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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辦的最後一次醫學研討會

The 20th Annual Frank H. Sivitz Symposium 

我來到美國三十多年來， 一直都在教學醫

院工作，自從 1976 年完成第二次婦產科住院醫

師訓練之後，曾經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南加

州大學、 賓州大學 、哈內門大學 (Hannemann

University) ，從 1984 年到 1990 年曾經擔任阿崙

鎮醫院 (Allentown Hospital) 的婦產科主任，而

1990 年之後，當費城愛因斯坦醫學中心 (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enter) 的婦產科主任。今年一

月我決定退休。

我在執教期間，曾經主辦了三十次醫學研

討會，我來愛因斯坦之後，承接了 Frank H 

Sivitz 醫學研討的年會， Frank H. Sivitz 是在愛

因斯坦醫學中心婦產科訓練出來的醫師，曾經

在我們的醫院執教，不幸在 1980 年患上奇病忽

然去世， 享年只有四十一歲。

他的哥哥 Jay Sivitz 醫師開始募款設立了

Frank H. Sivitz 基金會 ，每年在艾因斯坦醫學中

心舉辦醫學研討會。當我搬來費城時，從第十

屆我就接辦這項工作，開始每年舉辦，在過去

十一年中，我曾經選擇了不同的題目，包括高

危娃振、早產 、更年期荷爾蒙治療、不娃症、

婦女尿道問題和家庭暴力 (family violence) 等，

每年我們都可邀請到國際有名的教授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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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總有將近百人來參加。

去年當我決定退休時，我決定將今年的研

討會做為我最後的一次 。 剛好這是第二十屆，

所以我徵得了 Jay Sivitz 醫師的同意 ，決定把研

討會擴大為兩日舉行，由於我們剛進入第二十

一世紀，我決定把研討會的題材定為“二十一

世紀的婦產科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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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始計劃時，決定邀請和我有關係的

人士來演講，其中有我的老師、同事、同學和

我的兒子。我請了二位我的老師，酌. Edward 

J.Ouilligan 對我的教學生涯影響最大，我請他當

主講人 (keynote speaker) , Dr. Ouilligan 現在已

經七十多歲了，仍然繼續當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的主編。在 1967 年

我剛來美國峙，他是耶魯大學婦產科主任，後

來我跟隨他到南加州大學繼續我的研究工作。

從 1970 年就擔任 American Journal 的編輯，於

1990 年正式升為主編 ，由於他多年的編輯經

驗，他的醫學知識非常廣泛，很多他的學生都

說不論問他什麼問題，他都有很恰當的回答，

他為人非常和藹，對每一個人都很親切。我有

他這個老師，可說是三生有幸，由於他的經

驗，我請他講婦產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

的演講開場很幽默，說在學術界的過程中有三

段期間，年輕時人家會請他講他的研究工作內

容，中年之後 ，會請他檢討他研究工作，到年

老時，會請他講研究的歷史。 他就接著把婦產

科的過去和現在的要點簡單扼要的敘說出來。

(圖二 )

圖二 主講人Quilligan 教授和筆者全家合照(左起

筆者葉恩雅，妻信蔥. Quilligan 教授，女兒明宜

Carol .兒子明青 Michael ﹒ 媳婦 Sun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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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一位老師是 Joel Polin 教授，他是我在賓

州大學醫院當住院醫師時對我有影響的老師 ，

他的臨床技術很高明，現在在我們郊外的阿賓

頓紀念醫院 (Abington Memorial Hospital) 當婦產

科主任，他的講題是產科上最困難的問題“胎

肩難產 (shoulder dystocia) " 

在我的醫學生涯中，認識過很多同事，因

為時間有限，無法選太多人參加，終於從歐洲

選二位、亞洲選二位、美國選二位，我們醫院

也選二位。從歐洲我邀請了法國的 Michael Tour

naire 教授和瑞士的 Oilver Irion 教授 。 Tournaire

教授是前任法國婦產科學會理事長，現在在巴

黎大學附屬 St. Vincent de Paul 醫院當婦產科主

任，我認識他有三十年了，也曾經幫助他寫一

些論文，他的講題是剖腹產後孕婦的陰道生產

問題 (vaginal birth after cesarean) ，這是目前美

國最熱門的一個問題，沒有人有真正好的文

章。 Irion 教授是瑞士日內瓦大學醫院的產科主

任，他的專長是感染病，在國際發表過很多論

文，他這次的講題是“臀位生產 (breech deliv

ery) "他把他們日內瓦大學研究的結果告訴我

們，根據他們研究的結果，和最近加拿大人主

辦的全世界性研究成果，大家都認為剖腹產比

較安全。

從亞洲我邀請了泰國了的 Kittipong Vairo

janavong 池上)教授和日本的 Tsuyomu

Ikenoue 教授，泰國的 Kittipong 教授是世界上超

音波的專家 ，現任亞太超音波醫學會的會長 ，

和世界超音波醫學會的副會長。很多年前我在

台北召開的亞太周產期醫學會中認識他以後，

我們就一直成為好朋友。這次他的講題是“三

度空間的超音波 (3 dimensional ultrasound) " 

由於最近科技的進步，他所用的三度空間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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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影像非常清晰，可惜我們在美國沒有資本去

購買這種新機器。 Ikenoue 教授是日本宮崎大學

的婦產科主任 ，他曾經來南加州大學和加州

Irvine 大學留學過，他的英文可說是日本教授中

講得最好的，他的父親是我們的前輩校友，與

董大成教授同班。雖然他的專長是胎兒生理

學，他選了 一 個被忽視的產科問題

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 。

在美國的同事，我邀請了和我關係最久的

Richard Paul 教授和我最親近的癌科專家 Richard

8elch 博士，我從 1968 年就認識 Paul 教授，當

時我們都在 Ouilligan 教授與 Hon 教授下研究胎

心監護。我們一起搬到南加州大學之後，他就

一直留在那裡當母胎學部門的主管 ，到去年才

退休，還是繼續教學。他的講題是“引產 (Induc

tion of Labor)" ，由於他在南加州多年的經驗，

他把各種引產方法分析得很透徹。 8elch 博士是

我在十年前請來我們醫院的婦產癌症專家，他

在賓州大學完成癌症訓練之後，曾執教於科羅

拉多大學和達特姆斯 (Dartmouth) 大學，他是非

常好的醫師，不但于術技術高明，而且對各種

病況的瞭解很深刻，所以他的病人都很喜歡

他，這次我決定退休之後，他也決定離開艾因

斯坦，去賓州中部的瑞定醫院 (Reading Hospital) 

當婦癌科主任，他的講題是“婦科癌診斷治療

的演進" 。

從我們的醫院，我邀請了小兒科的 Allan

Arbiter 教授和婦產科的 Carlene Ouashie 醫師。

Arbiter 教授是現任小兒科主任，過去十一年

中，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 ，他是小兒科感染症

的權威之一 ，他的講題是與我們產科最有關係

的 B組鏈球菌感染 (Group 8 beta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0 Ouashie 醫師是我在艾因斯坦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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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三 同學楊文光教授演講

所提拔的年輕醫師，她的專長是母胎醫學 ，八

年前我請她來當母胎學部分的主管，她的教學

和臨床經驗非常好， 受到很多人的尊重，我退

休之後，她就接任為臨時主任，她的講題是過

期娃振 (Postdate Pregnancy) 。

我們 1962 年度醫科出了不少人才，所以我

堅持一定要邀請二位來演講，楊文光教授和吳

忠修教授，楊教授自從畢業之後，就專注於基

礎醫學的研究，在紐奧良的 Tulane 大學得到生

化學 Ph . D 之後去 Oak Ridge 的國家研究室繼續

研究， 1993 年回到台灣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生物

醫學研究所繼續他的研究，他對癌症的基因治

療特別有成就，與台大有很多共同研究，楊教

授和我從初中就是同學，在大學念書時，我們

常常聚在一起唱歌，他是第一流的男中音歌

手 ，在歌唱比賽曾得獎。他的講題是他的本

行，他把將來有可能治療癌症的方法替我們介

紹出來(圖三 )。 吳忠修教授和我也有很多年

2002 年七月



的緣份，當我在台大醫院當婦產科住院醫師

時，他在省立醫院婦產科，他對婦科內分泌學

有興趣，所以 1966 年就來費城求學，此後一直

在費城附近，由於他介紹徐千田教授給我，我

才有機會來耶魯大學與 Hon 教授進修，後來我

在洛杉磯研究時，他介紹我一個機會來賓州大

學醫院做住院醫師，所以我這一輩子忘不了他

的情，他的學問精深，而且對氣功也很精通，

他的講題是 X症候群 (Syndrome X) ，他的主題

是要用綜合方法 (Homeopathic approach) 來促

進我們的健康(圖四)

在我十八年訓練住院醫師中，也出了不少

圖四 同學吳忠修教授演講

人才，我選了 Larry Barmat 醫師做代表，他是

我來艾因斯坦第一年進來的住院醫師，他一直

都對基礎研究有興趣，所以我就安排一個實驗

室給他，也請我們科裡的二位 Ph.D 幫他，結果

他在訓練完成前就發表了一些論文，得過了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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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後來進去康乃爾 (Cornell) 醫學中心當婦科

內分泌等研究生。他的興趣是“體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 ，現在在郊外的阿賓頓醫院

開業。他把體外受精新的技術介紹給大家，由

於他的題目新鮮，準備材料又好，深得大家的

讚賞，真是有青出於藍的感覺，我當老師的，

也覺得很光榮。

男一位講師是我的兒子明青 (Michael) ，他

是在台大醫院出生的。在舊金山加州大學念完

醫學院後，就留在那裡當內科住院醫師，接著

又花了一年在伯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學一年公共衛生，得到碩士

學位，現在密西根州 Ann Arbor 市教學醫院教

學，白天看病教書，晚上去密西根大學修商業

管理課。他一向就對統計學有興趣，所以我請

他講了一課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他真正

下功夫去準備，所以他的演講受了很多人的稱

讚'我的老朋友 Paul 教授當眾給他一番好評，

因為他看著明青長大的，我們當父母的也非常

高興明青的成就。

這二天的研討會總共有一百多人來參加，

在十九日晚上，我們召開了艾因斯坦住院醫師

校友聚餐，總共有六十多人參加，看到很多我

手下訓練出來的醫師在美國各地開業很成功，

我心裡也很安慰。

有些邀請來的客人也帶他們的夫人同行，

所以信惠(妻)和我也安排了一些節日，讓大

家有機會欣賞費城的風光，於二十一日星期日

上午，我們招待他們去邦氏基金 (Barnes Foun

dation) 美術館欣賞一些邦氏醫師的r. Albert 

Barnes) 收集的一些 Renoir ， Cezanne, Picasso 等

的名畫(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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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面五 畫筆者與部分演講者合照(左起楊文光教授，日本

的池上教授，法國的 Tournaire 教授，筆者葉恩雅，吳忠

修教授，泰國的 Kittipong 教授)

JI悶 FU 景 褔醫訊l

純真台大醫學
院谷科系聯合

校友會年會

將於 2002 年 8 月 16 日- 18 
日在芝加哥舉行，歡迎國

內、外校友踴躍參加。
我很高興這一場我教學生涯的“天鵲之歌

(Swan Song) "很成功地完成了，因為“每天都

是星期六 (everyday is saturday)" 

(如果未收到報名表者，請

聯絡芝加哥地區陳子坤會

長) TEL:630-325-1104 
FAX:630-235-1109 

2002 年 5 月 2 日完筆 ~這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2 年畢業，現已退休)

可做學醫學院制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揖徵教師或t.r

6 

(一)應徵資格:

1.具有解剖學、細胞生物學或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

2. 具有博士學位後之研究經歷，至少一年。

3. 具獨立研究能力。

(二)檢具資料:個人履歷、兩封以上推薦函、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

錄，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可協助講授大學部科目(解剖學暨細胞生

物學相關)及未來研究計劃書。

(三)起聘日期:九十三年八月一日
(四)截止日期: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憑)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六樓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mail anatomy@ha.mc.ntu.edu.tw 

(六)傳真: 886-2-23915292 
(七)聯絡電話: 886-223562211 張小姐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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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制高等字校第一高等字校生活回顧記

