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照雄教授(右)連任董事長、許文政醫師 陳炯霖教授(右)與康明哲醫師發表新書 。

連任常務監事 。

(郭英雄攝)



陳炯霖教授86大壽紀念演講會

自傳新書發表會

圖1 .左起自鴻基教授、陳定信院長、陳教授(亢儷、李 圖2. 陳炯霖教擾致詞。

還哲院長、施純仁書長 。

圖a. 呂鴻基董事長

圖b . 張美惠主任

圖C. 吳美環教授

置g 游正↑專教授

圖h.林衡哲創辦人

圖 4 . 陳倫美董事長

" C 

圖d . 王志堯教授

圖e . 陳定信院長

圖f 陳鈴津教授

圖j. 康明哲醫師

圖k.李鴻禧教授

圖 l . 李遠哲院長

時間 : 2003年2月 16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102講堂

攝影 : 郭英雄

(按致詞演講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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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東部地區校友會聯誼會

活動記要

本次活動

乃針對東部地

區(基隆市、宜

蘭縣、花蓮縣

及台東縣)校友

舉辦 ， 於九十

一年十一月三

十日 (星期六)

下午假行政院
衛生署花蓮醫

院醫療大樓六

樓視聽中心舉

林如佐

服務，讓大家

覺得更親

切，更便利 。

各位對基金

會有任何建

議，歡迎隨時

提出，讓我們

能夠採納，得

以改進 。」

許常務

監事文政接

行。景福基金 著致詞 ，- 感
左起:黃熾楷院長、楊照雄蓋事長、許文政常務監事 、鄭鳳嬌監事

會董事長楊照 謝大家對基

雄、常務監事許文政均親臨會場主持會議，東 金會的支持與愛護，看到那麼多老朋友及新臉

部地區校友計有慈濟醫學中心榮譽院長曾文 孔，也表示本會在楊董事長領導之下，得到大

賓、前院長陳英和、花蓮縣台大校友會前會長

郭德彰及現任會長(亦為花蓮醫院院長)黃熾楷

等約四0人出席。

首先由本會大家長楊董事長致歡迎詞，楊

董事長表示: ，-感謝大家抽空來參與本次活動，

家的認同，台大人在社會上均貢獻所學，大部

分為精英份子，大家能夠緊首一堂不容易。也

要感謝花蓮醫院黃院長的支持，使今天活動能

夠順利辦理，今後定當與董事長共同努力，為

校友們服務 。」

相信今天所聘請兩位講師所主講的內容相當精 花蓮醫院院長黃熾惜以地主身份歡迎各位

彩，基金會是替校友服務的單位，最近我們要 與會校友，祈望日後學長們多多到花蓮來做休

整理校友名冊，假如地址有變更的話， 請與林 閒旅遊，有任何需要服務的地方， 一通電話聯

小姐聯絡，以便更正，謝謝合作!此外，我們 絡，便可安排，希望今天的服務能夠讓大家滿

亦跟台大醫院磋商，如何加強為校友們的醫療 意。 接著請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教授作專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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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目為「台灣醫療政策的現況與未來」。

李教授首先表示 ， 現在已不是政府官員，

可以暢所欲言，但今天所作的言論，僅是他個

人的意見，提供給大家參考 。 其專題報告內容

大致如下:

一 、醫療政策為社會政策的一環，不能關起門

來自己說怎樣做就怎樣做 。

二 、國民健康局

的成立，就

是要多加強

醫學教育和

預防工作 。

三 、全民健保的

問題，簡單

言之，就是

財務問題，

所謂先天

不足，後天

失調 O 各位

村
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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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是福利政策，個人認為是保險政策，所謂

,. For everyone but not for everything J 。

六、有關三十六間署立醫院的處理問題，目前

已推動政策聯盟，聯合採購、降低成本 。

推動多元化經營 ，增加特色;未來十五年，

將醫院財團法人化。

台灣經濟奇蹟'大家都能夠肯定，但我們

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成長，也是一項奇蹟，在既

有的基礎

上，迎接未

來的挑戰，

計有下列各

項需要面

對:

李明亮教授專題演講

想想看，保

費要便宜，服務要很多，好像以陽春麵的

價錢要吃牛肉麵。把醫療政治化，借錢支

付，債留後代子孫，將形成無底洞 。 所以

全民健保要改良，要有二代健保規劃。

四、醫療品質的問題，一般老百姓的醫療常識

沒有進步，我們很多醫療模式改變，並不

是往好的方面，這也就是說民眾使用健保

的觀念錯誤所致。加強衛生教育，才能改

善醫療行為，甚至要建立購買健康的概念。

五、全民健保要重新定位，到底是保險政策或

2003 年三月

一、全民健

保要永續經

營，不能倒

閉，這是政

府的責任。

二、人口結

構的改變，以三倍速進入老年人口，是世

界第一，老人疾病問題將更加嚴重。

三 、肥胖問題，我國約三0%人口過胖，為疾

病危險因子。

四、國際化方面，如流行疾病、恐怖主義都會

威脅到台灣，要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聯

絡 。

五、醫療品質的提昇'必須努力去改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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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校友們專心聆聽，深深感受到李教授

擔任衛生署長的難處，雖然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其寶貴的工作經驗，足供政府有關當局作

醫療保健等項目結合，成為完整的社會福

利政策 。

參考 。 專題報告結束，大家休息用點心，彼此 四 、目前社會現象顯示，出生率不斷下降 ，老

寒喧。接著，由台大校友，亦為花蓮縣台大校 年人口不斷成長， 將來扶養比會變成一比

友會總幹事，任職於花蓮市公所社會課課長林 一 ，形成國家沈重負擔 ，對於老人生理、

如佐作專題報告，其題目為 「社會福利與醫療 心理、社會的需求:社會福利方面要及早

衛生的關係 J '其報告大綱如下: 推動國民年金制度，以取代敬老福利津

一 、林課長為香港僑生，左上肢障礙，六十八

年進入台大植物病蟲害學系就讀，其導師

與其討論因為肢障不適合唸植病，並協助

轉系到社會學系的社會工作組，成為社會

的醫生，這是他與醫療衛生的第一個關

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補助，回歸以社會

保險為基礎，才能提供老人足夠經濟安

全，而醫療衛生加強對於老人保健，疾病

(特別是慢性病)的預防與治療，才能使老人

得到週全的服務。

係， 至大四暑期到台大醫院精神科實習， 五、在既有的合作關係上，如社區內公共衛生

透過醫院專業團隊，體會到社工與醫療的 護士與社會工作人員合作家訪，精神科專

合作關係。兩學科雖然有不同的屬性 : 社 業團隊對精神病患及家屬的服務，居家照

會福利屬社會科學一環， 以量化、質化取 顧與居家護理的服務，性侵害防治所實施

向為主，醫學是自然科學，著重實証，然 的聯合一次偵訊筆錄等，加強合作 。 建議

相同之處為對人的服務 。 成立兩部會定期工作會報，增進溝通，俾

能提供給民眾更佳的整合服務方案 。

二 、社會是透過各種不同的制度運作， 其目標

是讓人民得到更好的生活，醫療衛生與社 六、行政院組織調整方案，原衛生署與內政部

會福利乃人道服務中相互配合的制度，舉 社會司將合併升格為衛生福利部，以期將

凡社會福利的項目，如社會救助、社會保 兩者整合。若從員額規模來看，將會是衛

險 、 福利服務均與醫療衛生息息相關 。 生大、社會小的情形，相信主事者並不會

單以人員整合為重點，而是以政策面作整

三 、依據行政院八十三年八月訂頒 「社會福利 合，成為有效能的組織 。

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 J ' 明定依據憲法促進

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之原則，衡酌國家總 七、在兩者合作而言，空間很大，以全民健保

體資源及政府財力，期以就業安全達成白 為例，必需推廣正確的醫療及保健觀念，

助、社會保險邁向互助 、福利服務提昇生 單靠醫護人員的努力是不夠的，社會工作

活品質、國民住宅安定生活 、醫療保健增 人員能夠以倡導者及教育者角色投入社

進全民健康，逐步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發 區，透過活動方案來作宣導，將能事半功

揮政策功能。這是正式將社會福利項目與 倍 。

4 2003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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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來而言，兩種專業的關係是持續成長， 勵，多位校友表示願意訂閱，黃院長更承諾負

由於彼此的專業養成訓練不同，視野亦有 責鼓勵花蓮地區學長參加訂閱的行列。整個會

所不同，相互間了解 、 諒解是十分重要的 ， 議結束後 ， 隨即前往國軍英雄館餐敘，校友們

預見未來國家行政體制之變革，也是一種 把酒言歡，無拘無束地進行聯誼 ， 彼此充分溝

契機，從中央到地方政府 ， 未來衛生、福 通大家都覺得本聯誼活動十分有意義，直到七

利將有一新里程碑。 時三十分結束，彼此依依不捨 ' 相約明年再相

聚，為本次活動劃上完美的句點 !

專題報告後，接著由楊董事長親自主持意

見交流時間，楊董事長懇切拜託校友們對基金 (作者你母校社會象 1983 年畢業，現任花蓮台大校友會總

會所出版的醫訊多多支持 ， 登記訂閱，每年十 幹事)

二期，共計六百元，這是對基金會最直接的鼓

2003 年三月

台大景福基金會

第九屆董監事、正副執行長名單

(92 年 1 月~94 年 12 月)

董事長 : 楊照雄

常務董事 : 林國信、陳定信、李源德 、 蔡煒束

董 事 : 溫文昭 、 黃丙丁 、 洪歇仁 、 韓良誠、陸坤泰、林高德 、

沈仁達、許世明 、 林芳郁 、 楊沖池

常務監事:許文玫

監 事:沈永訓 、 鄭鳳嬌、吳信良 、 楊敏盛

執行長 : 朱宗信

巨1] 執行長 : 林明燦 、 賴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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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一

東寧合金長致辭

之的j主 、 楊P.#Mí 先 11 '.力、 b 、扣拍吉 L 、茫茫吉、

出n~致 L 主 L1三。

工挨fg;出來石機全在 1于丈 Gh1二二 ~I立 、 大2"

fJ:. 告.: U' C'寸。

先f 自己的介在致 L主寸。

和、 l士 、 1 9 1 6 年牛一 ;ì才1仿八 |一六才τ、寸。

1-丘年間在之仿令~tc、過工 L 主 Lt::. 。

不L(二主句主 L τl立、台北(立第 2 的故鄉?、

H石物 、 寸^τ 力1↑要力、 L< 恩、扒出 c'、胸力; ~、。 l主

L 、 l 之 ft VJ ;ì寸。

|日台北一中、台北高校在卒業 L 、 台北帝大

臣宇部在一 九i!.l:1~年春、卒，業 L τ心主寸。 |至 1宇:

卸的 三回牛℃、彭明雖先生 t 同期T、寸。 現iF. 1立東

來口;其守 、 開業區司活在送。 τL 、主寸。

程、達的 lJ:iJ~金、東軍全lζ弓 L 、 τl立自tl二再三

報告在仇τ 二、存匕~ }(l:.t ~ \主寸圳、卒業司(立一九

問0年仁第 1 回生則卒業 L8 回門|三卒業℃終。 τ

L 、主寸 。

一 九凹五年在宇:中仿宇生 l士 、 日本仿各大字

。)1至半部 l二再入字 L ;ì L1二 。

3 n~j ， 匡:宇:部仁和籍 Lt::. 者，也含的 、 1 riJ 楚:全

在前二年行。 τ心主寸。 地方仁居住寸志全員在考

之、出來忘記、付毛的地區仍觀光在兼扣元全T 、

來 L名l (ζL τ出席 Lt::. 屯的℃、寸。

主元台 j有力 、 己也令]年仿 J三台 l二字友仿出席在

~ \t::. 元、吉、懷力、 L~ \忠扒出亭、消息在語。合心

主 L1二。

昨年i立 7 年五。仿東京τ、開催 L 主 Lt::. 圳 、

楊m~雄先生仿二、努力守 、 台 j有力、 b 多敬的全員 、

又7 戶口力居住仿金員也速日在參加在 ~\1二元、吉 、

JJD;之 τ恩師的工子皂、方也 ，'Ij席在扎τ近主1(( 二 ft~ 、

盛全社粘合主 ft 均主 Lt::. 。 今 { 1"- 1土紅葉的頃 t 考

丈 、 1 1 月 1 5 日 l二東京T甘冒俏iL 主 Lt::. 圳、 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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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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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 入院力日療中的者、足腰的弱句℃、、 步行

加不自由 iζ怠。 t者 、 氣持力'ð0 ":)τ 也可吉、力，(于毛

二 t 扒出來ft < 怠。 τL 、毛主?可7、寸。

和、 i圭卒業哩咕最後仿者T、也八卡才 lζ ft 志事

在考丈才'L I立致 L方 ft~ \ 力、也知才L主廿九。來年σ〉

事 i土予很IJ 出來 ft~ \者別多〈怠。主 Lt::. 。 東寧金

l立 ~:çg金以外仁、每年、金誌在凳行也 L主寸。 全

力、已仿報告 、 金員仍消息|育報交換仿金誌T寸。

和、 l士令年仿給全吃了、吹 σ3事在提案 L 主 Lt::. 。

純金 、 ft G U' (ζ金誌仍存統 l之弓扒τ金員 lζ7'./

J-;-一|、 調查在 L t::. ~ \ 0 

再去仿結果在今τ 、 今後。〉戶l憲金仍活動在考

之 t::.~ \ ~思。τν主寸。

最後 l之 ft 句主寸力1 、 景褔金仿主寸土寸的凳

展在心力、包扣中斤句 L

í:L、仍按抄在終句主寸。

仇句力 ~ ~三。二、己~ l 、 三t L t二

( fl卡者係什北卅|二1'1)(';::1災 ';<q; 1941 {I"I" ~S ， 

現仟東平合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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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一

東寧會會長致辭

此次很高興有機會受楊照雄董事長之邀在

此致詞並參加這個盛會。

首先自我介紹。我在一九一六年出生，今

年八十六歲 。我人生中有二十五年的歲月在台
北度過。這裡的 A花一草、一事一物對我而言

都是非常熟悉而值得懷念的，說台北是我的第

二個故鄉其實一點也不為過。我從舊台北一中

也就是現在的建國中學及台北高等學校(現在

的師大)畢業後，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系 )

就讀，於一九四一年春天畢業。我是醫學部(系)

第二屆畢業生，與彭明聰先生是同班同學，目

前在東京目黑區過開業醫的生活。

關於我們的同學會東寧會， 相信各位經過

再三的報告也已經十分熟悉，它的成員從一九

四0年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開始，總共有八

屆 。一九四五年仍然在學的同學回到日本之後

轉入日本各大學的醫學部(系)就學 ， 因此連同當

時仍在校之教職員在內，每年舉辦一次同學
會。因考慮到居住在各地方的會員 ， 我們的同

學會在舉辦時多會同時加入各地區的觀光活

動，因此大家都非常期待每年的同學會 。每年

也有一些來自台灣同學來參加聚會， 一同分草

過往的回憶與同學的近況。

去年在事隔七年之後再度於東京舉辦同學

會，由於楊照雄董事長的努力，許多台灣及美

國的同學也千里迢迢來參與這次盛會，更令人

高興的是我們的恩師的子女們也來到會中共襄

盛舉，使此次同學會成為近來少有的空前盛

會。 今年本來認為楓葉最漂亮的時期來辦同學

會最適合不過，於是在十一月十五日在東京舉

2003 年三月

三浦 '1宣布右

邱j翰模醫師(右)與三浦會長f亢儷 (郭英雄攝)

辦了本年度的同學會 ， 卻意外發現參加的人數

與去年相比，少了非常的多。到去年為止身體

仍十分硬朗來參加的同學們， 有些因病入院，

有些則不良於行，很多人雖然心裡面很想來參

加，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 其實我們這些畢業生，

即使是最後畢業的也己屆八十歲，想一想也是

沒有辦法的事 。因此，明年的事情也變得越來

越無法預測了 。 目前我們東寧會每年除了舉辦
總會之外還有發行會刊，這本會刊中刊載有來

自同學會的報告 ，也有會員的動態 ， 是一本會

員消息流通的刊物 。 但是在今年的總會中我提

出一個建議 ， 就是針對總會與會刊的存廢進行

問卷調查之後，再根據調查結果來思考今後同

學會運作的方向與方式 。

最後 ， 敬而一L景福校友會同益昌盛 ，也祝福

在!萊特杭身鴨健康 ， 萬事如意 。 謝謝 。

(作者{在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告1 1 1941 年畢業 、 成任來字命

會長)

翻譯者 內科邱瀚核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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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HEALTH FOR ALL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時r Experience wi th UN/WI-D from 1960 through 1980 

為全民健康及世界大同

我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經驗(下)

4. In Peninsular Malaysia, from 
March 1968 through December 
1974 , as the WHO Malaria 
Advisory Team Leader in Its 
Early Stage of the Eradica
tion Program 

Malaysia is composed of its major pa忱

。n Malay Peninsula called West or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the other part on 

Borneo called East Malaysia composed of 

Sarawak and Sabah (previously called North 

Borneo).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y are 

politically very different and the country is 

considered to be a ve叩 loose federation. 

West Malaysia is much more densely 

populated and culturally advanced , and are 

ethnically composed of majority indigenous 

Muslim Malays and the late comer minority 

mostly city living Chinese and Indians. After 

achieving the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64, the country was mostly 

8 

by Hsi-Hsuan Chen, M.D. (陳錫燈)

controlled politically by Malays with the 

Sultans in several States rotating to become 

the king. 

7. Dr. H. H., Chen (Ieft) invited by His Highness 

Sultan of Selangor (center) at his palace in 

Klang , Malaysia in Oct. 21 , 1969. On the right 

background is Minister of Heal咐， Malaysia. 

West Malaysia had one of the most 

advanced malaria control programs in South

East area with emphasis on vector 

Anopheline mosquito control by subsoil 

drainage of foothill and plain areas and 

automatic siphon flushing in ravines.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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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World War 11. residual insecticide 

spraying in the houses and larviciding in the 

breeding places and use of new anti-malarial 

drugs were added. After many years of 

hesitation and heated deliberation , the 

country finally launched a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in July 1967.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WHO set up a large advisory 

team to advise and assist in the technical 

direction of the program. The writer arrived in 

March 1968 to have the honor of heading the 

7 -member team composed of the writer as 

malariologistlsenior adviser/team leader, a 

Syrian malariologist (ex-Minister of Health) as 

a malariologistltraining officer, a sanitary 

engineer from the Philippines, a field 

operation sanitarian from the U.S.A., another 

sanitarian for training from Egypt, an 

entomologist from Sri Lanka, and a 

laboratory technologist from Switzerland . The 

government staff was composed of three 

medical doctors and 3,151 other full time staff 

members. 

As of 1967, there w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80,455 ,642 in West (Peninsular) Malays悶 ，

of which Malays occupied 53.2% living 

mostly in rural areas, Chinese 35.4% mostly 

in urban areas, Indians 10.6% mostly as 

estate worke悶 and the rest 0.8% 

Administratively, it had 竹 States and 59 

districts. Each State had a general hospital 

and a number of district hospitals. There 

were 71 main health centers , 249 health 

sub-centers and 1,350 midwife clinics ,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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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provided extensive curative and 

preventive services. In 1968, there were a 

total of 205,454 out-patients treated for 

malaria in various government treatment 

centers , 16,897 persons hospitalized , and at 

least 111 persons dead from malaria. Out of 

137,520 persons examined in random 

malaria surveys done in 1318 villages , there 

was an overall parasite rate of 3.9% with the 

species prevalence of 46 . 8% 阱， 45.7% Pv, 

3.1 % Pm and 4.4% mixed infections of Pf/Pv. 

Main malaria vectors were A. maculatus in 

hilly or foothill areas, A. campestris and A. 

letifer in plain areas , A. sundaicus in brackish 

water of coastal areas. and the notorious A. 

balabacensis in the limited north-western 

area bordering Thailand . 

Traditional anti-Iarval vector control by 

subsoil drainage and automatic siphon 

flushing w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as low 

level of the vector mosquito density as 

possible in more malarious hilly or foothill 

areas. DDT spraying started stage-wise in 

1968, the year 1 arrived , and by the time 1 left 

in 1974, the whole Peninsular Malaysia had 

been completely covered by the spraying , 

and the first area with a population of 

942 ,232 had entered the Consolidation 

Phase to initiate the total coverage of malaria 

surveillance with case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and other remedial measures. In 

addition to 3,470 Government workers 

employed for the traditional anti-Iarval 

measures, there were 3,151 malaria era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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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workers in 1974, with total expenditures 

of M$ 5,922,000 and M$ 10,257,000 (roughly 

3 M$=1 US$) respectively. Malariometric 

surveys were done prior to the spraying , and 

6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the spraying 

which showed parasite rate of 6.21 % (out of 

93,487 examined) , 2.75% (out of 65,594 

examined) and 0.55% (out of 71 ,925 

examined) respectively. This was really a 

remarkable reduction in the parasite rate 

indeed. However, the chloroquine-resistant 

malaria parasites started to appear in the 

adjoining Thailand which affected the West 

Malaysia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area where 

increased communist activities also started 

affecting the field operations. During my stay 

in West Malays悶， we had opportunity to 

associate with some notables in the 

Government. I used to see the now Prime 

Minister Dr. Mahati in the restaurant where 

we stayed , and I also worked closely with his 

wife , Dr. Siti Hasna, who was the director of a 

health demonstra- tion area in Kedah , a 

north-western State , Story of Durian :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durian is the king of 

fruits . I first tried it when I visited Mindanao in 

the Philippines in 1958, and completely 

agreed to the glorious name given to it. When 

my family arrived in Saigon in 1960, I first 

tried to urge them to take durian , but all 

shunned away because of the awful smel l. I 

half forcefully convinced them to try just a bit,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big mistake. After a 

few trials both my wife and four children were 

10 

addicted to it, and because the fruit was 

expensive, each time we had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to buy enough to satisfy the entire 

family. In Kuching , Sarawak, during the 

season . one familiar scene was of a man 

standing at the corner of a street eating 

durian. This was because it was so 

expensive that he could not buy enough to 

bring home to feed the entire fami旬， while he 

had a good excuse to say that he did not 

want the family at home to suffer from the 

awful smell of durian. The smell was so 

terrible that one would suffer if he carelessly 

put it in a refrigerator. If we put it in a moving 

car, the smell would constantly bother you 

with car moving , accelerating , slowing or 

stopping. If you would bring it on an airplane, 

the stewardess would threaten to say that 

unless the person who smuggled it onto the 

airplane agreed to surrender the fruit, the 

airplane would not take off. The taste of 

durian has been described by somebody as 

"Iike eating a pudding or ice cream in a dirty 

toilet" . It has very strong fermentation , so it is 

better to take a glass of salt water to 

suppress it to prevent overextension of 

stomach , or gulping or carelessly letting out 

gas in front of others. Still , when we were on 

a field visit going to call on state medical 

officers or other dignitaries, we would refrain 

from eating it before the visi t. The advice to 

convince anybody to eat durian for the first 

time is to cut open the fruit and put it in front 

of you and wait until your nose gets 

paralyzed . A durian tree is very lar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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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impossible to climb , so one has to 

wait until the fruits drop in the night and go to 

pick them up in the early morning . There is a 

safety problem in that when you are walking 

under the tree in the night, you may be 

exposed to the danger that the fruit with hard 

spiky skin may hit you causing head injury. 

