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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省文醫學院校.會
理亭長:王政ggp 默汗委員:王政卿、賢世憔、許港民

似書長:賴明哲 張勝雄、陳章三

財務:莊哲男 ? 蚓:陳j:槳世 編 輯:韓明尤

理 事:許耿宿、朱其一、享[5;寺民、江博香、宋瑞珍、林清蒜、賢世憔

茉先7中(輯學代表) 趙這1實 u美理烹代表)

者自學零(力。拿大方會長) 陳 彰(紐約三步會長)

張勝站在(力。JI協、會長) 陳子坤(芝加字方會長)

許是先(夏威夷二步會長)

宋違章( Texas方會長)

P東芳芳琮 ( St Louis 二步會長)

連先養家( Florida /:> '"會長)

陳主鼓索( Washington, Baltimo舟，二步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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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東吉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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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generation 基金: p東彰，許是美夫婦 ($1 ， 100)

王正文ggp ($2,000) 

李明建 ($1 ， 000)

韓明元 ($2 ， 000 掉廠)

李中軍 ($1 ， 000)

王政9gp($2 ， 500 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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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二十年來年會舉辦召集人嗨閩、 ttt 點G

屆 53U 年 度 召 集 人 舉 辦 地 點

1 1981 陳信義 New York 

2 1982 郭耿南 Lincolnshire , Illinois 

3 1983 陳坤;每 Rye , New York 

4 1984 簡錦標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5 1985 郭;告民 Rockvil峙 ， Maryland 

6 1986 呂子樵 Houston , Texas 

7 1987 林華山 Princeton , New Jersey 

8 1988 李木鐸 Toronto , Canada 
益，

9 1989 顏裕庭 Las Vegas , Nevada 

「
10 1990 未真一 St. Louis , Missouri 

11 1991 邱智仁 Montreal , Canada 

~ 一一一一 12 
1992 郭宏光 Honolulu , Hawaii 

13 1993 江傳香 Chicago , Illnois 

14 1994 林 i青森 New York, New York 

15 1995 顏裕庭 Universal City , California 

16 1996 古皓雲 Vancouver , Canada 

17 1997 郭浩民 Washington , D.C 

18 1998 宋瑞珍 San Francisco , California 

19 1999 黃世傑 Orlando , Florida 

20 2000 李彥輝 Philadelphia , Pennsylvania 

G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歷屆瑋事長G

姓 名 任 期

郭耿南 1991-1993 

呂子樵 1993-1995 

郭;告民 1995-1997 

江傳香 1997-1999 

王政卿 1999-2001 

2001 {I . ) 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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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台大醫學院干禧年年會瘖事
「第甘一屆步了胡平八月三三三玄B假jS衫Jõ!fJ舉行 |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千禧年年會巳於

八月十三日圓滿閉幕，由會長李彥輝交棒予下

屆年會召集人張勝雄已開始籌備於公元二00

一年八月三~五日假狄斯耐樂園附近舉行。
申

在為期兩天之年會中費城市衛生局長華裔

鄒海知特代表市長蒞會，於台灣衛生署長李明

亮發表專題演說“台灣全民健康保險進展之趨

勢"前，向與會人士問候並與李署長互換禮

物 。 李署長於演說中認為非大刀闊斧改革全民

健保不可，尤其國民之教育，認清“吃藥並非

補藥"養成“預防勝於治療"之觀念不可。根

據統計平均每人看病每次拿藥五種以上，最高

紀錄有一年看病一千次，每天取藥十二種之

人 。 甚至可見到有人吊著點滴於樹下奕棋或闖

紅燈之怪事 。 如此情況下，健保怎麼不會虧

損?

台大陳維昭校長也抽空前來，於午餐會中

以幻燈片報告台大目前情況及將來計劃，盼望

台大人多回校參觀，並盼多利用佔台灣面積百

分之一的溪頭實驗林區之自然美來舒暢身心 。

據悉，台大早期畢業校友已決定於公元二千零

二年於台舉行年會。晚會主題演說則由目前任

職加州大學聖地牙哥之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煦博

士擔任，於“新世紀之醫學"中他坦言醫學進

步神速，舉過去之實例來說明要預測這世代之

前十年甚至前幾年都很難，何況整個世紀，不

4 

過由於人類基因圖之次序完成，分子生物醫學

必扮演重大角色，但均需以“人"為中心。

於“醫學教育"之座談會中，台大醫院院

長李源德、台大醫學院院長謝博生、台大醫院

副院長許世明、成大醫學院院長王乃三、馬偕

醫學院籌備主任高明憲、長庚高雄醫學中心院

長王清貞、芝加哥大學婦產科教授林靜竹、

Rush 醫學院骨科教授郭耿南及華盛頓大學神經

科教授許重義等依序上台發表意見，台灣來者

要求校友們多多回台執教並請在美校友會建立

智庫存檔備用，不過旅外校友對目前台灣各專

科、次專科之審查制度不連接時，認為在北美

之資格而要求口試甚至筆試頗有微詞，但盼早

日改進。

除此外還有天普大學醫學院共同主辦之

“醫學再教育課程牙、醫、藥、護理系、

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等之專題討論，甚至家眷

及來賓也有特別節目，可說內容豐富，包羅萬

象 。

利用開會期中，醫科一九五八、 一九六

一 、一九六二 、 一九六五及一九七0年也分別

舉行聚餐同樂。欲知下屆(廿一屆)年會，請

洽張勝雄會長 schang1140@earthlink.net 或參訪

http://www.angelfire.com/ms/ numasaa 

2001 年一月



錢煦校友 (1 953 醫學暴)做主題演講..新世紀之醫學"

謝↑專生院長頒獎給施玲玉姐妹(捐款一百萬給二號館)

謝↑專生院長頒獎給蘇錦潭醫師(捐款一百萬給二號館)

JING FU 景褔醫訊|

李鎮源院長(右二)、陳維昭校長(左二)、李源德院

長(右一)皆遠來參加大會

謝↑專生院長頒獎給王政卿醫師 ( 捐款一百萬給二號館)

謝1專生院長頒獎給姚繁盛醫師(捐款一百萬給二號館)

謝↑專生院畏頒獎給沈仁達醫師(捐款一百萬給二號館)

2001 年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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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會會長李彥輝(中)頒獎給予拉參加年會最年長校友

蕭冬平校友(右一) (1 930 年畢) (左一為晚會 MC 張

和雄醫師)

楊照雄董事長也專程來參加年會

第二代子女 program

JING FU 景褔醫 inl

晚會餘興節目由陳芳王校友(藥學系畢)作曲、鋼琴獨

奏等

楊恩標教授(中)、萬祥玉教授(右二) (演講 Climac

teric) 、林少光校友(左二，醫技畢，主持 Spouse

program) 、郭浩民(左一，前校友會理事長)

高爾夫球賽得獎者

險家榮醫師 (右三 )捐區義賣當做第二代子女基金，由陳燦世醫師(右一)主持義賣，陳章2 、郭惠奏、王政卿購得

2001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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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ug.13 . 三小時醫學教育討論會 ， 參加者(由右至左)王政卿 ( Moderator) 、謝博生院長、李源德院長 、 王乃三 ( 成大醫

學院院長)、郭耿南教授、王清貞(高雄長庚醫院長)、高銘憲教授(馬偕醫學院院長)、林靜竹教授 、 許重義教授

1967 年畢業校友(謝博生院長夫婦等 ) 來參加年會 林靜竹 、 郭耿南 、 萬祥玉等校友也都來參加

藥學系校友也來參加年會並同時舉辦台犬藥學系年會 護理系校友也來參加並設立護理系專題討論

李源德院長 、 李鎮源教授等在會場聽演講

2001 年 一 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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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年

自從在去年八月經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理事會理事周賢益 、 江傳香、朱晨一 、林清森

等推舉，當選理事長後， 心想來到美國後最近

15 年連續當過紐約台灣人高爾夫球會會長，台

灣人醫師學會紐約分會會長，台大醫學院校友

會紐約分會會長等不給薪的會職 ，還做了一些

事，在接 F這一棒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應該也為我們醫學院校友會做一點事。

辦校友會，其中一項最重要的事是年會，

年會傳統皆由 Local 分會會長主辦，千禧年年會

是決定在費城 ， 因此在年會會長李彥輝醫自i!î主

持的籌備會峙 ，每次我都開車三小時去費城開

會 ， 李彥輝醫Wlî是一位做事很認真、靜靜苦幹

作事， 不太有聲音的作家醫師 ，在他的 Organi

zation Community 成員有葉光仲夫婦 ( 藥學系

畢 )陳授業教授 ( 牙醫系畢 )、 吳仲修教授、

周賢益教授及張和雄醫師 ，於是每月一次開會

討論，最後才把整個年會，辦得有聲有色，團

隊精神是重要成功的秘訣。

為了號召這次年會的校友來參加 ，我也特

地捉LB腔、該邀請台大醫學院現在的 VIP教授到年

會來跟校友見面討論，於是我就提出辦一個醫

學教育討論會，諱:在台灣各大醫學院 VIP 及在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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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 卿

國對這方而有興趣，反研究的教授來參加 ，所

以我特別在去年十二月份回台，邀請到|凍維昭

校長、謝博生醫學院院長、李源德醫院院長、

許世明教授、王乃三教授 ( 成大醫學院院長 ) 、

李明亮教授 ( 慈濟醫學院院長)、王清貞教授

(長庚醫院院長)、高銘憲教授 ( 未來馬偕醫

學院院長)、林靜竹教授及郭耿南教授 ( 台灣

各大醫學院院長候選人)許重義教授 (Washing

ton U) 等來參加 ，果然這次參加開會人數接近

三百人， 而且在八月十三日早上的三小時，醫

學教育討論會，絕無冷場， 雖然有些炮聲 ( 炮

轟 Inbred System 等 )但是校友們本著愛護台大

醫學院的精神 ，很瞭解這個討論會的意義。

我也感覺到來美留學的校友自畢業年度

1974 年以後極度的減少(看附表 1) ，這情形表

示在十年後，百分之九十的北美校友多在六十

歲以上，屆時校友會將成老人會，這是我們校

友會一件很重要的事，值得大家討論的問題，

因此在與一些理事討論及 E-mail 到台大後，經

醫學院院長謝博生， 副院長侯勝茂及景褔基金

會董事長楊照雄教授特別資助， 我們在理事會

通過成立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第二代子女到

台大醫學院實習， Rotating Intern & Clerk ship 

基金會，獎勵第二代子女到台灣，讓他們不忘

2001 年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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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他們的父母是從台灣來的，讓他們繼續來支