日本仿|日制高等字校i土 8 弓仿寸/川的付扒

立于//王高校、一高(東京)、二高(仙台)、

三高(京都)、四高(金呎)、五高(熊本)、

六高(岡山)、七高 (鹿兜島)、八高(名古屋)、

主毛仿後ι出來把地方名的付扒史高校、北l立

弘前南 l立台北高等字校占色J守志。元。毛的中

T、七一高時天下仿一高守志。、一高 l己入忘記

起。東京府立一中 l乙城北補習字校剖跡。、老仇

lζ入石 l之色入試全必要左 T志程困難吃了、跡。

元。東的一高 l立自治、西仿三高 l立自由全標榜

Lτ封立 Lτ扒元。一高 l立三年制仿全寮制T、

籠城主義。寮l立三階立別四棟、部屋敷l立 109

?、運動部屋主一般部屋l己掌年另'Hζ分配 L每

年妻之志。運動部l土高校封抗試合lζ備之τ部

員全訓練寸志的才、一般寮生特lζ理科系寮生

時入部全敬遠 Lτν志。運動部肚野球、水泳、

瑞艇、柔道、食Ij擊、庭球、陸上、山岳、空手、

-Ij-:/方一、Jjτ:/!;- 一部主多樣。寮制 l立自治制

T、各室(109) 力、 b代表全一名出 L、每月一

回代表全議堂(嘍鳴館)才金議 L、正副委員

長主正副議長共 4 名在選出 L、委員長 l立全責

任者T、風紀息被委員(風，在)主食事委員在任

2002 年七月

陳炯暉

命 Lτ寮務在司~"~它志。食事委員 i士日常仿

食事仿敵立壹作成 L、晚餐金仿食事在調達寸

志。風，在 l立無慚外怕老摘凳 L、堯見寸扎l討台

末書全取。退寮在命f志。退寮即Íj退掌---C ib

志。二它仍一高生全見什付仇li'、捕縛 Lτ寮生

lζ童失拳制裁吞吐τ放寸。不衛生仿狀態力'ib扎

lir青掃在命匕、反動的治便所仿落書在消 L回

。 τ安全安護志。又俗歌在歌?也仍加拉扎li

揭示板iζ警告在貼。τ 自縮在促寸。寮內T、 l土

寮歌 L力、歌之 ftlt' 二左 lζ怠。τU 志。

寮歌 l士開校以來閉校仍 60 年間每年記念祭 l之

三年生加作詞主作曲 ~1三屯仿T、皆可-: 350 支勛。

τ、哥的中 50 支 l立日常好主扎、風且ι入。τ扒

石時l立大青T、自唱 Lτ扒志。立//'~屯寮歌可三、結

束寸志。記念祭的日 l土午後 5 時恥臼力、肘。火在于

1之ντ飾物全燒令 L、芳的因。在回。 τ火力2消

丈毛主T、寮歌壹歌台。最後 l土玉杯T、結束寸志。

玉杯l立第 1 2 回仿記念祭lζ作。 f三寮歌可?校歌 i之

相~~、日本全固的人 kfζ艙矢志扎τ扒志。寮

歌i立寮生的世相、時局 lζ均寸志，心育℃、動。他世

訓 7出的一亡、 ib 志。寮 l士正門主義守門限 l土 12 日寺。 12

7 



i一三 HZ蓮垂在到E華這昌n扭扭回m~ JI悶

時全過苦志 t 正門者攀匕昇吵秉吵越之 ftr于扎l主

ft ~ ftv 、。正門仿上?寮歌老歌予屯的屯U 志。

消士Ti立 11 時半可?老仿後 l立蠟燭吃了、勉強 Lτ 屯良扒。

所謂峭勉吃了動志。

寮仿重要 ft年中行事l立 2 月 1 日仿記念祭T、開

校記念日。司去仿日 l士各室飾物在作。 τ世相安批

半IJ\.-家族主一般人lζ開放參觀主甘午後 5 時 l己寮

歌祭壹行雪 。 初夏 l土三高左野球、庭球、水- r-, 

陸上仿四部封抗試合仿o援回安組織 Lτ練習甘

扣 I:fft ~ ft v \0 每字期末lζl立全寮晚餐金力'S句志。

4 月 iζ新入生加〈毛主 三年生加消1:T後一年生部

屋壹姐。τx ← -A在行ν說教Lτ寮歌壹教之

志 。

寮 iζl土棋生室(匡務室)別動。τ病氣寸仇If

入室出來志 。 固定的看護婦力'c1o! τ、匡師l土東京

大字的內科在職守、私別在掌中 l土沖中重雄博士

主台再出身的許椎潛博士加非常勤 l己來τ v\t三 。

許博士 l士終戰一時台大匡院仿副院長 l之怠。在之

主力立志志。寮生l土每年一度'/ -^"-;ν 夕 !j/反正:試

騏左胸部 X 光棋查壹受 rt 石二 èf之 ft 。 τ扒志 。

一高 iζl土特設高等科加卦。 τ浦州固左中固仍留

宇生在受付入仇、文科主理科lζ分 rt、每年 20 名

位。 授業 i土木科主惜別仿校舍℃、行予別寮生活 l立

本科生 主一緒仁生活 Lτν志。本科也文科主理

8 

科別動。 τ、文科l立 5 組、即 tj文甲 3 組文一、

文二、文三主林 L、第一外語怯英語、第二外語

l立狙逸語、文乙 l 組、油1主主林 L、第一外語肚

狙逸語、第二外語l土英語、文丙一組、{L.法主林

L、第一外語77/只語、第二外語英語堂專攻。

理科屯 5 組、即 Íj理甲三組、理一、理二、理三

主物;\.- 、第一外語i土英語、第三外語l士組逸語、

理乙 2 組、理四、理五 左林 L、第一外語l土狙逸

語、第二外語肚英語堂專攻。 一年生仕每週全員

倫理講堂仁集但今已扎τ一時間仿修身講義壹受付

志。講堂lζ入石前lζ名札壹襄返\.- \.-ft rt 才1，(主 ft

~ ftv\ 。 係仿者力2見張。 τ扒志的T、絕封代返出

來ftv \。 文科系的字課l土理教力"ft v \ 仿守、文字原

書壹請心花、句、運動部 l乙入。τ運動寸石余裕別

忘石別理科系 l土締時已扎志 。 字校 l立廉恥自重、

醉讓靜肅、 親愛共同、衛生清潔仿四綱領全立τ

半生仿生活指針lζLτν 志 。

私別(第 50 回新入生 è\.-τ) 一高仁入。 f三仿

l立昭和 15 年(1 940) 4 月 T、紅、加一高仁合格 \.-t::::.

報道 l立台灣仿新聞仁也出在仇元之 t 老後宅、知。

1三加台講T、也 一高別重視在才Lτν志主案感 \.-t三 。

~年 l立日支戰爭第四年目可卦。在加東京的物資

肚里富T、日本政府仕國威宣揚寸志史時紀元 2600

年仿祝賀節目在計固 Lτ扒在。 入字式仍前日寮

lζ入志 k 部屋 l立北寮 3 番室T、 *'/'7一部份一年

2002 年七月



生部屋℃、自習室仿机l立全部占領在仇τ戶口 f::.近

扒机 L力、殘。 τ扒拉心。一高內℃、屯生存競爭力3

激 L\; ，之左右E知已在仇τ不快感在竟克在加思扒

直 L一亡居殘。 τ樣子在見忍之 (:fζL元。間匕部

屋 i乙故中野健氏力九、元。彼 i土台北高等字校尋常

科力、 b東京府立四中 l己耘校 L一高理乙 l之一番℃、

合格 Lt~秀才可7、戰後三共製栗金子土仿外交部長

占 Lτ台情lζ呆在之主力'S0志。

理乙一年仿字課i封虫逸語咕週 l之 11 時間、數字

l土順列主組合T、苦 L èÌ)~扎志以外 I立架。放課後

l土 *:;;7一份練習一亡、疲仇τ、扣主 '1位鼻竇炎 lζ

伯土;三扎τL 、 1三仿℃、余句勉強 L7出力、0 元。東京

都仿阱。仿浦和高校主才，:;;少一份練習試合lζ參

加 L元。、京都lζ汽車T、封三高水一← v一只仿

r，t援 lζ參加 L t~ v) Lτ平穩T、 Lt三。六月 lζ ft. 志

主校長橋田邦彥、前東大教授宅、神挂電氣生理字

者力支、文部大臣 iζ棠任寸志之 (:fζ7旨。、後任主

Lτ阿部能成加京城大字亦已耘任寸忍之 (:fζ ft.

0 元。同匕頃lζJ甫平日高校一亡、也校長交代別勛。 τ 、

新 L\; 、校長 l立竿校內T、寮歌壹歌古之 k 在禁止 L

t~ (: \;、予日聲在聰L 、可:一高仿寮生l立阿部校長仿桂

緯在調成上l于 1三島，1' <、阿部校長惜一高 lζ四年

扒τ、華顱仿淹l三投身自殺 Lt三藤村操仿親友守、

共 l乙夏目 漱石仿真弟子。藤村仿家族仁見舞lζ行

。史時毛的妹lζ惚扎τ結婚 Lt~ (:云台。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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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L 、τ9 月份新|日校長仿歡送迎主紀元 2600 年

仍祝賀在兼拉克晚餐金席上℃、阿部校長 l立「世間

守的一高仿?一♂r:;; ← 70 '7-1只 l土頗志高\; 'J 主

皆大笑扒 iL力、 L毛 σ) '"7 -7:;; ← 7 '7-1只 l立先

輩到努力 Lτ作。記屯仿T、諸君仿屯仿守、 l立 ft. \;、。

自分左無闋係仿'"7-7:;; ← 70 '7-1只 l之溺才L元。、

先輩lζ甘丈 τi立 ft. ~ ft. \;、。開校以來一高仿寮歌

玉杯l土人口 lζ艙炙 L、特lζ全固仿中宇生、司~L

τ女生宇生﹒ . . J 主挨f~L寮生別爆笑 L元。力這

< Lτ阿部校長l立信賴在扎、寮生力，~阿部主 Iv

k 呼I:f才L 日米戰爭前、中、後仿苦難的 6 年全寮

生主共lζ過 L戰後文部大臣 l之 ft. ~τ扒志。 一方

橋回邦彥校長 l土文部大臣 (:Lτ字徒出陣在決行

Lτ、終戰σ7 日 lζ服毒自殺 Lτν志。橋田校長

l土寮生 lζ親 L 主才vf、腰拔 '1元、主批判在札τν

志。因本lζ晚餐金仿席上T、來賓星野直樹無任所

大臣加壇上℃、寮生仿猛烈 ft.野吹℃、立往生 L、問

席 l己扒 t~y荷州固留守主生加一高 lζl立自由力'S0志主

感心 Lτ扒在場面別動。元。十一月十 81乙拉志

主花電車叫東京市內全回吵一高近〈仍使谷lζ 屯

來元。空十一月十一日咕東京;有℃、大觀艦式加行

b扎數百的聯合艦隊抓集土。海軍航空機別東京

上空壹回。一高的上空lζ 也現扎克。之扎在見f三

寮生 l士日本仿海軍力加強力T、玩忍之 t 在于知。 f己

到戰爭力3近扒之左右三感匕 (:~τν元。空昭和 l

6 年 2 月 1 日的記念祭 l土平年通。盛大T、卦。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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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生ι進級寸志左理乙的字課l士組逸語以外

