馬拉松式

的疲勞訪問。參與了 RBRVS (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tudy) 有關心胸外科付款之雛型計

劃，不知不覺地成了他的「從1日 J 0 1992 年美

國國會正式通過，完全採納哈佛建議的計劃，

從此所有外科系的各專科都成了輸家，其中尤

以心胸外科之付款受虐最甚。其 RBRVS 付款方

式之公式如下 :

CF x [(RVw x GPCI) + (RVpe x GPCI) + (RVmp 

x GPCI)) 
(註 CF =conversion factor ; RV=relative value ; w=work ; 

pe=practice expense; mp=malpractice; GPCI=geographic 

index ) 

這就是美國政府委託長春藤名校重金禮聘

其經濟學家、基於有心人士之先入觀念 (pre

conceived idea) 而刻意創出的傑作;不過，管

理醫療用投標方式之良性競爭 (managed

competition) ，則又是男一個經濟學家一史丹佛

大學教授安索芬的發明。

不管如何，醫療照顧 (Medicare) 和醫療財

政管理局 (HCFA) 是始作俑者，以後，其他的私

人工商管理公司也一一跟進。他們控制外科醫

生的操作，可以說已經做到無微不至的程度，

所謂的「顯微操作 J (micro-management) 是

也。醫生的自主自動、所謂的「自律權 J (auton

omy) ，受到這些「魎魅魎魎」的干擾，早已完

全消失無形;醫生的自尊及病人的關係'也被

破壞無遺。教人最氣餒的莫過於由那些工商掛

帥，和那些絕頂聰明的學者所引進的「遊戲規

則」。譬如說 E & M (evaluation & manage

ment) 的 guidelines '要你花大量精神和時間去

學習和瞭解，教你遵守而他們自己可以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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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把E&M 中的「現行于術或步驟名稱號」

(CPT codes-Current procedure Terminology 

codes) 拿來做秀。譬如說:用甚麼莫名其妙的

bundling 或 unbundling (註:把那些現行手術或

步驟名稱編號，按有心人之意「束起」或「解

束」之後再換算其相對值，以減輕保險公司的

經濟負擔。)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然後等你

還在研究他們的 E&M 時，突然再來一個最後

和最狠的一招，來個「包醫制」的「論人計

酬」。所謂的「按頭計算法 J (capitation) 可把

外科醫生一刀去勢。一位美國外科同事還不到

五十五歲就提早退休，他曾戲言說，這那像

capitation '簡直可以說是 decapitation '應該

把它翻譯成「當頭一劈」吧。管理醫療制度這

樣不擇手段的馬其雅弗利式 (Machiavellian) 的作

風，把許多獨立開業的外科醫生淘汰了。這就

是世紀末的 一種「醫界的」達爾文主 義

("medical" Darwinism) 一「物競天擇」的人為怪

象 。

今日之醫師按照 ICD-9-CM (註:國際疾病

分類一第九版臨床修正案， International Classi

fication of Diseases, 9 th Clinical MOdifications) 

看病，政府或保險公司則按照 DRG (註:診斷

關係群-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付款給醫

院和醫務人員。許多外科病人被迫提早出院，

搞到住院醫生沒有足夠的住院病人來讓他們追

蹤實習。這也難怪我最後一年的開業，又恢復

了原始的「往診 J 常常到病人家裡去造訪

(make house calls) 。譬如說，那些切乳

(mastectomy) 的病人，或是頸動脈內詮塞切除

(carotid endarterectomy) 的病人，住院兩天就

被轟出去，開胸 (thoracotomy) 病人差不多住四

天也被迫趕出 。天啊!就是要我們外科醫生用

門診或「短留 J (short stay) 的方式來開這些

刀，一一所謂的 "drive-by" surge巾，我們當然

也一樣可以做到。只是會增加了許多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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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和病人的痛苦罷了。省下這些錢最後都用

到行政上的開銷去，一大筆錢還跑到那些行政

主管 (CEO) 的私人腰包裡，對那些可憐的病

人，你說我們外科醫生不就是一個不知不覺的

「從犯 J (unwitting accomplice) 嗎?

現在的外科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美國，都

已經拉過警報了。誰會去當外科?聽說在台

灣，大的教學醫院外科住院醫師奇缺，有人甚

至說什麼請「外勞」之類的話，好像可以和六

十年代的美國互相比擬;目前在美國還好，不

過變化挺大。君不見第一夫人的希拉蕊，在哈

佛大學醫學院的畢業典禮上鷺訝地發現，半數

以上的畢業生是少數民族;半數以上的畢業生

是女生;半數以上的畢業生不想進入外科系的

專科。這是一個傾向，我們不是也不敢歧視任

何少數民族和女生，只是關心注意到二十一世

紀外科人員的劇變而已。

結語: r 感想」

神職人員多用上帝之名來乞求捐款;律師

則常用強迫釘人的手法來要債。可憐的醫生們

既不願乞求，又不願強求，只好就靠這些政府

和 CEO 的仁慈恩惠吧。說到此地，又回想到當

初進入外科的理念(或「迷思 J )不管將來

外科演變到甚麼程度，總希望下一代新血輪也

不要忘記外科的理念。古之所謂「學問的職

業 J (Iearned professions) 者，有醫生、律師和

神職人員。我們原來也有神聖的使命 (calling) , 

外科的使命等待著我們去回應，這就是我們和

其他職業(jobs) 迴然不同之處。

曖!現在的社會傾向，強要把我們納入無

情的工商管理，在這排山倒海的工管大洪流

中，我們還能奢望明日的外科從事者會有多少

人是真正悲天憫人的?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絮，心胸血管外科專家，現

已退休於美國亞利象那州鳳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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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學學院主任毛主社
秘書室提供

