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九+.::..平六月出版

為冬雪畢業

2003年6月 13 日於景福園 O (郭英雄攝)



時間 :2003 年 6月 13 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景褔園

攝影:郭英雄
• •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91肆宣乎應撤讓教導(--)

學

y 月- ~ 
一一一、

圖2.能景褔團舉行 。重 1. 醫學系主任侯勝茂教授主持 。

圖4.陳院長為黃俊傑同學撥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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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處楊j半池主任、學務分處盧團賢主任撮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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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景褔基金會朱宗信執行長 ( 左 ) 代表楊照雄

董事長頒贈兩年份景褔 醫訊，由陳彥廷同學接
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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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5.畢業生吳至偉代表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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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實務的對話一一

成大唇學中，也十九週年度特別演講

謝謝林

歐禎教授的

介紹，實在過

獎了，很不敢

當。今天有高

校長、各位老

師、以及社會

賢達、學生們

在座 ， 使我有

些緊張 ， 何況

我很少有這

種大場面的

演講經驗，如果講得不好，先請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我有機會於成大醫學中心十九週年慶這

麼重要的慶祝大會上，在這裡以「理想與實務

的對話」為題，將和諸位共勉，實在感到非常

榮幸，但也有些惶恐。聖經以弗所書四章廿九

節有一段提到 : ，-不要在語言上傷害別人，只要

說幫助人 、 造就人的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最初我看到這一段聖經的時候，對「造就人」

這三個字特別感到有意義，何況 ， 今天在座的

很多老師不也在這裡奉獻於「造就全人醫療的

醫師」嗎?當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今天所講

的話能夠「使聽見的人得益處」。我還很清楚地

記得在 20 年前，夏漢民校長邀請在台南市開業

的 10 位醫師在他的宿舍舉行座談會，以交換在

成大成立國立醫學院的構想。不久之後，於

2 

韓良誠

1984 年二月醫

學院就正式招

生，招收第一屆

學生，在成大開

始實踐加入醫

學教育的決

策。 1985 年四

月醫學中心破

土動工; 1988 

年六月，附設醫

院正式對外營

運的夢想終於

實現。在這段時期， 1985 年有新樓醫院在台南

市復院、 1986 年有奇美醫院在永康的擴建以及

1988 年市立醫院的營運。但是，最重要的還是

在南台灣首次出現了國家級的醫學教育與臨床

服務中心。一個應該有著第一流的硬體設施，

也有著第一流的教育家與年輕醫師的醫學院和

附設醫院 ， 成為成功大學最大的驕傲 ， 和台灣

南部民眾最真實的依靠。我有幸躬逢其盛，至

今仍清楚記得當年付出的熱情和感動;而十九

年後有機會參與醫學院和附設醫院第一次聯合

慶祝週年慶，心中不免百感交集，有許多欣喜，

有許多祝福，卻又有更多的期望。

各位都知道醫學教育應該有崇高的理想，

而成大醫學院成立的精神與宗旨就是: ，-從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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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的出發點上，培養出能施行全人醫療的醫

師J' 也更希望醫師能夠在、World Fed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的七個核心項目中不斷

地省思與提升。剛才提起的 WFME 的七個項

目，也正是目前圍內改良後的醫學院評鑑制

度。其主要的前三項是:基礎醫學、臨床決定

能力與臨床技藝;後四項是:人性關懷、倫理、

溝通技巧以及基礎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

相信各位都同意:教育是良心事業，尤其

是醫學教育。良心事業一定要以良知去判斷是

非，但是，如果不幸「良知」變成了「藉口 J ' 

良知就不存在，良心事業也不用講了。這是醫

學教育應該堅持的理想，因此，宋院長對某些

事情的堅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以病人

為中心的醫療落實於學生、住院醫師的教育工

作以及臨床工作時，理想必須經得起實務的考

驗，而理想也必須落實在現實的艱困條件上。

多年以來，理想的推動者與實務的執行者都不

負眾望，有許多的成就，受到極高的肯定。但

是隨著時代的改變，一般民眾以及整個醫學中

心工作同仁的價值觀也有很多改變。於是，無

可否認地，在不知不覺中，在忽視了理想與實

務的對話之中，兩者間也出現了一些落差，甚

至於似乎也因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出現了一點

裂痕。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JING FU 景福醫訊

(三)世界經濟普遍陷入蕭條及萎縮，健保

財務也陷入困境，而管制支出的方式無法百分

之百符合公平正義、公開透明的原則。

(四)醫界的團隊分工(team work)因為專

業自主的呼聲日高，彼此也出現裂痕。如醫藥

分業、治療師爭取自主權等，讓醫者以前在醫

療工作上的絕對主導地位受到挑戰，更何況有

部份老一代的醫師還有「大醫科主義」的心態

且一時很難調整過來。這也是過去在上醫學倫

理的課程時，我一再提醒年輕的醫師應該尊重

別人的專業的原因。

(五)現實立刻衝擊實務，而實務又與生存

息息相關，並且必須時刻為生存而奮鬥，因此

必須將理想能落實的程度稍作調整，然而堅持

理想的人則認為理想的堅持不能打折扣。於

是，落差因而造成。

不久以前，我和小學時代的老師(我們一直

維持一年一度的小學同學會)的談話中，我特別

提起我的成長過程一直是在一種教育引導社會

的環境下長大，但是台灣自從經濟起飛之後，

教育老是被拋在後面，整個社會皆以經濟掛

帥，經濟反而引導著社會。於是乎價值觀變了，

社會也變得很不健康。但是，很少看到主政者

製造機會給教育工作者與經濟界人士，讓他們

(一)在重視人權的時代思潮下，病權(病患 透過 dialog (對話)取得共識，或透過 dialog 教

權益)為主的思維與醫學為主的專業尊嚴開始 育社會大眾正確的人生觀，這是很可惜的 。 大

產生不易融合的現象。 自整個國家社會，小至如我們的醫學中心，是

否也缺少了 dialog 的機會?因而，才出現了裂

(二)在偏向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 痕?

施行公益性社會福利的保險醫療，開始考驗醫

者與病家雙方面的價值觀 。 上述的種種問題都考驗著理想型人士與實

務型人士的智慧，並且在這關鍵的時刻，我們

2003 年六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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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坐視小小落差變成大的鴻溝、裂痕變成

斷層。於是，在這關鍵時刻，需要對話之思維

以及制度整合的呼聲日高，並且在 TMAC (台

灣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的評論考核下，促成了

一股教育理想與醫療實務的制度系統必須一元

化之浪潮。不過，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改革

也不是光喊口號就可以達成的。想要達到這個

理想，想要改善現狀，醫學中心每一個團隊的

成員之間，必須在理想與實務之間多做

dialog' 因為只有 dialog 才會消除誤解，只有

dialog 才會造成不斷的省思，也才會帶來更多

的融合，才會平衡，才會產生革新的力量。

有人說我們為什麼還要關心老是帶給我們

失落與痛苦的人生?但是請不要忘記:失落與

痛苦乃是心靈成長必經的過程一除非你不求長

進，除非你自甘墮落 。 人生如此，我們的醫學

中心的歷史又何嘗不是如此?更何況在這個醫

學中心曾經有很多人希望在這裡實現他人生的

夢想，也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這裡奉獻過他們人

生最精華的青春歲月，也在這裡有過汗水與淚

水交織的時刻，我們能不關心她，並且袖手旁

觀嗎?

最後請容許我模仿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

Martin Luther King 在 "1 have a dream" 中的

一段話做為我的結語:

1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s ,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1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dream of the bright 

future of Cheng-Kong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 

附記:演講當天由於緊張、惶恐，演講稿

的內容有些漏講，在這裡重新補上。

(作者f在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於台南問業及擔任台

大景福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完院一是年醫學研完組

: 徵才做事:

4 

老年醫學研究組即將於 2003 年 8 月 1 日開始運作 。 即日起誠徵對下列領域有 長
豐富經驗者參與研究行列: 1) 建立世代(Cohort) 以供器官、細胞及分子層次的老 齡
化研究; 2) 老化之基因表現過程與改變的研究; 3) 以體外(玻璃管內)或體內(生 談

活體內)模式來研發或臨床試驗有關老化及高齡相關疾病的預防策略和抗老化藥 修

劑的開發或臨床試驗; 4) 老人病學 (Geriatrics)或老年醫學(Gerotology)之臨床 隊
與基礎研究 。 申請者需具相關領域哲學博士(PhD) ，醫學博士(MD)或與其相等的學 位

位 。 徵才職位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及博士後研究員 。 卡

通訊者:戴束原主任

E-mail: yunlai@nhri.org.tw 
Tel: 2653-4401 ext 8310 
Fax: 8792-4750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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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的普羅米穆斯一

專訪中研院動物所游正↑車開展

四月，全島籠罩在 SARS 陰霾，台北天空

也一片灰濛濛。

到了中研院動物所，向警衛說明訪問所長

的來意後，秘書帶我到所長辦公室。游所長|合

巧離開幾分鐘，我輕鬆的瀏覽著辦公室:牆面

上簡潔的布置，桌上恭賀就職的蘭花仍生機盎

然，另一角落擺放著幹細胞實驗室模型，規劃

著人類未來的藍圖;沒有豪華氣派的排場，一

切以實用為原則。

喘了一口氣，一杯熱茶剛適宜入口，游所

長就進來了 。如同辦公室的感覺，游博士給人

第一印象就是行動派的，毫不囉日愛的具親和

力，開門見山就是「來吧，我知道你要來 J ' 

簡單寒喧和介紹，就進入了訪問主題。

關於游↑專士

游博士出生於台中， 1968 年台大醫科畢業

後，到芝加哥大學修生物物理學博士，在哈佛

大學生物研究室任研究員， 1977 年與夫人陳鈴

津女士(加大聖地牙哥校區醫學院教授)一起搬

到聖地牙哥，任職於 La Jolla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生物醫學研究所，擔任分子

實驗醫學系實驗血液研究室主任。

游博士的主要研究項目包括血液原始幹細

2003 年六月

陳偉文

游正博所長

胞及其衍生細胞的正常分化機制，間質幹細胞

對造血細胞和原生腫瘤細胞的調控，以及有關

腫瘤抑制和致癌基因的病變，對於細胞生長因

子(cytokine)和骨髓架構組織(stroma)在血球生

成過程(hematopoiesis)及初期幹細胞癌化和治

療的角色等。

同時，游博士近年來更致力於研發有關「原

發性白血病(Prima叩 Leukemia) J '癌細胞的骨

略轉移，以及正常血球分化之動物模式。在游

博士的研究生涯中，先後有許多論文著作在科

學期刊、教科書和專門學會上發表，也是美國

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r 傑出

研究成就獎」的得主;曾擔任美國醫學總署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許多研究基金

審核小組評審委員，包括特別研究計畫，年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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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研究專業訓練，小型商業創業研究、分子 十點半了，馬上有一位不認識的同仁希望和我

血液研究中心暨細胞及生理研究等。多年來研 談談，因為隔天他即將出國 。 這一聊就到了凌

究成果分別獲得美國醫學總署、血癌及淋巴腫 晨兩點，隔天又趕早起來與其他同仁正式交

瘤學會和其他私人研究基金支持，並經常受邀 談， 一連串的事情就開始了。」

在許多全美、國際性醫學會發表演講 。

經中研院多年來的邀請，終於決定回台灣

擔任動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以及基因

體研究中心幹細胞研究組主任。

和我一起打開燈」

1968 年剛從台大醫學院畢業的游正博，服

役以後， 1969 年已經同時取得耶魯大學藥理科

和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的獎學金，依照一般醫

學院畢業學生專長領域，若要往研究領域發

展，理所當然是應該接受耶魯大學藥理科「傳

統路線 J '更何況當時未婚妻已經是在耶魯大

學，這樣的選擇更加合理 。 但是在他的心中，

卻隱藏著一股不服輸的挑戰精神，就是想挑戰

不一樣的世界!

當年游博士 25 歲，他走進生物物理學的堂

奧'他說他年輕、不怕死; 2002 年，許多的因

緣巧合，他再度面臨一項需要「不怕死 」 勇氣

的挑戰，決定回台灣擔任中研院動物研究所所

長 。

「 這對我而言真的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

想想，所長工作應該不會比當年選修化學系量

子力學來的困難吧? J 游博士爽朗的笑著: í動

物所是一個有相當傳統的地方，單憑我一個人

是沒有辦法去改變什麼，我需要 Team Wo忱的

力量! J 

「我來的時候是一個人，我不認識所裡任

何一位，但是希望能將彼此想法先溝通，所以

到了動物所， 一來就和大家面對面個別或一齊

交談， 告訴大家我的想法，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改變。動物所很了不起，他們能突破傳統，也

能接受改變，任命一位不是動物系科班出身的

人。」

「在面對面座談時，我 show 了一張投影

片，是九二一大地震時的攝影作品，是我的弟

弟在九二一時從美國趕到埔里基督教醫院幫

忙，送我的一張投影片，他也是醫科的 o 在當

時沒水沒電，訊息不通，災區醫療、物資都極

度匿乏，許多救援物資到災區或受傷的人要送

往醫院，都必須利用直昇機運送;可是一到晚

上，沒有任何燈光和照明設備， 直昇機無法降

落;這時候大家想了一個方法，就將所有汽車、

卡車開到廣場圍成一個大團隊，打亮車頭燈，

讓直昇機能辨識降落目標.當時我好感動，當

災難發生時，台灣人是多麼的團結一致、勇於

面對挑戰 ， 覺得台灣還是有希望的!我對所有

同仁說，我一個人來是沒有用的， 請大家一起

和我把車燈打開! J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一張投影片真的

產生了影響力，也凝緊了向心力 。」

所長，您回家要簽春核准. . . 