微分、積分、物理、化字、 ﹒ 物主生物別忘。τ

庄力抓強心。毛扎在理由 l之才" '/ J;-一部長吉田信

氏 l己相談 Lτ離部在許 Lτ賞。元。一年先輩的

故文甲生吉田信氏肚丈到高〈、美男子守一高水

'/J;-一仿花形選手。 一高 l土歷年才" '/ J;-一的-1/

夕一/\-1--r、連勝 Lτ扒τ、司Eσ3維持在目指 Lτ 

若手選手全訓練寸忘記吟三年生全落第 Lt~。卒

業後竿徒出陣T、海兵隊 l之入吵、終戰四 7 月前 l乙

零戰lζ搭乘 Lτ沖繩附近仿米固艇隊lζ 突'ê: J主L

T、無歇死 Lτν志。一高在護吵、日本在諱。先

熱血1士士℃、動。元左云bð"志全文 ttv\。因為1- (ζ 、

話lζ 主扎 li昭和 15 年 2 月的晚餐金的席上T、漢文

仿麓保孝教授別演壇lζ立。 τ 「若 L諸君仿寮友

加徵兵在仇τ戰死 Lt~ G諸君 l土直 tj(乙統在取。

τ前線lζ行<--r、甘古」演說在 Lt~ 主 1三九 lζ運動

部份寮生加立。τ 「統在敢忘仿 l士也、才是 L 也能℃、

咕 ttv 、。筆在取。 τ報固寸志的屯大切茫、」主駁

L τu忌。明已力斗之多〈仿一高寮生 l土武力在好

力、 ttv 、仿?亡、玩志。昭和 16 年仿前半。3寮生活倍平

穩τ、 3倍。克力1五月 l之日本政府 l立口 ν7仿滴州固

侵略在防v\ê'討米戰爭l之輩力在集中寸忘記的日

口不可侵略采約在結!V I三。十月 tζ7出志主宇生的

徵兵延期 l立一年 l乙制限寸石 ~v 、王朱文到凳布在

扎在。之仿采文在見τ寮生二名加揭示板lζ 「二

的朱文 l土吾等的容認寸毛主之石 l之<b GTJ 主-

10 

文在貼。元。字校3局 l立 2 人在 2 週間停字也分

lζ Lt~。間屯 7出〈二浪的文丙二年片山正義別徵

兵在札記。值的社行全℃、片山 i土「私仿之 ~I士和、

lζ任它τ安心 Lτ 〈扎。後 l之殘忍諸君仿文化lζ

封寸石仕事l立戰。3仕事主吵更lζ困難T、;b志。 I L

。恥。令。 τ 〈扎、史的ù'芳、」主演說 Lt~ G 、

寮生 l土「片山生意 τ歸扎主」主呼!V--r、日露戰爭

時l之作。先寮歌老歌勻 τ另I J扎在告阿元。之仿頃

iζ一航戰(赤城、加賀)、二航戰(飛適、蒼淹)、

王航戰(羽鶴、瑞鶴)的、艇攻隊郎、棋島在才

77島 lζ見立τ說海面雷擊仿猛訓練 L、十一月

七日仁軍令部肚真珠清攻擊計面在凳布 LI三。 十

月十七日仁九州的佐伯萬左旗艦赤城到見送句也

ttUζ出航 L才77島ι向。、十二月八日未明

真珠清在襲擊 Lt~。 之仿頃 lζ tt 志主物資仿缺乏

刮目立~、衣料屯只 7 力:混在。句、腰 l之垂 G Lt~ 

一高?一夕仿入。 7二手拭屯貴重品 iζ tt 句、寮仿

食事也 F /7" 1) 一弓 lζ制限在扎、玄米左←一毛

口:::1-/仿脆片叫混在、石樣 lζ7旨。元。空昭和 1 7 年

2 月 1 日記念祭 i立簡單 l乙、清主 -tt l三。雪到降。 τ

v \t~加寮歌祭屯正常通。行勻元。三年忙進級寸

志主卒業到半年早的志之 ~(ζ tt01三仍可、正規

的字課在一部取。消 L、物理主化字仿寞臉、 三

浦半島油壺iζ島石東大臨海美臉所可去。二仿卵仿

分裂寞酸、教練核定試騏在于優先的lζ安配 Ltd妥、

大字入試仍受騏補習全 Lτ 〈扎在。匪科志願仍

2002 年七月



理乙生 l三封 L動物字仿先生力， 2 週間生理字仿補

習 Lτ 〈扎克力2、入試的役lζ立 t:./，t. 恥。 t:. ft仇

E東大仿匡字部位 1 5 名合格 Lτν 志 。 教練機

定 l立日本人的字生加兵役仿場合幹部候補生lζ f，t.

石先昀 lζ必需課目可、体操仿時間 lζ配厲抨校加棋

定 Lτu 志。高等字校的配厲特校 l土陸軍省直厲

可7、校長主 同格可三、卦。把抓一高的配厲特校l立割。

切才Lτ寮生主折合扒叫主扣。 1三加、他仍高等字

校℃、 l土話 L別違。 τL 、花樣可、;b志。話 l之 J三石 t

二高在字仿台、清籍字生葉盛吉 l立配厲抨校 i之在 L

ð"lvv \ 匕品'J G仇、戰後台海大字匡竿部在卒業 L 、

'"7 7 日于研究所T、白色恐怖lζ遭。 τ、銳殺 ð扎

τL、石。台海人的悲哀T、痛恨的至吵。私l立運到

良恥。 t:. è神仁感謝Lτ扒志。

ð:J主拼音:

短力迄今 f之三年半仿向陵(一高的另IJ名)生活咕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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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扒出別多恥。元。 戰後 l之 7旨 。 τ*/'7一部份

吉田信別特攻隊èLτ出陣寸志數日前仁川端康

成lζ阿部主 Iv\己主石 L < è v 、古插話全意 L 、元。

三人共 l之一高生可川端康成l立戰後 J-<^勾心文字

獎壹受賞 Lτν 志 L、阿部能成l土文部大臣 iζ7法

。 τ扒忌。三人主也 l之一高在熱愛 L、圓在護忍

心情別強力迄今元。之扎別的.632 人仿卒業生壹出

Lt:.一高的成果--C;b ---;; t:. è 思步 。 私加一高 lζ入

。 t:. 主吉仿名前i立陳炯暉。(台中一中)守卦。在

別二年生的時台搏的全家族抓改姓名 L t:. 仍可?卒

業証書肚永田哲夫(台清)仁扭。 τν石、令l立

吵私 l立台萬人吃了島志 t 美感在它已扎克。戰後漢

文的麓保孝教授在台商一高金lζ招 V \ t:. 時、 一高

仿制帽主冬服在扣券法句 ff' \乙頂 L 、 f三仍可亡、今可三、也筆

筍 lζ大切 lζ葳吟τU 志。 f，t.~ 母 l立向陵加一高仿

別名℃、仇志二主告知。 τ扒在。 驚~仿至。一亡、動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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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舊制度下的第一高等學校生活回憶錄

陳爛輝

日本的舊制度高等學校是以八個號碼的方 全。

式來排列。一高(東京)、二高(仙台)、 三

高(京都)、四高(金澤)、五高(熊本)、 男外當發現有任何人在唱低俗歌曲時，會

六高(岡山)、七高(鹿兒島)、八高(名古

屋) ，在這之後以地名所設的高校，北有弘前

高校，南有台北高校等。但在這之中的一高被

視為天下第一高，要進入一高，必須要通過困

難度相當高的入學考試。位於東邊的一高提倡

自我管理，而西方的三高則是標榜自由，理念

上基本上是處於對立的狀態。 一高是三年一貫

住校的籠城主義，有四棟三層樓高的宿舍， 109 

間房間，運動室與一般房間依各學年分配，每

年會更換到不同的房間。運動校隊是在籌備訓

練參加各高校運動團體比賽的隊員。一般的住

校生中屬於理科系的住校生通常皆敬而遠之婉

拒入隊。運動校隊中有棒球、游泳、划船、柔

道、劍道、網球、田徑、登山、空手道、足

球、曲棍球等不勝枚舉。宿舍採自我管理制，

每間房間 (109) 選出一名代表參加每個月在代表

會議室 (嘍鳴館)舉行的會議，在會議中選出

正副委員長與正副議長4名，委員長是全宿舍的

最高負責人，指派風紀審查員(當時稱為風

點)以及伙食股長管理宿舍事務。伙食股長負

責日常三餐的菜單製作與晚餐的工作調派。風

點是負責管理無申請外宿者，倘若被風點抓到

時必須繳交理由書，風點有權力命其退出宿

舍。(當時退出宿舍即等於退學)。當發現假

冒的一高生時，風點可將其逮捕帶到宿舍令住

校生拳腳制裁後再放走。當衛生狀況不良時可

命令住校生打掃，發現在廁所有寫任何反動的

標語時，必須全部銷毀，維護宿舍秩序與安

12 

在佈告欄貼上警告，要求其自制。因為宿舍中

只能唱宿舍之歌。

宿舍之歌是從建校以來到學校改制這六十

年來在每年的校慶時高三的學生負責作詞作曲

所作成的歌曲。全部共 350 首 ，其中的 50首在

日常生活中常聽到，受到大家的喜愛。在洗澡

的時候常聽到有人大聲的哼唱。 一般的學生聚

會也是以宿舍之歌做為終結。而在校慶日時從

一萬正門的徽章(中自葉 )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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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正門

下午 5 點開始升火，大家聞著火一邊燒掉一些

裝飾品，一邊唱著宿舍之歌直到火熄了為止，

通常最後一首為玉杯，玉杯是在第 12 屆校慶時

所作的宿舍之歌，其地位相當於校歌，當時在

日本全國屬於膽炙人口的歌曲。宿舍之歌可以

說是表現了寄宿生對當時時局的心聲，其實也

包含了做人處世的道理。

宿舍是以正門為界限，門限定為 12 點。過

了 12 點之後就必須爬過正門才能進入。熄燈則

定在 11 點半，在這之後允許點蠟燭唸書。也是

當時所稱的蠟勉。

宿舍的重要祭典為 2 月 1 日的校慶，即創校

紀念日，在那一天各教室都會裝飾著批評當時

時事的裝飾品，供開放家人與一般民眾參觀。

在下午五點舉行宿舍之歌之祭典。初夏組織啦

啦隊為對抗三高(京都)的棒球、網球、划

船、田徑四個社團比賽加油，並且必須勤於練

習。在每個學期末都會舉行全宿舍的晚餐會。

當4 月份新生入學後三年級的學生會在熄燈後闖

進新的房間訓誡並教導宿舍之歌。

宿舍中有保健室(醫務室)當生病時可以

到保健室報到。在那裡有負責的護士、醫生任

職於東京大學的內科，在我就學的期間沖中重

雄博士與台灣出身的許椎游博士都在此兼任。

許博士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曾任職於台大醫院擔

2002 年七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一高時計畫(鐘樓)

任副院長。住宿生每年一次接受結核病反應測

驗與胸部 X 光檢查。一高特設高等科接受從滿

州國與中國來的留學生，分成文、理二科，每

年 20 人。與本科生在不同的校舍中上課，但宿

舍生活則是和本科生一起。本科也分文、理二

科，文科有 5 班，即文甲 3 班又稱文一、文二 、

文三。第一外國語為英文，第二外國語為德

文。而文乙一班又稱德法，第一外國語為德

文，第二外國語為英文。文丙一班又稱佛法，

第一外國語為法文，第二外國語則專攻英文，

理科也有 5 班也就是理甲三班，稱理一、理

二、理三 ，第一外國語為英文，第二外國語為

德文。理乙 2班又稱理四、理五，第一外國語為

德文，第二外國語則專攻英文。全部的一年級

每週在倫理禮堂集合接受一個小時的修身課

倫理講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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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生( 住宿生)代表會議(嘍鳴堂)

程。禮堂入口有點名用的學生名牌，進入禮堂

前要把自己的名牌翻成背面，有負責人在監

視，所以絕對不可代翻名牌。文科中沒有安排

數理課程，所以人文科的學生通常有多餘的時

間可讀文學原文書或參加運動社團運動，但相

反的理科學生就被綁得很緊。學校訂立了自重

廉恥、謙虛禮讓、相親相愛、衛生清潔四個綱

領做為學生的生活指導方針。

我於昭和 15 年 (1940) 4 月(第 50 屆的新

生)進入了一高。當時在台灣的報紙有登載一

高的合格者，雖然我是在事後才得知的，但讓

我深感當時台灣對一高的重視程度。當年是進

入中日戰爭的第四年，東京的物質仍舊相當豐

富，日本政府為了宣揚國威，還計畫了為了祝

賀開國 2600 年的節目。在入學式的前一天進入
宿舍時房間被分配到北宿舍的 3 號房，屬於曲

棍球部的新生專用房。自習室的桌子全部被占

領，只剩下靠近門口的幾張桌子而已。在這之

前就已經聽說一高的生存競爭相當激烈，一直

讓我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看到眼前的情景

不禁讓我回想這種感覺，並停佇在自習室一段

時間。已故的中野健先生當時也在自習室中，

他是從台北高等學校的普通科轉到東京府立四

中，並以榜首進入一高理乙的秀才， 二次大戰

後以三共製藥的國際部部長的身份來過台灣。

理乙一年的課程中，德文是一週 11 個小

時，數學除了排列組合的部份以外其他都輕

14 

阿部能成校長(左) .橋田邦彥校長(右)

鬆。下課之後忙著曲棍球的練習，再加上深受

鼻寶炎的困擾，實在沒有好好的認真讀書。有

時去參加和緊鄰東京都的浦和高校的曲棍球練

習賽，有時坐火車去京都參加支援對抗三高的

划船賽，平穩的渡過了一年。在當年的六月

份，前東大教授也是神經電氣生理學家的橋田

邦彥校長榮昇成為教育部長，接其校長職位的

則是由朝鮮京城大學轉任來的阿部能成校長。

在同一時期剛好浦和高中也正逢新舊校長的接

替，並聽說新校長禁止住校生在校園內唱宿舍

之歌。聽到這樣傳言的一高便詳細調查了阿部

校長的背景，其結果是在一高唸了四年的阿部

校長與在華嚴瀑布投身自殺的藤村操先生是好

友，也同時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並且還聽說當

他去藤村家探病時，喜歡上藤村的妹妹而且結

了婚。

接下來在 9 月份的新舊校長交接典禮和慶

祝開國 2600 年的晚餐會上阿部校長的「一高在

社會上的市場價格屬高價位」 一語，引起全場

大笑 r 但是這個市場價格都是前人所累積下

2002 年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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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校長與寮歌祭

來的心血，不是在場各位可以獨佔的。不要沈

溺在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市場價格中，也不可以

過於依賴學長。建校以來一高的宿舍之歌膽炙

人口，特別是全國的中學生，並加上女學生....

