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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1分醫訊印製由中山聲學大學捐款贊勘

道加學斤世紀的中山醫學大學

不斷求學斤來好的中山醫學太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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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01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台大醫院

攝影:李五郎、彭奕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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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大教授協會獻歌「與我相同行」 。 2.鄧哲明主任陳述生平事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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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遠哲院長致慰詞 。 4.陳維昭校長致慰詞 。

5 .景褔館廣場眾人肅穆 。 6.列隊瞻仰遺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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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褔醫訊|

中山醫學大學的劉校歷程

周明智

中山醫學大學肇始於 「 中山牙專 J 而牙 到教育部核准籌辦，並於同年 8 月 1 日在今日之

專的設立歷經五年的奔走和籌劃。事實上，創 校址舉行破土奠基典禮。

校的構想早在光復之初便阻釀而成 ， 四十餘年

前台灣的牙科教育是一片空白，牙科醫療從未 40 餘年前 「 中山牙專 」 初創，民國 49 年 11

被社會所重視 ， 國民的口腔衛生往往為大眾所 月 12 日舉行開校典禮，當時全校師生尚不及百

忽視，對此情形本身學牙科的周董事長，心中 人 ， 如今竟遠超過當年五十餘倍之多，無論師

常感不平與憤慨。民國 44 年底，曾任東方工專 資、設備皆不能同日而語，校務亦隨之蒸蒸日

的校長許國雄博士適巧參加遠東齒科會議回 上。開辦當初之全體董事及全校師生秉持著畢

國，途經台中，周董事長選集好友在台中魚平 路藍縷、阱手低足的襟懷與風範，使得學校渡

食堂聚會宴請他，會中談起國內牙醫師的情 過了一段昂揚奮勵的歲月。

形 ， 同感台灣一直缺乏專門的牙科訓練學校，

當時周董事長毅然提出創校之議 ， 立即獲得大

家的贊同， 一致公推周董事長負責進行籌備。

經過多年以後至今回想起這一段因緣際會，周

董事長仍感到不勝喘噓，因為直到正式籌備工

作開始展開後，才真正了解設校所遭遇的艱辛

與波折是多麼大。民國 45 年召開發起人會議 ，

以及 46 年幾次籌備會議，總未能獲致多大的進

展，加以申請的公文往來皆缺乏明確的答覆。

原先倡議發起的各界人士便紛紛有了退縮之

勢， 即使發起之初答應提供的建校士地亦沒有

著落，只好自己來解決這些問題 ; 周董事長與

胞弟周汝南董事兩人共同提供一甲多土地，再

由董事長夫人周張不董事捐出五分多地的個農

補償金 ， 收回農地進行申請興建校舍。整個籌

備工作不知經歷了多少困難坎呵 ， 幸獲得當時

監察委員、台灣省牙醫師公會顧問陳江山先生

( 曾任本院董事 ) 側面協助，遂於民國 46 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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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1 年增加了醫科 ， 學校也更名為 「 中

山醫專 J 自此學校的醫學教育與教學設備更

加地完備，並使得創校之宗冒與目標進一層地

擴展。

民國 66 年學校歷經 15 年嘔心瀝血的努力與

奮鬥'終於能如願以償的升格為學院。而後學

校師生及附設醫院同仁持續秉持校訓 「誠實待

人、愛護人群、精益求精、勤於職守 」 之精

神 ， 再以更高層次的目標，自我期許與挑戰，

附設醫院於民國 89 年 7 月 1 日獲准升格為 「醫

學中心 J 開啟醫療服務新的里程碑，學校於

民國 90 年 8 月 1 日起奉准改名為 「 中山醫學大

學 」 。

中 山一路行來 ， 年齡已屆八十五高齡的創

辦人周汝川董事長說 r我的最後一個心願實

2001 年十二月



現了 J 言語之間 ， 透露了對中山無限的期

訐及欣慰，然而在這段苦心經營的歷史裡，

學校與醫院都曾面臨多次的困境與難關 ，使

得學校在成長茁壯的過程中遭遇比別人更艱

辛的挑戰與挫折，這便是中山今日能衍發出

獨特之風格與精神的原因，並賦予本校今後

發展上更具有韌性與擔待的因素。此一時期

的渡過與開創及今日中山的成就與榮耀 ， 本 J 

校從 「 牙專 」、「 牙醫」、「 醫學院 」

「 醫學大學 J 一路走來備極辛苦。除了董

事會全力的支持外，還有學校及醫院歷任校

院長及師生同仁們的奮門不懈，沒有他們，

就沒有今天的中山 。當然這四十年當中，還

有很多外界之力量幫助我們，如台大醫學院

在教學自ïfi資及治學方針方面都長期綿綿不斷

給予協助，還有社會賢達人士亦助力不少，

當然台中鄉親之鼎力協助，我們均深表謝

忱 。

回顧半世紀來學校和社會的發展 ， 變遷

的速度令人感到驚訝， 工業發達經濟繁榮使

得許多原來中華社會的精神與道德觀蕩然無

存;醫療儀器與科技的精進，更使得兩代醫

事人員之間的尊嚴與能力有了很大的轉變，

私人診所在今日反而很難再生存 F去 ， 大部

分的利潤都支付給醫療設備的附加價值。就

像當初創校的目的只是為了要服務社會，完

全沒有想到牙醫會賺錢 ， 學校命名為「中

山 J 就是效法國父服務人群、回饋社會的

崇高精神，往後更H守遵循這個方主|做為院務

發展的指標。

木校深知 ，如果要在醫學臨床及基礎領

域上佔有一席之地，就必須發展出特色。而

本校以牙科創校，牙科自然成為本校的特色

2001 年卡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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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倉11辦人暨董事長周;女川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現任校長林中生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現任總院院長周明智

左為 Dr . Hlggln (President of WONCA 1997~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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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學校積極設立了 「口腔醫學研究所 」 及

「 牙科材料學研究所」。改制大學後，學校教

學單位分為醫學院 、口腔醫學院、醫學科技學

院、健康管理學院及通識教育處，各學院下設

系、所;附設醫院設總院及四個院區，各院區

各自有不同的特色發展。附設醫院自從醫學中

心醫療大樓開幕啟用後，總院三院區合計病床

數達 1287 床，有效地增加門診病患的收納及整

體醫療的規劃與管理;更重要的是，教學、診

療 、研究的作業大幅改善，確保醫院的醫療水

準和品質。使中山在臨床醫學、教育及研究上

建立起更崇高的地位，朝多元化、 企業化的方

向邁進，成為全國理想的醫學大學和世界一流

的醫學中心。

回首本校創校以來的變革與遞壇，我們所

奮鬥、期待、努力締造的學校已奠定了宏偉的

基礎，並有光輝的前程，秉持著孫中山先生革

命建國的熱血赤誠 ， 讓我們擁有今日的驕傲和

信心 ; 邁開腳步、向前奔進 、 同心協力，以迎

接中山更美好的遠景。

奉准改制更名為「中山醫學大學 j

中山醫學大學由原私立中山醫學院經教育

部審核通過更名中山醫學大學於 90 年 8 月 1 日

正式揭幕，這是本校自創校四十年以來的另一

個里程碑 。 中山醫學大學的歷史從最早創校初

期中山牙醫專科學校，改為中山醫學專科學校

再升格為中山醫學院，如今四十年後終於升格

為中山醫學大學，就如創辦人周汝川博士所

言 : 中 山從最基層的二等兵起， 一步步往上爬

到目前高峰 ，畢路藍縷，走起來比其他醫學院

要來得艱辛。 中山醫學大學包括醫學院、口腔

醫學院、健康管理學院、醫學科技學院及通識

教育處，目前全校共有醫學相關科系十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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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七個研究所，其中四個博士班。周董事長

在揭幕典禮上，特別對各界的愛護表示感謝，

同時介紹了中山醫學大學的校徽、校旗及校長

林中生，林校長也是中山校友及心臟內科知名

醫師學者。 中山醫學大學未來以輔導、培養學

生服務情操與知識並重為目標，推行終身教

育 ， 提升學術研究與教學，促使中山醫學大學

朝一流國際大學邁進。

附設醫院於升格為「醫學中心 J 級

教學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民國五十五年八

月十七日登記開業，自始即秉持校訓 「 誠實待

人 、 愛護人群 、 精益求精、勤於職守」之精

神，致力提升醫療服務、教學研究品質，在全

體同仁的努力下，附設醫院於八十九年七月一

日起獲准升格為 「醫學中心 J 開啟醫療服務

新的里程碑。附設醫院自大慶院區啟用後，全

院建構完整醫療網絡 ， 設總院及四個院區:大

慶院區、中港院區、太源院區(台中市政府委

託經營台中市立復健醫院 ) 及文心院區(口腔

醫學研究中心 ) 。

各院區發展特色

大慶院區 :胸腔疾病防治、心臟疾病防治、癌

症防治 、 腦血管疾病防治、愛滋病

防治、燒燙傷診治、加瑪刀治療、

正子造影 、 醫學影像擷取及傳輸系

統 (PACS) 及高壓氧治療

中港院區 : 兒童疾病，、婦產科疾病 、不孕症 、

遺傳諮詢及美容醫學、藥檢及體檢

業務

太源院區 : 復健治療、精神醫學

2001 年|二月



文心院區:口腔醫學疾病及其相關研究

各院區病床配置:

院區
急性 一 慢↑生 特殊

合計
般病床 病床 病床

大慶 571 45 195 81 1 

中港 171 133 304 

太源 122 50 172 

合計 864 45 378 1287 

民國八卡九年十月一日並接受台中市政府

委託經營 「台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

全院以跨部科室方式成立高科技及高專業性之

疾病防治中心，期使本院成為全國醫療重鎮之

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通過 IS09001/

2000 年版國際品質認證及 Health
Marl<國際最高醫療品質認證

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導入標準化作業流程

以提升教學與醫療品質I ，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

通過 1809002 國際品質認證及 Health Mark 國際

最高醫療品質認證'在持續品質之要求下，於

九卡年六月通過 1809001/2000 年版國際品質認

三完~ -
且旦 υ 

醫學大學

1809001 品質政策:教學品質、研究成果、行政

效能

1809001 品質目標 :師生滿意度

附設醫院

1809001 品質政策:醫療品質、研究成果、服務

親切

1809001 品質目標:顧客滿意度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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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你坐

未來展望

中山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全體人員將持續

努力，致力提高學校競爭力與學生滿意度，完

成系所整合及促進學院之特色發展，培養更專

業之人才，提升附設醫院教學訓練及研究品

質，加強各科教學門診，推動科內各項學術活

動，強化各項教育訓練，全體同仁不斷努力，

期望能為人類健康帶來更高的福祉。

中山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沿革:

民國 44 年 11 月 12 日 籌備牙醫專科學校

民國 46 年 3 月 教育部准予籌備

民國 48 年 7 月 成立董事會，並推舉周

汝川先生為董事長

民國 49 年 8 月 奉准招收第一屆牙科學

生，校名訂為「私立中

山牙醫專科學校」

民國 5 1 年 5 月 增設醫科，校名更改為

「私立中山醫學專科學

校」

民國 55 年 8 月l7日 附設醫院登記開業

民國 66 年 8 月 改制更名為「私立中 UI

醫學院 」

民國 68 年起 陸續增設各學系、研究

所碩士班及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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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 年 6 月 中港院區擴建完成(合

計 352 床)

民國 78 年 10 月 台中市政府與本校簽約

委託經營台中市立復健

醫院，復健科及精神科
正式啟用(即本院太源

院區，計 160 床)

民國 86 年 9 月 大慶院區內科醫療大樓
啟用 189 床

民國 87 年 11 月 12 日 大慶院區醫學中心醫療

大樓開幕，民國 88 年 l

月 23 日正式啟用 622

床(大慶院區合計 8 11

床，全院 三 院區合計

128 7 床)

民國 87 年 12 月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大樓
啟用

民國 89 年 5 月 通過 IS09002 品質認

證及最高醫療品質認證

Health Mark 

民國 89 年 7 月 1 日 升格為「醫學中心」級

教學醫院

民國 89 年 10 月 1 日 接受台中市政府委託經

營「台中市身心障礙褔

利服務中心」

民國 90 年 6 月 通過的09001 ， 2000 年
版品質認證

(作者係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醫科 1968 年莘莘'現任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總院院長)

6 

JING FU 景褔醫訊|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璟境衛生研究所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乙名

卜)資 格 . 具有博士學位，璟境

衛生或相關之專長 O

具有璟境衛生領坡教

學經驗及研究或工作

經驗者尤佳 。

(二)意者請將完整履歷表(含學術著

作且錄 )、一封推薦函、主論文

至少 一篇、開課計畫、生涯規

畫、學位證書影本(或成績單及

預期可畢業日期之指導教授函)

