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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後仿匿宇生左宇生宿舍(下)

追悼謝獻臣字兄

35 年的初夏lζ怯大陸左仿交往別頻繁化L、

副產物主 Lτ 立 v 7 (cholera)加凳生 L主 L元。

立 v 多 l土急速ι各地l乙流行 L、匡療的品~ -c ft. 
〈、經濟上ι重大ft.影響全屯史 GL主 L元。
農產品仿輸出T外貸在獲得 Lτ居先告時、外

固賀易仿途絕l土台灣仿經濟 l之危機在屯 t;::G L 
主 L元。 台灣省衛生他勤務仿梁鑽琪先輩(台

北帝大臣八回生)等加謝君主?通匕τ 立 V7 防

疫的要請討動吵主 L元。七月仿休暇T謝獻臣、

呂盛賢、溫宏宗、黃紹堂外約 10 名 力吋1參加

L 主 L元。目 的地l土高雄黑彌陀鄉地區T、 Lt;:: o
南下仿途中台南的耘染病隔離病院在參觀 L始

的τ見石天然痘(variola) 仿大陸恥色。3患者仿

悲慘ft.:J青:伏在見τ恐怖iζ襲b仇主 L元。 我 k

仿立 V7防疫屯亦非常lζ危 l食指仕事T、 Lt二。

嘔吐左下病吃了數日 iζ死亡 L主寸。 適 當 ft.治療

方法也拉 L 、時代-C L元。白色予防注射L、三百

時泣相 '3 ft.免疫劫果加b石左信匕τ扒主 L元。

現士也 -c t土[誼民竿校仿女教師在助手i己動員 L 、

患者、保菌者仍檳出、 民眾仿予防注射、消毒

等主每日討多忙-C L元。 約 10 日滯在 Lτ台

北ι婦還、直'S(之流行仿熾烈 ft.宜蘭地區 i乙、

二回生仿字友約 15 名加參加 L主 L元。 宜蘭

省立病院在基地主 Lτ郭院長指揮的下l乙、隔

離病舍治療工作、屍体消毒把理、予防注射等

主、多數仍患者加凳生 L、又多數別死亡 L主
L元。 宿了自 l土礁1美仿樂園溫泉掠館T、樂園主

反封iζ每日到地獄八仿仕事-C L元。 之仿 6 月

後 lζ郭院長加二 ﹒ 二八事件仿嚨牲者左 Lτ頭

城仿地T理由也 ft. < 銳殺在才1 2t L元。 民因 40
年 8 月宜蘭病院iζ就職 L 、 一時頭城衛生所仿

主任全兼任 L史時、衛生所仿職員lζ案內在扎

τ、海岸 lζ下石道仿側可仿鏡殺仿地在于確認 L

τ院長仿冥福在于析句主 L元。 慶J巨大字仿卒業

生(?) -c大柄 ft. 闊達、瀟洒ft.英才那夫折 L

先仿T、寸。 9 月竿校刮去台主志的-c、防疫工作

在中絕寸忘我k(乙病院及。、地方仿匿療閩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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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盛賢

l土慰芳仿晚餐金在拳行Lτ 〈才L主 L元。 頭城

仍海岸恥 b二艘仿漁船l之分乘 Lτ滴月份夜l乙

海上八航行 L ~主 L元。 病院力'G 也多教仿看護
婦力主參加 u自看的豐力斗lζ 立 V7感染仿危院也

吉、仇τ愉快lζ過三 L ~主 Lt己。 衛生他力、 b 臨時

員主 Lτ若干份給料在賞U主 L元。 生仇τ始

昀τ 自分仍旁務-c、得1三報酬T意義討動句主 L

t;::o 

給Aτ仿政府機閩、日人企業、日人仿私有

財產仕接收仿美名T、外省人仿手lζ入句主 L元。

內戰可仿敗退主共 l乙資金仿;i0石逃亡者加台瀉

lζ殺至Ij L~主 L元。之才1G 仿資金lζ 主。、疲弊
iζ ;i0石台清仿經濟也亦外省人iζ 立二/←口一丹

在才L主 L元。 南方仿各地 (7Vνγ、三/2/力、

ïT-一丹、 夕 4 、-12/卡三字 ν于、遠 < t士二立一
字二γ、:J口老2/群島)恥 b台籍日本兵、軍

要員討日 l之日 iζ 左送還在仇τ東主 L元。 戰爭

lζ死 iζ損忌。先青年l土職屯社〈生活困難i乙口晶

宮、巷 lζ溢才L社金的不安倍增寸許 VJ -C、 L元。宇

生宿舍也高騰寸石物值lζ 井tJ;t寸志為現金仍保

有在減少 L棄物殊iζ米的獲得l乙努力 L主 L元。
米仿配給宅、台北市長、台清省糧食局長iζ面談

合要求 Lt;::恥不在全口支lζ外省人公務員 lζ無

情iζ拒否在才L主 Lt;:: 。 古時政府仍配給米(平

個米)主市個lζ相當仿開音加勘句消費者 l乙屆

寸志宇生lζl立苦痛T、 L元。

35 年 9 月仁四回生討入金 L、半生宿舍別

更 i之一棟增加 L舍生也 60 名 iζ增加 L~主 L元。
謝君在始防左寸石幹郁的頭老痛時石問題可、 L

元。 36 年 1 月頃恥溫宏宗君如色中山堂近〈
仿台萬農企公司力、包米的議與加可能力這也知才L

ft. v 、左 言扣才L謝敵臣、呂盛賢、溫宏宗、鍾炳

輝、陳江水仿五名T懇請 L八包 (800 台斤)

在平fíffi -C分讓 Lτ賞ν主 Lt;::。 更lζ2、 3 名
仿舍生在動員 Lτ、台北大橋仿近〈淡水河的

畔。 lζ 仇石曝米工場iζ行。 τ、童失輪的平台車

2001 年五月



在{吏。 τ 三時間力迫恥。 τ匡宇院迄運u:婦。主

L 元。 謝君主小生峙中固政府仍公費生才每月
30 台斤的 白米白其物配給加各志的守、何也

益寸石月廿三正Í) VJ 2t甘心、 之。〉樣 1全苦予了也多〈
仿會生〈。如志所Tl土 Ó1) VJ 主咕了九 二 ﹒ 三八事

件iζ 咕舍內iζ12 包仿米仿確保加品。花白-c、

食糧不足仿危懼ft. L'ζ 、 二 ， 二八事件i乙他才
石事到出來2t L元。 米保存的安全在期 Lτ解
剖字仿教百左;b石骨，箱(一 ./~(= 体仿骨在于保

存 Lτ居石)仿問ιl盟、匿 L 主 L 元。 區宇生一亡、

ylc 〈 τi土考文弓力) ~ \方法℃、 L元。

社金仍不安 i立遂iζ 二 . 二八事件左 ft.---:; 亡爆

凳 L 主 L 元。 幾多仿外省人負傷者(輕傷)加
台大附屆病院ι逃避 Lτ治療在求吟主 L7亡。

西區病院仿後仁此 <J 元 主 時的凹 |措立新病棟的

上恥已長官公署(今的行政院)在教方的群眾

別包固 L僅力 ， ft.兵隊 (50 名位)討守備才忘

光景在見2t L元。 公金堂三階?民眾左陳儀仿

代表者柯參謀左仿一他即凳仿封談中、傍iζ 多〉

石台北南警察署崖，上TI土重機關銳仿缺口加民

眾全狙~) -Cv 、主 Lt:=. o 謝君左 二人可、觀眾主 Jtz

o 主 L7亡 。 柯參謀l士大|陸力、 b仿援軍在待。τ

民眾在懷柔 L 亡~ \~ L7月二 。 民間 36 年 3 月 2
日 宇生宿舍ι平素見力叫于 ft. l \ 人物仿出入。到

增之主 L元。 不安在感匕τ台中 lζ ，!帝鄉 L 主 L

f二 。 元、圳、台中 T也大騷動中T L Jt c 民眾到

警察、軍隊力、已接收 L t武器、彈栗力三台 中農

專(中興農字院)仿竿金的中 iζ 山仿女CJ< 積。

τ心主 L元。 台中停車場 --C: I土嘉義八仿援軍仿

出堯主 τ神風特攻隊壺，思惜它毛日木空軍仿正

裝在 Lt青年(昔仿日軍台;有人)討特別列車

i乙栗。這 !v-c:，~， \ 主 L 元。 38 式鏡左日本刀、

第二吹大職守生還 Lt:=.青年 iζ瑕。τ特東八仍

希望叫破滅 Lt:=.時、生死;土問題iζ ft. t) 主吐 !v

T、 Lto 台中 l之至ij 著 L 元、大陸品已仿援軍i立

終戰 i之台北-c始的τ見記中囡軍隊主 l立全〈異

;恕。在裝備。〉主 L 、正規軍T、 L 元。 終戰時l之力這

恥否 正規軍方2 台 i再 i 之 出現 L τ台情人 iζ信賴感

在此先J\ 苦難仿 50 年iζ喘之心茫台持人iζ

民族的情主同胞仿愛在示 Lt:=.G 之的樣 ft.武裝

衝突泣起 C:J ft. 扣。元 17甘苦、謝君仿話 LT、 L

f己。 3 月 5 日(或 l土 6 日)小尉子|率仍一小隊
(1 5 名以上)的中自軍隊抓匪，芋院仿門前 lζ

搜宜T、出現 L 主 L 7月三。 三百 時 i立戒嚴令下可幸心

仁說?岩 到守衛仿小屋T台情人仿守衛主共ι居

2001 年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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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L. j亡 。 速成T、習得 Lt:=.北京語在凳揮寸志

可九三〈芯封 lζ出 主 L元。隊長仿第一語:

問 “區竿院C宇生訴居石力這 9"

答 : “字業。〉休暇T家鄉，~~帝。 τ居主寸。 "
問 “守、 l土誰力這居石力、?"

答，“職員也休息甘、研究員仿J--;--C寸。 "

問:“研究員在一人呼LT呆Lγ'

謝君 i土台 i穹下歇(木屐)可音在立ττ宿舍八

左、途中頭巳浮L75仿 l土問宿仿外省人助手、

古人 l立“夷金色 ?τ夷在征寸"主 。 張君 (張

其本扣 ?)ζ事情在說明 Lτ問行、張君l立中

尉T除隊令全是示 L暫〈交談的後小隊長 i划商

是 L τ退出 L 主 L7亡。(謝君仿金頭腦)外省

人守主〉志同胞加傷害在受付毛事屯 ft. < 良好在

待遇仿屯左 T、生活 L τ心志事案品已判斷 L τ 

搜查仿必要扒拉 L 、左見立T、司主步 。 也時約 15

名居;巳舍生在，[，、配 Lt:=.杜院長1士先 l之研究員仿

証明書在交付 Lτ宇生 d仿安全在計。主 L元。

白色討宇生-C;b石謝君仿機智主杜院長仿加護

才會生 l己;土被害者也蟻牲者屯;b VJ 2t甘心。 古

時各地-C I土政府機構討崩壞 L 、代吵 l乙二 ﹒ 三

八他理委員余力三組織在才L、鞍後庄迫在才tτ影

告。毛吟τ居史台講人精英斜著主;]日 L 主 L元。

政治的結統左社金的治安全維持寸志為T、 L亢。

三仿善意仿組織力主叛亂組織主誤解在才Lτ逮捕

在扎克者(多< I土匪者土即刻統殺、無辜ft.

犧牲者左 ft: 句主 L元。 36 年 5 月頃ι泣丘念
台仿奔走iζ 止。社金狀態加正常iζ扣。 二 ﹒ 二

八事件仍赦免令加公布喜訊τ 、 二 ﹒ 二八事件

參加者吃了逮捕在主自恥扎克者的安全力主保証在

才L 主 L元。表面的社安全仍存T、戒嚴令下、恐

怖政治℃、個人的生存仍保証泣;b砂土仕心。杜

院長屯二 ﹒ 二八事件 l之間連 Lτ院長仿職者去

吵主 L元。 生涯在力、:tτ建設 Lt:=.栗理字教室

(研究室)在放棄 Lτ高雄l三赴寺 、 高雄臣，芋

院仿建設lζ餘生全託< L 主 L元。 戰後仿台大

臣竿院的再建仿支柱TbO 、台大匡字院宇生
宿舍創設貢獻者、宇生的愛護者在失。τ感無

量T、寸。 杜院長白室主安郎才LG

民固 36 年 7 月 1ζ怯台清大字:匡竿院的第

回生叫卒業 L主 L元。 36 年 9 月仁五回生到

一年生主 Lτ入字 L主 L元。 日本制度仿最後
仍宇生T寸。 宇生宿舍屯新舍生在迎之τ給教

約 120 名仁 ft. 句主 L元。 又色舍長謝右份奔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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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岡山區嘯跎鄉霍亂防疫隊員攝於隔離病舍

(民國 35 年 8 月 )

司之 xrj志

件

J他

" , 
/'一、

高雄岡山區彌陀鄉霍亂防疫隊人員( 民國 35 年 8 月)

宅、更仁二棟仿建物在修復 Lτ合言十四棟iζ It !] 