Fortunately, with technical advance, it is now 

possible to grow a dwarf durian tree that is 

easy to pick and without such danger. 

5. In the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y, Solomon Islands, 
from Dec. 1974 through 
June 1980, as the Chief 
Health Adviser/WHO 
Country Representative 

After staying for another six years in 

Kuala-Lumpur, was due for transfer. 

Because of my seniority in WHO with 

superior service , 1 was promoted to a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or (PHA) for which my 

earlier training as M.P.H.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U.S.A. came handy. Solomon 

Islands was about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 and 1 was 

appointed as the WHO/PHA country 

representative or chief health adviser 

Because it had also then became clear that 

any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would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general health services, 1 

was initially asked to supervise its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at the same time. Apart 

from me, WHO assigned another malario

logi剖， from Egypt , one malaria san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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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Jordan , one family planning doctor from 

Trinidad and Uobago , one medical doctor TB 

specialist from Canada , and one public 

health nurse and one health sanitarian from 

the U.S.A. 

8. Dr. H. H. Chen (in foreground) traveling to 

Isabel Island , Solomon Islands on a Govern

ment launch in May, 1975 

The Solomon Islands was composed of 

six major islands groups extending 1,400 km 

between Papua New Guinea and New 

Hebrides. It had a total population of about 

180,000 , mostly of Melanesians . Except a 

few isolated island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whole country was 

considered to be malarious areas. Malaria 

was transmitted by A. punctulatus group 

comprising A. punctulatus, A. kolíensís and A. 

farautí. A Malaria Eradication Pilot Project 

(MEPP),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HO, was 

carried out from 1961-64, and this was 

expanded to a Malaria Pre-Eradication 

Program (PEP) from 1965-69, and then to a 

ful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ME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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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By the time I arrived there , ali 

malarious areas were sprayed with DDT and 

malaria case detection with radical treatment 

have also been started , and both the 

spraying and surveillance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period I was there. Unfor

tunate旬 malaria transmission was not 

completely interrupted even in the most 

important north Guadalcanal , because of 

high anopheline density, and barely dressed 

local inhabitants staying outdoor in early 

evening . Larviciding and aerial spraying were 

also tried , but could not completely interrupt 

the transmission. Frequent movement of 

people between islands and difficulties in 

following them up for case detection ,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 Suspected chloroquine

resistant malaria parasites added further 

problems. Ou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219,267 in 1979, a total of 205,569 blood 

slides were collected of which 26,357 (4 ,153 

P.falciparum, 22 ，234 只 vivax ， 4 P malariae 

and 34 mixed infections) were found positive 

of malaria . This is far less than the total of 

114,990 malaria cases estimated before the 

malaria program , but too many for a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in operation for about 

ten years . Of the total 706 cases investigated , 

371 were found to be indigenous cases , 

suggestive of local transmission . The strain 

of P.v. also reflected in the large number 

shown above caused concern on two counts. 

There were indications that it may persist for 

longer than the three years andisusual for 

12 

this species , and that it has a greater 

tendency to relapse after what is usualiy 

regarded as effective treatment with 

8-aminoquinolines (Primaquine). 

As a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or a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 I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Minister and his senior staff including British 

expatriate officers in the planning and 

drawing up health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execution and co-ordination at the 

peripheral level. WHO sponsored scholar

ships for doctors , nurses , and sanitarians for 

training in the U.S.A., U.K., or other countries 

Arrangements to obtain various drugs, 

vaccines and other supplies from UNICEF 

were made. We also ran tra ining courses for 

various categories of health workers in the 

country. A manual for primary health care 

was written for easy reference to field 

workers. Water supplies with pumps from 

dug welis or pipes from foothill areas were 

also provided . Use of oral rehydration powder 

to treat acute diarrhea at primary health care 

level was advocated. Vaccination programs 

were emphasized through MCH and health 

education campaign. Special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programs practicaliy 

eradicated leprosy and put tuberculosis (TB) 

under contro l. AIi medical care or services 

are free , which could be provided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because of the 

unavailability of sophisticated medical 

procedures or expensive new medications. 

One of the ways to reduce the cost is to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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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tient to go back to their backyard and dig 

a sack of sweet potatoes to bring in when 

any of them are to be hospitalized 

As is well known , during the World War 11 , 

Solomon Islands was the first place where 

Allied/American Forces started counter 

attacks to the Japanese in the South Pacific. 

One of the fiercest war was fought on 

Guadalcanal Island and elsewhere in the 

country. Relics of destroyed tanks , landing 

crafts , and airplanes can still be seen in 

many places . Our house was located on a 

hilltop overlooking the strategic bridge on 

Matanikau River leading to the capital of 

Honiara . There were still many bullet casings 

found nearby our house, and our children 

coming for summer vacation used to go to 

pick them up. A piece of airplane propeller 

was often put at the entrance of a house to 

show the address. 1 also visited Rabaul , 

Bougainville , in the neighboring Papua New 

Guinea where Japanese Admiral Yamamoto 

was killed when his plane was shot down by 

Allied Forces. 

When we went out for field tour. we 

either took small Cessna airplane or 

Government boat of small to big tonnage 

depending on the needs. Fish were abundant 

in the vast South Pacific Ocean. One would 

need to get a big metal hook with a lure but 

not any bait attached to a thick Nylon wire 

towed behind a boat, and he could have a big 

fish free and easily for a lunch or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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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s mostly lived along coral beach 

walking with calloused bare feet , and it was 

said that if a foreigner living there gave a pair 

of shoes to their servant for a present, it 

would not be appreciated because of the 

inconvenience and pain when used for 

walking. Papayas were plentiful and big 

measuring about a foot long and were very 

cheap and tasty. Sweet potatoes were big , 

soft, and tasty and of various colors of yellow, 

pink , orange and purple. Breadfruit trees 

were also plentiful and baked with hot stones 

and were delicious too. Once 1 tried to give a 

packet of seeds of loofa (Tsai-Kua 菜瓜 ) 1 

brought back from Taiwan to Dr. Beck,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in the Health Ministry 

for a present. Apparently, he did not enjoy it 

because he ate the fiberish fruit with the skin 

after it was fully ripe due to my negligence in 

warning him or telling him how to eat. 

Snorkeling in the ocean off the beach , 

watching beautiful tropical fishes swimming 

between multi-colored and shaped corals 

was really a big recreation in the hot weather. 

Sharks were considered by foreigners to be 

the biggest danger swimming in the sea. But 

the islanders said it was easy to cope with 

them by just ducking under the belly of the 

approaching fish and sticking up a sharp 

knife as it passes by. A neighboring country 

called New Hebrides (now called Vanuatu) 

was formerly under the dual control of both 

British and French governments. So there 

was a strange traffic rule to drive on left and 

right side of the road on alternat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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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mmary and Conclusion 

In retrospect , WHO's world-wide 

campa ign of malaria eradication has not 

been as successful as in Taiwan due to lack 

of various conditions which 1 call it Ten-Shih 

( 天時 Proper time) , Ti-Li ( 地利 Prope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Jen-He (人和

Proper human factor) as we were fortunate to 

have had in Taiwan. These inciude 

emergence of drug resistant malaria 

parasites , difficulties in achieving interruption 

of malaria transmission due to some social 

factors , political problems of communist 

insurgencies , and rec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concern with the residual insecticides. 

As a result , the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has since been changed to malaria control 

program. At least we were able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alaria campaign 

and training of personnel. World-wide 

research into finding new malaria drug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of malaria vaccine are 

now in progress. The concept of eradicating 

a communicable disease has since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other diseases. Of the 

great importance was eradication of small 

pox from the world by 1979, basically using 

the same strategy of malaria eradication such 

as interruption of transmission , intensive 

focus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and case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Eradication of 

poliomyelitis based on the same strategy is 

also in progress and should be achiev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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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r. H. H. Chen 's family photo in Seattle , 

U.S.A. in Feb. 2001 

My 20-year service in the UN/WHO with 

missionary-like work to serve in the 

neighbor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ave me 

personal satisfaction in achiev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with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contributing to their health and welfare . 

To an extent it also served as promoting 

honor for the native country of Taiwan ( 1為台

灣爭光) ， especially becoming the team leader 

of the big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dvisory teams 

However, as our four sons have grown 

up, we had to send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we, especially my 

WI胎 ， started feeling lonely. Being away from 

home also gave us the usual sadness of 

losing roots . In one of the once every two 

year home leaves to Taiwan , we felt to have 

neglected our paren坊 ， and was shocked that 

many children in our hometown would not 

recognize us . This reminded me of a Tang 

poem by He-Chih-Chang (賀知章 ) e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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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i-Hsiang-Ou-Shu (回鄉偶書， Upon Return 

Home) as quoted below 

Shao-Hsiao Li -Chia Lao-Ta Huei 

少小離家老大回

(Having left home at young age Now 

returning when old) 

Hsiang-Yin Wu-Kai Pin-Mao Shuai 

鄉音無改鬢毛衰

(Village scene remains the same While my 

hair whitened) 

Er-Tung Hsiang-Chien Pu-Hsiang-Shih 

兒童相見不相識

(Children playing on the street don 't know 

me) 

Hsiao-Wen Ke Tsung He-Tsu Lai 

笑問客從何處來

(Smilingly ask Where our guest comes from) 

Environment in the UN/WHO was not 

very comfortable after Taiwan left the world 

organization in October 1971 . So, I decided 

to ask for early retirement at age 55 after a 

20-year service from the WHO and emigrated 

to the U.S.A. in 1980, after passing the 

ECFMG to have my medical degree in 

Taiw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Since I had been 

away from clinical medicine for a long time , I 

decided to pursue a new career in psychiatry 

With the retirement benefit. there was no 

major financial concern . completed 

psychiatry residency training and fortu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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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d subsequent examinations of FLEX for 

national medical license and the American 

Board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to 

become the Board-certified psychiatrist 

specialist. I may be the first Taita graduate to 

officially practice medicine with a specialist 

degree after World War 11. Dr. Huan-Wen 

Huang (黃煥文) ， a medical school classmate, 

even called me a "god of examination" after 

being able to pass so many examinations so 

many years after graduating from medical 

school. I have since served as a psychiatrist 

in various hospitals and clinics in Florida and 

Washington State and retired in 1995 when I 

reached 70 years old . Currently, I live in 

Seatt怡 ， but still do voluntary work as a 

consulting psychiatrist at a clinic in Seattle. 

Our eldest son graduated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I\~ichigan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followed by a law 

degree , and currently works for Intel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 The second son is a 

mechanical engineer from Cal Tech followed 

by a Master'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a Ph.D . degree from UCLA, 

and is now working for an aerospace 

company in Los Angeles . The third son took 

a Ph .D. in Engl is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悶 ， Berkeley, and is now a manager in 

a computer company. The youngest son , with 

special request from us, became a medical 

doctor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Duke University. He was kind 

enough to move to Seattle to live near 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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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w practicing family medicine in Seattle. 