於九十 年六月二十日前，寄至

台北市 100 徐州路 19 號 106 室璟境

衛生研究所宋鴻樟所長收。

的聯絡電話(02 ) 235 1-64 78 轉 57

傳真: (02)2394-7995 

E-mail: i e h@ ha.mc .ntu .edu .tw 。

2001 年 1 令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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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龍女的婚禮到老同學的歡敘

葉弘宣

話說幾個月前，傳聞大林龍兄要嫁女兒 我們先後來美，分處各地，少有見面 O 幾

了，我們一直等著這天的來臨，去攀登龍門。 年前，他受慈濟大愛精神的感召，在南加州蒙

特利公園，參與義診的工作，回台後，先去花

說起老友林兄俊龍人如其名，從小就出人 蓮，再赴大林，挑起大樑，當了|站長，造福南

頭地，能高瞻遠囑，也揚眉吐氣。他與我，從 台鄉親父老，工作辛苦，也勝任愉快。

小學、中學，直到大學，都是同學，也有五十

幾年了 O 兩千零一年，人間七月天，南加州的聖塔

莫尼卡，太平洋海岸公路旁的半山腰上， 一片

那幾年，在大學校園裹，楓林城內，我們 喜氣洋洋，這天風和日麗，碧海青天，那綠草

同進同出，形影相隨，下課回家的路上，你一 直日茵的亭圍有一對璧人，于牽著手，龍女

句，我一句，互相搞笑，往往笑得前俯後仰 Kathryn ' 亭亭玉立，龍兄的佳婿 Richard '溫

肚皮酸痛，走過南陽街，那一路邊攤于，有我 文爾雅，在父母親友的祝福下，佳偶天成 O 龍

這倆個常客，老板說要上湯水餃，還是牛肉辣 兄龍心大悅，笑逐顏開，也多|喝了幾杯。同學

麵。星期假日，你來我往，奕棋聊天，耍幾招 們也分享他們這份喜氣。

紙牌魔術，有人開舞會，臨時給我來個惡補，

三步四步，可以派上用場的那種。他的探戈一 大林龍兄的子女，都繼承衣峙，龍女是個

流，爐火純青，舞池裡'來龍去脈，風起雲 內科醫生，龍子在醫學院，即將學成，那乘龍

湧，倒海翻江，終非池中物。他又熱愛西洋風 快婿，也是醫林圈內的人，專攻小兒科，都是

靡流行歌曲，每週的排名，瞭若指掌。 龍的傳人。

龍兄很重感情，也有細膩的一面，有次去 我們醫科六八班， 三十多年前，分道揚掰

看電影，西片 Madam X '被感動得雙淚泉湧， 後，各奔前程，偶而相聚，有時是在兒女婚嫁

不能白已。 喜慶的日子。眼見老友，個個還是風度翩翩，

雄姿英發;他們的另一半，含羞帶笑，更是風

後來，大家在台大內科，一起當住院醫 韻猶存。暢談之間， 一舉一動，都透露出夫妻

自巾，也互相切磋球磨 ，他腦筋靈活，診病明察 恩愛，憐我憐卿，你儂我儂。一席喜酒又相

秋毫， 一詣: R1 '就看出一個 Conn's syndrome 逢，開懷暢飲，人間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的的例，也去醫學會發表了。

婚禮喜宴之後，意猶未盡，當晚再來個小型同

2001 年卡二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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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龍兄又作東。同學中有招輝、老古、明男、 骨頭的人呢。老古就是老古，他要給我們一把

明詔、明達、惠哲、古錐、家興，以及他們的夫 他家鑰匙，說什麼如果主人不在家 ，就隨手開

人;明恭為婦產科忙人，那天不能來，原來是要替 門，打開冰箱，自己來了。

人生孩子，嫂夫人林美里來了 。
本班在台同學 ， 登山越嶺，乘風破浪，都

家興乃本班一寶，遠從芝加哥趕來，有他 有非凡成就。除了龍兄掌大林慈濟外，定信剛

不會冷場，他平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花邊 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新職，掌舵邁進國際航道;

小道，街頭巷議，看得多，聽得多。話匣一 瑞珍接掌成大醫學院，與定信兄南北呼應，富

閉，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落落長，好似滾滾 源醫優則仕，在中央服務，當衛生署副署長;

長江，後浪推前浪。講到精彩處，有聲有色， 還有台大松男，婦產科主任，博光醫工主任;

叉口沫橫飛，驚濤拍岸，浪花淘盡在座各路英 長庚的哲男，副長兒童醫院;板橋陳氏文龍，

雄。他搬出一些同學的舊事情史，那些陳年韻 熱衷大眾醫學教育，著書立說，參與社團，各

事 ，早已塵埃落定，經他這一吹，也吹得塵土 處演講，很有社會名望。大家從北到南，各領

飛揚，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還是太太們 風騷。

老神在在，莊敬自強，不驚不慌。

葉子東拉西扯，又成一章 ，同學姑妄聽

焰輝兄 ， 古道熱腸，凡事都是那麼細心， 之。

我們從北加州驅車南下前， '1、自我們迷路，傳真

一張周詳的路徑說明，來到 LA '穿梭錯綜的高

速公路後，幾個左彎右轉，下坡上坡， 一直到

他家門口， 一點也沒出岔子 。 晚餐後，在後院

涼亭小坐， 品茶談天 ，從工作到子女，從異鄉

到家鄉，從戒急用忍到各自表述，不覺夜幕低

垂 ， 清風徐來 ， 只見山底下已是萬家燈火 ，那

天邊遠處 ，迪斯耐的煙火， 若隱若現。

老古榮一，古風古調， 平易近人 ，與我從

建國初中， 一直是同班同學。這次在他家住了

兩夜，無所不談，也都是舊事情懷，還記得那

年 ，故與內人初識，相約小美冰淇淋 ，巧遇老

古 ，事後給予我這個老弟 ，加油打氣，非常感

激。我們促膝長談，翻看舊事照片，老古還是

個風雅之士，也吟風弄月，每張發黃的相片底

f- ，不是秋風詩情之句 ，就是後面情節的敘

述 ， 字襄行間 ，不免秋水伊人，人面桃花 。我

們也去他們夫婦的診所參訪 ，內人做了一次免

費的骨質密度檢驗 ，她的 T指數不錯，還是個硬

8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 8 年畢業， J見於美國加州I Napa 開

業)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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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沒有從事護理工作系友的感恩之心

這次參加台大北美校友會時，趙蒞倩提到

很多系友因為目前沒有從事護理工作而不好意

恩來參加。確實每次在系友們的聚會上互相自

我介紹時 ， 常常聽到有些系友會以非常不好意

思的口吻輕聲說道 :“ 我沒有從事護理工作，

我在做房地產、開餐館...或做家庭主婦有

點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 。

回想在I陰護理系時我們學到了相當多的專

業知識，除了功課上的壓力外，最大的壓力可

能來自實習了。一位老師只帶著 5 、 6 位學生，

緊迫盯人。從大二基本護理開始 ， 老師們就要

求我們去照顧病人峙，不要只從病人的一個疾

病問題去探討而已。而是要從病人的生理、心

理、家庭、社會...等等一大堆方向去想。老實

說，那個時候才剛從每天只知道背書的聯考及

大一 、大二的繁雜功課中掙扎出來，現在開始

處處都要用頭腦去想，而且還沒有辦法從書中

找到“ 一個答案往往病人的問題不是只有

一個答案，這種學習方式的改變 ， 使我們這些

護生開始掙扎，記得那時候自己還把所有唸過

的齊克果、沙特、卡繆 、 老子、莊子...等等一

股腦兒搬出來硬套到病人的問題上， 每天絞盡

腦汁報告寫到三更半夜 ，恨死這些老師了 ， 報

告交了出去以後又迫不及待的等著老師批閱回

來。護理系的老師們可能也是壓力最大的，不

只是教書而已 ， 每天還要逐句批己女學生作業，

總想多給學生一些壓力 ， 多擴展學生一些思

2001 年十二月

室』 主白
毛言 玉

維，這種師生腦力及心靈上的交流 ， 我常覺得

是其他任何學系所無法享有的。在畢業後的聚

會上，我們就常有聊不完的實習往事，讓我們

的青春年華留下深刻的痕跡。到了內外科護

理，認識了各種疾病、症狀及醫療處置。這種

知識的獲得，縱使畢業後沒有從事護理工作，

但在自己的親人、朋友有了疾病峙，能比別人

有更正確的了解 ， 我就知道好多護理系系友們

在先生、父母或兄弟姐妹生病時 ， 因為我們有

了這方面的知識而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照顧。產

兒科護理更是對身為女人的自己有更大的幫

助。記得當年生完兒子從醫院回到家時，自己

幫兒子洗澡、換尿布，也不必忌諱寒、熱、

涼、燥 ， 只要營養均衡，照樣母奶可以餵得很

好而讓婆婆鬆了一大口氣。兒童發展的知識也

讓自己多多少少更暸解成長過程的種種變化而

多了一份耐心及誘導，想想還能平順處理先

生 、孩子的關係，這豈不是唸護理最切實的收

穫 ? ! 唸了精神科護理、公共衛生護理，又讓我

們深切體會到環境、社區的重要性。在今天繁

忙的社會形態中 ， 我們也常常會遭遇比單純生

病、住院更棘手的問題 ， 當我們的親友碰到了

行為偏差，學習障礙的孩子，或是癌症末期 、

年邁痴呆的親人時，要怎麼樣運用家庭或社會

的資源在家庭裡照顧他們，常常聽到系友們在

討論這些問題時，就有比一般人更清楚的方針

及妥當的處置。就在最近的一次聚會上，我和

另外二位也都是家庭主婦的系友在將近六個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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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車程上，我們聊家庭、先生、孩子...甚至

人生，在談論自己或週遭的問題時，我們不知

不覺中總會加上一句“也許就是以前，在護理系

時有受過.. .的磨鍊及經歷，所以我們會用...的

方式來看待或處理這個情況，讓自己及對方覺

得比較能夠接受。"天啊!這不就是唸了;護理

系給自己最大的報酬I嗎 ? 我雖然不再從事護理

工作 ，但是當年唸護理時所給我的專業訓練及

磨鍊，讓我在任何領域都可以運用得上，真希

望所有沒有從事護理工作的系友也都能夠像我

們三個人一樣那麼興高采烈的談論自己處理事

惰的方式，對我們以前所學存著深深的感激與

濃厚的感情。我想這也是縱使我目前已是百分

之百的家庭主婦，仍然對護理系有份濃濃的情

誼，也希望學姐、學妹們能夠時常維持聯繫'

幫助母系，讓它能繼續不斷再孕育出像我們一

樣，不僅僅會照顧自己，也會貢獻我們自己給

周圍的親友 、 家人及社會的畢業生。

(作者係母校護理系 1 969 年畢業，現任道真護理教育基

金會董事長)

酋灣大學醫學膜生理學研究所

露益?

