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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台大醫學校區
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H

時間: 2003年12月31 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墓醫

大樓

攝影 : 郭英雄、王崇禮

重 1.升等副教授們與長官們合照 。 圖2.升等助理教授們與長官們合照 。

量3 . 升等講師們與長官們合照 。 圖4 . 左起溫振源學務長、鄧哲明教授、孫校長、溫夫

人、蕭裕源教授 。

圖5 . 左起林國信前院長、徐茂銘教授們儷、連倚南教授 圖6. 左起林仁混教授、蕭水銀教授、陳校長、余秀瑛

侃儷 。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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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藥學系任教憶往

孫雲熹

成立藥學系。可見台大藥學系確是經過難產才

誕生的。

民國四十二年時期，政府財政困難，教育

經費支細，教育部雖然核准台灣大學在醫學院

內成立藥學系，但不給經費和教職員名額，要

台灣大學自行設法勻支經費，調派名額，這真

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藥學會同仁獲知教育部

核准台灣大學成立藥學系的事，至感欣慰。至

於如何籌設藥學系問題，那就是台大醫學院的

孫教授創系年代 ，在系辦公室 事了。當時醫學院院長是杜聰明博士，他專長

藥理，對於中藥研究也頗感興趣，所以對於藥

台灣自光復以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繼 學系的設立，倒也表示贊同。

續培植醫學人才，那時卻沒有藥學校的設立。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雖為僅有的藥學校，但因該 我在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受聘到台大醫學院

校冒在造就軍藥人才，為軍中服役，無法對社 任教，剛進台大就是正教授名義，敘薪六00

會作額外服務。男由日本留學回國的藥學人才 元，而且新任教職，就派送赴美考察藥學教育

為數有限，自大陸來台的藥學人士數目也不 一年 ， 這在台大醫學院是史無前例的。其實我

多，所以極感藥學人才缺乏，不能適應社會的 因在衛生署製藥廠服務 12 年，對藥學技術及行

迫切需要。民國四十年中國藥學會同仁深感發 政一切都已累積若平經驗，而且待遇也比較優

展高等藥學教育的重要，便聯合台灣省藥師公 厚，原不想離開。卻是因為劉瑞恆部長之命，

會(當時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尚未成 不敢違抗，不得已才勉強答應擔任教職。不過

立 )去向教育部請求在台灣大學內設立藥學 對於台大藥學系的催生，我也確實付出相當力

系。同時發動向藥界捐款新台幣五十萬元作為 量。因我當時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因此，

支援，並向教育部、教育廳和台灣大學錢思亮 我有一種使命感促使我對藥學教育要作一些貢

校長等有關方面奔走陳情。當時台灣大學經費 獻。在早年那種局面，要創辦一個藥學系也確

還是由台灣省教育廳撥付的，所以我們也特別 實困難。就當時情況來說，可謂一無所有，一

請省教育廳長陳雪屏氏幫忙協助。那年台灣大 切都要去爭取。對我來說，倒是一項具有意義

學向教育部申請設立的新系計有七個，藥學系 的挑戰。我既然承諾下來，就得勇往向前，不

是其中之一。最後教育部於四十二年初只核准 能退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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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第二屆畢業生，在行政大樓前(現為醫學人文館)

留影，前排左六為孫教授

籌辦藥學系，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費、教

師名額和校舍等問題。我向錢校長請求大學經

費裡能撥給我們適當的開辦費和應有的教師名

額。我向杜院長請求幫助解決校舍問題。杜院

長田說在醫學院裡找些舊房屋修理一下就可使

用了。我覺得那些舊房屋都不堪使用，於是便

請劉瑞恆部長介紹我去見經合分署衛生組組長

Dr. Peterson 。我設計一份「藥學大樓」建築藍

圖和預算，請美國經合總署撥助美金十五萬

元，台大方面也籌措相對款項美金十五萬元共

計美金三十萬元作為建築「藥學大樓」經費。

Dr. Peterson 因為知道美國藥學院的規模， 他

很贊同我所提的計畫，並且一同研究商討「藥

學大樓」的設計，會同察看校舍用地，真是盛

情可感!第一個選擇校舍建立的地點是在醫院

園區內，第二個選擇即在中山南路五號原熱帶

病研究所舊址(現在教育部大樓所在地)。我將籌

建「藥學大樓」計畫送請美國經合總署准予補

助美金十五萬元以利興建。結果華盛頓方面回

覆因限於經費，只能補助美金五萬元作為購置

教學設備及圖書之用。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只

得應用經合總署補助款美金五萬元和我們藥界

捐款新台幣五萬元(原預定捐募目標是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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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卡萬元 ，結果只募得五萬元)購置部分教學儀

器(包括顯微鏡及精密天秤等)，參考用圖書及教

科書等項。後來我向劉部長報告「藥學大樓 」

興建計畫未能成功，請杜院長負責解決藥學系

校舍問題。杜院長那時還兼任藥理學科主任，

於是同意將藥理學科前面一幢樓房的部分房間

讓給藥學系作為校舍。後來藥學系得到大學本

部撥給經費添建延續部分房屋方始勉敷應用。

與第一屆畢業(民國 46 年畢業)系友緊會留影，

前排右二為孫教授，右三為顧教授

那時教育部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就借用

台大醫學院一幢逾齡的二層樓辦公大樓和一些

房屋作為辦公場所。教育部部長張其昀急於自

行建造教育部大樓，但當時中央機關不能編列

建築經費，於是便和我向台灣大學商量借用興

建「藥學大樓」 名義，由台大編列預算建造，

借與教育部使用。當大樓完工以後，對於安裝

電梯及裝修工程等仍用「藥學大樓」名義招標。

教育部借用「藥學大樓」迄今已逾四十餘年，

仍無意歸還台灣大學。據間那座教育部大樓(藥

學大樓)現已不敷應用，許多部屬單位分散在外

面辦公，極為不便。就今日情況而言，教育部

實在應該自行編列經費興建 「教育部」大樓集

中辦公，作一勞永逸，長久之計才是。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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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藥學系和藥學研究所一直等待能擁有自己

的「藥學大樓 J '何日能實現此一願望，實遙不

可期，能無感嘆 !

藥學系卅週年塵，孫教授榮退紀念會上頭贈

仿古青花瓷瓶，右四為孫教授

辦學的首要事項是釐訂適當課程表。我們

所擬台大藥學系課程表自以教育部三十六年公

布大學院系藥學課程表為依據，再予適當增減

以適應需要;惟冀台大藥學系的教學能達到高

學術性的大學水準而非偏重在實用性的藥學方

面。再者，醫學院的醫科已具有良好基礎，辦

理完善，備受社會人士讚譽，新辦的藥學系決

不能落於人後。

藥學系的教學也和醫科一樣屬於通才教

育，學生畢業後，可能適應藥學方面各項工作，

如欲專精於那一種藥學專門科目，可進研究所

深造，或從工作中吸取學識經驗 ， 則五年、十

年後，一定也會學有專精，成為專家或領導人

物。藥學系課程以一、 二年級講授基礎課程，

三 、四年級講授藥學專門課程為原則。以台大

藥學課程和美國課程相較，互有短長。我們課

程的特點是讓學生在基礎學科方面得到良好根

基，然後修讀藥學專門學科，自能應付裕如。

4 

譬如在大一時，修讀高級數學微積分對於研習

高深藥學或其他學科便有很大幫助。課程中所

有理 、 化、生物科學，以及藥學技術學科都是

講課與實驗並重。我們每週上課和實驗共計五

天半 ，而且排課緊密，幾乎沒有空堂。美國每

週只上課五天，且空堂很多。他們的藥物化學，

生物化學課差不多都沒有實驗，數學課程度較

低。九成以上學生的興趣在實用藥學方面

(pharmacy practice) ，但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辦理較有成績。民國四十四年夏季曾邀

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院長 Dr. Leualien 

來台三個月，請他對台大藥學系作一評估， 他

認為我們的課程相當完備，不過稍為繁重，學

生負荷較重 ，缺少自修時間 。

在藥學系初創時期，對於師資羅致實感困

難。台灣大學對於教師的任用資格，一向要求

很嚴。我因有藥學博士(D . Pharm. Sc.)學位 ，

曾在中法大學藥科擔任副教授，且有衛生事業

人員簡任職資歷，所以擔任教授沒有問題(經教

育部核定發給教授證書) ，另外請國防醫學院藥

學系顧文霞女教授轉來台大講授生藥學及調劑

學課程(顧教授曾任國立北京大學藥學系教

授) ，又請藥理學科許光注講師轉來擔任藥物化

學課程。 此外，許多留日回來的藥學人士都是

戰前三年制藥學校畢業，連學士學位都沒有，

實在無法聘任。關於此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說我排斥他們，真是為難之至。我又設法請台