We enjoy our retirement life by occasionally 

baby-sitting our 6 grandchildren , joining 

various tours to Europe , Asia and Americas , 

playing golf, cross count叩 skiing ， learning to 

play piano, joining rockhunting for semi

precious stones and minerals , and collecting 

jades and other antiques. My wife Mei Huei is 

a beauty from Miao-Li, comes from the 

famous Liu fami旬， being a niece of the late 

Kuo-Tsai Liu (劉闊才)， the ex-Speak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I wish to particularly 

thank her for accompanying me in the long 

quest of world peace, understanding , and 

welfare , for serving so graciously as the 

young wife of a team-Ieader in the interna

tional services , and for raising our four 

beautiful and smar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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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你母校醫科 1948 年畢業，現任職於西雅圖國際診

所精神科顧問)

2003 年jt美台末醫學院各科系聯合較接會年會

日 期: 2003 年 7 月 4 日 -7 月 6 日

地 點:美國紐約 Marriott margues 旅館

(在時代廣場)

相關事宜聯絡:

年會會長:陳家榮醫師 718-359-5060 (0) 

516-791-1769 (H) 

年會總幹事:黃瑞喧醫師 718-960-6378 (0) 

516-466-1375 (H) 

北美理事長:沈仁達醫師 415-668-0900 (0) 

650-343-8668 (H) 

敬請 l過甸、外校友預密特 i可踴躍參加，如:t絢爛資斜

了奇與上述人覓聯繫，謝謝!

(詩 a 、執名汞準怖中)

這是主

2003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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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帝大匿半部第三回生

第一回短縮卒業 (1941 、 12 、 26 卒業)

~ 7 'f'于 3 一』力斗 7 'f'、y看護婦的合監7亡 三t J c 
半 f ;f羨主 Lξ 予 l三又半l主皮肉在于二的亡小生在于冷令力、

L 1'之連中也 大分少 fj:. < 怠。 可::-L ;t 01二。 中字:、高校、

大字:在通匕τ小生仿正式的名 「賴肇東」 在最後的 「東」

迄丁寧 l三呼!-v --C'、〈才1， 0連中 l士余句 居fj:.(， 1 大低別 「東J

安省略 L --c r 7 不于 3 一」守止的τ居志。 小生力1師氣

可三世。力、 ~1二、亡生口。 τo 力、長Q ~ f j:.(, 、力1、小生主 Lτ 也

毛 手 呼l立'J1，元方力2氮持力，(，、(， 1 賴肇東先生 fj:. !-v可亡最後

j主呼 l主才1， 0 主卸。 可亡二哥=-i主吵〈 τνftfj:.(，)，例之 ii宋

瑞樓氏、楊思標氏訝;i立今宅、也小生在呼手時l立 r 7 'f'千

3 一 J t=.'，。 司~n力2王金茂氏 l之迄{云染 L --c、彼iZ力川、生

在 p手屆時l士 r 7 'f'千 3 - J 7匕 芳的 r 7 'f'千 3 - J 力1

終戰後的一年余。在台大區院看護綿的會監在令。允

仍在、力、已全 < {:梁作茫。

終戰後「接收」 主 云 ?事力2流行 L元。日本人的財產

在無償， --C、中 因人的財產仁移籍寸之3事花力支台大臣竿院

1士也早速毛札別行才7扎杜聰明教授在主任委員 左 Lτ

台大仿古株一回生仿李鎮源先生、許燦煌先生、許強先

生老 L --c 匡專卒仿台大陸院仿古株翁延俊先生等別選

出在才1， 1三迄 l土理解出來石圳、 三回生仿小生j孟加毛份(中

間 lζ選出 ð扎7三理出 l土小生今可?也分力、。 τ 扒拉(，)， 訢

l之間付 i主無記名投票茫。元主的事元、計今--C' i立再去的委

員達也小生 L力、殘。 τ居 fj:.(， )，再去 Lτ台大匿竿院接收

委員金成立後 (J)第一回委員全可、杜月1宮、明委員長 力、 ~r賴

君 l士看護婦的監理在亭。τ 〈扎」 主 云b扎上士力、 b 仿

命令 i土寸 7法犯、 l之從予的存屯的 t=- 主 (J) 日本時代仿惡習

℃、再去仿去;t引受付可::-L 土。 7三仿力1皆樣 l之主。 τ羨主

LV 、 /J、生仿仕摹仿初;t v) 7亡。尤 日 本扒在/1.' 1三、 /ν敗戰

l之迫(， \j占主扎τ行~、台北也每晚H音闇的燈火管制仿中

2003 年三月

賴肇東

在于每日 早朝一fI寺 t頁、米軍爆學機圳一機東北角力、 已台北

|三空在于通過 L --c燒夷神在落主 L始的在頃、台大看護綿

的規律力活L才叫台的、多〈仿看護婦力3夜中 l三寮安街付出

L τ夜遊lf在 L始的亢的元、扒(多 <f土 日 木軍青年得校

亡仿情事)奄仿取吵締。也令 < fj:. 0 1二支支終織主/;止

。、看護婦宿舍的外側的煉瓦屏 色之 b才1元主 主 fJ: 仍可7、

夜遊lf的彼女達l土哥二力、 b 自由 l之出入。 Lτ居f毛毛

的取。締。在于札主 云扣才1τ小生每週一 且 金，員 在于集

吟τ 「 司 11示 」 主令已在于 L恥。吟 ~LV 、ìI員在 Lτ令弓 f二

紙今力、 b考 ;Z 0 亡仝〈于-\，2/于 -\'7 扣力、 LV 、主 言 ?

所在。

再去 L τ週一度l土夜中 12 時頃C看誰婦宿會仿突擊核

查主-'\='~益于舟。元也仍 7匕齡的立 y 于少主 L元女了的

体央主脂粉仿7二 f三 J三。在部屋是名簿在見/;主力2 月〉檢查

L τ}jij)。元。茫的 t=. 力支 古 時 ;t1'三女安全日 ~7全力、。先去!7

)崑男的小生 l之主。 τ ìi1:J仿刺激 l立求各 L< 惡魔仍保fJ:

也仿元、0 元仍在竟之τ居在L 襲擊力、 b 柯: 。先夜l立7 久

的 ij' 0 --C'、也恥力適合付才1， i立 H民才1， fj:. 力屯。 7三屯的光、。

允。 今力\~考之才1， i主阿呆也阿呆、大馬!血者茫。 再去扒在于

買一面 日 l之過九也起 ð -r i='務的上 fJ't三事(立全< r 日 本教

育j 的扣陰 t=. fJ:。 接收工作l土何的事陣也令〈行bn l=l

本人。〉教授助教授 l土引進 L τ顧問 c fj:. V) 各科的占顏

別奄仿科仿主任主怠。 可三件科份事務 l立全 〈久 A一只

l之行b札柯力、重要 fJ:改革仿時 i='i土委員計召收 ð仇全

議別行b才1 石的元、力支杜聰明教授'i士自分的意志在全議

?通寸事l二 J二勻℃支行 L 上台主寸石頑問者茫。 7二 J己

手℃、 全議仿ìi1:J石度 lζ若者左的意見泌合b-r常lζ午前

1 時頃迄討議扒拉在才1，1'之七仿 f二、 9 元。 毛告二步寸之5 中

l之新校長(外省人)叭就任 L病院的人事 l之 口 在入才1， 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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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ING FU 景福醫訊 哥哥哥寢ftl:~'j閉

LJ二之主 力這 l凍|表|珍等教人的小 Illili 在于 'J 1 2- ，s;二 L 亡川市

信心的久|、'7~斗力) Jß!門 、 「 大字 l 之|三|山 」 的 7 '7力

F 在立ττ台 -1 七， I-j I人j 在行進 Lt:.仍在質~X τ);jJf己 。

再去的于、二亡也 K枕吉它卡熱力、冷的τL 主弓 7亡 。 三u二

哥的委員仁i挂何才1元小生 主翁延俊先午三 人力\ rH~校長

八全 "，(二仇 。可了 兩方?~十三/ J 主云王 小事℃、久 |、 7

~:{-在終b 句 l 二 L 元率也言已倍、 l之仇石。 再亡的接收主作T

見'f，合事務能力在見世7亡的衍了'F'I，按 1串先生 ... c H:j'l: 'I' 的

才1腕主 L 可亡事務在于生!Jo ff!! L τu 。 可亡、終b 句 仁f冉冉 L元

高 1沙香料株式金扯的怯 11立在令。元事-c jj午先生 l立三 ~

f予取。所三~ '7 i:::fJ~ 勻 τ假者壹百字的、哥的後蜂王'Hi二站

在土。 、 再去才1以來一生事業在乎 b 才1元 。 小 正| 也再去的

f友、 有誰締結悴的 ' ji 以 L 、 J\." (::: fr 句 、邱仕榮5'己正|工 的扣 [止

前℃間i且巾的 J'r~ 蚓、在':'':!h 張內 11: L τ 看了重吋: Hli::: 

T止。 τ 出一 勻 τIJFI }j':J. L '(了旺。 f二後弋 TLf 詩句古衛正kþJ(二 Jrl;

元四世i 生仿{liJÎ:人的一多d 悶[cL] 氏 l 二哥|。張 G 才Lτ)(半左仲

的τ律i'l. }可r-.. j J 0 元的力、|凍札節氏力、 令人一病 lí完長主心

。 τ來 f二頃f二。元左忠告。 哥的後7Lf大病lí克力;~Ll Mb長仁

愛一扣。克力 、(士先I G f~" '0 ----;主 ~~ /'J，泣 "11 -8:: 書扒在圳、 5 5 

年前的事守 7' /v 、'//\~ ?一的一 步手前認憶的工i三力、 τ、

fi" 、 司司在于御 ~'1:: a致 L :ì寸。

2001 、 10 ) ) 

圳啥叫i

(作者係台北帝固大字i至字音Il 1 941 年畢業現已退休)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放射線科徵求教師二名

18 

(一)說 明:依據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各系、科、所、中心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辦

理之。

(二)資 格: 1 需具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以上資格，並具有本國放射線科專科醫師執照三年

以上， 及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者 。 其中一名為具放射治療經驗者為優先。

2 具獨立研究能力，並有教育理念及教學服務熱誠者。

(三)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學經歷證件影本、本國放射線專科醫師證書影本、教育部講師證書

影本、五年內著作目錄、 學術獎勵、榮譽、重要事續 、未來可擔任之課 程及研

究計畫概耍，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2 推薦書二封。

(四)截止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郵戳為憑)

(五)起聘日期.九十二年八月-8

(六)信函請寄: 100 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七)聯絡電話 : 002...886-2...23562570 

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任室轉「教師甄選委員會」

傳真 : 002...886...2...23224552 

2003 午一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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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三屆畢業生

首次提前畢業(1941.12 . 26 辜業 )