主 L元。會生數也給宇生數的半數近< fζ 扭。、

我 R 二回生也四年生(最高級生)仁 ft !t) 、 生

活。〉重立叭附設病院iζ移。主 L元。謝君;- 1土木目

愛b bf舍長、品互V \ fζ個性的強L 、臣宇生在

口一卡 L τ宇生宿舍在順謂 iζ經當 Lτ行〈仿

i士樂 ft仕事Ti主動。主-tt !V O 數名仍幹部仿耳其
甘、專任仿職員也 ft力迄今把抓、寮祭亡。 夕二今，

夕等色力左催 L在拳行 L主 L元。

比

'j~ 

也是去
均 I_j i 

戒嚴令解除的自由民主ω現在T TJ 大戰後的

三年間 (34 年 9 月 ~37 年 7 月)仁倍數多〈

仿 Secretive episode 1土物語。左 Lτ語志事

加卦。 τ 屯文章C寸志 iζ 不適 三ET、寸。 老人的

衰退一 左共 lζ消失 L主寸。

台大醫學院學生宿舍伙食費收據

仍守、詳細全省吉主寸。

東海仿岸迎 lζτ

Sep t.1O.2000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48 年畢業 ， J見於諒澳開業 )

2001 年 五月

民固 37 年 7 月我身咕二回生T卒業 L 主 L

元。宇生宿金仿 中堅份子T L元。 多至E仿時代

T卒業式包 yk 〈何時卒業 L f之亦屯分。主甘心。

卒業証書屯島句 ~甘心。 後可言、臨時份証書在于真

L 、主 L 元。正式的証書泣 37 年仿 12 月仁賞-:;

花樣T寸。 卒業宴金屯正Í)!t) ~ L 元。 謝恩金的

宴屯溫宏宗君仿努力才大稿埋仿酒樓℃、拳行 L

主 L元。 數名仿芸者在呼!v\Y、盛大\y L 7亡。教
師仍多〈 i士教授TI立志。主甘心。 因家試獸屯
f-t < 卒業左 同時iζ正式仿臣師T、寸。我，令仿竿

左:iζl土匪療-i己從事:寸志事也 ft< 基礎匡字仍

研究ι進A主 L元。 非常仁奇特拉事T、寸。解

吾iJ竿 iζ 2 名 、 寄生虫宇 2 名 、 細菌字 1 名、 病

理字 2 名、生化字 1 名、公共衛生宇 3 名、 ES
時i士各研究室共仁適古拉指導者加拉〈自己仍

持呆在自分守開拓寸-""2:"時代\Y L元。 基礎、

臨床左共 lζ 白 色選juf三科 目 的開拓祖 iζ怠。 τ

退職 L τ居 !t)~ 寸。 字友仿謝君也寄生虫字力主

已 malaria (攝疾)研究所、高雄匿宇院的害生

虫字、 W. H.O . 仿顧問主 Lτ賴比利亞E等世界各

地ι、更 lζ 18 年的高雄匡竿院長等左活躍 L

主 L 7月二 。 宇生 左 L τ的謝君 (J)話 L 品已外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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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後台大醫學生之宿舍生活與體驗

並追悼謝獻臣學長(下)

民國 35 年夏初之際，台灣與中國大陸間開

始了頻繁的交流，此刻霍亂 (cholera) 竟悄然登

陸，並且肆虐本島 ，不但危及醫療體系也對經

濟構成很大的影響，使得全島的農畜產品輸出

陷入絕境;當時任省衛生處的梁金廣琪前輩(台

北帝大醫科第八期)向我們呼籲參與霍亂防疫

工作，於是謝獻臣、呂盛賢、溫宏宗、黃紹堂

等約 10 名學生志願暑假到高雄縣彌陀鄉服務，

南下途中參觀台南傳染病隔離病院，親眼目睹

大陸來的天花(variola) 病患發病的慘況，及霍亂

患者連續嘔吐下兩後數日即死亡的駭人情景;

無奈在當時並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以為預防

注射會有效，動員當地的國小女教師當助于，

找出帶原者與病患、為民眾做預防注射、消毒

環境等 ， 每 日忙得不可開交。約十日後回來台

北， 立即又派 15 名同學轉往宜蘭，以省立宜蘭

醫院為中心，在郭院長指揮下，協助隔離病房

的治療工作、屍體消毒清運、預防注射等，但

大多敏感染者仍然回天乏術;雖說當時安排我

們住在瞧溪的“樂園"溫泉旅館，但我們的心

情卻如深陷地獄般痛苦。約六個月後，郭院長

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被槍殺在頭城鎮，成為二

二八事件的犧牲者。民國 40 年間，我再度到宜

蘭病院工作並兼任頭城衛生所主任，曾到海邊

為冤死在愴下的郭院長祈冥福，不禁懷念起身

材高大挺拔瀟灑開朗的郭院長，其係慶應大學

畢業的台籍優秀人才，英年早逝實讓人無限喘

噓 。 由於九月份開學將屆，不得不暫停防疫工

2001 年五月

莊哲彥譯

作，宜蘭病院及地方各醫療單位特地為我們舉

辦歡送晚宴，我們自頭城分乘兩艘漁船航行於

滿月的海岸，在陣陣清涼的海風中享用美酒佳

餅，衛生處並發給少數的酬勞金，此次的下鄉

服務就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光復後所有的政府機構、日人企業及日人

財產都被國民政府外省人接收，東南亞各地又

遣返訐多台籍士兵，島內頓時經濟措掘，通貨

膨漲，因此在宿舍多購存白米而不留現金，宿

舍代表向台北市長及省糧食局長反應要求多一

點白米配給，但均被無情地拒絕，此時期宿舍

生的艱辛可想而知。

35 年 9 月第四期生報到，宿舍生增為 60

名，這可難為了身為幹部的謝獻臣等人， 36 年 1

月間溫宏宗得知中山堂附近的台灣農企公司有白

米讓渡，因此謝獻臣、呂盛賢、溫宏宗、鐘炳

輝、陳江水等五名學生前去懇求，終於能以平價

賣給宿舍八包 (800 台斤)。於是再動員二、 三名

宿舍生用鐵輪平台車到台北大橋淡水河畔之礦米

廠載運，共花了 3 個多小時才運回宿舍。當時謝

君和我是公費生，每月配給 30 台斤白米，因此

向外積極爭購白米的舉動，實在是全為其他宿舍

生的服務， {旦有許多人並不知此內情。為了怕被

發現醫學院內竟固積有白米，我們;湖寄一包包的

米藏匿在解剖學教室原本裝屍體的箱于中，非醫

學院學生絕對想不到這種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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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及治安的不安定遂引爆了二二八 宿舍內找來張君一同接受軍官盤間，張君出示

事件，有一些輕傷者到台大醫院來求診，從舊 中尉退役令，短暫交談後軍官聽了張其本的解

病院後方有一棟四樓的病房上可看到長官公署 釋很滿意地離開，化解了一場危機，當時我真

(現行政院)有數萬群眾和約 50 多名士兵對峙 為謝君捏一把冷汗。

著，中山堂三樓有民眾和陳儀代表柯參謀正在

談判中，旁邊南警察局樓頂有重機關槍口對準 當時住宿生尚有 15 名，杜院長為了保護大

民眾，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柯參謀因在等待 家，特別發給每人在職證明書，現在回想起來

援軍，故採懷柔迂迴的談話方式，我和謝君親 幸好有杜院長的呵護及謝君的機智應變，才能

眼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 36 年 3 月 2 日學生宿 保全全體住宿生免於受難。當時台灣各地政府

舍內突然來了些陌生人，我因內心感到不安遂 機構可謂停擺，取而代之的是“二三八處理委

暫返台中家鄉，旋即台中竟也發生騷動，民眾 員會成員不乏戰後被壓迫而隱姓埋名之台

由警察及軍隊處接收到的武器彈藥放在台中農 籍精英人士，以維持政局穩定、治安安定為主

專(現中興大學農學院)校舍內。在台中火車 旨，但卻被誤解為叛亂團體，成員一一被逮

站等待前往嘉義的援軍乃乘坐特別列車，身穿 捕，其中更有無數醫界人士，有些甚至馬上被

似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制服，手拿日本三八步 槍斃。 36 年 5 月間幸賴丘念台之奔走，終於頒

槍，他們都是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未死回來 布“二二八事件赦免令有關係者的性命安

的年輕士兵。而對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生還 全始獲得初步保障，但仍間接或直接地受到影

下來的青年來說，將來的希望都已破滅 ， 生死 響。其中杜院長就因此而被迫離職，不得不放

早已無關緊要了。 棄他多年來辛苦經營的藥理學研究室，轉往高

雄醫學院服務至退休。台大醫學院能有今日的

而在到台中時，大陸來的援軍跟在台北最 發展，實歸功於當年杜院長奠立的基礎，杜院

初見到的中國軍隊，有著完全不同的整備，這 長對宿舍生的照顧及愛護至今我們仍念念不

些正規軍出現在台灣，獲得了台灣人的信賴 忘。

感，但對於經歷了 50 年的苦難，好不容易可以

喘口氣的台灣人 ， 將面對的卻不是民族同胞的 36 年 7 月間醫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 ， 36 年

愛，而是武裝衝突。 9 月第五屆學生入學，宿舍生增為 120 名，佔總

學生數的一半。謝君仍然擔任舍長，辛苦奔走

3 月 5 日(或 6 日)有一軍官帶一小隊士兵 終於將宿舍增加至四棟，當時我是最高年級

約 15 名來醫學院門口搜查，當時政府已頒布戒 生，大部份時間都待在醫院學習臨床實習工

嚴令，幸賴謝君以剛剛學會的北京話與其周 作;記憶中當年進入醫學院就讀的學生都相當

旋;猶記當時那位軍官第一句話問 : 醫學院內 優秀而聰明，謝君能數年中都擔任舍長，誠因

有無學生?謝君答:因學校停課己回家鄉了; 其做人誠懇、熱心助人、不計較個人利益一切

又問:那有誰在?謝君答 : 職員也都休假回家 為公的精神，才能領導大家渡過一次又一次的

了，只有研究員在;又問 : 那叫一位研究員出 困境。

來。於是謝君趕緊踩著台灣木履發出聲響 ， 途

中腦子襄浮現住在同幢宿舍的外省助教張君到 37 年 7 月問我也由醫學院畢業(第二屆) , 

6 2001 年五月



由於社會局勢仍然紛擾不安，故並沒有舉辦正

式的畢業典禮，連畢業證書也是臨時的，也沒

有大規模的畢業餐會，只在大稻埋的酒樓由溫

宏宗協辦一場謝師宴，宴請幾位老師，席間召

來幾位藝妓助興而已。當年亦無國家考試制

度，所以我們畢業後即成為正式醫師。

我們這批同學畢業後沒有選擇臨床而投入

基礎醫學的研究，在當年可以說是很奇特的現

象。大家分別分佈在解剖學 (2 名)、寄生蟲學

(2 名)、細菌學(1 名)、病理學 (2 名)及公共衛

生 (3 名) ，當時各科系並沒有適當的指導教

授，我們只得自己設法開拓自己要走的道路。

JING FU 景褔醫訊|

謝獻臣教授是先進入寄生蟲學科，而後轉入禧

疾研究所、高雄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WHO 專

員，調派至賴比瑞亞等世界各地，由於其學有

專長又相當活躍表現優異，回國後擔任高雄醫

學院院長長達 18 年，而關於脫離學生時期的謝

同學的事，就簡單帶過。

即使在自由民主，已解除戒嚴的現在，大

戰後的三年間 (34 年 9 月 -37 年 7 月) ，仍然有

許多秘密插曲 (secretive episode) 被當做故事流

傳，並不適合行諸文字或文章，正與老人逐漸

凋零一起消失。

(莊哲彥教授嘉軒荐，係母校醫科 1956 年畢業，現任遠東

聯合診所所長及景福醫訊編輯顧問)

合會會會合會愈合會合會合會合會合會會唱配合會合會會福音愈合會會合會合會合會@申"**合會合會合會合會合會合會會合會合會會

開會，開會，不開怎麼會，

本來不太會，開了就變會。

有事要開會，沒事也開會，

好事大家分，出事大家推。
上班沒幹啥， 一直忙開會，

大會接小會，神經快崩潰。

大小事不幹，通通往外推，

問我啥本領，專長是開會。

上午有早會，午後有午會，

下班不能走，還有個晚會。

每週開週會，每月有月會，

隨時檢討會，年底是年會。

赴會要及時，小心選座位，

最好靠邊邊，以免遭口水。

雖然在開會，誰也不理誰，

有人忙協調，有人無所謂。

主席一上台，自稱大掌櫃，

扯東又拉西，全憑一張嘴。

2001 年 五月

開
4.告"

冒

會新化

內容沒準備，聽來活受罪，

差了十萬八，大家還說對。
台上說什麼，沒有去領會，

于機不時響，怎還不散會。

牛皮拼命吹，發言不乾脆，

時間過好久，不知輪到誰。

有人窮訓話，有人打瞌睡，

有人瞎附和，有人掉眼淚。

小聲像催眠，令人員陶醉，

大聲不必怕，就當狗在吠。

打H也有技巧，腦袋不能垂，

不然被逮到，就要倒大霉。

會開一整天，實在有夠累，

沒聽兩三旬，水喝好幾杯，

說來真慚愧，開會千萬回，

都快要退休，還是不太會。

唱了老半天，到底會不會，

你若還不會，就要多開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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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錢給