平 f立 姓名/職稱 單 位L 姓名/職稱
教務分處

f失勝茂主任
耳鼻喉科 林凱南主任

骨科 放射戶泉科 李瑤華主任
學務分處 盧國賢主任 檢驗醫學科 蔡克嵩主任

研發室 許世明主任 麻醉科 蔡勝國主任
共同教育室

李明清主任
主去醫學科 陳耀品主任

精神科 家庭醫學科
兒童醫院籌備處 醫學資訊組

陳慶餘主任

小兒科
張美息主任

復健科 張權維主任
動物中心 黃水坤主任 急診醫學科 祿文鍾主任
解剖學啟細胞生物學科 王:叔1-主任 禁學系 f求基旺主任

生化學科 廖大修主任 護理學系 黃秀梨主任
生理學科 賴義隆主任 醫事技術學系 高照村主任

寄生蟲學科 品主霸靄主任 牙醫學系 藍萬烘主任

微生物學科 王銷堂主任 臨床牙醫研究所 藍萬烘所長

禁1史學科 蘇￡在嘉主任 物理治療學系 月舉華芳主任
社會醫學科 呂碧鴻主任 職能治療學系 羅鈞令主任

病理學科 絲豆豆仁主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賴明|湯 .PJf 長
一般醫學科 林肇堂主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命家科所長

內科 楊;丰 i也主任 毒理學研究所 郭明良所長
外科 ?長金堅主任 免疫學研究所 伍安怡所長

皮膚科 紀秀華主任 口腔生物研究所 蕭裕源所長
;公尿科 球;享主任 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 F求瑞堅主任

婦產科 用拉男主任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劉華昌所長
神經科 1i炳強主任 臨床禁學研究所 F求燕，色所長
日民科 陳慕師主任 痞症研究中心 謝長堯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主任毛主社
院長室提供

平 f立 姓名/職稱 平 位; 姓名/職稱
秘書室 陳瑞瑛主任 豆葉1里部 黃建華主任
立:關室 劉中山主任 ，急1少.g~ 陳文鍾(暫的 主任

內牙牛部 楊 J半;也主任 rlt$'部 ;工;青泉主任

外牙牛部 張金堅主任 臨醫部 賴明陽(暫代) 主任
骨科部 侯勝茂主任 肝炎中心 陳定信主任

婦產部 周拉男主任 優生係健部 余家利主任
小兒部 張美，皂主任 綜合診療部 廖朝#各主任

手中￡全部 ti:炳強主任 月董挖醫學部 謝長堯主任
精神部 李明清主任 醫工室 王正一主任

耳鼻σ侯部 林凱南主任 教學室 楊培銘主任

日民:H部 陳慕師主任 人事室 張i市華主任
泌尿部 陳;享主任 企管室 陳明豐主任

皮膚部 其己秀華主任 會計室 i章湘雲主任

牙科部 藍萬烘主任 總務室 張楊金主任
復{建部 ?長權維主任 工務室 林定吉主任

家醫部 F求慶餘主任 住院室 林瑞明主任

麻醉部 蔡勝國主任 病歷室 ;在碧玉主任

影醫部 李瑤華主任 營養部 賴鴻緒主任

核醫科 黃博昭主任 手土工室 周玲玲主任

檢醫科 蔡克嵩主任 資訊室 賴金鑫主任
病理部 綠豆豆仁主任 安全衛生室 袁興夏主任

草劑部 陳燕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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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冥會自盟(于)

【伍】歷代會長之功績

(1)初代會長官野尚夫(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五

年) ，為南淇會創會者，第二期生

一九三九年秋季創立南淇會至一九四五年終

戰為止，擔任會長兼幹事長為南淇會貢獻十

六年，一九四六年回日本，一九四七年逝

世。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0年因戰爭關係，

校友失去連絡，戰後情勢又相當混亂，難以

追查校友消息，南淇會可以說處於 「 休止

期 」 。

(2)二代會長若山元則( 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一

年) ，第四期生

南淇會由當時九大生化學教室廣個教授的提

倡，當時之研究員正島正隆、劍持邦博等之

籌備 ，一九五0年得以復會， 由若山元則擔

任會長，算是第二代會長，雖然只有八個月

任期就遷出仙台市，但對南淇會復會功勞很

多。

(3)三代會長松田昌嘉(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

年) ，第四期生

在若山會長遷出仙台市後接任會長，可惜因

家庭因素於一九五二年遷出沖繩，任期不

長，但對南淇會復會貢獻也不少。

(4)四代會長山下茂雄(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

年) ，第六期生

提供自己住家作為南淇會事務所，到福岡本

部移交東京本部為止共六年，為南I冥會奠定

復會基礎，可以說是福岡本部時代最有功勞

者之一。

(5)五代會長廣瀨涉(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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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一期生

完成福岡本部南淇會會務順利移交給東京本

部之任務，他推行的重要事務包括重新規割

理事職務分擔、修改會章、擴大會務，以及

處理移交後會務等等。

(6)六代會長岩瀨佑一 ( 一九六0年至一九六六

年) ，第三期生

擔任三期共六年的會長，在他任內會務擴

大，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天下午開南淇醫談

會，修改會章，將第二十六期生改為有前記

學校之學籍，而希望加入南淇會者為 111-2-8 ' 