灣大學化學系陳發清教授，台北工專吳樹闇教

授來兼授藥物化學課程，台大化工系許教授和

勞侃如教授先後來教製藥工程，劉秋生副教授

講授藥劑學，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劉壽文教授兼

授藥事法規，譚增毅教授兼授毒物學，金明儒

教授兼授生藥學。關於這些教師的聘任，雖不

能說是陣容堅強，但在當時，總也算是難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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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了。所幸一、 二年級基礎課程概由台灣大

學本部文學院，理學院各科教授負責， 三 、四

年級的生理學、生物化學、藥理學、微生物學(細

菌學及寄生蟲學)則由醫學院各學科教授擔

任，因此也減輕教學上不少負荷。不過這些共

同科目教授兼教其他系科學生，班數眾多，難

免不能專注。所以我特別去拜訪這些教授，當

面說明這些基本課程對於藥學的關係'請他們

在教學上多多照顧。譬如物理學中的力學自然

是最基本、重要的部分，但是電學和光學對藥

學的關係較為密切，便請物理老師加以注意。

還有，數學系的微積分和化學系的有機化學教

師又特別嚴格，常有多數學生考試不及格，我

也去請這幾位老師如何能幫助一些成績比較差

的學生把書念好 。 在醫學院的共同科目中，我

請細菌學科教授在細菌學實驗中訓練學生做滅

菌試驗，無菌操作技術以及示範抗生素效價測

定方法等。 此外，更請藥理學教授在藥理學實

驗中包括毛地黃(digitalis)效價的生物測定法。

我真感謝這些教授們所給予的協助。

白藥學系成立以後，台大附設醫院組織章

程即應我們要求加以修改:將藥劑部門改為藥

劑科與醫院內醫療單位各科平行 。 藥劑科設主

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需由藥學系教授兼

任。另組藥事委員會 (Pharmaceutical

Committee)由醫院副院長一人擔任主席，藥劑

科主任為執行祕書，醫院裡幾位大科主任、藥

學系主任、藥理學科主任都是委員。委員會定

期開會，研討醫院內醫療用藥種種技術問題，

是一個學術諮詢性質的委員會。另外刊行台大

醫院處方集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ormulary; NTUHF)作為醫院內醫療

用藥的準則 o 關於編印首版「台大醫院處方

集 J ' 各科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要設法溝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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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達成共識，實在煞費周章。醫院藥劑科成立

後，由顧文霞教授兼任首屆主任。庸教授具有

在國立北京大學 、國防醫學院二處的任教經

驗，尤以在國防醫學院時期，習於軍事管理，

所以到醫院去擔任藥劑科主任兼職，也帶去一

些軍事作風，對於推展工作，倒也便利許多。

在藥學系創辦初期，抵有我和顧教授二人

是專任教授，在擔任多種課程教學以外，還要

兼管行政事務，實在忙迫異常。所幸台大錢思

亮校長，醫學院杜聰明院長、魏火曜院長都給

予藥學系最大的支援。還有醫學院的嚴智鍾教

授、葉曙教授、方懷時教授、李鎮源教授、董

大成教授等也都給予很多指敦和協助，實在銘

感萬分!

孫教授於藥學系 40 週年塵應邀書寫完成

八十自述回憶

我因在衛生署服務十二年，略有一些技術

和行政方面的任事經驗，所以推行教學和系務

工作，還能應付裕如。藥學系經過幾年慘淡經

營，也在穩定中奠定基礎 o 直至民國四卡六年

藥學系第一屆學生畢業時，真有歷經多年辛勤

耕耘，乍見收穫一樣的喜悅!前任藥學系系主

任陳瓊雪教授即為當年第一屆系友，她在畢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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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留校擔任助教，二次出國深造獲得碩士和博

士學位，一直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勤奮努力，

經講師升任副教授而教授，最是大家尊崇的一

位老師 o 此外第一屆王清珠系友、魏如圭系友

也都留下來擔任助教。我們也為前幾班畢業同

學特別向各方面推薦'他們都能努力工作，事

業有成。很多系友畢業後出國進修。民國五十

九年王光昭博士首先返系任教。品司後江雪卿、

陳春雄 、 陳瑞龍、余秀瑛、許松勇、林淑芬、

黃金鼎、王惠珀、程正禹、李水盛、楊雅雯、

翁苑菲、高純琇、陳燕惠和孫紹文諸位系友均

在國外學有所成或在職保送出國進修，獲得博

士學位，先後返回母系任教，使得藥學系教師

陣容大為加強，教學和研究工作乃能逐漸蓬勃

發展。另一方面陸續聘請美國多位教授如 Prof.

Rams包d. Prof. Borke. Prof. Y. P. Sun. Prof. Parrott 
等來系擔任客座教授幫助教學，受益良多。

台大藥學系成立以來，顯得生氣勃勃，不

斷成長發展。特別是藥學系系友學成回來，擔

任專任教職，在提昇教學品質方面幫助很大。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獲准成立藥學研究所，開始

招收碩士班研究生。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更獲准

招收博士班研究生。自此藥學系畢業生留在國

內讀研究所者日漸增多，這是一種好現象。歷

年台大藥學研究所畢業生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

者已在一百人以上。民國七十六年七月第一位

國家藥學博士誕生 o 這是台灣發展高等藥學教

育的一個里程碑 。 我們還要繼續向前邁進，以

期達到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水準。

現任系主任陳基旺教授對教學與研究卓然

有成，努力系務發展不遺餘力。希望其敦促群倫

奮發圖強，締造更卓越業績，俾今日國立大學中

唯一之藥學系早日提升為藥學院，則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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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同學之請在三十週年系慶時，寫了茍

子勸學篇中的幾句話來和大家共勉， 詞曰:

君子 曰 :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水 ， 水為之而寒於水。

這說明為學不可停止。藍草經發酵後才產

生說青。說青(indigo)的藍色卻比藍草的藍色還

深。冰是由水製成的卻寒於水。希冀我們系友

後學者超越前人，學生要比老師還優越才好。

我覺得引用苟子的話來勉勵大家 ， 頗具意義。

民國七十二年適為我在台大藥學系任教滿

三十年，年屆七十退休之時，我看到藥學系能

有如此蓬勃發展情形，深感欣慰 ! 同學們特別

贈送給我一只仿古青花大瓷瓶作為紀念。我把

它放置在住所客廳、中，朝夕都能看到，對同學

們的盛惰，時時不能忘懷!

茲逢本系成立五十週年，應邀書寫感言一

文，欣慰之餘，愛綴數語以誌感懷，詞曰:

藥能壽世 學以皂民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蓋發展藥學教育旨在濟世惠民，任重而道

遠，必也勤勉奮發以求卓越，乃能期於有成。

老子曰: r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今日吾人應以「知足乃辱，知止乃殆」為戒，

願與吾輩師 、 生 、 系友共勉之!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時年九十

(作者你母校藥學系名譽教授)

2004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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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先代代居住在鹿港，鹿港人很重視

教育，聽說日本領台時總共有三位進士在鹿

港，為全島之冠。父親許斤醫師大正五年(1916)

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服務於台

南市新樓醫院一年及高雄市高雄醫院一年後，

在彰化鄉下開業。我七歲時入學線西公學校，

上二年級時因父親搬到和美鎮開業，我也轉到

和美公學校就讀，六年畢業後，昭和八年(1933)

進入台中第一中學校(中一中)。按照學制應該在

昭和十三年(1938)四月可以完成中學課程，但

是五年級第一學期(昭和十二年五月; 1937 年)