剛接任動物所所長的游博士 ，也曾因為不

「那天從機場第一次到動物所已經快晚上 習慣台灣一些習慣，鬧了一些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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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地震災區由車燈所導引的直昇機降落點

r 2002 年八月我受邀參加台灣工研院在

台北世貿舉辦的幹細胞研究國際論壇，當時稍

早是已經答應回台灣接中研院職位，但其實並

未料到這麼匆忙。抵達台北後，院裡面說既然

已經決定要來了，不如就順便快點辦理交接

吧，我想想也無妨，就辦交接了。 」

JING FU 景福醫訊

「這裡和在美國有些工作習價不一樣，很

多事情一定要公文;在國外常常一通電話協調

後就開始動作了，而現在我要學著協調後一定

要寫一份公文才算數。」

返台之路

「在三年前，曾經有多人找過我們夫婦，

希望我倆能回台灣。經過一年多來回觀察，認

為自己不適合回來，甚至講了一些重話，說寧

可到墨西哥海邊度假都不願意回台灣，這話當

時真的是說太重了... J 

「事情的轉折是在兩年前十二月十五日，

李遠哲院長到聖地牙哥我的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討論合作計畫，我看到他馬不停蹄的

搞研究計畫努力到處尋求協助，我在實驗室就

看到他幾乎沒休息的從一個研究室到另一個研

究室，連好好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沒有想到，

「等我打電話給我太太，她非常的訝異， 李院長返國以後，就是因為這兩天的訪問，還

原本以為只是要到台灣參加個會議，幾天就回 在國內遭受強大的壓力，我真的很敬佩他，他

去了，沒想到已經到中研院動物所辦理所長交 真的是在為國家做事。」

接了...這還不打緊，她最驚訝的是發現她丈夫

今後要回家，竟然要寫公文給院長簽奉核准才 「那時候李院長到那裡有兩個目的，一個

可以回家! J 是尋找適當人才返台，另一個是為了成立基因

體研究中心需要國際學術合作。」

「我只是來台灣開個會，頂多幾天就走

了，沒想到交接後我變成「動物所所長.Jl '不能 「後來我收到李院長給我的一封信，表示

說走就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中研院屬於 他在台灣也常有挫折，他說台灣也許不是一個

總統府直屬單位，所長是中研院的一級主管， 美好的地方，但就是這樣才需要我們去努力;

一級主管要離開，必須有代理人，寫公文給院 當時我很感動，面對台灣這不美好的環境，我

長批了才可以走，有一定的程序...我離開台灣 選擇到墨西哥海邊度假，他竟然選擇努力去改

三十幾年，根本不曉得有這些規定，交接完後 變她，這是我決定回台灣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想要回家，沒想到還要寫公文，我連這裡的公

文都不清楚，確實也鬧了不少笑話。 J r 九二一大地震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震

2003 年六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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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撼，那時候我看到了台灣人民的團結和堅強，

有了強烈的感動。而最後的臨門一腳，是美國

遭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影響。」

「加州聖地牙哥是一個軍港，許多美國防

衛艦隊都是建制在這裡，當九一一發生後，許

多後備軍人召集要到這裡報到。前來報到的隊

伍塞車近二十哩，甚至許多人乾脆下車扛著沉

重的行李袋，一步步沿著高速公路步行走到報

到站。美國是一個非常高度自由的國家，每個

人可以隨他高興怎麼穿、怎麼講話，個人都擁

有極高的自由;但是一旦國家有難，許許多多

的年輕人就義無反顧的站起來，前來保衛鄉

土。」

「現在回台灣是一種使命感，應該要為台

灣做出一點事情。」

實驗室的普羅米修斯

擔任動物研究所所長和幹細胞研究組主

任，同時也肩負了學術界的期許。幹細胞研究

在世界上已喧騰多時，幹細胞對醫學研究極具

價值，因為這種細胞可以無窮盡的自我複製，

變成血液細胞、腦細胞或心臟細胞等。這方面

的研究對治療老人癡呆症和巴金森氏症等細胞

壞死疾病，甚至心臟病、糖尿病，將有突破性

的貢獻。

中研院除了研究成體幹細胞，也開發建立

胚胎幹細胞株的研究，同時也研發基因轉移機

制。但是也認為各界關心的道德倫理爭議，考

驗著人類處理高科技風險的能力。當實驗室內

的普羅米修斯進行盜取宙斯天火，開敢人類宰

制自然世界的知識時，更需要高度智慧和嚴謹

的態度。

8 

「即使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胚胎，我們仍要

以很神聖的態度謹慎處理，他不只是實驗室的

材料而己，他可以衍生出生命，我們要尊重生

命，這也是為什麼我反對在還沒準備好之前就

直接用人類胚胎幹細胞發展的原因。不論在英

國或澳洲，在實驗室中每一個胚胎都是不容輕

易浪費(例如說，澳洲由十二個人類胚胎，便成

功地建立六個幹細胞株) ，國內在這方面技術仍

有許多地方應改進的。但是我們在做幹細胞研

究時又不能用老鼠，因為基因差異性太大，所

以我認為應該要發展靈長類胚胎幹細胞研究 。」

「實驗室的空調、溫度或溼度控制，都要

非常小心謹慎，必須獨立於其他區域控制，人

員進出也要管制，各個環境因子都要掌握，才

能提昇成功機率。我們籌備中的幹細胞實驗

室，就是積極朝向這些目標建置，希望能在這

裡打下幹細胞研究基礎。 」

幹細胞實驗室模型

路是無限寬廣

「其實在研究的領域是無限遼闊的，雖然

近年來有關基因工程、幹細胞的研究相當熱

門，但不代表所有人都應該一窩蜂的往這裡

擠，要自己發掘問題。」

在動物所裡研究領域就相當廣泛，涵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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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分子生物、個體生理到族群進化及生態系之

層次;所研究之生物材料亦從病毒、無脊椎及

脊椎動物均有。目前研究方向係以理論動物學

為基礎，輔助應用科學之發展，並從事本土特

有或一般動物之各種生命現象之基礎及應用研

早h

7L 

目前有病毒感染細胞機制之研究、環境毒

物對細胞與遺傳分子毒性機制之探討、動物生

長發育之生理及其調控機制之研究、動物多樣

性之類型與其形成機制之研究、隔離作用導致

族群及遺傳分化機制之研究等。

「例如台灣的深海生物多樣性之調查研

究，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台灣四面環海，但

是對周遭的了解卻非常的少。」目前動物所在

探勘台灣深海生物多樣性，發現新種及台灣新

紀錄種，使台灣魚類資料更為完整，同時能了

解台灣魚類群眾結構在不同水深上之不同，以

及其形成之機制。他特別指出，由於地形的千

變萬化，台灣各種水產生物種類非常繁多，很

多台灣人不曉得台灣擁有世界所有水產生物種

類的十分之一 。從花蓮到龜山島，台灣有法國

學者嘆為觀止的五、六千呎的深海火山地區。

「台灣南部的墾丁國家公園原本海洋生物

之多樣性異常豐富，其海底景觀亦是生態旅遊

的最佳景點。然而此一生態系正面臨棲地破

壞，廢水排放，優養化，油污， 珊瑚白化等威

脅，使近岸之珊瑚礁生態仍不斷地在快連減

損。台灣珊瑚生態不輸給澳洲大珊瑚群，但卻

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我們也在宜蘭縣礁溪鄉興建『中央研究

院動物研究所臨海研究站J 最近任命一位郭教

2003 年六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

授為特聘講座，就是希望能在海洋生物科技研

究上投入心力。」除了醫藥的研發，我們應有

發展海洋生物科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為台

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打開心胸 ，放寬視野，在研究的領域還

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去努力的地方，多接納不

同領域和不同院校訓練的人，別害怕改變，有

什麼是做不到的呢? J 

在游博士對台大人的期許中，也參觀了即

將運作的幹細胞實驗室，雖然人員設備還未完

全就位，卻也預告了台灣幹細胞研究即將要展

開的一個新里程碑。

規劃中的幹細胞實驗室

所所長)

(專訪撰稿:陳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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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固曇下的省恩

2003 年 3 月 14 日我由捷克與匈牙利開會

返國，因為時差作怪，正躺在床上即將陷入昏

迷的前一刻，突然接到聯合報民意論壇主編來

電，邀我為最近的非典型肺炎寫文章。腦子仍

然昏昏沈沈的我不知發生何事，只好出去買了

兩份晚報，才知道台大醫院收治了兩位非典型

肺炎成人病例，已經住入隔離病房，並且被懷

疑與大陸、香港最近所傳出的致命性非典型肺

炎有關。當時我心中一凜，馬上跑到電腦前面

開始寫作，這篇文章隨即刊登在隔日的聯合報

上。

從 2002 年年底開始，我就相當注意大陸

南部所傳出的非典型肺炎致死病例。我多年從

事於社區肺炎研究，非典型肺炎常見的標漿

菌、披衣菌、退伍軍人症與各種病毒，再怎樣

也不會引起多位成人死亡的疫情，一開始就認

為傳來的訊息顯示有新的東西在作怪。一開始

我猜測可能是發生抗原移變(antigenic shift)的

流感病毒，因為這種大突變本就是醫界一直擔

心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發的重大傳染病，而稍後

香港又傳出過年回福建的香港居民，罹唐、 H5N1

禽流感引起的肺炎，並導致死亡。這個案例有

家族聚集現象，晴示這種 「新的東西」可以有

效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心中在想，萬一是流

感大突變，那影響將擴及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世

界 。 想來想去，腳底不禁有點發冷。一天回家

路上，望著台北的夜空，心想一場風暴或許即

10 

李秉穎

將來臨。 2 月 20 日給一位朋友的 e-mail 中，我

寫著:

聽說香港有人得到禽流感死亡，且家人有

四人發病，此事與幾年前不一樣，顯得有點不

尋常，買幾盒 Tamiflu 放著u主: Tamiflu 為抗

流感用藥)。

後來在 3 月 6 日出國前夕，看到一則不起

眼的新聞報導說，香港有些照顧病患的醫護人

員都病倒了，甚至讓醫院無法正常營運。一般

人對於被擺在報紙一角的這則新聞不會有什麼

感覺，但在我心中卻產生莫大震撼，我認為事

情愈來愈大條了，不知道在出國期間會不會出

事。很多醫護人員得病的事實 ， 一方面表示大

家都沒有免疫力 ，那可能真的是新型病毒， 一

方面顯示這病毒可以藉由飛沫傳染，這是一種

連醫護人員都很難預防的傳染方式。新型病毒

再加上飛沫傳染，使這種傳染病有能力影響全

球。但是當時大陸方面一直宣稱沒有疫惰，讓

我感到相當困惑。

回國以後知道香港已經逐漸陷入水深火熱

之中，自己認為台灣出現的這兩例大概只是初

期的警訊，之後一定會陸續出現其他病例。於

是在聯合報的文章中，我做出兩種猜測: ，-如果

(這次疫情)不是常見的非典型肺炎，那就有兩種

可能性，其一是出現了我們以前都不知道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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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細菌或病毒，其二則是流感病毒出現重大突

變而變成一種新型病毒。」

原先我認為流感大突變的可能性最大，但

後來卻證明是第一個可能性，而且是醫界以前

都不太注意的冠狀病毒 。 當時好像在玩猜謎遊

戲，各大專家紛紛亂猜。類鼻痘、披衣菌(=衣

原體)等假說紛紛出爐，國內的專家小組後來猜

是副黏液病毒、流感病毒 、腺病毒、呼吸道細

胞融合病毒當中的一種。在這場猜謎大會中，

以大陸專家的「中心信仰」最堅定，在大家都

已經同意冠狀病毒是元兇的時候，大陸還一直

放話堅持是衣原體在作怪，甚至出現 SARS 可

能有六、七種病原的說法，真是奇怪。

當記者找我猜時，我都先猜突變的流感，

然後猜其他呼吸道病毒發生突變。有人問我為

什麼都不講細菌而猜病毒 ，這是因為我認為細

菌的基因構造很複雜，不像簡單的病毒基因容

易出現大突變。而且，目前已知的非典型肺炎

細菌都有藥治療，根本不會導致疫情快速擴

散，也無須恐慌 。

3 月 15 日我在聯合報的文章又寫道 :í 這

段期間，民眾應該避免到中國大陸、越南、香

港等傳出疫情的地區。如果台灣也出現確定病

例，則不論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為何，其傳染途

徑一定是飛沫傳染，所以預防的方法與一般感

冒一樣。.........為因應這次疫惰，國內衛生機

關必須馬上動員起來，最好是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應變的重點除了加強監視國內外疫情以