助理歡跟以主撤師3名

1.應j欽資格:

(1) 具有主理學租朋博士學位武醫學士學泣，且具有前述學f立法三平1-).上教學研究

資皮

(2) 教學及研究價域臥病;厚、注芽、杖、消化互綻式呼吸芽、收~1主

(3) 具獨立研究員i力

2. 檢具資料 : 1固人履皮、三封以上推薦函、學經歷詮1千影本、著作自主索及影本、未

來五平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才有勛於啥解申請各之資料。

3. 起聘日期: 91 平 8 月 1 日

IL 截止日期: 91平 1 月 15 日(以郵戳浴，是 )

5. 聯絡地址: 台北甫仁愛路一段 1號 1口樓 台大醫學院 主理學研究所所長

T享真: 88日 -2-239日lß5日 E-mail hlchEn@ha.mc.ntu.Edu.tw 

10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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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踏踏飽含的錢用

-一、

早就該動筆寫這文章了，於今始書，實在

嫌晚。

其實這個小小的心願一直惦在心裡。曾蒙

幾位學長姐與同學過讚我對文學的喜愛，卻遲

遲未能將縈繞胸懷的一些感受付諸筆墨，與大

家分享，實在問心有愧 O

秀才人情紙一張，雖曉得這東西份量太

輕，但經多番考慮，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以替

代的紀念。既然如此，就義無反顧地寫了下

去 ，儘管有點兒零碎 ，不過我知您當不會計

較，這是老交情

了，我心裡最明

白。

說來有趣，關

於這篇文章的點滴

靈感來源 、場所與

時間真可稱得上是

洋洋大觀，從夜闌

人靜的書房到人聲

鼎沸的街頭，從兢

兢業業的教室到熙

熙攘攘的的商區一

角，從繁弦急管的

2001 年十二月

廖先啟

麥當勞到香味濃郁的咖啡座。構想一來，總↑白

稍縱即逝， 於是便匆忙地搭記在各色紙張上，

眼前它們正簇擁著我呢 。

上學期曾和負責系刊的同學商量，是否能

給這文章竊據系報一角，但限於篇幅，只得作

罷。我一向覺得中國文字該用乾淨整齊的直書

加以表達， 才能連貫首尾，一氣呵成 。所以這

回特別央求編輯的同學，賜它一個樸素的外

貌，來與諸位見面。原本這是後話，但為求意

達，不得不先提及。

、

上學期的開學那天，我沒能到台大的教室

裡上課，因為我

當時已有了另一

項抉擇，儘管我

多麼士也不願在這

兩者之間做出抉

擇 。 印 象裡 ，那

是個灰濛濛的日

子 ，水汽氫主忌，

大雨彷彿一觸即

發。其實那時在

我的心裡早已大

雨徬沱，長久考

量下所鬱積的層

層陰霾不斷化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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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珠，所瀝瀝地落在情感的油紙傘面上，我是 麼，十月同窗所培養出來的點滴感1育，相信亦

多麼士也不想離開這個溫馨的大家庭呀! 彌足珍貴。三百個日子說長不長，但它的存在

離別在我們這個年紀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

情，但我仍相信，當中的百分之一或者能勾起

離愁，千分之一能觸動感傷，萬分之一能化為

詩情 O

印度詩人兼思想家泰戈爾有一著名的詩集

實足以伴隨我一生的腳步。

-、

記得大迎新那晚，在引擎的呼嘯聲中，我

乘著夜風到陽明山上去看你們和未曾謀面的學

弟妹。

一「新月漂鳥集 J 被譽為世紀不朽的名著。 那時一直隱身黑暗裡，不敢亦不欲驚動台

說真的 ，對這麼富有哲理的作品我實在難以深 前台後的任何一道動作。因為我曉得那將是一

入體會。就我而言，它遠不如余光中和鄭愁予 場完美呈現之前的序曲。所能做的，僅有貪婪

的親切，不如李杜詩篇的熟拾。然而，我深愛 地用眼耳去捕捉每一片段，唯恐遺落，然後將

「漂鳥 」 二字 ，因為它寄託有無限遐想的空 它們封存在記憶底深處。

間，表面上兩個字，實則卻是兩字成詩。

我思緒的精靈亦如漂鳥，但並不似泰氏之

漂向遠方，而是漂向楓城，漂向醫技系上的諸

位夥伴。

不久前重溫了幾本文化散文，再次為大格

局、大視野的題材所震動。作者們或以千年為

度，遠行萬里追訪人類文明的故地;或走訪川

j畢，憑弔古蹟，以名山大嶽為題。筆甜墨飽，

寫來直書胸臆、暢快淋漓，大有振衣千仰崗，

濯足萬且流的名士襟懷。

然而，我想我們之間的這點情1索尚無須如

此鋪|碟， 一份淡然、幽然的神交更勝千言萬

話。 一如嚐過北國千旦黃沙的大漠風光，聽過

「 天蒼蒼，野茫茫」的敕勒牧歌後，在凜例朔

風中回首一望 ，江南園苑裡的梨花院落溶溶

月，柳禦池塘淡淡風，不也頗富色彩和張力

嗎?

十月懷胎既能孕育出一個嶄新的生命，那

12 

精湛的表演，該諧的台詞，流暢的舞蹈。

躲藏其後的苦心與汗水隱約可見。正如同養兒

方知父母恩，許多時候，若非親身體會，親飲

這水，實難體會其筒中冷與暖的滋味，不是

嗎?

「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

好歹我們也曾共享過台大校園裡的幾抹天光雲

影，徜徉過醉月湖畔的芳草如茵。

幾次步出思亮館的實驗室，在結束充滿理

性科學的操作後，都忍不住信步跛向水光撿湛

的醉月湖，去接受一些感性的、詩意的精神衝

擊。三兩水禽悠悠地劃過水面，帶起幾條迷人

的波紋，感動不禁油然而生 r 雲彬、紗，水茫

茫，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時費淚行 J 晏

幾道一語說盡我的心事。偶爾會飛來一隻不知

名的鳥兒 ，輕盈著落在湖心亭的頂端，卓然不

群地傲視這一城校舍半城湖，顧盼良久，旋即

振翅高飛，全然不理會樹蔭下那道為牠著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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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

抬頭，不經意地看見d曉峭的枝條上，正絢

然飄下幾片紅葉，在萬賴俱寂的午后，這紅

葉 ，擲地有聲。「庭院是一片靜，聽市謠圍

抱，織成一地松影，看當頭月好 J 徐志摩的

詩句忽然清晰可聞。

「才于傅園道，杜鵑高開處，回首麗澤

遠，高樓暗幾層。」這是高中一位師長贈送給

我的勉勵之語。「麗澤」是母校台中一中的一

幢校舍，也是一個讓我魂牽夢縈的所在。那時

實在沒料到，有朝一日我真能漫步在椰林大道

上，游目四顧這杜鵑花城的如煙花海。回憶初

為台大新鮮人的那份自得，夢東野詩 「春風得

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參差可比。

在這座第一學府裡，你我的高聲談笑和誤

認書聲，曾迴盪在課室之間。這些聲音或許也

能歸入音樂的範疇吧，我想，因為它當中慘雜

有情感的元素，一種天地間最珍貴的東西。

四、

且來分享一首席慕容的新詩:

〈送別〉

不是所有的夢都來得及實現

不是所有的話都來得及告訴你

疚恨:總要深植在別離後的心中

f盡管他們說

世間總總最後終必成空

我並不是刻意要錯過

可是我一直都在這樣做

錯過那花滿枝特的昨日又要

錯過今朝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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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仍要重複那相同的別離

餘生將成陌路 一去千里

在暮譎裡向你深深俯首請

為我珍重

儘管他們說

世間種種最後終必成空

十年修得同船渡，那麼， fg:我之間的這場

邂逅，莫非是我的精魄在佛前求了五百年的善

果?我認為是。

命運的骰于一再地在你我之間被擲出，沒

人能知曉未來。很多時候 ，世事難以盡如己

意，人們所能做的，僅是在瞭解「萬般皆是

命，半點不由人」的苦澀後，在許多關注的目

光裡、殷殷的期盼下，為自己鋪陳一條順遂一

點的道路罷了。從小生長在醫學氛韓濃厚的家

庭裡，每天見聞常不出這些領域。前陣子有幸

讀到兩位台灣醫界開拓者一黃達夫與羅慧夫的

心路歷程和傳記，也深深被他們榮神益人的行

醫腳步所感動。許許多多的偶然會促成必然，

現實的仄逼、親友的盼望，往往操縱著青年的

希望之帆和生命之舟。柳永詞裡「才子詞人，

白是白衣卿相」的時代早已悠悠遠去。

有朋友問起是否後悔晚了這麼一年，我要

說，惋惜之情自然是有，畢竟正值流金歲月。

但一年的台大生涯，身為這麼一個親如家庭的

團體中的一份子，這些滿足，實足以彌補惋惜

之情而有餘 。 也曾被問到我何以對許多往事記

得十分清楚，那時雖沒回答，心裡卻早已有了

肯定不過的答案一 因為我在乎。

五、

中國古代七夕有喜鵲放飛的習俗。相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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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這天 ，世間的喜鵲會飛升至銀河，首尾相 因青春環繞，分手時，總也有淚如泉。有時不

銜，搭起鵲橋，讓牛郎織女兩星宿，得以跨越 禁埋怨起造物的殘酷，既要人們忍受別離之

西天王母的玉替一劃'相聚一晚。一切形式的 苦，當初何必讓他們相識?現在，我懂了，祂

別離彷彿都是如此，它分開人們各自的形骸， 乃是將美好的旨意施在世人身上，要我們懂得

卻無法阻斷生命間的感染和交通。 去珍惰。若說熟花時的華飲是一段友情的肇

「 既有河的阻隔，就有橋的溝通。有翅

的，終要遨翔;相離的，總有一天要相逢 。 」

奇怪地，人間自古傷別離。王羲之的蘭亭

集序，縱因筆墨之美而備受推崇，卻不及蘇軾

「 恰似飛鴻踏雪泥 」 之撼動人心;王勃的路王

閣序縱因 「 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 」 的高妙而洛陽紙貴，卻難比李後主 「 雲籠

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 」 的賺人熱淚。

「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

道，秋山又幾重? J 天下原無不散的鐘席，只

是沒料到聚散竟上演得如此倉促。不由分說，

便迫使得心頭如熾鐵般的熱情，強押入冰冷的

水中悴鍊。但冷卻不來的，我知道，反會令那

冷卻用的千百桶水沸騰。

昔時知交每值重逢或即將分離，總免不了

有一番聯床夜話。燭光搖曳，真情流露，兩人

都將無盡離愁融入樽前酒中，然後一飲而盡。

從旁低低演奏著 ，襯托主角心聲的，必定是

「 勸君更進一杯酒 」 的陽關三疊，別離之曲。

這幕場景千百年來不知觸動了多少心靈，引起

了多少心有戚戚。

司馬中原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他曾說

「 對於聚散，年輕人的情感表現，有如風推巨

浪。 」 為此，我仍願做一個六根未淨、塵緣末

了的凡夫。每時每地，讓故人們熟悉的身影，

沉心裡來，嚐受重聚的歡欣與別離的哀愁。正

14 

始，那麼，離別後精神上的槌繕，便是一種昇

華後的成熟。

-'-
/\、

傅鐘顫悠悠地敲了二十一響，堅持著它數

十年如一日的文化使命。所不同者，是今日在

它的腳下，某個學子的思緒正乘著鐘聲的翅

膀，飄盪在校園裡的每個角落，每方土地上。

那天在草地上看見大家忙著排練，我忽然

覺得自己正是王國維筆下那隻雁。是啊，雁陣

成行，但逆風而飛的失行孤雁總是寂寞淒涼。

再次徘徊在那塊草坪上，沐著徐徐晚風，

只剩我傾聽一園震耳欲聾的寂靜。葉子終須離

開枝訝，否則它永遠無法化為泥土，歸入大

地。建築物的磚紅色逐漸被雨水沖淡，門扉上

的銅鎖慢慢被銅鏡腐蝕，但是，您可曾注意

到，園裡的相思樹林卻長高了，相思的程度令

人可哀。

該是道別的時候了，迴異於鳳凰花開，驢

歌高唱的炎夏海暑，少了喧囂的蟬鳴，卻多了

蕭蕭的風聲。

哲學家小徑依舊清幽，湖心亭下的波光漾

滿閃爍，花落如去夏，圖書館前的吉他聲卻仍

然重複著滿載歡笑與淚光的民謠，訴說著風沙

中遊俠的寂寞 ，和窗戶內少女的綺夢。

流浪異鄉的拜倫眼望著他的青春漸逝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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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而發 r 噢，不要向我說故事裡偉大的名

字，我們年輕的日子便是我們光榮的日子。」

午夜夢迴的一剎憬悟，我們所擁有的，不正是

甜美的青春，和那一點點蝕去的歲月嗎?

多少個夜晚，眼前是燈火，頭頂是星光，

門前有風走過，留下絲絲清涼。世事變幻宛如

白雲蒼狗，候忽I也不留給人半點兒興起感慨的

時間。迎向一道接一道的關卡，駐足一所接一

所的驛站，既然生命上演著同樣的劇本，你我

的名字同是過客。

七、
從不敢希冀能和各位做得一世人心于相連

的朋友，玲瓏相見，靈犀互通 ，對我而言太過

貴重 ，近乎一種奢求，對此，我十分清醒。然

而，我希望您們能曉得，無論造化的大于如何

改變你我的人生，您的名子與身影將會永遠惦

在某個朋友的心中，縱使日子長了可能會剝

落、會模糊。

還是引用一句話吧，儘管不甚貼切 r 不

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J 您以為

呢? r 在濤聲終呼喚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

在千帆之外 J 這是洛夫的吶喊，我多麼想追

隨他熱情而真摯的吶喊。

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去踩踏生命的表

贅，用我們的肩肝去接受成長，用我們的腳印

去寫出歷史。昨天已有論斷，今天還是過程，

那明日如何?則要看我們掌中是枝什麼顏色的

筆。

又得寄情司馬中原先生的傑作了， 一首美

得勾魂的新詩。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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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筆〉

當歡聚的時光歸入記憶

我會在燈前擦亮它

描出你們各自的臉

我會用心靈溫撫你們

期盼你們昇起如閃耀的星群

使我仰望

靈感有如蝸牛的觸角一般，常怯怯地探出

向四周張望，但一當人們伸出于想要捕捉，牠

便迅速地，縮田，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想古時候

的人亦常興此慨嘆吧。倚馬可待之才應是神

話，否則，白居易何需在弦歌過後，才能流洩

出情感洋溢的琵琶行?史可法又何需在登上揚

州城頭之際，方能嘯傲出滿滿一紙的覆多爾哀

書 ?曹子建七步成詩的大才畢竟少有 ，杜工部

筆落驚風雨的境界終屬難得。走筆至此，滿心

悵然，任我如何壓榨，也難再從枯竭中獲得些

什麼了。當內心的澎群即將漫過堤岸時，我知

道我必須停筆。涼風起天末，窗外，挾帶冰冷

雨絲的北風，依舊無情地呼嘯著哪!