時寫給高我一屆的前輩一住在東京的王三聘學

長的信中批評中一中之教育政策不好、批評校

長、老師們都不獎勵學生升學，只授以普通高

等教育，只為達成日本的殖民政策。同時，還

在信中使用了當時同學們平日常用之龜、豬、

狐貍、山貓、山羊等之 nick name 稱呼某些老

師。不巧的是那封信寫錯收信人東京住所，數

週後被東京退回中一中宿舍時，又被舍監拆開

盜看。因為是私人信件的關係，當時經過好幾

次校務會議都找不出處罰我的名義，只好命令

我在家謹慎、反省、不可到校上課、每日寫一

份悔過書。我在家寫了一個多月後，仍然得不

到學校正式處罰(停學、留級、退學等)的消息。

這件事的關鍵只是一封私人信函的內容，並非

對國家叛逆或是有什麼不得了的大罪過，可是

當時我卻因此而著實吃了許多苦頭。 1 937 年七

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台灣變成清一色的軍國

主義，當然對思想的控制漸漸變得嚴格。所以

我不得不自行決定赴日，設法到京都市私立兩

洋中學編入五年級第二學期就讀。那段期間特

別獲得兩洋中學校長中根正親先生及陳有諒先

2004 年一月

許書劍

生的愛護，終生難忘。若沒有兩位先生的特別

照顧，我是不可能完成學業的。

1938 年 3 月考上大阪藥學專門學校(現在

的大阪大學藥學部) ，雖然筆試成績特別優異，

但有關中一中時期的考科表，中一中認為本人

必需在台灣繼續教育，所以不准退學而拒絕轉

送軍事教練的考科表。考科表在日本時代是個

人的內申書、個人的家世、性格、思想、操行

的紀錄，必須隨學生的進學同行。兩洋中學再

次與中一中交涉，要我的考科表，但中一中不

敢寄送。最後兩洋中學中根校長命令配屬將校

- 駐校現役陸軍少佐，由五年級第二學期起重

新開始做考科表，這可能是沒有先例的。

大阪藥專的筆試通過後，到了面試時間我

的考科表又發生麻煩。擔任面試官的是以創製

仁丹聞名的退役藥劑中將大概式先生，一位六

十多歲溫和的老先生，因當時校長應召服務兵

役而暫代校長職務。面試時他問我:雖然你的

筆試成績優異，為何考科表由五年級第二學期

才開始?當他聽完我的解說後，只說了一句

話 : r 入學以後要好好唸書」。大阪三年的時間

很快就過去，得到前三名的賞狀及獎金。

1943 年 3 月考進金澤醫科大學(即現在的

金澤大學醫學部)，考試科目包括外國語(英文或

德文可擇一)、 生物、化學和物理。我成績一直

很好，不成問題，但之前中一中的學籍紀錄繼

續存在著 、如影隨形，在實習農場仍有共同管

理的分擔區域，直到日本戰敗後中一中的學籍

紀錄也就自然消失了。這件事故不但是我個人

遭受挫折，也影響弟妹數人在台灣接受中等教

育時屢受歧視。我赴日以後，當時是中一中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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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的二弟許書刀也受歧視到沒辦法繼續唸

書，只好也轉入日本京都市兩洋中學完成學

業，經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學校畢業，而再進入

東京帝大醫學部， 1945 年畢業。回國後服務於

衛生署及預防醫學研究所。

學 制改變

中日戰爭前日本國立大學醫學部，包括台

灣及朝鮮共有 9 個帝大及 6 個醫大(千葉、金

澤、新瀉、岡山、長崎和熊本) 。原本只准高等

學校理科畢業生報考，特別是德文專攻生最受

歡迎，入學競爭率都是 2 倍以上。台北高等學

校理科的畢業生，因為地理上的關係'很多人

都到離台灣較近的長崎和熊本醫科大學唸醫

學。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戰地軍醫的需要量

大增。 1939 年以後高等學校不論文、理科每班

增收學生 10 名，全日本有 33 個高等學校，一

個高校至少有 4 班，總共增收的學生，每年可

能超過 1400 名。同時各國立大學醫學部增設

一個臨時醫學專門部，一年增收 80 名學生，每

年增加 1200 名醫學生。雖然如此，台灣人在

台灣能被錄取實在是相當困難的，每班保留四

十個名額先給日本人，後四十個名額才給台灣

人，不論其成績是否優於日本人。

戰爭對學生的志願轉變方面也有很大的影

響，雖然只有醫學部及工學部學生就學期間在

服兵役方面有延緩徵兵的優遇。醫科畢業生任

職為軍醫將校後，赴中國大陸或南方戰場服務

的機率頗高，而工學部畢業生雖同樣任其技術

將校，大部分留在日本國內的軍事研究所或兵

工場服役。因此， 1939 年以後日本人志願讀醫

學部的高等學校學生顯著地減少，志願讀工學

部的學生漸增，醫學部只好放寬接受高等學校

文科及專門學校的畢業生來報考。

此外，還有一些特別的因應措施，例如 :

昭和十六年(1941 年)12 月 8 日日本宣戰，醫學

部也就奉命讓預定 1 942 年畢業的四年級生提

前在 12 月 31 日畢業去當兵或是去當軍醫，服

務於南太平洋的馬里亞納、塞班等戰場，很多

前輩都在戰地陣亡。但 1943 年畢業的軍醫只

8 

有一部分參加台灣沖海戰而受傷而已 。我們是

1 944 年的畢業生，當時已經喪失南方的基地及

很多戰艦，同班的日本人軍醫沒有人上戰艦，

只好留在日本內地服務，也沒有人死於戰場，

只有一位服務於滿洲的同學被俘於蘇聯，雯，盡

4 年的辛苦才回到日本，莫非是命?

在學期間，我們先讀兩年的生化、解剖、

細菌、藥理等基礎醫學，申請學士測驗，此考

試若合格通過才能到臨床。無論內科、外科、

婦產科、小兒科、皮膚泌尿科、眼科、耳鼻喉

科等全部通通都要讀。畢業後若開業，就什麼

科的病人都要看，若留院服務必須選科。因為

戰爭的需要，我們在金澤醫學部快要畢業之前

半年就先參加院內實習，成天跟隨指導醫師走

來走去診治病人或觀摩醫師動手術。那時覺得

外科有趣、外科教授的談吐很有哲理且有研究

精神，訓練學生的態度也很嚴格，雖然兇了些，

我還是願意選外科，也可以說我是受我的老師

久留先生的影響，才決定學外科的 !

是帥的影響

1950 年進入醫學部以後，很幸運地有機會

接受到很多老師的薰陶及先輩同僚的愛護，才

可以繼續執行醫療工作及學業到現在，其中有

三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最大。第一位是金澤大學

第一外科久留勝教授(圖一)，他後來轉任大阪大

學第二外科教授，退休後擔任日本國立癌中心

創辦院長及第二代總長。第二位是台灣大學第

二外科河石九二夫教授(圓二)，他後來回日本擔

任廣島大學醫學部創辦院長。第三位是台灣大

學外科首任主任高天成教授(圖三、圖四、圖

五、圖六) ，他後來接任台大醫院院長並兼任外

科主任，對台大外科的發展，貢獻很大。

久留教授教我們外科學在治療醫學上之重

要優點及缺點。外科技術雖然有救命、處置器

官腐壞組織、排臆清創 、 腫瘤切除、減輕病人

痛苦、或加速病況復原等的優點，但是手術病

人通常不能避免切除而失去一部分組織、器

官。此點相較於內科治療之達到完全回復原

狀，的確是一大缺點 。 加上外科治療法之合併

2004 年一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圖- 1964 年作者升教授時，圖二 1961 年的河石教授

久留教授特致贈簽名照片

圍三 1949 年河石教授送別會，

前排坐者左二高天成教授，左三河石夫人，

左四河石教授，左五魏火曜教授，箭頭指處為作者

圖四 1957 年高天成院長主持會議的風果

症、死亡率及後遺症等，都是我們外科醫師不

應忽視的問題。

久留教授的主要研究是癌症，他曾說得很

清楚: r疾病可分為兩類 ，外來的因素及其進入

身體後發生的病變。外來的要因例如病毒感

染、細菌感染，我們身體對外來病原的侵入本

2004 年一月

圖五 1962 年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鹽田廣重教授蒞台

(A) ，高天成教授(B) ，日本醫大齊藤淇教授(C) , 

演講者為作者

圖六 萬天成主任時代的外科忘年會(1960 年)

A 高天成教授， B.林天祐教授， C .李光宜教授

圖七 2001 年作者與陳維昭校長(左)暢敘合照

來就有防禦(defense)機制，就是免疫。平常這

一類的疾病只須觀察，保持休息靜養、經過一

段時間後自然會痊癒。不過癌症就不一樣，它

是我們自己身體細胞變的，起初我們身體不曉

得它是敵人，免疫機制不夠而不足以治療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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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當時唯一的辦法只有靠外科在病變初期將

其刮掉，才可以根治，這是外科的優勢。但是

外科也有弱點，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只曉得

它變得與正常細胞不同，也不曉得它會跳來跳

去轉移的機制，開刀是否會影響它、使它擴散

更快? J 。 他也說: r不管怎麼樣，我們外科醫

師的治療方法至少得犧牲一個器官或組織的一

部分，無法回復原來的身體狀況，永遠是不完

全治療的狀況，這並不是治療的本道，也就是

被叫做外科的道理。」。後來我也常跟學生轉述:

「外科對癌症的治療方法並不是很理想的方

法，就如同我們要爬過一座山到山的另一邊

去，外科醫師的努力就好比是拿一把 hammer

一直向前鉤，若是我銷不到山的那一邊，那麼

我的下一代或是再下一代，是否能有鋪到那邊

的一天?或永遠不能鉤到那邊?也沒有人知

道!就好比有一天飛機發明了，那麼，不一定

要靠鑿錫山洞就能飛到山的另一邊了。大家要

曉得，癌症不是單單只靠外科的方式就有辦法

治療，而且不是一定要靠外科的!對早期癌症

而言，外科還行，對癌症的轉移及擴散，外科

的治療法並無助益，所以說有些病況，外科也

是沒辦法的!不要忘記!有朝一日飛機飛過山

了，那麼外科對癌症治療的努力，應有限度 。」。

河石教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仍留在台

灣，指導年輕醫師及服務病人。他對於難症及

病危病人的治療，非常積極，有不屈不撓之精

神，讓學生難以忘懷。

高天成教授對我們年輕醫師的教導，除了

外科學以外，就是如何與社會大眾、同僚、以

及病人相處和做人的方法都以身示範。他接任

台大醫院院長後，仍受錢思亮校長之懇託而兼

任外科主任至 1964年四月 (1964年八月十三日

逝世) ，於此期間對外科次分科的計畫與推動，

貢獻了很大的心力，對台大外科今日的發展，

功勞最大 。本人有機會受到三位老師直接的薰

陶，乃是一生中的幸運。在日本的同門學生中

有幾位已成為傑出的外科教授及研究癌症最尖

端的分子醫學方面的專家。台大外科出身者也

輩出多位傑出的外科醫師及台灣醫界的領導

10 

者，這大概都是受到老師們教誨的影響吧 !

做人j故事最要學

醫師除了要注重專業和學術上的努力以

外，最要緊的是醫學倫理(medical ethics) ，此

點受老師的影響也很大。每天看著老師怎麼對

待病患的態度、如何給予心理上的支持鼓勵與

安慰、慎重決定手術適應症的用心、及精緻

(meticulous)而細心的(careful)外科手技，至今
猶歷歷在目，不曾忘懷。

開刀的目的應要對病患有利益(benefit)、不

傷害，應有相當的理由才做割除身軀部分的手

術。技術上要一層一層地合乎解剖學的剝離及

切除(meticulous dissection) ，手術的傷害才會
越小。開刀對身體的影響也是外科醫師必須研

究與瞭解的問題。侵襲愈大，身體的反應愈厲

害 。

反應愈大，身體的反應愈複雜，合併症亦

隨之增加。以前認定于術的大小是依手術時

間、出血量、及切除臟器的大小而定。現在則

可以測量細胞激素(cytokine)之發現而判定。開

刀對身體的傷害是越少越好。

尤其對癌症手術而言， cytokine 反應若擴

大，殘留腫瘤更容易擴散。所以現在對癌症的

切除手術雖期待應做腫瘤的完全切除，但若需

花太久時間而不能完全切除的癌症，就不要動

它，才是上上之策 。 同時應考慮減少對組織的

侵襲，以期避免不必要的 cytok ine 增加 ，才可

以避免因手術引起的癌細胞的擴散及免疫反應

的低下。

回想古今中外醫者行醫的崇高理念和本

質，其實並無軒鞋。過去老師們的這些寶貴的

身教言教，不就是現代醫學倫理科學所強調的

以病患為中心，不傷害(Do no harm) 、行善

(Beneficence) 、自主(Autonomy) 、和公平正義

(Justice)嗎!

(作者現任母校外科名譽教授及兼任主治醫師)

2004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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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馬兜齡酸

喧騰一時的馬兜鈴酸事件，造成中醫藥界的

風聲鶴喂，中醫藥產業是否值得發展也一度成

為關心的話題。職掌中醫藥用藥安全的中醫藥

委員會也被迫表態，匆匆做下禁止廣防己 、青

木香、關木通、馬兜鈴與天仙藤等 5 種合馬兜

鈴酸中藥材及其製劑使用之政策性決定，致使

中藥業界哀鴻遍野。到底馬兜鈴酸是何方神聖

呢?

在化學結構上馬兜鈴酸(Aristolochic acids) 

是一種合硝基之 phenanthrene 架構的有機

酸，已知至少有六個成分。馬兜鈴酸含於約 200

種植物中，中國大陸約有的種，均屬馬兜鈴

科。其中許多馬兜鈴屬植物作為中藥材使用，

大多含馬兜鈴酸或其衍生物:馬兜鈴酸內醋

(Aristololactone)及馬

兜鈴臨胺 (Aristolo

lactam) (表一) 。

李水盛

馬兜鈴、天仙藤之外還有比較少用的通城虎與

尋骨風[1-4] 。

馬兜齡科細辛屬植物中已知北美產的

Asarum canadense 及 A. caudatum 含馬兜鈴

酸，但A. wagnerí則不合[5] 。作為中藥材細辛

正品之 Asarum heteropoides var. 

mandshuricum (北細辛)、 A. si的oldii (華細辛)

及 A. sieboldii var. seoulense (漢城細辛)不合

馬兜鈴酸;但地方習用品中單葉細辛(Asarum

himalaicum)及 A. splendens 則含微量馬兜鈴

酸 1 [6] 。

據報導馬兜鈴酸之藥理作用包括抗癌、增

強免疫、抗生育及促進平滑肌收縮[1-2] 。在動

物毒理方面則會便

宜住性 salt-depleted 

Wistar rats 及雌性

紐西蘭白兔出現類

似人類中草藥腎毒

性(Chinese-herb ne

phropathy, CHN) 症

狀[7 ， 8] 。

由表一可知常用

中藥材防己(防己科粉

防己及木防己)及木通

(木通科三葉木通及其

變種)除了正品以外，

亦可能雜有含馬兜鈴

酸之藥材。合馬兜主辛酸

之中藥材除了廣防

己、青木香、關木通、

2003.9 . 7 與夫人蘇慧娟女士攝於花蓮外海，

作者與夫人是藥學系的班對

服用合馬兜鈴酸

中藥造成腎問質纖維

化 (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 及上尿路上

2004 年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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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藥材已知含馬兜童安酸之馬兜重金屬植物對照表[1-4]

品~ 防己 廣防己 木通 青木香 天仙藤 馬兜鈴 通城虎 尋骨風

Aristolochia fangchi 正品 誤用
(A. westlandia) 
廣防己，根

A. kaempferi 地方習用品 「 漢 地方習用

(A. hetero- phylla) 中防己 」 、 「 廣元 口亡3口

異葉馬兜鈴，根 防己 」

A. moupinensis 地方習用品「冕 藤至1為 地方習用

穆坪馬兜鈴 寧防己」、「理防 「 准通」 口仁3口

(准通馬兜鈴) ，根 己」

A. taga的 耳葉馬兜鈴 地方習用品 果實為地 正品

(卵葉馬兜鈴) ，根 方習用品

A. manshuriensis 「 關木

東北馬兜鈴 通 」

(木通馬兜鈴) ，藤莖

A. debilis 馬兜鈴 根 帶葉藤 成熟果實

莖

A. contorta 北馬兜錚 根為地方 帶葉藤 成熟果實
三區司司司 F亡T曰1 口口口 莖

A. mollis 地方習用

柔毛馬兜鈴，根莖 日'"日

austroszechuanica 誤用

川南馬兜鈴，根

A. mollissima 尋骨風 正品

(綿毛馬兜鈴) ，全草

。

/
〈
\。

NO., 

Aristolochic acid 1 (丸久1) Aristolactam-nitrcnium ion 

皮細胞癌(upper urothelial malignancy)之案例

已有多國報導[9 ， 10] ，其中以發生在比利時的減

肥丸事件病例追蹤及臨床檢驗報告最具代表

12 

O 
McO 

NH

沁N

Nqp 
OH dA-AAI 

性 。 據報導在 1990-1992 年期間 105 名比利時

人(男士 1 名、女士 104 人 ， 平均 54 歲)因服用

合中藥之減肥丸產生中草藥腎毒性(CHN) ，發

2004 年一月



生率約為服用者之 3-5 % 。 其中 39 位病人至

2000 年已達末期腎衰竭階段，檢驗病人腎及輸

尿管組織均含與馬兜鈴酸相關之 DNA 加成物

(aristolo間 chic acid-related DNA adducts) ，儘

管有些病人己長達 87 個月停藥 !此 39 位病人

中 18 位罹患尿路上皮細胞癌(46 %) ，其中 17

位為輸尿管癌(ureter carcinoma)或/及腎孟癌

(renal pelvic carcinoma), 1 位為乳頭狀膀航腫

瘤(papilla叩 bladder tumor) ;其餘 21 位病患中

的 位有輕度至中度尿路上皮細胞增生異常

(urothelial dysplasia) ，僅 2 位具有正常的尿路

上皮細胞(urothelium )[11] 。至 2001 年分析其中

末期腎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患

者(n=44)及慢性腎哀竭(chronic renal fa i lu陀 ，

CRF)患者(n= 27)資料， 發現累積服藥劑量與造

成 ESRD 有線性關係[12] 。

中草藥腎毒性是否因馬兜鈴酸肇禍除了查

驗藥材是否合馬兜鈴科植物及直接檢驗馬兜鈴

酸之外，最可信的證據為檢驗病人腎及輸尿管

組織是否合與馬兜鈴酸相關之 DNA 加成物。最

近研究顯示馬兜鈴酸在體內會代謝得到一化學

活性相當高的致癌中間物 aristolactamn i 

tren ium ion ' 此中間物極易與脫氧腺糖苦

(deoxyadenosine) 及脫氧鳥糞糖苦 (deoxy

guanosine)形成共價結合物，主要為 dA-AAI

進而造成 DNA 損害而產生腎毒'1:1/癌症[10] 。

因應馬兜鈴酸造成之副作用，各國政府對

合馬兜鈴酸中藥之處置政策如下:

JING FU 景福醫訊

奧地利 、 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 、 埃及 、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禁用合馬兜鈴酸的中藥，新

加坡則限制使用。

日本規定成品及原料合馬兜鈴酸在 8 ppm 

以下者尚可進口 。

美國在 200 1 年 6 月 20 日禁用合馬兜鈴酸

的十三種中藥產品包括二種單味藥(關木通及

馬兜鈴)及十一種複方製劑(八珍散、當歸四逆

湯、尋赤散、 複方地胡湯 、 甘露消毒丹、口炎

寧、龍膽瀉肝湯、排石湯、 小前飲子 、 辛夷散、

養陰消炎湯) ，其中排石湯組成含關木通，其餘

製劑則合木遇。

中國大陸在 2003 年 2 月 26 日規定含關木

通之中成藥禁止生產， 2003 年 3 月 1 日則將龍

膽瀉肝湯以處方藥納管。

台灣在 2003 年 11 月 4 日禁用廣防己、 青

木香 、 關木通 、 馬兜鈴及天仙藤等 5 種合馬兜

鈴酸中藥材及其製劑; 細辛類中藥以處方藥管

E里 。

上述政策除日本作法外大多數仍為消極作

法，無法根絕馬兜鈴酸引起的毒害。鼓吹相當

久的中藥現代化之要項一將中藥材及其製劑視

同西藥管控其品質及進出口，在此事件中襯托

出其重要性 。即在秉持「藥就是藥不分中西」

之基本概念，將進出口中草藥材業務以西藥標

準管理而非時下以一般貨物看待，亦即中草藥

西德自 1981 年起禁用合馬兜鈴酸的之專 材均須透過嚴格的品質管控 ， 在驗明正身及確

利藥、馬兜鈴科之草藥及其提取物。 定每一藥材成分規格後，方可由專業藥事人員

辦理進出口業務，如此在標示清楚及正常醫療

法國( 自 1994 年起)、英國(自 1999 年起卜 行為下應可杜絕誤用/代用情事。本事件也突顯

2004 年一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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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類在理性思維與惰性習慣的拉扯戰中似乎

後者恆佔上方，減肥或養生應由自身以自然方

式如運動與調整飲食習慣做起，本著「解鈴還

需繫鈴人」的心態與較正面積極的行動自能身

健體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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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聘日期: 2005 年 2 月 1 日 -
E
...--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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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 J每天)或院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退出台灣，以

前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院)附屬醫院，改為國

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第三任院長是高

天成先生(外科教授)。他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外

科專家，也是台灣大家最尊敬的長輩之一，即

台中霧峰之林獻堂老先生的令婿。萬裕從醫學

部畢業不久，有一次到台中霧峰拜訪尊敬的林

獻堂老先生，萬裕在種種請教及請益中得到頗

多的歐發，現在想起已是 60 多年前的往事了。

記得他家中有中國清朝乾隆皇帝題字的大區

額，高掛在大廳壁上。座椅也很特別，是發亮

的大木椅。當年皇帝親筆寫的物件，到現在都

完善保存留念，由於當時不知道高天成教授是

他的女婿。有一次，報紙報導林獻堂老先生到

台北來，住在離台大醫院很近的某旅館，在萬

裕向他請安時，他開口問起，你知道台大醫院

的新院長是那一位嗎?萬裕回答說「不太清

楚」。他說「大概是姓高的東大外科專家 J '後

來萬裕才清楚高院長是他的女婿。有關高院長

的生平事跡大家非常清楚，他是少見的長者，

是我們醫界的典範之一。

1954 年 8 月萬裕得到美國 CMB (China 

Medical Board)資助，到美國北卡州 Duke 大學

內科當研究員， 1 1 月高院長和邱副院長在美援

之下也來到 Duke 大學。那時 Duke 大學的同仁

笑著說「你們台大醫院是否搬到 Duke 來嗎? J 

大家笑成一圈。高院長一人平日住在宿舍的特

別套房，在 Duke 大學白天各有各自的活動安

16 

陳萬裕

高天成院長(左) 、 作者(右)

排，但每週末一有空時，便和在附近 Watts 醫

院內科服務的李學友一起外出，大家常一同到

郊外去散心。我們最常去 Howald Johnson 吃

冰淇淋，每次都是由高院長付帳，真是不好意

田。
，c，、

高院長管理醫院雖然嚴格 ， 但對同仁的健

康狀況、研究情形、甚至家庭狀況等... ，卻都

非常關切，真是有大家長的風範。他對病人也

特別有愛心，常有病人因為家貧到院長室要求

免費，或為了減費爭吵不肯離去，高院長都很

有耐心地向病人反覆說明，有時候選自己掏腰

包拿錢給病人，那時候薪水比現在少多了，真

是一位有菩薩心腸的人。他在開刀後有空的時

間，也常到病房巡視病人，聆聽他們的心聲，

做為醫院經營管理的參考資料。他照顧病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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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仁，不顧自己的身體及名利，無止境地付

出自己的愛心和寬容，這樣的誠心思維讓病人

非常感動。高院長因為身體不太好，常手拿拐

杖，走一段路便要停下來休息、，真是一位難得

的好醫師、稀有的紳士，是大家最敬重的長者。

記得他由日本回來接任台大醫院院長時，第二

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不久，醫院建築物仍有許

多被炸彈炸壞的地方尚未修復，很多病人語言

不通，習慣不一樣，誤會也容易發生，部份病

人仍抱有征服者的心態，所以當時糾紛不少。

JING FU 景福醫訊

家。當時擔任院長一職如此辛苦，萬裕現在回

想起來，心裡仍然為高院長感到非常的心疼。

高院長在 59 歲那年過世，由於他天生特別善

良、好心腸，待人處事總以包容、耐心、博愛、

至誠，讓人感動。在他病重住院時，內科很多

醫師自願輪值照顧他。他過世時移棺到以前的

三板橋火葬場，從台大醫院太平間到火葬場沿

途，有許多人抱著感恩及追思的心情，自動到

場來悼念他，人多得難以計算，場面讓人感動。

有的病人自稱是某某委員、某某院長，不是普 萬裕感佩高院長如此深得人心，在此對他

通老百姓等，希望看病時能得到優先之特別待 永恆的追思。

遇，甚至有住院病人稍有不順心便拿拐杖打護

士小姐。也有住院病人，病醫好不出院，不顧 (作者你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942 年畢業，現為母校內

病房安全而搬來電爐烹煮東西，把醫院當住 科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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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互動溝通與醫病關係

我的岳母曾經說過: r人都是吃五穀雜糧

的，誰不會生病? J 對 ! 醫師也是人，所以醫

師也會生病 。

記得 1991 年在鳳凰城的電影院上演了一

部叫 The Doctor (醫師)的電影。故事的男主角

(由 William Hurt 飾演)是一位手術精湛、很有錢

財的胸腔外科醫師。他生性高傲，神氣十足。

有一天他生病了，得了喉癌。 ENT 的同事為他

開刀治療，救了他一命，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觀。

從此，他要求他的學生們一那些準醫師們，除

了看病以外，每人都要有一個機會扮演一下病

人;脫下醫生的白袍，換上病袍，嚐一嚐當病

人的滋味。他認為這種做法可以幫助建立將來

行醫的執業形象，培養出醫者溫良謙恭的服務

態度。該電影根據一位醫生(Dr. Ed Rosenbaum) 