援我們未來校友會生命。辦法是給台大醫學院

校友子女，鼓勵他們到台大醫學院做一個短期的

intern or clerk rotation : (1)我們基金會將補助機

票 、費用; (2 )在台灣 application ， administration 

fee 免繳(承謝院長資助)及住宿在景褔館(一

天 卡元美金) (承楊董事長資助) ，更難得這

基金會大部份基金 ，皆是由我同班同學捐獻

( 李明德、李中憲 、陳吉祥、韓明元等)及陳

彰 、郭惠美 (1967 年醫科畢)及本人捐款義賣陳

家榮醫師畫作 。

在這一年中， 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朱真一

醫師、李青泰醫師提出議案，不得以“台大景

褔基金會" 名義 ，從事任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交流、訪問，或其他類似的活動、朱真一教

授是一位很有台灣人意識、很有正義感的教

授，我對他很尊敬，楊思標教授是我同班同學

的岳父 ，而且在學校時也是我崇敬的一位醫學

學術的教授，他每次到紐約皆會找我打高爾夫

2001 11二一 月

( 附表 1)

球，所以當理事長將對這議案做一裁決是一件

很頭痛的問題， 一方面我是與朱真一 、李青泰

認同台灣人意識 ， 一方面不應該對自己尊敬的

教授做出不尊敬的行為，幸好楊教授很有風度

在理事會通過朱真一 、李青泰決議案(以十三

票對三票 ) 時，並沒有特別生氣，這時才感到

他也有民主素養。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9 年畢業，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理事長，現任 Associa t e Pro f. of Medicine 及 Chief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Research Lab , 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 N.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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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年會之〈籌備〉及召開經調

於 -JL九七年華111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年會後，有天日子樵校友，由休士頓來電，提

及是否可接辦一九九九年之年會於費城且費城

乃美大城未曾辦過， ( 一九八0年雖在費城東

北郊之 Trevose 但由紐約校友主辦)。不過想想

一九九七年剛於美東辦過，兩年後似乎太近

些，公元二干年或可考慮。

後來於大費城台灣人醫師協會聚餐時，與

某些校友談及此事時，均認為我們有能力接

辮，於新千禧年 New Millennium 來臨之際，於

其獨立紀念地舉辦千禧年且第廿屆年會，將有

特別意義並責成鄙人擔任召集人，進行籌備工

作。

經過初次籌備會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九日

後，決定請葉思雅學長代表去舊金山 1998 年會

時，爭取於千梧年年會在費城舉辦 O 舊金山年

會通過後 ，立即進

行尋找適合地點進

行評佔，由於八月

初句無法找到適合

處 (後來方知或乃

美共和黨總統提名

大會) ，因此改下

星期五tilJ八月|→一

- -1 三 日於市郊

Adams Mark H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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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輝醫師

李彥輝

舉辦。交下訂金 ( 美金一千元 ， 不過此言J 金似

乎沒兌現過)簽下合同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廿

日。

接下來乃決定年會主題，於 1999 年 5 月 2

日經討論決定為 r Healthy Liv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 J '乃依此 theme 分三大類: (一) Inte

grated Medicine ; (=.) New Advances in Disease 

Management 巳) Healthy Living for the Mature 

Populati凹， 分別找尋適當校友(若無則找非醫

學院之台大校友)擔任講員 ，由學術組主其

事，由葉思雅、吳忠修學長擔任共同主席，後

來葉教授事忙請辭，由副召集人陳授業教授兼

任共同主席，且積極進行醫學再教育學分認可

之工作，本擬請 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enter 

來協辦，後來因條件較苛求，因此改由 Templ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來合辦。沒料到

此事乃本年會中最令人頭

疼之工作，若非任職天普

大學之陳授業教授餵而不

拾，任勞任怨，委屈求

全，處處讓步，或許會放

棄，因此得感激陳教授之

努力。

籌備會採敢不定時集

會，於 2000 年八月十一

2001 年 一 月



日正式舉辦年會前共開了七次會於年會地點，

計有 1999 : May 2, Sept. 12 ' Nov. 21 及 2000:

Jan. 2, Mar 泊， July. 9 & Aug. 6 另一次學術組

會於 Albert 日nstein Medical Center 婦產科會議

室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八日。

幾乎每次會，校友會理事長王政卿醫師均

由紐約趕來參加，熱忱可嘉。

經過大家之努力，終於在二千年四月，正

式發出邀請小朋給北美各地校友，計美國 1 ，720

份，加拿大 146 份，另一九七0年醫科畢業校友

則由 UPS寄至沈仁達醫師處。

期間召集人李彥輝醫師趁一九九九年十月

返台之便，到台大及台大醫學院面邀校長、院

長、醫院院長及教授們，屆時來年會指導。且

於 1999 年 8 月參加於佛州 Orlando 校友會第十

九屆年會時展示千禧年年會之海報等，歡迎北

美及其他各地校友來參加。

於今年七月中旬報名截止後，乃進行編印

年會手朋，以便分發與會校友學長。打印中文

稿，幸得遠住加州之護理系北美會長趙薇倩學

長之熱心幫忙，通過電子郵件、網路及傳真，

終於完成送印刷廠，得在八月十一日給大家乙

份大會于加。

經費乃另一棘手事，雖經大家向來訪之藥

廠外勤甚至修函去各大公司要求捐獻或設攤

位，都因或號召力不大，不吸引人。且近些年

來開放醫藥廣告後，廣告費多花費於此處，因

此都石沈大海。乃於某次籌備會時議決向校友

們募捐，隨邀請小朋發出並繼續募捐。最後終

得到藥學系系友之陳志明及張珍夫婦，認捐一

2001 年 一月

JING FU 景褔醫訊

萬元美金，為了感謝他(她)之熱心，特以

Andrx 名義訂製大會提包，又台大化學系畢業之

余瑞錦學長除贊助千元攤位外還輔助五百美金

印製大會于珊，尚有藥學系服務 Glaxo Well

come 之周雯學長，從中促成她公司捐獻了二千

元美金，其他熱心校友等捐了約三千元美金，

總算能收支平衡。(詳見收支明細表)

總之，此次千禧年年會之能順利圓滿成

功，得感謝大家之努力合作，各籌備人員之無

私奉獻(名單請見附件) ，難得請到來自台灣

醫界重要人士包括:衛生署長、台大校長、台

大景褔基金會董事長 、台大醫學院前後任幾位

院長 、 成大醫學院院長、台大醫院院長、高雄

長庚醫院院長、前台大藥學系主任、余道真基

金會董事長、台大藥學系校友會總會會長等，

為大會增光不少 。

最後得感謝來自各地之校友們，不辭辛

勞，或扶老攜幼，或單槍匹馬遠來參加且給予

金錢或精神上之援助。

末了，有關千禧年年會所拍部份相片，請

到 http : //photos . yahoo.com/ntumcaa 瀏覽，歡

迎有年會照片者寄來照片以便 Scan 抽換寄還

*。再又明年年會事宜請到 http://www.geocit

ies.com/ ms/ntumsaa 觀看。再又未收到 CME

Certifica te 者，請連絡陳授業教授 (215) 707 

7754 。

*來信請寄 Fanklin Lee 155 South Spring Mill 

Rd. Villanova, PA 19085.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 2000年費城年會長)

11 



景褔醫訊

台灣專科醫師訓練日三那)
一通告及未來后三三/

哈佛大學的 Dr. Kenage 在 JAMA 1999 的文

章講到醫學教育，他說醫學教育不是只有簡單

的傳授醫學知識，它應該包括教導求知及研究

的方法，以及發展服務人類品質的理念，這些

基本條件都在於建立一個健全的醫學教育及醫

療政策系統。

醫學教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醫學生一

般醫學教育， (.=)畢業後專科醫師教育，臼繼續

醫學教育。這三個階段是有連續性，並應有共

同的理念及目標，與學習方面也有密切關係，

最終目的在於疾病預防以及治療病人。一個醫

師的養成，不但要精通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

預防醫學;不但必需追求豐富的專業知識及技

術之外，並且應具備社會、文化、心理學、人

文科學素養。一般來講，台灣的醫學教育似乎

一直都比較注重在學校課堂的教育，而少談畢

業後的專科教育。

過去三十年間，台灣的醫師數目不斷的增

加，由 1960 年每 1890 人即有一位醫師的比

例，到現在每 750 人有一位醫師，和其他先進

國家相比較，美國每 365 人有一位醫師 (1995

年) ，日本每 600 人有一位醫師 (1992 年)及瑞

典每 325 人有一位醫師 (1998 年) ，台灣的醫師

人口比例似乎較低一點，但是我們應該考慮更

12 

郭耿南

多的是提高醫師的素質來服務全民，醫療教學

品質與師資的充足等息息相關的問題。以現階

段來講，我們應注重訓練有能力及合格的醫

師，如此不但提高醫療服務品質，同時也訓練

為將來的醫學老師。

專科醫師的培育奠定基礎，一般的先進國

家，都以美國的培訓制度作參考及修改，台灣

也以美國的系統為藍本，而成立住院醫師制

度。早在 1949 年國防醫學院、 1950 年台大醫

學院就己推動實施住院醫師制度，接著省立醫

院、私人醫院、私立大、中型醫院也施行專科

醫師的培育。因為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規模

小，無法使該校學生完全在附設醫院實習而需

要派去外院實習，因此教育部於 1978 年頒佈

「教學醫院評鑑辦法 J 經評鑑通過者認定為

「教學醫院 J 在該院實習始可給予學分。衛

生署在 1986 年 12 月正式認可專科醫師制度及頒

發專科醫師資格證書，並且在 1988 年 6 月發佈

「專科醫師制度 J 委託專科醫師學會辦理培

育評鑑，培育教師之條件以及專科醫師資格之

甄審。不幸的是，專科醫學會本身是民間團

體，所有理事由會員選出，理事長由理事中選

出，基於政治因素，是否能遵守學術優良的品

質是一個大問題，學會的甄審也將受影響。基

於內政部人民團體法規，學會不能由本屆理事

2001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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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下任理事長，這也影響學會政策的連貫性。 們一方面是受訓者，同時也是教授的助教，參