謹以此文，獻給我深愛的醫技系。

寫于兩千年十二月﹒冬

(作者於 1999 年就讀台大醫技系一年紋， J兒就i賣於中山

醫學大學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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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 Cloning之過寺、現在反未來

"clone" 這名詞乃指精確的將任何生物品複

製，而 cloning 過程乃牽涉及 genetic duplicates 

之創造。在過去十幾年來， cloning 主要注重於

已分離之分子，遺傳基因或細胞。如此型式之

cloning 曾也使醫學有進展，如供應重組合成之

蛋白質，尤其 Insul叭， B 型肝炎疫苗， t-pA 等

來治防有些疾病。於 1997 年，蘇格蘭 Roslin

Institute 之 lan Wilmut 宣佈世界上第一個複製哺

乳動物誕生，此乃馳名於世，名為 Dolly 之羊。

他們之成就是生物科技上之一大突破，做出了

原來以為是不可為之實驗成果。

Dolly 不尋常之孕育方

法主要有二 :其一 Dolly 並

非以一般精卵結合而成，

它是由一個 udder c訓，經

由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到一個卵細胞產

生，此卵細胞之細胞核已

先被剔除掉。其二 Dolly 所

有之複數染色體乃來自單

一個體之體細胞。根據傳

統之想法，已成長之細胞

無法產生新的完整之個體

林少光

李彥輝

英文原作

中文翻譯

已。存於巳分化細胞之整套的遺傳信息可不可

被 reprogram ?是否能重得 genetic tot~otency 

(有能力指引形成製造動物所要之全部、不同

細胞型) ?複製 Dolly 之成功回答了這些疑問，

至少有一部份是肯定的。目前的lIy 她本身也是

一頭母羊，後與另一頭威爾斯山羊交配育出

Bonnie '事實 tBonnie 已有其他兄弟姐妹。

就像訐多科學上之重大突破， Wilmut 之成

功並非一蹦而來，乃代表幾十年來科學家在不

同領域之貢獻累積。不過最切要之技術乃能用

巳休止之細胞來作核轉移 (nuclear transfer) 。一

九七0年代 John Gurdon 

發展成功此項技術於青

蛙'將蛙皮膚細胞之細

胞核植於巳將核破壞之

未受精之卵子。此有細

胞核移植來之卵乃產出

與原來之蛙有相似遺傳

基因之蚓叫來。類似之

somatic nuclear-transfer 

試驗也多年來試過於很

多哺乳動物，但沒成

功。一直到 Roslin 研究小

組認定出 cel卜cycle

synchronization 之重 要

性。他們設法讓使用之

生物。 一個分化之 somatic

cell '雖然合所有如 zygote

之遺傳信息，但此 somatíc

cell 只能顯現部份基因而 作者(在)及譯者(右) adult udder cell 之細胞，

16 2001 年 十二月



暫停住其分裂過程，而滯留在與接受卵相近之

休止 cell cycle stage '然後經過短暫之 electric

pulse '他們將有核之供給細胞和無核之卵細胞

融合。如此造成之細胞乃讓其成長成胚胎，再

植入於代孕之 mother ewe 而完成發育。在 277

個卵中，只有一個成功育出一頭完整之動物，

名 Dolly 之羊。雖然效率低，但能將來自成長細

胞之核育成能存活之後代之事實，証明基因顯

示 (gene expression) 之 pattern 可以逆轉。

自從 Dolly 開此先河以來，很多研究機構用

各種改變之 somatic cell nuclear-transfer 技術來

生產複製動物如乳牛、豬及鼠。有云此種能複

製成全動物之能力造成之震撼，可與原于得以

分裂成功相比。但也引起科學家、政治家及一

般民眾對此關心，尤其它之用途，複製動物甚

至人額之道德問題。其實將來此方面之發展並

非在於 replicate 寵物，失去之小孩甚至超人，

很明顯的直接利益乃應用於製藥工業。例如

Wilmut 及其同僚最近以遺傳工程及動物複製技

術製出 transgenic animal c10nes 0 譬如由此得

以使帶有植入人類基因之複製動物由乳液或血

中分泌出所要之治劑來包括 factor IX ， α1-trypsin 

等蛋白製劑。用此 cloning 方法來作 transgenic

animal c10ne 以前， 一般 Transgenic animal 是用

micro injection 或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來

作。敝人多年前也曾前往蘇格蘭與 Rosalin Insti

tute 技術合作之 PPL therapeutics 參與牛、 羊乳

腺分泌人奶成份之 Transgenic animal 之研究計

劃。現在以 Ian Wilmut 之 Cloning 方法可加速生

產 transgenic animal 之速度並增加成功率。

科學家發現在使細胞核返回未分化階段

中，細胞核及細胞質之間有特殊蛋白質之雙向

交換 O 表示卵子細胞質化學物對核作用 ，促使

核基因 reprogram 。因此証明有此蛋白質之存在

後，我們就可瞭解如何將已分化之 udder cell 返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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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未分化之階段;我們可以 reprogram udder 

cell '將之變成需要之分化細胞來修補組織，也

就是複製研究或得使我們知道如何使 somatic

cell de-differentiate 然後又 re-defferentiate 因而

能以 therapeutic c10ning 來生成所需遺傳相似之

幼小細胞和組織。我們可將病人之皮膚細胞重

新改變，用來置換己損傷之心臟、脊髓或腦細

胞。

經由c10ning 可以對 totipotency 之本質闡明

而進一步瞭解細胞及生物體如何形成老化，如

何造成， 為什麼細胞會不規則亂成長有如癌之

成因。暸解如何誘使癌細胞變成分化者或乃如

何治療之基本方針。我們知道很多型癌細胞較

正常者不特殊化。因此研究者懷疑癌細胞之前

身可能是未成熟之細胞或沒成功分化之幹細

胞，所以藉由核移轉技術得來之知識也許能使

之成熟而停止變成腫瘤。此外，老化之細胞核

可以再年輕化。由細胞培養得來之研究表示體

細胞於培養中成長及正常分裂一些時候，其 tele

mer'慢'1豐縮短，細胞最後停止分裂而休止以致死

亡。最近 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發現他們

clone 出來之牛細胞中，其 telemer 不但沒有縮

短，反而有增成之現象。也就是說，細胞老化

有扭轉之趨勢。假如我們可分離出促使老化細

胞之核再年輕化之蛋白質，我們將可減輕或逆

轉細胞老化。

動物複製也可以幫助 xenotransplantation 之

改良，希望從複製豬除去 immunologenic

marker 來供應給人類急需之器官組織。有些科

學家們，希望藉此複製技術來傳下稀有瀕臨絕

種之動物品種，或育成遺傳優良之牲畜，也能

產生較好之疾病動物模型來研究人類之各種疾

病。(參見表一)

嚴格說來，由核轉移來之c10ne 並非給予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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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loning & genetic modificaton: potential applications 

1. Human therapeutic proteins 
2. Nutriceuticals such as humanized cows milk 
3. Xenotransplantation i.e. organs and tissues for transplantation 

4. Animal models of disease 

5. Cell therapy agents 
6. Aging & Cancer 
7. Alternatives to embryo stem cells 
8. Cloning of endangered species 

9. Therapeutic cloning : 

reverse heart attack 

infertility trea tment 

plastic reconstructive & cosmetic surgery 

rejuvenation 

breast implants 

defective genes repairment 

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correction 

organ failure freatment 

胞核者之真正複製。如 Dolly 之藉由 oocyte

somatic cell 融合產生者乃為 mosaic '為卵子及

體細胞之混合。除核外，給予者之細胞尚含微

量之細胞質及細胞膜到卵子 ，不過卵細胞供應

了絕大量之細胞質及細胞膜於融合產物。事實

上，所有顆粒體乃來自卵子之細胞質。也就是

說多細胞生物體之複製並非相當於來自無性生

殖真正細胞複製，非如阿米巴單細胞之分裂自

行複製或植物之複製。

科學家早已証實，由早期胚胎細胞來之細

胞核乃道道地地 totipotent 亦即它能發展成全能

生育之生物 ，各種成細胞型及器官。同時也知

道賴予核種植之給予細胞年紀愈大 ， nuclear 

transfer 之成功率愈小。甚至由 udder cell 複製

者就算效率高 ，但仍有些嚴重缺失 :

1.給予者細胞或因放射線、化學物、老化、或

者於 DNA replication 之錯誤等而發生突變傳

到複製者。

18 

2. 於細胞培養時 ，可能發生突變而又無法將正

常者與突變者分別出來 。

3 . 胚胎或是細胞之 mosaic '有些具有正常之

染色體而有些則不正常，而在目前於移轉到

子宮前知道區分之可能性並不樂觀。

還有 :

1. clone 之生命期也不知 。

2. 卵子及給予細胞之細胞質之互融性。

3. 於有性生殖之正常過程中， 於受精時適合之

胚芽細胞有自然選擇性，雖然並非完美，但

於 cloning 則不存在。

一般之有性生殖是經由精卵結合，在此過

程中兩套之遺傳基因重新組排，而造出一套全

新者。而 Cloning 不採此途徑，它可以說是以無

性之方法來複印已經存在之一套遺傳基因。藉

此途徑來作 genetic replica ' 只需採些體細胞 。

此過程不傷害甚至不會不方便原供給體細胞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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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人會具有同樣之 DNA '但卻有不同之性

格 、 智慧、才能及許多個人之特殊資質。我們

的基因只不過是遺傳藍圖 ， 是個體之開始而非

結果，人之心靈不論如何努力去造 ， 都無法複

製。 每一個人是由不同生活之經驗 ， 所學及所

喜愛而塑造成。沒有一個生命是相似的 ， 也絕

無法有男外一個完全同樣的你 。因此我們該好

好享受我們有限寶貴之生命。

( 林少光係醫技系 1 967 畢業 ， 西北大學生化博士 ，目 前

任職美 Wyethhederl e ft，資深研究員以基因重組發展疫

苗;李彥輝係醫科 1 963 年畢業 ， UCLA 第 1里博士 ，目

前於費城執業)

*本文乃根據部份已在 2001 年 8 月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

會年會學術演講稿摘要寫成 。

不可避免的下一個問題是人類是否能或可

以複製 ? 雖然各國政府加以禁止，但已有些治

療不孕機構公開聲明不久的將來會有複製人出

現 。 但要注意的是 ，此種複製出來之動物，目

前為止尚有些待克服之問題。大部份複製動物

都不正常，甚至有些看起來健康 ， 但不久死於

不明原因。或許在複製過程或 reprogram 峙，可

能產生不可避免之失誤或缺點 。 因此現今有共

識絕不能將人類複製。甚至複製醫用動物如用

來 xenotransplantation 及疾病模型 ， 也引起道德

上之爭議。雖然有如此道德上 、社會上及安全

上之考慮受限，但 cloning 之水間巳打開了。有

些人認為複製人成為事實只不過時間而已 。但

請記住 ， 當複製成另一個人 ， 只不過是 delayed

identical twin ' 就像任何配對之 identical twin 。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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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台灣醫學生的教育方法

(台灣醫學教育改革建言)

序 E

筆者於 1993 年迄今，連續

發表台灣醫療制度的改革和醫

學教育改革建言數篇文章於報

紙，景褔醫訊，台大醫學教育

通訊等。去年北美台大醫學院

年會曾刊出 「臨床教育和師資

的培養」一文於醫學教育通訊
大

林靜竹

本文的重點將包括下列數

占百 : 

1 完備的醫學教育將教育醫者成

為療傷治病之外，和病人有人

性的溝通(關心、愛護)和靈

性的互動(扶助弱者，成為病

人的朋友)。

和景褔醫訊。 2001 年校友會會 2 醫學與生物科技的進步一日千

長張勝雄邀請參加 8 月 5 日早上 且，四十年的行醫、研究或教

「 台灣醫療和醫學教育座談會 」 。筆者之外， 學也都要隨著進步，重視 「 終身學習 」和

所有演講者都來自台灣，筆者的建言也許和他 「醫療再教育」一由學生時代即養成自我學

們有很多出入， 美國學者於台灣水土不服，礙 習，邏輯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於教育部或大學法的規定...等等而不被接受，