J 這一段的致詞更引來了住校生的一陣爆

笑。自此之後阿部校長深得信賴，住校生稱其

為阿部先生。在美日戰爭中所經歷的苦難 6 年

裡他與住校生同甘共苦，戰後也成為了教育部

長。

男一方面身為教育部長的橋田邦彥校長勉

強同意徵召學生上戰場，在戰爭結束當天服毒

自殺了。橋田校長在住校生眼中是個無法親近

而且膽小的人。如在某晚餐會上特別來賓星野

直樹無任所政務委員在講台上受到住校生的大

聲而又猛烈的攻擊，校長也因此不知所措，同

樣在場的滿州國學生，目睹這個場景時無不讚

嘆一高之自由。到了十一月十日時花電車環繞

東京都內，也繞到離一高相隔咫尺的過谷。隔

天的十一月十一日在東京灣舉行了大觀艦儀

式，上百的聯合艦隊全集中在一起，海軍航空

戰機也在東京的上空環繞，並也出現在一高的

上空。看到這個景觀的住校生知道了日本海軍

的強大實力，但也感覺到戰爭將近。第二年的

昭和 16 年 2 月 1 日與歷年相同舉行了盛大的校

慶。

2002 年七月

晚餐會(1940 年 10 月)

升上二年級後理乙的課程除了德文之外有

微分、積分、物理、化學、礦物以及生物，壓

力很大。因為這個理由與曲棍球隊的吉田信隊

長商量後獲准脫隊。比我高一個學年而已成故

人的文甲吉田信先生是個又高又帥的美男子，

並且是一高曲棍球隊的偶像選手。一高歷年來

在曲棍球的全國高校綜合體育大賽中， 一直都

保持著連勝，他為了要訓練出接班人維持這個

佳績，在升高三那年留級了。畢業後以學生入

伍方式進入海軍，在戰爭結束的四個月前駕乘

零式戰機衝撞在沖繩附近的美國艦隊做了無謂

的犧牲。只能說他是個保護一高，保衛日本的

熱血壯士。正因為如此，在昭和 15 年 2 月的晚

餐會上以攻漢文聞名的麓保孝教授在講台上陳

述「倘若各位的同學因入伍而戰死時，各位也

應該拿起槍前往戰場前線」。話才剛說完體育

社團的住校生站起來反駁說「拿起槍桿子並不

代表有能力，拿起筆桿子同樣也可以報國」。

從這裡可以明確的知道一高的學生不喜歡

使用武力。昭和 16 年的前半期過著平穩的住校

生活，但在五月份日本政府為了防止蘇聯對滿

州國的侵略以便集中了對美戰爭的軍力，並簽

下日蘇互不侵犯之條約。接下來在4 月份發布學

生的徵兵期間延長為一年的制度條文。看到這

個制度條文的二名住校生在公布欄上貼上「這

個條文完全沒有經過我們的允許」的標語。學

校方面則對這二名住校生做出停課二週的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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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沒過多久，重考兩次慢了二年的文丙二年

的片山正義君被徵調入伍了。在他的送行會

上 ， 片山說 「我的事就交給我請各位安心，接

下來各位所要承接下來的文化工作比戰爭的工

作來的更困難，各位要好好的做，就靠你們

了 J 說完之後住校生們呼喊著「片山你要活

著回來 J 並唱著在日俄戰爭時所完成的宿舍

之歌的歌聲中告別了片山 。在那段時期一航戰

(赤城、加賀) 二航戰(飛適、蒼適)、五航

戰(明鶴、端鶴)的進攻艦艇隊以核島為基地

將歐亞夫島 (Oahu) 做為標的物進行猛烈的淺海

雷擊訓練，十一月七日司令部發布攻擊珍珠灣

計畫。十一月十七日在毫無事先預知的狀況

下，旗艦赤城由九州的佐伯灣朝歐亞夫島 (Oahu)

出發，十二月八日在天未亮時襲擊珍珠灣。當

16 

.. 位
寮歌祭(1941 年 2 月 1 日)

時物質缺乏成了嚴重的問題，衣服也混合了化

纖，垂掛在腰際上，並附有一高標幟的手帕也

成了高級品，宿舍的伙食也被限制為一大碗，

裡面是糙米和玉米碎片所攪拌而成的食物。之

後的昭和 17 年 2 月 1 日的校慶也是簡單的舉行，

雖然依照往年下著雪唱著宿舍之歌。升上三年

級後因為規定提前半年畢業，所以一部份的正

規課程被取消，物理和化學的實驗以及在位於

三浦半島油壺的東大臨海實驗處進行海膽的卵

分裂實驗，以教練檢定測驗為優先，安置分配

後再為我們做大學考試的補習。對於目標為醫

學部的理乙學生有動物學的老師利用 2星期專門

補習生理學。雖然對於入學考試沒有多大的幫

助，但是通過東大醫學部入學考試者有 15 人。

教練檢定是日本人的學生在入伍時成為預官時

的必修課程，在體操的時間中由所屬的將官做

檢定工作。分配至各高校的教官是直屬陸軍管

理與校長是相同的地位。分配到一高的教官與

學生們配合都非常良好，但是在其他的學校好

像就不如其願。曾有傳言說二高的台灣籍學生

葉盛吉常被分配到二高的教官欺負， 二次大戰

後，由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瘖疾研究所

遭到白色恐怖被槍殺了。這是台灣人的悲哀與

痛恨，我要感謝上天讓我一直平安無事。

後記: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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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三年 (J) 室友(後左 2 是本人) 卒業時阿部校長 (J) 合照(後 3 排右 7 是本人)

於特攻隊之前的幾天，請川端康成向阿部問好

的美談。三個人同樣都是一高的學生，川端康

成在戰後得到諾貝爾獎，阿部能成成為了教育

部長。三個人也都熱愛一高，保衛國家的情操

都很高。我覺得這是吧，632名一高畢業生所創

造出來的成果。我在進一高時名字為陳惘暉

(台中一中) ，二年級時因為全家改姓，所以

畢業證書是永田哲夫(台灣) ，我一直還是深

深的感覺我是台灣人。戰後邀請到漢文的麓保

孝教授來台參加台灣一高同學會時，他送給我

卒業時 (J) 夕手又合照(中排左 2 是本人)

一高的帽子以及季制服，至今我仍小心翼翼的

收藏在衣櫃中。過世的母親知道向陵是一高的

別名時，讓我嚇了一跳。

二年半短暫的向陵(一高的別名)生活讓 (作者係日本東京大學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小兒科名譽教

我回憶良多。在戰後當曲棍球隊的吉田信出任 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註

日本之舊學制

小學( 6 年) 司 中學( 5 年 )f 高等學校 *(3 年)母大學{醫 4 年}
電 其他 3 年

*中學 4 年級就可以報考

2002 年七月

如醫學專門學校 4 年‘

專門學校4 高等工業學校 3年》

、 高等商業學校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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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城一個社區醫院的故事

江顯禎

「蒼穹之下，有一大鳥，狀如鷹，目鳳凰。其色也麗，長生不老。自焚為灰，而後重生。」

一古埃及神話

過去的二十多年，作為大鳳凰城西區六個

社區醫院的「現役成員 J (active staff) ，給我

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格蘭黛撒馬利 (Glendale

Samaritan Hospital - GSH) 與它後來的轉型 。

它是龐大的撤瑪利醫療系統 (Samaritan Health 

System - SHS) 屬下最小的一個醫院 r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 J 0 1976 年我因為嚮往自由行

業，無意戀棧榮民醫院 (VAH) 心胸外科主任之

專職。有了亞省醫師執照，乃婉拒院長之慰

留，離開 「聯邦」的醫療政治，投入社區 ，男

闢天地。

GSH 是一所比較古老的綜合醫院 ， 說來與

我頗有因緣。那時該院的 ER 主任(一位美籍菲

裔的外科醫生 Dr . H )和病理主任(一位美國人

Dr. M '他也是此地 St. Francis 天主教堂的執

事) ，甚至於OR 的護士長 Rita '都是我以前在

VAH 一起工作過的老同事和好朋友。有了夥

伴，使我不覺得陌生。唯一的缺點是它地處邊

睡，人手不足，除了各種急診的手術之外，胸

腔和血管外科的病人 ，其預定于術一向都得轉

往鳳凰城較大的醫院。自從 1976 年我在它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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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診所，自備需用的特殊開刀器材前來以

後，才真正帶動了它的胸腔和血管外科。有了

新的大手術，醫院當局才開始阻釀改組，重新

定位。

醫院大搬家

1982 年 GSH正式關閉，從該市的北方大道

(Northern Avenue) 舊址搬到更西北的新區。一

所有兩棟四層三百多床全部是私人套房 (private

suites) 超級摩登的醫院 (外科有九個、後增為

十一個開刀房) ，在亮麗的雷鳥大道 (Thunder

bird Avenue) 上蓬勃而生。新醫院的西邊是久享

全球聲譽的美國國際管理學研究院 (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東邊在同一大道上，則與佔地千敵、嶄新而巍

然聳立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西區研究院 (ASU -

West Campus) 為鄰。新醫院還包括一棟 out

patient clinic (後改為 "Surgicenter R" ，外科專

用的有七個開刀房) ，和另一棟四樓全新的

extended care facility 。經過數次命名的難產和

波折，最後敢名為雷鳥醫學中心 (Thunde巾ird

Samaritan Medical Center 一 TSMC) 。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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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C 蛻變的幅度甚大，醫院硬體煥然一

新，大約是經過五年以上的籌劃;但院務行政

的改革則是從一年前 GSH 的主管 (CEO) 易人起

才開始。醫生成員一時劇增到五百多名。許多

醫生的私人診所包括我的，也同步搬遷到醫院

對面的 Thunderbird Medical Plaza I & 11 。後來

有更多醫療診所大樓和在 TSMC 四周像雨後春

筍般的建立起來。當然最重要又最引人注目的

變化是發生在 1982 年 GSH 的最後一晚和TSMC

開張的第一天。單就外科來說: ER與 ICU 廿四

小時照常運作， OR 隨時應變;住院病人的交接

照顧，情況至為繁雜。醫院大搬家，極不尋

常。我躬逢其盛，特為文以誌。

夜以繼日的手術

記得 GSH 的最後一晚:黃昏過後，一名中

年白人男子突然發生胸背劇痛，立刻陷入休

克，急速轉來凹，我發現他患有「馬范氏症」

(Marfan's syndrome) 。這是他大動脈急性剝離

的第二次，還破裂於體腔。連夜我為他在 OR 急

救，成功地植入人工血管。同一晚上， MICU 也

住進了一名墨裔老人，聽說這病人是在附近學

校打雜，突然心肌模塞，心跳停止。經路人用

CPR 急救之後，由救護車送來醫院。

空日，全體尚在 GSH 的病人，被輪番轉送

TSMC 。中午時分 ，那位在 MICU 的老病人轉院

後突發急性腹症，病情危急。在百忙中，我們

首次啟用 TSMC 配備全新的手術室。我為他緊

急剖腹探究，發現右結腸高壓爆裂 (cecal perfo

ration) ，腹膜污染。是一種「歐加維症」

(Ogilvie's syndrome) ，經切腸及灌洗腹腔後，

2002 年七月

JI附 FU 景褔醫訊|

病人復甦，從此日有起色。冠心症也在心臟科

同事的悉心治療之下穩定起來，終於在兩三星

期之後，康復出院。

醫院的歷史記錄上顯示，我是最後一個在

GSH 開刀，也是第一個在 TSMC 開刀的外科醫

生。夜以繼日，樂此不疲。也在 1982 年之前

後，一馬當先，參與 TSMC 心臟外科規劃，並

且給許多後來的人擔當他們于術的義務「監督

者 J (supervisor) 。他們大多是外科後起之秀，

與我素昧平生;少數則是我的同輩或前輩，其

中包括兩位知名的心臟外科教授。這些來自他

州或來自鳳凰城他處醫院的「新鮮人 J 其加

入 TSMC 的目的頗為一致，那就是要建立他們

的新「地盤 J (turf)或延伸他們既有的「勢力範

閻」。新醫院心臟外科發展伊始，大家協力與

共，各盡所能，樂觀其成，這也是我外科生涯

中一段最美好的經驗。

醫療生態的變化

回顧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鳳凰城的發展與人

口增加的快速，一直都是全國之冠。時勢所

趨，兩個 osteopathic 醫學院，芝加哥的

Mid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和密蘇里

州的 Kirksville Medical College '都先後來格蘭

黛市建立分校;連遠在明尼蘇達州鼎鼎大名的

Mayo Clinic '也於 1987 年南下，來到大鳳凰城

的 Scottsdale 拓展其 out-patient r 醫療市場」 。

這種全國僅見的獨特現象，追根究底，應該歸

咎於亞利桑那州過去長年以來極保守的作風和

政治家的短見，四十幾年前本州唯一的 MD醫學

院因為政治考量，沒有附設在首府的州大 (ASU -

Tempe Campus) 。致使今日人口有兩百多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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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都會連一個 MO醫學院也沒有，使本城在醫