的自傳原著(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自

食其果)改編拍成。故事中醫師與癌症病人的互

動，感人至深。

與病人溝通之困難

美國前衛生首長 Dr. C. Everett Koop (康

乃爾大學的校友，前 U . Penn 小兒胸腔外科教

授 ， 雷根總統時的 Surgeon General )說過: r如

果你跟那些受過醫療的人談話，他們最關心的

第一件事就是: u'我的醫師，不管是他或她，都

不是我心目中的醫師，他不聽我講的。』或者

是「當我跟他談話，他聽不懂我講的。.Jl J

江顯禎

的調查， 一般社會都普遍要求改善與醫師的關

係，希望有比較合乎人性的醫療和健保系統。

醫師們也開始公開討論，他們無法與一些難以

滿足的病人建立醫病關係。看來我們醫師與病

人的溝通確實問題多多，對醫病關係的瞭解恐

怕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今年八月十八日我

在 Tucson 的公寓裡看到世界日報一篇有關 UA

醫學院的新聞，報導發自法新社。恰巧上個月

我家小女 Sarah 正式成為 UA 醫學系一年級

生，現在我將全文一字不漏記錄下來 ， 供大家

參考。

美準醫師訓練一馬首是瞻

一群美國醫學系學生放下聽診器，拿起瞳

繩，離開做好消毒工作的醫院，走進灰塵處處

的練馬場。這群醫學生不是迷上騎馬，他們其

實是在上課 ，希望從馬身上學習對於人類患者

的臨床態度。

位於 Tucson 外郊的一座養馬場 Rancho

Bosgue ' 是亞利桑納大學(UA)醫學院三年前開

的課程「醫學與騎士精神:臨床的人類非語言

互動入門 J (Medicine & Horsemanship : An 

Introduction to Nonverbal Human Interaction 

at the Bedside) 。這門課不單是美國絕無僅有

的醫學院課程，也是校方以創新方式訓練準醫

師臨床敏感度的例子 。

醫學院外科系系主任，著名的神經外科醫

最近國際新聞常有報導， 也有人做過公開 師 Dr. Allan Hamilton 說: r 這門課教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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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而是身體語言，馬非常、非常擅長觀察沒

有說出口的訊息，用這個方法來教醫學系學生

注意自己的身體語言非常好。」。馬因為很容易

成為獵物，因此經常會觀察四周環境，以便潛

在威脅出現時能夠立刻應變。所以，觀察人類

無聲的動作是否比有聲的語言更強烈時，馬是

套上馬靴，帶著六大群學生，浩浩蕩蕩來到練

馬場，在撲鼻的馬騷味和草味中，用馬的心理

學教學生對待病人之道。

學生在練馬場裡靠近馬匹，但並不去騎牠

{門，也不用馬鞍、智頭控制這些緊張不堪的馬。

他們只是學習和練習用非語言的方法(例如姿

勢、眼神、動作或呼吸)來安撫、引導、鼓勵這

些重達 450 公斤的「病人 J '做一些簡單的工

作。起初，他們只是用瞳繩牽著馬繞圈子走，

等學會激起馬的動機後，還可以帶領牠們跨越

障礙物。學生從中學到的是，用一個簡單的動

作(例如拍拍病人的肩膀)，就可以傳達出自己真

正有興趣聽病人說出心裡的話，並且與他們一

起努力治病的訊息。

絕佳的偵測計。

醫學生在學習讓馬感到自在、放鬆的過程

中，會了解如何在患者情緒緊張的情況下，以

同惰的態度回應，例如安慰憂心仲!中的病人或

是喪失至親的病人家屬。 Dr， Hamilton 說 : I 馬

是身體語言的巨大放大鏡，而且牠們對身體語

言，非常敏感。其實我們在做的只是以非語言

的方式，傳遞真正的感情。對教導臨床態度來

說，馬是非常、非常好的工具。」。每週五，

Dr. Hamilton 脫下身上的白抱 ，穿上牛仔褲，

2004 年一月

平常也協助受虐馬復健和訓練受虐馬的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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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 i lton 說，他長期以來注意到受驚嚇的馬和

受驚嚇的人，有一些相似之處 。 他說，醫師與

醫學生在醫院巡房時，進病房之前從不敲門，

而且一進門就問一連串的問題 。 Dr. Hamilton 

說: r 我想到我們從來不會對馬做這種事。我們

用身體語言對病人做的侵犯，足以使患者採取

防衛姿態。」

就讀醫學系二年級的 Justin Sewell 上了

10 週課，就決定明年還要選修進階課程。 他不

諱言剛開始是為了好玩而修這門課。但不久就

明白，這些課程促使他分析與改變自己的行

為，包括對患者動作的速度和說話的口氣。

Justin Sewell 說: r這個課程讓我去思考自己的

身體在說些什麼。這門課教的是照顧病人，而

且這種照顧的方式是難以言傳的。」

「騎士精神」十週課

第一週:馬與畜房之安全

第二週:身體語言

第三週:觸摸的價值

第四週:抗拒與安慰

第五週:馬的言詞

第六週:能量之集合與釋出

第七週:綜合課業

第八週:馬術的應用

第九~十週:臨床假設及非語言互動(包括學生

個別利用錄影帶記錄並反覆觀察練習)

來自哈佛大學的 Dr. Hamilton 說:這門非

正統但是極富趣味的課程，任何虛心袒懷的醫

學生都可以選修，並不需要有過騎馬或有過馬

術的經驗。事實上，如果過去對馬有經驗者，

反而可能造成學習的障礙。他還強調說這課程

並不是教學生騎馬，而完全是與馬兒一起同在

欄檻內的地上操作(round pen groundwork)。他

還小心告誡不要誤會將病人和馬兒劃成等號，

如果這樣做，就是對人和馬的不敬。不過，我

20 

們可以從馬兒與人類的非語言互動中學到許

多，而且這些都可以應用到臨床上面去。

淺談新醫學中的醫病關係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大文豪伏爾泰曾經評

論過醫師缸，他說: r醫師對所開的藥物所知有

限，對想治療的疾病知道更少，至於對人類本

身 ，他們更是一無所知。」。熟請醫學歷史的人

知道，所謂新醫學的產生是在十八世紀中葉的

歐洲 。人體解剖早在文藝復興之前就已開始，

而人體內部構造的正確知識是在十六世紀才首

度被披露。到了十八世紀，人們逐漸瞭解疾病

破壞身體構造的方式，治療者也發展出一套物

理學的檢查方法來做臨床診斷。當時的醫師就

依靠解剖來驗證他們診斷的準確性。因此我們

可以說，學者和科學家都把他們的研究和醫術

置放在解剖學的基礎上，他們不需要、也根本

無法和解剖的對象作任何溝通。病人不過是另

一種對象，而醫生則純然是一個客觀者，或是

一個非人稱的觀察者。這種傳統觀念， 一直延

續了好幾個世紀 ， 甚至在十九世紀全身麻醉術

的發明之後， r醫病關係 」 還是沒有被重視。我

的解釋是 : 這些被麻醉的病人也和解剖的對象

一樣沒有知覺，所以無法與之溝通。

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才開始有了改變。

在這改變之前，醫師一向被視若家長、有老師

形象、或是身負教職與政治色彩之權威;而病

人則被視若孩子、有學生形象、或是易受責難

之弱者。在美國，有遠見卓識的醫學教育家，

像來自加拿大 McGill 大學的內科醫師 Sir

William Osl前，在 1899 年他是約翰霍普金斯的

教授兼醫學首長，被公認為現代診斷學之父。

像年輕的哈佛教授 Francis Peabody ，在 1927

年他是哈佛醫學院的導師，同時也是胃癌的垂

死患者。他們強調醫病關係以及醫師與病人之

間互動溝通之重要。這在歐洲(甚至後來的日本)

的學院派醫學教育中，向來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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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回憶五0至六0年代在母校求學的時