目叫 = 

人類從一生下來就屬於首要社會單位的團

體 (primary group)一家庭之成員。在家裡傾向於

對母親或其替代者之依賴，而以與父母之關係

為中心發展其團體過程。在幼稚園時代，較與

老師之接觸為主，而與同學保持表面的遊玩關

係。小、中、大班的區分不太形成班級觀念，

祇不過表示年齡之差距而已。自小學以後，因

自我意識的抬頭及自他關係的興起，即所謂自

我界限之形成，逐漸呈現與同班團體的認同形

態。從家屬團體演變到學校團體的過程，是人

生初期的團體經驗。

學校團體

回顧自己的學生時代，雖然在小學及中學

時有幾個較要好的同學，但由畢業後的聯繫看

來，同班同學之團體的凝結性愈在高中時代愈

有堅強的傾向。我小學經歷過兩個學校，光復

後各中氏舉辦一次同學會後就不再舉行的事實讓

我推想，也許是高中及大學同學間的同質性接

近，而小學時代同班同學中的異質性使籌備同

學會之核心組員較難形成。甚至小學的畢業人

數多於中學及大學，也是難以組織校友會的原

因。從我就學的高中(當時的台北第一中學

校，現在建國中學之前身)畢業生組織的「麗

8 

陳珠璋

正會 J 同屆同學(約 200 名日籍同學中台籍

祇 6 名)舉辦的「珊紫會 J 台大預科校友

(日籍 900名，台籍 120名)組成的「蘭香會」

及同屆台灣同學( 13 名)組織的「芝蘭會 J

有關台大醫學院的畢業校友參加的「景福會 J

和同班同學( 60 名)每年舉行的 「 一期會」

(含有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一屆畢業的

意思)等，讓人不難看到學校團體組織難易性

的意義。因篇幅的限制，無法敘述上述六種有

名稱的校友會或同屆同學會之異同性。令人覺

得奇妙的現象是，不論是高中、預科或醫科、

與日籍同學團體內的往來相當頻繁而親密，這

與韓國人在公開場合不願說日語相對照蠻有意

思 ，由此可知民族性也會影響團體關係。但在

台灣存在的兩個同一級的學校(台北高等學校

與台大預科)之間也可以看到一些差異，於預

科創立五十週年紀念誌上台灣同學的投稿數比

台高刊物的台籍同學作品之登載數超過較多，

也訐是預科祇有五年的歷史，使其較少數同學

更有凝結力的可能性大。如此，學校的傳統性

質與其團體表現應也有密切的關係。我高中及

預科校友的關係都限於日治時代，不再有新的

畢業生加入，這使得團體變為封閉性，而且不

得不接受逐年減少成員的寂寞感。大學同學的

「一期會」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唯大學畢業後

的「景福會」越辦越有聲色。

觀察學校團體過程之發展，可發現學校團

2001 年五月



體不能專靠一位領導者來推行會務，必須經過

數名核心組員的協調合作方能延續下去。與

「 景福會」平行的「台大景褔基金會 J 即是

因其存在而促進前者較順利地解決財政上的問

題，使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之運作能更加穩定。

除培養傳統性的團體精神外，也需要經濟方面

的支援，以維繫團體成員間的彼此接納，這是

刻不容緩的事。

專業團體

至於參與專業團體方面 ，我歷經許多考驗

後也有深刻的感

受。光復後於民

國 35 年夏天，台

灣精神醫學界前

輩十名左右開辦

「 集談會 J (即

聯合討論會)

當時仍是學生身

分的我有幸觀察

此團體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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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精神科與錫口療養院的聯合討論會，但同

年 5 月錫口院長的更送，再度擱置了聯合討論

會。民國 39 年以後，因台大神經精神科林宗義

主任及各醫師的相繼出國深造，聯合討論會便

停辦了。由此可見， 團體初期領導者的地位及

核心成員的動向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直到

民國 47 年 3 月 台大、錫口及軍醫院有關神經精

神科醫師再次相聚， 一起舉辦兩個月一次的聯

合討論會，此後經過 18 次的集會，各單位的交

流漸趨穩定，才奠定了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

會於民國 50 年 3 月創立的基礎。民國 67 年此學

會分支成立了神經科學會，而現存的精神醫學

會歷經 40 年歲

月，其顯著發展

是有目共睹的

(請參照「中華

精神醫學 」 第 1

卷，第 2 期， 79-

80 頁)。我自擔

任此學會籌備委

員會委員開始 ，

( 請參照〈國立

台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神經精

神科廿五週年紀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成立大會

在歷屆理監事選

舉前後十六屆卅

二年中，曾被推

選為理事五屆、

念刊 > '民國 61 年 1 月， 167-169 頁) ，只是

此集談會因恩師黑澤良介教授返日而暫告停

辦。除領導者離開外，該團體成員的專業背景

及年齡都相當接近，同質性極高，而且在半年

的團體生長中尚未釀成適當的凝聚力等，使其

無法再繼續運作下去。後來因台大醫科第一屆

畢業同學三人一起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服務，

經由我們年輕一代的居中輯旋，此團體才開啟

了再出發的機運。終於民國 38 年 1 月舉行台大

2001 年五月

常務理事二屆、

理事長四屆及常務監事五屆，民國 82 年終於卸

下所有理監事的工作，祇接受聘任為編輯委員

會的顧問，對此我感到心情輕鬆，但對學會的

進展仍懷抱著相當的關注。

治療團體

因發現個別心理治療有某些限制，我於民

國 43 年留學美國，在波士頓進修團體心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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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香會(台大預科)

療，學習組織團體、給予病患積極的輔導或治

療。治療團體與社會團體兩者無論在形態 、投

入程度及性質上皆成對比。在社會團體中，團

體規範業已存在，我是加入低存團體而成為國

體的一份子 ， 在其中或許被推選為幹部或領導

者。在投入方面由被動參與，逐漸投入、擔任

適合的角色，乃至從旁參與、觀察，凝聚團體

之發展;社會團體的性質是長期持續的。相對

的，在治療團體中，我是以團體帶領者來組織

輔導團體，必須主動設計架構與團體規範，適

當地分配角色 ，擔任分析評估者。治療

團體的性質較有結構性 ，但有時間上的

限制 。我對住院病友實施團體治療的經

驗，始於民國 43 年 11 月至 45 年 6 月在

Metropolitan 州立醫院進行的研究計畫。

當時我在該院針對 B-III 慢性病患收容病

房中的五個次團體設計團體活動，目的

是使患者逐漸階段性地參加更複雜並更

多與人協調的康樂治療 ，以鼓勵病人依

自己的興趣主動參與團體 ，取代催逼他

們被動參與。配合病房整體的會談治

療， 20個月過後，這個被定位為 「監禁

病房」長達廿五年之久的病房，被改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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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病房 J 患者的症狀也由重減輕，

可見團體治療的效用。

有了這個成功的經驗，回國後我開始

在台灣實施團體治療。首先自民國的 年

10 月在錫口療養院針對亞急性精神病患第

一階段依籍貫 ( 本省與外省 ) 及軍籍關係

分為三個團體實施會談式團體治療，每週

兩次共計 24 次的治療;第二階段把原有的

三個小團體集合為一開放性的大團體，每

週一次共計 24 次。其次在台中靜和醫院針

對慢性精神分製症患者依男性、男女混

合、女性分為各 12 名成員的小團體，每週一次

連續 40 次，進行非直接導向會談技巧的團體治

療。民國 47 年 10 月起我在台大醫院的積極治療

病房針對急性精神病患進行會談式、活動式與

講解式等不同治療模式的團體出席率比較，為

期兩年。民國 52 年 12 月在擔任高雄療養院(現

在凱旋醫院之前身 ) 代理院長三個月期間，我

於該院三個不同病房進行示範性會談式團體治

療。民國 54 年 6 月起我針對台大醫院除住院病

患外 、日間留院病患及門診病患 ( 邊緣性病

瑚絮會(北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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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官能症病患及身體化病患)實施團體治

療。對於所施行的治療團體，我與相關同仁也

研擬了三種評估方法: 1 )症狀量表; 2 )團體

互動過程分析; 3 )雅樂姆療效因素。民國 57

年 12 月我從旁協助、促進病友自治團體一康復

俱樂部的成立。除病患的治療團體外，我還致

力於學校的輔導團體。首先是自民國 52 至 72

年間於東鬥國小實施非結構性(由個案主動參

與， 100 次左右)、半結構性(由團體共同決定

活動性質，約 50 次)、結構性(領導者安排團

體聽故事及演布袋戲， 50 次或 20-25 次)三種

共 23 個團體。其次是民國 82 至 86 年間，以心

理劇的方式對烏來國中及士林地區國中，實施

各三個輔導團體。最後因考慮到教師心理輔導

技巧訓練之重要性，自民國的至 89 年我將輔

導團體擴展至對台北市國小、國高中教師身

上，培訓應用心理劇的教師成長團體(士林相

區與台北地區各兩個團體) ，協助 39 所學校 55

名老師促進學校心理衛生工作的推展。卅多年

前試辦的小學教師及兒童諮詢與輔導工作，自

我於民國 82 年退休後七年來正式帶進社區小學

及國高中以促進心理衛生之規劃'好似復興運

動地推展學校心理衛生，讓我覺得相當有意

義。

協會團體

有關協會團體方面，我最有參與感的是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自美留學回來後，我

一直被推選為該協會的理事或常務監事，並曾

擔任過理事長兩年，最近一屆方卸下四十年來

所有的職位。此協會帶著宣導性的社團法人之

形態與純學術團體不太相同，因是由心理衛生

相關人員組成的關係，成員呈現異質性，年齡

層、職業分佈及社會階級範間較廣泛。其成員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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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陳代謝的現象較精神醫學會頻繁的原因，在

於團體組成較為不穩，並且大部分由理監事及

願意付出關心的成員來充實團體工作之內容，

其負擔的責任較深重，而其他成員則較為被動

地接受協會的活動。近來此團體協辦的活動亦

在增加，與政府機構取得密切的聯繫，對於提

高我國心理衛生之水準有相當的投入。另外，

基金也逐漸在增加中，使其能舉辦吏活躍的心

理衛生運動。在此團體中，我無論擔任何種角

色都能體會理監事團隊工作效率的升高及秘書

長角色的重要性。因為團體人數龐大，難免有

次團體的形成，但透過再聚會合，反而更加促

進成員彼此間的組合。今後可期待與世界心理

衛生聯盟進一步的聯繫。男一個與我有關的協

會是「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此協會至今年

已創立滿十六週年，我被推選為常務監事四

屆，但自第五屆開始讓病友家長來擔任此職

務，我則祇擔任監事，另有台大精神科陣容中

之胡海國教授被推選為理事。由於年長的關

係，自成立以來一直不擔任理事是我另一種參

與團體的方式。此團體比心理衛生協會更具異

質性，其實際營運較為複雜，雖然成長的速度

較為緩慢，但其財政經費不太匿乏，而且附設

之家長會的組織逐漸強化，會務也在擴張之

中，我對其目前籠罩在設立基金會來推展業務

的機運感到可喜。

台大精神科科友會

關於台大精神科團隊(我曾擔任代主任一

年一個月，正式主任五年)的進展情況，自民

國 35 年夏天的集談會之召開及秋天的木柵精神

醫學的流行病學之研究開始的團體發展過程，

已在台大醫院精神部五十年紀要〈五十載浮

沈) (第 80 至 84 頁及第 310 至 318 頁)中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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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故不在此贅述。雖然台大精神科培養各部

門人才的出入極多，過去居台灣精神醫學界之

冠，但近年來，在台灣各地可看到精神科機構

的成立 ，顯示此現象正趨緩和。雖有科友會之

名稱存在，仍需自各部門有志人士組成核心隊

員，來促使此科友會健全發展，使在職者與離

職者間能更親密地聯繫，並且更加強科內外兩

方面之交流，好讓新舊時代的連結能更緊密。

此科友會各領域的有關同仁總數應有幾百名，

我七年前退休時，由陳俊鶯醫師代表科友會在

紀念餐會中將「醫病醫人，樹人樹德」之區額

贈送給我以資留念，現在此區額仍放我在家中

客廳、供作欣賞。希望科友會之組織能夠妥善規

劃，將來經由大家的溝通、協調及合作，達到

凝聚力之堅定境界。

家族社會事業團體

每一個人參加的團體有許多種，在其多樣

性中需要慎重考慮參與的廣度及深度。最基本

單位的家庭有長久的傳統，已有其既成的狀

態，有時會自周圍的環境及社會分開而孤立存

一期會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 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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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72 年我們兄弟姐妹為緬懷先父的典

範'於其所創立的光智營造廠的週年暨逝世 5

週年紀念日( 6 月 17 日) 當天，向市政府申請

設立「財團法人光智社會事業基金會 J (以下

簡稱光智基金會) ，自過去單純的家庭生活跨

出一大步，為繼承父翁的遺志，實踐天下為公

之理想，發揮博愛的精神，辦理社會公益事

業，以促進社會安和樂利為宗旨。同年 7 月 18

日我們正式成立光智基金會第一屆董事會，經

過協議後決定以設立圖書室，專供青少年勤學

之用為本會的首要目標。我們為紀念先父而選

擇在其出生地一一劍潭新建的光智華廈地下

層，以父親之名設立了 「海沙紀念圖書室 」

於同年 8 月 23 日正式開幕。民國 81 年 6 月在我

自台大醫學院教授職退休(民國 82 年 2 月 1

日)的前半年，我被推選為基金會第四屆董事

長。因我一向專長於心理衛生的推展，所以將

原有的「海沙紀念圖書室」改為台灣唯一私立

的「台北市士林地區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

(簡稱光智心衛中心)。光智心衛中心於民國

82 年 6 月設立後，舉辦親子才藝教室、會員

(達 600 名)制度、電話諮詢及夜間門診，並

出版心理衛生于加等。另一方面，致力

於以台北市北區為主的國小 、國高中的

學校心理衛生工作之推行，以早期發

現、早期處理之原則，服務青少年各級

(預防、治療、復健)心理衛生工作。

再加上財團之財務經濟層面之充實及擴

張，期望能將作為社會中基本單位的我

們家庭之力量發揮出來。

在父親經營的「光智營造廠 J (我

出生兩個月後創立)中工作過的同仁於

民國 32 年組成了「光友會」。我在廿歲

時受父親所託，為成立廿週年紀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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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作詞。在每年一次的光友會聚集中，