與醫學生臨床教學，並且醫學生由住院醫師受

住院醫師是專科醫學的受訓者，是專科醫 敦的時間比教授的機會多，時間也長，所以一

師的候選者，原則上教學醫院應提供足夠的時 個好的醫學生實習醫院必須有優良的住院醫師

問及培育，但因往往醫院的病床多，病人過 制度，這也是一個健全的專科醫師培育制度建

多，結果住院醫師變成醫院經營上必要成為主 立的必要性。以台灣的社會及政治架構來講，

治醫師的助理醫師，並且如果醫院申請通過教 這個制度的建立需要衛生署、中央健保局、教

學醫院評鑑後，可由健保局按營業額而獲得教 育部、醫學院，專科醫學會及醫師公會密切溝

學研究費用，所以各醫院都極力爭取住院醫 通提昇醫學教育，更進一步藉之促進醫學及醫

師，台灣所有的醫學院畢業生，每年約有 1 ，400 療的發展，國家衛生研究院宋瑞樓教授所領導

名，但是台灣所有鑑定合格的「教學醫院」的 的「論壇」正在極力的研討這方面的問題，以

第一年住院醫師需要的總額超過畢業生的二倍 及如何改進。 一般來講，台灣將來所需要走的

半，形成專科醫師的分佈不均，加上健保給付 方向，是應設有一個中央統籌的機構來設立一

標準不合理而形成健保法實施後的醫療文化: 個高標準，包括培育計劃的評鑑以及甄審，以

培育為目標，為住院醫院建立正確的定位來施

(→因健保給付標準不均，影響醫學生的 行評鑑，所有步驟都由含有教學理念及專科經

價值觀。選擇學科的主因不再是理 驗的人員來推行，我們要把所有政治因素除

想、興趣與理念。有些學生傾向於選 掉，而維持一個良好的學術教育原則。此外，

擇工作輕鬆，上班時間較少，同時高 人力規劃也是重要的一環，台灣應有系統來評

收入的專科。 估維護全民健康所需各專科醫師人數及比例，

(=.)因為專科分佈不均，可能形成有些專 以此資料來決定各學科住院醫師的數目，每年

科將來青黃不接及斷層的現象，這將 住院醫師評鑑通過的數目應該與每年醫學畢業

影響到將來醫學教育的師資及品質。 生的總數相符合，中央健保局的教學費用，應

已有些教學較差的醫院往往以高薪來吸 是國家投資在醫學教育以為將來全民健康維持

引住院醫師，以能照顧大量的病人， 及醫療之根本，教育費用的給付應以教學醫院

比較學術性的醫學中心往往收不夠住 住院醫師訓練的數目為標準，而不應做為醫院

院醫師。 營業額的酬勞。這樣的教育經費才是用得其

冊為了爭取教學醫院的資格以能得到中 所、名副其實。

央健保局的研究教學給付，醫院常常

用盡各種辦法來通過鑑定，另一個問 總之，一個好的專科住院醫師制度是整個

題是，衛生署的教學醫院評鑑是否合 醫學教育重要的一環，同時也為全民健康將來

乎住院醫師教學的需要。 做準備， 一個完善及正確的醫療政策及計劃'

(日專科醫師分佈不均，某些專科醫師過 才能把台灣帶入成為 21 世紀的醫療先進國家。

多，將會影響增加全民醫療費用。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Rush

住院醫師是整個醫學教育的重要一環，他 University 的骨科教授及教育副主任)

2001 年一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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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前E校友的公房信

北美台丈醫學院校友們已站起來711

敬愛的校友們:

下面是我們寫給理、監事的信，特此在景

褔醫訊上，我們也公開給敬愛的校友們。

八月十三日，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

會，明智地以絕對大多數的票數 (13 比 3) 通過

決議<不得以景福基金會之名，從事任何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的交流、訪問活動〉。因

此，專此致書奉告。

希望諸位賢明的董監事、先輩能尊重，並

支持代表北美各區校友 、各學系科組成的理事

會的心聲及義氣，接納這項決議 ，使它成為本

基金會會務的規範 !

這項決議，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不要濫

用本基金會的名義。

這項決議，是對事、不是對人;不是錢的

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

這項決議，明確指出不得以團體的名義，

從事個人的政治理念與連動!

景褔基金會本是為台大醫學院的福祉為前

提。醫學交流本應與醫學先進交流，以促進本

醫學院的醫學進步。 PRC 的醫學是否「先進 J

爭議太大。為免爭議及誤用資源，暫且免議;

雖說 PRC 的中醫比台大進步，但台大醫學院並

不是中醫學院。

據景福醫訊今年 (2000 年)三月號的報導，

本基金會每年組團與 PRC r 交流 J 從行程活

動，以旅遊為主。

高度民主、自 由的台灣，任何人都可有他

個人的言論自由及政治理念，但絕不能用本基

14 

朱真一、李青泰

金會領導者的地位，宣揚「台灣是主權獨立國

家是有爭議的」、「台灣人無議的(應)回歸

為中國人」、「陳水扁應可接受「一個中國原

則」及「台灣安全加強法」是最不安全的......

等論調，而無特別聲明與本基金會無關。

本基金依國家法令設立，應配合國家政策

及行動。與 PRC 交流新政府尚未明訂方針，本

基金如與 PRC 交流，也應慎重。國家大格局的

考慮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J 本基金會的考慮

是台灣人民的衛生及台大醫學院的福祉，加上

PRC 鴨霸阻止台灣加入WHO' 拖延國際救援隊

來台救震災，文攻武嚇，造成心理恐懼......

等，本基金會更不應跟 PRC 交流。當然，屬下

的專款，就不能利用本基金的名義，從事此交

流。

理、監事們，海外校友，不僅感受母校之

恩，而且常以母校為榮，因此也願繼續支持本

基金會，請您們不要讓我們灰心!

海外校友，久居在外，深受歐美先進的正

義，自由的薰陶，但仍不敢冒犯 「尊師重道 J

因此，幾年來，雖知本基金會之名被濫用，但

仍不敢提出。

海外校友，也許看到台灣人已經站起來

了，李鎮源......等，都站起來了，今年已大膽

提出，並以絕大多數 (13 : 3) 通過此決議，敬請

諸位理、監事，多多包涵，參考及贊助!

(李奇泰係母校醫科 1967 年畢業;朱真一係母校醫科

1965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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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求學教學的感言

和對母校的建言

承王政卿北美同學會會長的美意，要我在

景褔醫訊寫個文章 ，表達在美求學的經過，教

學的經驗以及對母校教學及醫院方面的感想 。

我寫的動機，純粹是希望拋磚引玉，希望 「 大

家 」的意見可以作為年輕同學的參考。

求學的動機及經驗談

我在 1962 年畢業後曾在台大醫學院附設醫

院小兒科服務一年。次年有機會在當時台大醫

院後面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NUMRU-2 )

和二位華盛頓大學的小兒科教授共同作台灣先

天性畸形的流行病學調查。雖然發表了不少染

色體異常的病例報告，這對於以後申請醫院的

internsh ip 有幫助(我那時已有十五篇papers) , 

但真正對個人有直接影響的有

二點:(1)對我英文會話能力助

力很大， (2)加強我對醫學研究

的興趣 。 很多同學到外國前沒

有充分的對外文 ， 尤其是會話

的訓練 。 所以一到美國 ，除了

水土不服 ， 文化習俗不同的感

受外 ，大多數的人在第一年內

為了增強 「英文溝通能力」掙

扎 ， 這一點我比較幸運。我出

2001 年 一 月

黃碩文

國主要的目的是探討醫學研究的機會以及試驗

自己能否在教學醫院擔任教職。家父(已過

世)黃金江博士， 一生酷愛研究和教學，所以

我的志趣泰半得自遺傳 ( 遺傳是很難改變的!

一笑 ) 。

我在 NUMRU-2 三 年後參加 Internship

matchi呵 ，分發到馬里蘭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直攻小兒科 ， 我到那裡就發現自己是少數民族

的少數，所以不敢懈怠。主任是猶太人，是碳

水化合物新陳代謝的國際權威 (Dr . Marvin Corn

blath ) 。他對住院醫師的要求嚴格但待人公平 。

我在 senior resident 時我作了一件事令主任讚賞

不已，一直到他邀我回去當過敏免疫科主任時

還在談此事 ， 令我受寵若驚。 Senior resident 

一向有一個月時間 elective 讓你

隨便作什麼事。絕大多數同僚都

去作休假旅行，或晚上到別的醫

院打工(作 moon lighting) ，少

數去別科系選修次專科的訓練。

那時有一個問題困擾很多住院醫

師。在 Maryland州的急診處如有

病人要打 peni cillin 針，非先作

skin test 不可 。這事不但浪費時

間，病人抱怨不己，而且科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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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為何，沒人知曉。我就用 elective 的時間，找

來 1 5 個有 Penicillin 反應的小孩，借用遺傳研究

室的實驗室作淋巴球對pencillin 的反應試驗， 實

驗結果本身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我寫了

-篇報告給主任過目，主任看了非常高興，除

了修改文法錯字外，給我很大的讚賞和美語。

有一次在住院醫師聚會時就當眾宣佈 r 我已

作主任多年，從不過問你們在 electives 時作什

麼。只有 SW Huang 寫了一篇科學報告給我，

他是唯 的例外 J 很多同僚以後碰到我都提

到這事 ，讓我聽了年輕多多 。以後這位主任繼

續幫我找 Fellowship ，又邀我回去 Maryland 大

學擔任教職，沒想到一篇報告竟然發生了一生

難忘的效果 。-直到主任退休後我才離開 Mary-

land 到 University of Florida 。很多人問我從住

院醫師到擔任正教授，好像一路順風，要我說

些秘訣 ，我說我從不知道什麼是秘訣，我相信

我會很努力，但是同時相信小小的機運，像認

識知人善任又大公無私的主任，替我提拔，我

才有今天。我不敢自滿，但珍惜我目前所有

的，而繼續努力。

我擔任教職也學習 Dr. Cornblath 的作風，

在小兒科的 rotatlon 過程學生一定，被要求每週寫

病例報告。很多主治醫師懶得改作業， 學生寫

不寫報告 ，他們也無所謂 。我對學生說 r 你

們如肯花時間寫報告，我就肯花時間給你們修

改作業。我勸你們不要懶，我以前教我的主任

常說 r懶人莫來學醫，希望你們自重 」 。在

我的 rotatíon 內還沒有學生提出少於三篇的作業

報告。 我在 1998 年被提名獲得 University of 

Florida 優秀教授獎，當時在醫學院 200 多被提

名的教授中只選了 11 人，所以我算是替台大爭

一點光(本校 690 多教員中只有 2 個台籍教

授)。我堅信有耕耘才有收獲的道理。我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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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此項榮譽很多學生背後幫我寫推薦書，但我

不知道到底要道謝什麼人，我只有默祝他們事

業成功，萬事如意。

很多人問我，在美國有沒有遭遇人種歧視

問題 。 我說: 算起來美國是“比較"公平的社

會，只要肯努力，成功的機會也是有的，我強

調“比較"這個字 ，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十全

十美的社會。 一個少數民族的成員，如果要成

功，不能靠人際關係或政治實力，這二樣我們

都沒有 。 所以我自己的感想是:少數民族的成

員要出人頭地，只有二個要件:(1)自己肯比別

人努力， (2)遇上不能預料的機運。前者是唯一

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後者我們沒法控制，但

我們可以努力創造機會。

我在這裡順便提出一件事，有些人自認自

己成功是可以單槍匹馬闖出來的，我是堅信成

功的人物後面必定有同心協力的配偶作後盾 。

在這裡我很感謝我的內人在開創事業中給我無

條件的支持及鼓勵，並希望及祝福未婚或已婚

的同道，也有同樣的「好運」。

對於醫學院的建言

(1)篩選醫學生的重要

就像我們當年進台大( 實在說，以我個人

情形，這不是太好的說辭;因為我是保送進去

的) ，到目前為止台灣醫科生的錄取，仍僅靠

聯考成績的好壞，這種方式選人怕不一定收錄

最好的醫學生。在美國醫學院收錄醫學生，大

多數醫學院用三樣標準:(1)醫預科在學成績及

總合 (GPA) , (2) 國家考試 (MCAT) 成績， (3 ) 口

試。我記得故魏火曜院長曾經說過好多次:

「作醫學生不必腦筋最好，但他必需有熱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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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博愛的個性 」 。我知道在台灣要改入學方

式，要牽涉到政策問題，但是美國醫學院的經

驗應可供國內作參考。

(2)對回國服務同學的期待

近年來有不少學有所成的同學，陸續回台

回韻社會及母校，這是可喜可賀的現象(我自

己是逃兵，只有祝福他們的份兒 ) 。很可惜的

是有些校友，回去沒多久就抱怨在台灣不能施

展所長，甚至有人不久也打道回美。這種現象

勿寧是社會、母校及個人的損失。依我個人的

看法，這些多年離國的同學們對於台灣近數十

年來的政治、社會的變遷有相當的脫節。“一

切以美國為準或向美國看齊" 的心態難免會引

起在台同仁的反感。話又說回來，母校為了迎

接這些校友的奉獻 ， 在制度上、人事上以及一

些過時的習俗要按時改善。很多沒有用的歷史

包袱該丟就丟而不要讓它變成進步的障礙。如

果有人想回國效力，我請你們參考及學習一些

已在台灣成功發展的例子。例如我們班上的同

學李明亮(現任衛生署署長) 1992 年回國後領

導一批年輕的學人 ， 抱著服務至上的熱忱， 把

慈濟醫學院建立起來，並發展到成立慈濟大

學。他的成就，有目共睹，是最可以參考的例

子。

對於台大醫院的建言一一

因為篇幅巳夠長，只能簡單表述 ， 我建議

醫院當局及服務同仁以下幾點 :

(1)觀念上不要老是以自己為龍頭自居

台灣的醫學水準經多年及多方面的努力 ，

已大幅提高。同時很多新興的醫學院也朝氣蓬

勃，迎頭趕上。這襄已過時的老醫院也不敢自

2001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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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稱他們是美國醫界的龍頭，台大醫院千萬不

要老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被人當為笑柄。知道

謙虛，才會有進步。這個道理 ， 對個人也如

此 ，對醫院也如此 。

(2)團隊精神要落實而不要淪為口號

台大醫院有很多優秀的人才 ， 但彼此之間

很少有合作精神 。試舉一例: 如果某科系有疑

難的病例 ，應該定期提出討論。這時候應該掃

除私見，坦誠討論。一切以病人褔扯為依歸，

如有不同意見 ， 應該在會中取得共識 ，而不要

在暗地或背後放冷箭挪描同仁。這大概是台大

一個古老的通病一一“ 我是最好的 ， 他人都

是觀念在作祟。在我們這大學醫院裡 ，

如果醫療出錯，全科或全系同仁有難同擔，鮮

少譏笑個人擺烏龍的例子。

(3)醫療要重質，不要光算人頭

有人說在台灣大醫院看病 ， 每個人花醫生

時間只三有分鐘。這連開藥都來不及，還能談

醫療水準的提升 ? 我們醫院經常請病人作對醫

療的評估。我們只問病人一個最起碼的問題一

你的醫生有沒有詳細解釋你的病因及病1育 ? 而

不是醫生有沒有開處方給你 ? 請千萬記住一我

們是做醫生而不是做醫商。

(4)請多多了解社會的脈動一一

現在是多元化的社會，台大醫院要作社會

主流的先鋒而不要躲在象牙塔裡自鳴清高。有

些有關國家醫務衛生的問題，應該積極參與。

我只提出三件事請各位台大的同仁 ，當作有意

義的挑戰，幫忙政府解決: 1 . 把咀嚼檳榔的惡

習幫社會除掉。嚼檳榔的壞處 ， 大家都清楚 ，

不必重覆科學的証明。請各位醫師用點神 ， 開

始教育民眾，一傳十， 十傳百，大家戒嚼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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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台大醫生功德無量， 2 請老實報健保經

費，幫忙政府過難關。聽很多報告，健保局虧

損累累，一個大原因是某些大醫院每年虛報健

保經費，幾近惡性競爭，被社會詬病。我們的

職業是提倡民眾健保，結果連健保制度都被大

醫院吃光光，我只好祭出五年級時聽見病人家

屬向一位外科主治醫師哀求的話作結束 r 先

生啊! 請你作好事啊!萬萬請你不要出于太重

啊 ! J 

瑩瑩數端， 謹f共同仁作參考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2 年畢業 ， 現任 Univ of F lori da 

Co ll eg o f 扎1ed i c in e Professor , Chief of All ergy 

Se rv ice ) 

r - - - - - - - - - - - 圓圓--- ----用 自目 - - - - --- - - -- -------- -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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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省大醫學瞬校.會.告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已經成立第二代子女到台大醫學院實習基金會:

目的 : 獎勵台大醫學院在美校友子女 ， 到台大醫學院作一個短期實習 (Jnlern

ship or Clerkship) ( 二個星期或一個月) ，使他們不要忘記他們的根一台

灣 。 並延續在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繼續生命 。

辦法 : 1) 由基金會輔助部份機票費(每年暫定名額 4名，每名 $500 ) 

2 ) 到台灣住宿景福會館 ( 每天 $10 ) 不必繳Administralion Fee. 

3) 請 Send application 10 JC Wang M.D 20 Brislo/ Drive, Manhasset NY 11030 

4) 請各校友踴躍認捐 ， 捐款請寫文票給 NTUMCAF， (2nd generation 

Fund) 

Address: JC Wang MD 20 Bristo/ Drive Manhasset NY 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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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求學的經驗及一些見解

Of course each one 's view of success is 

different. In my view, to be successful, one 

should b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n intelligent 

and wise mentor who can guide you throughout 

your academic li怡 ， not only in terms of knowl

edge but also in terms of how to be a conscien

tious, honest person so that one can pass along 

that virtu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udent to 

come 

Another aspect, as I see it, is to have a 

cohesive, happy fami旬 ， as well as a suitable 

spouse who 's not necessarily a replica , but who 

莊明哲醫師全家褔照

2001 作 一 月

莊明哲

can also highlight one 's strengths and compen

sate for one's weaknesses . 

Although one cannot choose parents or chil

dren, one may be blessed, however, by having 

loving, understand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who 

respect one 's virtue. Even though they may not 

necessarily develop into what you expect them 

to be, it is fine as long as they have their own 

purpose in life and respect their parents 

Finally , to pursue anything successfully one 

ought to have hope and faith , compassion, love , 

be able to be enjoy life, and 

consider giving to much better 

than receiving. Of course this 

reflects my personal point of 

view, but i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applicable to everyone 

With best wishes , 

Ming T. Tsuang, M.D., Ph.D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57 年畢業，現任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 r of 

Psychia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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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育和師資的培養
( 台灣醫學教育改革建言)

「序 =J 

筆者於今年六月底七月初返台參加第 20

屆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年會及被

邀請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第 13 屆國際

胎兒超音波杜←勒學會 (International Perinatal 

Doppler Society ，簡稱 IPDS ) 擔任講 員。

NATPA 會員及眷屬趁此年會拜

訪新政府陳水扁總統及呂秀蓮

副總統 。 也邀請多位部長演

講。 1990 年，筆者擔任 NATPA

會長時，首度返台舉辦年會與

台灣學者學術交流，也邀請七

位部長及台北市長演講，安排

十位代表晉見李登輝總統提出

台灣政經社會教育改革建言。

那時雖然解嚴及廢除刑法一百

條，但是海外 「 黑名單 」仍存在，經過多位

會員在華盛頓及台北奔波 ，講員 中十多名黑

名單減至三名。現任駐美國華府經濟文化辦

書處副處長李應元校友在三名之內，在開會

前一天潛入台灣，行政院長郝柏村一怒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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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位部長及台北市長不敢出席，晉見總

統之事也被取消。數日後筆者有機會和台中

一中同學，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施啟揚會談

二小時，乃將向李總統之建言 ，請他轉告，

證之今日台灣政治、經濟教育的改革，我們

的建言大部份已實現。

自從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負責台灣的

tJ/. .tJ. li<fa 

教育改革，同時新竹科學園區

設立，企業界也轉向高科技的

精緻工業，台灣的經濟成長 ，

科技進步可謂一 日千里。電腦

網路、無線電話，台灣人民的

生活在這十年之間，大大地提

高。可是三月初李院長的演講

「跨越斷層一一掌握台灣未來

關鍵的五年 」 使人憂慮。台灣

社會各層面的種種可能發生的

斷層 ， 如何提昇'避免沉淪 ， 值得深思。

台大是台灣大專院校的龍頭 ， 在教育部

鬆綁 ， 教授治校，校園自由的風氣下，陳維

昭校長優秀的領導，功不可沒。出國進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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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增多 ，也取用很多返國學者參加研究教 創新 (Creation) ，不在模仿 (Imitation) 。