外，還必須擬定萬一出現疫情的對策。」在疫

情不明的初期這樣寫，覺得有點聳動，而我一

向不喜過份聳動的言辭 。 但在個人的直覺中，

認為這些是必要的警示。接下來的幾個星期，

2003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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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呼籲一一成真，也變成衛生單位的具體作

法 :3 月 19 日衛生署新聞稿中提到「提醒民眾

注意自我保健及個人衛生習慣，並建請暫停非

必要的中國廣東、香港、或越南旅遊 J' 稍後，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召開 SARS 專家會議討論相

關防疫事宜，後來相繼出現北市和平與仁濟醫

院院內感染事件以後，才有行政院 SARS 疫情

防治及籽困委員會的設立。

圖一 看疑似病哼IJ時，必須這樣全副武裝(外科口罩

裡面還有 N95 口罩) 。

SARS 衝擊了我們社會的各個層面，實質

層面上，很多人的生活受到限制、人人很奇怪

地戴上口罩、人們有點畏懼握手;心理層面上，

很多民眾感到無所適從、第一線醫護人員感受

到無比的壓力。 SARS 實在是一個大怪獸，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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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很多以前我們沒見過的事情:全民戴口罩

運動、量耳溫才能進大樓(有的大樓還有其他要

求，例如一定要戴口罩、必須用酒精噴手、要

查健保卡)、醫院規定戴 N95 口罩才能看病人、

進出醫院必須填檢疫單、鼓勵員工吃便當以各

自散開、兒科有史以來停掉一段時間的晨會、

出現所謂的拱手不握手運動、世界衛生組織官

員首度來台、有醫院被完全封閉、成千上萬民

眾被強制居家隔離、防疫層級上達行政院院

長。有記者問我，自己會不會怕得到感染。我

的回答是，我認為自己當然有得到感染的機

會，即使做好所有防護工作， 一位醫師不可能

在天天接觸病患的情形下，可以有百分之百的

信心說不會得到感染，但醫護人員是不能退縮

的。

圖二 台大醫院大門開始有管制措施，必須填寫檢

疫單，並測量耳溫。

疫情發展之初，對於是否需要將 SARS 列

入第四類法定傳染病，中央與地方出現觀點不

同的對立。 一次小兒感染科內部集會時，我提

到除非採取堅壁清野的鎖國政策，否則無法絕

對防止 SARS 疫情繼續擴大。考慮、政治因素的

話，遲遲不列入法定傳染病，以後疫情擴大時

將受到延誤防疫時機的責難。隔沒幾天 ，衛生

署就宣布將 SARS 列入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o 當

12 

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開會時大家心裡或許

都想過，再過一段時問之後，在座同事不知會

有幾人倒下。一開始我提到如果疫情擴大，必

須設立 SARS 醫院、科內晨會應該取消，後來

這些事情都變成事實 。

台大醫院自收治第一位 SARS 病例以後，

儼然變成 SARS 中心。在大量湧入疑似病例的

情形下，我們相當苦惱於沒有空床可以收容病

患，卻又難以找到其他醫院願意幫忙。我建議

在沒有空床的情形下，可以找台北市衛生局幫

忙安排轉院 。 我們當場就有人打電話去衛生局

詢問，結果衛生局人員先是罵一頓，說他們有

各醫院負壓隔離病房的資料，就是沒有台大醫

院的資料，所以台大醫院是台灣防疫最大的漏

洞，然後說對於我們找不到其他醫院願意收治

SARS 病患的事情，他們無法幫忙。處於防疫

成敗的關鍵點上，政府官員只會亂，罵，無法提

供任何幫助，那要這衛生主管機關有何用?衛

生主管機關只需負責收集各種資料，卻可以不

協助執行防疫工作?我們也相當難過地看到台

灣醫界自掃門前雪的心態，而這種各醫院避

SARS 唯恐不及的情形，直到更高層行政單位

出面整合以後，才有所改善。

在這次 SARS 風暴中，我們看到各種自以

為是的畫面 。 有人被居家隔離時，鄰居會加以

排斥並視為異類，甚至有人買了大風扇整天往

別人的家裡吹;轉送 SARS 病患到某醫院時，

出現民眾抗議醫院不得收治病人的畫面;設立

發燒咳嗽門診時，鄰近住家紛紛出來抗爭;規

定出入境必須量體溫，就有民眾表示人權應該

受到尊重 ，所以拒絕被量體溫;依規定應被隔

離者，在報紙上投書指出，拒絕被限制自由是

憲法所賦予的天賦人權。 當這許多民眾抗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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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現於國際媒體畫面時，別人會怎麼看台

灣?大概會認為台灣是一盤無法團結的散沙。

是的，很久以前我就認為台灣過度民主、

台灣是一盤散沙，卻鮮少有人認清此點。台灣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最大，每個人都認為保障自

己的人權是無限上綱，至於這樣做是否會傷害

別人的人權則無所謂。過去，此點是造成醫療

糾紛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現在， SARS 疫情

更暴露出台灣人這種自私的狹隘心態。前年我

在康健雜誌上面寫了篇文章，名為「只要我喜

歡症候群 J '內容即在批評台灣人這種自以為

是、不顧別人的過度民主，裡面寫道: ，.追溯這

種疾病的病因，可以發現它跟很多因素都有關

係，但是最重要的則是對民主與自由概念的過

度擴張與扭曲。民主概念中的 r服從多數，尊

重少數Jl '被擴張成『服從我!尊重我Jl'自

由概念中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r 被

扭曲成「以不侵犯我的自由其範圍r 於是，一

切都以自我為本位。」

疫情擴散以後，新聞媒體的邀約不斷。如

果有空，我都不會拒絕接受採訪或上節目，這

算是盡己心力讓大家能獲得我所知最接近真實

的訊息。除了幫內科陳宜君醫師修改醫學系學

生建立的 SARS 網站部分資料以外，自己也早

JING FU 景福醫訊

本書。這寫作的過程很倉促，難免有些未臻完

善之處，也有些是沒有被認同的個人意見，但

這些是在我個人經驗與推理過程中，所能夠做

出的最佳建議 。

SARS 疫情帶來很大的衝擊，也暴露出我

們很多需要檢討的地方。或許，在這次疫情中

將有多位醫護人員倒下，也或許那將包括自己

在內。但想像在一個寧靜的夜晚，走出戶外去

看看天上的星星 o 在浩瀚的宇宙星空籠罩下，

思考一下自己生命的意義何在。人之所以存

在，其目的是否只在於自己活得很好?當生命

走到無可避免的盡頭時，當我們必須回頭看看

這一生的過程時，我們會不會為了自己曾經自

私地維護權利而驕傲?在那個告別的時刻，是

否只有不論代價、無悔付出的經驗才能豐富生

命的色彩?

就在個人網站上弄了一個 SARS 問答集 團三因應 SARS 疫情，餐廳裡出現這樣的標語 。

(http://www.tmn.com.tw/pinging/index.htm) 04 

月 28 日接到天下文化出版社鄭主編來電，邀我

以網站上的資料為基礎，寫一本有關 SARS 的

書。我認為這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工作，馬上就

答應了。沒想到出版社要求的截稿日期是 5 月

1 日，只好在網站七千多字的基礎上，拼了老

命在 4 月 30 日晚上寫完二萬六千字文稿。這算

是破紀錄了，沒想到我可以在三天之內寫出一

2003 年六月

科副教授及景福醫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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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哩間留下區區最臼意義

年紀大了感覺時間過得更快，我很珍情每

星期五晚上的時間。因我會排除萬難去參加盧

俊義牧師主理的查經班。聖經是一本古老的經

典，透過盧牧師不厭其煩地講解經文和其時代

背景，大大幫助我明白經文中的現代信息。在

今日紛亂的世界中，人的心中充滿不安與空

虛，心靈深處都渴望能得到滋潤與安撫 ， 更渴

望能找到生命的方向及生存的意義。參加盧牧

師的查經班，我確實得到了這方面意想不到的

收穫。怪不得查經班人數一直在增加，已超過

100 人，內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等社會各行各

業的人士，大家都樂此不疲。可見大家都能獲

得幫助來過踏實喜樂的生活，為此我也誠摯地

邀請您一起來參加(台北東門教會:仁愛路二

段 76 號每星期三上午九時半及星期五晚上

七時半二場，內容與進度相同)。

每個禮拜 ，我也

會渴望星期六和星

期日早點到來。除

了星期日上午的教

會活動是我重要的

節目外， 二個週末

下午是一週內最享

受悠閒的時間。台

大醫學院網球場是

陳寬提

任、林應、然主任、呂鴻基院長和郭愧秋前輩等)

以球會友的時間。我們的收穫是打球運動，鍛

鍊身體，停下來就討論時事，討論國家大事，

然後輪流作東一起去小酌一番，放開胸襟無所

不談，心神輕鬆享受，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我們「講天說皇帝 J ' 有時也會有結論。例

如我們最近發現我們活過近七十個年頭了，才

發現“人"很奇怪，小時後我們厭倦童年生

活，因為大家都急於長大。現在老了卻又渴望

返老還童。看著我們一路走來，無不一直在犧

牲自己的健康來換取金錢，然後身體弄壞了，

只好犧牲金錢來恢復健康。

老實說我們之中也許有人對未來充滿憂

慮，又刻意想忘卻現在，於是讓我們既不生活

於現今之中 ， 也不生活在未來之中。我們還活

著的時候，好像永

遠不會死去，但死

去之後，恐怕會覺

得又好像從未活

過。

「同道 J (如林國

信前院長、黃富源

副院長、郭英雄主 陳總說(左)與前衛生署涂醒哲署長。 (郭英雄攝)

我們就這樣閒

聊個不完，可是有

時也聊出一個主題

來。例如人生熙熙

攘攘，我們到底要

在世間留下甚麼最

14 2003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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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

我們認為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並不是誇耀自

己擁有多少，而是給予別人多少。所以聖經記

載主耶穌親自說過: I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相信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賜給的，祂要我

們到這世間來管轄祂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包括

子女及一切暫時放在我們名下的資產。這些都

不是自己所擁有的，所以人一離聞這世間，連

一樣東西也帶不走。因此若想要活得有福氣，

最好的方法就是尋找需要幫助的人，把愛心給

出去，金額多少並不重要。要不猶豫，不勉強

地把愛心給出去幫助別人最有意義。

最後讓我為您熱切祈禱上帝將非凡的恩典

賜給您，使您不但自己充足有餘，還能夠繼續

在各樣慈善的事出力。

(作者像母校藥學系 1957 年畢業，現任美吾箏股份有限

公司總裁及台大景福基金會名譽董事)

後 SARS 時代重塑社會價值的典範一_ Ii溫舊罔儕睛」

台大醫院於 5 月 26 日重新啟動急診服務，新階段的急診服務，利用在急診部前停車場

另外設立戶外發燒看診區，作為 SARS 篩檢站。並已在 6 月 11 日急診部戶外機車停車場處，

搭建 18 間負壓隔離室，作為 SARS 專用病房。為使本院束址新大樓漸次恢復住院服務，並

在作業流程中得以隨時監測 Non-SARS 病友潛藏的 SARS 感染源。

SARS 戰役，目睹全國許多醫護人員的慨然投身天職;遺憾的，也見到醫護人員、甚或

非直按照護人員的傷亡。過程中，有感人心酸的血淚故事，相對的，也見到因社會大眾對

病毒本質不甚瞭解，無可避免的發生人性冷酷且傷感無情的排擠行為，甚至傷及醫護人員

子女幼小心靈的偏誤現象 。

因參與照護 SARS 病患而被 SARS 感染的蔡子修醫師，從生病接受治療、拍出血清提供

研究、痊癒健康出院、結束居家隔離、再度重返團 l擎的點點滴滴，是人生里程的另一種歷

練，是 SARS 戰役的另一種試鍊。蔡子f步聲師說: [j'醫療人員當面對遭逢疾病苦難的病人時，

會優先考慮的是對何照顧病人及保護病人。醫療在面對疾病時，原本就是種挑戰，就會有

風險。這次雖然也被 SARS 感染，但日後在這條路上，還是會繼續堅持原則走下去! j] ;在

與 SARS 病毒激烈交戰中，本院同仁由醫護生涯的辛勞所主現的，是向來即潛藏在每位同仁

心中堂富的醫護情操與同儕情深。我們熱烈歡迎蔡醫師重回醫師的天職，繼續為大眾服務。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 SARS 戰役中，直接照顧 SARS 病患的醫護人員，讓我們如常