又是 「 賴肇 ~ !!那傢伙是護士宿舍的舍

監 」。 像這樣帶著既挖苦又帶著諷刺口吻但是又

一臉羨慕的表情批評在下小生的人是越來越少

了 。 從中學 、高等學校到大學將小生的全名「賴

肇東」稱呼完整的人幾乎不存在 。 大部份的人

都把「東 」 給省略掉到「賴肇 」 就停了 。 不知

道各位是否知道我急躁又容易動恕的個性，但

是在下小生聽到這樣的稱呼感覺很舒服。當小

生聽到稱呼我賴肇東先生時反而讓我覺得寒毛

宜豎， 像宋瑞樓先生、楊思標先生到現在稱呼

小生仍舊是 「賴肇 J ' 這種叫法也傳染給王金茂

先生，連他也叫我「賴肇」。而 「賴肇」 呢，也

在戰後當了一年多的台大醫院護士的舍監，應

該說是大家的傑作 。

在戰爭結束後流行一種 「接收」活動 。 所

謂的 「接收」即是日本人的財產無條件的轉移

給中國人。當時台大醫學院也馬上採取行動，

主任委員杜聰明教授選出台大的老將第一屆畢

業生的李鎮源先生、許燦煌先生、許強先生以

及醫專畢業任職於台大醫院的老前輩翁廷俊先

生做為接收委員 。 我可以理解為何選出以上的

這些老將，唯一至今無法理解的是這些老將們

竟然將第三屆的小生我也選出來了。聽說是以

不記名投票的方式產生的，而這些委員們目前

為止，對李鎮源教授的說法是，當時的人選只

剩小生一人而已 。

當台大醫學院接收委員會成立之後， 在第

2003 年三月

賴肇東

一次的委員會上杜聰明委員長對小生說「賴君

你來接任護士的監理工作」。在日據時代上司的

命令只有遵從，不准反抗的惡習依然無法改

變， 這也就是小生讓人人所羨慕工作的開始 。

在日本漸漸陷入戰敗窘境，台北每晚燈火

管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每天半夜一點左右都

會有一架美軍的戰鬥機由東北角通過台北上空

投下燒夷彈的時期，台大護士的生活作習開始

出現了混亂狀況，有許多護士在晚上從宿舍跑

出去玩到半夜 (大多是與日本軍青年軍官有

關) 。 在這種毫無任何管制之下戰爭結束了。護

士宿舍外側磚瓦牆也依舊是倒塌的原狀，在外

面玩到深夜的護士們也都是從這裡自由出入 。

因此小生我接到委員會進行防止取締的命令，

每週一次集合宿舍所有的護士，以一臉嚴肅到

不能再嚴肅的表情做「精神訓話 J' 現在回想起

來真的感覺非常可笑。

除此之外每週一次在半夜 12 點左右做護

土宿舍的突擊檢查。 一邊對照名簿一邊確認人

數時，迎面而來的是陣陣濃厚的女孩子們的體

臭和脂粉味。對於當時沒有與女孩子交往經驗

的純情小生在下而言 ， 這種刺激就像是惡魔般

的侵襲。 回到房間即是拼命的將這些沾滿身上

的味道除掉，仍舊還是無法闇眼入眠的一夜 O

回憶當時的小生真的是又愚蠢又好笑 。 小生如

此認真的在沒有犯下任何錯誤的狀況下完成這

個任務，可以說是託「日本教育 」 之福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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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接收工作也平安無事的進行著 。 日本籍

教授以及副教授們引退之後成為顧間，每一科

的老手們也成為該科主任、各科的所有事務工

作也都進行得相當順利 。一旦有任何重要改革

事項時，便召集所有的委員來開會。只是杜聰

明教授在會議上常常堅持按照他的想法來實行

各項事務，是當時年輕人眼中的固執己見者，

所以會議也常常因為意見的不合延長討論到深

夜一點左右。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新校長(外省

人)就職後因為對於醫院的人事問題提出很多

的意見 ， 而引起陳國珍等數人的不滿發動了「醫

院 」 的罷課 、 罷工 ， 我還記得當時豎立的示威

標語是「還大學自由 」。

這個示威遊行沒有進行多久就退燒了，被

委員們選出的小生與翁廷俊先生兩個人去會見

陸校長 ， 我記得當時陸校長說了 「不要掛在心

上 J ' 而將這件罷工 、 罷課事件化為小事而平靜

下來了。許燦煌先生在接收工作中展現出優秀

的辦事能力，他就如同杜先生的左右于負責處

理事務方面的工作。在這之後他擔任高砂香料

股份有限公司的接收工作 ， 放棄醫生職務昇任

其該公司的經理，而這份工作也成了許先生的

終生事業。另外小生我也厭倦了監督護士的工

作 ， 託邱仕榮先生之福，委託退休的尹喜妹擔

任護士主任，解放了身在苦海中的小生 。 在陳

禮節氏昇任為台大醫院院長之時，小生受到在

台灣省衛生局任職的第四屆畢業生何斌、許夢

蘭二位的提拔，辭掉大學的工作轉任到衛生局

去了 ，自此之後對於台大醫院的變化動向便一

無所知[ 0 

寫 r .)!:ç 宣布: 司、 ff[ 一起的事，而事|制 55

1 ， :小 I 1 : 也日 1 1: 1守5t人在作的i垠的作的，在此對方令

小I1一逐漸lli 化i'J''.I，lGtùJJ1Ý I 一 深深的歉，已; 。

(作者像台北帝 國 大學醫學部 門41 年畢業 可 現已退休)

陳炯霖先生八十六大壽紀念演講會
暨自傳新書發表會節目表

陳炯霖小兒科研究獎學金基金會主辦

臺;當兒科醫學會協辦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一O三講堂(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 內容

1 3: 30~ 14:00 報到
14 : 00~ 14:05 演講會開始

14 : 05~ 14:25 
14 : 25~ 14 :45 

心肌離子電流年齡"生差異之研究
從臨床到過敏氣喘研究之路

特別演講

癌症免疫治療

幹細胞研究之希望及空想

茶敘
陳炯霖教授自傳新書發表會

陳倫美董事長 、林衡哲創辦人致詞
貴賓致詞

呂鴻基 、康明哲 、 李鴻禧、陳定信 、

李遠哲等

陳炯霖教授致詞
散會

14 :45~ 15 : 15 

15 : 15~ 15 :45 

15 :45~ 16:00 
16 : 00~ 16:30 

16: 30~ 17:15 

17 : 15~ 17 :30 

17:30 

演講人 主持人

授h叫
人

拿
手惠美張會金基金

詞
學

會
獎
開
究
致
研
講

長
科
演

事
兒
表
授
授

董
小
代
教
教

基
霖
人
環
堯

鴻
炯
獎
美
志

呂
陳
受
吳
王

陳定信教授

陳鈴津教授
游正博教授

望春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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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釗毓同學病逝後與其夫人往返的
兩封書信

Dear Dr. Young , 

My dear husband Charlie (釗毓 ) after 

nine months of battling pancreatic cancer, left 

us on September 21 at 12: 1 0 p.m. It 

happened to be Chinese Moon Festival day 

The moon , on its brightest day every year, 

will join us from now on to mourn this saddest 

day in our lives. 

Ten or fifteen minutes after Charlie 

passed away, that famili缸 cute ， warm 

expression with a little mischievous smile 

came back to his face. It seemed as if he 

tried to assure us in his usual optimistic way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okay. He was so 

kind , so gentle, even after he died. 

You are the last person from his class to 

have had a lengthy conversation with him 

before he died. At that time he was already 

very weak from his chemotherapy treatments. 

Nevertheless, he tried , and really enjoyed 

that overseas conversation for almost an 

hou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fforts to 

try to cheer him up. 

2003 年三月

楊庚申

He also received the flower seeds you 

sent him. Alas , he did not have the strength 

to do any more of his beloved gardening. I 

will plant them for you , in honor of him, when 

spnng arnves. 

Enclosed , please find a picture we took 

of him during his last trip to Taiwan in May. 

He did mention that he wanted to visit you in 

高雄 Unfortunately, the tight schedule 

allowed him only a few days in Taiwan before 

we continued our trip to mainland China . 

Although you and Charlie did not see 

each other since he left Taiwan in 1962 until 

the class reunion in 2000, I believe you are 

one of Charlie's closest friends . There is a 

letter that he kept for forty years which you 

wrote to him while you were in the military 

servlce. 

Although I treasure every last one of his 

belongings, I am returning to you the letter 

which will refresh your memory of the 

wonderful times that you had long , long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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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me to visit us with your wife 

when you can. Charlie 's beloved house looks 

into the Pacific Ocean from a top cliff in La 

Jolla , a beautiful place in San Diego. He 

knew we would welcome you into our house 

even if he was no longer here to greet you . 

Our two daughters especially remember the 

fun they had with you from the cruise and 

wish you would come to visit some time 

Grace Lai 陳婉麗

10-3 1-02 

P. S. The compact disc that you sent arrived , 

and Charlie enjoyed listening to it several 

times. Thank you 

賴大嫂(陳婉麗女士) : 

首先得請你您多多節哀 !

今晨接到您的來信，讀完您劉嘉雄表弟的

悼文描述釗毓君幼時，非常乖巧 、 聰明、勤奮、

孝順，在鄉下抓住每個機會點油燈苦讀，甚至

不慎燒掉一撮頭髮的故事 ，念台中中學時每天

要轉好幾次小火車才能到達學校，他都能克服

困難完成學業。從報章的報導得知他曾是美國

名校的骨科權威教授 ， 以及在該社區執業十六

年的偉大貢獻，獲得許多病人的崇仰。尤其讓

我最感動的是他竟保存我服兵役時寄給他的信

超過四十年沒有丟棄，我真的無法控制我的情

緒，滿腔熱淚湧上心頭，兩眼模糊，不由自主

地眼淚像湧泉般宣洩下來，久久無法平靜下

來， 要不是候診室還有很多病患在待診，我真

的想把自己關起門來盡情地痛哭一場 ， 那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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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我習慣的午睡都無法入眠 。

回想大一時， 台大校本部宿舍不夠配用，

我們這些新鮮人，祇有自求多福，幾個高中的

同學，同租校區附近的一間非常簡陋的小房間

渡過那非人的可憐一年。大二時雖然我們可優

先抽到宿舍，但那是離學校相隔千里遠的山腳

下的第七宿舍 ，不同科系的同學混雜配在一

起，加上大家的作息時間不盡相同，晚上當做

完動植物實驗後回到宿舍 ， 所有分配好的飯菜

都被吃光了，祇靠剩下來的飯與茶水止餓，無

法跟同班同學熟識 。大三時，我們醫科的學生

就可配到近醫學院的本館宿舍，雖然我與釗毓

君並非同室，至少大家的作息時間都一樣，不

知怎地我與他特別投緣，我們兩個人課餘，常

找個空盪無人的教室一起溫習功課，互相研究

討論與切磋(寢室人多無法安靜唸書) 。

大四時，我被選為本班班代表，必需負責

全班的一切瑣碎事d情 ， 尤其令人頭痛的是藥物

學那麼多的講義，要在每次上課前發給同學，

沒有人願意寫鋼板再複印講義，祇有釗毓君肯

幫我完成 ， 最可貴的是他的字體是全班最漂

亮 、 最工整，書寫的速度又特別快，這是他的

天份， 要不是他的自動幫忙，我真無法順利地

當完那一年的班代表，他為我付出的實在太

多 ， 我不知如何向他感恩與報答 。大五時，因

時勢使然，我開始瘋狂地猛追著當時的副班代

表柯銀治同學(現在是我的太太) ，雖然和釗毓君

接觸時間比較少但我們並沒疏遠，背後他還是

我的好軍師|呢 。

今年八月從留美同學來電獲悉他罹患可怕

的眼臟癌症﹒哀哉!我知道他很堅強 ， 我們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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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遙遠的台灣祈禱與祝福他，能利用醫師本