解決第三十六期生成為會員的問題。

(7)第七代會長田中泰作(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

八年)整頓東京本部之業務，貢獻也不少。

(8)第八代會長國仲寬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

0年) ，第三期生

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在目黑雅敘園舉辦

南淇會創立四十週年紀念會，是南淇會最活

躍時代，出席人員有 180 名，僅次於五十週

年的 240 人。

(9)第九代會長田村達治(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

二年) ，第六期生這時代南淇會之活動還不

錯。

(10)第十代會長下川八男(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

六年) ，第六期生下川八男會長是台北帝大

附屬醫學專門部內科教授，係屬顧問級之南

淇會會員，擔任二期共四年的會長，是對南

淇會校友會貢獻最多之會長之一 。

(1)第十一代會長田村達治(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

七八年) ，第六期生田村在擔任第九代會長

後，又於一九七六年再擔任會長一期二年 ，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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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淇會創立 70 周年紀念寫真平成 11 年 ( 1999 年) 4 月 17 日

第五排中央第 23 期葉國鵬醫師夫婦

第四lJF中央第 26 期楊蓮生醫師

葉!陽兩位，代表景福會出席終焉式與

繼續為南淇會服務 。

(12)十三代會長佐佐木建夫是台灣總督府台北醫

學專門學校第十四期生與徐千田教授同期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九年四

月七日於東京東中野「日本闇」舉辦創立

「五十週年紀念」會，由佐佐木會長主持，

這次的出席人數最多有 240 人，可以說是南

淇會頂峰期，以後慢慢步入衰退期。

(13)十三代會長奴田原正一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

九九年)奴田原正一是改稱台北帝國大學附

屬醫學專門部第一期生，與台中市順天綜合

醫院院長陳天機先生及台北醫學院創辦董事

長胡水旺先生同期。因會員年歲漸高，次期

會長預定人選川滿副會長突然逝世，飯野副

會長因身體不適入院等等因素，以致沒有適

當的會員接任會長，其間於一九八九年四月

十七日在東京上野「寶 Hotel J 舉辦創立六

十週年紀念，出席情況不如五十週年踴躍。

奴田原正一擔任八期共十六年的會長，直到

舉行創立七十週年紀念會及解散儀式，十六

年的功勞及辛苦值得會員懷念及感謝。

【陸】創立七十週年紀念總會及解
散儀式之感想

南淇會在一九二九年秋季創立，至一九九

2000 年八月

九年已有七十年。從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第一期畢業生(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算

起，已滿七十八年，這光榮悠久的歷史中， 一

九四五年因為日本戰敗，沒有後繼畢業生，目

前還健在的，又全部超過七十歲，問卷調查結

i 果，八成以上贊成舉行解散儀式，有位前輩

說 r 沒有後繼畢業生，舉行解散儀式情非得

己，很可惜，但沒有其他的辦法 J 此種心情

令人感慨。這位前輩表示，雖然終戰前後南淇

會之會務一時中斷，但是七十年之間，致力支

持這光榮之南淇會歷史，以及繼續克服萬難維

持會務之理事及會務人員，他們所付出的辛勞

是超過大家想像的，他們對會務貢獻的時間、

人力、財力是不能估價的，因此要向他們致上

最深的謝意。

【梁】結語

在日本，南;其會雖已解散，可是在日本的

舊南淇會員仍以身為南演會員而感到驕傲，也

請大家不要忘記台灣景福會是永久的母校之校

友會，每年十二月下旬有「返校日紀念式」

懇請各位舊南淇會員以個人身分或組織團體來

參加母校校友會舉辦的「返校日紀念式」。南

淇會雖然解散，可是各位前輩之辛勞及歷史特

別刊載於南淇會創立五十週年紀念誌、南j冥會

創立七十週年紀念誌，以及解散儀式記錄等

等，將永久保存於景福會圖書室，諸位之芳名

也永久保存於國立台灣大學景褔校友通訊錄

內。

在此要特別感謝南淇會東京本部理事仲井

和雄(第二十三期生與本人同期)及第二十四

期生葉國鵬醫師提供資料並給予指正。最後祝

各位舊南淇會會員及眷屬永遠健康及幸福。

西紀二000年六月吉日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1943 年畢業，現

任台北市醫師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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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金解散。〉恩扒出

今iζLτ思之悶、佐勾木全長l土『武人』

守法。勻元。 資IJ道 i土『師範』 ω段位在持t:>、

早朝出勤前仍一時在近〈仿警察仿道場T警

官達iζ稽古在弓付τ居已仇史II ~'~ðJ"J 元。

晚年、病床位伏 Lτ扒史時、既lζ彼 i立自

分別癌T、品忍之占全認識Lτ居已才vt.二 。 ðJ

石日、見舞νl之行。史時、 “俺仿葬儀在飾

志等真叫出來τ書記"主額緣iζ入扎克自己

仿罕真在見它τ 〈仇元。 彼 l土再婚仍把吟遺

產相競f~~'ω ← 7/、丹在下川先生 i立非常lζ

心配在仇τ扒克力豆、寸Aτ整理力~7旨在仇τ

uτ相競lζ "'J心τi土何仿← 7/、/ν 屯 f~ < 終

V "Jt.三 。 j安後色何度力~:::'自宅吃了仿『故人在于

f思主:全』 ω三案內在頂戴 L t.三。

南I冥金ω 『解散』屯島石日突然lζ決土。

記之左 ~I土f~v\。

昭和 54 年(1979)創立五十周年記念式典

在東京﹒中野仿日本閣lζ於扒τ盛大lζ開催

ð扎克時、金仿解散仿運命 i土既 l之感匕己才L

τ居元。 時仿佐勾木全長仿挨t% fζ 屯、

“翻。τ想、多位、昭和二十年閉校主吃了仿卒

業金員七六四名在擁 L光石 lζ現在四百三十

余名 ιτ本日仿記念大金在迎步 。 感慨一入

的屯的品。 o W盛者也、衰』 ω理、如何主屯

f~L難 L。 本金奄仿屯仿屯亦必然的運命在

背負扒ðJ 石怯生等L}~ L< 竟悟--tt ð. 石 r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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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I冥合理事仲井和雄(店報扭3)

已寸。

今想、步 。 哥仿昔賴山陽力3老v\ t.三石母在背負

吉野i之遊0、、 i商山仿花在詠匕光石U 、勻勻、

壹勾元。春山 另IH:二天在。

花開~花落bτ 永文iζ依然把吵

可憐仿方樹紅雲暖力\f~ 吵

舊。 τ守志 南朝五十年

b才1G南j冥金屯苦節五十年、 b仇等加情

熱i土 Y旨在暖力迫害紅雲iζ f~ ~τ本金在守。島

志也、歲均年均人同匕力\Gi"、先~份之主

語石 lζ 主 L7注意想、扒 ðJ~ 。 在才1，1'1友 J三!