過著平安的生活，藉此，對照護 SARS 病息的所有人員，表達我們最高的謝意與敬意。同時，

呼籲社會大眾能夠具體瞭解『復原後即可回復正常生活』的疾病本質，給予幸運康復、重

回社會懷抱的同胞，最大的鼓勵與支持。在本院隔離治療的醫護人員，大部分都已平安康

復，並將漸次回到工作崗位，相信他們必然累積許多我們可以學習的堂富經歷與寶貴經驗，

作為後 SARS 時代重塑社會價值的楷模與典範 。

(文稿整理來源:台大醫院網站一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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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美國海軍 25 年記

1. 從軍

李友仁

2. 第七艦隊

我的第二個勤務

地點是日本橫須賀，

1973 年早春，

到醫院參加 grand

round '回頭，走進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打算吃中

餐，快客滿，只好

找一個空席和三個

軍人共用。坐下

後，彼此自我介

紹，他們是海軍新

兵招募官，都說參

加海軍環遊世界。

回家晚餐時與太座

聊天 ，談到軍人的

世界，瑪莉馬上贊

成，說 : 1"你開業兩

由少校升上中校時，由部隊長及瑪莉換上新的肩章

有一次因巡洋艦

Oklahoma City 號的

船醫，生病開刀，乃

送我上船代理。

Oklahoma City 號是

第七艦隊的旗艦，船

上第七艦隊總司令以

下全員一千三百多

人，醫療部有醫師、

牙醫師各一名，衛生

兵八人，每週診療七

天，每天晚上有電

影，可是常常沒看完

年多了，每天早上

六點半上醫院迴

診，馬上去診所，

晚上九點多才回

來， 一直都沒有和

兒女相處的時間，

參加海軍，我們一

閱兵式

定比較快樂」。不久我去海軍基地報到，官拜少

校 。

16 

電影 ，就有人要醫生

看急診。艦隊每天操

練、作戰演習，火箭

炮發射很是壯觀。有

一次，碰到漁船，漁

人遭遇颱風，用光燃

油海上漂流二天， 艦

長下令給食物、飲

料、水及柴油，送回航行 。最有趣的是寄港，

到過香港、 筆山、基陸、 菲律賓各地 。到基隆

時 ，藉口回家也去台大醫學院拜訪楊照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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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到菲律賓時，

瑪莉白日本飛來，

一齊觀光五天。離

開菲律賓第二天早

上，某衛生兵帶病

人來“李中校 ， 您

在渡假時這個人訴

L 言之之\

咽喉疼，我給他盤

尼西林口服已四

天，一點都沒有進

步 ， 請看一下

病人的確有扁桃腺

炎，靈機一動，問

病人在菲律賓時 ，

有沒有去紅燈區做

oral sex ' 病人承認

後，採取培養找

GC ，又給 1M 治療 ，

二天後恢復很多。

不久後，有一個病

軍艦上的醫療室

練。不過有一次 ，有

一個碎然分挽，出生

780 克的女嬰見，我

能夠充管送管， 也通

過擠動脈導管。 1977

年時沒有這麼小的呼

吸器，祇好和三個護

士與我輪流人工呼

吸，兩天兩夜後嬰兒

自己開始呼吸，之後

繼續醫護二個月 ，到

嬰兒健康退院。

4. 外交

人發燒，有下荊及

黃痘，診斷流行性

肝炎 A' 須隔離，恰

與日海軍友誼比賽代表美軍賞給獎牌

保守的共和黨雷

根總統就任，馬上禁

止使用政府費用來實

行人工流產，在國內

的軍人家眷可以自費

到私人婦產科墮胎，

可是在日本，軍眷沒

有地方去，所以院長

巧是台灣海峽附近，所以馬上用直昇機送到天

母的總院，我陪伴病人與對方交涉，也可藉口

回家見母親。

3. Medevac 

上述用飛機輸送病人到後方上級醫療設

備， 叫 Medevac 。南北韓戰爆發，歷史上第一

次用直昇機、飛機輸送大量的傷病軍人。開戰

三天之內，橫須賀海軍醫院接收二千多病人，

是一個醫院收納病人數的世界紀錄，現在所有

三軍基地都有 Medevac 的途徑網狀組織，一方

面為病人之方便，一方面為醫療人員頻繁訓

2003 年六月

送我到橫須賀、岩

國 、 佐世保基地附近，與當地醫師公會商量 ，

找會說英語 ， 又肯為美軍軍營做人工流產的婦

人科醫師，列出名單，秘密的放在基地內診所

給軍營利用。

又有一次 ， 三個軍眷小孩，上橫須賀市徘

徊，偷竊玩具回家玩，被家人發現，父親來找

我商量 ， 我們決定帶這二個小孩子到玩具店找

店長，令這小孩向店長道歉，又由父親付錢，

小孩們才得帶玩真回家 。

5. 體力測定

身為軍人，必須身心健康，又有強健的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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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以每人每年要參加體力測定二次，包括

五百碼游泳，二千碼賽跑，共有五項，算總分，

連續二次分數不夠即不能提升。我游泳不錯，

被選參加美國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友誼運動

比賽，參加游泳比賽三次，過癮成癖。回美國

後，參加當地的 YMCA 成年人游泳隊，每二、

三個月有小比賽，每年有全國比賽。頭一次參

加 50 碼蝶式， WD 取第一名，第二名y.

Oyakawa 與第三之我只差 0.2 秒。回頭教練

說 :WD 與 YO 都是以前奧林匹克的美國代表，

尤其 YO 是 200 公尺背泳式奧林匹克冠軍，你

可能有一天打敗他。果然三年後，在印地安那

的全國大賽 Oyakawa 表現不佳， 100 公尺自由

式他落到第 5 名，我雖然只得第 4 名，還算是

贏。

6. 軍醫和行政

自晉升上校後，行政責任漸漸增加，各種

委員會，也兼醫療部部長，又時常到其他的海

軍醫院視察督導，也有二次召嗅到國防部五角

大樓海軍司令部參加軍醫晉升委員會，有一次

是自上尉升少校，男一次是因中校升上校，做

中校 5 年以上才可有晉升上校的機會，如果三

次不被排晉升必須要退休，海軍臨床軍醫抵許

晉升到上校，要做醫事行政，才可晉升為將官，

我晉升上校後，人事部司令寫信給我: “如果

你有興趣，海軍要保送你去哈佛大學，學習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又打電話來:“下
面情報不能公開，可是因為海軍要保持種族和

諧，希望有才能的少數民族(黑人、南美人、

東洋人等)立志長進我不願意放棄臨

床，謝辭機會。

7. Boys Be Amb i t i OUS 

最後，我想寫好朋友 JS 的小傳， JS 是歐

18 

贏得獎牌

男青年會全美高齡泳賽中，在六十歲級

贏得四金一銀一銅及項第五名

洲移民的第二代，自小窮苦，只念到高中，參

加海軍做衛生兵，立志要做醫師，三年後退休，

申請榮譽軍人進學補助金，上大學，大學畢，

又申請軍醫獎學金念醫學院，畢業後進海軍任

中尉，當時就立志要晉升到上校，買了一頂上

校的軍帽放在辦公室，晉升上校後，馬上買了

將官的軍帽，最後升少將，才光榮退休。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1 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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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VA 醫院與 VA 體系

2001 年七月的一個上午，我帶著還在康乃

爾大學 二年級的女兒，回到雷鳥醫院

(Thunderbird - TSMC)做個小手術 。因為她有

志習醫，乃趁她暑假回家之便，也讓她參觀一

下她老爸以前工作二十年的地方。在門診外科

的候診室裡，一位新來的美國護士 Jane 居然辨

認出我。原來她和我是 70 年代，在鳳凰城 VA

醫院 (Phoenix VAH)外科一起工作過的老朋

友 。 多年沒見，寒喧之餘，她告訴了我一件有

關 Phoenix VAH 最近發生以悲劇收場的駭人聽

聞 。

- M.~辛帥離奇之九

一位來自台灣的廖姓醫生，突然被人發現

浮屍於他自己私宅後院的游泳池裡。 Jane 說

Dr廖是游泳健將，也是一個 certified scuba 
diver' 誰都沒料到他會突然溺斃 。到底這是意

外?還是自殺或他殺? Dr.廖是 Phoenix VAH 
的麻醉醫師，工作已有十多年。我不認識他，

也不曾謀面 。 只記得他在 1983-84 年左右，打

過電話給我。那時他來 VA 之前，輾轉聽說我

十年前曾在該院待過 。在電話中，他提到他是

台灣某大學醫學院畢業，以後曾在夏威夷和波

士頓的幾個醫院受訓和工作。他想從我這裡知

道一些 VA 的實際情況，特別是 Phoenix VAH 
外科與麻醉醫師的操作方式 o 電話裡我覺得他

是一位頗有自信，期盼甚殷的年輕醫生 。

幾乎每一個在鳳凰城的醫生都風聞歷年來

VAH 不斷有爭議發生。聽說 Dr.廖後來看不慣

2003 年六月

江顯禎

醫院裡的「歹代誌」或是人事行政的「黑暗面 J '

乃聯同另一來自印度的麻醉醫師， 一起控告

VA 。 他因此變成一個“whistle也lower"註 1 。他

們與 VA 纏訟已有多年，後來印裔的麻醉醫師

退出訴訟， Dr.廖則堅持要與 VA 長期抗爭。當

自己的律師勸他和解，他不同意，反而另從外

州聘請馳名全國的超級大律師，代表他繼續訴

訟下去 。 根據此間友人可靠的消息: Dr廖與 VA

結怨，已有經年，遭到解聘。又因為找不到適

當的人寫介紹信，轉業申請發生困難 。最後悲

劇的發生，令人驚嘆 。 Dr.廖 vs . Phoenix VAH ' 
孰是孰非，我們無從置喙 。 但我要把我所知道

的 VAH 與 VA 體系陳述一下:

人事吏送與升遷

表面上說 VA 是公平對待所有的醫生，實

際上他們對待美國畢業生(AMG)與對待外國畢

業生(FMG)並不盡同 ，他們也會因地制宜。 小

地方 VAH 需人孔急，因 AMG 不多 'FMG 容

易高升 ，甚至很快就升到院長級 。 超大都市如

Phoenix 的 VAH ，我所了解 :AMG 的頭三年才

真正是他們的「被試用期 J (on probation) ，而
沒有美國公民資格的 FMG 在同一情況下，則

連「被試用 」 的資格都沒有 o FMG 要等到有了

公民資格後才開始算他們的「被試用期」。據說

醫院的行政委員會在他們全部同意之下 ，可以

給 waiver' 也可以堅持要求這些悸理的規定 。

這些官僚體制的政治操作，使 AMG 和美國公

民在人事更送方面佔盡上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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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的醫生都是聯邦政府職員，他們的年薪

是根據聯邦薪棒等級(他deral pay scale) ，偶而

會有年終獎金或特別津貼(bonus) ，後者得經由

美國國會通過，再由總統批准。早年 VA 的醫

生，他們的年薪收入低得可憐 ， 即使加上特別

津貼， 比一般開業醫生每年給聯邦政府的納稅

錢都不如。單從這點來看， VA 醫生確是蠻「清

苦」的。聯邦政府職員年薪等級共有五個「層

次 J (g問des) ，每個層次又有十個「梯級」

(steps) J主任級 J (chief grades)之上就是「院

長級 J (administrator grade) ，已經是 MD 的頂

級。根據考績和資格的認定，任何醫生如果在

VA服務期間，通過美國專科醫師考試而獲得專

家資格者 ， 可要求 VA 考慮給予一到五個 steps

的升級，但這並非 「自動 J '也沒有絕對保證。

如果單以年資的增長而決定升級，則每兩年不

必當事人申請 ， r 自動 J (“automatic" )升一梯級。

服務期間若無遭到懲戒，爬升的速度大致就是

如此 。

威風城 VAH 與我

1972 年我完成德州大學 Baylor 心胸外科

的 fellowship 0 1973-1976 年 ， 我受聘於

Phoenix VAH 0 [註: 1975 年後改名為 Carl T. 