大夥唱出〈希望的黎明) (其副題之名字，當

時由北一女音樂教師石田良男先生作曲 ) 時 ，

我難免有些感慨。另外，我在滿廿歲前後寫下

的日文詩 ( 永遠之春)及 ( 芝蘭之契友)也受

到預科同學的肯定，而於三年半前由府立高等

學校出身的三富陸太郎先生作曲，並在 「 蘭香

會 」 場面一中由與會同學合唱的情形，亦令我覺

得心情高昂且愉快 。

團體治療學會

除家族社會事業圖體外 ， 目前我最投入的

團體是 「 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 J (以下簡稱

CAGP) 0 CAGP於民國 83 年 12 月正式成立，

當時擁有 103 名會員的此學會目前有 205 位成

員，包括醫師 、 護理師、社工師、臨床心理師

及職能治療師等多種專業人員。醫療方面算是

同質性 ， 但由各專業背景來看仍屬於異質性的

團體，因此需要在同質性與異質性問找到平

衡，並會員間彼此接納、互相尊重、協助努

力，才能達到此學會的宗旨及任務。比較CAGP

與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以下簡稱 CAMH) ，無

論其成立過程或我的投入程度皆有所不同 。民

國 76 年 10 月我與四位團體心理治療同仁參加在

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團體心理治療大會 ( 簡稱

IAGP) 第一屆太平洋環地區會議(簡稱PRRC)

， 會後由於我們五人之發起，民國 77 年 4 月經

中華民國精神醫學會理監事會認可 ， 在該會底

下附設 「 團體心理治療研討小組 J (以下簡稱

「 圓心小組 J )。接下來三年間團心小組以大

約每兩個月一次的間隔舉辦研討會共卡六次。

民國 78 年 8 月我在第十屆 IAGP 於阿姆斯特丹

舉行時申請成為 IAGP 個人會員，隔年 2 月圓心

小組被接納為 IAGP 的團體會員後，隨即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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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 1 月 在墨爾本第二屆 IAGP 的 PRRC 結束

時，接棒籌備第三屆 PRRC '並於民國 82 年 9

月於台北圓山大飯店圓滿舉行此會議。民國 81

年第十一屆 IAGP 於加拿大舉行時，我被推選為

IAGP 理事而為國爭光，任職期間 CAGP於民國

83 年 12 月正式成立 ， 我被推選為第一屆理事

長 ， 發行季刊 ，並每三個月舉辦研討會或工作

坊。團心小組先被視為 IAGP 團體會員 ， 而後學

會才成立之特殊情形，顯示我們的成就受到肯

定。民國 87 年第十三屆 IAGP於倫敦舉行時我

將擔任兩屆六年的 IAGP 理事職位交給 CAGP 第

二屆理事長吳就君教授。 很快地第三屆 CAGP

理事長就要改選 ， 新任理事長人選如何 ， 新舊

任理事長如何交接 IAGP 理事的棒子 ， 以使我國

持續在國際學術團體中佔一席位，皆為將來

CAGP 的重大課題。與協會團體相對照，我在

CAGP 的角色較屬於開先鋒的領導與主動參與

者，但在CAMH則較屬於加入既定的團體。

五
口

量
口

總而言之 ， 由七十八年生涯中所處的多數

團體所領會的一切，間接影響我對團體的興趣

與關懷， 而在四十六年間(佔我人生將近六成

的時間 ) 與國體心理治療的結緣 ， 更使我與治

療團體的連結相當深刻 。因此 ，以 「 團體與

我 」 為主題，對所參與的各種團體性質加以分

析 ， 供作自我們第一年踏入台大預科算起至明

年為迎接六十週年慶的台大醫預科同學之母體

「 景福會 」 的校友們作為參考 ， 敬請諸位讀者

多多指教。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47 年畢業 ， 現任台大醫學院精神科

名譽教授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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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要做台灣醫界的領導者

畢業 20 年應邀回小兒科醫局局友會報告摘要

各位老師、各位學長、學弟、學妹大家好:

在離開小兒科醫局自行開業十五年後的今

日，能以醫局局友的身份在此向一家人報告多

年來的心路歷程，一種沒有被遺忘的感恩之心

在內心澎辨不己 ， 久久無法平息。

在本人離開醫局後歷經李慶雲、謝貴雄、

王作仁、沈友仁、張美惠諸位主任教授之犧牲

奉獻，小兒科部之蓬勃發展有目共睹 ，尤其現

今張美惠主任對小兒科醫局之過去、現在、未

來所顯示的關注更令小兒科醫局局友會日漸成

形， 至今年之主辦已是第二屆矣!返院之局友

日增，尤其是眾多在全省各地開業之局友均不

辭遠道返校與會，顯示台大小兒科血濃於水的

可觀凝聚力量，這可能是張主任及母校院內局

友最高興的事情。

本人於民國 74 年由於慢性眼疾，自喘不適

合在學術領域更上層樓，乃毅然決然離開母

校，返回南部。當時在留台大、開業或大型醫

院服務之間選擇，內心之煎熬實非筆墨所能形

容，相信諸位學長一定均有類似經驗，如今回

想起來當時沒有向更多前輩請教乃是一大缺

失，否則一定能事先對開業生活及人生規劃更

有一番認識。開業第二年曾一度覺得厭倦，千

方百計想回醫院上班，但因想法不成熟而作

罷。至開業滿三年後便定下心來 ， 全心全力投

入門診業務，據聞不少學長有類似經驗，在此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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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以作參考。

十五年來世界與台灣均不斷在進步改變，

醫局環境亦然，開業醫自然也不例外。初返鄉

時夜間門診看了三個月終於體力無法支持，住

院業務也在一年後因體力問題而暫停，純粹成

為看門診的開業醫。而今日由於大醫院林立已

很少開業醫必須半夜看急診，而診所的住院業

務也早已隨時代進步被淘汰了。由於休開觀念

普及及健保門診合理量的限制，開業醫師的工

作時間也大量縮短，目前已有不少人在週休二

日時均只看上午，而平日夜間無門診者也大有

人在，開業醫師已成為高爾夫球場的重要客

戶。回想起來最遺憾的可能是初開業數年， 事

業心較重，很多親戚朋友的婚喪喜慶無法出席

參加，如今時過境遷根本無法彌補。但願所有

學長不要因為平日醫務太忙而忽略了親情友

情，以長遠眼光來看，畢竟親情、友情才是最

重要的。

全民健保是改變整個台灣醫療環境最重要

的一件事，它的影響至今已非常明顯，而且恐

怕已造成永遠無法挽回的結果了!由於新營地

區及台南縣眾多醫師的鼓勵，本人在開業之餘

把大部分的時間均投注於全國醫師公會及台南

縣醫師公會的業務上，目前分別擔任全聯會理

事、台南縣公會常務理事及衛生署健保費用協

定委員會委員，五年來和全民健保一齊成長，

2001 年五月



期間之酸甜苦辣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面對此

全國大多數開業醫師心中永遠的痛，午夜夢迴

心中實感慨良多，不勝喘噓!

全民健保成敗的關鍵在於「門診個案無上

限實報給付制」、轉診制度及定率部分負擔

制，此三制度相互為用，相輔相成，可保全民

健保永續經營，可惜轉診制度之設計始終無法

人性化;定率部分負擔制被過度簡化成定額，

且為了怕得罪消費者及大型財團醫院而不敢隨

每年單次門診平均金額之上漲加以調整，導致

整個制度失衡，病人往大醫院門診自然集中，

醫學中心每次門診費用高達一千六百元，而診

所則為四百元，相距達四倍之多。依本人看來

既然轉診制度及部分負擔制度短期無法運作，

大概只有改為「門診分級定額給付制度 J 類

似勞農保時代的給付方式才可能挽救日趨困難

的健保財務危機，並為繁瑣的藥價制度及無法

拿捏的審查制度作解套。

百年來台大是台灣社會的精神指標，台大

醫學院、台大醫院更是我台灣醫學界的實際領

導者，台大訓練的人才不論是否為台大畢業均

是全國醫界的中堅分子。「貢獻這個大學於宇

宙的精神」是台大的精神，故教務長魏火曜教

授在其自傳中更直言 r 臺大醫院不只要訓練

一位醫師，更要訓練醫學界的領導人才 J 然

JI悶 FU 景福醫訊 l

則台大醫學院領導台灣醫學界的歷史任務及情

懷是無庸置疑的。當前台灣醫療制度面臨全民

健保制度之無情衝擊，大型教學醫院紛紛加入

競逐業務之行列，臺大醫院實有必要拋開純粹

醫學中心的身段，為整個台灣的醫療制度，例

如家庭醫師制度之崩潰、基層醫療的萎縮、醫

藥分業的不合理性、雙向轉診制度之建立等議

題，主動召集相關醫事團體或舉辦校友回院座

談會，針對問題提出看法，並以全國最高學術

單位及醫界領航人的身份和健保局直接溝通。

本人深信和既有的基層醫療建立合作管道，使

其主動成為台大醫療體系的一員並不是不可能

的，而且可以和李院長擴展台大地方腳步的作

法相輔相成。也唯有透過這些主動作為，薑大

醫院才能延續其在台灣醫界的歷史領導地位。

最後本人要感謝母校老師們的辛勞;由於

您們全心全力、不眠不休的投入教學、研究及

服務工作，無怨無悔、無私無我的犧牲奉獻，

才能造就今日台大小兒科的領先地位，使每一

位出身台大小兒科的醫局局友備感榮耀。更預

祝台大小兒科永遠充滿活力、向上提升、向前

進取。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79 年畢業，現於台南縣新管市開

業)

品，且自 :tl!. ~ m1 Atlb ~、 ~ 芳香
ðJ I均賓詢問 'A'~言 :;: 

本會發行之『景福醫訊 J '自入十三年五月採訂閱制以來，訂閱費未曾調整，多年

來，物價不斷攀升，已使本會不敷成本，為反應成本，本會於五 月 一 日開始， r 景福醫

訊』圈內校友一年訂閱費由五百元調為六百元，二年訂閱費由一千元調為一千二百元;國 之

外校友一年訂閱費仍維持美金廿五元(因台幣貶值，其金廿五元尚能維持成本) ;永久免 在:
費贈迋醫訊者，國內校友捐款一萬元，國外校友捐款美金五百元，仍維持不變此反應 ※ 

? 成本之舉，實為本會不得已的作法，祁望台端見諒，希望校友仍能繼續支持。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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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

田庄回仔耕耘長庚醫療王國

主清貞

[堅持原則容易，拒絕誘惑困難。 J 對我 了一份優濯待遇的工作，享有悠閒高雅的住家

來說，以濟世救人為志業，固然是一心堅持的 環境。然而，外國的月亮雖然大，故鄉的月更

原則，然而當鄉情與地緣頻頻招手時，我就承 圓，本著一分對故鄉的熱愛，在責任心、使命

受不起如此誘惑，收拾行囊，離開將近是我生 感的驅使，激發我強烈的企圖心，一心希望回

命的三分之一 ，居住三十年的美國回到台灣服 到台灣貢獻所學， 一旦有了機緣，我於是毅然

務，入主位在高雄縣鳥松鄉的長庚醫療王國。 決然的捨去國外優厚的生活條件，放棄在美國

辛勤累積的所有，回到故鄉，服務鄉里，回饋

高雄縣鳥松鄉是我出生的地方。五十多年 社會，承載耕耘南台灣醫療的重擔。

前，這裡是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也幾近是窮

鄉僻壤，任誰也無法想像，時至今日，會設立 回首過往，從鳥松鄉的小學，到國中，再

如此高水準的長庚醫院。我自幼家無恆產，又 到高雄中學，隨之到台大攻讀醫科，一路平步

沒背景，凡事必須靠自己才能生存。三十多年 青雲似地完成學業，負笈異鄉，又能安穩的在

前，帶著 300 美元隻身渡洋留學，工作不順 美國發展 ， 在美期間，也熱心公益 ， 服務美國

暢，想家時，連回程機票都買不起(那時單程 及台灣社團，曾任北美洲台灣人醫師會大紐約

機票是 650 美元，美金與台幣之兌率為 1: 40 )。 分會會長以及北美洲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

歷經數十年的海外留學奮鬥，終能在異鄉擁有 分會會長等職，此次返回故里，回報鄉親， 一

JJ\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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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看似突然，其實是因緣俱足。