但願所提起言，句句肺俯之言，供母校行政主 3 落實導師制度，許多開業，研究，教學的成

管 ， 為人師表的教授們思考。古今中外，醫師 功者都不難指出他們的啟蒙老師，指導關鍵

很受社會重視，因為他們博學、深思、療疾救 性難題的化解和大家公認愛戴的典範 (role

命，不論學識、道德、人格評價極高，對於杜 model) 教授的教導。此乃所謂身教言教也。

會大眾有號召領導的能力。 二十一世紀由於醫

療制度商業化 ，傳播媒體將醫學新知、生物科 4. 醫學進步不能缺少科學的根基，也不能缺少

技大眾化， 一部份律師專門找醫療缺失開刀， 臨床應用直接受益病人。 重視基礎臨床合作

使醫師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 雖然如此，畢 的研究與創新 。

竟有 90% 的醫師忠於職守， 一生勤勞、服務社

會 、愛護病人。 5 醫學生畢業時應有獨立診斷，選擇最佳療法

20 2001 年十二月



的能力。因此台大在實驗六年醫學教育後兩

年一般醫療 (primary care) 訓練有其必要。兩

年訓練完成再進入專科訓練會更加成功。

醫預科

台灣兩年的醫預科實在太短了。高中畢業

進入大學是人生黃金燦爛的時代，許多課外讀

物，課外活動，男女談愛都在此時開始或盛

f丁。

台灣的醫學生和美國醫學生根本不同是美

國取得大學學位 (8.S. 或 8A) 後進入醫學院、文

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基礎科學的知識

廣博外，人格的成長，閱讀寫作能力都比台灣

醫學生高很多。少數由高中進醫學的大學也把

醫預科延長為三年(西北大學)或四年(布朗

大學)。台灣兩年醫預科後除了功課壓力，直

修課把他們壓縮成應付考試的書蟲，如何能有

開闊的眼界?思考的能力?更談不上廣大的學

識基礎。因此筆者建言台灣醫預科兩年選修科

目應比必修科目為多。中文改為選修中國文學

或台灣文學。英文重視英美文學如莎士比亞、

狄更生的作品更要訓練寫作表達能力，化學只

修有機化學、生物科技(如遺傳學、分子生物

學)及工其性的電腦傳訊都很重要。人文科

學、倫理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要大量

提供選修。第二外國語以日語、西班牙語較有

用。醫學倫理學則應注重學生人格品德的修

養 、邏輯的思考，理解力的培養和待人接物的

藝術。醫學生應兼有高的智商 (10) ，情緒商 (EO)

和道德商 (MO) 。

醫學生應有終生為良醫的決心，以醫病療

傷的服務業為職志，並且有終身學習，終生當

學生的態度。因為醫學生物科技在二十一世紀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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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迅速。十年前適用診斷和治療的方法，十

年後很可能完全被新的方法取代。不論畢業後

行醫、教學、或研究，從醫學生的第一年就要

訓練自己自動學習，不恥下問，不怕請教，和

閱讀期刊，新書及電腦中的新知，參加醫學再

教育 (CME) 的課程。

「重視基礎和臨床整合課程」生物科技的

進步包括遺傳基因的新發現、生理、病理的瞭

解，光電磁力的應用才促使臨床診斷和治療的

新方法。因此基礎醫學是臨床醫學的後盾，臨

床醫學新的成功更鼓勵基礎醫學更深入的研

究，兩者必須緊密結合，促使整個醫學的革新

與進步。最近談論最多的人類基因圖譜系列

(human genome) ，使許多慢性疾病遺傳因素暸

解，進而可以預防及治療。研究進化論的學

者，進而推算出由彌猴 (Rhesus monkey) 進化到

黑猩猩 (chimpanzee) 的年代比黑猩猩進化到原

始人的年代為長。幹細胞 (stem cell) 的培養可

能治療兒童糖尿病、巴金森腦疾和老年痴呆症

等，二十世紀不可能的難症治療可以在二十一

世紀實現。相信侵襲非洲最烈的愛滋病 (AIDS)

也可由 HIV 疫苗來消除，因此三 、四年級醫學生

要用心學習基礎臨床整合課程，及早建立疾病

生理病理機制 (mechanism) 瞭解。

此一階段的教學課堂請課 (Iecture) 和學術

研討會 (seminars) 和實驗室的研究示範都非常

重要。更重要的是鼓勵學生自動學習，善用圖

書館(不是去看報紙 )、視聽教材和電腦。

落實導師制度

每一個學生在醫學院的四年期間一定要有

一位固定的導師，隨時可以請教討論和適當的

指引。理想的導師應由學生自選，談話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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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相似，甚至能瞭解學生的家庭背景 ，關心

學生的生活和心態、交友甚至對於將來事業的

驅向能指點迷津，誘導上進，鼓勵向前。韓

愈 r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 。已

將導師的責任功能講得很清楚。筆者四十多年

前當台大醫學生峙，記得也有導師，但導師、

學生之間平時少有往來，每年一次郊遊或烤肉

了事。 在美國醫學生很重視指導教授 (mentors ，

凹的epto悶，或 faculty adviser) ，隨時請教，不

但在課堂，校園，甚至跑到教授家裡，問到一

清二白。電話， E-mail 也都能互相討論。

閱讀每一位成功者的回憶錄總會看到他的

啟蒙老師，研究發生困難時指點迷津的指導教

授，更有偶像典範 ( role mOdel) 提供學習的榜

樣。記得四年前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表揚兩

位公認的典範老師 ，李鎮源教授和宋瑞樓教

授，他們本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們的門下

也出了院士及院長。筆者個人從住院醫師到目

前四十年的研究教學，從事產科及胎兒醫學研

究，兩位典範教授是台大的陳雷堯教授和紐約

愛恩斯坦醫學院的哈羅休曼 (Harlod Schulman) 

教授。

臨床醫學重視醫病關係和醫療團隊

醫學生在教學醫院的臨床各科實習，台灣

目前已實施小組教學，和美國一樣分段、分

組，和負責的臨床教師住院醫師構成小組的醫

療團隊。臨床科主任是主要負責人，不能藉口

行政忙碌而不參加教學，至少一週有一次主任

迴診。男外指派一位教師專管學生分組，隨時

和學生接觸，解決困難也負責學生成績和教師

教學績效的考核。某一科實習效果不佳，科主

任責無旁貸，專責教師更不能辭其咎。實習時

課堂只講授該科核心的課題 ， 其他由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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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因此各科也應設備圖書室，提供教科書，

期刊，電腦，視聽器材供學生自動學習。

科系討論會或主任迴診時學生常被指定進

行病例報告，分析檢驗資料，最後由鑑別診斷

發展為進一步治療及結論。此時學生可以發表

最新期刊或國外病例以比較，主治醫師，住院

醫師由此得到新知。醫學生不愧為小組醫療團

隊的一成員。臨床教學首重醫師和病人的人際

關係。病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

另一個人。患病時心情精神特別脆弱，依賴心

特重 ，疑問特多，非常珍惜醫護人員的愛心與

關心，醫學生既是醫療團隊的一份子，和主治

醫師，住院醫師一樣要時時和病人接觸。藥物

治病固然重要，心理治療更是不能缺少。和病

人懇談，瞭解病人困難所在，家庭背景，病前

生活狀態和病後回家療養生活的改善，加以關

心，加以安慰。學生不但對住院病人應如此，細

心照料，對於門診病人，于術前，于術後的病

人也都要有同樣的照顧。成為病人永念不忘的

朋友。故公共衛生陳拱北教授 r 上醫治圈，

中醫治人 ，下醫治病」的訓詞，黃崑巖校友在

慈濟畢業典禮訓學生「不要做醫病的醫匠，要

做善待病人的醫師」。黃達夫校友在景褔發表

的在杜克大學的醫病關係，和慈濟醫學院院長

賴其萬的新書「當醫生遇見 Siki J '和黃碩文

提到「病人哀求外科醫師不要出于太重」。千

篇一律 ，說出同樣醫病關係的道理。

醫學生的生活品質

在台灣的醫學生大部份才智很高，有多方

面的高于。在本文開頭筆者即鼓勵由大一開

始，除了和醫學有關的課程，也應發揚各方面

的才藝 ，改善課業忙碌之餘各種運動、音樂、

繪畫 、文學、哲學、宗教的活動。使死板的醫

學課程添上多采多姿的生活品質。最近常有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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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早退休的例子，退休後要做什麼?除了旅

遊追逐小白球之外，我認識多位有各方面才藝

的校友或芝加哥醫師，例如前絃樂團指揮的周

欽城醫師、小提琴的周斌明醫師、李明亮醫

師、文化醫師林衡哲、繪畫的陳家榮、朱樹

勳、宋永魁、謝豐舟、從醫師改業畫家的施哲

三、數度展覽周三刻作品的吳永吉、景褔封面封

底的攝影家郭英雄醫師，他們的另一專長都是

醫學生時代培養出來的。

尾語

總而言之，培養一流的醫學人才是一件耐

人尋味的課題。社會的脈動直接影響醫學教育

的成果。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金錢萬能，年輕

JING FU 景福醫訊l

人好逸惡勞，嬌生慣養，崇尚西洋歪風，多少

會動搖莘莘學子的信心與毅力。為人師者不能

不用心去研討最適合時代潮流，社會需要的，

和追隨科技進步的教育新方法。台灣的醫學不

缺少才智高，有理想，有宏觀的醫學生，醫學

院也有大批一流的研究，教學師資和設備，醫

學教育的改革完全靠師生的配合、活用、運作

和決心。盼望有一天，台灣的醫學成就 ，會在

世界先進國家中浮出檯面，嶄露頭角 。

2001 年 7 月 22 日寫於芝加哥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1 年畢業，現任芝加哥大學胎兒醫

學資深教授，台大醫學院院務諮詢委員)

幣2接或早2魯諾每封存游游說字游說魯諾字?搭起早將游 3存游游說早起串串魯諾$絡站早起早起早諾字寬字路游說早起字路游說存單字路3魯諾字路

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九十一學年度

m做發篩選Z各

一、職務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

二 、資格 .具護理及相關博士學位者優先考席、

三、檢具資料:學經歷、最近三年學術研究論著及專長

四、截止日期 九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收件郵戳日期為憑)

五、信函請寄: 1 00 台北市仁愛路 段 號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黃秀梨主任收

六、洽詢電話專線: 886-2-2312-3456 轉 2228 或 2227

七、傳真專線 886-2- 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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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份子的典範一李鎮源院士

李鎮源院士，是台灣醫

學界的大老，國際知名之藥

理學家。許多人曉得他在蛇

毒研究之成就，更多人知道

他近十年來對台灣民主社會

運動之貢獻。十一月一 日，

他離開了他熱愛的土地、親

人與朋友，而永別人間，令

人不勝喘噓。李院士的一

生，豐富多采，茲簡述其生

平事略，以供景仰與學習。

李鎮源院士是台南府城

人，一九一五年卡二月四日

出生於高雄縣橋子頭，小學

就讀於台南市第二公學校

(現在的立人小學) ，中學就讀於台南州第二

中學(現在的台南一中) ，之後保送台北高等

學校理科，然後進入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前

身)醫學部。一九四0年畢業後，受杜聰明博

士感召進入藥理學教室任助手，當時醫學部只

有杜聰明博士是台籍教授，李院士認為選擇跟

隨杜教授，是替台灣人在學術界爭氣。杜博士

規定門生的論文必須做完一篇中藥，然後在蛇

毒、鴉片二項中再擇一做研究。李院士的第一

項研究解答了「古參于治療下荊」之藥理作

用，第二項研究是「鎖鏈蛇蛇毒的毒物學研

究 J 該論文揭開鎖鏈蛇中毒致死的原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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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哲明

項研究成果也使他於一九四

五年獲得帝大醫學博士學

位，同年與夫人李淑玉結

婚。後來曾遊學歐美幾所著

名大學(如牛津大學) ，受

多位國際級大師在生理學與

藥理學之薰陶。李院士繼承

杜博士「樂學至上，研究第

一」之座右銘，帶領藥理學

科專注於蛇毒之研究。任科

主任十七年間，同仁之研究

成果非凡，尤其他發現台灣

雨傘節毒素之作用機轉，對

+ _..~~.司 占一神經一肌傳遞之藥理學有極

大之貢獻，因此成為國際知

名之藥理學者。李院士之傑

出成就使他於-九六九年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次年並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院士曾於一