學界「蒙羞」多年，這種不好的刻板形象直到

後來 00醫學院的蒞臨和名流醫院的出現而終告

解除。

美國醫生中，多數的 MO 畢業於 allopathic

醫學院，少數 00 則來自 osteopathic 醫學院。

近年來所有美國醫學院都很重視「家庭醫學 J

畢業生接受漫長專科的訓練者較少，尤其是 00

本來就強調家庭醫學，其畢業生大都很快成為

「第一線醫生 J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政

府的「醫療照顧 J (Medicare) 和各種「管理式

照顧 J (managed care) ，就利用他們有「把

門者 J (gate-keeper) 的功能，期望他們能在

「醫療市場」上有效地控制住過度膨脹的「醫

療消費」

傳統上， MO和 00 在本州各有獨立的管轄

機構 (State BOMEX) ，連醫院也有不同的隸

屬。涅潤分明，不容混淆。但是自從 TSMC 成

立以來， SHS 屬下的 MO 醫院首先打破界限，

接受 00醫生為其成員，為的是要爭取更多家庭

醫生的支持，使住院病人的人數增加，以贏得

美國保健組織甄審聯合委員會 (JCAHO) 註 1 的認

證'該會每年一度例行視察醫院的標準。因為

MO醫院的讓步，無形中 00醫生氣勢如虹。

地盤之事

TSMC在當時有最新和最完善的設備，各科

的專家醫生，趨之若驚，職業競爭也漸趨白熱

化。遺憾的是，少數美國醫生來勢洶洶，運用

各種政治手腕搶灘，很快就介入醫院的行政委

員會以及各專科部門的委員會，先發制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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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自己的「地盤」。我不久也感受到這些人

所帶來的壓力。「地盤之爭 J (turf war) 影響了

本來在 GSH 時代非常和諧的氣氛。記得新舊醫

院交接之時，我曾經在外科委員會的小組委員

會 (subcommittee) 中，應邀為新醫院制定了一

套心胸血管外科手術的明細表，以及新手申請

特權 (privileges) 該其備的條件，當時獲得所有

外科同仁的支持。

沒想到後來 CEO接受了兩位新來美國外科

醫生的遊說，願意在條件上讓步。讓他們這兩

位沒有受過心胸外科真正訓練的醫生做「永久

性心搏器 J (permanent cardiac pacemaker) 的

裝置手術。這件事依我看來是不妥當的，永久

性心搏器手術過去一向都在心胸外科傳統的領

域，我認為完整的訓練應該包括對于術引起併

發症的處理。例如:由靜脈進入的「心內膜導

電線 J (endocardial lead) 當它無法在右心室固

定時，我們可以用「心表膜導電線 J (epicardial 

lead) 經由胸腔 (transthoracic) 或胸中隔 (trans

mediastinal) 進入，這兩位只有「一般」經驗的

外科醫生則無法做到這點。當然任何人做這于

術，出了狀況再找心胸外科醫生也未嘗不可。

問題是我們該不該以病人生命安危為賭注，而

讓沒有受過完整訓練的人來越姐代居?

律師、心臟內科與我

其實我們要求的無他，只是要維護病人生

命的安全而求同仁的合作而已。 1982 年一個中

午， CEO邀我在醫院會議室共餐，他預先安排

兩位律師在場。原來他受到那兩名醫生的壓

力，想利用這機會說服我，讓他們在 TSMC 以

grandfather clause (註:以「老資格」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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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矩」約束之條款)來做心搏器手術。兩

位律師警告我，說他們可以用「反托辣斯法」

(antitrust law) 告我。我知道以 antitrust law 興

訟，可以告「團體」、或「醫院」或「 一群

人 J 但我不相信可以用它來告一個「獨立的

人 J 因此不為所動。會後我答應主持一個探

討專題的 ad hoc committee '徵求所有在TSMC

已經有手術特權的十幾位心臟外科同仁的意

見。結果全體一致同意我的主張，認為沒有心

胸外科經驗的醫生，不得做心搏器手術;只有

一位 Dr. V (曾經是人工心臟啊loenix Heart" 的

植入者)認為有外科操作經驗心臟科醫生(cardi

ologists) ，也許可以例外。

我預料將來永久性心搏器手術精簡後，由

心臟內科醫生操刀的可能性必定大增。果然，

自從「開心于術」成為 TSMC 常規手術到達每

年五百例之後，永久性心搏器的裝置，逐漸由

我們胸腔外科轉移給于藝日益靈巧的心臟內科

同事 ，他們願意在心導管室執刀。六位心臟內

科醫生首先要求我的 apprenticeship ，希望我傳

授他們外科開刀裝置法，他們前來 OR 觀摩見

習。其中與我共事而且與醫院契約有cardiac lab 

資料判讀權的兩位由我帶領，先在 OR 得三次

hands-on 經驗之後，每人又在心導管室各自完

成十個「監督過 J (supe川sed) 的個案，然後畢

業。

技術演變，誰來執刀?

我在 Buffalo 時( 1965 年)外科的啟蒙老

師是 Dr. William Chardack '他與一位 Medtronic

公司的工程師 Mr. Greatbatch 共同發明「可植入

性」心搏器，並於 1960 年把 Chardack-Great-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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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 PMR植入人體，為世界首創 。 他發明的外

科手術到今日已逐漸由心臟內科醫生們去操

刀。由八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才盛行的「心

律整流器J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一 ICD) 亦然;預防深靜脈血詮流回心臟的

Greenfield r 腔靜脈過濾器 J (vena cava filter) 

裝置于術，很快也變成「干涉主義放射線學

家」的領域。這些轉變主要原因是于術越來越

精簡，植入之「裝置物」體積越來越小，並且

成為「皮下穿刺 J (percutaneous) 的步驟。其他

各種CT 下包括肺穿刺診斷手術亦然。手術風險

也隨著變低，畢竟，用胸管來矯正肺穿刺引起

的氣胸，實在簡單容易多了。至於比較複雜的

裝置，像「主動脈內氣球幫浦 J (Intra -aortic 

balloon pump 一 IABP) 以及可能發生的危機處

理，或對付各種術後併發症，還是相當麻煩，

仍然須要外科醫生。「開胸式的肺生檢 J (open 

lung biopsy) 與利用「胸中隔鏡 J (medi

astinoscope) r 胸鏡 J (thoracoscope) 的手術仍

由我們來做。除非技術上有特別困難或有併發

症的出現，要求我們做任何裝置或穿刺診斷的

外科照會，已經明顯減少許多。

近二十年在外科看到最大的演變就是所謂

「微帶侵略，性質 J (minimally invasive) 于術的流

行，包括外科越來越常做的「腹鏡與胸鏡」于

術(laparoscopic and thoracoscopic procedures) 。

許多「皮下穿刺 J (percutaneous) 、「導管術」

(ca theteriza tion) 之類，如各式各樣的心臟血管

的「氣球血管造型 J (balloon angioplasty) 和

「支架 J (stent) ，需要靠 X 光，聲波、螢光、

CT 斷層、 "cine" 、血管造影等等的參與，已經

大多由心臟科與 X 光科醫生去做。其實在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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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的「干涉主義者」當中，接受過現代醫學

洗禮的，高科技訓練出來的，用 space age 的

cutting-edge 技術作診斷與治療的，豈只僅僅限

於心臟醫生和放射線學家?其他像胃腸科

( gastroenterologist) 同事們利用內視鏡作 「 胃腸

開口 J (gastrostomy, etc . ) 等， 也都分擔和挑起

我們外科醫生的重負。總而言之 ， 只要是為病

人的福祉，獨立行業與 「地盤之爭」所帶來的

酸甜苦辣，我們早已置於腦後。

後記

時過境遷 ， 驀然回首，已是滄海桑田。消

失的 GSH 猶如浴火鳳凰'化為灰燼;重生的

TSMC 平地而起，燦爛輝煌。今年是TSMC創立

以來的廿週年，它成為兩所醫學院格蘭黛市分

校的教學醫院，也是大鳳凰城西區優秀的醫學

中心。現在它病床超過 450 床，醫生成員超過

1000 名，與大鳳凰城內全部的所醫院當中的四

個較大醫院 1) Maricopa County Medical 

Center ( 555 床 2) Good Samaritan 

J ING FU 景褔醫訊|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 566 床 3) St. 

Joseph Hospital & Medical Center ( 569 床) ; 

4) VA Medical Center (466 床) ， 並駕齊驅。 二

十年來， TSMC 開心于術已超萬例，這種業績

在社區醫院中算是佼佼者。大前年( 1999 年 )

六月 Mayo Clinic Hospital 建立於本城之東郊

(178 床 ， 有 228 名醫生成員 ) ，與原來的 Mayo

Clinic , Scottsdale 門診部以 Frank Lloyd Wright 

Boulevard 註 2 一路相連。 TSMC 與 Mayo Clinic 

在大鳳凰城的城郊則遙遙相對，彼此輝映，一

在城之西， 一在城之東。兩個超級摩登的醫

院 ，可以讓醫學生和住院醫師有適合的實習環

境，同時也為社區民眾供應最佳的醫療服務。

註 JCAHO 是 Jo int Commission of Accreditation of Health 

Organization 

詮 2 Frank Lloyd Wright ( 1869-1959 ) 是美國廿世紀最有

名的建築大師. Scottsdale 與 Chandler. 亞利桑那州

一帶可以說是因為他的盛名而騰達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心臟血管外科專家，現

已退休於美國互利桑那州鳳凰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皮膚科誠徵教師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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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格:l.國內醫學系畢業，具衛生署皮膚科專科醫師資格。

2. 皮膚病理、皮膚生理、皮膚免疫相關專長者。

3. 具有助理教授(含)以上之資格。

(二)檢具資料:個人履歷表、二封推薦函、學經歷證件影本、五年內著作目

錄及三年內代表作抽印本至多三篇、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概
要及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截止日期:九十一年入月十五日前以掛號寄達。

(四)起聘日期:九十二年二月一日。

(五)聯絡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七號，台大醫學院皮膚科

紀秀華主任 。
(六)聯絡電話 (02)2356-2141 傳真 (02)2393-4177 。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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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您的耐心去那見了?