Hayden VA Medical Center] ，負責 Phoenix

Integrated Surgical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 的臨床教學 。 帶領外科住院醫師在

VAH ; 鳳凰城大撒瑪利醫院(Good Samaritan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和隸屬美國聯邦公

衛署鳳凰城印地安醫院 (USPHS Phoenix 

Indian Medical Center)三個醫學中心的外科訓

練 。 1976 年，我因為不願繼續接受莫須有的政

治紛擾和不公平的待遇，決定辭去心胸外科主

任和 adjunct professor 的教職 。 乃婉拒院長的

慰留，從此告別 VA ，投入社區，自行開業。

記得 1973 年我進入 Phoen ix VAH 時，開

始的位置是 chief grades step 2 。在 VA 服務期

20 

間，我先後獲得兩個美國外科專家資格(DABS

和 DABTS) ，我在 VA 工作的考績，諸如手術之

精練與否(proficiency)和醫德(ethic)等等，除了

接受 VA 的評估以外，還分別經過美國外科學

院以及美國國際胸腔醫師學院兩個獨立的詳細

審查與嚴格鑑定。 他們破例提早於 1975 年授

我 FACS 和 FCCP 0 雖然如此 ，這些榮譽仍舊

無法幫助我拿到 VA 一到五個 steps 的升級，三

年下來我僅「自動」爬升了一級。兩袖清風 ，

依然如故。當時 Phoenix VAH 的年老醫生特

多，行政委員會是由院長 Dr. B 及內科、一般

外科、精神科 、 實驗診斷科 、 放射線科，和門

診部六個有 seniority 的主任共七人組成 ， 這些

主任幾乎天天開會，由他們來決定 VAH 醫師全

體成員的任免和升遷等事宜。他們有的人年事

已高，甚至還有中風帶病者，除開會外不做他

事 ， 尸位素餐卻無意讓賢。

我早期在紐約

1965 年我初來美國，在紐約水牛城

(Bu仟alo)的總醫院(General Hospital - BGH) 

做外科實習醫師。我很高興 BGH 讓我到兒童醫

院(Children Hospital) , Buffalo VAH 和州立紀

念醫院(Roswell Park Memoriallnstitute)'每地

有三個月的輪流機會。 BGH 和 Roswell Park 

同在 High Street '與兒童醫院都離 Buffalo

downtown 不遠; VAH 和 SUNY 的校園則從

Main Street 上去，在 uptown 的另一端。那年

秋天，我輪流到 VAH 和它緊鄰的紐約州大醫學

院 。

納入陌生國度的第一年，千頭萬緒，欲理

還亂。又因為首次離鄉背井，頗有鄉愁。在這

種心情和工作壓力之下，令我最興奮的事就是

遇到了幾位大師: 1) 就在紐約州大校園裡'邂

逅物理大師吳大敵博士。當時他也剛從加拿大

來此，被聘為州大水牛城分校物理系主任 ， 我

有幸與他共餐， picnic 於校園。聽說後來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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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總統延攬回台，擔任中研院院長。 2) 在 VAH

指導我的是外科主任 Dr. William M. 

Chardack .他發明一種可植入人體的心搏器

(implantable cardiac pacemaker) .為世界首

創 。 3) BGH 外科主任是老教授 Dr. John R. 

Payne . 來 BGH 之前 ， 他與 Dr. Owen H. 

Wangensteen 同是明尼蘇達州大的元老，

Wangensteen 則是 William Halsted 之後美國

最偉大的外科導師。

空年，我轉到紐約市 ，在海潰的 Brooklyn

VAH 連續當了四年的外科住院醫師(1966-

1970) 。指導我的是外科主任 Dr. Harry H. 

LeVeen. 和一位匈牙利有名的胸腔外科老教授

Dr. Robert Klopstock。這人來 VAH 之前是哈佛

胸腔外科元老 Dr. Edward D. Churchill 的夥

伴。在這期間，我每幾個月就輪流到鬧區的

Kings County Hospital .紐約州大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以及

University Hospital .與全體醫師一起在州大外

科主任 Dr. Clarence Dennis 領導之下受訓。

1968 年起我在 Downstate 時兼任醫學院學生

的外科助教。

美 l司 VA;奎丈沿革

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 VA)對退伍軍人照顧的計劃

和給與退休金的制度，開始於獨立戰爭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之後。 到了十九

世紀的早期，在全國各地出現「榮民之家 J' 專

門收容一些需要醫療照顧的榮民，其中大多是

年老和殘障者。美國南北戰爭(Civil War)之後，

聯邦政府創辦並且經營 「 榮民 」 的醫院

(vete悶悶. hospitals) .照顧一些退伍軍人 o 到

了二十世紀的早期，這種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s (VAH)只有五十多

家 。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之後，為

了適應大量的退伍軍人 ， 美國政府設立的

2003 年六月

VAH. 數目劇增 。

目前美國大約有兩千五百五十萬的退伍軍

人。波斯灣戰爭以及 911 之後，美國進入反恐

戰爭，主戰的共和黨鷹派主政以來. ，.榮民」數

目在將來的幾十年中可望急速增加。對這些有

「資格 J (eligible)接受 VA 的醫療照顧的榮民，

美國國會制定法規 ，把他們規劃為七個「優先

順序 J (priorities) 。最高的順序即第一優先，就

是那些在服役期間得了病，或變成殘障的軍

人，指的是所謂「與服役有關 J (“service

connected")的那些人 。近年來 VA 進行大幅改

革，去蕪存菁，美國東北部一些較小的 VAH 將

面臨消除，資源被遷入西南地區的大 VAH 0 VA 

的「銘辭 J (mo位0)引用了 1865 年三月四日林

肯總統第二次就職演說中的名言 : ，.身經征

戰，彼曾浴血於沙場;照顧同袍，我見猶憐其

孤婿 。」 註 2

巨大的警垮系統

儘管在美國有人對 VA 有不同的看法，我

也了解在台灣的人很容易拿台灣的「榮民醫院」

系統，來比照美國聯邦政府特有的 VA 體系，

我認為這是不適宜的，因為兩者非常不對等。

如果一定要比照，我說那就像一艘汽船環伺著

一艘超大號的油輪 。且看這些數字 :目前美國

退伍軍人的人數就遠超過整個台灣的總人口 。

現在全美國每年大約有 350 萬的人，受到 VA

的醫療照顧。 VA 的醫療預算每年都超過 185

億美元之鉅。 VA 行政屬下的聯邦職員總人數高

達二十萬五千人，其中有十八萬五千人在 VA

醫療系統。 VA 職員人數非常龐大，在聯邦政府

中僅次於美國國防部。 VA 醫療系統由 22 個有

整合性的服務網站組成，它們提供全面性的服

務，強調第一線照顧(primary care)以及門診服

務。 VA 醫療系統包括: 172 所 VAH ; 130 所以

上的護理療養院(nursing-home care units) ; 70 

所以上全面性的家居照顧計劃 (hom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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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 還有六百多個門診部，這包括:社

區內的門診診所和延伸於社區外的診所

(outreach clin ics) 。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VAH 與全國醫學院

及大學醫院建立附屬關係。今日美國的醫學教

育研究，以及有關衛生醫護的職業訓練 ， VA 醫

療照顧系統是它們的最大供應者。每年大約有

九萬一千名醫科和其他科系的學生，經由一千

兩百個與醫學教育有關學院的附屬關係，在

VAH 接受他們部分或全部的臨床訓練。在美國

大約 130 個醫學院和大學醫院當中，每年 VA

提供資源給三萬四千名的住院醫師 ，輪值九千

個職位。至少有一半以上在美國訓練過的醫

生，其臨床經驗來自 VAH 0 而 70%在 VAH 工

作的醫生 ， 同時有醫學院各級教授的敘任。

*-.1司 VA 與督學研究

VA 是美國全國最大的醫療研究機構之

一 ，無論是結核病與高血壓之治療;或是腎透

析，和「家用透析 J (home dialysis)的操作技

術;或是電腦斷層(CT) 、磁振造影(MRI)和永久

性)L， 搏器(cardiac pacemaker implantation)的

發展， VA 研究者在這些領域中都已經做了先

鋒 o 不但如此 ， VA 繼續在廣泛的醫學領域中做

領導性的研究，這包括 : ，.創傷後壓迫症 J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愛滋病、糖尿病、

巔病症 、 慢性痛，以及有關生理機能障礙等問

題的老年醫學。遺憾的是，有些 VA 科學家的

研究經費撥款近年來已經大幅減少。

到目前為止，有三位 VA 的科學家得過諾

貝爾醫學生理獎:紐約市 Bronx VAH 的 Dr.

Rosalyn S. Yalow '以「放射免疫分析 J (RIA) 

的發展;和路易斯安那州 New Orleans VAH 的

Dr. Andrew V. Schally ' 以腦下垂體賀爾蒙的分

離法，兩人共同贏得 1977 年的諾員爾獎。目

前在德州大學及 Abbot 大藥廠任職的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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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id Murad ' 也以 1970 年代末期在加州 Palo

Alto VAH ，對「一氧化氮與心臟血管重要功能 」

所做的研究 ， 贏得 1998 年的諾貝爾獎。

1衷昔銘今

雖然我曾在美國幾個大城市的 VAH ，加起

來僅是短暫的七個多年頭 ， 但是它對我外科生

涯影響至深。回顧前塵， 1963 年我從母校醫學

院畢業，現在已屆四十週年。除了第一年外科

住院醫師是在台大醫院以外，絕大部分的外科

從事我都在美國。 VA 給我的外科經驗，無論如

何都銘記在心。我個人認為 VA 的醫學教育包

括外科訓練，臨床與醫學研究，都屬上乘。當

時做 VAH 的專任成員或聯邦永久職員，雖有政

府穩固保障的退休制度， ，.鐵飯碗」最大缺點就

是令人窒息的繁文耨節和太過微薄的薪棒。現

在 Phoenix VAH 資源滾滾， 1976 年以來已經

面目嶄新 : 摩登建築林立，醫師成員劇增，和

病床數目擴大均在三倍以上。

反諷的是 : 今日盛行全美國的「管理醫療」

制度， ，. 文書工作 J (paper work)的煩雜比起

VA ，可以說是有過之無不及。每下愈況的報酬

加上年年高漲的誤診保險 ， 對一般尚在開業的

醫生來說， VA 相形之下反而變得更有魅力。俗

語說: ，.風水輪流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70 年代對 VAH 不屑一顧的醫生，不管年輕或

年長，無論 AMG 或 FMG ' 如今到頭來竟然

爭先恐後地要搶進 VAH ，回流到 VA 系統。 他

們對現行「管理醫療 」 制度，不是疑慮就是充

滿挫折感，因而嚮往 VA 或其他有政府擔保的

醫療機構。在這裡有僱主與從業關係和上班下

班的工作方式 ， 卻無誤診保險的煩惱，目前 VA

的薪律與開業醫生的收入也算是相去不遠，甚

至於更好。正如我的同班好友、阿肯色州大學

病理教授並兼職於三個 VAH 的范抗博士所

說，.對於一個有才能而沒有 "chip on his 

shoulder" '" 3 的人 ， VA 何嘗不是一個好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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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J 

的古巴

在此順便報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那就是

近來醫療錯誤發生的頻繁及其嚴重性。不久之

前台灣的醫院發生了醫護人員誤將麻醉藥當作

疫苗給了一批新生見，導致嬰兒受創或死亡的

驚人事件。美國好幾個有名的大學醫院也發生

過類似的「烏龍 J' 舉個例子:哈佛大學的 Dana

h巾er 癌症醫院，幾年前錯把超大量的抗癌藥

給人，引起病人嚴重心肌損害，其中一位波士

頓知名女記者因而喪命。實際上這種重大事故

到處都有，而且屢見不鮮。根據美國國家科學

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9 年

的報告:全美每年因醫療疏忽而死的有九萬八

千人，其中約七千人死於藥物或藥量的錯誤。

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一向注意各種藥

物或血液產品引起的不良反應，嚴格要求報告

死亡之例。現在則連那些所謂“near刊的s" ，也

就是說「差一點就發生危害」的個案，都得報

告檢討。為減低藥物引起的錯誤 'FDA 特於今

年 (2003) 三月十三日宣佈:要求所有藥廠對

其藥物產品包括其藥量，均設置「條碼 J (bar 

codes)訕 。 FDA 雖不直接管轄醫院，它的新規

定將使全國醫院對藥物處方的操作全面改觀。

據 FDA 估計:設立 barcodes 的系統大約

需要藥廠花費五千萬美金。現今一般超級市場

中商品上的 UPC bar codes 既大又長，尚不能

應用在藥物上，所以技術上有待斟酌研究。全

國醫院設立「條碼閱讀掃描器 J (scanners) 則

大約需要七十億美金。據了解，目前在美國醫

院裡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藥物，像典型的單劑

量口服藥或注射藥才帶有 barcodes。除非全部

藥物都己經具備 barcodes' 一般醫院仍然不願

特別為此購置昂貴的 scanners 和相關的電腦

2003 年六月

三月4且主

丘又l岡

就我所知:美國 VA 醫療體系早就領先改

善這方面的操作。現在全國有 150 個 VA 醫院，

其藥局已全面電腦化。 VA體系並創設了一套獨

有的 bar codes 系統，專用在醫院的藥物和藥

量上。當醫護人員把病人所有必要之資料輸入

電腦，同時也用機器人 (robot) 處理醫師的藥

物配方。病房護士給藥之前，先用 scanners

將病人于腕帶上的 bar codes 與藥物上的 bar

codes 閱讀對照。若不一致 ，電腦就會發出警

告聲音，由此可以確定病人得到正確的藥物和

藥量。

如今在美國 VA 醫院裡，由於藥物引起的

錯誤事故已經降到最低，發生率幾乎趨零。這

種操作方式成績斐然，贏得社會的好評，其他

美國的醫院也將群起效尤。「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台灣現在既然實施「全民健保f 許多醫

院的操作也都電腦化，我認為美國 FDA 最近宣

佈的規定，可供台灣醫療當局作為參考。而現

行於美國 VA 醫院的 barcodes 系統，正是一面

好的借鏡。為減低住院病人可能受到藥物錯誤

的傷害，台灣的醫院也許可以考慮採用類似美

國 VA 體系的監控方式。

言主 1 美國俗話， ，.吹口。逝者」是指揭露政府機關

之壞事或公開其黑蜻面的那個人。

言主 2 “. . .. to care for him who shall have bome the 
battle and for his widow and his orphan." 