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

極力推動專勤與醫德觀念，並規畫台大醫學中

心之整建藍圖。一九七六年李院士榮獲國際毒

素學會頒發最高榮譽 r Redi J 獎，同年並應聘

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Fogarty 訪問學人，次年

獲頒美國藥理學會名譽會員。 一九七九年應德

國 Springer 出版社邀請，主編「實驗藥理學

蛇毒」專書，為研究毒素學者之經典，更奠定

李院士在蛇毒研究的國際地位，並曾於一九八

五年擔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為了國內學術水

2001 年-+-二 月



國毒理學會(一

九八七年)並各

擔任第一 、 二屆

理事長。李院士

於一九八六年元

月白白大醫學院

退休，並受聘為

名譽教授。由於

.測.~ 可!們

其對國內醫學教育與學術研究之卓越貢獻，同

年獲頒授聯合醫學基金會第一屆「醫學貢獻

獎」、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獎」及台美基金

會「科技工程獎」。李院士退休後，仍非常關

心且熱衷參與各項學術活動，並於一九九九年

擔任亞太藥理學大會榮譽主席。

李院士在白色恐怖時期，會目睹同窗好友

因關心國事而犧牲生命，深深覺得民主自由之

可貴 ，並對早期未能協助好友而耿耿於懷。李

院士退休後，正值國內社會連動與民主化運動

活躍時期。 一九九O年三月學運促使李院士第

一次參加靜坐，次年九月與十多位醫學院同仁

到土城看守所探視李應元與郭倍宏，走出關心

台灣社會、政治的第一步。 十月應-00行動

聯盟之邀請﹒李院士參與連署並以「反閱兵行

動」訴求，為反對運動作一成功的示範，終使

立法院通過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由於李|院士之

崇高學術地位，促使醫界人士之覺醒 ， 於一九

九二年發起成立 「 台灣醫界聯盟 J 期訐聯盟

能發揮過去「台灣文化協會」醫界所扮演「救

2001 年十二月

JING FU 景褔醫訊|

人濟世 」 之傳

統。自此李院士

走出研究室，踏

進台灣社會，不

遺餘力地參加各

項社會民主運

動，如積極推動

「 台灣加入世界

衛生組織 」

「 反核運動 」

「 教育改造 」

「 一中一台 」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並成立「建國

黨 」 擔任黨主席。李院士對台灣社會之貢獻，

獲陳水扁總統聘為總統府資政。今年五月二十

六日因肺炎住院，十月九日並與陳水扁總統同

時出席刑法第一百條廢除十週年紀念晚會，是

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 住院五個多月之

李院士 ，終因骨髓分化不良症候群併發肺部感

染於卡一月一日晚間六時病逝臺;大醫院享年八

十六歲 ，身邊圍著李院士親近家屬朋友及同

事 ，令夫人深感溫馨。

李鎮源院士一生凡事求真求實、不打折、

不妥協，其擇善間執，堅持原則之耿直個性表

現於他一生對學術研究、教育改革與社會運動

之堅定理念與貫徹實踐，是日白台灣知識份子的

典範。

(作者係母校醫學院蔡理學研究所 1977 年畢業，現任母

校吾吾理學科教授、兼任母院研究發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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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 . .李鎮源院士

彷彿還是昨天的

事，我去探望老師，

為了老師的健康，我

只能站在病房門口，

和老師揮手致意，老

師帶著氧氣罩，已不

能言語，但微微的揮

'F

JV 

眼
灣
生
日

的
台
晚
師

盼
對
輩
老

企
他
後
著

用
出
對
望
遞
與
。

應
傳
愛
許

田
，
熱
期

于
神
的
的

蔡明正教授(左 3 ) 

蔡明正

英年早逝。我因整

理家父之遺物，閱

覽台灣州立第二中

學第七屆紀念加時

才發現此淵源，同

時，我也才有機會

提供李院士中學生

時之照片。我也事

李院士以父執輩之

禮。

漸衰弱的健康，我踏 我因直接授

出病房的心情日益沈重。那天早上;我像往常 業，自碩士以至博士論文，得自老師的教導，

一樣，走過基礎醫學大樓通往醫院的長廊，預 受老師的影響很深。 由於老師曾經留學英國牛

備去看老師，突然有人告訴我，老師往生了， 津大學，深受其學風、教學方式的影響，對我

明知這是遲早不能避免的事，但我仍情不自禁 的教導亦採自由放任方式，他對我的學業論

的愣在長廊上，空氣彷彿凍結了一般，長廊上 文，除了偶而提供意見外，均任由我自己摸索

人來人往，我竟覺得失估般的孤單。 成長，他則在我摸索成長的過程中，從旁支

持，協助我爭取求知的機會。因此;我曾是解

剖學科的不速之客，師陳教授以理先生，林教

授愧三先生習細胞微細結構之顯微技術，師張

教授傳炯先生習生化及電生理學。這種成長的

過程是艱澀辛酸的，但成果是豐碩快樂的，也

因此而訓練出我穩紮穩打，獨立研究的個性，

對我學研討生涯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

我初進入台大藥理研究所，因仰慕李院士

對於蛇毒之研究而就直接拜李院士為導師。李

院士與家父蔡天究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

三三年間為台灣州立第三中學(現省立台南一

中)第七屆同窗(李院士為昭和八年度第一組畢

業生，導師為河合先生，家父為昭和八年度第

二組畢業生，導師為大西先生) ，後來老師入學

台灣帝國大學醫學部習醫，家父則就學台北師

範學校，選擇教育為終身志業， 1昔壯志未酬，

26 

李院士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對每一實

驗結果均再三推敲，如遇研究結果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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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為追根究底，不惜排除萬難，督促我到對

方的研究室去拜師談討，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

及對真理的追求，在學生心中樹立的典範。

李院士對學生們的愛護栽培，可謂不遺餘

力且公正無私，我雖曾是他的導生，直接追隨

他做研究，但他對我畢業後在就業上，卻未曾

因為我是他的門生而有過任何偏袒或護航。他

彷彿嚴父般的提攜我，利用出國開會的機會，

積極的介紹我與當代的知名學者認識並參與論

文探討，帶我參加在英國、澳洲舉辦的藥理學

會及在瑞典舉辦的歐洲化學年會。趁開會之暇

也帶我去英國之國家歌劇院欣賞歌劇，也趁去

澳洲開會之機會，帶我去墨爾本的 Philip Island 

欣賞企鵝列隊回巢的奇觀，尤其在外住宿不

便，他更邀我住旅館時同房住宿而免去我的分

擔費用，去瑞典開會峙，他還帶我到他的學生

徐百川教授家同住，認識國外留學生之情況並

趁機為國舉才。他希望學生不但除了增長科學

知識外，也能夠多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風情。

老師自持甚儉，對學生卻是慷慨大方，愛護之

惰， 1:在於言表。往事歷歷如繪，溫馨而令人懷

念不已 ， 走筆至此，想到恩師已遠離，不禁惋

惜感傷。

其實李院士對台大藥理科的最大貢獻，尚

不僅在他的研究教學，而是在他的不辭勞苦，

不畏旅途困頓，積極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將

台大藥理科之新發展介紹給與會學者 ， 使台大

藥理研究所因而聞名國際。 他的貢獻 ， 對校友

向國外申請學校或求職時所發揮的助益與便

利，是難以計量的。我留學美國、日本，深受

其惠，不時對老師深深感激。

更值得一提的事，老師熱愛台灣，對於極

權統治政治極為反感。日據時代他對日本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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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統治方式治理台灣 ，似有意見，因此他

在台灣帝國大學醫學部習醫峙，他並不找日本

籍教授為指導老師，而直接找當時台灣帝國大

學醫學部之唯一的台灣人教授杜聰明博士為指

導老師。但老師在校時對於日據時代之日本人

對台灣之殖民地統治方式雖反感並未發表意

見。而台灣受極權統治峙，他雖不滿，但為了

保護學生，不曾對學生提及，更不希望個人的

理念影響到學生的政治思想。因此當學生愚蠢

的我，在學校與老師相處二 1-餘年之中竟渾然

不覺老師之政治理念與當時格格不入。於今回

想，才深深體會到老師深藏不漏的內斂功力。

但也為台灣人經過日據時代之大巴年事件及極

權統治時之二二八事件後，因恐怖而使愛鄉愛

土之情懷無法自由發輝 ， 深感痛心。這種台灣

人之遭遇，也許就是李登輝先生所說的台灣人

的悲哀罷。

老師退休後， 才積極的參與廢除刑法第一

百條，組織醫界聯盟等社會活動 ，他認為知識

份于對於社會應該有領導教化的責任與義務。

他熱愛台灣，反抗集權的理念，在退休後才積

極的展現出來，而且全心的投入。李院士並不

排斥所謂的外省人，他的媳婦就是廣東人，但

一家和樂。李院士所追求的不過是希望生長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夠為這塊土地奮鬥而

已。我們希望老師的理念，有實現的l侍候。

師恩浩瀚，他永遠活在學生的心中。

(作者係母校第 1里學研究所 1975 年畢業 。現任母校禁理

學科教授 )

註解 :李鐵;原院士係畫大醫學院教授，曾任科主任 ，醫學

院院長 。 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因骨隨增生不良症。要

糕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病逝臺大醫院 。
蔡日月正教授係李鎮源院士之第 位博士班研究生 。

27 



JING FU 景 褔醫 ml

我在台大的日子一選擇與挑戰
朱樹勳

God grand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 
and the wisdom to I<now the 

我覺得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與挑戰的過

程。當環境不如意時，與其怨天尤人，無濟於

事，不如選擇逆來順受或起而努力改變現況，

改變就要面臨挑戰。除了我認為確實不能改變

的少數事情之外，我一向選擇改變，因此人生

旅途一路走來迎接了無數的挑戰。

我的第一個挑戰是考進台大醫學系(當時

稱為醫科)。我自小對繪畫及文學比較感興

趣，民國四十一年，我在屏東中學初三時的一

篇論文“我升學的志願"中，最後 一段是“總

之，我升學的志願在於研究我所喜歡的功課

國文可是到高三為要配合聯考而分組時，我

本來因自已的興趣而要選乙組時(文、法、

商i...等) ，卻發現當時功課好的同學都選甲組

(理、工、醫等，農學歸丙組) ，當時大概由

於好勝心強的關係，就選擇甲組。甲組中的

理、工、醫也不知對那一種感興趣，因此就挑

選當時甲組中一般認為最難考的台大醫學院醫

科，被錄取後，進入解剖學時，頓然領略生命

的奧妙，因此，對醫學很感興趣 。

醫學院畢業之後，又面臨選科的問題。內

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等十幾科中，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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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外科不但較具有挑戰性，同時治療病人也能

收立竿見影之效。因此，毫不猶豫的選擇外科

(當時外科是熱門科，不像現在變成乏人問津

的科) ，進入外科雖然工作非常忙碌，但因學

到好多新技研討，也滿有成就感的。到了第四年

升為總醫師，必需選擇一個次專科，本來由於

對美術的喜愛，我進外科頭一 、 二年時想學整

形外科，但當時最具挑戰性的是心臟外科，因

為手術成功率不到 50% '因而選擇了心臟外

科。當總醫師之前花一個月時間把 Gibbon 的

Chest Surgery (包括心臟外科)從頭看到完，

以便有信心應付有關心胸外科之各種情況。記

得當總醫師不久，晚上有一個急診病人進來，

胸部被刺一刀，刀尖斷落在病人左胸腔內，緊

急送開刀房，麻醉插氣管內管峙 ，病人一咳

嗽，血即由刀口噴出來，血壓即時量不到，我

即時意識到是心臟穿刺傷 ， 心臟已因大量出血並

造成心包填塞而停止跳動，為趕在四分鐘內讓

心臟恢復跳動以免腦部缺氧受損 ，因此略掉一

般外科消毒程序，也不刷手，只戴上一雙滅菌

手套，拿起刀，即時切開第四肋間，因心臟巳

停跳， 傷口切開也不會流血，很快用沒消毒過

的開胸器打開胸腔，切開鼓脹如球的心包膜，

縫補近一公分的左心室穿刺傷口，心臟即時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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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跳動，傷口清洗後，竟然沒發炎，病人開刀

後，隔日即完全清醒， 一週後順利出院。此病

例後來寫成我的第一篇論文。這個病例給我的

啟示是只要病人有一線生機，決不能輕易放棄

急救。

總醫師當完 ，升為兼任主治醫師及兼任講

師，雖然每個月只領車馬費 600 元 ， 但每天還

是像專任主治醫師一樣，早上八點到醫院，晚

上五點才離開 ， 到天佑外科醫院工作，以賺取

足夠的生活費。眼看當時開心于術每週只在週

三做一例，成功率雖已有進步，但與國外相差

仍太遠，因此決定出國進修。

我選了五家美國最好的心臟外科醫學中心

申請，最後 Houston 的 Dr . Cooley 回 信給我

Fellowship ，月薪 500 美元 ( 當時合台幣 20 ， 000

元 ) 。於是我很高興的到 Texas Heart Institute 

跟隨 即. Cooley 學習心臟外科二年。當年台大

每週只開一台開心手術 ， T exas Heart Institute 

( THI ) 卻是每週開一百台，令人看得自不接暇 ，

有如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進大觀園 ， 大開眼界。

在 THI 兩年當中，不但教科書上所有困難的開心

手術都經歷過 ， 連教科書上及文獻尚未描述過

的各種困難于術也經歷不少。每天早上六點半

進開刀房， 一個開刀房每天排 3~4 台刀，共有

8個開刀房 ， 到下午 6~7 點開刀才大致結束，隨

之開始迴診 ， 到 8 ~ 9 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 ，

偶而有急診時迴診就延後， 完後就已是晚上 的

點 ， 有一次迴診完後 Dr . Cooley 看一下手錶巳是

11 點半，就幽默的說“ Ok， now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 。 當時知道回國一定會很忙 ，趁