奄仿名『南j冥金』志。左後世lζ{云之心別

為 l乙色、愈勾“和"全以τ結-a、有終份美

在誓v \"'J弓......。 "

主迷r之℃居志 。

『南淇金 50 周年記念誌』 肚何時仿日如解

散寸否可 ðJ 石台『南淇金』仿名在後世lζ留

均志^<、下川﹒佐勾木向全長仿力作可、 ðJ

志 。
60 周年﹒ 70 周年位凳行 Lt.三記念誌咕 50 周

年以後份新克拉記事仿補完全 LI三仿忙過~'

f~v\。

金仍有終仍美安飾志^<佐勾木全長仿打

色出在扎克金仍活動l士、

(1)南漠金安全員個人仿金恥已家族仿金

J、、

2000 年八月



l i拼法門答 可

今可吉、 i土造然仿樣茫、郎、夫婦同伴仿習慣

仍 f~恥。 1亡金 lζ新克拉夫婦同伴仿習

慣在導入 LJ之?主、先寸可台均 l之本部役

員力~G夫婦岡伴壹勸獎 Lt:.力豆、最初 i土

y全力 ~f~ 力主寞行在才1.，-9、全長自己各役員

夫人左說得寸石電話全在扎志主? f~ 

事色品。元。

(2)純金設當左觀光在各支部持b固。可

今'i~、本部主力主甘仍能金的設當在各支部

份責任?準備寸忍之左左 f~ VJ 、今士可、名

仍存仿支部也之才L安機金iζ支部全員同士

仍親睦加強己去。元。

又、東京吃了份給全可惜出席可、 2: f~恥。先

地方在住仿金員也多〈出席刮得已仇元。

(3)卒後 50 周年在記念、 Lτ該道全員 l之金主

。表彰狀左記念品在贈呈

創立 50 周年在記念 L卒後 50年以上仍先

輩份表彰狀主共lζ 『南漠全』仿銘入。仍

記念品壹該~金員iζ贈呈 Lt三加、以後引

2:統穹每年的給全T哥的年仿該當全員 lζ

『南漠金』銘入。記念品在贈呈。最終給

金lζ終戰時在校者lζ贈呈在仇金員全員 lζ

『南湊合』銘入。記念品ω贈里加終扣。

元。
(4)反力合員八仍感謝狀

CD50 周年記念式典可惜存命中仿歷史各

全長i之感謝:伏主記念品在贈呈 L元。

CV60 周年記念式典可、 i土南漠合運當功旁

全員lζ記念品贈呈

1)長期功芳者

下川八男名書全長、山下茂雄名

書全長、

聾住政治郎(1 回生)中野由巳(2

回生)藏回桓人(3 回生)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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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戰後南漠金再興反力者

阿久根徹、森晴治、清水

三郎、黃IJ持邦博

戰後福岡本部時代lζ尿力在才L

把方均壹表彰

3)各支部功芳金員仍表彰

今主吃了全仍把均 l之反力在扎克

方勾 i之立于 L新t:. 時τ感謝的意

在表 Lt三。

高齡化仿波 l立1;\-9之色同匕可、、朝鮮. ~蘭

州等外地仿各字校仿同給全加相吹寸解散仿

二立一又加倍扣。、又、本金的『南筍金』、

『丑匡金』等今主可、活凳iζ活動在 Lτ來把

各同期金色解散。特lζ南I冥金仿頭腦~(b VJ

的確f~判斷在在仇光下川名書全長仿死去仿

三/:3 '/夕 l立大意力這弓元。

本部役員全可、終焉問題討真貨lH:三討論在才1

元仿 i立奄仿後才島9 元。

役員的高齡化左活動力仿低下肚金仍維持

色限界 l乙達 Lτ扒志 。 “奄石奄石解散寸A

2:~防治扒力逸"、主言多意見。 一方“主多

令〈診療所包閉院 L 之仇恥已余生全夫婦可、

給全iζ 屯出席 Lt三1;\" ~ 1;、台後輩份意見 t

(b VJ 、最終的iζi立全金員的干IJI斬壹待弓之左

~f~ "，::> 元 。 “解散恥存繞恥"仍贊否安問予

金員仍7/7一下仿結果可惜、 80%ω 『解

散屯 ~tr在得社1;\j]左仿回答 lζ、本部役員

金 i士、法':>G 元均τ終焉的時期、在。方社 r

1:::: ") 1; \τ何度屯金合加開力、仇討論討饒吋已

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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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iζ看Ij立 70 周年記念式典全行扒同 U金員力.G仍感謝狀l之一入感激 L元。