言主 3 美國俗語，意指「好吵架或好門的脾氣。」

註 4 ，.條碼 J (bar codes) 是印在商品上粗細不同
的平行線條，含有電腦使用的代碼信息。

(作者靜、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為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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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父的住院經驗，談對台灣

醫療和健保體象的期許

上月十六號父親大人先是小感冒，在家附

近的門診治療無效，接著是老人家說話有時變

得語無倫次。嫂子著急之餘，從台灣打長途電

話，向在美的我求援。我建議急送大醫院急診

室找病因。由於筆者居住在美已久 ， 對台灣的

醫療體系生疏，只想著家父自去年暑假門診首

次發現有高血壓及輕微心臟病，開始服用高血

壓藥物，如果台灣的醫院有慢性病追蹤護理師

(在美國 Kaiser 的醫療健保體系，稱為“Care

Manager" ) ，追蹤慢性疾病患者，此時父親便

可以透過護理師的幫助，快速得到諮詢，即時

得到家庭主治醫師(primary family doctor)的治

療，不僅疾病及早得到控制，也避免了急診室

一切從頭開始的診察活動，增加急診室病患的

負荷量。

我把在美工作緊急暫告一段落後 ，返台看

望他老人家。然而，是神的安排?迄今我仍然

不明白，在返台當天夜晚，病床旁陪伴父親三

個半小時後，父親發生足以致命的心室心律不

整，緊急接受心肺甦醒術後，送往加護病房。

在加護病房的最初三天，父親一直處在昏迷狀

態。以個人過去加護病房護士的經驗，我一直

冷靜地評估父親的意識狀況，除了期許每天有

所進展外，也不能不為最壞的可能預後做準備。

趙渡倩

有高品質的生活，更強調重視病患的疼痛控

制 。對於末期疾病患者，如果病患有醫療照護

事前指示 (Advance Directives for Health 

Care) ，務必尊重病人在醫療照護方面的自我意

願。因此，每位病人入院時，入院處必須詢問

病人或家屬是否已立有一份這樣的指示或醫療

授權書(Durable Power Attorney for Health 

Care) ?如果病人沒有這方面的認識，住院處則

須給與病人及家屬這方面的資訊(如小冊子> ; 

如果病人已立有指示，社工人員必須追蹤以確

定有一份副本在病歷中，以便必要時遵照病人

的指示執行 o

對於疾病末期，或病況急轉直下的病人，

不做無意義的心肺甦醒術(Do Not Resuscita

tion : DNR)的立法，的確是尊重病人生命的人性

化醫療護理，免除了病人在生命終期，仍必須

無條件地接受最後不必要的苦痛折磨 ， 或甚至

延長他們的苦痛。因此，在美國，病人入院時，

病人的主治醫師必須向病人解釋並詢問病人

“一旦病人處於危及生命的狀況時，是否要接

受心肺甦醒術?"這樣的問題，而後在病歷上

清楚記載，必要時由兩位主治醫師背書，以便

日後必要時照著病人的意願執行。

除了上述尊重病人的醫療意願，一旦疾病

美國近幾年的醫療目標，不僅強調病患應 末期病人不再希望接受積極的治療，除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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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寧療護計劃(Hospice Program) ，也可以考

慮增加一個所謂的安適照顧(Comfo付 Care)的

醫療計劃。對於臨終卻不符合(或沒有)參加安寧

療護計劃的病人，他們的安適和疼痛處理，也

應獲得同樣的重視。舉例來說，在我服務的這

所醫院，針對接受安適照顧的末期病人，訂定

了安適評估表，當病人因末期昏迷而無法語言

表達他們的疼痛時，由病人的面部表情(facial

exp ression) 、呼吸次數(respi rat ion rate)及呼吸

模式(resp i ration pattern) ，定時評估病人的安

適指數。依照指數分輕度、中度和重度苦痛，

而有不同的止痛藥給藥指示 (medication

parameter) ，因此，病人不需要因無法表達 、

護理人員不知如何評估昏迷病人的疼痛，或醫

師無法及時處理病人的疼痛問題而受到病痛的

折磨 。

慶幸地是，家父在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

下，起死回生，漸漸恢復部份意識，病況穩定

而轉回原來的一般普通病房，家人和我暫時地

鬆了一口氣。每晚守在父親床旁，我的腦中仍

不時想著父親的這段浩劫 。 父親出事當晚是在

清晨三點多，大夜班護士小姐極為有限的人

力，無法常常巡視觀察病人乃是不忍苛責的事

實 。 然而，父親當時如果沒有看護在旁，很可

能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 。

在醫護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加強對尚

未危及到生命的重病病患的密切監視和照顧，

以減少病人病情惡化急救、住進加護病房，或

反覆住進加護病房等這些事件的次數?我以為

JING FU 景 福 醫訊

估需要更為密切觀察者，如血糖控制不穩而須

靜脈點滴膜島素者 、 需低劑量藥物 dopamine

控制腎功能，或經常需要抽痠及使用呼吸器

者。另外，剛從加護病房轉出的病人也仍須一

到兩天較密切的病情監控 。 重症病房的護士必

須接受心臟、呼吸系統方面更為深入的專業訓

練如基本心電圓的判讀等。護理人員和病人的

比例則介於加護病房和一般病房之間。

「目前護理人員在美國嚴重短缺，但在台

灣卻是過剩。」當我第一次聽到這信息時，驚

訝之餘 ， 曾天真地以為這不正是改善護理素質

的最佳契機。然而，當我親身做為一位病人家

屬時 ， 我看到一個頗為矛盾的事實，那就是，

儘管我們已有足夠受過正式護理學校專業訓練

的護理人員，卻不被用在職場，反倒是只經簡

短護理知識的外勞或護工介入，公然在大的醫

療中心照顧病人，提供病人低品質的護理 。 再

者，誰審核這些不在醫院編制內的外勞、護工

的護理品質?雖然這是護工、外勞和家屬間的

交易，院方與這些機構也有簽約合同，但是一

旦影響到病人安危的事件發生，醫院仍應負有

醫療行政責任 。最後，我不禁懷疑的另一點是，

對於經濟能力有限而無法私人僱用護工的病

患，在基本護理的照顧上勢必被忽略。因此，

台灣的護理人數並不過剩，只是未能適得其

用，我的確不清楚全民健保在住院病人基本護

理方面的給付是多少、它和當今僱用一位護工

費用間的差距以及如何補救，但它卻是一個值

得我們省思的問題 。

仿造國外成立重症病房(telemetry unit) ，或許是 反觀美國在數年前縮減聯邦醫療保險後，

一個可行方法 。重症病人包括懷疑心肌模塞而 醫療評鑑會並沒有鬆綁對住院病人在基本護理

需要 24 小時持續心電固監視、嚴重肺部疾病需 的要求。加州州政府更注意到護理品質可能因

持續血氧濃度監視;各種病情轉壞，經醫師評 護理人力缺乏造成的降低，而在兩三年前立法

2003 年六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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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醫院有執照護士(包括註冊護士 (RN ，

registered nurse)和職業護士(LVN ， licensed 

vocational nurse)和病人的最大比例，也就是，

依單位性質 ， 一位護士和最多能照顧的病患數

比例。國內迄今無法將護佐(工)納入正規編制，

固然是醫院的人事主管沒有這方面的正確認

識，或因仗著部分病患有家屬、外勞陪病人，

而錯誤地自動刪除所有住院病人在基本護理方

面的人力需求。在醫療水準不斷提升，住院病

人病情嚴重度也不斷增高的今日，病人的觀察

評估乃至部份護理活動還得仰賴沒有受過專業

護理訓練或一知半解的家屬或外勞，這樣的臨

床醫療照顧方式事實上對病人是非常不安全而

26 

缺乏品質的，我因此必須痛心地說這是阻礙國

內臨床護理品質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父親出院當天，我心理盤算著日後如何提

醒他老人家不再急躁，不禁仿造父親喜歡信手

寫詩的樂趣，寫下一首七言打油詩，為他老人

家「慶生 J - ，-鬼門關前走一遭，驟然驚醒年

事高;欲要輕度千百歲，且把急躁拋九霄」。最

後，我深深感謝所有對父親照顧盡心盡力的醫

護人員，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作者你母校護理學系 1977 年畢業， Assistant Manager,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 Santa Clara, CA, USA) 

2003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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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談

從事臨床試驗近二十年，其中十年在學術

研究中心(academic research center) ，另十年

在合約研究機構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此其間經歷了不少趣間，現在

摘錄數則與大家分享。

*在 phase 111 抗憂鬱藥物(antidepressant)

療效試驗期間，有一天某病人與她家的愛犬過

意不去，順腳踢了牠一下，無奈愛犬躲閃得快，

病人沒踢著愛犬，反而跌了一跤，因坐骨破裂，

而送急診，這個意外大概與藥物無關，但是必

須登錄為 serious adverse event (SAE) ，因為

根據定義，凡是事故必送急診，就該列為 SAE 。

* Phase 1 試驗通常要求全程監禁

(confinement) ，如果試驗期較長，病人之間會

因無聊而產生

摩擦。有一女病

人自願要求幫

忙洗碟子，一位

不知趣的男病

人竟然在旁邊

品頭論足: "This 

gal just doesn't 

know how to 

do dishes" ，這

位女病人怒氣

沖天，一邊報告

2003 年六月

李慶

study coordinator' 接著馬上打電話回家跟老公

告狀，三十分鐘後，女病人老公飛車趕到，欲

與無聊男子理論，幸經阻止，才沒釀成鐵公雞

全武打。為了避免病人無聊而滋生事端，大部

份臨床基地(clinical site)備有娛樂設施，包括撞

球檯，寬螢幕電視，錄音錄影機，甚至電玩。

冥冥球通常在禁止之列，因為它可能導至

strenuous exercise 。電影電玩必須經過篩選，

因為有些可能引起脈博加速，血壓升高等

adverse event (AE) 。

*在監禁期間，病人會要求帶他們出去溜

健或曬曬太陽，通常在就近的停車場。尷尬的

是過往人車常常會好奇，而跟病人揮手打招

呼，不知究裡的人還以為是什麼新兵訓練營

(boot camp)呢?也有些病人會要求星期天上

教堂，有一次禮

拜完畢，牧師例

行呼召，一位病

人決志信主，這

是一個非常感

人的 beneficial

effect '可惜

CRF (case 

repo此 form)裡

邊沒地方填寫

這個項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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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Time in Man 的試驗，要求特別嚴

格，甚至要求在藥物終止服用之後，一個月內

不可有性交，或者必須使用雙管避孕(double

barrier bi巾 control) 。有一位女病人電話報告

她的月經逾期，害得大家都很緊張，她的男朋

友更是嚇得不知所措，後來証實是一場虛驚。

因為藥物首次在人體試驗，它的

teratogenic effect 無法評估，假如在藥物影響

下成胎，這個胎必須監控到出生，甚至出生後

若干年，這個費用沒有人願意承擔。這種事件

最好能避免，假如產生了，建議的解決方法通

常是 abortion ! Believe it or Not ! 

* Phase 1 試驗在監禁期間，親友會客時間

是准許的，特別注意事項包括(一)會客定時，不

能隨便 drop by ; (二)不能逕入病人寢室，以免

有越軌行為; (三)謹防走私列禁物品，譬如香

煙、口香糖、糖果，甚或非法用藥，你知道病

人把列禁物品藏匿在那裡嗎?最隱秘的地方是

天花板，所以試驗基地的天花板通常高過八

呎，舉手觸摸不到的高度。

*有些試驗基地，徵求病人過份積極，在

地方新聞徵求病人的廣告欄上，把錢的記號($)

登得特別明顯。 FDA 的地方分局會監控這類廣

告，如有 coercion 脅迫利誘)嫌疑的業者會被

通知勒令更正，這些廣告當然已經 IRB 審核通

過才能在報紙上刊登，所以 IRB 也會被連帶

audit 0 

*有一天清晨，護士發現一病人臥睡在撞

球間的沙發上，詢問之下才知道他被轟出臥

室，原因是這位老兄軒聲太大，擾人清夢，愛

莫能助，奈何 !