回國前大玩一下，因此決定開車繞美國一週'

遊覽全美國名勝之處，開車由 Houston 出發，往

東至 Miami Orlando 的 Disney World '往北至尼

2001 年 十二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加拉瓜大瀑布，再往西至黃石公園，轉向南方

大峽谷，再往西至 Las Vegas ' Los Angel白 ，

往北至舊金山，在六週期間共開車 10 ， 000 英

里，從舊金山回國，深感已玩盡美國，從此將

對工作全力以赴 。 1973 年 8 月底回國，當時恩

師許書劍教授為外科主任，提升我為外科講

師。我開始引進 TH I 開心手術的新觀念及技巧 ，

因而縮短開刀時間，提昇成功率，願接受開心

于術的病人很快增加，由以前每年的 50 名， 逐

漸增加到每年 200 ' 300 ' 400 人以上，于術

成功率也由的%增加到 95% 。

我人生的另一個大選擇是出國後是否要回

國服務 ， 我在 1971 年 7 月抵美， 197 1 年底美國

季辛吉訪問中國，不久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

美國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台灣退出聯合

國 ， 很多台灣住民爭先恐後的往美國移民。我

出國是自費 ， 沒有用政府的錢，因此也沒有義

務回台大醫院服務。在美國兩年，我也漸漸喜

歡美國較先進的社會制度與生活環境，家裡的

人又反對我田園，但我出國時即有自訐要提昇

圍內心臟外科水準的使命感， 一心想於 1973 年

結束 fellowship 時，即返國服務 ， 且經過三年的

訓練 ， 我收獲良多，深信回國有很大發展空

間，因此 ， 不管家人的反對 ， 親友及朋友的勸

阻，幾經思考，終於選擇回國服務。

1976 年，中美洲薩爾瓦多共和國要求我國

派心臟內外科醫師去支援該國心臟血管醫學計

劃'連文彬教授與我奉派去支援，據說薩國是

講西班牙話 ， 英文不流行，因此出發前及在飛

行途上(幾近 30 小時)惡補西班牙文，在薩國

一個月 中開了十台開心于術皆成功 ， 每開一

台 ， 報紙皆大為報導 ，大使館的人 ( 當時連戰

先生為大使 ) 及華僑都很高興 ， 連教授與我好

29 



幾次被當地華僑請去餐敘，也參加華人的聚

會。

白 1973 年回國後，完成國內第一例冠狀動

脈繞道于術 (1973) ，急性心肌硬塞導致心室中

隔破裂之修補 (1974) ， 主動脈弓部瘤于術切除

(1975) ， 主動脈內氣球幫浦 (1976) 。 自薩國回

來後，又陸續完成國內 22 種第一例困難心臟手

術或創新手術方法，如 Rasfelli op (1977) ，左心

室至腹部主動脈繞道于術 (1980) ，同種瓣膜移

植 (1985) ， 正位心臟移植 (1987) ，異位心臟移

植 (1989) ，使用左心室輔助器使垂死病人過渡

到L、臟移植 (1996) , I L，臟與腎臟同時所由 (1996) , 

心臟移植合併主動脈瘤切除 (1997) 。

1995 年，經過 21 年的努力，台大醫院之間

心于術終於成為國內第一家達到一萬例的醫

在從事心臟外科工作時，常遇到一些困難

的病例必需使用新的開刀法才能突破，這些新

的開刀法往往在台灣甚至 世界上都還沒使用

過，到底要安於現狀， 告訴病人治療到此為

」上，還是引進國外已在使用的新手術方法或新

創方法，也是常要面臨的抉擇，我總選擇新于

術法來克服新問題，因此常要面臨許多新挑

戰，這些新挑戰不僅限於手術技巧的困難，有

時會牽涉到觀念的改變與同儕的壓力。

在所有建立新手術法的挑戰中，以心臟移

植所遭遇的困難最多。其實我在 1970 年代初期

即開始做心臟移植的動物質驗，後因忙於新聞

發于術而中斷一段時間 ， 1980 年抗排斥莉環抱

靈 (cyclosporine A) 用在心臟移植上獲得良好結

果，使沈寂十幾年的世界心臟移植又復活過

來 。 眼見國內有好多心肌症末期病人相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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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這些病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心臟移植 。因此

從 1983 年起我叉開始心臟移的動物實驗 。當時

心臟內外科一、 二位資深教授斷言台灣不可能

做心臟移植。但是我與總醫師王水深醫師(現

為台大心臟外科主任 、教授)仍持續做動物實

驗，先後完成 60 次狗、豬及猴子的心臟移植 。

1986 年 12 月 5 日在林院長同意下，準備心臟移

植，在即將病人送往開刀房時，醫院接到衛生

署電話來阻止，只好臨時取消，原來是某副院

長向衛生署報告的。在這之前，為使心臟移植

成功，曾經在腦死捐贈者家屬同意下，在病人

已宣佈腦死，捐出腎臟後，模擬心臟移植摘心

于術，卻被資深教授批評為“沒有醫學倫理"。

如果這樣的批評是對的話， 全世界做心臟移植

的可以說是都不懂醫學倫理了 。 1987 年 6 月 17

日政府公佈器官移植條例，准許從腦死者摘取

器官，同年 7 月 17 日，我與王水澡，醫師及其他

移植小組同仁為一位已 CPR 三次的心肌衰竭末

期病人施行國內第一例心臟移植，卻因台大醫

院尚未向衛生署報備而被罰 15 萬元 。當時心臟

移植尚屬人體實驗階段，所有費用皆需由醫院

吸收，增加醫院的負擔，因此 SICU 一有捐贈者

出現，某副院長便趕來 SICU 交待說醫院經費困

難不能做心臟移植，我只好找林院長說台大師

自許為醫界龍頭 ，對醫學的新進展不能漠視，

而獲林院長同意 。 後來醫院的負擔愈來愈重 ，

心臟移植又到了到底要停擺還是繼續做下去，

我當然是選擇繼續做下去，我向林院長說每做

一個心臟移植，我 自籌一半的經費 ， 另一半由

醫院支付'於是我開始籌募中華民國心臟移植

基金會，並在企業界的捐助下，很快成立，並

由當時台大孫校長為基金會董事長。

基金會成立之後，心臟移植得以繼續進

行，並且補助不少三軍總醫院的心臟移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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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心臟移植當中也面臨很多困難的抉擇，

如心肌衰竭合併主動脈瘤要不要做、捐贈者與

受捐者體重懸殊(最大相差 3.6 倍)要不要移

植、心臟與腎臟皆已到衰竭末期要不要同時移

植、開刀中才意外發覺捐心本身就有冠心病要

不要移植、捐心者有梅毒是否要移植， {J、肌衰

竭合併主動脈瘤要不要移植，每一種難題，我

的抉擇都是肯定的，因此每次都要面對一項新

挑戰，由於心臟移植團隊的努力，每一次我們

皆順利達成起先看起來是不太可能的任務，也

因此屢次創下了國內甚至世界的紀錄(例如在

亞東醫院就有一位病人同時接受二顆外來心

臟，成為世界唯一的三心人) ，由於台大開風

氣之先，其他醫院跟進，使台灣的心臟移植在

亞洲大放光彩， f占亞洲心臟移植的 46% (1996 

年) ，想到台灣人口只佔亞洲人口不到百分之

一 ，心臟移植所佔百分比可謂不小。

在我當外科主任當中，連體嬰的分割是值

得-提的事。國內自從民國 68 年 9 月第一對連

體嬰分割以來至民國 84 年 11 月共有七對連體

嬰，其中四對是在我當外科主任時，召集外科

系相關人員完成的。這四對都屬高難度的胸腹

連體嬰或腹部坐骨三肢連體嬰，年齡從出生第

八天到二歲二個月，分割後除一人因有先天性

心臟病，分割後即死亡外，其餘七人皆成功，

其中奕德、奕(主是在我負責召集的四對連體嬰

的治療過程中，遇到最難下決定的問題。這一

對屬腹部坐骨連體嬰分割于術時，動員台大外

科系二十幾位專家分四批進場接力，手術順利

成功之後，兩人只能有一條腿，台|副主照顧更是

麻煩，當時， 幸蒙賴鴻緒教授的日夜照顧，其

中一位 GOT 、 GPT達到一篇以上，以為沒有希

望了，大約二週後又降到正常值 o 另一位傷口

發炎，腹部傷口崩裂，巳沒有皮膚可以覆蓋，

2001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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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辦法只有死亡一途，我想到唯一能救他的

辦法，就是犧牲僅有的一條腿，去掉骨頭，用

腿的皮膚及肌肉來覆蓋傷口崩裂的腹部，很多

人持保留態度，覺得讓他變成沒腿很可憐，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活下來，這實在是思考幾天

的抉擇。因為這樣做，他終於活下來，起初看

見一個小孩沒有腿，我也有點難過，後來裝了

義肢，兩兄弟看起來跟一般小孩差不多，就覺

得去腿保命是值得的。

民國 78 年，蒙林國信院長任命我為急診部

主任，我覺得我的興趣主要是在心臟外科，急

診部行政工作佔去我太多的時間，想做一年就

辭掉，不過在一年內，我還是在急診部建立以

前所沒有的 Triage (檢傷分類)制度，以決定

就診的優先次序，後來成為衛生署醫院評鑑指

標之一 。此外積極推動在醫學院成立急診醫學

科。一年後，也就是民國 79 年蒙台大孫震校長

聘為外科主任後，每天常在思考外科未來發展

方向，可以說是未來路線的選擇。我朝教學、

研究、服務三方面發展。教學方面，全力配合

醫學院所推動的小班教學，師生雙方溝通，以

人體系統為主的不同科別整合 O 在研究方面，

鼓勵研究，公佈研究成果，籌劃經費，供年輕

醫師出國進修或參與國際會議，因此，外科論

文的質與量逐年增加。在服務方面決定朝專精

方面發展，當時大多當完總醫師的人都想留在

台大醫院當主治醫師(雖然薪資只有財團法人

醫院的三分之一左右) ，因此我定下三點進用

新主治醫師的原則:一、為發展新領域，二、

為加強原有領域，三、為培養接班人。進用每

一位新主治醫師時，我心理都會自問他能給台

大外科什麼貢獻，而不是只想成為外科的成員

而已。根據這樣的原則，我在主任 6 年中進用

了 23 位外科各次專科的菁英。他們在我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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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方向皆有傑出表現，有些已成為該領域

的翹楚，將來這些年輕醫師將是國內外科界各

領域的領導者，並在國際外科學上扮演重要的

角色。在我外科主任任內，盡量鼓勵年輕人研

究、寫論文及升等，在我任內升為副教授的有

林芳郁、王水深、杜永光，游憲章，林佐武，

賴鴻緒、湯月碧諸位，升為教授的則有張金

堅、李元麒、李伯皇，林芳郁、陳明庭諸位，

這些台大優秀的教師在他們的領域皆有傑出的

表現。

1995 年，我當台大醫院醫務副院長時 ，台

大醫院面臨幾個危機要處理。那一年健保實

施，醫學生態丕變，論病例計酬的推出，讓一

向重視醫療品質，而不關心成本的台大醫院，

勢必面臨虧損。因此乃發起推動臨床路徑。當

時院內、院外的人都認為以台大教授及主治醫

師自主性極高的傳統，臨床路徑能否推動成功

很懷疑 ， 這對我可說是男一件挑戰，我當時即

發起臨床路徑的讀書會，並帶領范碧玉主任、

林慧玲副主任、廖述朗、吳造中、簡雄飛諸醫

師及醫品會的張明月、倪嘉惠等人一起到美國

Johns Hopkins 觀摩臨床路徑，回國後即大力推

行臨床路徑而成功的把醫療成本由高於論病例

計酬的支付拉到論病例計酬支付之下，使推行

論病例計酬的項目，由實施前擔心虧損，變成

實施後皆有盈餘，並帶領小組寫成一本臨床路

徑的書出版。

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價值觀念的改變，財

團法人大醫院對醫師按績效計酬的結果，使其

醫師的薪資所得為台大醫師的二至三佑，加上

某些科，如皮膚科 、 ENT 、眼科等開診所收入

也可觀，因此一百年來台大主治醫師每年流失

率 (辭職至其他非公家醫院或自行開診所 )自

1996 年起首度多到二位數 (10- 20 個) ，台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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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最大資源就是優秀人才，如果繼續維持不