成為醫師是自幼即立下的志願，而致

力於骨科的研究，更是在童年即埋下希望

的種子。因為，鳥松是個落後的農村，鄉

下人以農為主，醫學知識相當貧瘖，有病

痛時，不懂得求醫，家中大小遇有身體不

適的時候 ， 多靠草藥偏方來治療。還記得

每次遇到急症的時候，母親就要背著我

們，打著赤腳，徒步好幾十公里到鳳山去

求醫，到鳳山的診所，醫師說沒法醫治

時，就是等於死路一條，只好回家準備喪

2001 年五月



事。家父四十多歲時，有一次因高燒昏睡，被

醫生宣佈不治，後來莫名奇妙的醒過來，也多

活了四十多年，醫學不發達的地方，人命就是

這麼不值錢，生老病死，只有無奈的任由命運

宰割。 而農人工作勞苦，縮衣節食， 風吹雨

打，平時每見村中的長輩鵑螞難行，輾轉反側

之苦，心中即生憐憫，立下志願，當一名醫

師，並希望有機會專攻骨科，能在故鄉濟世懸

壺，療治鄉親之苦。而這一分情緣，在繞過這

半世紀之後，終於能夠如願以償。

求學行醫之路其實漫長而艱辛。民國 54

年，我自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隨即負笈到美

國由實習醫師做起，初時，從事外科的領域，

隨之轉入次專科，也即現在的骨科專長，除了

擔任住院醫師外，實際上也從事多年的臨床工

作。又在康乃爾醫學院的附屬醫院The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做了一年的 Research Fellow

ship 專攻膝關節的研究 ，經過紮實與嚴格的研究

與訓練，使我對膝關節的疾病治療，尤其是人

工膝關節置換術 (Total Knee) 頗有心得 。 也因而

使我如今在骨科領域中能佔著一席重要的地

位。

我專攻於人工關節與運動外傷方面領域 ，

在當年民國 60 年代剛起步，是相當先進的醫學

技研討，在國內相當陌生，在此領域，有幸首開

先河。尤其是人工膝關節置換車|丘， 1973 年在紐

澤西州中部首例TKA 轟動醫界， 1980 年代，也

首創運動醫學中心'治療數以千計的運動傷

害、貢獻社區、深受肯定 ，更得以獨佔鱉頭地

位。但是，也因此在國內獨缺師承，為了在專

業上能不斷獲突破，日以繼夜做研究，也經常

閱讀國外的最新報導，分享別人的經驗改進自

己的缺點，提昇骨科的技fijtÿ 。

2001 年五月

JING 

林口長庚開幕不久時，每年我回國指導同

仁，發展膝關節于術， 1980 年有幸為前張校長

令慈做兩側全人工置換術，在當時深獲醫院及

骨科界的囑目與重視，也因此，這種手術慢慢

在台灣普遍化。醫學是一個追求至善至美的過

程，可說永遠有明天，必須不斷改進，不能墨

守成規，更不能自滿，要有開明的胸襟去接受

新的觀念，至今我仍不厭其煩的告誡後進，要

時時思索新的醫學方法 ，才不致停滯，而淪為

醫匠。我也常告訴有心要走入醫科這一行的年

輕人，要以興趣為重，不要以金錢利益為重，

否則無法感受到與生命相連結的志趣。

要當一個醫生要有使命感，不要把它當成

是上班下班的工作或賺大錢的工具，而是要全

心投入才會有進步，另外，要先了解它的工作

性質，並要有不斷解決問題的毅力。要汲取他

人的經驗，經過創造及反思，才能走出既有的

葉臼。

西洋社會有一句恭維醫生的諺語，意謂:

『具有哲學素養的醫生乃是聖人 j ，這所指的

[哲學 j ，無疑是指倫理或道德哲學而言。醫

事倫理可以被界定為與醫學有關，或應用於醫

事專業的一般倫理。

當今的醫學以人為中心 (person-oriented ' 

與從前所謂的以疾病為中心的醫學 (disease -

oriented) ，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醫生只有精良

的醫右前，而沒有感人的醫德，絕對不可能贏得

病人發白內心的感激和敬愛。醫學的目的不只

醫治『病人 j ，應積極提高國民的健康，使每

個人的生理和心理上都能健全，並過著快樂的

社會生活，才是醫學的真正使命。法國哲學家

迪卡爾 (Rene Descart郎， 1596-1650) 曾說:

『今後如果有方法能使人類更聰明，更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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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是醫學。』 及，醫療市場的競爭，以及消費者權利意識的

抬頭，病人由被動開始積極參與，抉擇醫療方

醫學的基本倫理思想，就是以[每個人有 式，苛求滿意的醫療結果，醫師和病人的關

同等的生命尊嚴 (dignity of life) j 的觀念，為醫 係，逐漸形成商業化的對立，醫療糾紛時有所

師在醫療行為上所應有的特殊道德。醫學的對 聞，層出不窮，導致醫療上的一種危機。

象是人，雖然法律學、經濟學，尤其是社會

學，都是研究與人有密切關係的人文科學，但 不容置疑的，長庚醫院在國內的醫療環境

是，醫學還關係到人的生命和健康 ，尤須注重 是夠『大 J 的，然而， r 大 J 醫院要有大醫院

醫學倫理道德。 的使命與責任;醫院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精緻

的醫療體系，不但要有好的設備、親切的服務

不容置疑地，醫德的基礎是『愛 J 和『良 態度，更要隨時充實提昇各種醫療技術，而能

心 j 。愛，是人問燦爛的花朵，生命之所以美 夠為地方基層服務，擔負起保健、衛教的社會

麗的理由。 責任 ，真正落實 『 敢之社會、用之社會 J 。 而

這也是多年以來長庚醫院經營的重點與目標。

也有人說 f 醫學是愛的科學 j ，說得十分

深刻，在西方世界裡 ，被一致尊為醫學之父的 我剛接掌長庚醫院時，發現急診室常有不

希波克拉底司氏 (Hippocrates) ，於紀元前約四 正常的現象，不少外傷病人，被送到長庚醫院

五O年，曾寫下一句有關愛與醫學的藏言 : 後，又被轉送出去。我即要求員工們心自間，

『人因對人類有愛心，才能對(醫)術有愛 今天的病人如換成你的家人被送到醫院 ，又被

好 J 。 我國有一句 『 視病措親 J 的話，正足以 轉出去，你做何感想?長庚醫院不能處理的病

表達醫學的愛。這也是我從醫以來，相當執著 患，試間還有幾家醫院能處理得更理想?

的理念。

這種主因在於醫師不盡責任，這種心態很

早期的醫療行為中 ， 病人常常由於對醫療 要不得。因此，就任以來，即要求醫師要轉出

知識貧乏，多處在被動的地位，醫療內容操縱 病人時，主治醫師要確實檢視過病人，並有很

在醫師于裡 ，因此，對醫師的醫療行為 ， 不論 其體的理由，否則不得將病人拒於門外。長庚

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多有所規範 ，醫病關係建 醫院是肩負醫學中心的使命，試問被轉出長庚

立在相互的信賴 ， 醫師本著濟世救人的醫療倫 醫院的病人，你要將他轉至何院?

理盡其醫療職責，病人也完全委任醫師，兩者

的互動很好 ， 醫療糾紛甚少發生。 也許，因由自己所學專長與童年赤腳走過

農田的經驗，對於長庚的經驗，我始終抱持著

然而 ， 當今的社會 ，人情越來越淡薄 ，功 一個田庄囝{子的想法， 一步一腳印踏實的耕

利主義則越濃烈，尤其社會逐漸步入工業化以 耘 ，在醫療服務上求實效，也鼓勵教學與研

後 ， 價值觀念改變，重物質輕仁義 ，唯私利是 究，希望能厚植醫學的決士。過去高雄長庚醫

圓的風氣越盛，整個社會瀰漫暴庚之氣。醫療 院對研究工作給人的印象似乎較不注重，畢

界受到功利主義的衝激，加上醫療知識的普 竟，一所教學醫院的評價，不在醫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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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端賴醫學研究、論文發表以及教學的品質，

我對研究工作則從未間斷 ， 所以臨床醫療 、 行

政、研究等工作，幾乎都是齊頭並進 ，雖然忙

上加忙， 卻忙得很有意義 ， 忙得不亦樂乎 ! 在

此之間，期許自己以身作則， 因而也改善高雄

長庚醫院的學術水準 ， 以達名符其實的教學醫

院，進而催促長庚大學醫學院高雄分校的成

JING FU 景 褔 醫訊 |

心白問自己 ， 能為長庚醫院做什麼，而不要老

是問長庚醫院能為你做什麼。藉此提昇醫護人

員對長庚的向心力。 也時時以王董事長的名

言 r 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天下沒有簡單的

事。 J 和醫院員工們互相勉勵， 大家同心協力

為長庚服務 ，回饋台灣社會。

立 ， 改善年輕醫師進修機會，並鼓勵主治醫師 對自然萬物 ， r 春華雖美 ， 期於秋實 J

出國研究，汲取外國醫學新知 ， 貢獻社會。 對醫療科技 ， 何嘗不是，對長庚的展望 ， 亦是

本人常常以前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 :

『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 ， 問問你自己

能為國家做什麼 。 j 勉勵員工 ，要醫護人員們

如此!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5 年畢業 ， 現任高雄長庚醫院院

長)

了…………………… 1

: 講出錢的力 ; 
、 整修棄梅館 ; 
一您好

本會草創之初，承先輩們精心學劃，成立『台大景福基金會 JJ 並著手籌劃興建『景福館 JJ ' 

此期間承蒙校友惠予捐助，使『台大景福館』得於民國七十一年順利藩成啟用，本會~p以此館為

會址，廣續推動會務，同時設置招待所，供北上開會，回國省親、洽公之校友及親屬→固幽靜、

安全、舒適的住宿環境，相信曾留宿之校友，其間點滴記憶應留存於心 。 ~

; 景而一咎自已計可十
會多次檢討評估必須全面整{引修|傷雪，但礙於經費，僅能局部維11修|唐霎，以續使用，爾今景福館己臻不得不;

全叩面酬酬哪一翻訓帥4修雪…一…一 一源有

況下，上述經費，本會實無力負擔，因此竭誠殷盼各位f~R~~-4fJJ~ ， 細水長流的投注 ; 

才~5000 元 800 人~p可;一人椅 2000 元 2000 人~p可募得 .. U主款項) ，相信有您的伴隨，我們 i

會更茁壯 。 多年來本會會務得以平穩運作，端賴各位校友之扶持及關注，藉此機會向您表達感口

謝，而您的關心則是我們最大的助力，隨函附捐款相關資料，尚祈校友慷慨捐輸，祝福大家 i 

j 身體健康!事業鴻達 'f "* -& ;f~ H~U;ií i Ïi 1'$ 董事長 楊照雄 玲 、失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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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北大學研修見聞

去年( 2000 年)的三月間，筆者有幸獲日

本武回科學振興財團之資助及本校各級主管推

薦核可赴日研修。在通過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嚴

格審查後，獲聘客座研究員，前往該校展開半

年的研修生涯。以旅美求學、教學及研究近九

年的美式思考訓練背景，筆者未曾料到會在返

國服務四年後另有機緣造訪日本。母校源自日

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初期，筆者的先祖父(林開

泰醫師)與父親(林本仁教授)又曾分別就讀

於母校前身日制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民國 5

年畢業)及台北帝國

大學醫學部(民國

33 年入學)。筆者

林克忠

位於仙台(日本東北地方第一大城)的國

立東北大學為戰前舊制帝國大學之一 ， 素以理

工聞名於世，如日本半導體之先驅性研發，即

源自該校工學部。近年來該校在醫學方面亦急

起直追，若干尖端性學門，如移植醫學與高次

腦機能障害學等，近年亦獲國際學界之肯定。

兩年前亞洲週刊公布之亞洲綜合性大學排名，

東北大學已躍居亞洲第一。這份成果其來有

白，一方面有賴該校自帝國大學時代以來的優

良學風綿延不斷，並得力於該校近年來有計畫

弘一一-

~ ~ 

自幼即時間父執輩言

及日據時代母校的風

華，在興起一探東瀛

學界風貌的好奇J心驅

使下，決定赴日親身

體驗日本模式的特

質。觀古鑑今，母校

未來發展的契機，或

許暗喻其中，留待我

輩重拾歷史遺留下來

的經驗，並從中尋求

啟示。

筆者(右一)與東北大學山鳥童教授(左一)及筆者姐夫國泰外科劉榮森醫師(中)於仙

台飯店品嚐伊達政宗復古i~D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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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的整合性發展(如整合工學部與醫學部之

相關學門，充分利用校內資源)。這種整合性

的重點發展，在科技昌明的今日，促成東北大

學得天獨厚的優勢競爭力。見賢思齊 ， 互敢所

長，母校台灣大學在去年十一月中由陳維昭校

長親自赴日 ，與東北大學阿部校長正式簽訂姊

妹校協定，使兩校的師生交流得以更快速地開

展。這項協定在筆者甫結束在東北大學的研修

後即達成，使兩校交流得以延續，並令留學東

北大學的本校校友與交換學生得到東北大學更

妥善的照顧，實令人無限欣慰。

此行，軍者在東瀛寒意尚濃的三月天來到

仙台，仙台( 古書仙臺)之地名源自唐詩韓閥

的七言律詩「同題仙游觀 J 仙臺初見五城

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秦樹晚，祐聲

近報漢宮秋。疏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

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問亦自有丹邱。仙台

藩伊達政宗於 1601 年開府闢建青葉城(今仙台

市的根源)迄今正好滿四百年，整座城市古蹟

處處，且綠意盎然，素有「杜仿都」之稱，人

口約百萬，為宮城縣縣斤所在。每年夏末仙台

著名的七夕祭熱鬧非凡，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遊

客到訪。位於宮城縣的松島更是日本三景之

一 ，四季景色變化多端，美不勝收。

仙台人素以曾就讀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前

身「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中國文學巨擎魯迅

為榮。魯迅 (本名周樹人， 1881 - 1936 )於日

俄戰爭期間，棄醫從文，自仙台醫專退學後，

前往東京展開他的筆耕生涯。東北大學迄今仍

保存著魯迅留日的資料於校內紀念資料室，並

有專門學者積極地從事有關魯迅的各類研究。

該紀念資料室及仙台市內的魯迅紀念碑更是中

共總書記江澤民官式訪日時專程造訪之處。

這次的旅日進修，筆者選擇加入的醫局是

東北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障害科學專攻的

分支:高腦次機能障害學，教授為山鳥重博

士。山鳥教授出身於神戶醫科大學，為國際失

語症與失智症等高次腦機能障礙領域的知名學

者，現任日本神經心理學會理事長。他自 1994

筆者造訪日本三景之一的宮城縣松島J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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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在東北大學的盛邀下前來開創高次機能障