28 

*如果生意興隆，床位不夠怎麼辦呢 ?在

亞熱帶的 Florida' 解決方法很簡單，給病人一

席毛艷，請他睡在地板或地觀上，每天多付 25

元，業者多利，病人實惠。

* Drug accountability 在試驗過程中的監

控是十分嚴格的。 Phase 111 病人把藥物拿回家

定期定時服用，回診的時候一定要交出剩餘的

藥物，以供清點，有一位病人的藥瓶少了一顆

膠囊，詢何以故，病人似乎有備而來， r我打開

藥瓶，膠囊掉到地上，被我家的狗吃了 J' 他言

之整整，我們無法証明虛實，只好據實登錄。

不知道他家的狗那天有沒有快活些 ， 因為牠吃

了 antidepressant 。

(作者鋒、母校藥學系 1968 年畢業，現任 Advanced Pharma 

Consulting 公司總裁)

2003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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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一

收視 NHK 心得敢「試」錄

李登輝前總

統曾說，由於通

曉日文、日語，

他才能透過日

本語文隨時觀

察、瞭解全世界

(大意如此)。

就這一點來說，

韓良俊

守在緯來電視頻

道收視。基於與

此同樣「吃好相

報」的動機，以

下介紹從 NHK

部分節目的好內

容中記錄下來的

三則有敢示性的

片段，試與我景

福校友們共饗。

我自己也一樣，

並且深有同感。

由於家庭環境

及有過留學機

會的關係'我有

與孫女韓晨青(四葳半)合影於台大附設幼稚園內 。 (2003.2.25)
日本工學工

業大學火田村洋

幸能完全讀懂、聽懂日文 。因此，除了能「享

受」各類(包括醫學及其他領域)日文好書外，每

天還可從 NHK 的電視和、Radio" 廣播獲得許

許多多有用、有趣的知識和娛樂。比方說 'NHK

電視在國際關係、健康醫療議題、地球大自然

生物、生活應用科學、日本及世界歷史、各地

文物地理以及文學藝術欣賞等各方面都有許多

我愛看的好節目(註) ，使我經常大感能直接收

視，實在此生有幸。特別是去年在緯來電視造

成高收視率的 NHK 年度日本大河歷史劇「利家

與松」和今年剛開始的「武藏 J '我都直接自

NHK 亞洲台收視觀賞，享受不必經由中文字幕

(一些日劇的翻譯，經常有誤)的第一手樂趣。「利

家與松」播放期間，經由我的推介，連我家兄

嫂(韓良誠醫師夫婦)也完全迷入劇中，每天準時

2003 年六月

太郎教授頃在日發起籌組「失敗學學會 J' 打算

結合一些企業界及其他人士，收集各界各類失

敗經驗，予以徹底的研究、分析，建構前所未

有的「失敗學」體系。對於 NHK 記者在訪問時

提到老生常談名言: ，.失敗是成功之母 J '姻村

教授則認為，其實應改為「失敗為失敗之本 J ' 

蓋只有失敗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成功，只會

令人重蹈失敗 如果不從每次的失敗中學到並

記取教訓、切實改進的話。姻村教授之言，與

一般人一向的概念大不相同，堪稱有獨到的見

解。

前一陣子日本社會正因一件事引起騷動，

那就是從極多件自中國輸入的冷凍蔬菜中，陸

續檢驗出多種日本禁止使用的農藥成分，甚至

連對人體明顯有害的乙臨醒(Acetoaldehyd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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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檢驗出來， 害得許多商人要忙著將其回

收、銷毀，損失極大。日本負責食品安全的單

位承認，在日本經常可使用的農藥共有三五。

種，其中尚無使用安全基準的竟達一六八種之

多，亟待建立其安全基準，不知我們台灣的情

形如何?而在加入 WTO 後，我國針對自中國

輸入的蔬菜、水果，是否應更加嚴格地檢驗、

把關?由這件事也令人覺得:連外銷的 、應較

質優的冷凍蔬菜尚且如此，然則中國人民日常

食用的蔬果更不知濫用、污染農藥到甚麼程

度。中國當局對自己人民的照顧是否真正用

心，以及中國的品管水準及行政能力程度如

何，於此可見一斑 。 此外，節目中有一位受訪

來賓說的話也令人印象深刻，她說: r濫用農藥

後的蔬菜，菜蟲當然不吃，所以買菜時不要只

挑外表亮麗的蔬果;而且，連蟲子都不吃的菜，

我才不吃呢! J 而在這節骨眼上，如果台灣能

在農藥使用上，安全、合理地予以管控，然後

努力爭取外銷日本，未始不是振興台灣農業的

契機之一。

2003 年元月 13 日早晨曾收看 NHK 播出

的 ETV 二00二特別節目，談的是日本去年諾

貝爾獎的雙人得獎(double prizer) : 東京大學名

譽教授小柴昌俊因對素粒子的研究開創全新的

「素粒子天文學」而得到物理獎;島津製作所

科技研發人員田中耕一(得獎後又被該製作所

任命為 fellow' 更可專注在創新的研究上)因首

創對蛋白質的特殊分析法而得化學獎。

節目中邀請到也曾得過諾貝爾物理獎的江

崎玲於那(當時任職於 Sony 公司從事光電物理

研究)到攝影棚，評論日本前兩年及今年連續得

獎的歐示。他特別指出:雖然每次得獎者背後

都有支持的團隊使得獎者獲獎，但臨門一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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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靠得獎者個人不斷的努力去創新一發現 、

發明新事物。他對此做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就

像我們在台灣也常說的，他居然也說:雖然一

般人常講「養的(養母)比生的(生母)恩情大 J ' 

但對諾貝爾獎來說，他們強調、鼓勵的卻是「生

的(指創造性， originality)比養的(指支持團隊)

重要、優先」。由此引申，江崎校長(現受聘為

日本一工業大學校長)認為日本要以科技立

國、發展產業，則除了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外，

也要繼續不斷鼓勵、培育產業界的研發人員，

才能維持日本創造性的時代。否則，如研發停

頓了，很多產業便會被鄰近而勞力較廉價的台

灣、韓國、中國等(他都一一點名)所模仿、取代。

不知 NHK 這些節目以及江崎校長這一番

談話，對於我們的科技界和產業界能否有所散

發?

註:這些好節目有星期一的「地球奇異大

自然的奧秘」、 r ETV2003 J 、星期三的「歷史上

的關鍵時刻」、星期四的「這就是江戶」、星期

五的「試過就恍然大悟」、星期六的「美妙的人

生 J (很可情今年 3 月中剛結束) 、星期日的「討

論」、每天早晨的 "Hot (用日式發音 ，亦有「安

啦」之意)解決隊// ...等等。

(作者你母校牙醫學~ 1962 年畢業，現已退休，為母校

名譽教授)

2003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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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髮人似常遭挪扮

西洋笑話之中有一類專門嘲誰金髮人，尤

其是金髮女。按說金髮人外表漂亮，社會地位

也高，說不定因而招致嫉妒不無關係。我細看

這些笑話，大抵不外乎都在嘲弄金髮人「四肢

發達、頭腦簡單 J' 但偶爾也有例外，非金髮人

反被金髮族擺了一道。茲將適來在網路上所閱

讀的該類笑話，選擇了數則，略予闡述，期能

凸顯畫龍點睛之妙，提供閱者解頤之談資，並

以之就教於方家。

空中純是電d守主支穿

林萬哲

空中槌繩，安全上的首要顧慮就是雙手緊

握繩索，不可有絲毫鬆懈。金髮女一聽到有人

自願犧牲，一時感佩，衝動之下，忘卻安危，

脫手鼓掌叫好，竟然釀成可悲的後果。閱者也

只能歎息她們頭腦少一根筋，缺乏憂患意識而

已。或許有人會對黑髮女求全責備，說她果真

有心犧牲，理應一躍而下，成就拯人的偉業，

又何必逞口舌之快，先行炫耀呢!但明白人就

知道話不能這麼說，黑髮女若不事先聲明就跳

下，說不定金髮女還會認為是她抓繩不牢自己

跌落，怎知是她犧牲成全的壯舉呢!金髮女空

中槌繩時卻貿然鼓掌，閱者諸君，當能了然於

有十三名女子，一名黑髮，另外十二名金 她們行事之魯莽且欠思慮了。

髮，同搭乘一架小飛機。因飛機機件故障，需

要卸下大部分裝載重量，只得讓這些嬌客槌繩 親扮:鐘金角色

降落到地面上來。

一名男子帶隻鱷魚當寵物走進酒吧，將它

槌繩剛開始，才發現該繩索的負載量僅容 擺在吧台上。全店客人登時吃了一驚，只聽他

十二人，除非有一人志願自我犧牲，不等她們 開口說話了: ，.在下跟各位打個賭:把鱷魚的嘴

著地繩索必然斷裂，誰也甭想活命。 巴搜開，放進我的小弟，讓鱷魚閉嘴合住一分

鐘;接著叫它開口，拔出小弟，我保證小弟全

在徵求志願者時，一時無人吭聲，黑髮女 身而退、絲毫無傷。表演完畢，若各位覺得精

見此僵局遂自告奮勇地說，為了拯救大家，她 彩，每人只消賞給我一杯酒喝即可。 」

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眾人口商咕了一陣子後表示接受了。那人就

十二名金髮女一聽太感動了，也不假思 勢站起來，拉下褲管，把他的私處放進鱷魚、被

索，不約而同， 一齊鼓掌叫好一雙手放開繩索 蝕開的嘴裡，讓鱷魚閉嘴合住，眾人驚愕地喘

鼓掌，其結局讀者當然非常清楚 o 了一口氣。過了一分鐘，那人抓了一支啤酒瓶

2003 年六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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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地敲了鱷魚頭頂一下。鱷魚隨即張開了 可以操縱自如了。 」 到達二千英尺，她再傳訊

嘴，那人拉出小弟，真的完好如初、絲毫未傷。 進來且得意地說，學飛行那真是太簡單、太容

易了。

眾人鼓掌叫好，他贏得的酒也遞上了。品

酒過後，那人再次站起來，另提一項賭注: r有 然後教練在螢幕上看著她飛上三千英尺，

誰能如法表演一番，我出賞金三千元。」 卻沒有訊息傳進，不免擔心起來。幾分鐘之後，

恐怖的畫面竟然展現出來，她在半英里外墜機

一片靜寂籠罩了全場。稍過一陣子，後座 了。教練趕緊奔到墜機處從殘骸裡把她拉了出

有人打破沉寂舉手，站起來一個金髮女，她曬 來。

曙地講話了 r我願意一試，但是你得先答應

我，要我打開嘴巴時，只消開口吩咐一下，請 教練問她到底怎麼了，金髮女說 : r我也不

別像剛才對待鱷魚那樣用啤酒瓶在頭頂上猛力 知道，原先一切順利 ，但飛得越高，我越覺得

敲擊。」 身冷。我只好關掉那個寒冷之源的罪魁禍首巨

顧名思義，如法表演，顯然是誰敢像他一

樣讓鱷魚含其小鳥之意。在座眾人沒人敢接受

挑戰，自是明哲保身之舉。金髮女到底是出於

無知或故意扭曲該男子之言而搞亂了角色扮

演，端賴閱者自行判斷了。深一層加以推演，

也許金髮女看上了該男子的小弟，打算一方面

滿足其「吹喇叭」之慾' 一方面又能領取巨額

賞金呢!不過，害怕頭頂被敲，才是她最大的

顧慮，這也令人發噱。

學 習飛行

一個金髮女打算學習飛行， 一天她找上了

一家飛行學校，吵著要即刻讓她學飛。當時所

有飛機都已出勤務了，老闆只得同意自充教練

讓她靠傳訊的方式單獨學飛直昇機。說完就帶

她到直昇機停機坪，教她如何發動引擎，教她

基本操作技術，才送她上路。

型電風扇，以後的事情我就全都不記得了。」

學飛行的人竟然不知引擎是飛機的心臟，

還錯把它當電風扇，也太菜了。不過 ， 拜當今

科技發達之賜，靠傳訊遙控教學，亦能訓練初

次飛行者駕駛直昇機，實在太妙了。可情金髮

女剛升上空， 一時得意於欣賞美麗的景色，竟

忘掉了安全的維繫。初次飛行 ， 就認為操作簡

單，幾可操縱自如，這將置經驗豐富的老手於

何地?正所謂驕者必敗，信然!最後把寒冷之

源歸咎於電風扇，又錯把引擎當電風扇，難怪

一關扇也就墜機了。

高 矜持倉

在一架即將往紐約起飛的飛機上，一個金

髮女大刺刺地佔坐在商務艙的座位上。因她並

未購買商務艙的票，空服員走近她，請她移座

經濟艙。金髮女很不服氣，直回說: r我是金髮

女，我漂亮，我要到紐約，決不能叫我移動座

在升上一千英尺高時，她傳來訊息: r我飛 位。」

得很帥，我愛呆了!景色如此美麗!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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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眼見金髮女有理說不清，轉而向副