能的智慧安然地戰勝病魔，健健康康地找個機

會來高雄參觀我一生收集的寶貴的各種古董，

我栽培及收集的各種名貴的蘭花及奇花異草，

各種艷麗色彩的錦鯉'還有我自己創造的各種

燈飾，我也飼養許多不同鳴叫聲的鳥類，可惜

我的夢想幻滅了，他竟在今年九月廿一日晚上

十二點十分(中秋節)安祥地帶著生平的微笑，乘

著滿月自交潔透白的月光駕仙鶴西歸了。

賴大嫂您不該悲哀了 ， fE應該慶幸您一生

中巧遇這一個豪放 、 樂觀、勤儉、能幹 、 專情、

負責的天才好男人陪伴您的生活 ， 其點點滴滴

會讓您回憶終生了，而且上帝又那麼眷顧f訟，

JING FU 最福醫訊 |

自創吊燈的正面

自創吊燈的背面

讓您還有個骨科專家的好見子可以繼續承襲他 二000年本班在地中海的畢業後四十年

的衣碎?為社會服務。 Reunion in the Princess Cruise '我得知他會

我現在最值得安慰的是在他臨走前有幸跟

他通約 1 小時的遠洋電話來關心與安慰他 ， 聽

說我為他選錄的十六首日本歌曲曾陪他度過最

痛苦的時期。

玻璃屋內沙漠玫瑰盛開時

2003 年三月

參加，主辦人李煙景醫師的安排要我們同一餐

桌，我特地為他設計一個貴重的 necktie pin ' 

並在會面的第一個晚上親自為他裝配上他的領

帶。

你寄回給我留在他身邊四十多年的信，將

是我一生中最寶貴 、 最難忘的寶物，隨信寄上

玻璃屋內我自創世界唯一的五彩吊燈及沙漠玫

瑰盛開時相片各一張讓你們欣賞，更希望我寄

給你們的沙漠玫瑰種子可以多少美化您們的花

園。

期望我時常與他在夢中相會 。

楊庚申上

2002.11 .8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60 年畢業﹒現闊葉高雄楊柯診所專

絨顯微夕l、科再接手 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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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禮拜六
一我的退休生活奧恩想

人生的路程是單行道，只能向前，不能退

後 ， 老子曾經說過“生老病死"是人生過程中

不可避免的苦楚，我們也不能避免。我們年輕

時，對退休完全沒有概念，也不去想它，可是

一旦年齡靠近退休時 ， 不得不考慮這件事 。

當我年過六十歲之後，心裡一直就上上下

下，想著如何面對這問題，於是開始做下列的

分析:

退休的好處:

1 . 不須要每天上班，我們可以利用所有的時

間，做我們一直想做的事 。

2 . 不須要為工作煩惱 ， 現代的社會每行業都有

葉思雅

至超越我們，於是對世事的看法變成酸葡

萄，對退休一事根本不去想，以為我們可以

一直工作到最後一口氣 。 他們也認為這個世

界不能沒有我的存在與貢獻 。

2 經濟上的問題 : 在上班有工作時，有固定的

收入，可是一旦退休，如何維持目前的生活

水準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目前全世界經濟

蕭條，我們積下來的退休金也減少了很多，

這樣對退休生活更有影響 。

3 . 實際上的問題:我們一輩子努力工作，除了

我們的本行外，對其他事情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一旦退休之後，不知如何度日， 每天坐

在搖椅上打間，並不是一個好下場 。

相當的壓力 ，這種壓力對我們的身體有很大 我們應該去考慮這些問題，然後找出辦法

的不良影響，在美國的社會有很多人在年輕 去克服他們，才能面對退休的問題 。 對心理上

時就心臟病發作，失去生命 。 的問題，我們的想法要打通，應該認為我們對

社會已經盡力了，現在可以坐下來辜受人生，

3 我們年紀的增加，體力衰退，對工作的要求 做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 經濟上的問題，也不

漸漸失去效率 。 難克服，在退休之後，生活方式改變一下，也

可以過日子 。 退休以後我們剩下的生命有限，

可是想要退休，我們必須面對下列的問題: 繼續賺工錢 ， 對自己沒有益處，只是積下更多

的錢奉獻給政府(稅金) ，或者留下財產讓子女事

1 . 心理上的問題:這是最難接受的障礙，有些 鬥，我們應該積存足夠的錢養老就行了 。

人看不慣年輕人青出於藍，越來越出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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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克服實際上的問題，我們應該要有準

備，如果我們平常有其他的興趣，如繪畫 、 音

樂、讀書 、集郵等 ，退休後可以加強，如果沒

有的話 ， 也可以找一些志願(volunteer)的工

作，或者是回去成人學校(adult school)修一些

課程，這樣就可以打發時間，我的退休朋友說

我們不應該說是退休(retirement) ，應該說是改

變生活焦點(refocusing) 。

去年當我開始考慮退休時，我的朋友介紹

我一本書 “ 每天都是禮拜六 (Everyday is 

Saturday)" (圖一) ， 這是一對基督徒夫婦哈維

(L. James and Jackie Harvey)所寫的，本來是

為了基督徒退休生活的一個指針，可是我讀了

之後，認為這本書對所有的人都有益處 。 哈維

夫婦對退休生活有下列十項建議:

圖一哈維(Ha川ey )夫婦所作的畫“每天都是禮

拜六"可為退休者作最好的參考資料

2003 年三月

JING FU 景 福 醫 5日

1.繼品賣?舌重力(Be active) 

2 經常做運動(Exercise regularly) 

3 .f呆t寺(言仰(Live your faith) 

4幫助別人(Help others) 

5 控制體重(Control your weight) 

6 .每年要身體檢查(Have annual physicals) 

7 .避免意外(Avoid accidents) 

8 學習電腦(Be computer literate) 

9. 欣賞幽默和好的音樂 (Enjoy humor and 

good music) 

10 . 服從上帝的十誡 (Obey God 's Ten 

Commandments) 

去年年底我終於決定退休之後，就心安理

得了，第一步是把家庭的經濟重新安排一下，

不須要浪費的物品儘量避免，由於我們喜歡旅

行 、 聽音樂，我們就留下一些財富去享受。 由

於我們的兒女已經長大，我們不須要去顧慮他

們的生活，他們有自己的謀生能力 。 我們夫妻

叉開始享受退休後的“蜜月 今年一月退休

之後 ， 我們開始訂了很多場音樂會和歌劇， 今

年夏天也去參加瑪爾波羅(Marlboro Festival) 

音樂節和奧圓的舒伯特之夜(Schube此iadle)音

~.I':r/.kh-

架民口 。

我也須要去找一些事來打發時間，正好今

年年初，我們教會的佈告欄正在徵求自願者去

我們鎮上的老人中心教課，我在連絡之後，正

好有音樂欣賞教師之缺，於是應徵上了 。 我本

來就不是專修音樂的，只是對音樂有濃厚的興

趣，唱片、 CD 也收集上萬之多，所以決定用

音樂愛好者的立場來開課，在今年二月第一節

課，就向大家宣佈我不談到音樂理論和樂曲解

說，而我是用音樂愛好者的立場介紹好聽的音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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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我就決定介紹給聽眾我如何愛上古

典音樂(圖二 ， 第一節課節目單) ，記得我在中學

時，對古典音樂完全不懂，正好住在隔壁的阿

姨家的天花板上有一台老式的留聲機，彈簧要

用于捲的，她有一張蕭邦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唱

片，非常好聽，我聽了又聽，再聽，不知聽了

多少次，終於彈簧捲斷了，我一直到現在還很

喜歡這一曲，所以就用這一曲來開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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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在老人中心主辦“音樂欣賞"第一課的節目

我真正對古典音樂發生興趣是在大學以

後，當時我的同學黃元統家裡有一套高級的音

響設備，而且有幾張原版唱片，他很慷慨讓我

們同學去他家欣賞，當時我最喜歡聽的就是貝

多芬第五交響曲，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

韓得爾的水上組曲 ，於是我用這些音樂來做第

一課的節目。上完課後，學生們的反應很好，

所以我就開始計劃將來的節目。

我決定從 38 開始音樂家一個一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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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的生平簡單的介紹後，選擇一些他們的

代表作品，如果有歌唱式歌劇，我就把英文的

詞曲列出來，學生們才可了解。除了介紹音樂

家之外，偶爾我選擇特別的題目，譬如說，在

五月底的陣亡將士追悼日 (Memorial Day) ，我

就用“美國音樂"做題材，在八月我就用“夏

天音樂這樣更提高了學生們的興趣。

我的學生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婦女，偶有

男士來參加，在剛剛開課時，只有五、六個人，

可是後來增加到十幾個，這樣我準備節目就更

有精神了(圖三) 。

圖三筆者(最右)上音樂欣賞課

我知道退休後應該繼續運動，要保持健

康，我過去對運動經驗很少，不滑雪、不打高

爾夫球，而且年紀大以後，激烈的運動要儘量

避免，正好我們有一隻愛犬安呢，她是純種

Pembroke Welsh Corgi '英國女皇養了很多

隻'四腳短短的 ， 非常可愛 ， 我就每天上午帶

她出去散步，走一個鐘頭(圖四) ，這樣繼續了好

幾個月，現在我和安妮的體重都減輕了。

我是很早就有一個心願，打算退休以後，

要做一些慈善事業，正好我參加的基督徒暨牙

2003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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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團是九月十九日出發，在北京過一

夜 ， 第 二天來到蒙古首都烏蘭巴托 (Ulaan

Baatas) 。 由於篇幅有限，我打算下一次再寫出

這經驗。

總之，我覺得上帝對我的恩賜太大了，能

讓我經過這豐富的人生，我一旦退休之後 ， 應

該為了世上需要的人們服務， 只要有適當的機

會 ， 我會奮勇的參加 ，這樣的話 ，人生才更有

圖四筆者帶著愛犬安妮出外散步運動 意義。

科協會(Christian Medical Dental Association) 2002 年 9 月 23 日完筆於蒙古烏蘭巴托

主辦去蒙古的醫學教學圖，我馬上志願參加，

全部費用是我們自己負擔的 ， 一次二個禮拜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2 年畢業 ，現已退休)

國立台灣大學督學院解剖學堂細肥生物學科(所)

徵來挺喜事主任(所長)人還

l 依據「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所) 主任 ( 所長)推舉辦法J '公筒徵求並接

受推薦科(所)主任(所長)人逞。

2. 資格:

甲、具中華民國國籍;

乙、具國內、外解剖學或細胞生物學相關學科之教投資格;

丙、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以後出生;

了、就任時，不具雙重國籍。

3.推薦辦法: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連署推薦，檢附推薦連署書及相關文件請4ír號寄至台北市

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所)主任 (所長)推舉委員會收 。

5.截止日期: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 以郵戳為憑)卜。

6.詳情請洽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所 )。

聯絡電話: 02-2312-3456 轉 2211 : 

傳真專線: 02-2391-5292 

網址: ht妙:!!med.mc.ntu.edu.tw!~anatomy!