學陣營 ，國際問學術交流頻仍，在台灣舉辦

大型的學術會議， 不再是稀有事件。台灣其

他大學亦蒸蒸日上 ，迫使台大向上提昇 ，漸

擠身於準國際一流大學的地步。

謝博生院長和他的聞隊， 努力於醫學教

育改革，各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謝院長

在推行醫學生臨床小班教學成功之後，即將

推行更有績效的學士後臨床教學方案，此方

案和筆者的構想相符合，將在本文後段討

=þ. 
ñJIII V 

「 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研究」

新世紀三大革命性領域將為資訊科技、

生物醫學科技和全球性的經濟互動。結果全

球人類將成為相依相成的生命共同體。也就

是李遠哲 「 世界村 」 的願景。某一國家的新

發現 、新產品 ，很快就被其他國家引用 ， 成

為世界村大眾的福利 。舉例來說，歐洲各國

為了和美國 、亞洲競爭，不得不形成經濟共

同市場。美國微軟電腦公司，有獨佔網路市

場嫌疑便被法院判決， 一分為二 ， 因此股價

大跌 。最近美 國完成工程龐大的人類基因

(Human Genome ) 的氯基酸排列順序，就好像

編輯成功一部完美的字典，供各國研究者對

遺傳基因的突變和疾病潛伏因素更加明瞭，

而能研究出某一疾病的診斷及達到防治該疾

病的 目標。由此可見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是

息息相關的 。有了一部好字典可以查，研究

者就能寫出一篇新的好文章。因此不論基礎

研究或臨床研究，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冒在

2001 年 一 月

李遠哲 「 跨越斷層 」 的文章中提到在國

際學術的競爭上，這幾年能與國際互動，與

大量海外學人回國服務有關，他的隱憂是後

繼無人 。另一憂慮則是政府對教育及研究經

費的大量裁減會影響未來台灣的教育及研究

的品質 。目前台灣對世界尚能作出貢獻， 例

如台灣九二一地震 ，直接影響美國電腦製造

業產品生產率的大降。 當然台灣也有很傑出

的臨床研究， 貢獻世界肝炎肝癌的研究 ' 8 型

肝炎疫苗施用於兒童的成效報告，獨步世

界 ， 甚受囑目。但願台灣未來不會變成枯

井， 1勇不出泉水 。

根據筆者的瞭解，目前台灣基礎醫學的

研究，很接近國際標準，能和先進國家競

爭。可是臨床醫學的研究仍差一大截。以台

灣醫學會發行的台灣醫誌為例，觀察性報告

(Obser -vatory Research) ， 事後追蹤的統計

(Retrospective analysis) 和特殊病例報告仍佔

多數。也訐國內同仁會抗議說，好的論文都

發表在國外名牌雜誌。但是我們該提昇的是

國內也能達到發刊名牌雜誌，不但國內研究

者樂意投稿 ，也能吸引國外好論文來投稿，

才能擠身國際學術一流。

新世紀臨床研究的取向應該是前瞻性、

對照群、病例數目龐大 (High power, Prospec

tive , Controlled Study) ， 統計上有絕對優勢，

劣勢的差別 ， 才能使人信服。個人單打獨鬥

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的研究常靠集體合作

21 



的研究。以美國為例，兩大研究經費來源國

家保健研究院 (NIH) 及國家癌症研究院 (NCI) , 

近來常白己召集十個以上的大學醫學中心，

以一個議題，同一個方法研究三至五年以達

到共同的結論，如乳癌和避孕藥的關係， 早

產的成因和高危因素的關係。小劑量的阿斯

匹林預防腦控塞、心血管極塞似乎有效，但

對於娃振子桶前驅症的預防卻無效。筆者建

議國科會生物處除撥款給各醫學院優秀研究

員團隊作個別研究之外，存留 30-40% 的研究

款項委託某校為召集人而進行多校集中力量

的研究台灣特殊的議題 。 例如腸病毒之流

行，如果每年夏天發生，那麼冬天病菌潛伏

在那裡 ? 能否像瘡疾 ， 完全根絕。疫苗預防

是否可行? 這並不是完全公共衛生的議題，

而是台灣整個社會保健的問題。國家衛生研

究院(吳成文校友主持)和衛生署(李明亮

校友主持 ) 也可能進行同樣的研究計劃。

「臨床醫師的訓練及臨床師資

的培養 j

醫學教育改革要有 長遠的宏觀願景

(Grand Vision) 及適應世界潮流的取向 (Prospec

tive global view) 以及完整全方位的計劃 (Stra t

egy of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planning) 。

對於傳統不理想的制度，作部份性的修

改，不如大刀闊斧作全面性的重整。首先我

要以美國近二十年臨床醫學教育的取向和改

變和台灣作 A比較。台灣將增設數所醫學

院，是否過份積極，教育出太多的醫師 ? 答

案是否定的。以筆者研究教學二十五年的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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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大學所在地伊利諾州和台灣比較， 1998 

年的數據顯示 : (1)伊州的面積是台灣的四

倍。 (2)伊州的人口是台灣的一半。 (3)醫師和

全人口的對比，伊州為台灣的兩倍 ( 伊州 214

/ 10,000 '台灣 129/10 ， 000) 。問題是台灣的醫

師密集在大市鎮，山地及偏遠地區缺乏醫

師。台灣施行全民健保已有五年， 96% 的全

人口都在健保制度下受醫療照顧 ，應該每個

村里都要有醫師才是。檢討此缺失的原因:

(1)健保的給付大醫院高於小診所，小診所競

爭不過紛紛閥門。小型醫院轉型為大醫院。

(2)台灣的醫院採封閉制， 醫師轉診送入大醫

院後不能繼續醫療。企業界經營的大醫院紛

紛在各地設分院，宗教界的醫院及公私立大

學醫院如法泡製。幾個連鎖分店系統的醫療

機構獨古市場。 (3) 健保門診的給付按件計

酬， 一個小時皮膚科醫師能看 20 個病人，婦

科內科 10 個病人，精神科 2 個病人 ， 年輕醫

師選擇輕鬆多利的皮膚科、耳鼻喉科、復健

科，而避免工作忙碌，連夜工作的產科及外

科，診斷費時的精神科。 (4)台灣專科及次專

科學會林立，大部份醫師自稱專家，但未經

嚴格的訓練，似懂非懂。走在第一線的急診

科、家醫科、 一般內、兒、婦科醫師反而很

少 ， 這是畸型發展的現象。美國近十五年所

謂 Primary Care 的前線醫師由 40% 增至 60 或

70% '而專家及次專家減為 30 至 40% 。而且

修習年限延長 ，能訓練專家，次專家的醫學

中心減少。臨床師資增多由 50% 增至 70% ' 

研究教授則由 50% 減至 30% '此種改變可供

施行教師雙軌制的國內醫學院參考。美國最

近也盛行如台灣全民健保的私營包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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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Care，如 HMO， PPO ) 。不論大牌 、

小牌臨床教師都要努力於診療工作，這些包

醫公司才不致虧損。據說台灣健保局因虛

|脹、濫帳、拖欠，導致 「 赤字 」 出現。也許

此時衛生署應檢討是否實施公辦私營減少浪

費而達到有效的醫療保健。

在檢討上述台灣醫療制度負面缺失之

後，筆者在會陌謝博生院長時被告知台大醫

學院計劃推行六年醫學生後兩年一般住院醫

師(即前述 Primary Care Physician) 改為必

修，之後再分 2 至 3 年的專科訓練。不想作專

科訓練者，即可開業執行 Primary Care 的診

療。次專科則在取得專科如神經內科、腦外

科、心臟內科 、 心臟血管外科、新生兒科 、

生殖內分泌科 、 血液癌症科等等。 此計劃和

筆者七月三日演講的建言完全符合。

筆者建議對於專科及次專科的訓練要特

別嚴格，除了專科醫療知識技能外 ， 也要有

臨床教學及臨床研究 ， 獨立運作的能力。對

於想辦理專科及次專科的醫學院要從嚴審

查，包括師資修習期內經驗的累積，研究設

備等要從嚴規定。重新組成專家及次專家核

審董事會 (Board of Speciali剖 ， Board of Subspe

cialist) ，修習後的專家，次專家也需由董事會

聘請國內外資深專家給予筆試及口試 ， 通過

後才能取得資格。

次專家的訓練應限於師資齊備 ， 該次專

科病例集中及有優良研究設備的醫學院。專

家的訓練則由各醫學院的教學醫院或與醫學

2001 年 一 月

院有合作關係的大型醫學中心為限 。至於一

般醫師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如家醫科、

急診科、普通內外兒婦產科 ) 的訓練則可放

寬尺度，除了教學醫院、準教學醫院、社區

公立醫院、私立綜合醫院都可在醫學院兩年

一般住醫修畢後，繼續訓練，以供社會大量

的需求。上述專家、次專家、一般醫師在行

醫或教學五年以後都取得資格為臨床教師，

尤其對兼任臨床教師不必太苛求。

最後，筆者要提到醫學院博士班。筆者

憂慮的是同樣一批教授 ， 一方面教醫學生的

基礎醫學，一方面又要指導博士班的研究

生 ， 而且研究所的師資普遍缺乏 ， 對於研究

生想深入研究的議題，說不定不是指導教授

的專長。生物醫學的科技 ， 進步一日千里，

追趕不上 ， 可能培養出很多虛有其名的博

士。筆者要加強建議在四年的修習期間，在

本研究所修習兩年後 ， 讓研究生到男外一個

研究環境如中央研究院，或國外的著名大學

或研究機構 ， 研究至少兩年，培養他從事獨

立研究的能力。 他們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國

繼續作深入的研究 ( 博士後研究 ) 並指導後

進研究生，這樣循序漸進 ， 就不會產生坐井

觀天的博士，而李遠哲院長也不用擔心後繼

無人了。

(本文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 1 年畢業，現任芝加哥大學資

深胎兒醫學教授，台大醫學院院務諮詢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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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習慣與SyndromeX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王政卿學兄託

我寫一篇關於我來美創業經驗，供在台年輕一

代做參考與鼓勵，其實個人機遇不同，時代又

變遷，相信此舉沒什麼助益，所以我只好簡述

來美經歷之事，但願漫談近十年來，敝人教學

與臨床工作所獲心得的 "Syndrome X" 聊供大家

參考思索。

承蒙恩師故徐千田教授推薦'得能於 1965

年赴費城 (Philadelphia) 賓大 (University of Penn

sylvania) 當生殖生物學 (Reproductive Biology) 

研究員，專心攻研 Steroid Chemist巾，爾後回

臨床，當婦產科住院醫師，取得臨床執照後，

在賓大當教職，做研究教學及臨床工作近十

年。於 1980 年升遷費城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旬，在婦產科當生殖

內分泌及不孕症 (Reproduc-

tive Endocrinology & Infectil-

ity) 主任教授教學研究及臨床

工作外還教育年輕研究員數

名，十五年後於 1995 退離

Academic Medicine '以半

退休姿態，於費城郊外白行

開業，並義務兼職於UMDNJ-

R.W.Johnson Medic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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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近幾年來專研治有 Syndrome X 及 PC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的不孕症病人略有

心得，願聊述一二 ，尚待指教。

Syndrome X 是起源抄 Chronic hyperinsuline

m悶，即 Insulin Resistance (IR)IR 狀態持續數年

後若無改善，容易演變成 hypertension ， cardio

vascular disorders及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

嚴重的情況下，於晚年促成心臟發作 (Heart

attack) 及中風 (stroke) ， Syndrome X，這名稱是

於 1988 年 Stanford University , Endocrinologist 

Gerald Reaven 教授提出的，這症狀與遺傳有

關，但基因 (gene) 尚未確定，雖然與遺傳有

關，但目前人類中，卻將近 80% 的人有這遺傳

因子(即 IR gene) ，所以 Syndrome X 是很普遍

的事，尤其在文明 (civilized) 先

進的 (developed) 社會。

為了瞭解 Syndrome X，應

從人類進化(evolution) 程序上

談起。遠在萬年前原始人類

中，由於環境的惡劣，食物欠

缺，難免早年餓死，在那種原

始環境中，有 IR gene 的人，

因食後，血中 Insulin 提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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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儲藏食物中的能量 (energy) ，雖挨餓但能