機師求援。副機師走向金髮女，曉以大義，請

她移出商務艙 。金髮女的說詞仍舊是: ，.我是金

髮女，我漂亮，我要到紐約，誰也別叫我移動

座位。」

副機師一時也沒了主意，回到駕駛艙，向

機長問計。機長說: ，.我的內人恰也是金髮女，

這個就讓我來處理好了。」

機長走到商務艙，向金髮女附耳低言了幾

句。金髮女馬上跳起來連奔帶跑地到經濟艙來

落座了，口內還喃喃地說: ，.他們為什麼不早點

告訴我? J 

空服員和副機師都很驚訝，忙問機長講了

什麼話，竟能說動金髮女移座。機長說: ，.我只

告訴她，商務艙並不飛到紐約。」

金髮女自詞漂亮，非得坐商務艙不可，卻

吝於購買商務艙的票，實在有點霸道。空服員、

副機師據理力爭，向她說明，她硬是聽不進去。

好在，機長家有金髮的嬌妻，平時就積有極豐

JING FU 景福醫訊 |

色間同樣的問題。售貨員仍然回答: ，.我們微波

爐不賣給金髮女。」

所以隔一天她又把頭髮染成黑色，再進店

同樣提問。售貨員的回答依然相同。

金髮女不解地問售貨員，為何一口咬定她

是金髮女。售貨員說: ，.因為妳所間的不是微波

爐，而是電視機啊! J 

金髮女把電視機當做微波爐來問價錢，售

貨員又不直接點破，卻只迂迴地說不賣微波爐

給金髮女，幽她一默。這當然是因為售貨員平

時也耳聞金髮人腦筋不怎麼靈光有以致之。金

髮女渾然不知自己「直把馮京當馬涼」錯認貨

品，故不克反省，卻只在頭髮顏色上頻做文章;

難怪怎麼染髮也逃不過售貨員立予識破的法

眼。售貨員辨識金髮女不憑髮色，而單憑選貨

間價的動作。可見平常會犯同樣錯誤的人極

少，金髮女間的話語又是連日沒有改變，怎能

不露出馬腳呢?由此看來，金髮女實在非要從

增長見識、博學多聞上下功夫不可。

富的對待金髮人的經驗;所以一出馬就把事情 i司本進戲

擺平了。而飛往紐約的班機，跟她說前截商務

艙不到紐約，後截經濟艙才會到紐約，金髮女 從洛杉磯飛往紐約的一班飛機上一個金髮

竟深信不疑 ，也實在傻得非常可笑 。 女與律師恰巧比鄰而坐。律師向金髮女提議一

起玩好玩的遊戲 。金髮女有點疲累，想要睡個

~jti，皮手盧 覺，予以婉拒，隨即閉起雙眼要打瞄了。

有一個金髮女要買一個微波爐。她到店 律師卻不死心，誘說該遊戲非常簡單，且

裡，問售貨員: ，.這個微波爐怎麼賣? J 售貨員 饒有興趣。並說明: ，.我提問妳一個問題，妳若

回說: ，.我們微波爐不賣給金髮女。」 不會，就輸給我一百元;反之亦然。 」 她還是

不願意，合眼要開始睡覺。

隔天她把頭髮染成紅色，進店再選同樣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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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不耐了，就說 : r好吧，調整個賭注:

如果妳不知道答案，只消給我一百元;而若是

我不知道答案，我給妳一萬元怎麼樣? J 這話

頗引起金髮女的注意，她也知道若不答應的

話，律師還會糾纏下去，就同意玩遊戲了。

律師先提問題: r地球到月球距離多遠? J 

金髮女不假思索，也不搭腔，纖手伸進荷包，

抽出一張百元鈔票，遞給了律師認輸。

律師得意地說，該妳問了。金髮女問律師:

「什麼動物上山時三隻腳，下山時變四隻腳? J 

律師一時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大為困

惑，拿出手提電腦，查遍參考資料，得不到答

案。他打手機上網查詢，也查了國會圖書館，

仍無答案。 他不甘受挫，再寄電子郵件向所有

朋友及同事詢問，也沒有結論。一個鐘頭過去

了，律師也覺得解題無望，就搖醒了金髮女，

遞給了她一萬元。

金髮女道聲謝，又繼續睡覺了。律師頗不

甘心，又搖醒了金髮女，問到底是何答案。金

髮女一語未發，隨手伸入荷包，拿一張百元鈔

票給了律師表示她也不知道，就重新合眼再去

見周公去了。

律師以為金髮女好欺負，想從引誘她玩遊

戲中撈一筆。起初律師百般挑逗，金髮女均不

為所動，或許疲累愛睏也是事實。 一聽到賭注

由一比一躍起一比一百時，金髮女才悍然心

動，答允應戰。此時的她也早已胸有成竹，反

正提問無解的問題，她就穩操勝券了。她也無

需為解不解得出律師所提問的問題而煩↑函，反

正賭注的比例太懸殊了，小輸何傷?可笑的是

34 

律師雖然藉助於最先進的科技也解不了無解的

問題，反倒被將了一軍，被敲了一筆，被耍了

一次。誰說這不是金髮女的反攻?誰還敢再說

金髮人又傻又笨?

結妨

賭坊的雙骰子賭桌上兩名莊家正無聊地等

著賭客上門。

終於有一個漂亮的金髮女進來了，她劈頭

就提議雙骰子一擲輸贏五萬元的賭法。接著還

說: r 希望你們別介意，我習慣脫衣裸捏來賭

博，總覺得如此賭運才會好。」說完就將脖子

以下的衣物全部脫光了，拿雙骰子一擲，像念

咒似地嚷著: r媽媽要添新衣服。」

接著大喊大叫: r哇塞，贏了，我贏了，我

真的贏了! J 她跳過來跳過去，並且個別擁抱

了莊家親了一下。 一邊說著話， 一邊把所有鈔

票收起來 ， 捧著衣服一溜煙走開了。

兩個莊家如癡如醉愣在那裡，遲遲才清醒

過來。末了 ， 一人發問: r她到底擲了幾點? J 

另一人反問: r你不是在看嗎? J 

這次金髮女又出擊了，而且戰果非常豐

碩。她看穿且掌握了男性的弱點，抓住男人「醉

翁之意不在酒」的心理，並且巧妙地加以策略

運用，讓身經百戰的賭坊莊家，在裸女跟前也

難免分心，其視線不能集中在賭桌上，卻集中

在裸女身上美艷之處。男人色瞇瞇、目不轉睛

看裸女，遂為其所乘，而被擺了一道。連骰子

擲出來的點數，也無暇看，遑論其他了。等到

賭金被取走之後，才恍然大悟，情為時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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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勸諸君，處事應理智一點，莫受外力一誘惑，

就暈頭轉向，而搞砸了事。這次，金髮女的漂

亮出擊，是絕妙的反攻，平時習慣看扁金髮人

的人真的需要對金髮一族刮目相看、用心提防

了。

從上述這些笑話來評斷，相信大家都已認

識到金髮人跟其他族群毫無二致;也就是說，

金髮一族，亦是賢愚善惡並存。如果有誰要盡

信虛構笑話者的胡言，對金髮人隨便取笑或英

落，說不定有可能當場被他們反擺一道，屆時

才知自取其辱而懊悔莫及呢。(備註:文中金錢

單位都已化為新台幣的價位，閱者比較有譜，

省卻換算的麻煩。〉

(作者靜、母校醫科 1961 年畢業，現任職於羅東博愛醫院

耳鼻喉科)

作
仙

后了

景褔酋館圓漏完成扣煞支援任務

d 、 Â糢翁之房卻

恢彼正常版務

台北地區 SARS 疫倚在四一五月問趨向緊急 F 台大醫院帶

領全國醫界抗煞街擊 F 以致主院百年來看度暫停急診及部份門

診 F 本會景福會館丈援院方 F 提供部份隔離協助 F 人數約的

人 F 己於五月底完成丈援任務 o 復經全館緩街整理及完整清
潔 F 己於 6 月 9 日起恢復正常服務 F 請校友先進及各界來賓繼

續丈持本會館 F 舊雨新知 r 無任歡迎!

/JJh1、已}這支吾吾磊民區由1話也指歪曲磊忌、、、\

誡徵教師章名 : 
~ (一)拉獲芳往事-'\
~ 1.具有解剖學、細胞生物學或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
~ 2 .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熱忱。
~ (二)教是芳~~ : ~ 
? 個人履歷、兩封以土推薦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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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三)起帶E劫:九十三年二月一日
~ (四)按止。身:九十二年入月十五日(下班之前寄達)
~ (五)聯絡站J.d: :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六樓 t 
t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mail: anatomvα~ha.mc.ntu.edu.tw t 

\;二注:2:三三…1、"、J{#.#ð-'l:ß- : 886-2-23562211 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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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鷥語

SARS 在全台發燒，弄得草木皆兵，人心惶惶，這期的景福醫訊就

在這樣的氣氛中完成。

4 月 25 日在開刀房接到一通電話託我關照一位急診病人，急診醫

師在電話的那頭說:她應該就是 SARS 吧!因為上週開會與她有短暫

的交談，當時並無異狀，心想應該沒事，問到張上淳醫師，卻說還是

居家隔離吧，頓時驚覺 SARS 就在你身邊!從接觸日算起請假在家也不

過五天，卻也不免擔心，不難想像和平醫院突然被封時，院內人心驚

恐的程度。而整個社會失序的現象，除了顯露少數人醜恆的一面，也

反映多數人面對不明未來的恐慌。 SARS 持續肆虐，醫院暫停非緊急于

術及住院，面對突來的停頓，心情卻輕鬆不下來，不免想到這或許是

上帝要人放慢腳步，重新思考過往終日忙碌為了什麼?此次緊急請小

兒感染科同學李秉穎提供文章，談談他個人對 SARS 的觀察，也省察

黃俊升

SARS 衝擊造成社會失序的現象。末了，他不約而同似的與陳寬輝校友思想人在世間該留下什

麼?陳校友退休的日子與許多前輩以球會友，讀經禱告，前輩的生活領會值得年輕人參考。和

平封院初期，媒體質疑某些醫護人員忘了他們的天職，人終究是軟弱的，大難臨頭要能他立不

移確實不易，韓醫師理想與實務的對話，猶如;暮鼓晨鐘，引人深思。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涯

的規劃該如何?或許可看看游正博校友的專訪，認識游醫師已是十三年前，我在 UCSD 跟隨游

夫人陳玲津教授研究，知道他們向來關心台灣，對他回來貢獻心力一點不覺意外，為了讓在台

校友多認識他，特地請人撰稿。三篇描述美國醫療體系的文章亦有值得借鏡之處:江顯禎醫師

介紹美 VA 醫療制度，附記提到如何避免給錯藥;趙玻倩校友介紹美國護理 Case Manager 完全

照護，標準工作程序，分級照護(rCU 下，加設重症病房)等制度，相較於台灣病房充足，護理

人力不足，許多不需住院的病人推著點滴到處跑的確不同;李慶三校友寫道許多臨床試驗的趣

聞，也讓我們瞭解到臨床試驗是如何嚴謹進行的。李友仁校友的美國海軍服務生涯，提供從醫

的另一選擇。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這突如而來的休假，不妨學韓良俊醫師看看 NHK 的節目，

學習日本人的生活態度;而林萬哲醫師的金髮美女笑話一蘿笙更可讓大家輕鬆一下。

SARS 重擊台灣，台大醫院擔起頭棒捍衛大任，景福校友的表現令人引以為傲，感謝第一

線醫師及護理人員的辛勞，也期待陳建仁署長及蘇益仁局長兩位校友在此接力賽中，接棒漂

亮，抗煞成功!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3 年畢業，現任母校外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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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醫學系
們學每月[謙讓教導(二)

時間 : 2003 年 6月 13 日

地點 : 台大醫學院景褔園

攝影 : 郭英雄

P.附設醫院李源德院長(中)頒優良實習醫師獎

左起張端瑩、林干裕、李院長、陳弘文、
1彥廷) 。

可臣"

、

9. 學務分處盧國賢主任(左)頒發畢業證書給李孟

同學(右) 。

1. 畢業生葉奕成贈送最佳臨床教師獎(小科)給張

主主任(右) 。

、純正~

圖 8.教務分處楊洋池主任(右)代表內科孫幸筠接受
最佳住院醫師獎，由林芯抒同學贈送 。

圖10 畢業生黃書群贈送最佳臨床教師獎(大科)給

鄭安理教授(右)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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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畢業生劉迪塑贈送最佳主治醫師獎給外科郭夢菲

醫師(右) 。



旬器官精贈者殺敬

(郭英雄攝)

於東址正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