各位醫師、醫學院的師長、學長、學弟妹

請別動怒，我文章標題的醫師是美國醫師，他

們看不懂中文，我可以藉景褔醫訊抒發一下心

中的疑問。

話說本人隨當年的“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美國"的留學風潮來到美國，憑

著台大四年的訓練，平平穩穩得到了服務病患

的稱職藥師。經過大大小小的考試，取得了藥

師執照，開始執業。在實驗衣口袋中放著各種

不同藥物的用藥說明 (drug insert) ，每當中午排

隊買午餐時，就順手抓一張來背一背或看一

看。如此過了數年，本人趁尚未升格為高齡產

婦之際，趕緊及時產下一女，當婦產科醫師說

“你生了一個女兒"時，我心想“慘了，還得

再生一個，那可真辛苦啊 I "。人算不如天

算 ，本人一個不小心扭了腰。只好收拾家當，

打道回府，於是回到了台灣，當了純家庭主

婦。

在女兒上了小學之後，本人幸運地得到台

大醫院藥劑科的工作，渡過了短短數年的美好

時光。於是又動了留美的心機，在女兒小學三

年級結束時，又來個大包、小包郵寄出國。這

回到達風光明媚的加州。再度經歷執照考試，

取得了加州的藥師執照。

基於本人對軍人及退役軍人之敬佩與愛

2002 年七月

蒲舜華

戴，本人加入榮民醫療體系(即榮民醫院)

成為一位門診藥局藥師。每天開開心心地上

班，平平安安地回家，平穩地渡過了一、兩

年。也許是好強心太盛，一直抱著“愛拼才會

贏"的信念，因此每逢“艱苦差事"或人手不

足，本人總是第一個舉手，自願當游擊手。誰

知歲月不饒人，經過幾回合的拼老命之後，成

了手扭頸僵，頗似全身包了繃帶的老夫子。本

人除了學習古聖先賢的“忍"功之外，為了自

保起見，向院方上因公受傷的案例，接著是看

醫師及填寫一大堆的表格。表格勉強應付了一

些，但是看醫師可就不容易了。先在本人的家

庭醫師那兒拿了止痛藥，肌肉鬆抽劑的處方，

暫渡難關。接著是去找合適的骨外科醫師，好

不容易在保險公司的醫師名單中挑了一位離本

人住家最近的，打了好幾通電話(多半是答錄

機) ，才約好第一次門診。

這位骨科醫師得知我是榮民醫院的藥師。

並在我告訴他，本人因長期長時間的電腦打字

輸入處方等等，造成右手肩膀關節炎及頸部僵

痛不已之後，他還安慰本人，說他也有好幾位

在政府機構工作的病患，其中之一是美國太空

總署NASA 的工作人員，本人心想，這位醫師一

定經驗十足，雖然他的年紀並不太大。但是經

過兩、三次門診之後，我大大地失望了，他急

於介紹我去復健治療，提到可能要開刀，或者

在關節打針。我提醒他，我是因長期重覆性動

23 



作 (repetitive motion) 所導致的疼痛、僵痛。我

所最需要的是休息，而且我必須申請到勞工部

的批准，才能去安排復健治療等等。當本人一

五一十地向醫師描述病情的經過之後，得到的

答覆是:“你的右手肩膀關節 X 光正常，沒有

毛病" 。 本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在關節處

打類固醇 (steroid) 。並要求做進一步的 MRI 檢

查，醫師說必須先做 MRI' 再打針，以便判定

何處受傷。在本人嘗試了可怕的一整個小時 MRI

攝影之後，感到猶如死而復活。接著是等待MRI

的結果報告。這會兒，醫師更沒耐心了，本人

連門診房間都還沒能進，就被醫師叫到一旁去

看 MRI 的片子，只聽醫師說片子上有些部位是

淺色的，表示有積水。醫師說是很少很少小水

囊，不足掛齒，就差本人回府了。但本人右手

及頸部情況日漸轉劣，只好再回醫師診所，本

人打算請醫師寫張假條，以便靜養數個月。沒

想到在本人痛哭流淚地訴說再度受傷的事件之

後，所得到的是，批准休假兩個星期，然後必

須繼續執行 light duty assignment 。不巧本人的

light duty assignment 仍是每天四個小時的電腦

操作。經過四個月的慘痛求醫經驗，本人又想

起當年的口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於是天天忍著手痛、頸僵，抱著服務病患的精

神，又撐了三個多月，終於決定辭去工作。這

回是安慰自己，“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本人的求醫精神未滅，又興沖沖地拿起醫

療保險公司的名單，換了一位運動骨外科及復

健醫師。奇怪的是，似乎舊戲重演，首先這位

新醫師很熱心地解說本人的 MRI 片子。指出各

個受傷部位，並問“你怎麼弄成這麼糟糕的? " 

本人幽默感一發，隨即答以“這乃是數年之功

夫也， "。結果是本人終於接受了第一次的關

節注射。這位醫師身材高大，打針本領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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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針打入本人右手肩膀，居然沒有疼痛感，也

許是麻藥的功能。這兩針類固醇有效了一、兩

個月之後，也就沒太大作用了，本人忍痛的功

夫一天比一天強，但是頸部的僵痛則全無耐受

性 (tolerance) ，只好終日臥床熱敷再冰敷。直

到今日，才再度去醫師那兒求救。咱們這次把

話先說在前，本人問道:“醫師，如果您不願

看我這位因工作受傷的政府機構員工，請您現

在告訴我"。這位醫師答說，“看你，這不成

問題"。本人再下一道問題“醫師，您若無法

處理治療本人的頸部，可否請您轉介一位頸部

專家"他隨即答道，“本人乃頸部專家經

過一分鐘，醫師決定要本人做個頸部 MRI 。他

說:“如果頸部 MRI 結果正常，那我就不明白

你為什麼會疼痛，我也幫不了忙了"。我還是

抱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我問道:“如果

頸部 MRI 結果不正常，又該如何他答說

“我不知道，看了結果再說我問說，“是

否也可在頸部注射類固醇"他勉強答說“可

以我又問道“其效果如何?您的注射經驗

如何? "這回我沒得到答案，而是被請出了診

療室，接下來由護士交代我到前面櫃台結帳。

本人忍不住，只好向櫃台小姐訴苦，走出病患

接待室，本人不禁抬頭望蒼天，老天爺，請你

告訴我，“醫師的耐心跑到那兒去了? "欲知

後事，請待下回分解。

(作者係母校樂學系 1975 年畢業，曾任美國加州榮民醫

院門診F真正吾吾吾師)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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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療人員犯錯的時候

一回應追求完美的醫療照顧

身為醫院藥劑部門主管超過十年，我常告

訴其他主管或同事們，我最大的夢魔將是同事

藥師們配錯了藥，並且病人身體狀況因此出現

了危機甚至死亡。我折禱我但願那一刻永不來

臨，而為了希望那一刻的永不出現，我們要付

出非常多的心力來防止，無論是主管或同事或

是醫院主管。

西洋有一句諺語- to err is human '意指犯

錯是人之難免。我有時這樣比喻，請一位朋友

連續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動作一把筆蓋套回原于

筆 ，但是總可以發現， 一二十次甚至更少的次

數之後，對方必然有一回蓋子就套到筆外了，

沒能正確完成這個動作。如果連如此簡單的事

情，我們的失誤率都可以達百分之幾以上，那

麼，身為醫療人員，我們執業一生當中有多少

例行性的工作可能會犯下錯誤呢?尤其是當近

幾年來，保險給付制度的變相鼓勵，醫療行為

被扭曲成多看病人、多做檢查、多開藥就可以

提高醫院獲利率，提高醫院生存力，導引了普

遍的草率看病，這種做法不知潛藏了多少醫療

錯誤與未被揭示的後果?

陳 昭 姿

包括弄錯針劑與口服或外用藥劑，交付了成分

相同但是規格強度不同的藥品，給成另一個作

用類似名稱類似或外型類似，但不是醫師原來

處方的品項，有時是漏給了其中一個藥品。另

外，基於專業責任與功能，我們也記錄了醫師

處方當中可能的失誤，例如選錯藥品，包括看

錯、勾錯或書寫與心想不一 ，用藥劑量太高或

太低，或是用藥間隔與時機不當，以及危險的

藥品交互作用等等。我們自己犯錯的資料必須

定期向院長作書面報告，而醫師處方的部分則

必須在全院的醫療品質改進委員會正式報告。

院長告訴醫師，如果不願意參加這樣的討論會

來從自己或同事的錯誤，或有時是爭議性的處

置，認真學習與檢討，將來發生醫療糾紛時，

醫師個人如何期待醫院出面協調或主持公道。

有一次在晨會台上分析醫師處方失誤時，

因為看到黃達夫院長的臉色非常嚴肅，說了一

句- to err is human '院長回答說 r所以才因

此更要戒慎恐懼，訂定一套預防犯錯的措施，

而且同樣的錯誤絕不能再犯第二次」。當我每

個月向院長報告藥師犯錯比例時，即使常常只

有萬分之幾或更低(亦即每處理數萬筆藥可能

十年來，我們部門每月分析檢討統計藥師 犯錯一次) ，他常常告訴我:昭姿，妳的管理

犯下的各種失誤，小至於數錯藥品顆數，大至 目標是零錯誤。他的話沒有錯，但是當時心理

於給錯藥品，這當中還有其他各類型的錯誤， 有些不服氣，我們又不是聖人，誰能無過?不

2002 年七月 25 



過，我其實明白，零失誤必須是我們最終極的

目標。因為，我們醫療人員面對的是病人的健

康與生命， 一且處置有誤，常常無法逆轉或挽

救。

根據研究報告，源自醫療失誤的病症有相

當的比例來自用藥不當，因此我自認藥劑部門

在醫院醫療照顧品管上庸負重大責任，用藥不

當可來自醫師處方、藥師調配、護士給藥與病

人用藥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的品質都需要監控

與教育，才可能達到零失誤。醫療文獻十分強

調作業系統帶來的失誤的影響與重要，遠遠超

過個人因素，所以我們每個失誤紀錄都必須假

設其他同事都可能重蹈覆轍，因此以鼓勵的方

式紀錄錯誤，並公開檢討改進與避免的對策方

式最具成效。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醫療科學

有其極限，面對發生在人體的奧秘與現象，所

有醫學的努力不過是盡力向真理趨近，但是其

實沒有一套檢驗或人類智慧可以抵達真理，無

論你的專業知識如何更新與強化。這也是近年

來藥害救濟基金成立的主旨一科學有其極限，

對於超越科學能力理解或防範的不幸，只好設

法另案救濟。

每一種行業的每一位從業人員都可能犯

錯，但是醫療人員的錯誤最容易被突顯，也最

不容易被原諒，因為我們的工作本質關係人權

與人命，有時我們因此覺得委屈，可是這是我

們自己選擇的專業與行業，我們與病人的關係

在倫理範疇是屬於盟約式的承諾(covenantal 

commitment) 而不是契約式的承諾 (contractual 

commitment) ，前者必須採行最高的道德與倫理

標準，後者卻不需超越一紙合約上所陳述的條

文。可是 ，無論醫師或藥師或其他醫事人員被

社會授與專業證照之時，我們與民眾之間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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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盟約關係，但是台灣唯一的保險單位一

中央健保局，卻是與各醫療院所建立著契約關

係。民眾以盟約層次來期待我們，相當程度的

決定了我們存亡關鍵的保險單位卻只與我們建

立契約關係。面對一手盟約式的承諾， 一手契

約式的限制，我們只能秉持理想信念、努力增

強實力，把握每回訓練時機，盡全力承擔醫療

人員的法律與道義責任!

如果，醫界願意秉持良知與能力，盡力在

自己的執業場所建構一套錯誤修正機制來防止

失誤的醫療行為;對於過去很難避免被指控為

「共犯結構」的權賣主事機構 ， 包括衛生署與

健保局，是否也應當盡力提供我們一個不容易

犯錯，可以預防失誤的醫療支付制度，來回應

我們的努力?