期，德日派留傳下來的醫學教育漸漸受到美式

的洗禮。臨床醫學及其訓練制度，雖然仿做美

國，可惜短期留美的前輩帶回國的，多偏重生

物科技，很少論及醫術(The art of medicine) 。

我們那時最優秀的醫學畢業生，出國留學大多

從事基礎醫學，特別是細胞或分子生物的研

究。即使是從事臨床者，以心臟血管外科為例，

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科技方面而忽視與病人

的溝通 。一直到最近的三十年，當台灣開始有

留美學人對醫學生強調醫病關係的重要性時，

這個名詞在美國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型 。

這變型是從醫師為主的模型變成一切以病

人為主的模型 。 從既有的文獻裡我們知道，醫

生病人之間有效的溝通可以增進病人對治療的

滿意度，可以鼓勵病人參與治療計劃和追蹤，

可以加強病人對治療的信心，因而執著於治療

計畫~ ，可以幫助醫師對疾病的瞭解和診斷等，

這些對治療成績都有正面的影響 。 相反的，拙

劣或者是無效率的溝通，只有增加誤會，變成

「誤診訴訟 」 的導火線。為了使語言和非語言

的溝通(後者常會利用視聽器材等設備)變得更

有效率，美國醫學院現在都想設置特別的課

程 。 UA 的，- J馬首是瞻 」 就是一個好例子 。

醫病關係的轉型

醫病關係是醫師與病人雙方都有責任的特

殊關係 。 由於今日醫療管理的雷厲風行， 這特

殊關係又開始轉型 。 所謂的「市場推進式 」 的

醫療制度，醫師與病人的關係被看成供應者和

消費者(或顧客)的關係 。 過去的傳統方式，以醫

生與病人各為一元的「二元論 J ' 和主張簡化理

論與觀念的「化約論 」 哲學，已經無法適用於

今日複雜的社會 。 現行的美國醫療制度，可以

說是由龐大的醫療組織、政府機構、醫院、保

險公司、聯合僱主和企業集團所共同造成，它

們的醫療政策方針決定了醫病關係的行為導

2004 年一月

向 。 因此，個人的聲音 ， 不管來自醫生或病人，

似乎都微不足道， 在這管理醫療的大洪流中被

淹沒無聞 。

雖然如此， 一個比較有人性或人道關懷的

醫病關係包括彼此互動，還是專家學者研討的

重要議題 。 有效的互動和溝通方式與先進的生

物科學，在誘發經濟的醫療架構之下，應該有

其適當的立足點 。 如何坐言起行，把它應用到

每日的醫療作業上，將是下一代準醫生最大的

挑戰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為心臟血管外科專家，

現已退休於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往 “Doctors are men who prescribe medicine of 
which they know little , to cure disease of which 
they know less , in human beings of which they 
know nothing." 一 Francois M.Ä. de Voltaire 
(1 694-1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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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邀灼

不(樣的望年會

蛇
添

總

孫后~ f景

後，劉山巨j胃老師及師母也來了!這是怎麼回

事?原來是同仁們要送我一個驚喜，邀請特殊

朋友來共享此刻，私下與外子商討的結果。這

樣的驚喜除了要感激皮膚科同仁有心，也得佩

服我們家曲儉緒先生的洞察，平常我若問他你

怎麼知道?他會笑我說:看我的眼珠兒一轉就

知道我在想什麼。

退休的時候到了，可是如釋重負前，我還

有很多事要做，例如，先要把研究室淨空歸還。

這時才發現 30 年來所憤積“家當"可真嚇人，

如今對每件不論大小，就連片紙隻字都要決定

它是移交?丟棄?裝箱帶回家?混混沌沌中有

人問我: '一月十九日望年會有在嗎? J 我答 :

「有! J 。沒兩天又有人提醒我: '望年會你可

不能不在呀! J 。我被問得不太放心。因為有關

退休的事除了不願麻煩同仁，我也怕有被嫁出

去的那種感覺。所以，有一天我就進了主任辦

公室，懇求主任對退休不要有任何活動。而當

時紀主任也很爽快地 promise 我，她說: '我們

都知道你的個性，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對你

怎樣。放心，只

是一個望年會而

已! J 。

誰來晚各

哪知那 一

夜 ，宴會才開始

忽然看到我年邁

的高中老師劉在

琳與李慧走進

來。李老師笑著

問我: '你不知道

我們來吧? J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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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劉在琳老師及李慧老師就想起當年我

才 15 歲，那是個如果生病尚要看小兒科的年

齡，就漂洋過海乘著幾百噸的小貨輪三天四夜

來台讀高中，老師像父母一般照顧我們。雖然，

劉老師及李老師後來被建中挖角，可是，有事

我還會常去找老師。李老師上生物課一律是穿

旗袍，件件都非常漂亮，劉在琳老師上英文課

時，必定西裝筆挺

打著領結，也像現

在留著小鬍子。二

位老師在校園裡

最有風度、有魅

力。於是，後來我

做 R1 要結婚時，

那個年代沒有婚

紗店，禮服、旗袍

都得自己去張

羅。先去衡陽路布

店選料子，再找旗

抱師傅。所以又跑
第一排接受獻花者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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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建中宿舍，請教老師。

劉山巨j胃老師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

授，他為我們打開心內另一扇門窗。其實，早

在 17 年前吧?那時候劉老師可能是從維也納

10 年寒窗剛回國，那一天國家音樂廳的演奏廳

有一場非常特別的音樂聆賞會，在一位小提琴

家演奏之前，劉老師要先在章節問解說曲子的

結構。後來，我可能是公務繁忙失去 follow

up 。我的高中音樂周老師，她或許有輕度的憂

鬱症。師丈是一位作曲家，幾年前有一天，他

突然故去，周老師更是 depress 。我焦急，不

知如何安慰她，居然就說: ，-周老師，請問比起

貝多芬先生誰比較幸福? J' 想不到同時，這也

勾起我心深處對貝多芬的感動。為了表達對貝

多芬的尊敬，我要快點去聽懂貝多芬的音樂，

再怎麼困難我也願意。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久，

劉眶涓老師就在 YWCA 有全套貝多芬九大交

響曲講座。你可知道劉老師講的有多好?從此

以後，不論他講什麼，不論是在哪裡講，我都

會想盡辦法去聽。連劉師母也是百聽不厭，每

當劉老師在台上，台下就有一固定座位是特別

留給師母的。總之，劉曲21胃老師最有辦法把壓

縮在我們 nucleus 裡那點喜愛古典音樂的基

因，都能把它激發出來，他是世界上教導音樂

欣賞最難得的好老師。

那晚看到我的老師，天哪!我忽然發現世

界上售後服務最有保障、最可靠的人原來是老

師!有老師的感覺真好，活到老學到老，我希

望我在 90 歲時還會有老師。

溫馨的一刻

最感人的時刻是忽然燈光暗了， 位 CR

提著籐宴，帶頭領著約 20 人魚貫而出，他們都

2004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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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捧個小蠟燭，左手牽引一長串紙鶴。 CR

先走過來把他手中的重子交給我，每位都依序

把他們手中紙鶴裝到筆裡。等到殿後的另一位

CR 來到，紙鶴已裝滿一筆了;滿滿一筆的祝

福。原來那些天，每人分工偷偷地摺出一百隻

紙鶴，最後是誰的巧手把那麼小的紙鶴串連起

來，那麼長的一串而沒打結?

__ • J τ'1:.塾，、

i的詞且是 5克

當即將離開服務了 30 年的台大，離開朝朝

夕夕常相聚的皮膚科工作夥伴，似乎有千言萬

語。不過，長久以來我心裡有些話一直想要找

機會說出來。

因外子工作的關係我們曾離開台灣六年，

於民國的年回國之後不久又回到台大皮膚科

來工作，記得過了一段日子有一位老師問我:

「怎麼樣?還可以嗎? J '我回答: ，-我有回到

家的感覺」。

因為，從小時候以來，我不論住在哪裡都

曾被當做 foreign body 。童年住在韓國的一個

鄉下，走在路上韓國人會喊: ，-支那人，張果

老 J' 聽起來像是童謠，其實歌詞的大意是:

「凡是中國人，連八仙張果老統統殺光吧! J 。

後來，離家寄讀在華僑小學裡，又被中國人叫

綽號“菲律賓來台讀書被認為是僑生貪玩。

隨先生去越南住，後院的房東老太太是潮州

人，她對我的稱呼是“那個台灣婆"。後來，住

新加坡時就決定自己買房子，可是，常被超市

的收銀員問: ,- Are you a Japanese? J '她那

麼忙還要先弄清楚我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為了

省事常回答 Yes 。想不到她顯得非常快樂，她

覺得她真了不起，一猜就中。回到台灣坐計程

車，曾數次有司機先生還沒弄清楚我要去的地

23 



I JING FU 景福醫訊

方，先急忙問我是竹東人?當他知道他猜中

了 ， 好像中了彩券 : '妳看，我一聽妳的口音就

知道 J 。 一個傍晚，走在一條昏暗的巷子，突

然，→位菲傭走過來問我 : ' Are you from 

Philippines? J 這次我就不敢 yes' 當時她顯得

有些兒失望。甚至於有好幾次在門診，病人進

來尚未坐下就急著問我: '你是中國人嗎? J 

有些時候我會逗他們，不是，我是從非洲來

的 」 。病人居然也相信 : '哦!真的嗎? J 。每當

被認為 foreign body 我就想剖開胸腔掏出我那

顆心來告訴他們，我的 DNA 跟你的沒差

別! J 。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我到台大

皮膚科前後 30 年了，卻從不曾有誰大驚小怪 。

同一個人為什麼一出台大醫院的門就被當成竹

東人、台東人、屏東人、甚至菲律賓人?慢慢

地，我才體會到那是因為皮膚科的人都沒把我

當外人，整天聽我口音雖然刺耳，整天看我長

相雖然怪異，並不是沒聽到，並不是沒看到，

並不是因為皮膚科醫師不會鑑別診斷，只是大

家在包容我，讓我像在自己的家裡，自由自在，

毫無壓力 。對我而言 ，這些年來，這種“家"的

感覺更深。就比方李志權先生，十年前，他剛

來皮膚科就送我一雙塑膠拖鞋，從此，我每天

進研究室第一件事就是換上這雙拖鞋開始愉快

鑄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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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談 總寸于