時lζ終焉式屯行古之左左怠。元。 創立 70 周

年記念式典l土平成 11 年 4 月 11 日、東京-

77 -tf赤子/νT、盛大 lζ拳行。 金長 J三。長年、

金仍運當iζ奉仕 Lτ 'ê: 1三本部役員﹒支部長

l之感謝狀加贈包扎克力豆、思心力3 付社〈飛-a

金員lζ愛在仇親 L 'i扎克『南漠金~ I土二

十世紀在飾忘“思扒出仿星" ~ L τ、永連

忙金員﹒家族仿胸iζ{思 l主仇石事-Cà0石台 。

入砂可、森九州支部長份提案T金員 J己。金長 職後仿母校出身者討回結 Lτ宋先姿在母

以下本部役員全員lζ額緣入。感謝狀主記念 校仍記錄ω一頁iζ加之色仇忍之左右三感謝寸

品左 Lτω花瓶力豆、南;其金全員仍代表主 L 石次第T、島志。

τ川崎達矢先生J三句贈包扎克。 思心力~Itf~

南 j冥會解散的回憶

現在想起，佐佐木會長真是一位“武人

而且是劍道「教練 J 經常在清晨上班之前到

附近的警察道場指導警官們習劍。

晚年時，會長已知自己是癌症病患。某日

去探病時，他給本人等看已裝框核好的相片，

並說 r 這相片是準備告別式用的」。

對佐佐木會長因再婚所引起的遺產糾紛，

下川先生非常關心。但佐佐本會長本身已妥當

處理，他去世後本人亦有幾次被邀約參加「思

念故人之會」

南I冥會的「解散」並非突然決定的。回想

於昭和 54 年 (1979 年)在東京都中野之日本閣

召開 50週年盛大紀念會時，即有感覺將面臨解

散之命運。當時佐佐木會長致說辭中曾提到:

30 

作者/仲井和雄

翻譯/嚴梅華

校對/郭英雄

“想起昭和 20 年 (1945 年)母校關閉時畢

業生有 764 名，但是目前僅剩 430 餘名參加今

天的紀念大會，感慨萬千。「盛者必衰」的道

理，無法抗拒，本會也是一樣 ，全體會友需覺

悟到將背負這必然的命運。

現在想起昔日顆山陽先生揹著老母到吉野

旅遊時，面對滿山盛開的花朵情景，忍不住吟

詩讚美:

疊疊春山別有洞天

花開花落永遠不變

可憐萬樹紅雲溫暖

苦心堅守南朝五十年

2000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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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如紅雲般熱情，溫暖守護著南淇會

50 年，但是歲歲年年人不同，朋友呀! !不要談

到將來的事情。

為了「南淇會 」留傳後世發誓互相更以

“和"之精神結合，始終保留優良之傳統。"

「南淇會 50週年紀念誌 」 是下川、佐佐木

兩會長為南淇會將來解散後留傳後世而編的傑

作。的週年、 70 週年發行的紀念誌不過是補

充 50 週年後新發生的記事。

佐佐木會長提出結束南淇會的美好活動

有:

(1 )個人會員為主之會擴大為家族會員之會

以前本會沒有夫妻同伴出席的習慣，為推動

夫妻同伴參加南淇會先從本部幹事夫妻同伴

給予獎勵，但最初不易實行，會長曾經親自

向各幹事夫人以電話勸說參加。

(2) 開總會及觀光請各支部輪流舉辦，則以前本

部包辦的總會也責成各支部代辦，使目前光

掛名的支部有機會加強支部會員間的親睦友

誼。

(3 )贈送畢業 50 週年紀念品及獎狀

紀念創立 50 週年贈送畢業 50 年以上的前輩

獎狀及銘記「南淇會」的紀念品。制後每年

總會時，銘記「南淇會」的紀念品贈送與會

會員。最後的總會，亦贈送終戰時在校會員

銘記「南淇會」的紀念品，就宣告結束。

(4) 贈送貢獻會員感謝狀

CD 50 週年紀念會時，贈送在世的歷任會長
感謝狀及紀念品。

(2) 60 週年會時，贈送對南淇會會務有功勞

之會員紀念品如下:

1) 長期功勞者

下川八男名譽會長、山下茂雄名譽會

長、豐住政治郎(1 屆生) 中野 由巳 (2

屆生)藏田恆人 (3 屆生)。

2000 年八月

JING FU 景褔醫訊 |

2) 戰後復興南淇會貢獻者

阿久根徹、森晴治、清水三郎、創

持 邦博，戰後福岡本部時代有貢獻

者。

3) 各支部功勞會員之表揚

對至今為本會盡力的各位，再度表示感

謝。

高齡化沒有國界，韓國、滿洲等外地各學

校之同學會，也接連傳來解散的訊息，

又本會的「南筍會」、「丑醫會」等過去

活潑活動，但也面臨解散，尤其是「南淇會」

的中心人物且判斷正確的下川名譽會長的去世

最為震撼。其後本部幹事會認真地討論解散問

題。

幹事的高齡化與活動力的降低也達到本會

維持的界限。「即將解散，不是嗎 7 J 的意

見，男外，好不容易把診療所關閉從現在開始

夫婦要參加總會後輩的意見也有，最後，只好

等待全体會員的判斷。 「解散或繼續」的會員

調查結果， 80% 回答是「解散也是不得已」。

因此本部幹事會再就解散日期、方式等數次召

開會議，繼續討論。

最後決定同時舉行創立 70 週年紀念會及解

散儀式。創立 70週年紀念會於平成 11 年 (1999

年) 4 月 11 日在東京 Plaza 飯店盛大舉行。由會

長贈送感謝狀給長年貢獻的本部幹事及支部

長。沒想到森九州支部長突然提議，由會員致

贈會長及本部全體幹事裝框的感謝狀及花瓶作

紀念品，請川崎達矢先生代表全體南淇會員頒

發。真感激意外收到來自會員的感謝狀。

親愛的「南淇會」宛如修飾二十世紀的

「思念的星星 J 永遠銘記在會員及家族內心

深處。對戰後的母校校友團結英姿，能刊載於

母校的景褔醫訊，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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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義 1 治♂