苟延殘存，反過來，沒有 IR gene 的人，卻因未

能儲藏食物能量，即刻消耗而難免早夭。如此

經過萬年的變遷後，近代人類中，大部份(約

80% )的人，可能有 IR gene '而少數人(約 20

%)沒有 IR gene 。在近世食物豐富 ，環境舒服

的情況下 .，前者(有 IR gene ) 容易增體重，而難

減肥;後者(沒有 IR gene) ，雖暴食而不肥 。所

以在現代文明世界裡'前者若飲食不儉，生活

不調 ， 則容易導致 Syndrome X，而後者尚免。可

是後者也有引起 Syndrome X 的機會 。尤其在緊

張繁忙的近代工作與生活環境下，若未能適應

調解身心生活，則由於 stress ，(尤其是 Chronic

stress) 引起 IR 及 Syndrome X，所以在現實環境

= 裡， IR 是很普遍而 Syndrome X 也逐漸增加 。根

據統計 ， 肥胖者 [BMI> 30 ; BMI : Body Mass 

Index: Weight (Kg) / Height (Meter)2j 約 80% 已

有 IR 。 可能是 IR 促成肥胖 ，而肥胖後更惡化惘，

所以陷入此 “ 惡性循環很難脫離，所以體

重繼續上升難於控制 。至於體重 “正常"的人

也能引發 IR 。尤其是生活繁燥 ，工作忙碌而

，也tress " 高的人，這是因為的ess，尤其 Chronic

stress，而無能適度調息情況下， Stress 

Hermones ( Adrenaline 與 Cortisol) 提升，

Glucose 也隨著升高， Insulin 也難免接腫而升。

長期的 Hyperinsulinemia (即 IR) 下，難免血管硬

化 ， 及儲存鹽份而引起高血壓 (Hypertension) 。

同時 Insulin 促成 a therosclerosis '而引發 Cardio

Vascular Disorders '尤其是好食肉類及高脂肪

食物的人。經過數十年後，於晚年增加嚴重心

臟血管疾病，即如 heart attack 及 strJKe 。長期
的 hyperinsulinemia 下，膜臟 (pancreas) 的ß -cell

會逐漸衰退而無法供應足夠的 Insulin 來控制

2001 年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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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cose '結果是糖尿病 (diabetes Melli tus Type 

2) 也難免而生。所以 Syndrome X ， 在高度工業

化的前進(developed) 及文明 (Civilized) 的社會

是不但普遍且有日日增加趨勢。其原因難免

是 :食物過份豐富、生活環境方便 、舒適，而

身體活動減少，工作繁忙，人情事故複雜 ， 缺

乏精神生活而身心不寧。

為了進一步了解 Syndrome X，願提供現實

例子共同見証:非洲黑人，由於目前生活環境

還沒有改進，食物不足，生活環境未改善，故

少見肥胖者，而 Syndrome X 也罕見。但是在美

國黑人，由於食物充足，生活舒服方便，

Syndrome X 也特別普遍。遺傳學上異地同種，

在僅僅的三 、四百年內，基因不可能蛻變 : 所

以是環境促成的。

就東方人來說:在三 、四十年前，由於經

濟尚未發展，生活困苦，食物不足，所以少見

肥胖者也稀有 Syndrome X 。近廿年來經濟起

飛，飲食豐盛、環境改善、生活緊張繁雜，是

以肥胖者日多， Syndrome X 也倍增。在美國東

方人若"入境問俗"隨同美國人的生活習慣，暴

食肉類，以車代步，緊張勞累 ，則也難免染上

美國人的 “ 富貴病"即 Syndrome X 。既然

Syndrome X 與生活習慣有密切的關係'那麼只

要改善生活習慣，不只能改良且能預防疾病。

至於診斷惘， 雖有多種方法，但是為了臨

床上能實際使用而能有高度的效率，不妨採用 手

Hour Glucose Tolerance Test，量 Glucose 及

Insulin( 每一個 Specimen) 0 Glucose level 可用

來診斷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及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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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itl后 ， Insulin Level 可用來診斷 Insulin Resis

tance (IR) ，若 Insulin level 高的話，即有 IR

(各實驗室 Insulin 標準不同應參照，在我這裡

的 Criteria 是 Fasting : <25μU/mL， First Hr 

<110; 2nd Hr: <80 & 3rd Hr: <50.) 

至於改良生活習慣 ，預防 Syndrome X '可

以從三方面著手因篇幅關係，只簡略提

述，請見諒 )

一、飲食:

重蔬菜、少澱粉質，應以“蔬菜為主食"

而“米麵為副食少肉類(尤其牛、豬肉) , 

增海鮮，尤其深海魚類 ， 免甜點，改食果子。

;1] [1 Multiple vitamins 及 Antioxidants (Vitamin C 

& E) 0 

二、運動:

重溫和緩慢，持續性運動，避免過份激烈

運動，應日日運動，簡短且多次，散步 ( 或用

室內 treadmill)，太極拳或氣功都有益。

三、修心養性:

每 日睡前寧靜養息，祈禱(教徒)或默禱

(Meditation) 數分鐘，以助安眠。修心養性以增

進精神生活 (spiritual life) 、心平氣和、清心寡

fì.欠。
，'"、

至於藥物療法，除了針對 Hypertension ，

Cardiovascular disordes 及 Diabetes Mellitus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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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藥治療外，對於 IR 的處理，近幾年來有良藥

可“助" 0 (但應以改善生活習慣為主，而藥

物為輔) ，增進 Insulin sensitivity 的藥物如

Glucophage, Actos 及 Avandia '都能很快的控

制 Insulin level '也改善 Glucose level (糖尿病

人 ) ，但是如果不重視生活習慣的改進，只靠

藥物治療的話，效果不佳，且不能根治，有時

反而增加體重惡化情況 。

至於預防工作，除了改善生活習慣，助益

成年人外，更須要以教育的方法，為下一代提

供健康的生活習慣，不僅預防疾病，更能增進

心身健康。如果能夠以改進生活習慣而預防

Syndrome X，促進人類的心身健康 ，則不只醫療

經費，能相當地減少， 更能助益人類和平相 R 

處 ，而大同世界。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2 年畢業，曾任 Pro f. of Obs & Gyn 

Univ of P巴nn 及 Thomas Jeffrson Univ. ，見闊葉 New

Jersey ) 

~.f'1>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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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一位太太、一棟房子的一生

自U C:J 

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臨死前再三

日TI嚀司馬遷，要立志繼承世代太史的職務，不

能斷送祖先的基業，並期望他完成一部完整的

史書。司馬遷二十八歲時擔任太史令，開始蒐

集史料，七年後因為替被匈奴擊敗被俘的李陵

將軍說話脫罪，觸怒漢武帝，被判宮刑，成了

閑人，司馬遷忍受著宮刑的污辱 r 隱忍茍

活，幽於糞土之中」而沒有自諧的最大原因是

要完成司馬談叮囑的期望，他終於用了十八年

的時間，完成史記這本歷史鉅著。

先父周燕春先生一生醉心醫學，以能行醫

;當一生最引為榮的事。民國三 |年父親畢業台

北帝大醫專 ，也

是我出生的一

年。此後父母親

刻意教養我步父

親的後塵。我於

民國 48 年入台大

醫學院，但是對

學醫 ;ì直不熱心，

因之以閱讀大量

課外書籍逃避醫

周賢益

句:畢業，成績排名以倒數較(憂。七年學醫的過

程 11- 1 ，只有在學習生物化學的時候，立I Wirtz 新

自IJ r 腎臟 countercurrent mechanism J 解釋尿

濃縮的學說，非常干11'往。這是引發我日後對腎

功能強烈興趣的起源。畢業服役一年中以割士

兵的包皮，復習生理學以及苦念德文渡日。次

年回台大醫院當內科住院醫師，為了逃避值班

的痛苦 r 自告奮勇」到病理科半年。半年巾

受到同學許輝吉多方指導，並學習到獨立思考

研究的方法。再回到內科幾個月，無意中受到

學長鄭仁澤醫師的「感化」、 立志好好學醫，

故準備到美國完成內科訓練。同年經由 Match

Ing ，進入組約 8rookdale 醫學中{，、當 Straight

medical intern 。工作的最初幾個月，困難重

重 ， 主要原因是不能聽也不能講英語。同時感

到被美國人歧視。譬如我整年要隔天值班，而

美國同事可以取到

Electi峙，半年不必值

夜。因為我的英語表

達能力低，不能爭取

平等的待遇，我就決

心自修英語。我的方

法是聆聽 Sha

akespeare 戲劇大演員

的錄音，重複百次，

學。民國五十五
周賢益全家合影

並不勝其煩地修改自

己的發音。幾年之

2001 年一月 27 



後，終於突破了語言的障礙，經常跟美國同事

抬損，達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術」的

願望 O

我在 Brookdale 受訓孤獨地渡過五年， 一年

Intern ' 一 年 Residency ， 三 年 Nephrology

Fellowship 0 工作順利，接受內科主任和腎科主

任安排的職N' 因此tJ<: --生到此 ， 沒有尋找過

[作職位的經驗 O 生活上經常受到學長陳廷豐

醫師及夫人的照顧。腎科訓練完成後，我繼續

在 Brookdale 工作，當內科及腎科主治醫師，並

主管腎臟研究室，從事腎臟生理的研究，以

countercurrent 的理論，解釋腎臟調整訥離子的

平衡(請參見 Kidney International. Volume 37 , 

P. 1-13, 1990, Editorial review) ，同時申請到

紐約州政府及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的研究

金，研究的結果陸續在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 Circulation Research, Kidney Interna

tional 等醫學雜誌發表。八0年代是我在 Brook

dale 最愉快的十年，醫院行政蒸蒸日上，我們

骨科擴大到擁有六位主治醫師，五位 Nephrol

ogy fellows 0 

我的太太需婉葦，是數學家，在紐約州立

石溪大學 (Suny at Stonybrook) 研究院畢業後，

開始在 Oueens College 教學。我們於一九七四

年結婚 O 兩年後有了大女兒 Ja門et '之後她辭去

那份很好的 ι作，全{J、教養孩子。四年後， 二

女兒 Denise 誕生。之後，太太開始了她教育孩

子混長而需要耐心的路程，對孩子加以德智體

群各方面的教導。 子 L九四年，大女兒 Janet 進

入哈佛大學主修英國及美國文學 O 四年後，以

Phi Beta Kappa 榮譽畢業，目前是哈佛醫學院二

年級學生，已經發表兩篇醫學研究論文，並在

美岡 2000 年 l侃液學會的年會發表人類血小板

28 

JING FU 景褔醫訊 !