(作者係母校 1979 年樂學系畢業， J克f圭和信醫院禁劑科

主任)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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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回憶錄

蘇士民

斷腿將軍 不是簡單的事情， 沒有專家的指導，恐怕學不

起來。

已經有好幾年沒有給景福投稿了。年過六

十以後，公事和私事越來越多，忙不過來，于 春天到來的時候，我去佛州 Sun City 的 Ben

頭一鬆，也就懶得提筆了。 Sutton Golf School '上了五天的入門課，從握

桿開始學。五天下來，揮桿打得到球了，回區

我是「被迫」不得已去學打高爾夫球的。 茲堡後，急著要去球場露露身手，不巧碰上連

本來在賓州匹茲堡有一個台灣醫師小社圈，比 續兩個月的春雨，接著是繁忙的夏天 ， 一年下

較合得來的十幾對醫師朋友和配偶，組了一個 來，只上球場打了不到十次球，不用說是打得

歌舞團， 一起ß昌 Karaol惚，跳Ballroom Dance ' 落花流水，雞飛狗跳了 。

住飯館，偶而結隊外遊，自得其樂，生活品質

不遜於任何一個台灣社圈 。 可是這個安份守己

的小歌舞團，都經不起老虎伍茲先生 (Tiger

Woods) 的一聲虎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就無形

中解散了。老虎伍茲先生出山的第一砲

r Augusta National Master J '石破天驚，一

鳴驚人， 震撼之大，波及匹茲堡這個小小的台

灣社間，團員們像中了邪一樣， 一個個往球場

跑，猛學高爾夫球，從此再沒有人唱歌或歌舞

了，老朋友們都跑光了，我是最後一個不得已

落草為寇的。

我一向認為高爾夫球是老頭子的玩意兒，

雖然已近耳順之年，卻不認老，不屑去學。第

一次去練球場 ， 是一位老朋友硬拉著我去的。

他給我一根球桿和一分鐘的講解，我拿起球桿

連揮三次，打不到球，才知道打一個小白球，

2002 年 七月

第二年的春天，天氣開始較暖的時候，我

下了一個決心要在過六十歲生日之前把球姿練

好，否則人過六十，體力消退， 今生恐怕永遠

破不了「一百大關」。問題是我開業心臟科，

常常要應付緊急呼叫，週末值班又多，加上匹

城春夏多雨，每個月能打一兩次球就算運氣

了。轉眼已經夏末，球技不見進步，我狠起心

來，把每個星期四的 office 時間縮短一半，三點

半後溜去打球。也合該有事，九月中旬的一個

星期四下午，我急急忙忙的趕去一個九洞的球

場，倉促之間忘了帶釘鞋。前一天下過雨，草

皮濕濕的。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 tee off 了 。

走上第一洞的果嶺時滑了一跤，也不知警覺。

第二洞開球出去，球掉在一顆大樹下，是 Abnor

mal Lie '草深又斜，我一桿揮去，左腳滑倒，

右腳踩被深草卡住，往後跌了一個倒栽茲 ，一

27 



道裂骨之痛，像閃電一樣，猛擊右腳踩外側，

瞬間右腳踩已紅腫起來。

醫院的老牌骨科醫生看了 X 光片子後說 :

「 右腳 Fibula 折斷了，不必開刀 ， 但是要包六禮

拜的硬石膏，加上四禮拜的軟石膏 」 。接著，

瞄了我一眼，笑著說 r 我看了這麼多的骨折

病人，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在高爾夫球場摔斷腿

的。 You must be some kind of a golfer! J 這一

來，我的 「 一年準備，三年進攻 」 的宏圖就報

銷了。好友們紛紛鼓勵我不要洩氣，要再接再

厲，說什麼 「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 必先苦其

心志，斷其筋骨.. . .. .. J 。

春天又來了 ， 我重新拿起球桿。兩三年

來 ， 打打停停，手氣好的日子，也可破一百大

闊 ， 勉強可以跟老朋友們上球場湊湊熱鬧了。

幾年來的球場甘苦，有詩為證 :

知易行難今方曉，揮桿理論知多少，

堂堂七尺又何用， 一顆小球贏不了。

紮腿結腕又種腰 ， 寬邊草帽防曬膏 ，

球場磨鍊心甘願 ' 球不聽話最糟糕。

老外老中

兩年前從匹茲堡搬來南加州退休 ， 才知道

這裡的美國人叫老外 ， 華人叫老中。奇怪的

是，華人明明是外國人，為何叫本地的美國人

老外。

選南加州退休，主要是看上它的地中海型

的溫和氣候和適合口味的飲食文化 。南加州的

亞洲人多 ， 走在路上不會有少數民族的感覺，

雖然我在美國東部住久了 ， 早已摸透了美國人

的習性 ， 也有了不少美國朋友，可是由於種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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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的差異，總覺得不容易跟他們深交。人

需要朋友，退休後更是需要 ， 這也是我選擇南

加州的男外一個大原因。

朋友們好奇的問我，為何六十二歲就退休

了。我坦白的回答 r 我假如積夠退休金的

話，五十五歲就退休了 」 。開業三十年，最辛

苦的莫過於平均每三個晚上和每三個週末的值

班。做心臟科急診多，電話多，睡不安眠，生

活品質不好，常常後悔當年為何不選皮膚科。

十年來，開業環境日趨惡劣， Paperwork與日俱

增，工作時間愈來愈長 ， 開業收入反而減少。

我心裡明白，開業醫生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是下台鞠躬 ， 讓年輕的新生代繼續奮鬥下去的

時候了。我翻查幾篇報導 ， 都說 Social Security 

要早一點拿才合算 ， 所以過了六十二歲的生

日 ， 馬上去 Social Security 的 Office 登記要

錢，把自己的 Office 交給三個 Junior Partners ' 

拍拍屁股走了。

還沒退休的朋友們，常常問退休後幹些什

麼 ， 會不會生活無聊 。我自己以前也常有同樣

的疑問。現在退休了，才知道這些問題根本不

存在。退休後，要忙的事情多的是，有時候時

間反而比在上班時還不夠用。光是打球、旅

行、閱讀 、 看電影、電視就佔去了大部份的時

間 ， 其他可想而知了。有人問我會不會懷念過

去的生活 ， 我照實回答 r 我不懷念晚上和週

末的值班 」 。我人生最寶貴的三十年用在照護

病人，我要留下幾年的時間享受一點平靜的家

庭生活，陪陪老妻，幫忙家務，補償，多年來對

她的疏忽和照顧不週。

美國人是蠻有人情味的。我離開匹茲堡

前 ， 我的 Partners 和 Office Staff 包了一家河邊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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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館，給我一個隆重的情別晚會，又送我一

套全新的 Calloway 球桿。最讓我感動的是幾位

秘書送給我的驚奇禮物一一兩本厚厚的相片

簿。我翻開一看，裡面赫然是我的老病人的照

片和附帶的短函謝詞 ， 大約有一百人。有些照

片是病人年輕時照的，有些是夫婦兩人的結婚

照 ， 有些是全家福。 Chief Secretary 告訴我，

這個 Project 不是她發動的 ，而是我的一個老病

人在接到我宣告退休的信件後想出來的主意，

JI附 FU 景褔醫訊|

由他和我的幾位秘書暗中聯絡其他病人，在短

短的一個月 中編輯起來的，實在用心良苦。

Chief Secretary 說 "You touched many hearts 

in Pittsburg ." 這兩本相簿可以說開業三十年的見

證 '從我的老病人的照片和祝辭中，我真正體

會了行醫救人，行善助人的快樂。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王克退休南方。州橙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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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會「嬉」遊記

劉玉秀

陸會是由呂連紅甘校友發起的，由台大醫院看護婦養成所、助產婦養成所及助產婦

講習所之畢業校友所組成，經前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尹喜妹與呂校友秉持授業師長的教

誨與期許而命名 r 睦」島和睦相處之意，期望校友能永久和和陸陸地相處。

好友水宴受校友會之託，為日據時代的資 院護理部尹喜妹主任提供的三個學制畢業同學

深校友作專訪，我也藉機一睹資深校友風華。 錄，全省跑透透，串起失聯校友，織成了這黃

秋老虎肆虐的十月天，我們走進了新北投呂會 金校友的網絡，造就睦會的姊妹情誼。她熱忱

長的家，鮮綠的雅緻庭園，盛開著蘭花、紫蘿 的邁著因跌倒而略顯不便的步伐，為我們介紹

蘭、螃蟹蘭，五彩繽紛。杜鵑、夜合、桂花、 她所精心策劃的這個健康友誼加油站，除了比

含笑等花樹錯落其間，嬌翠欲滴，一地恣意綻 一般家庭大的客廳、餐廳、廚房及房間外，令

放的非洲鳳仙花、海棠等，加上池中金鯉悠遊 人驚訝的是不但有大溫泉浴室，亦有個小溫泉

自在，透入心底那股清涼意，掃盡了來自秋陽 池，浴室內用物齊全，讓眾姊妹恣意享受溫泉

的焦燥。 浴之樂。現在才流行 SPA ?校友們早就享用

了，晚生後輩們膛乎其後久矣!。

進得室內，愛醇花種革的呂會長也讓春意

佇足，窗前繁花競艷。二、 三位校友已然在

座，眼見 80 歲左右的長輩們，怎麼個個都比想

像中的年輕，真的是歲月催人老嗎?陸續來到

的十多位校友亦是如此，是「護理」讓她們青

春永駐，還是服了什麼仙丹妙藥，但每位臉上

盈盈笑意，快樂自在的樣子，透露些許端倪 ，

心理快樂才是仙丹妙藥啊!相信不?和簡校友

以手拔河，我輸了，真汗顏!簡校友的力氣就

是來自每日的用手強身功夫。

呂會長圓潤富態的臉龐，眼鏡後摺惜生輝

的雙眸'透著自信、堅毅、智慧與熱情，四十

多年前與先生騎著速克達機車，依著前台大醫

30 

午餐常席開二桌，由呂會長妹妹掌廚，調

理主菜六道。菜館營養豐富、色香味兼顧，最

讓老人家貼心的是軟硬適中，容易下嘴。此外

一定有一道愛心麻油雞 ， 為學姊們進補，吃了

滿面紅光，身強體健。還有來自眾姊妹貢獻的

佳話，南北味葷素俱全。席間笑語不斷，例如

有位學姊假牙斷了，另位學姊安慰她沒關係還

會再長的俏皮話語，不時展現，讓個個學姊開

懷大笑。也不免緬懷過去的純真，自曝當年調

皮行徑，而感佩昔日師長風範與包容。談笑間

可見自豪的睿智，那是點點滴滴的女性生活脈

絡，與物質貧乏的艱辛歲月之淳鍊，重疊而串

2002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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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晶瑩剔透的智慧珍珠。水宴與我飽餐之際 ，

爭先恐後湧來的溫柔關懷，滿溢心胸 ， 既溫

暖、親切又紮實。

午後陽光輕洒 ， 室內一片金黃 ， 一隅花架

上主人巧手佈置的花卉 ， 女主紫嫣紅 ， 香氣襲

人。下午茶就此展開 ， 一 、 二好友促膝相談，

三 、五成群熱烈討論 ， 交換睦會友人近況，關

懷病中的校友，品嚐各自攜來的精緻點心。相

聚的歡愉中 ， 暢談各人生活趣事，回味近日旅

程中點滴， 也互相傾吐及排遣生活中的不如

意。雖偶為時下社會現象感嘆 ， 仍深覺縱使國

外事業有成 ， 子女不時召喚 ， 還是樂得腳踏台

灣地，當個不啞 、 不聾 、 不盲、不跛的台灣阿

媽 ， 才真幸福快樂。呂會長用心經營的聚會宅

子 ， 形似睦會親朋戚友的娘家或婆家 ， 不時的

某某的兒女或朋友亦來參一腳， 來此加加油，

分享喜樂 ， 這也是呂會長戮力以赴的宗旨 ， 期

望它成為溫馨的好所在 ， 讓睦會校友老而彌

堅，個個健康快樂，笑口常開，成為名副其實

的忘年會 ， 常擁青春的歡愉。

水宴與我沐浴在慈暉中，不只吃到回味無

窮的阿媽的手路菜 ， 也學到許多絕招，如:怎

樣切紅龜糕可不粘刀、苦瓜加褔菜一起煮不苦

且帶甘，還有番諾米粉的美味，您知否?驚訝

於認真過生活洗鍊出的智慧 ， 真覺入寶山而不

知返。親切的台灣諺語不時的由學姊口中道

出，如 :吃米粉芋才找得到頭路 ， 那種來自兒

時貼人心肝的親切與溫馨，不言而喻。 也由學

姊交談的當年事中，知道早年主婦以主菜炒豆

干 、 豆干炒主菜當宴客菜的辛酸，及因戰時物

質缺乏造成鄉下人怕吃番薯 、 都市人怕吃金瓜

的經歷 ， 還有日語紅蘿蔔 ( ')ννν ) 一斤 5

分錢 ， 讓人誤以為人參大賤賣等語言隔閔的趣

談 ， 以及光復後重新學習國語的辛苦 ， 在在透

露出不論在任何時代 ， 面臨不同文化背景的震

盪 ，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 、 寬容的愛心是不

可或缺的 。睦會 「 嬉 」 遊如沐春風， 睦會的和

睦情誼 ， 讓日暮彩霞更添絢爛 ， 祝福資深校友

們個個健康快樂長長久久。

(作者係母校護理系 1 972 年畢業 ， 曾任台北醫學大學講

師，現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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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全球醫學生的焦點-