害學分野後，積極推動日本高次機能障害學的

本士性研究(如失語症在日文漢字與假名上呈

現出來的神經語言學特性，及其與腦部病仕之

關連)。單身赴任的山鳥教授在短短的六年間

大幅提升了日本行為神經學的國際學術地位。

筆者有幸在山鳥教授的親自指導下研習各類高

次機能障礙(如失語症，失寫症，空間忽略

症，與視覺性共濟失調症等 )的神經行為特

性，並觀摩各類腦部造影術(如功能性磁振腦

磁圖與正子掃瞄儀等)在神經心理學上的應

用。

高次機能障害學醫局的例行活動除了症例

檢討會(即個案討論會) ，新入院診察，與迴

診等臨床教學相關活動外，還有抄讀會(即讀

書會 ) , Research Round '與 Journal Club 等

學術性活動。醫局裡的教官(即教師)也依其

專門領域各組討論會(如目黑助手的阿滋海默

症討論會，藤井助教授與鈴木講師的功能性核

磁共振討論會等)。山鳥教授兼東北大學附屬

病院復健科的科長 ，每週二上午親自以教學診

察的形式，示範新入院個案的高次機能障礙檢

查，每週五下午的迴診則以復健科住院患者為

對象，進行床邊教學。在跟診的過程中，體驗

到日本醫師檢查患者時的細膩周詳。東北大學

附屬病院患者多半來自東北六縣，但口音困地

而異，隔縣即有別，在診察語言障礙時困難度

大增。即便日籍醫師與大學院研究生亦屢有困

難，筆者在未抵日本前，實無以想像一個面積

不大的狹長島國，各地口音竟差異至此。在跟

話時鈴木醫師常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那些患者

操著何地口音，以及患者所述之東北地方語為

何義。來自兵庫縣的山鳥教授平時操著濃濃的

22 

關西腔，但在診察患者時常能依患者之出身地

區，使用東北地方慣用語來與患者溝通。科學

無從偏離人文社會學而獨存，醫療人員也不能

忽視患者的人性面及文化習慣而濟世，旅日半

載間良有所會。

返台之前，在山鳥教授的推薦下通過審

查，加入日本神經心理學會，成為正式會員，

並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學會年會。日本各地的

學會活動相當蓬勃，即使縣立之地區性研究或

醫療機構亦積極投入學術活動。典型的日籍學

者工作時一絲不苟，勤勉不懈，此種民族性造

就了今日日本學術界幾可以小搏大，與歐美國

家相抗衡的本錢。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日

本各研究型大學及產官學界已積極規劃如何在

財源緊縮的不景氣聲中整合研究資源，並以重

點發展的方式慎擬發展目標及策略，以保持國

際競爭力及學術聲望。高次機能障害學，基因

體研究，及癌症研究等均為日本文部省與厚生

省等官方機構重點補助發展之學門，其前臆性

與企圖心甚明。日人標榜「二十一世紀為腦研

究之世紀 J 日本人能，我們不能嗎?他山之石

或可攻錯，旅日前期忙著適應語言及生活文

化，追後期已略知日式學術體系時，不禁要問

同為昔日之帝國大學，母校師生及校友該如何

奮勉急追，以同姊妹校東北大學一樣邁入國際

一流大學之林?日本行歸來 ，東瀛見聞外，帶

回更多的疑惑，有待我們以智慧解決我們面臨

的時代挑戰。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1985 年畢業，現任

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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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阮玉梅老師一

個長期照護永遠的耕耘眷

李世代

眾所敬重的阮玉梅老師已經在二十一世紀 策多年，有長遠的貢獻與功績;近年來又因主

初離開了她的家人、摯友、學生、一起工作打 導開創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使得長期照護專業

拼的夥伴，仙逝而去了! 領域與體系因應高齡社會之到來而蓬勃發展，

貢獻尤其重大，早獲致醫藥衛生各界之肯定與

在歷經數十年的積極而寓意深遠的護理生 讚許。

涯之後，阮老師終於且不得不卸下重擔，將其

努力告一段落，相信阮老師已經打完她那美好 長期照護專業之開拓，為一從無到有的工

的陣仗，而能長眠安息 。 程。凡事從無到有必須經過一番披荊斬棘與不

在眾人不捨與無奈之景況下，阮老師還是

無法擺脫病魔無情的侵襲與摧殘，以五十二歲

之中齡撒手人寰，帶給長期照護界、護理界、

醫療保健衛生界無窮的哀思、感念與不捨，在

一時之間令人還難以承受這個無情的現實。對

個人而言 ，雖然與阮老師共事的時間不算太

長，但卻令我感受良多。阮老師不只是我工作

的夥伴，也是引我踏入長期照護領域的前輩，

其仙逝，於公於私對我的刻骨衝擊，真是無以

倫比 。 在感念不捨之餘，亦對阮老師生前之為

人、處事 、人格特質、對理想的執著、使命感

的投入、以及工作熱忱，毋寧有著更深一層的

體會。

少的橫阻，若缺乏強烈理想之信念與使命感之

驅策， 一切將不太可能，或必須重新來過。長

期照護協會便是在這麼一個特定之背景時機下

的產物，阮老師在此從無到有甚至茁壯的過程

中居功厥偉。因為阮老師，使得長期照護協會

之人、事、物在草創之初得以腫集、得以凝

聚、得以眾志成城，而戮力發展，往前邁進。

這是阮老師的特質、能耐與魅力，也是她帶給

協會、健康照護界、或整個社會無形而珍貴的

資產;長期照護在台灣的點點滴滴若形諸史

話，阮老師理當膺其首要功澤之一 ;協會長期

照護史話的編幕，阮老師即為眾所公認須訪談

之第一人選。若少了阮老師的投入，沒有人敢

預測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不過大概不易凝

聚那麼多不同專業領域的工作夥伴，而有今天

阮老師投入護理界教學、研究、服務及政 的局面，或須要再好幾年才能如是。

200 1 年 五 月 23 



目前已經幾乎完全投入於長期照護工作的

我與阮老師原本並不熟識，也訐因緣際會使

然，在經過長期照護協會初成立未久之前幾次

活動的沾上一點邊，後來就自然而然的走了下

來。因此之故，個人進入了這個護理人員為多

的大家庭，接辦協會之出版事宜，接著進入理

事會 ，繼而接掌了衛生署長期照護諮詢委員會

及新成立的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進

而揮離了成長於斯，工作多年的台大醫院，無

形中重組了個人的生涯規劃。其原因中有一個

重要之部份要歸因於阮老師之工作熱忱、執著

與特有的親和力，讓人很樂於與其共事，與其

討論、審酌、分享事情，進而投入了長期照護

工作的研究、教學、服務與政策層面。

乍聞阮老師病厄之初，即感晴天霹靂，帶

給我相當的驚愕與突然，斯時起便無時無刻關

注著阮老師之健康狀況，也默禱其吉人自有天

JING FU 景褔醫訊|

嚴肅、隆重，而帶有幾分無奈與不捨。以台中

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斬曾珍麗立法委員為首

之中部各大醫療院所護理界之主任、幹部、代

表等於授證當天幾乎全員到齊，並一一致辭，

希望成其一樁美事，以稍了卻阮老師心中之

憾。

阮老師已然駕鶴西歸，期盼阮老師能走得

安心，無所抱憾;阮老師必然希望看到長期照

護的蓬勃發展，開花結果，以呼應時代無可逆

之趨勢。

雖然，阮老師那美好的一仗已經打過了，

然而整個戰役之使命與責任仍未完成，剩下者

端賴大家接續的努力與提昇'以讓長期照護之

訴求、尋求與追求，能一如所求。如此，阮老

師雖遠離塵世，也當能含笑九泉而了無遺憾 。

惘，能安然度過此一難關。但是造化命運之擺 妥此哀矜之餘，企盼阮老師能了無怨、無

弄，似乎仍只能仰仗天地，萬般由不得人。病 憾、無牽、無掛，在另一國度能法喜充滿。

楊之餘，阮老師在奮力不懈地與癌症搏鬥之

際，猶念茲在茲地、心有所屬地惦著國內長期

照護之進展，令人扼腕沉痛而難以自己。

過去，阮老師常以未能有機會接受研究所

之教育訓練為未圓之憾 ，且曾數度表示欲投入

個人所屬之長期照護所下研修之意願'然均以

事忙而未果，心願一直未能了卻。及至阮老師

不幸罹患重疾 ， 且臨屆末期之際，經我所裡同

學之提醒 ，旋即向校方提議， 蒙校方之迅速回

應，就近於春節期間赴台中頒出台北護理學院

第一張榮譽碩士學位證書。授證儀式由林校長

在署立台中醫院病房內就地舉行，過程簡單、

24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2 年畢業;現任國立台北護理學

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所長、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

師、衛生署長期，~R1蓮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1 年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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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議還富人生
悼同窗摯友阮玉梅

E適宜軍軍皂吉j詩[í]3

耕心陳

由樸玉素梅

到蒼松動柏

一路走來

感謝您的扶持

在友誼的道路上

舖陳著每個腳步的真誠

踩過快樂輕盈的年華

潛越苦難深沉的生命

推移時代艱鉅的使命

朋友，我愛您

愛您的古樸純真

愛您的蒼勁揮灑

更愛您真誠地速寫人生

(作者係母院護理系 1971 年畢業，現任中華民閻長期照

j己者會

z蓋專業協會監事)

fr 入長明照iE 洲及式 j
τ王B:團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J'iT ~上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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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年 的 月 22 日「 椎動專業營養介入長期照護新模式 」 記者會與會人員手拿麥克風發言者是阮王樁，左 金惠民

( 三總營養部主任) ，在三李慧蓉(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理事長) ， 右一陳樹功(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 。

照片提供者 中華民團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2001 付一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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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的長青樹

泠茂鈴款投采退有感

戴鐵雄

在台灣的最南端閱報獲悉，室友徐茂銘教 份同學當面叫他徐教授或徐茂銘，但背地提到

授在台大耳鼻科執教四十年榮退，其學術成 他還是叫他“ f'/ 于)!.- n 。

就，當有他人論述，茲執筆者所悉其日常生活

之點點滴滴為文介紹，並兼為其榮退留下美麗 大四時，本班在醫學院年終晚會演出之壓

回憶，以供緬懷 。 軸戲「威尼斯商人」裡，他飾演叫人憎恨的高

利貸猶太人，當他舉刀要割取安東尼奧(林洪

來自宜蘭蘇澳的茂銘兄，民國四十二年與 謙飾)的一斤心臟時那陰森恐怖的笑聲，把可

筆者一同考入台大醫科，於同班同學(共七十 惡的猶太人演活了，贏得當年董大成訓導主任

名)首次班會中 ，他一鳴驚人地介紹他媽媽生 之激賞。(本劇詳情已登於景褔十七卷十二期

下了一斤的小孩，讓被選為班長的筆者，對他 二十八頁第二段，有興趣請參閱)。

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他頭腦敏捷，反應靈活，人雖粗胖，但思

路緻密，治學甚勤，待友熱1霄，性格豪放。他

有廣泛的興趣，橋牌 ，象棋都可玩兩下，打球

亦不賴，喜歡看文藝片，會寫文章，喜歡聽音

樂，在本班合唱團可是難得的男低音。 他又有

豐富的演戲細胞，大三隨本班參加花蓮豐演鄉

的山地服務隊，在表演的話劇「阿狗伯招女

婿」中(筆者演阿狗伯) ，飾演應徵女婿的有

錢商人「放風吹 J (吹牛的意思) ，這就成了

他的綽號。在美國從事整型外科的李煙景和已

退休的台北仁愛醫院曾聰明院長 ，至今都喜歡

叫他放風吹 。因其體型肥胖，因此有另一綽號

叫 Butter '以日語發音:“ 7γ 于)!.- n 。 大部

26 

有一年，他帶學生到恆春的車城鄉(有名

的四重溪溫泉就在此) ，做 NPC 的 survey ，來

電告知要我請客，且指名要凱撒大飯店。屆時

他一進入飯店就猛讚賞氣氛不錯。點菜時他把

菜單拿過去，點了一點最便宜的小菜，還點了

一瓶紅露酒(害得飯店侍者臨時到外面買)。

「幹嘛!這麼寒酸，難得來一趟呢 ! J 我

說。

「我這麼胖了，還要山珍海味嗎?來這兒

主要是吃氣氛的，洋酒太貴了，紅露酒再加幾

倍也花不了你多少錢，老朋友了，我不照顧你

的荷包照顧誰?最重要的是，我來恆春，打鐵

的(我的綽號)請我到凱撒吃飯，有我的學生

做証，回去可以放風吹(吹牛)就好了。」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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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哈哈大笑。這是他的招牌笑，好久沒 好是我請他一頓飯換來的，害我臉紅了三天。

聽到了。聽說他在醫學院當主任教授很會「

電」學生，在附屬醫院的中央走廊，口向一根 我請教他，在鄉下，病人常要做耳鼻科

雪茄，走他那有名的八字步，蠻威風的。但在 「嘖嘖」的治療服務，我問他要泡什麼藥來

老同學面前可就返璞歸真，重回年輕時了。 噴，他叫我買一台最便宜的 ENT 治療車，噴霧

器裝薄荷水，喉嚨痛，用薄荷水嘖嘖給他涼涼

他年紀老大不小了，頭髮就是不白，當了 就好。在美國做 ENT 的李汝城(現在為阿扁總

主任教授看鬥診時，明明看到桌上放著一大疊 統的僑務委員) ，來恆春時聽到這故事，脫口

病歷，看一個病人、一轉眼病歷少了大半，每 而出:

次都如此，狐疑之餘間護士怎麼回事，得到的

答案竟是:

「病人嫌你頭髮黑，肯定是年輕醫師，經

驗不夠，所以偷偷的把病歷拿到隔壁白頭髮有

經驗的醫師那裡了。」

必定是護士應病人之託，幫他們拿過去

的，但如何能拆穿，白頭髮醫師可是他的學生

呢!氣憤之餘跑到理容院去。

「先生，剪髮嗎 7 J 

「不是，祟髮來的。」

「祟什麼顏色 7 J 

「白色的! J 

「不要開玩笑了，什麼顏色都可以祟，就

是沒有白色的。 」

說起此事，他至今猶憤憤不平。但只好留

著黑頭髮，繼續當他的年輕醫師了。

他來恆春看我的診所時，正好有一車禍骨

折的病人由省立恆春分院轉來，他覺得很新

鮮，怎麼病人由大醫院轉到小診所來了，我不

以為意，笑著說:經常如此。嚇!他怎麼看，

回去台北，在下一期「景褔」雜誌上登了一篇

大力吹捧我在鄉下如何醫術高超的大作，搞不

2001 年五月

r ::;r。 γ 于 J!- '哇日塞!虧他想得出來，好一

個給他涼涼。 」

可能這薄荷水治療法不對李汝城才會有此

反應，但是好友名教授的處方指導，我至今奉

行不渝。

時間這精靈是不講情面的，才一轉瞬，青

春年華已被掠奪，很不情願，很不小心的我們

都已到了退休年齡，憶起往事，難免有些依

依，但願老友茂銘兄，能繼續保有滿頭黑髮，

退休後精力充沛地再奉獻所學四十年。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開業於恆春戴外科婦

產科診所)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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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整理神經醫學會 25 週年慶，才猛然

發現自己踏上神經科的領域已有 25 年了，很巧

的是我進入台大神經科的當年也是神經醫學會

成立的年頭。這 25 年中，從對神經學的完全陌

生到能趕上了解最新的神經學潮流，甚至當上

老師，教導年輕一代的神經科醫師，可說是一

步一腳印慢慢地累積經驗而成，茲將這 25 年的

心路歷程整理如下:

1977-1981 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住院醫

師時所接受的是神經精神科的訓練，雖然在申

請時已確定要走神經科，但精神科的訓練仍是

必須的。在洪教授的鼓勵之下，除學習一般神

經學之外，更進一步於神經生理與神經免疫的

研究， 1980 年神經科獨立於精神科，我是第一

屆的 CR '洪教授為第一屆主任， 1981 年有機會

于京都參加世界神經大會，開始踏入國際的行

列，很幸運地初步的研究成果被 J Neurol Sci 接

受刊載。在土生土長的環境， 一切都靠科內同

仁讀雜誌及教科書自修而來，雖有多位國際知

名學者陸陸續續到台灣訪問，而學問的交流僅

止於講演內容。利用 CR 的假期到美國一趟，這

次的行程參觀不少美國的神經科研究室 ，在過

去只沉浸於書中的土法鍊鋼方法，現變得有機

Iiß 5'告彰

1982個 1986 這一階段有機會到國外深造進

修， 1982 獲得日本鹿兒島大學的獎學金到鹿兒

島大學附設醫院神經科一個月，順道參觀日本

各大名校的設施，因為 1983 年台灣即將舉辦亞

太神經醫學會 (AOCN) ，由洪教授主辦，受洪教

授的委託在日本參觀活動中，順便拜訪日本神

經界的大老，聽聽他們對於 AOCN 的意見。在

鹿兒島的交流完成之後，也陸續參觀了許多日

本知名的神經研究室及拜訪神經科的長老，如

黑岩、井形、樁、里吉、木下等教授，這次的

參訪活動讓我們實際看到了國外的學者如何在

學問上努力。在台北的 AOCN 盛會，來了不少

國外的學者，也與他們作了不少交流，我與陳

光明醫師合辦運動神經元疾病研討會，也開始

有籌辦國際研討會的經驗。 1984-1985 年受國

科會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皇家自由醫院作研究

員，這是一次較長的進修計劃，使我的研究工

作能夠做更深入的探討，除了英語溝通進步之

外，也了解如何與外國人交往，學問上的進步

也更為扎實，回國後在肌無力症的研究就如虎

添翼，自設檢查抗體實驗室，製訂于加及成立

病友會。同時與國外研究室保持連繫'使自己

的學問不至於退步。

會與當事者一起討論，這趟的收獲不少，後來 1987-1991 年歲漸漸成長，也負起教育年輕

許多的神經學檢查都因這次的“取經"而在台 學生的責任，除在學校教導醫學生外，自己所

大設立了 。 研究的資料也逐漸發表在國際知名的雜誌。曾

28 2001 年五月



應邀到香港神經醫學會及澳門醫學會作專題演

講，在日本舉辦的 AOCN 也應邀作專題演講 。

同時與對岸的學者也逐漸有交流， 1990 年首度

到北京參加國際神經免疫學會大會，這是與大

陸交流的開始，隨後在不同的醫學會大會中也

都陸陸續續遇到大陸的學者，並與他們作相關

的交流 。 這一階段的任務是將國外所學的，希

望能在國內發揚光大，與陳順勝、陸清松籌組

跨院區的學研討俱樂部，定期討論國內的病例及

國內的研究， 這一活動足足維持十年之久，不

1977 史責雲鵬教授主科內演講

1983 年 AOCN 晚宴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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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輕的醫師還很懷念那段時刻。

1992-1996 新光醫院成立 ，有機會與台大

的同事一同到新地盤打拼，新光醫院為全新的

醫院加上經營者有企管的經驗，沒有包袱，對

於想有作為的人有很大的鼓勵作用。從零到科

內穩定，雖然花了幾年的功夫，但這真是一難

得的經營經驗，在董事長與院長大力支持下，

本科的業務日益茁壯，除了服務病人外，我們

也將台大的精神在此地發揮，在學術研究方面

並沒有因到私人醫院而中止，同時引來了不少

傑出的年輕神經學專家一起加入打拼。 1994 年

我們在新光醫院舉辦了第一屆亞太神經流行病

學大會，與會者 200 多人，十幾個國家的學者

1 994 第 屆亞太神經流行病學研討會於新光醫院舉行

1997 首屆海峽兩庄神經研討會Ii'?新光醫院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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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提昇了本院的國際地位，同時與兩岸

的交流也不曾中斷， 1992 年到大陸參加兩岸神

經生理討論會後，受聘於中日友好醫院，擔任

名譽顧問，每年到大陸講學，與他們作友善良

性的溝通，研究結果還得到大陸國科會的獎

勵 。
d捶胸胏明-

JING FU 景福醫訊 l

1997-2001 在新光的辛勤耕耘，總算沒有白 、

費;幾年來的臨床經驗累積及研究，加上同仁 憫
的努力，陸續有臨床的研究論文發表於國外， \ 

2001 iE第三屆國際血液淨化醫學會大會 (ISFA)

30 

1997 新光醫院神經內科全體醫師合影

也將新光神經科帶出了一些特色。肌無力症的

治療與服務成為全國之冠，加上血液淨化中心

的成立，除服務於神經科病人外，亦服務內科

及外科的病人。 1997 年在本院舉辦海峽兩岸神

經學研討會，邀請大陸與國內神經科專家數百

人參加，增進兩岸的交流。 1998 年我接掌血液

淨化醫學會，將全國的血液淨化水準推向另一

階層，於 2001 年舉辦第三屆世界血液分離大會

(ISFA) ，深獲國內外人士的好評，也幫台灣血液

淨化領域爭取一點國際的聲譽

年輕時常聽長輩說 50歲要著書寫回憶錄，

好像在這階段人生已有一定論，不再衝刺;而

不知不覺中我已走過了 50歲，卻發現事業好像

才剛開始，一切仍值得向前{齒，歷史還等著我

去創造，那有時間在此時刻寫回憶錄;或訐是

現代人的壽命普遍延長，資訊爆炸，人類的腳

步愈來愈快，一切的規劃都必須往後移吧!神

經 25 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還有 30 、 35 應該

是更多采多姿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75 年畢業，現任新光英火1師紀念

醫院神經科主任，台大醫學院神經科兼任副教授)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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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建亡友一定然
也三于一 一于三三〉

望著棺木隨著誦經聲緩緩地移入火葬場，

我哀戚的心中不禁嘆道:思然，你真的走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夜裡過了十二點，

母親匆忙從樓上走下來，告訴我有人打電話來

說你從水塔上跌下來，有嚴重的頭部外傷;霎

那間，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直覺反應以為是

不是有人在開玩笑?一直等到怡龍再次打來，

我才知道這是真的，那時候已接近凌晨兩點

了。這個噩耗令我徹夜難眠，次日清晨我便匆

忙搭機南下。到了奇美醫院後，看了電腦斷層

片子以及手術過後的你，身為神經外科醫師的

我已深知，這是場十分艱難的生死關頭。

接下來的幾天，勝堅學長、 1台龍和我便輪

流值班，希望能透過最新的治療方式來挽救

你。而每當我回到台北，心情總是隨著你的病

況起伏不已。不幸的是，一次嚴重的肺部感染

幾乎{并發成人型呼吸窘迫症，眼見你的病情急

轉直下，多虧獻欽的治療，一時看來似乎病況

有些轉機。但再次的電腦斷層顯示著即便能留

住生命，也將會有極大的缺陷。我們不忍也不

能強要你留下。於是，你走了。這是我第一次

深感身為神經外科醫師的無奈，對於你的病痛

竟如此的無能為力。回到家裡不經意的翻開照

片，往日的回憶歷歷在目:就在十七年前，年

少輕狂的我才剛考上台大醫學系，成功嶺受訓

回來後，已近十月初秋了。就在還沒開學前，

忽然有天醫學院的學長打電話來約我到成功高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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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三三三三三三

中練球。論到排球，我從國中到高中，少說也

有六年的校隊經驗，雖不是主將，但想想光會K

書的醫學院中能有什麼高手?那時實在是不怎

麼把醫學院的球隊放在眼襄。但是到場一看，

先不論球技，個個可都是年級甚高的學長，不

是大四、大五，起碼也都是大二以上。初見時

只見你一頭長髮、皮膚鞠黑，和大家都笑嘻嘻

的有說有笑，我心想這個人起碼也是大二 、大

三的學長吧， 一問之下才知你竟是和我同屆的

同學。而你那隨興不羈的性格和我這略帶拘謹

的個性便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從此，我倆便結

下了不解之緣。

從新生盃、醫學盃到大專盃，我們已是焦

不離孟的好戰友。還記得嗎?大一那年寒假

時，我帶領了一批同學進缸你台南家，看到李

爸爸的敦厚、李媽媽的健談、大哥的豪爽及小

妹的率真， 更別提你們全家人的熱情款待，這

些都讓我對南部人的好客與真誠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你知道嗎?我是多麼羨慕你的多才多藝

啊!那時的你早已是開車老鳥，載著我們這一

群人遊遍台南名勝，從億載金城、赤民樓甚至

到烏山頭水庫，而我卻連機車都不會騎;於是

你便帶著我去練騎車、開車;一路上你還鼓勵

我說 r 以你的運動細胞，一定能很快學會

的。」現在回想起*才知道，那時的你是冒著

多大的危險說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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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時，你認識了學妹熊小姐，從宿舍站 早結婚的;於是我便抱著"反正結婚一定不會輸

崗開始，你可說是卯足了勁 。沒想到平時一副 給你"的想法，放心的出國了。

酷樣的你，追起女朋友來可是柔情似水;不過 今年二月我從美國進修回來，和宗翰聯絡

以你的能力與執著，我想怎樣鐵石心腸的人大 後，才知道原來你已經交了女友，而且即將論

概都逃不掉 。 果不其然，不久後就看著你們出 及婚嫁。於是我半信半疑地打電話向你求證，

雙入對地穿梭在校園裹，好不羨煞人。但好景 你也承認預定在六月中完成終身大事，且目前

不常 ，她在畢業後便赴美深造，而念醫學系的 診所業務也蒸蒸日上。當我正為你的順利而高

你卻無法同行，從此之後你們便聚少離多。直 興且心甘情願地成為“爐主不料，卻......

到你在當住院醫師時，有一次到美國找過她

後，便不再聽你常提起她了。我想大概一切已

成定局，果然她終究還是在國外嫁作人掃了。

但是最令我感動的是，直到住院醫師結束前，

你都未曾再結交任何女友。

好不容易到了你耳鼻喉科畢業，終於聽到

你對某位女實習醫師有好感;我心想，以你的

魅力 ， 一定沒有女生可以抵擋得住。果然，你

們開始交往了;後來她選擇市療精神科， 為此

你決定留在台北 。不料命運捉弄人 ，你的父親

竟在此時被診斷出罹患肺癌 。還記得當你在台

大醫院告訴我這個消息時，那是我第-次也是

|唯一一次見到鐵漢般的你流下了眼淚。此後的

一年裡，便看著你在台北、台南兩地奔波 ; 最

後李爸爸走了，你的戀情也無疾而終了。

後來你決定回台南開業 ; 講求完美的你，從

開業地點、裝i黃、設備無 J不是事必躬親。幾次

去台南 ，總是令我讚嘆你對於診所的投入及執

著。然j(Jj創業維艱，初期時看診人數未見理想 。

那時，住院醫師時期的室友，右任、宗翰以及

你、我都仍然是王老五，每次聚會時總會互相取

笑是否當年宿舍的房間風水不好?所以大家都尚

未成家。然而，就在我忙著準備出國進修時 ， 宗

翰及右任卻不約而同地突然傳出結婚的消息;而

我心恕，以你的挑剔及工作的忙碌，在這短短的

時間冀， 絕對不可能比我這個有固定女友的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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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然，相識十七年，你對我的影響真是難

以言喻;初識你時，很羨慕你在人際關係上的

左右逢源 ，相較之下，我便無法如此圓融;相

處久了，才漸漸地發現，原來你也是嫉惡如

仇、有著火爆脾氣的。記得有次醫學盃，的:因

極度不滿裁判判決，還曾在發球時將球往裁判

方向砸'我想這在醫學盃史上應是絕無僅有

的。對於我這個有些保守、封閉的台北小孩，

認識了你之後，我才發現生活是可以如此多面

而不羈的。而你的一些近乎虛無主義的想法及

看法也讓我在面對一些事情峙，能從別的角度

切入，進而有更深一層的體認;而這些在我的

成長中，都是極為重要的一部份。

那天，在病楊中，李媽媽對我們說， 看著

這些好友如此對你，也是值得了。是的，如果

不是你 ，勝堅學長 、 1古龍會如此不眠不休嗎?