Filam isotype expression and location 0 二女兒

Denise 於一九九八年從紐約長島 Hewlett High 

School 畢業，創下該校一百年來最優秀畢業成

績的記錄，取到多種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主

修語言學。將來大學畢業後也準備繼承醫師世

代的職務。

我從反抗心態完成醫學教育轉變為熱愛醫

學，並且鼓勵女兒學醫。在這個過程中，我覺

悟到學醫要像投入情網， 要心甘情願，要一心

一意。它要求的是去探究生命的奧妙。它有無

窮的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這份科學的工作要

靠好奇的個性，獨立思考的精神，達成人道的

任務。它給喜愛醫學的醫師們靈性上的快樂遠

超過物質上的報酬。

後
pu 

z
-
-
口

前年 Brookdale 的一位美國同事有了外遇，

被太太發現。夫婦大吵之後，心情沈悶，找我

談天散心。我對他說我的一生只有一份工作，

一位太太，一棟房子，數十年如一日。他瞪大

眼睛回答 "How boring!" 我更自豪地向他說，

我們 1966 年台大醫科同學們雖然有幾位同學不

幸早逝，但是沒有一對夫婦離婚。他更無法理

解，大聲說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guys" 這樣的人生就算是錯的，就讓它

錯下去吧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現任怨約州立大學下城

醫學院內科學教授及 Brookdale 大學醫院腎科研究室主

f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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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來雲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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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政卿同學(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會

長)要我為景福醫訊投稿，我白認平平凡凡 ，

沒什麼值得寫的，但王兄強調他這次辦的刊物

的主題是校友們來美洲後的經驗，想想成就不

談，來美岡近卅年經驗倒有 →些可與大家分

.L -! 0 
J ‘ 

一九七二年，我和太太手提行李各兩件到

美國留學， 離台峙，拔和王德宏教授說七年後

學成歸國服務，他打量我不會回來，他是對

|旬，在台灣的時候，我的生活與思想都簡單，

到了美國後，許多挫折使我變得成熟，環境會

改，人也要變通當年在台大內科，我與|凍定f言

不11廖運範醫師們對消化學有興趣，我們一起眼

宋瑞樓教授作肝炎的研究，如今兩位學長在台

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土，我則在美開業看病人，

但我立1月沒有感到遺憾，也不覺得有愧對恩師的

教導，他於第一次仁我們內科學課時提到“我

要訓練你們成為二十年後的醫師現在我與

太太(瑞士 )在 Fort Wayne, Indiana 從事醫療

工竹，同時也兼作臨床教學及研究，學能致用

生活忙碌實在不能抱怨 。

2001 行三 月

李中 憲

我到美國後的第一個挫折是說英語，我這

個屏東小地方長大的孩子，國語不標準.英文

發音更有問題，發音不標準'人家聽不懂，我

的“R" 和 "L" 分不清，第一年在紐約市，大概因

為外國來的人多， 大家習慣了沒有人太批評我

的英語，第 二年我到 Rochester 和清一色的

American graduate 在一起，我的英語便被認為

有問題，醫院送我到 speech clinic 去改正發

音，好不容易才糾正過來。

我和太太來美，本想留在學校作學術研究

及教學，我的太太先在 Univers ity of Rochester 

(羅徹斯特大學)病理科讀 Ph.D 專攻 "Ferritin

and Iron Metabolism" ，我則在兩年內科臨床訓

練後到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作 Gastroenterol

ogy Research Fellow '三年當中日夜工作，沒

有請過假，連晚上也大多是在實驗室，我那時

的研究題目是 "Bacterial Enterotoxins" 指導教授

是當時 Tropical sprue 的權威，我去 Interview

峙，他對我說他已發現 Sprue 的病原 l門testinal

bacterial toxins '他要我去找一個 Assay 來試驗

他從海地 Sprue 病人 Intestinal bacteria-E co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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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bsiell a, Enterococc i 分離出來的 tox叭 ，我用

了所有文獻報告過的 Assay 去削他的 tox in 全無

反應，唯 -白色證明他的 tox i n 有 I n tes tna l secre

tory e ffect 祇有他的實驗室助于，當我和教授，討

論時 ， 他認為我作的不對，為此我對 Resea rch

感到失望而回去臨床工作。在1比離開 Roches te r

七年後，我聽到他的實驗報告被發現很多 data

是被假造的，而他的結果也沒有人能證明，但

這段經ffî'深深地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也改

變了我這生工竹的方向，由此可見良師的重

史，好的老師可以啟發學生、引導學生，不好

的老師可以毀滅學生學習的興趣，有名的教授

不 定是好老師，重要的是要有愛護學生的

心，瑞士在這方面運氣好些、 H碰到好多位好老

師，沒吃過太多苦。

我回臨床後，羅徹斯特大學開始了一連串

的人事變遷 Dr . K imberg 從哈佛來作內科主任，

他和我們消化科主 任 Dr. Turner 不平日， Dr 

Turne r 雖然博學f(IJ聰明但不懂 Poli t i c s 被逼離去

後，消化科變成無主狀況，兩年後， Dr. 

Kimberg 也離開了 Roches ter 到哥倫比亞大學，

消化科因此 -撕不振，我到 Ind i ana 後，因參加

Indiana Gut Club 的緣故，和印第安那大學的幾

位教技很熟悉，在七 |可年代的印第安那大學的

消化科很小，後來 |生I Larry Lumeng, Glen 

Lehman Robert Hawes and Douglas Rex 等同心

協力，找基金，找人才 ， 提拔後進，從四、五

個 Facu l t i es 增加到二十多個， 全國排名第十

凹，我看著它成長，而貢獻最多的都是 Indiana

Uni ve rsity 畢業的年青人，不像羅徹斯特大學去

找有名學府的有名人物，他們靠自己的智慧，

經驗與工作的熱誠，開發出白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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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很多文章，把花在內鬥的精力用在科內

的發展，結果人人得利，這點我們都可以借

鏡，到 Fort Wayne 後，我先在榮民醫院作了三

年內科主任，行政工作最難的是要對付榮民不

合理的要求與政府的官僚作風，不容易留下好

的醫師，每年都要找新人，不過在我任內，內

科十位醫師中曾有七位是 Board Ce rtifi剖 ，有三

位更是 Subspec ialty Certified '連當年印第安那

波里斯榮民醫院內科主任也表示驚奇。

我 和 太太開業以後發覺以前花在作

Research training 的時間並沒有白費， Research 

t raining 教會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處理的步驟，

我們對處事能用客觀的態度與有條理的方法，

遇到困難自己用腦筋來解決， Fort Wayne 有一

位外科醫師 Justin Arata ' 他作了很多 Bariatric

Surgery ，早期時這手術併發症很多，當時其他

的 Gastroenterologists 都不喜歡他的病人 ， 我想

出些方法，用內視鏡來解決他的問題，我利用

心 臟科醫師用的 Gruntzig Catheter 31<:擴張

Stomal Stenos侶， 當時最就守Catheter是8mm '

我請 Med T ech Research Lab 為我造 15 mm 的

ballon catheter 使病人不須開刀，這個 Proce

dure 在 1982 年的 Digestine Disease Week 

ASGE Panel Presentation 。在這以前 endo

scopic ballon 不是 Commercial avail訕地，現在是

每年幾百萬美元的大生意，從 1982 到 1990

年 ， 我發表了十多篇關于處理 Bariatric Surgery 

Complicotion 的文章，其中 "Endoscopic removal 

of intruded mesh " 也在 Digestive Dlsease Week 

發表，我也被 Dr. Edward Mason 邀請到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Bariatric 

Surgery 發表文章，對一個開業醫師來說 ，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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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高興的。

我們對醫學教育有興趣，瑞士現在是印第

安那大學病理二科的 Clinical Associate professor ' 

她教 Medical Student '我則是內科的 Clinica l

Assistant Professor 教 Family Practice Resi-

dents '可惜的是我們的女兒對父母作她的老師

毫無興趣，現在密西根大學讀醫， 此外我們對

地方活動也很熱心參加，瑞士比較有空，花很

多時間在慈善機構作 Board Member '她同時很

活躍在 Fort Wayne Medical Society ，明年將是

President of the Medical Society ，她目前也是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athologists '在曾經是 School Advi

sory board 與 Republican Party Inner Circle 

Member '很多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 感到

在美國被歧視，自己不參加社會活動 ， 可能是

原因之一 ，不管是學校、醫院、政治，如果我

們熱心參加，讓人們感到我們的熱誠，了解我

們的能力，人家才會重視我們，我們不僅要在

我們熟悉的圈子內活動，我們要打入其他人的

圈子 ，這樣我們才能和別人一樣平起平坐，一

個人要在社會有地位，需要很多 connection 與

不同社會間的人來幫↑亡。

行醫的目的是服務病人，我們常對 medica l

student 或 Resident 說如果讀醫的目的不是為了

服務病人，他就不應該學醫。金錢與權力是病

人與社會對醫師的尊重而後給予的。當病人把

他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 ， 相信你，尊敬你，這

是最大的報酬 。有時病人實在拿不出錢來，而

在聖誕節寫了感激的信，這報酬比一、兩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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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得多。當一個臨死的病人特地來看我，握

著我的手說感激的話，比我去追求他欠我的幾

千元更是有價值。當我的一個病人經過了十

年，終於聽了我的勸解，而改變了她的人生戒

毒，而到教會與學校作義工教孩子不要用藥，

這報酬是無可計量的。

我們相信人的價值在于一個人能給予社會

多少，而不在一個人擁有多少。我們雖然沒留

在 Academic medic i惘 ，但是我們獻身於病人

與社會服務，我們感到這輩子很榮幸，卅年走

過來，一路高高低低，有苦有樂，重要的是身

體健康，家庭和樂，兩個人都作喜歡的事 ，兩

個孩子也長大了，雖是平平凡凡，又有何求

呢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9 年畢業，現在 Ind i ana 州開業胃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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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 .凡四十平， r 甚至 J 欲達到

止七目的· •• • •• J 

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總會會長王政卿來

道，要找寫一篇「畢

業後旅美那麼多年，

究竟在幹什甚麼? J 

我匆匆答應 了他。但

答腔後卻很後悔，畢

覓，巨|想 白 ，九六二

年來夫，幾乎沒有做

甚麼可以他得了不起

的事，平平凡凡過日

于，不女做1]{oJì#1lJl'i. . •. • . 

李汝城

的住院醫師訓練，當了兩年外科講師，於一九

六九年第一次就考上

專科考試，成為台灣

來的第一個擁有美國

耳鼻喉科專科考試的

醫師(當時台灣還沒

有專科考試制度) , 

其間在安得堡 (Ann

Arbor, Michigan) 碰

到台北人吳美麗小

姐，她是師大英語系

畢業，柏格來加州大

李汝城夫婦 學碩士，於 4九六四

1'52們 九六0年畢業班廿 二仕同學(包括 年在紐約成婚。結果I呢，把本來打算來美兩年

- .{立 It念充當1iI科入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的)。

於今年六月初制約 1*1 台灣及美國各地飛往伊拉月

lH世(土耳其)集合，乘搭 1.站六千噸的遊輪

做 f l'一天的地 1_1::1 (flj旅遊，並於的班牙的巴塞

降納|岸，再相偕遊了兩天兩夜結束了凹十年

畢業後重聚 (Reunion) 。其間大家無所不談，見

tújJ;:尤互 17c\j到底這 111:11 年在幹甚腔 。

找你|人選擇來美 ， ~ì~於 -九六二年五月底

到紐約，六月 日開始再過「應當」生涯。

「洋應當」比 1 -1一\應當」好過，因為已有經

驗，只是語 已 不 l~ iJ 0 ._ .九六七年完成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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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 |到宜蘭的夢完全打破。失信於家母，從此

流浪在美凡卅八年多。每當想起此事耿耿於

懷。史有一點，當年在台大耳鼻喉科當住院醫

師第一年向杜詩1:l il主任教授請辭要留美，杜教

授當我的面指說 1 你想去美國一定會找不到

老婆，如能找到的不外是洋女人 J 當我們決

定結婚時，第一個想到的是寫信給杜教授，來

美兩年不花很多功夫要不日台灣美女結婚了，所

以當教授的人，也不一定會預測徒弟有多少功

夫。話說回來，如果當時兩年就回台灣懸壺，

不知如何改寫我的人生，可能也在國會殿堂大

聲叫罵，也可能早已在火燒島i倪視晚霞，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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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關渡靜靜地看濕地，人生就是這麼奇妙!