南j其全終焉。〉感想

南I冥全力立大正七年字校創立後、昭和四年

同給全左 Lτ結成本扎、七十年仿長扒歷史

主輝力、 L 2: t云統在守。 τ巨木!=f~ 砂土 L元。
長期 !=:b t:: 吵著街左其仿{云統在守。統付突

續在于重心勻勻、其仿維持﹒凳展的為、渾身

份努力左熱意在傾倒在仇主 LI亡金員 iζ封 L

τ、深l.t\感銘主感謝仿念、左捧 tj'f;三扒左思扒

::t寸主共仁、 此的本流全支持﹒支援在仇τ

參砂土 Lt::家族金員仍方均仿暖力.l.t \三配庸、

位女可 Lτ色、厚〈御札申 L上l于忍吹第--C ïb
砂土寸。 昭和二十年仿敗戰l乙止。、大章程

愛化前招束在仇τ、後繼者仍道在于慚把扎克

事l士、大愛社事態在來寸之占主 f~ VJ ::t L元。
干別τl士、其仍存繞趴在在干力.;hτ束之3 茫、

石予 2三云今事l立承知 Lτ扣砂土 L克力豆、奄

仿日力主愈k 迫。 τ孝。、茲 l乙淚在三誘夕儀式
的日在迎之、其仿歷史l之終止符壹打克拉問

f~ Gf~ < 拾。史事l士、全仿運當 l之闋係 L記

者 ~L τl斬腸仿恩心力主致 L ~主寸力豆、其的良

i立全員包等 L< 感匕τ扣 G:t屯石事主存匕、

南淇會解散的感想

大正 7 年 (1918 年)學校創立，於昭和 4 年

(1929 年)正式成立南淇會* ，歷經 70 年歷史及

光輝傳統而長成巨木。對本會長期愛護，發揚

傳統並付出滿腔熱情與渾身努力之會員，謹致

深謝，同時，對支持支援本會的家族會員也表

示謝意。昭和 20 年 (1945 年)戰敗所引發的大

變化，斷絕了後繼者的路。明知該大變化遲早

會發生南淇會解散問題，終於與日逼近，會員

們不得不淚眼迎接解散儀式，從此南淇會在歷

史上劃上休止符，對曾參與本會運作的人，想

必如歷有斷腸之痛。會員亦感同身受，深覺遺

憾，但僅能面對現實，虛心接受，撫今追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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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其合金長 奴田原正一

無念﹒殘J舍、主申 L上 tj' 石外l土島砂土甘心。

來石^<Lτ招呆在仇史現寞左 Lτ、謙虛

lζ受 tt止玲、茲i之過去仿思扒出在你a乍色、

二十一世紀八仿推移在視野iζ入仇τ、吉、卸

仍無念在安哺車締吟志吹第--Cïb 砂土寸。

本 H 、此他已、之仿日全生有志內 iζ確認

LJ三步左 L τ集主 9τ下 ð扎克全員 ﹒家族

左共lζ寂 L 志在堪文τ嚴肅f~ 志式典左施行
L、扣別仇份合在持弓之左扒出來主 L t:: 事

l土痛恨仿至。左 l士申甘、後 l之殘忍深U恩扒

出lζ成忍之主左存匕::t寸。
茲lζ本金仿『終焉』在宣告 Lτ解散致寸

之左 lζ f~ VJ 主 Lt三力3、全員等 L< 己的死在

b0τ南淇金主扣別仇寸志屯仍占考克已仇

τ、生有志限。 i主 113:金員左 Lτ詩。在持。

τ、更 l之友愛的輪在Jt: tj'、最後仿一人 i之 f~

志主可心ωn火在奸 L絞 l于三三交流法b G !v之

左右?顧扣上 tj'主寸。

最後 lζ金仿永遠在君、af~ 力~G今主 T、仿三

支援三協力 l之深扒謝意在表 L主寸。

會長/奴田原正一

翻譯/嚴梅華

校對/郭英雄

咬緊牙關，緬懷過去，將視野迎向 21 世紀。

今天在此和會員、家族忍著寂寞的心情，

參加嚴肅的解散儀式，雖然怨恨萬分，但終能

留下深切的回憶。

在此宣告本會「解散 J 從此會員將與南

淇會形同死別。希望在有生之年仍以舊會員為

榮，甚至更推廣友愛之輪，即使只剩最後一

人，也要繼續把心的燈火點燃，持續交流。

最後，一邊永遠懷念本會， 一邊謹向直至

今日給予支援、奉獻的會員，深致謝意。

*台北醫事校友會

(譯者係前母院泌尿科門診護士)

2000 年八月



「氣喘」與救

氣喘，頑疾也。俗稱「嘎龜 J 老外叫

「阿死馬 J (asthma) 。阿體有講 r 嘎龜嘍

好，斬頭揖火灰。 J 真智慧之語也。若還有

人相信別有偏方，可就不及阿體聰明了。我的

氣喘，承先啟後 r 龜」有傳人 。一對兒女，

也成了謝故院長貴雄教授的小病號。每在天涼

時，謝教授遇到我太太，總是親切地問候道:

「黃醫師和小孩們都好嗎? J '她就戲誰轉述為

「老龜、小龜都好嗎? J 。我在大五時，被氣喘

找上，迄今已逾三十載。發作時，他如影隨

形，寸步不離。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裡，他給

我的，可謂得失兼備。看官，請把本文比擬

「獅子與我」或「國王與我 J 那麼您就不會

責備我的胡扯了。

我自幼體弱，氣管不好，每感冒必咳嗽逾

個把月。常在鴉雀無聲的考堂上，不時的 bark

ing cough '吵得同學們不得安寧，如今思及，

猶有歉意。因乾咳不斷，時時要服用「補中益

氣」及「逍遙散」。也為替我煮熬中藥，常被

燒得火眼金睛、直嘟著嘴的妹妹，感到虧欠。

由於呼吸道粘膜長期的一再損傷，就在大五那

一年的隆冬裡'幾度在清晨因胸悶醒過來，不

能平躺續眠，於是揭開了氣喘的序幕。「阿死

馬 」附身時， 一呼一吸恰似鐵工抽送 「鼓風

爐」般的賣力。 一分一秒都活得努力而紮實，

JING FU 景褔醫訊 |

黃國茂

解，卻了無睡意。在眾人甜睡我獨醒之下，藉

著典籍，超越時空，馳騁於古今中外。可情當

時電腦未興，否則晨昏浸淫於斯，誰可保證我

一定不會是一個網際網路巨賈?但得失相隨，他

促使我多展伸觸角，對世事做略多的領悟。恍

惚間，目睹「老人」幾經搏鬥'釣得僅剩的魚

骨架，震撼於海明威筆下的虛無和無奈。但

「老人」不也頑強地揭示一只問耕耘，不問收

獲，至於釣到的魚，有肉無肉也就不重要了。

設若陶淵明不「採菊東籬下 J 而能為五斗米

折腰，參與朝政，嘉國惠民，應無損其高風亮

節!其所為折腰者，豈五斗米乎?然而，他的抉

擇，卻也留下一個躬耕田園，閒雲野鶴的典

範。以天下為己任，乃匹夫之責，但要更能有

「不舍我其誰」的胸襟。也在激賞 「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的淒美，心頭湧上對長者

「此去蓬萊無多路」的惦記和絢麗落霞稍縱即

逝的薄愁。然「只是近黃昏，夕陽無限好。」

不也男有一番，怡然自得的心懷，不致同染李商

隱的感嘆美景不長而自傷衰老。年冀堯一句

「 軍中只知將軍令，不知天子詔。 」獲腰斬於

市，與曾國藩的恭謹謙遜，禍福立判。氣喘使

我在數不清的深夜聆聽天績，在無數的清晨，

陪著大地甦醒、共迎朝陽，彷彿也有了參與

「運轉天地」的錯覺。

也倍覺生命之彌足珍貴。在服下半顆 amlno- 在負笈美國的兩年中，氣喘從未發作，帶

phylline (100mg) 和幾杯熱開水後，氣喘得以舒 去的 aminophylline 藥綻，顆顆泛黃。束裝返

2000 年八月 33 



國，下松山機場，等候行李

時，屆疾立即復發，可謂

「念舊愛台灣」。歸國第二

年，進補麻油炸膳魚，引發

了 status asthmatics '住院

七天，也初次使用了氫化可

體松。爾後，氣喘用藥就少

不了 prednisolone 。由於不

時高分貝的咳嗽聲，在科裡

找我，聞聲速人準沒錯;

「人未到聲先到 J 也給彼

此諸多方便。在當主管時，

同仁不必費1[;、在貓項上繫鈴

錯， 一切井然有序，無為而

治，不可不謂「有聲勝無

聲」呢!

nisolone 收場。那就是在感

冒的兩、三天後，氣喘發

作，而開始使用支氣管擴

張噴霧劑，且愈噴頻率愈

密，於是 aminophylline 及

抗生素相繼上場，最後終

得借重 prednisolone 方能化

解。這是一齣一演再演的

在氣喘與我互不消滅， 有氣喘病的人， 可以爬高山嗎?

「感冒氣喘劇」。終於恍

然大悟，可能對噴霧劑中

的溶劑或某成分，由於長

期接觸，也成了過敏原。

如斯 r 屋藏家賊，即使

上十道門鎖，亦無濟於

事」。其後林翠和鄧麗君

兩位藝人，約莫在一年光

景，分別在其台北寓所和

泰國清邁的逆旅中，氣喘

共存共榮的第二十五年的初

夏，發生了讓彼此鷺心動魄，幾至雙敗的事。

那是早晨起床覺得胸悶，本可不加理會，喝口

熱開水，活動開來就好。在刷牙時，卻隨手噴

了一劑支氣管擴張噴霧劑，頓覺呼吸困難;隨

即搖勻噴霧劑，再噴第二劑，氣塞症狀馬上加

倍， 事出突然，又無 bosmin 或 aminophylline

針劑救急，打算是否馬上去急診?同時，嚼碎兩

顆 aminophylline (100mg) ，和著一大杯熱開水

服下，男含一顆於舌下。在劇咳了十幾分鐘，

咳得臉紅脖子粗，也汗濕了頭髮和汗衫，又喝

了好幾杯熱開水，咳出些許皮之後，氣塞的程

度減至噴第一劑後的情況，症狀已不那麼急

迫。上班後，餘喘折騰至近午，筋疲力竭，方

才完全舒解。此次的「擦槍走火 J 印證了危

機即轉機。細數十多年來，為何每次感冒，氣

喘發作都得持續一 、兩個月，最後，才以 p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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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發去世時，報載她們手

裡都握著支氣管擴張噴霧器，更加深我認為它

可能帶給氣喘患者潛在性危險的疑慮。我停用

了所有的噴霧劑，也告誡親朋病友，當使用的

噴霧劑功效遞減時，需馬上更換品牌(以粉

劑、無溶劑的配方為佳) ，務必停用原藥。自

從完全不用噴霧劑以來，也有五、六年了，我

氣喘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情況大為改善。那高

分貝的「嘎龜」咳，已成絕響。目前在一年

中，難得服上幾回 aminophylline '更不必動用

prednisolone 了;至今猶存著一個無解的疑問一

當時，若噴了第三劑......。

感謝郭壽雄教授日前贈我一間「氣喘診療

指引 J (註)。該指引謂 r 氣喘最有效的治

療，仍是避免接觸過敏原。」。誠然，凡我同

病，均應奉為警言，確實遵行。但「知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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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J 有時還會有意、無意地「誤蹈法網」