2003 年三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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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老十 公道』

刁刁

知天命十年，再過幾個月，就如孔老夫子

說，六十而耳順。盼又平平安安，再過十年，

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又過十年...... ，怕

他什麼人生七十古來稀。

葉子雖默認老之將至，卻也不服老，只是

那撮媒體毛頭小子，每每看扁我輩，這不中不

老的中老年人。君不見，報章新聞，三不五時，

報導什麼某位六十老翁，怎麼樣，怎麼樣

的......。這些囝仔人，乳臭未乾，嘸禮貌，黑

白亂四講，說六十是老翁，真豈有此理，不知

所去。套句他們新新人類的口語: í你照嗎?他

們認為醬子說，是粉好的。」

其實六十「老翁J' 雖偶而難得一舉，他們

的表襄內外，逐漸鈣化、硬化、纖維化，於是

老而彌堅，老當益壯，巍巍乎，望之儼然，偉

而鋼，腦筋也快控固力了。凡事老神在在，不

慌不亂，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逆來順受，不再

動不動，怒髮衝冠，仰天長嘯。對那般有理說

不清，無理取鬧之徒 ， 更不會一邊一圓，或來

個一國兩制。

我們要走出去，走自己的路，不去惶恐灘，

不上零丁洋 。今天我倆再來這久違的金門公

園。這里秋高氣爽，古木參天，鳥語花香，風

景不殊，正是天涼好個秋。走進那植物園襄，

有五洲各地特有的花草樹木， 奇花珍林，漫步

林中，曲徑通幽，不知路之遠近，只在此園中，

林深不知處。一片泛綠叢中，忽逢一處花田錦

28 

葉弘宣

簇，我們找個長椅，坐定休息。無意間 ，往右

一瞧，看見一對老人，望去七十或八十，他們

共捧一疊紙張，無聲無語，聚精會神，正一起

做填字遊戲;再往左看，又是另一對，應是八

十、九十，老翁左手提著麥當勞紙盒，右手頻

頻往他老伴口中，送上一片一片的馬鈴薯條，

也默默無語，休閒自在，好一幅你儂我儂的晚

年生活寫照，愛的詩篇。我心情複雜，感動不

己，跟內人說:í我們似乎看到了我們的未來。 」

不久，前方遠處，花閩園中，有對年輕人，那

小伙子正拿著相機，對準女伴，邊做于勢，忽

前忽後，忽左忽右，快步移動，要取個最佳鏡

頭，拍個人比花嬌。葉子指著前方，跟著內人

說: í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過去。」此時 ，我面轉

向內人，往她上下端倪，她說看什麼，我說: í我

看到我們的現在。」內人賞個白眼，做個苦笑，

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正是

卿須憐我我憐卿，此情綿綿無絕期。

那一天再出現一個孔子，把那論語語錄，

重新修正，又增編再版，包括八十憐我憐卿，

九十含胎弄妻，即使，人生一百古來稀，也無

妨。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公元兩千零二年初秋

於舊金山金門公園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8 年畢業，現於美國加州 Napa 闊葉)

2003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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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對老玩，童畢業四十週年紐西蘭之遊

林 子 、=

j子

二00二年九月五日我們這班喜愛旅行的 去享受閒情逸致的退休生活了 。

同學十對，第四次組團到各地旅遊 。 第一次是

1990 年之夏威夷 Cruise ' 第二次是 1997 年

Alaska Cruise '第三次是 1999 之地中海

Cruise 0 這一次因緣際會，大家決定去 Auklang

New Zealand 看看 「農居 」 於該城之郭芳頂同

學夫婦，大家興緻勃勃地去了，尤其我們夫婦

從 Baltimore USA接力式坐了破紀錄的29小時

飛機去了，結果我們先五個小時到達桃園機

場，沒有出境，竟能去迎接大夥兒來坐去紐西

蘭之班機，大家看到我們有一番驚喜 !到達

的klang 機場時，芳頂夫婦及先到的黃文哲夫

婦己在機場迎接我們，又是一番風光大聲問

好，我與芳頂已是四十年未見過一面 。 我們馬

上去芳頂溫室所在之農場參觀 。 他種了八大

green house (溫室)之各種台灣的蔬菜及葡

萄，讓人垂 j延欲

滴 。 他由於每天在

農場工作，氣色很

好，他的菜圍實在

比大家在美國的菜

園不知大了多少

倍，晚上芳頂夫婦

紐西蘭分北與南島，無論南北都是水清，

天晴時多雲偶陣雨，水分充沛，綠草如茵 。 可

以說公路兩旁都是 Tamed Animal Zoo 與今年

我們小女兒帶我們去玩的 San Diego Wild 

Animal Zoo 相呼應，只是規模大多了 。 平生從

來沒有看到那麼多的大小綿羊，梅花鹿、乳牛、

肉牛及駝鳥，真是美不勝收 。 在南島可以看到

有冰河的山崗，正值初春偶陣雨，大小瀑布，

四周可以看到 。 其湖泊大而清澈，山影倒立，

真是人問勝境，偶而看到稀落的牧舍，但很少

看到人影 。 第一次看到湖泊之黑天鵝有紅色的

嘴尖，也欣賞到紐西蘭特有的奇花異鳥 ，在最

佳導遊阿中之解說下，更是讓大家興趣盎然 。

我們也享受

了毛利餐、毛利音

樂及舞蹈，我太太

及黃元統也受邀

上去同舞一番。旅

遊之高潮是在我

催( ["""少年的」其

中之一的曾文涵)

說我們兩個「少年

的 」都去高空彈跳

請了三桌酒席菜，

大家說古道今，好

不愉快，原來好多

壯年之醫生及事業

有成者都到紐西蘭 團體照攝於 Milford Sound 2002 年 9 月 8 日

吧!他回說你不

要再說了，說了會

2003 年三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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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後悔。結果他在大家的鼓舞下，真的去從

懸崖(cli仟)上往河中跳，人倒掛在半空中，兩手

張開上下振動了好幾次，讓我們旁觀者恍目心

驚，我們都一一把此景錄在錄影機中，他一到

在河上接他的小舟上，馬上問舟上之兩人

說"Am I still alive?"那兩人同聲田說"No ， we 

are all ghosts" ，他一上來我們大家來一個英雄

式的歡呼，他小聲對我說此事千萬不要告訴沒

有同來之太太 !

我們於九月十二日回 Aukla呵，又去芳頂

家接受他們之招待。美食當前，大家當仁不讓 ，

醇酒助長談興 ， 陳年舊事，在口中迴響，飯後

太太們大跳 rock'n roll '先生們爭著說笑話，唱

歌，許郡安是個中名嘴，他怎麼能記得那麼多

笑話而且表情逼真， 引人會心一笑 。芳頂是豪

爽之人，頻頻催酒，大家恍惚又回到年輕之學

生時代。而今這群同學大部份頭髮已稀或灰

白，但同窗友情正濃，就如黃文哲所言，我們

實不應把 「老了」掛在嘴邊，頭髮可以變白疏

掉，但心不可老也!蘇承邦是同學會之熱心

者 ，幾乎每次都是他先發起 ，這一次也是他回

台，探望他太太之靈感，謝炎堯與郡安是這次

之主辦者，很感謝他們之安排!炎堯我想是全

隊最幸福之人，因為我看到他的衣飾都是他太

太先選擇，然後他同意才買的，丁兆志在美國

退休之後，回饋台灣，在台灣做研究，他太太

從美國去紐西蘭與他會合，以後又自己飛美，

看到他們兩人在機場依依不捨的樣子，可見其

恩愛的一面!吳春雄膝部不適，但他還是有興

30 

緻來參加，可得最佳精神獎 。 我常走在他們夫

婦後面，看他們相扶持的形影，讓我對老伴的

意思有更深一層之領會。葉思仲 Radiology

Sonography 之成就很高，他也有微志，也是在

太太的照顧下來參加，他們是天生的一對，都

是靜靜的 ，純純的 。 黃元統看來一點都不老，

也是每次旅遊皆參加的，與承邦、思仲、文涵

一樣，希望同窗多出來參加二年後之 Canadian

Rocky 或北歐之 Cruise 。 人生苦短，風雲難測，

有生之年，請大家多多珍惜同遊之機會 ! 九月

十三日臨坐飛機回台之前大夥兒還去伊甸山死

火山口參觀，一部分興緻高之同學還走下不容

易走之小山路到老火山口去看，我走到一半就

不敢下去另一段更斜的「不是路 J ' 但是還有一

部分同學相扶著走下去，阿中更以石頭擺出台

大 的 在火山口處以資紀念 !我是三腳下到一

半 ， 其他人三腳下到火山口，四腳爬了上來，

老當益壯，精神可嘉 ，童心末混 !此所謂十對

老玩童之旅也 。

我已於二00二年三月底在 Triple city -

Baltimore Washington DC 及 Annapolis 中點

處從不務正業之 General Practice 退休(我是小

兒科醫生) ，我太太祝美比我年輕許多，還繼續

做她的 pharmacist 之工作。她這一次跟各位同

學之太太玩得很熟 ，就如同姐妹一樣在一起，

話都說不完，而且神采飛揚 ! 這正是多旅遊之

好處 。

( 作者{豆、母校醫科 1 962 年畢業 ，現已退休 )

2003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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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62 年畢業於台大醫學院醫科一下

子已過了 40 年，所以我們一團 15 人，就由台

北與美國本土分別到紐西蘭的奧克蘭集合作九

天紐西蘭之遊，因為臨時太太有事沒辦法參

加 ， 所以我只好一個人去參加 。 就因為如此，

金龍旅行社就把我安插與導遊陳富中小弟在同

房間，這樣一來我就自然的變成 Assistant

Guide 0 ，- 阿中 」 他很厲害，他把紐西蘭的景點

背得「滾瓜爛

熟J '每到一個地

方，他就指東指

西的，使我們對

這次之旅行印下

很深的印象，他

又是 「 唬南學會

的會長 J (吹牛大

師也) ，所以每次

在解說時，時真

JI附 FU 景福醫訊 |

住自
E3 文涵

起牛來了，我告訴他，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天

要不是我鬧鐘沒響，我早喪生在 New York 

Twin Tower 的 110 樓上了(這可不是吹牛) ，我

又說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人由大樓跳下去，真是

大膽得很，阿中說 「對了，曾醫師，明天我們

要到 Taupo 湖，在那兒有世界聞名的、TAUPO

BUNGY" 你敢不敢跳? J 那時候我不知為什麼

又犯了老毛病，就說 「有什麼不敢，老兄在服

兵役時，被連長

派到屏東 「 大武

營 J (訓練跳傘部

隊的地方) (其實

我是去看病的，

沒去跳過傘 )就

從飛機上跳了幾

次傘，臉色都不

變呢 J (我心襄

暗暗叫苦，老曾

時假，但也因這

樣使我們都很開

心，有時明明上
作者高空躍下之瞬間

呀，你牛吹得太

過份了，跳都沒

有跳過傘，怎麼

當，也是哈哈大笑，就因為這樣，使我作出一

生中最大膽的、高空彈跳， 。

這也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吹牛大王，在我

們班上除了許郡安醫師外，我也是個道道地地

的 「唬南仙 J '就在 9 月 10 日的晚上，在睡覺

以前，因為時問還早，所以我們二人就開始吹

2003 年三月

辦) ，好在我回頭一看 ，他已呼呼大睡，我也放

下了一顆心 。

第二天也就是 2002 年的 9 月 11 日，我們

上午 9 點離開 Rotorua 的 Millennium hot剖 ，往

Taupo lake 之方向出發，在"Rainbow Spring" 

下車看了 NZ Moas, red de缸， blue trow著名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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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wi 鳥，大家有說有笑，我也放下一百萬個心，

就在想，好在阿中想是沒有聽到昨晚我說要作

「高空彈跳 」 好險好險，以後要吹牛以前要經

過大腦 evaluate 一下才可以 。

吃過午飯我們又上了巴士，大家就像小學

時春假旅遊一樣，唱唱歌，說說笑 ， 女子不快樂，

就在這笑聲歌聲的夢幻中，有一件我最怕的事

情發生了 阿中拿起 Mike 說 「大家注意，有一

件很特別的事，要告訴你們，曾醫師要為大家

作 「高空彈跳 J ' 請大家鼓掌 J 這一下把大家

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r什麼?患有懼高症的老

曾居然敢跳，我們不信? J 阿中就告訴他們說

「曾醫師昨晚告訴我說「高空彈跳」 一沒有什

麼了不起 J ' 老兄在當年由飛機上都跳了這

一下子完了，原來昨晚他沒睡 ，他全聽進去了，

這個時候包括阿中 ， 30 個眼睛都往我這兒看，

可惜車子太小，沒地方跑，只好想出一個金蟬

脫殼之計，就說「我跳，你們出錢 J '但想不到

我們這些同學與太太們連想都不想，一起說「你

如果敢跳，我們就出錢如何! J 怎麼辦 ，我又

想出一個辦法， r好，只要有人陪我，我就跳! J 

(我心中好高興，這一下，我可以名正言順的不

跳了) ，想不到得意不到五秒鐘，阿中就說 「我

陪你去」完了，完了，這一下子不跳恐怕不行

了，就這樣，我與阿中，就在同學們的歡送下，

走到了跳台，在那兒交了錢 ，于錶與一些口袋

的東西以及皮包都要拿出來，連眼鏡也要拿下

來，而後在秤磅上秤一下 ， 在我手背上寫著 68

(原來是我的體重的 公斤) ，回頭一看，怎麼阿

中都沒動，我說「你不是要陪我一起跳嗎? J 

他說 「我只是說，陪你去，並沒有說要跳呀! J 

我又上當了 ， 只怪自己過去只注意看病，把中

文的字意都忘了， 十分後悔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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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那二位服務小姐，鶯聲燕語的向我說

明，而且把強壯的彈簧繩素與腳銬裝上我的二

腳與 Ankle ，而後叫我往跳台上走去，不知為

什麼，那時候我變得非常勇敢，向在對岸看台

上的同學(門，揮揮手 ，就舉高雙手，雙腳向前

前進，我就學 Olympic 的跳水選手一樣，就要

往下跳，就在這一剎那 ， 我往下一看，媽呀!