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在乎他對事物「滿足

感」的評估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心身的健康。如果沒有健康

那來的四十年?我們一九六O班當年畢業六十

八名，現存五十八名。到一九九五年時有五位

謝世，再過五年又失去五位 。當然心理也要健

康 ，凡事要看淡一點，不可萬事皆當真 ， 有人

說我很會說笑話幽默，其實乃人生處世藝術之

一 ;大家是否還記得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每期均有一頁 「 笑\>(主百莉的長 J ? 

我們選擇醫生為終身職業，每天無時無刻

和人的生死在搏鬥。如果自顧不暇還來不及，

怎能處置得好?有一年台大醫院眼科洪伯廷教

授在公開的場所問我為甚麼來美討生活?我說

是年輕人的好奇心 。一九六O年代台灣的經濟

還沒有起飛，想想看一個月一千台幣的收入，

怎麼和一個月三百美金比 ? 當時的匯率是一比

五十二 (黑市) ，怎不會動心去當「外勞」

去 ?先賺錢再說，又可遊歷，何樂而不為?

年輕無知有的是熱誠，血中流有幾百年前拿扁

擔渡過黑水溝祖先的 DNA' 當然有膽量橫渡太

平洋 ，來當第一代美國人，輕而易舉 O

現今 ，台灣很富裕，有將近卅萬人的「外

勞」在台工作，聽說也有菲律賓的醫生在大醫

院工作，真是風水輪流轉，想起以前的衛生署

長劉瑞恆在一九五三年 ，我們剛進台大迎新晚

會中，由魏火日翟院長陪同參加。我問衛生署長

如何才能當像你這樣的衛生署長，他笑著說，

第一你要壽命長 ，第二甚麼事要看得開，地球

每天在牌， 有時也會轉到對你有利的事，當時

我才十七歲。深深記入我的心內，原來人生就

2001 年令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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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做為 「外勞 」的不幸，到異鄉為客，

也為生活，不幸的心情，我都可以瞭解。因為

我們曾經也是在美的「外勞」所謂 FMG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rs) ，今已改稱為 IMG

(Interna tional medical gradua ters) ，還是換湯

不換蔚，表面上一視同仁，但事實 上還有一段

距離 。 我們受過不平的待遇、歧視、視而不

見 、不敢言 。 但美國有一個好處，就是法律上

大家平等，有理可爭，爭了不-定不會贏!有

「 實力」就有出頭的機會，君不見時間到了，

也可以搖身一變當起科主任，大權在身，但這

也要看你如何運用。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能只想賺錢

而不管別人，就是說應該有回韻之心，不要成

守財奴，自私自利，只顧自己。要積極參加公

益事業 ，貢獻給大家。慈善事業也好，宗教亦

可，我個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參加校友會、醫師

協會、會館的活動，如參加的就盡力而為，不

是只出名不做事，要腳踏實地，協助同仁，以

誠待人，人亦會以誠待你，不是有一句話是

「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J ?世事不可爭，也不

必爭 ，順其白然，但你的立足點一定要踏實，

應該守的原則一定要堅持，不能做「八方美

人 J 這句是日本語，所謂四面八方，人人要

好的人，不一定就是很好的人 。

政卿兄一定要我寫一篇文章，只好拉拉雜

雜寫了這幾個字，不管在美或在台，人生處世

皆同， 剛好長島的訐左龍醫師送我卷書藏寫有

人生十四戒，我就把這十凹戒抄錄供大家參

考，以此做結語。

(作者 í.f母校 1960 年醫科畢業， J見於組;華西 1'['1 闊葉耳鼻

。iit :f牛，擔任僑務委員及經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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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及千禧年年會音樂節目報導

鋼琴 (Piano) 啊!一八世紀的後半期在家庭中

或在職業性的演奏會中都佔一個非常重要的地

位， tX們可以隨意 ，不管用多少隻于指頭，就

能在鋼琴上一起彈出聲且一，也大可以泰山整個

西洋音樂史上的任何-已 昌一樂 O 它之被皆為

「 樂昂之王 J 誠然妥之無愧!

不但如此，鋼琴比起它的的身，古鍵盤、

與琴 (Clavichord) 及大鍵琴 (Harps i chord) 還有更

多的優美及性能。譬如它能出不同的觸鍵力奏

出不同大小聲的聲音，白色奏出漸強或漸弱，能

jH 自然地變化樂句的音色，而且在于指離鍵

時，踩下踏板， L!1l能使聲音持續不斷，還能使

陳芳玉

大聲，增加得更大聲。這些都是它的前身鍵盤

所無法奏出的效果。

鋼琴，這個具有這麼多優美，給那麼多偉

大的音樂家寫出永恆的創作，是由在 Florence

替 Medici 宮廷當樂器管理人， Bartolomeo 

Cr i stof凹，在約 1709 年發明造出的。後來經過

十九世紀不斷地改進琴鍵的大小，重量及琴鍵

的活動速度，運用複雜的機械原理，才造出二

十世紀更完美的鋼琴。

現在鋼琴在市面上有很多牌子，在世界著

名的演奏廳，受演奏家及聽眾歡迎的鋼琴，屈

攝於;j t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二千年八月十二日音樂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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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可數是九呎長的 Stainway 演奏鋼琴。在過去

的一、兩年中，幾個團體及不少台美人嚮應一

位其遠見的賴弘典牙醫師的建議，為提供下一

代的台美人子弟(很多在學習鋼琴)及演奏家有

一架彈起來順心的好琴，同時能在族群聚集的

紐約市中，提升在海外台灣人的會厝 r 台灣

會館」的社區文化名望，使大家開始努力地為

買鋼琴募款及捐款，並在去年的十月，很榮幸

的由我去挑選了一架名貴的九呎 Stainway 鋼

琴，把它運到 「會館」 安置在舞台上的琴房

中。這個令人鼓舞及讚揚的夢，終於在眾人的

愛心及合作之下實現了!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它已有幾次學生鋼琴

演奏會，名家的演奏會及數次「會館」的晚

會。這架名貴的鋼琴都被讚美它的壯觀及優美

的聲色。將來與鋼琴有關的獨唱會，和其他樂

器的獨奏會，鋼琴室內樂、合唱團演唱會也都

將陸續會在「會館」演出，另外舉辦音樂比

賽 ， 音樂講座，有教育性的大師班及示範 '作

曲家的鋼琴等樂器的新作品發表會，介紹台灣

音樂等，發揚台灣文化，使 「會館」成為以樂

會友的場所。

目前科技發達，有很多電子樂器及用

Computer 控制的 Synthesizer 都能在市面上買

到。可是這些要能奏出有名貴鋼琴的美感及有

逸樂的聲音，令人陶醉在由語言所不能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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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及述情，仍有 A段很遠的距離。讓我們以

「 會館」的這架名琴為榮，愛情它，使這架名

琴為大家奏出優美的音樂吧 。

北美台大醫學院費城年會的晚上的音樂節

目由陳芳玉(藥 ' 64 '她是郭季彥'醫'的的夫

人)演奏她的鋼琴創作曲「最美的花」開始。

此曲(世界首演)是獻給她今年百歲冥壽的父

親一陳聯滄(醫 '23 )。然後接下去的曲目全以

“思念台灣"為主題，由她的台灣民歌謠鋼琴

編曲五首，歌唱創作曲三首，及罕見的鋼琴六

于聯彈四首台灣童歌謠，最後以為慶祝千禧

年，此年會及台灣的新總統的創作曲“歡騰"

(世界首演) ，來結束與眾不同而且高水準的

節目。這次她邀請了三位熱愛台灣文化及音樂

的美國音樂家來協助她演唱及演奏。陳芳玉自

Juilliard School 畢業，她對台灣音樂文化的推動

與介紹，備受尊重及歡迎。

(作者係母校無學系 1964 年畢業，現任職 The Music 

Conservatory of Westchester , N. Y. )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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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能 il

王政卿

這次北美校友會特別向景福基金會前任董事長林國信教授爭取及現任楊照雄董事長

許可之下 ， 承辦一期景福醫訊 。 我們目的是要讓圍內外校友更加認識北美校友會及校

友 。 因為景福醫訊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外校友們互相連絡的唯一媒體、雜誌 。

所以本期特別邀請一些在北美有成就的教授及開業醫師，寫一寫他們來美甘苦經驗

設，讓在台灣的年青醫師能夠知道怎樣在美國打天下，所以本期內容有莊明哲、林靜

竹、吳忠修、黃碩文、周賢益、、李汝城、李中憲、黃世傑等校友的經驗訣 。

同時本期也刊上北美校友對台大醫學院建言 。 朱其一、李青泰醫師的文章也特別刊

上，目的是讓台大醫學院校友們知道北美醫學院校友會大部份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

園"交流，可能會變成被統一的工具，是不贊成的，讓大家思考 。

在費城年會“醫學教育"討論會，許重義教授對“純種 " Unbred Syslem) 的發言已

在第十七卷第九期刊出，讓以後主持台大醫學院教育能夠做參考，其他對醫學院建言，

也特邀郭耿南教授、林靜竹教授、黃碩文教授等文章也一併刊上 。

因為一期頁數有限，許多北美校友投稿的文章不能在這一期刊登，承景福醫訊編輯

委員會的承諾，將於以後醫訊陸續刊登，請各位投稿校友見諒。

希望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主編一年一期景福醫訊能夠收到拋磚引玉之效，並更增

加海內外校友之溝通及聯絡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9年畢業，現任北美台大醫院校友會理事長)

執行編輯及女兒 ( 現讀 U. Penn Medical Sch∞1)與李鎮源教授合影

2001 年一月



華稿枝走進校(二)

7.左起許瑞雲、方世玉、呂鴻基、

楊思標仿儷、楊敏盛(亢儷、

溫啟邦、廖日妹等校友合照 。

9.醫科第 1 3 屆畢業40週年

莊壽洛、徐茂銘、曾聰明等校友。

ll.景康校友們與楊董事長、張執行長合照。

8.楊照雄董事長頒獎專題演講

「象牙塔外的天空」的楊敏盛總裁 。

10.帝大醫學部第一屆李鎮源院士(亢儷與林榮

耀教授、北美李彥輝會長、張執行長合照。

12 .牙醫校友合照 。 (前排左起

侯連團、呂國勳、藍萬烘、郭英雄;

後排左起陳盛茂、廖國有日(亢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