同工而同酬的話，勢必流失很多優秀人才，無

法保持醫界龍頭。於是在戴院長授權下，積極

推動績效獎金制度，開了無數次的會，並蒙教

育部人事處吳三靈處長的支持，也到行政院做

簡報說明，終於在不到一年內 (1996 年 10 月 27

日)獲行政院批准。這可說是台大醫院百年來首

次實施績效獎金制度，並回溯自 199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台大醫院為了績效獎金的實施，在

院內開了無數的會議，光是審核院內一萬個醫

令的提成就召集有關同仁組成的小組共同討

論，花了七天七夜。同時為了修改提成使其更

能反應醫師服務的付出，也發起“ Resources

Based Relative Value System (RBRVS)" 的讀書

會。台大醫院醫師薪資提昇後，流失率減少，

這是我做過當時認為很有成就感的事，但當我

1999 年到亞東紀念醫院當院長時 ，卻因有此措

施，必須提供更高的保証薪才能吸引台大醫師

到亞東服務。

當時台大另一個危機是健保局對台大醫院

申報的核減率很高， 1995 至 1996 年，高達 10-

13% '每月核減五 、六仟萬元，因此與住院室

陳瑞瑛主任分析核減原因，並至各科說明，終

於在 1997 年 1 月起將核減率減至 5% 以內。

1999 年台大與亞東簽訂建教合作，需要有

人去當亞東醫院院長，我自思回顧 1964-1999

年，在台大醫院 35 年來，我年輕時所追求的夢

想一發展心臟外科、心臟移植、心肺移植、人

工心臟，升為教授等皆巳一一實現，年輕時，未

曾想過的連體嬰分割，急診部主任，外科主

任，台大醫院副院長也已做過。並本著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的理念，在其他六家醫院主持第

一例開心于術'並完成過 63 個研究計劃'及

2001 年十二月



267 篇論文，心臟外科也後繼有人，其他後進也

分佈全省各地，並且巳訓練出來的優秀醫師皆

可在台大醫院獨當一面，因此是否到亞東醫院

去當院長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選擇與挑戰，幾經

思考後，我即向李院長表示希望到亞東去為雙

方策略聯盟的目標而努力。

亞東醫院為區域醫院，自 1981 年成立以

來，即為台北縣最大的醫院，主治醫師大都來

自台北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起初業務成

長很快，但由於醫療沒有專長特色，且鄰近的

新光醫院於 1992 年及恩主公醫院於 1998 年開

幕以來，亞東醫院的成長即遇到瓶頸。在台大

醫院方面，每年訓練大批的總醫師後，台大無

法全部容納，很多醫師到處各自分飛，沒法發

揮團隊力量，台大急需與很多醫院建教合作，

以讓總醫師訓練完後可在建教合作醫院繼續發

揮團隊力量。同時有些限於公家醫院，難以發

揮的項目也可在私人醫院發展。 1999 年初，遠

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先生與李源德院長有次聚

會，談到台大醫院與遠東集間所屬的遠東聯合

診所合作，兩位意見相當投緣，後來更把合作

擴及至亞東醫院。 1999 年 5 月，台大醫學院暨

台大醫院與徐元智先生醫蔚基金會簽訂策略聯

盟，台大醫院李院長派莊哲彥教授擔任遠東聯

合診所所長，以借調方式派我及林佐武教授分

別擔任亞東紀念醫院院長及副院長。並於同年 8

月 1 日上任，努力使醫院轉型，致力於提昇醫療

品質，增加新醫療服務項目，倡導以病人為導

向的觀念，塑造醫院的願景，改進醫院的行政

效率並引進現代醫院管理的觀念。 1999 年底，

亞東醫院在石門水庫福華別館召開一級主管願

景營，訂立亞東醫院的大方向為一使命:促進

人類健康，維護生命尊嚴，價值觀:提昇本院

聲譽，善盡社會責任，願景 :成為醫學中心。

2001 年 卡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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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亞東的專長特色，我們訂立醫院的核心

專長為 3C2T仙，做為我們努力的目標，所謂

3C2T1A 即 3C 是 Cardiovascular medicince , 

Cancer center , Critical ca悶， 2T 是 Transplanta

tion 及 Traumatology ， 1A 是 Administration ，這

3C2T1A 將用國隊的力量來推動 ，要發揮軍團的

戰力，而不是遊兵散勇的單打獨鬥可達成的。

為達成醫院的願景，必需引導醫院成為學習型

組織，讓員工由傳統的被動應付轉成主動融入

醫院的轉型與挑戰，充滿期待的參與創新，以

作為亞東的一份子為榮。

眼看台大醫院在醫療服務、教學、研究各

方面皆在持續成長 ，需要更多年輕優秀的醫師

投入，而我借調亞東醫院期間教職缺懸而不

用，而很多年輕優秀的醫師急待升為醫學院專

任教師。因此，雖未屆退休年齡，我乃決定自

90 年 6 月 1 日起自台大退休，專心致力於發展

亞東醫院，並加強與台大醫院策略聯盟的關

係'在台大逐日擴展的醫療體系中，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

人生是一連串選擇與挑戰的過程，我最近

的選擇是轉戰亞東醫院，我的挑戰是如何讓亞

東醫院轉型成功，達成願景。

最後我要感謝張金堅主任為我舉辦的退休

晚會，林芳郁副院長、心臟外科王水深主任、

周迺寬醫師、住院醫師，助理王秋蓉小姐及外

科其他助理們的籌備，讓晚會出乎我預期的盛

大與溫馨，並要感謝所有參與晚會的人，這一

天實在令我感動萬分，終生難忘。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4 年畢業，現任亞泉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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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不意的際遇中，見到王政卿醫師 ，

他邀我寫一篇傳記要登在景褔醫訊。我有點驚

訝 ， 回想此生此世未曾有豐功偉業而受邀寫自

傳 ， 實在問心有愧。但是經王醫師誠懇的邀

請 ， 我想算是寫點人生經歷，獻給大家做參

考 ，也許未嘗不可 ，因此還是答應了。

在那 1964 年的夏天，在台大內科做完一年

住院醫師之後，我到加拿大西部的 University of 

Alberta Hospital (位於 Alberta 省之 Edmonton

市)當一年的 rotating íntern '並完成了終身大

事 (結婚 ) 。不久考上加拿大的開業執照

(L.M .C.C . ) 並申請到綠卡，本想繼續做內科 ， 適

遇台大前輩。經其好意的勸告，就暫時間業於

風景優美，民情淳樸的小鎮 Campbellton 市(位

於加拿大東部的 New Brunswick 省 ) ，嚐一嚐

「 全科」醫生的滋味。因為當地的開業醫師都

是獨自開業 (solopractice) ，我也只好獨自開

業，於是日以繼夜 ，無休無止的做內科，小外

科，小兒科，婦產科，麻醉科等 ，忙得不亦樂

乎。 三年之後，開始感到吃不消了。 看到當時

當地的唯一放射線科醫師不但工作比我輕鬆，

而且收入也好 ，也從來不值班。因此就決定改

行。於是於 1969 年到 Montreal 市之 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 (McGill University Teaching 

Program) 當放射線科住院醫師 。不久正好有一

位來自紐約的名教授 Dr. Fred Winsberg (Ultra

sound 的先驅)到此醫院設立加拿大唯的 Ultra “

sound division 。我近水檔台 ， 於 1972 年做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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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線科訓練後即當了他的第一個 ultrasound

fellow 。次年正好紐約的 Mount Sinai Hospital 放

射線科邀請那位教授去設立 ultrasound division ' 

他就派我去。我深知在大教學醫院工作是件苦

事 ， 有違當時選擇放射科的初衷。但由於呦不

過那位教授的極力聳患 ， 終於在做完 ultrasound

fellow 之後，於 1973 年到 Mount Sinai Hospital 

話í Staff Radiologist 並設立 ultrasound divísion ' 

直到現在，轉眼已將近 28 年頭。雖然很少值

班 ，但是天天還是非常忙碌， 一如開業的時

候，只是工作較適合自己的興趣 。 除了服務病

人之外，經常做些教學和學術研究，覺得很有

意義。心裡也就不覺得那麼苦了，在做學術研

究峙， 每遇到意外的新發現 ， 是最興奮的時

候 ， 因是新的東西，只好創造新名詞去稱呼它

們 。這些名詞包括所有的正確的早期懷孕之

ultrasound signs 以及在腎臟 ， 腎上腺 '甲狀腺

等的一些新名詞。在其他器官也發現了一些新

的診斷法。幾年來看到這些新發現常被應用心

裡感到很慰藉。很意想不到的，在 20 年前

Marguis Who 's who 系列先把我的名字登錄在

Who 's who in the east 0 以後登在 Who ' s who in 

America 乃至 Who ' s who in the world '陸續登

到現在 。 英國的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er 

更是每年登在多種名人錄上 O 我實在不知道這

是怎麼來的，只有閑心惶恐。當初進入 Mount

Sinai Hospital 自最基層的職位做起 ， 終於在

1986 年升為正教授 ，但早出晚歸的忙碌生活一

直沒間斷。平時很少有時間陪太太和兒子們，

2001 年十二月



這一直使我感到內疚不己，幸好內人很暸解，

相夫教子 ， 使得家庭幸福美滿 ， 兩個兒子看到

父親如此忙碌 ， 曾經發誓長大後一定不當醫

生。但到頭來選這選郡的，不知選那科好 ， 反

正前三代都是醫生，最後還是決定 "might as 

well go to medical school " 。在醫學院快畢業的

時候，又開始三心兩意，不知選那一科好 ， 終

於體會到在 HMO控制下不好當臨床醫師。結果

還是走老爸的路，都去當放射線科醫師 O 只是

動機不像我當初的單純為了避重就輕而來。現

在雖然兒子們各分東西，但每當有全美國的放

射線科大會的時候 ， 我們全家人都可以聚會，

這使我體會到原來父子同行有此好處。

~/ 

。 。

想起
三盛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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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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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事業的旅程已走到將近盡頭，回顧此

生，覺得雖然庸庸碌碌的消磨了一生寶貴的時

光，但總是覺得應該知足常樂。因為在這人世

之間可以感謝的實在太多了，從母校的培育，

專業訓練時的恩師們的關懷，工作時同事的合

作乃至家庭成員的融洽等等，都是令我衷心感

激的。懷著感恩與慶幸的心情，我感到此生非

常的幸福。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2 年畢業，現任 Mount Sinai 

Schoo l of Medicine Pro f. of Radiology ) 

敬祝業家:

珊的一年

事事順心 f

景福醫訊

全體編輯群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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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 福醫 ml

緝能語
范守仁

當人們渡過了千禧年危機，滿懷希望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未來的一切就如

同童話中的公主與王子，正準備著過著幸福與快樂的日子 。 許多人皆抱著美麗

的憧憬，幻想著科技與網際網路對人類的衝擊，其力量之大就如同不斷膨脹的
股價將大大的影響你我的生活 。 當人們開始習慣使用二代手機，腦海中卻認為

下一代，如三、四代甚至四代半的手機也會快速的出現及改變生活的形態，從

此以後不用來公司開會，學生也不一定要來學校上課，可以在你喜愛的時間地

點修課。但殘酷的現實是「供需」有嚴重的落差，習慣與科技進步的速度並不

能完美的搭配。泡沫破裂，全世界皆面臨景氣衰退，通貨緊縮，失業率居高不

下，其程度之大，大概三十年前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才可比擬，各國皆紛紛調降

利率，但景氣卻動也不動，大家對未來頓失信心 r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更進

一步刺痛及打擊了人類的人靈，突然間大家覺得連基本的安全皆受到威脅 。 在

此時刻突聞許多老師的去逝及退休，更讓人感傷，腦中浮現「月有陰晴圓缺，
人有旦夕禍福」這句話。感謝這一段時間，醫院長官鼓勵，到管理學院就讀

MBA 的課程，雖然辛苦，但也使自己對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入體認，自己鼓勵自

己「冬天雖冷，但春天還會很遠嗎 J ? 

呵?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4 年畢業，現任母院公館院區綜合管理部主任)

2001 年 十二月



7.鮮花靈堂 O

9.呂秀蓮~U總統焚香祭拜 O

1 1.李源德院長瞻仰祭拜 。

時間 2001 年 11 月 24 日

地點:台大醫院

攝影:李五郎、彭奕象

陳文彬

8.陳水扁總統親臨致祭 。

10.張俊雄行政院長獻花致哀 。

12.鄧哲明、蘇銘嘉主任恭送靈車 。



省大醫學輯學驗區費詢 : (1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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