何況，過敏原眾多繁雜，因人而異。就個人單

以吃的為例，已知的過敏原就有一甜、橘、

柚、梨、香蕉、葡萄、龍眼、嘉枝、檸檬、芒

果、蝦、蟹、大小白菜、紅白蘿蔔、 高麗參、

花旗參、麻黃、拘把、啤酒、葡萄酒、麻油、

花生等...... (病友可供參考)。特別是花生，對

其過敏始於何時已不可考 r榜上列名」也才

半年多。然它對我肆虐之深之久，真令我難以

想像!可見查緝過敏原，曠日費時，並非易事!

我對花生引發的過敏包括氣喘、風疹、便血。

連困擾著我許久的結膜炎，也是它惹的禍，禁

絕花生就不藥而癒。幾番上半夜吃花生，下半

夜氣喘，次晨拉肚子、便血。後者可是過敏性

出血性腸粘膜炎(自編的病名，未及求證。若那

位有心以此為題，編列一個研究計畫，我願當

guinea -pig)? 一度精米也上榜，後來才還其清

白，事因吃油飯、粽子會喘，但吃年糕沒事。

不言而喻，過敏原不是中需米，而是拌飯的麻

油，及粽子裡的幾顆花生和一小撮碎蘿蔔干。

進食與紅蘿蔔一起紅燒的牛肉，次晨就氣喘。

對菜頭過敏的人，可就別問我一只喝湯行不行?

就在我把花生列管之後，有幾度誤食糕點裡的

花生製品。也曾想得美，設想體質已改變，可

享用花生了，於是吃了花生，當然也「享用」

了 aminophylline 。或許這是人性的弱點;也是

其可愛面，否則人間不就只住著聖人一族或類

似機器人一式了 。 那麼是否要氣喘患者白白，

供出過敏原，然後送進 r X X 勒戒所 J 就可

竟全功?非也，像我就連吞口水或喝一口開水嗆

到、過泰山收費站爬林口坡之氣壓些許改變

等，都會引發胸悶咳嗽，那就遑論家瞞、灰

塵、花粉......了。但是病友們千萬不可氣餒，

要以決心、細心、恆心、用心、忍心對過敏原

說 IIno ll ，做到「除惡務盡」、「一介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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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滾燙的水，警覺而不受其書 ， 但對溫熱的 ，

易疏忽而受其傷。對人也是一樣的啦!啊，不

是，不是......。我是說，對過敏原也是一樣。

引起立即或劇烈過敏反應者，都會避之惟恐不

及，但對遲發的、緩和的，卻也容易疏忽或意

志不堅而「失節」。我的剖白，願能助益同

病。

被「氣喘診療指引」在氣喘的嚴重度分級

及治療原則裡，分類為第一階:輕度間歇性氣

喘及第二階:輕度持續性氣喘者，其發作的主

因，是否還是由於接觸過敏原?我想鄭重地建言

一如果氣喘不得良好控制時，不急著加藥或升

階治療，應先仔細查察，包括食、住以及用藥

在內的，有無「家賊 J ?先抓「家賊」、除「家

賊 J 才是上策。「指司 IJ 要人自訂一份「自

我處置治療計畫 J 我也不謀而合，訂有一套

「獨善其身」的「防療措施」 一 、運動;

二 、辦絕過敏原; 三 、藥用量小，儘可能不

用;四、感冒時不等氣喘發作，有咳嗽就服用

aminophylline 及抗生素作預防;五、不使用噴霧

劑。此純屬己見，不足為範，請病友不可全盤

仿效。與「阿死馬」交手逾三十年，在細數話

從前之際，想向謝故院長貴雄教授請教有關發

育期氣喘的療控，對於病童成長的影響;也很

想再聽到那「老龜、小龜都好嗎? J 親切的招

呼。在時空未能逆轉下，已然不可能。拙文謹

給醫師、病友和醫師病友們對「阿死馬」提供

了一個另類思考。行文中，也油然而生對謝故

教授至上的崇敬和殷切的懷念。

註氣喘診療指引 J (簡明版) 2000 .係中華民國
胸腔暨重症加2童醫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中華民

國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聯合發行。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72 年畢業，現任母院影像醫學部神

經影像診斷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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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從語

暑假期間有許多旅居海外的校友利用假期

回國省親，順便召開同學會，這段期間我也見

到了多年不見的師長、同學，相聚時話題不離

回首前塵及別後滄桑，這個時候就是記錄整理

校友資料的最佳時機，過去常因老友相聚過於

興奮而沒有注意到留下紀錄，期望未來能朝這

個方向努力，為景褔校友做進一步的服務。

在過去的編輯會議時曾被開玩笑的悶，當

自己執編時只要缺稿，刊兩篇賞鳥的文章就可

方偉宏

以補足了，所幸有賴全體編輯的努力及師友的

支持，接于本期醫訊執編時稿件相當充份，雖

然這次我仍特別準備了篇校友逸聞的文章，但

為了讓有時效性的文章先行刊出，以及禮讓前

輩先發表，自己的文章先行藏抽，留待後期墊

檔。也要非常感謝郭總編輯及王助理編輯的用

心及效率，得使本期醫訊如期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事技術學系 1982年及生化學研究所 1984年畢業，現任母校醫技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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