200 ft 高的跳台，在那瞬間變成 30 ， 000 ft 的無

底洞(因為沒帶眼鏡，看起來更可怕) ，我雙腳一

軟，往後一退，全身無力，好在紐西蘭的女服

務員馬上把我扶住，才沒有出醜，我不好意思

的看看她，她說"Jump or not you still have to 

pay, so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try again , 

I know you can do i t"好了，既然來了 ，總不能

壞了我們 62 年班同學的面子吧!我就拚這條

老命去跳吧!想到這兒，把心一橫，眼睛一間，

勇敢的往前走，就這樣我的身子往下直垂，好

寫意呀 !像大鷹在空中滑翔，突然間，我雙腳

往上吊，我的頭往下掉，在空中轉了 180 度變

成頭下腳上，不但如此，全身上下回彈了 3 到

4 次才停下來 ， 要不是我的胃很健全強壯，早

就把胃液全吐出來了。此時在湖上等我的小船

上的船夫一直叫我抓住竹桿，但因為沒有戴眼

鏡，所以抓了好多次才被他們救到船上，我倒

在船上的第一句話就說"Am I still alive?"他們

喜ì" lf you were not alive , we will all be ghost" 

而後哈哈大笑，載我上岸，只見同學與太太們，

在岸上鼓掌歡呼，真像古羅馬大將軍凱旋歸來

一樣，好不威風， 他們說 「老曾好利書，好勇

敢呀! J 我只是輕輕的說一聲 「 沒什麼了不

起 J ' 但在我心襄餘驚未息，暗暗的自己對自己

說 「看你下回敢不敢再吹牛! J 

IJ lf 文 1 人?而於 2002 j 1'- 11 ) J 30 I I 
(作者像母校醫科 1 962 年畢業 ， 現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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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的第一名

戴鐵雄

小時候冠好最大的本事就是有辦法把媽餵 才一會見就把一碗飯吃得乾乾淨淨了，探

的一口飯含在口裡十分鐘卻不吞下，而且踩著 頭看看媽媽手中空空的碗，再轉身抬頭看看阿

瞞冊的步伐到處跑到處玩，媽媽即一手持匙一 公，滿臉得意 。

手端飯跟著她屁股跑。 一頓飯下來，花個八、

九十分鐘是常事。有一天，阿公發現了這回事，

卻裝著若無其事地說 :

「 呵!你們看看，咪哥把飯飯吞下去了，

第一名，好棒哦 ! J 還豎起大拇指，用力的比

一比 。

「 棒 ! 棒!太棒了，咪哥把飯飯全吃光

了，第一名，第一名，好棒的第一名 。」

阿公伸手抱起冠好，高興的親親，惟恐全

世界的人聽不清楚，大聲地叫嚷，她滿臉稚真，

驕傲地笑了 。

從此，冠好一定要跟阿公一起在飯桌吃

咪哥( ，-哥」 以 「個」發音)是阿公對她的暱 飯，習慣於每餵一口飯，接受一次鼓掌，發現

稱 。 阿公這麼一叫把她給唬住了，不自覺地把 同桌那一位姑姑，叔叔，沒鼓掌，就用小指頭

一口飯快速地吞下去 。為了証明阿公所言不 指一指，連阿棋也不放過 。 趕快把飯吃完了，

虛，她把口張大，讓阿公看清楚，口中已無飯 再期待阿公的一句 「第一名」 。

飯，以不愧於第一名稱號的讚賞 。

於是阿公改變方式了，他要跟冠好比賽，

「呵!你們看，咪哥真的是第一名呵，把 誰先把飯吃完，誰就是第一名。這下要得到第

飯飯全都吞下去了 。」 阿公一再用力 ，將豎起 一名的稱號可不容易了，她必須比阿公先吃完

的大拇指往前比劃 。 飯才可以，於是吃到一半，她就不放心的站到

椅子上，探頭看看阿公碗中里的飯還剩多少 。若

媽媽乘機又把一口飯餵進口中，冠好回頭 她發現阿公的碗裡只剩下一口飯，回頭看看自

看看阿公慈祥的笑顏，惟恐第一名頭銜被剝， 己的還有大半碗，情急之下就會叫著:

又很快地把飯飯吞下去了，馬上贏得阿公的一

陣鼓掌。，-阿公，慢一點，等一下。」

「好棒哦!咪哥又把飯飯吞下去了，第一 阿公真的一小口一小口喝起湯來，開始「等

名 。 」 一下」 。 冠好很快的把飯吃光，站到椅子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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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雙手大叫: 上幼稚園時咪哥離開阿公，隨著父母搬到

高雄去，吃飯時沒有阿公可比賽第一名了 。 雖

「第一名，我第一名 ! J 然爸爸媽媽有時也會來一句:

「對對，妳第一名，阿公第二名 。 J '趕快吃才能第一名。 」

阿公把最後一口飯吃下後，附和著說 。 但聽在耳裡，總感覺不到阿公豎起大拇

指，放大嗓音喊出的那麼一句 「第一名 J '所發

有一天，小表哥回來看阿公阿塘，在飯桌 放的那一股味道與那一種窩心親切感。

上，冠好很快的把飯吃完然後大叫

「阿公我第一名。」

「對 !咪哥第一名。」

聽到這，小表哥趕快把剩下的飯吃光了，

因為妹妹的誕生，阿公阿體特地從鄉下趕

到高雄來。當大家圍著妹妹，高興談笑時，阿

公左看右瞧，發現了被冷落在一角的咪哥，立

即走過來，蹲在咪哥旁邊，將上幼稚園大班的

咪哥拉在懷裡，在她耳邊輕聲的說:

也舉起雙于 「咪哥，第一名!妳最棒了，阿公好想妳。」

「 阿公，我吃完了 。」 咪哥伏在阿公的肩膀上，惟恐吵醒妹妹，

細聲地，高興地，傷心地，委屈地，小心地哭

「呵!乖!巴比第一名。」 了 。

為了趕回鄉下， (因為公寓房間，沒有地方

「阿公，巴比表哥第二名，我才是第一名。」 可供阿公阿腰睡覺) ，阿公阿塘匆匆吃過晚餐，

就回鄉下去了，臨行，阿公在門口，回過頭來

冠好抗議著說，看到巴比快哭出的表情， 向咪哥高高地豎起大拇指，大聲的說 : ' 咪哥，

阿公接著說: 第一名，再見 ! J 。

「對!妳是女生第一名，巴比是男生第一 「阿公再見! J 

名。 」

阿公把左右二手的大拇指都豎得高高的，

一隻指巴比， 一隻指咪哥。

於是二個表兄妹都鼓掌高興的笑了 。

34 

咪哥喊著，雙眼含滿了淚水，阿公搭乘的

計程車已消失在街角了，還是|芷怔的站在那裡。

「 咪哥，阿公已看不見了，進去吧! J 爸

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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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咪咪安，咪哥是阿公叫的 。 」咪哥 阿公回過頭向他倆眨眨眼，又回去哄他的

是阿公專用的，冠好從來就不許別人叫她咪哥 。 第一名去了 。 後來，阿公偷偷地在冠好耳邊輕

咪哥說著， '1幸悍然返回屋裡。 聲地說:

那年大年除夕，表兄妹們都返回鄉下阿公 「妳才是第一名 。 」

的家 。 吃年夜飯時，妹妹不肯吃飯，在那邊跑

來跑去，媽媽拿著飯碗在後面跟薯 ，阿公突然 雖然年齡長大些了 ， 已不復從前被哄大的

站起來，向妹妹豎起大拇指說 年華，但受到阿公特別的眷顧，冠好還是覺得

蠻受用的 ， 感覺特別的溫馨 。

「妹妹第一名，好棒呵 ! 快點吃 。」

妹妹真的吃了 。 冠好上國小 ， 每次吃飯時都情不自禁地想

起老阿公的第一名。而第一名也就成了冠好努

「阿公又在說第一名了 。 」咪哥笑著說 。 力以赴的座右銘，因此她都能名列前茅 。

「 都不會說別的，只會說第一名 。 」巴比 (作者像母校醫科門的0 年畢業， J甩開 業恆初具故外科婦在

附和著說。 科診所)

2003 年三月

發稅台夫督學院威主 106過年

亨F 英雄教授 rffiJ 攝彩展

時

地

(大菊大利)

問 : 2003 年 3 月 8 日 ~2003 年 6 月 8 日

點:台大醫院西址中央走廊

(台北市常德街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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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f餐 圖書

呂紹俊

由校友們的文章可以看出台大是大家難以忘懷的地方，台大也是大家永遠的母校，相信每

位校友也都關心台大的現況與發展。在人類基因定序完成之後，生物醫學的研究跨入了一個新

的紀元，母校最近為了跟上生物醫學的研究腳步，在醫學院陳院長及醫院李院長的領導之下，

正努力的拓展相關的研究工作。只是我們的努力仍需要各位在各領域有所專精的前輩們給我們

建議與指導，因此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本於您對台大的關愛，提出您的建言或是提供協助，以幫

助母校更為茁壯。

(本期編輯係醫學院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副教授)

(今年三月參加教育部生物技術科技教育改進計畫的研討會，攝於南投惠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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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第9屆第1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e 

時間: 2003年2月27日

地點:台大景褔館

攝影:郭英雄

圖 1 . 楊照雄董事長主持會議 。

司"、 j 書 織• 

誼，
林國信董事 溫艾昭董事

許世明董事 何憲武財務主任

圖3 左起蔡煒東董事、林國信董事 、 楊思標名譽

顧問、許文政常監、楊照雄董事長、何憲武

財務主任 。

圖2許文政常務監事致詞 。

蔡煒東董事 韓良誠董事 黃明和名譽董事

F可

有 一，林芳郁董事 吳信良監事 沈仁達董事

~、唷 J

圖4 . 前排左起鄭鳳嬌監事、陳定信董事、 沈永訓

監事;後排左起朱宗信執行長 、 黃丙丁董事 O



告失醫學純學派盧雷絢〈肘，。

吞暖花開的西址門口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