如果不是你，國峰、志弘、柏秀、宇峰、獻

欽、佩芬他們，會這樣子的每天過來探視嗎?

尤其是國峰 ，從你受傷到過去，他一直陪著

你;還有那麼多同學們過來關切，你的女友更

是全程陪伴在側， "台仁則是義不容辭地負擔了

很多雜務，每一個人都希望能為你做些什麼。

看著大家，我心想，你是值得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91 年畢業，現任職於亞泉醫院神

經外科主治醫師)

2001 年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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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樣的平華到臥虎蔽策

四十年前，六十年代初，他們是一群剛進

大學府的新鮮人 。 女生們，還是清湯掛麵，白

(綠)衣黑裙，像一隻一隻青春的小鳥 ;男生

們，平頭短髮，還脫不掉那褪色的卡其制服，

又帶點草根氣味。他們的上衣口袋上方，依舊

留著什麼一中，什麼女中的，都以他們的母校

為榮 。

校園的草舖上，椰子樹下，幾個和尚搞在

一起，就是阿利不達的講個不停，他們的眼睛

卻是忙得團團轉，頻頻注視著一個一個走過去

的女孩子 。 品頭論足，說什麼這個查某囝仔水

噹噹，她的眼兒明又亮，好像那珍珠一模樣;

又說那個查某囝仔嬌滴滴，她的嘴兒紅又小，

好像那五月的紅櫻桃。

漸漸地，女孩子的秀髮捲起來了，她們的

衣著也多花樣，多色彩。男生的頭髮長茂了，

有的還是油油亮亮的，他們改穿中華商場的襯

衫、洋服褲，可以討價還價的那種貨，又捨了

球鞋，穿上皮鞋，他們開始擦亮眼。

不久，偶而出現一對一對的，進出校園，

邀約東南亞，觀賞亂世佳人，又在清真餃子

館， 一起吃個飽 。

兩個寒暑後，大夥搬進楓城襄的大厝去，

那襄庭院深深，高高的闇牆，只開著一扇門 O

他們開始苦行修性，不聞城外的喧嚷吵雜，拒

絕凡間的榮華誘惑。做貓狗老鼠的實驗，又與

死人為伍，面對著褔馬林的衝擊，往往一把鼻

2001 年五月

葉弘宣

涕，一把眼淚。每逢期考，大考，挑燈夜戰，

徹夜通宵，那還是家常小事 。

福利社裹，有一個破舊的撞球台，兩張主主

4球桌，讓大家舒舒筋骨;籃球架上，掛著破

爛的球網，也可以來個帶球上籃;那野草叢生

的足球場，有人常做晨跑。還有椰風社團，在

風雨微微的秋風夜雨襄，大家哼著雨夜花，補

破網，唱唱丟丟銅仔。

又過兩個春秋，大家披上白衣袍，在楓林

舊厝與常德大院之間，來來去去，忙忙碌碌。

師長的教誨，臨床的見習，也羽毛漸豐，當起

小醫師來了，還跟著做夜班。在急診室襄，兵

來兵擋，還有叫做 R 的黃雀在後，頻頻探頭，

為你撐腰打氣。

七年畢業，各個像生龍活虎，眼見滿山春

色，有人再上山拜仙，有人下山問世。如今，

大家在四海天下，醫學的領域襄，或各領風

騷，或堅守本位，有人得了金馬獎，金球獎，

有人直逼奧斯卡。

六八班的同學們，我們經歷過花樣的年

華，一路走來，不管你是臥虎，還是藏龍，你

們都是最佳服務獎的得獎人。

再回首，恍然如夢。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8 年畢業，主見於美國加州 I Napa 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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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己紐約杏林男聲雙四重唱

走出錄音室，已是近黃昏。這裡是紐約州

大石溪校區 (SUNY at Stonybrook) 的 Staller

Center of the Arts 。時值深秋，校園裡彩色繽

紛，銀杏葉的金黃，楓葉的橙紅、鮮紅，配上

針葉木的墨綠，新英格蘭區美麗的秋景在太陽

光照之下更顯艷麗。我們一夥人歡欣地慶祝第

一張 CD 錄製完成，十年來的苦練總算有一點交

代。

話說 1991 年，台大醫學院杏林合唱團蒞臨

紐約演唱，住長島的李煙景醫師 (M1960 '前台

大杏林弦樂團小提琴手) ，黃耀鐘醫師 (M196

1 '前台大杏林弦樂團小提琴手) ，許登龍醫師

(M1961 '教會詩班男高音 ) 及楊士宏醫師

(M1975 '前台大

醫學院杏林合唱

黃瑞 1宣

師四重唱繼續下去。隨後有張哲孟醫師 (M195

8 '前台大杏林弦樂團小提琴手 ) ，陳廷豐醫師

(M1961 '教會詩班男高音) ，許左龍醫師(許

登龍醫師弟弟，高醫牙科 1972) ，及黃瑞喧醫師

(M1977 '前台大合唱團男高音)陸續加入，遂

組成紐約杏林男聲雙四重唱 (New York Sing-Lin 

male Voice Double Quartet) ，專唱古典藝術的

歌曲、宗教歌曲等 “ 有水準"的曲子。由許黃

瑞鳳女士(許登龍醫師夫人，師大音樂系校

友，著名的 Long Island Symphonic Chorus 女高

音 )擔任指揮及音樂指導，張孔碧薰女士(張

哲孟醫師夫人，台大法律系校友，前台北藤田

梓教授鋼琴學生)擔任鋼琴伴奏，李露西小姐

(李煙景醫師千金， Novartis 藥廠的臨床藥理學

家 ) 擔任橫笛伴奏。

由於團員多數居住長

島，所以練唱地點都

在長島團員家或教

會，練唱時間多在晚

間9 點以後或週日。

團指揮)遂組成

男聲四重唱，以

配合節目演出。

其後這四位志同

道合的“大老"

有感於醫師生涯

的緊張繁忙，亟

需 身心上的調

劑，決定將這個

難能可貴的男醫
紐約杏林男聲雙四重唱

練了十年總算有

點成績，在紐約醫界

還小有一點名氣。

1995 年曾在 Lincoln

Center 的 Alice Tully 

34 200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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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為 Chines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的慈善

音樂會演唱，也在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及大

紐約區校友會的大會中演唱多次，屢獲佳評。

為了使過去十年來的演唱成果留下回憶，我們

決定排除萬難，加緊練唱，錄製我們的第一張

CD 。 在許黃瑞鳳女士熱心奔走之下，找到

Stonybrook 的 Staller Center 錄音室，在專業錄

音師協助下，灌錄了 12 首曲子 。我們選擇了

Formosana 這首歌頌寶島台灣的曲子作為這輯

CD 的主題，希望以後能慈善義賣 ，所得將作

donation 之用。

我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多少全由 LKK 的男醫

師組成的雙四重唱。我們這 8 位團員畢業年次由

1958 到 1977 '平均年齡 6 1. 5 歲， Median age 

66 歲，平常大家工作都繁忙，門診、查房、于

術、 on call 等等，要 8 人聚在一起定期練唱實

在不易，而我們卻能樂此不疲。李煙景醫師當

了十年的團長，熱心聯絡， organize 各場演

唱，功不可沒。張哲孟醫師曾為台大皮膚科資

深主任醫師，中年來美，從頭做起，終成大

就。而他每次練唱從不遲到，真是“感心"

陳延豐醫師住在 New Je間的，要開一個多小時

的車專程到長島來練唱，應得最佳精神獎。李

煙景醫師夫人及許左龍醫師夫人廚藝精湛，每

次練唱都免費點心招待。而李醫師夫人更當義

務的 Photographer 照相錄影通包。尤其感謝諸

位太座們的鼓勵，每次練唱演唱都當義務聽

眾，義務啦啦隊，夫唱婦隨，感恩不盡。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77 年畢業， J見於紐約開業)

G 更正啟事 心
經查本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87 學年度報考人數 52

88 學年度報考人數 51 89 學年度報考人數 87 '報考人
數皆在 50 名以上，故本院第十三任院長遴選座談會第

。場會議紀錄第五頁之發言十一部分更正為:「 -H.H.--L

是怎吉它有可喜構泣的思考，可以刪除&障共辨海京的系

所，而增設符合時代潮流的系所，如此在總員額不變之

下，讓我們的各教學單位更有號召力而能吸引好學生的

力口只、。 J

(台大醫學院人事組提供)

2001 年 五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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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能 il

王莉芳

我想，我是最“混"的執行編輯了，我所做的惟一工作，就是花了
一個周六日的時間，挑選稿件、校對文章，甚至，連編輯會議，我都因

門診之故，遲到早退，實在是太離譜了。所以，本期景福醫訊能見天

日，完全要感謝各位作者惠賜稿件 ， 各位編輯幫忙校對以及助理編輯王

小姐，他們才是真正辛苦的人，我在這裡坐享其成之餘，還附上一張遊
山玩水的照片 ， 又是太過份了!

P.S為何不見“爸爸"呢 ? 那當然是因為總要有人按下照相機，而且

他不是宋七力，沒有練成分身術 。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5 年畢業，現任皮膚部主治醫師)

2001 年五月



jt美台文醫學院眼皮雷 2001 年雷
各位敬愛 的合夫 督學院 老師.fl. 校 友們:

時間 200 1 年 8 月 3-5 日

地點南加州迪斯奈樂園

200 1 年，也是 2 1 世紀第 次的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將於 8 月 1 日、 4 日及 5 日在舉世聞名的南加州迪斯耐樂園新的大Dfr館( Dis ney's Grand 

Ca li forn ia HOICI )舉行 。

今年的主題是 Med i cine in 2 1 叫 Cent u ry 0 節巴安排如下 8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開始報到 。 晚上有各科系及醫科 25 年、 30 年及 35 年的 Reun ion

Pa rty 0 8 月 4 日星期六整天是各科系的 Scie n tilïc 們 ogral肘 。 (牙科的節目排在星期日舉行) 。 晚上是所有年會校友及老師一起在大會堂( 8all Roolll )的晚餐

盛會 。 並有精彩的娛樂助興節目 。 8 月 5 日星期日早上將討論一些校友們關心的事情， 當如台灣的醫療現況、網上醫療及 A lternat i ve Med i c i ne 。 中午用餐

後，結束年會 。 會後將安排眩遊 。 全部詳細的節日里，請與景福息會會 ( TEL23 89863 7 )索IlQ資料 。

為 此 ， 益祝各位 4正是

其事Id~ 意

全美會長及年會總召集人

張勝雄(勝安)

~O要預定 8 月的旅館，請打 7 1 4-956-642另並提及 Na t i ü n a l Taiwa n Medic ine Group ，會有折扣 。

The 2 1 5t Annual Convention 

National Ta iwa n Univers 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訓>ciation o f North Anleri ca 

Augll st 3-5 , 2001 

Di sney" s G ra nd Califo rni a Hotel , 1600 SOllth Oisneylancl 0... , Ana he im , CA 'i2R03-34 1 1, USA 

Rcgistratio n Fonn 

1. Nalll e : Eng li 只 h

2. Spo ll se Na l1le : Eng li sh 

3. Address 

4. Te lephüne ( H ) 一一一一一一 (0 ) 

Chinese 

C hinese 

Fax # 

5 . E l1la il 

6. Year 0 1' G radll ati on School / D巴pt

11 

1. Reg istrali on fee 咒 l ec l onl y one ) ( inc lllcling 2 breakfasts 、 2 Illnches , 1 dinner ) 

C harges # Person Sllb to ta l 

( 1) Be fore 7- 1-01 

1. Phys ic ians $ 170.00 x 

$ 160.00 x 2. No n Phy只 I C lan

(2) Äfle r 7- 1-01 

1. Phys ic ian 

2 . Non Phys ic ian 

$ 200.00 x 

$ 175 .00 x 

(3) A ll ernale pac kage (non phys ician onl y) (inc lllding 1 Illnch & 1 dinne r) 

Be fore 7- 1-01 $ 110.00 x 

Äfte r 7- 1-01 $ 125 .00 x 

2. Meal charges for the spOll se and o lhers ( pe r meal ) 

( 1 ) 8-4-01 Breakt"a只$ 18.00 x 

(2) 8-4-01 Lllnc h $ 33 .00 x 

(3) 8-4-01 Di nnel 

(4) 8δ-01 Break fasl 

(5 ) 8-5-01 Lllnch 

3. Golf TOllrname nt (8-3-01 ) 

4. Posl Cünvention TOlll 

$ 60.00 x 

$ 18.00 x 

$ 33 .00 x 

$ 65.00 x 

( 1) Adllll 

a. DOllble occ llpancy $350 .00 x 

b. S ingle occ llpa ncy $490 .00 x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c . Triple occ llpancy (3 rd person)$270.00 x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C hild (llnde r 12 years ü ld ) $230.00 x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TOTAL 
I I I 

Make check payable to NT UMCAA-NA and maillO: NTUMC AA-NA 

c/o She ng Chang MD. , 500 N. Garfi e ld Ave . #2 10, Mo nterey Park , CA 91 754 , US A 

Qllesti o llS: Dr. She ng Chang. (626) 573-0055 , Fax : (626) 573 -40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