2002年世界醫學生會議在台灣

前言一飲水思源

筆者投入醫學生聯合會的工作，是從 1999

年在墨西哥的世界醫學生會議開始的，從 1999

年到 2002 年，是台灣的醫學生聯合會在世界醫

學生組織參與的歷史中，最高潮送起、可歌可

泣的三年，從 99 年中國入會，希望台灣的名稱

改為 r Taiwan, China J '到世界醫學生組織修

改憲章 ， 限定只有聯合國會員才能成為正式會

員 ， 在台灣遭遇降級成 Associate member 的命

運之後，危機成為我們的轉機，台灣醫學生代

表團全力的表現，在國際會議的辯論場上爭取

到恢復我們獨立自

主的正式會員資

格，並進而積極參

與組織的各階層工

作， 2001 年八月，

我們帶著陳水扁總

蔡宇承

的亞洲 ! 今年七月，來自全球的個國家，超過

600位的醫學生領袖，即將來到台灣。

三年來，筆者親身參與了台灣的醫學生組

織的蛻變，深深的感覺到台灣走向國際舞台的

重要性 ， 而在這三年之間 ， 來自師長與前輩的

鼓勵更是支持學生們在國際舞台上盡情揮灑我

們年輕的熱情的最大動力 ， 在感謝所有長輩，

特別是景福基金會的全力支持之際，我決定寫

下這篇文章投稿，利用簡短的篇幅，報告一下

今年暑假即將在台灣舉辦的盛會，以及我們努

力的過程，希望學弟妹們的努力 ， 沒有讓一直

支持鼓勵著我們的學長

姊失望。

背景介紹一中華民

國醫學生聯合會與

世界醫學生組織

中華民國醫學生聯

合會 ( 簡稱醫聯會 ) 成

統的背書，胸有成

竹的在丹麥拿到

2002 年世界大會的

主辦權，將這場國

際醫學生的盛會，
在丹麥世界醫學生會議上我們為爭辦大會所設立的宣傳攤位，

立於 1989 年，由國內

11 所醫學系以及 2 所中

醫系之所有醫學生共同

組成，以致力於增進國

內各醫學系之間的聯繫

繼 197 6 年在香港之 園中為四位當備委員會核心幹部，由左至右為陳怡然(陽明) • 
林士涵(北醫) . 蔡字承(台大) .以及莊海華(長庚)

後，帶回胺違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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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為宗旨， 1995 年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

正式加入世界醫學生組織成為正式會員，迄今

每年皆派遣國內各校的醫學生代表參加世界大

會，並逐漸增加在世界醫學生組織的參與度與

貢獻度，台灣的醫學生也漸漸在世界舞台上受

到各國醫學生的肯定與尊敬，而台大的學生，

在近幾年醫聯會壯大的過程之中，從會籍問題

的辯論到 2002 年世界大會主辦權的爭取，皆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領導角色。

世界醫學生組織 (IFMSA ， International Feder

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 Associations) 成立於

1951 年，至今已堂堂邁入第 51 個年頭，在二次

世界大戰後，世界醫

學生組織的成立以宣

揚國際友誼為宗旨，

而 50 年來，這個組織

日漸擴張，目前全球

已經有 91 個會員國，

而組織內推動的計畫

包括「醫院見習醫師

交換制度」、「實驗

室交換研究」、「醫

JING FU 景褔醫訊

年就開始盟釀，當時中國入會，以上海要爭取

2000 年會議為理由，威脅台灣改變名稱為

r Taiwan,China J '否則就無法入境中國參加

隔年的大會，幸好，在台灣代表團的努力之

下，化解了中國主辦大會的危機，但也同時讓

我們開始思考，中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

2000 年的大會在葡萄牙舉行，而 2001 年的

50週年大會也早已名花有主一早在 1999 年丹

麥就以世界醫學生組織第一屆創始國的身分，

推出了 r 8ack to the Cradle J 的口號，也因此

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丹麥獲得了 2001 年 50 週

年大會的主辦權，於是，我們把目標瞄準了

2002年的世界大會。

爭取大會的過程

是辛苦卻甜蜜的，高

達千萬的龐大預算，

讓我們在下定決心的

過程中總是提心吊

膽，一個 800 人的國

際會議，是台灣有史

學教育改革」 、 「公 選舉 2∞2 年主辦國結果出爐的瞬間，我們高舉國旗站在會場
中央接受所有代表的起立鼓掌﹒..還是專屬於台灣的一刻

以來大學生所要主辦

最大型的活動，這樣

共衛生宣導」、「難

民援助與和平推廣」、「性健康與愛滋防治」

六大領域，並獲得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承認

為代表全球醫學生之論壇，世界醫學生組織每

年有兩大集會，分別在三月和八月，而其中又

以八月的大會最重要，規模最大，參加人數也

最多，每年度世界幹部的選舉和交接，也都在

八月大會中進行。

緣起一事辦過程的辛酸血淚

台灣主辦世界醫學生大會的構想，從 1999

2002 年七月

的規模，真的是一群

熱血沸騰的有志青年就可以辦到的嗎? 2000 年

10 月份，帶著籌備會召集人的身份，我開始走

訪醫界的前輩，也許，是被我們年輕的傻勁所

感動了吧?許多的長輩都在百忙之際，給了我

們很多寶貴的建議和實質的幫助，其中當然也

包括了陳定信院長，李源德院長，以及侯勝茂

主任，陳水扁總統更在我們出發前往丹麥爭取

的行前，召見了所有籌備會的幹部，以榮譽顧

問的身份，期勉我們全力以赴，有了這麼多的

支持和鼓勵，我們一行十餘人，就彷彿率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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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大軍似的，浩浩蕩蕩的往丹麥出發。

大會期間，我們一方面確保了台灣的正式

會員資格將不會再受到挑戰，男一方面也努力

的散發台灣的宣傳品，爭辦國 Presentation 的那

一天，我們做足了準備，從我們學生自己製作

的卡通動畫開始，再搭配一系列的主辦企劃、

主辦國介紹，最後，以 r Welcome to Taiwan 

with the warmest hospitality J 做結尾。現場所

有的 700 位參加者都起立鼓掌，歡呼聲如雷貫

耳，雖然只做完 presentation 還沒投票，可是我

們都已經知道，胺連 25 年的大會，是確定會回

到亞洲來了。

在 Presentation 過後，美國的醫聯會主席

Jennifer '一位在美國長大，父母是台灣人的

ABC '跑來跟我說 r I have never been so 

proud to be a Taiwanese." J 我看到他在眼角打

轉的淚水，心中有同樣的激動 r原來，想為

台灣做一點事，是不需要等到自己功成名就之

後才有能力的! J 

就這樣，台灣拿到

了 2002 年大會的主辦

權，緊接著，向各界募

JING FU 景褔醫訊|

2002 年世界醫學生大會簡介一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

2002 年世界醫學生會議將於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假台北市環亞大飯店舉行，加上從 7 月

24 日開始為期兩天的幹部會議以及傳統中醫為

主軸的「替代醫學」研討會，會後並有為期四

天的 Post-Congress Tour '整個活動大約為期

兩個禮拜。截至目前為止，計有近 80個國家，

約 600 位醫學生代表報名，而這些與會的代表

皆是各國醫學生組織的領導幹部。

本次大會的主題是 r The New Era of Global 

Health J '身為現代的醫學生，我們所將面臨

的，是 21 世紀全球化的社會，治療疾病的思

考，也將漸漸需要更加宏觀的角度，為了訓練

全球的醫學生領袖，以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因應

未來的挑戰，我們規劃了一系列的 Workshop , 

主題包括「災難醫學」、「健康老化」、「社

區基層醫療照護」、「環境保護」、「原住民

健康」、「替代醫學」等

六大議題。而針對這些主

題，我們也邀請了許多國

內外專家學者蒞臨台灣，

一同與醫學生分享各領域

的專業經驗。目前，我們

正與世界總會合作著手邀

請的國際組織貴賓包括無

疆界醫師組織的創始人

款、跑遍大台北地區找

場地、拜訪顧問、跟外

國代表通信、規劃大會

行程...... ，一年的時間

很快的就在忙碌之中消

逝了，一個月後，

2002 年的世界醫學生

會議即將粉墨登場。 2002 August Meeting Taipei 

Logo 

Dr. Bernard Kouchner 不口

現任 President Dr. Morten 

Rostrup ，以及綠色和平

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世

界展望會等十幾個國際的

非政府組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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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個主題共計 60小時的研討會之外，

大會期間尚有己退休的世界醫學生組織幹部所

開設的訓練課程，教導與會代表維持學生組織

運作以及推動跨國計畫所需要的技巧與知識，

此外還有例行的全員大會、六大委員會工作會

議、各洲區域性會議、各國醫學生活動博覽會

等等，希望短短一週的會期，能夠讓各國代表

滿載而歸。

尾聲一許我們一個璀潔的仲夏夜之夢

滿懷著期待與緊張， 2002 年的世界醫學生

會議即將開始，整整兩年的努力，為的就是在

世界各國的醫學生面前，展現出台灣的熱情與

實力，在學生的能力範聞之內，為台灣做國民

外交，希望這些與會的醫學生領袖們，能夠在

現在或未來成為各國醫界領袖之時，對

捐款帳戶:

銀行:大眾銀行

JI悶 FU 景褔醫訊l

r Taiwan J 留下美好的印象，並肯定台灣加入

國際社會的努力。

文章的最後，還是要感謝景褔基金會給予

我們的協助，這篇報告到了尾聲，但真正的高

潮即將開始， 2002 年的世界醫學生會議，是所

有台灣的醫學生合力編織了兩年的夢想，也將

是我們以行動報答籌備期間所有給過我們支持

與鼓勵的長輩的時刻，在學弟妹們即將結束期

末考，全力投入大會籌備工作之餘，我們也希

望學長姐們不吝給我們建議與祝福，許我們一

個璀璋的仲夏夜之夢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五年級、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主2 關

長、 2002 年世界醫學生會議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戶名:中華民國醫學生醫學人文交流協會

金融機構代號: 814-0302 復興分行
分行號-科目-存戶編碼-檢查號碼: 030-02-000318-5 

聯絡人:

台大醫學五蔡宇承

行動電話: 0912-019-995 

您的支持將是我們持續前進的動力，所有的捐款都可以抵稅，

如果學長姐願意給多經費協助，請與我們聯繁，我們將送上免

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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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能語

盧 國 賢

最近，台北地區缺水相當嚴重，相對的，我們的

稿源也極度置乏，在此情況下，經過了許多日子的思

考，終於決定了這一期的編稿 。 首先，感謝葉思雅校

友賜稿，他生動地敘述了「我主辦的最後一次醫學研

討會 J (Frank H. Sivitz 句mpoJtum 第二十屆年會)的

經過，成功的完成自己的醫學教學生涯的「天鵝之

歌 J 進入退休生活。陳炯暉校友的「日本舊制度下

的第一高等學校生活回憶錄 J 中日文並列，雖然我

rr 不懂日文，但我們仍可以從中文的文章中，領會當時

的高中生生活的嚴謹典規律，截然不同於今日的學生

生活 。 江顯禎校友在「鳳凰城一個社區醫院的故事」

里，生動地說明了一個社區醫院的浴火重生與醫師的

堅持，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 藥學系系友蒲舜華與陳

昭姿以自己的經驗，分別寫出「醫師:您的耐心去那兒了」典「當醫療人員犯錯的時

候一回應完美的醫療照顧」兩篇文章，探討了時下的醫療問題，誠懇地道出了大家

對醫界的心聲與期盼;蒲校友的文章仍有後績的進展，讓我們拭目以待 。 接下來是兩

篇較為輕鬆的文章，蘇士民校友的「也算回憶錄」及劉玉秀校友的「睦會嬉遊記」

期望大家能隨他們去打高爾夫球、享受美食。這期的最後是以蔡字承同學一我們未來

的校友一的文章，作為結束;蔡同學現任「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公開長，文章中

詳細說明年輕的後輩醫學生們如何在 2000 年在丹麥爭取主辦 r 2002年世界醫學生會

議」的經過，在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使我們回味與體會了年輕人的熱忱、衝勁典活

力，今年七月， r 2002 年世界醫學生會議」即將在台北舉行，讓我們祝福他們，預

祝他們主辦大會圓滿成功 。

在本期即將完成編輯之際，對各位校友的賜稿，心中充滿了感謝，也放心地御下

執行編輯的重擔，但另一方面，仍深覺愧對下一期的執行編輯，他可能快無稿可用

了，也藉此機會拜託各位校友能多多幫忙，踴躍投稿，先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 1 972 年解剖學研究所畢業，現任母校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教授兼學務分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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