的工作。我領養幾隻小魚都是由李先生餵食、

換水 、 清洗魚缸。幾乎每天中午，李先生會端

來一份切好的水果拼盤。退休之際，回顧來時

路，這些點點滴滴都是值得我感恩的。

同仁們集資贈送了一套高級音響，這將是

貝多芬俱樂部的基本設備 ，剩餘的錢會留著以

後購置相關用品。貝多芬俱樂部這裡希望是同

仁們的藝文休閑場所。我們推舉熱愛古典樂的

朱家瑜醫師為貝多芬俱樂部的“部長"。音樂之

外，他說也可帶領大家欣賞影片等其它藝術。

感謝同仁，更謝謝紀主任，雖然，她沒有 keep

promise' 但是，我非常謝謝這樣一個不一樣的

望年會。

道別研究室

望年會後，我繼續埋首“淨空研究室"的艱

鉅工程，終於在 1 月 30 日的自訂時間前完成。

當最後一箱搬出時，對空蕩的研究室深情的最

後一瞥，輕輕地帶上門出來，把鑰匙交還主任

室。夜已深 ，提著滿霎紙鶴，有外子相伴， ~背

著月光回家過年了。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5 年畢業，母院皮膚科副教授退休，

現為臺大醫院皮膚部兼任主治醫師)

給

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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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這言方第圭舟、的古文提F

原本年初就已經答應在美的黃清煌同學要

參加七月十日於紐約市舉行的畢業三十週年同

學會，沒想到四、五月間 SARS 一陣肆虐，政

治人物在媒體上頻頻放話，說什麼「防疫視同

作戰 J '那麼「陣前逃亡 J '按軍令一律? , 

咦!醫護人員什麼時候變成保國衛民的阿兵哥

啦?衛生署更是以比抓通緝犯更快的速度，將

全國十五萬名醫護人員的身份證字號傳送出入

境管理局。於是不小心幹這一行所謂「天職 」

楊錫欽

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夕之間，全遭禁足。一 於露易絲湖前，作者與夫人(林璞真醫檢師，
直到六月底，尚無解禁的跡象。不得己，只好 母校醫技系 1970 年畢業)。

通電美東，取消與老同學歡聚一堂的機會。怎

料接著七月八日在電腦上瀏覽衛生署網站之 難傳奇等都是取材於此或以此做為背景，也是

際，赫然發現「全國醫護人員管制出國的行政 許多滑雪旅遊勝地如 Aspen 的所在處。

措施，即日起解除」的訊息。唉!這消息來得

太遲了，眼看同學會是去不成了，可是請假的

手續早已完備，不出去實在可惜。想到今年夏

天特別熱，於是把心一橫，乾脆改道前往加拿

大落磯山脈山頂，一來避暑，二來籽解半年來

胸中那股悶氣。

北美洲就只有美、加兩個大園。美國人常

自誇北美洲的精華地帶，不論就氣候、農業與

物產而言，盡在美國境內。言下之意是加拿大

所屬各省份多為邊睡。不過落磯山是一個例

外。此山脈縱貫北美洲，腕蜓數千公里，其在

美國的部分經過中西部的蒙塔那州與科羅拉多

州，著名的美國城市 Denver 即在其山腳下，

在這裡抬頭就可以看到白雪白豈愷的山頂。電影

「顛峰戰士」裹的故事、許多攀岩的挑戰與山

2004 年一月

說也奇怪，此山脈到了蒙塔那州以後，突

然向西轉折，然後從華盛頓州的東部向北筆直

地深入加拿大境內 。在加拿大境內的落磯山

脈，低海拔的區域是一片翠綠高聳的林木。高

海拔的部分則在特定的高度以上，因氧氣稀薄

的關係'寸草不生，呈現淡褐色光禿的表面。

山頂終年覆蓋著白雪，這些白雪融化時形成的

雪水，在山谷間匯集成許多湖泊與小河流。小

河流再互相會合而成數條大河，然後依地勢而

下行經約 1000 公里的路途西向入海。因此，

這裡的景色比起美國的落磯山脈更勝一籌。而

這種清淨、冰冷、自然無污染、加上與海有交

通的生態環境正是幾千萬年來桂魚的故鄉。

七月十九日我們從西雅圖開車沿著五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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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公路北上，行前吃了兩隻 dungeon crab 。這

種螃蟹每隻重約一公斤，賣美金十元。在台灣

便利商店宅急便預約的價格是每隻新台幣 650

元。我們頂著一張螃蟹臉，不到兩個半小時，

已殺到美、加邊界。愈近邊界，果然氣氛愈見

嚴肅。旁邊的車子一輛輛都不見了，最後終於

出現 ' U . S. border ahead , last chance to exit j 

的告示牌 ， 警告再繼續走下去就是海關了。環

顧四週，整條路上只剩我們這一部車子 ， 空空

蕩蕩好不寂寞。轉眼間即已通過美 、 加邊界著

名的石造城樓 ， 上面高書 : ' 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 j 。 回顧歷史， 也就不難理解

為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 英 、 美兩國總是

並肩作戰。 此等情誼 ， 實非他國所能比擬。

過了美 、加邊界 ， 原本寬大的公路就突然

削減變窄了一半，接上加拿大第 99 號公路。忽

然想到身上沒有帶加幣， 車子還要加油。 由於

前面就是溫哥華，於是加速前進，在市內找到

一家便利商店，入內尋找自動櫃員機(ATM) 。

' ATM 是啥? j女店員望著我，不解地問。

哇 ! 這小姐是新手。正爭論間，老聞聞聲從後

面走出來說: '你是指 money machine ? 就在

右邊角落 ! j 原來提款機在這襄叫 money

machine 。當下就解決了兌幣 、 加油、小憩、

與收集旅遊資訊等諸問題。 加拿大的度量衡單

位與台灣類似，油量採公升 ， 距離採公里，與

美國之加侖、英哩不同 ，不需再費心換算。溫

哥華街道不寬，處處塞車 ， 某些區域又有坡度 ，

擁擠的景象類似東方城市。這裡華人面孔極

多，不少是九七時香港來的移民 ， 在這裡過著

和碧海 、 藍天與白雲為鄰的日子。

好不容易從溫哥華市內的車陣脫困出來，

立即沿著楓葉一號國道向東往落磯山脈前進。

公路在許多地段都是二線道 ， 旅行拖車又特別

多，難免有時需要超車，交通狀況不及美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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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旁邊就是鐵軌，很難想像笨重的火車也

可以沿著鐵道一路登上落磯山的山頂，這是世

界有名的高山鐵路之一。加拿大國鐵定時間出

Rocky Mounta i neer 號列車 ， 機車頭前面掛著

一幅落磯山特產大角羊的頭像，是其註冊商

標，每年吸引了無數的遊客及仰慕者。

過了希望市(Hope) ，開始進入山區。 山路

彎曲的程度，近似台灣。由於公路大致沿河而

上 ， 只見河水一路由淺藍 ， 深藍，最後變成藍

黑色，依山勢、 山谷，或成潭，或成溪。潭深

不見底，溪則水流端急，溪底亂石橫陳 ， 溪水

流經其上，激起無數水花。每年秋天 ， 桂魚就

是從出海口回游，溯河而上 ， 歷盡艱辛，最後

抵達落磯山脈山頂的故鄉 ， 產卵傳宗接代之

後，全身變紅，筋疲力盡而死 ， 完成其生命的

週期。不過，現在是夏季，是見不到桂魚的蹤

影的 。

抵達甘露市(Kamloops)時已近下午五點，

於是決定一宿， 甘露市是兩條遊覽落磯山脈路

徑的分叉點。一條向東，距離較近 ， 要收費。

另一條向北 ，再折向東 ， 最後與前一條在落磯

山脈連合 ， 形成 loop ' 距離較遠，不收費 ， 而

幾個有名的國家公園如 Glacier 、 Yoho 、

Kootenay 等，就在這兩條路的吻合線上，由於

我們的目的地是 Banff '在時間就是金錢的考

量下，決定走收費的那一條道路。

七月二十日清晨一早出發，不多時己抵

Adams Lake ， 此湖亦是著名的賞桂之處，但上

游有一伐木場，水面上飄著浮木及木屑。我們

中午即抵達冰河公園 ，此地已屬落磯山脈的頂

端，接近於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與亞伯達

省(Albe巾)的省界處。原以為這地方應是天寒

地凍，這次攜帶了不少大衣及圍巾，想不到又

失算了，全部派不上用場。 此處不僅艷陽高照，

太陽還毒得很，曬得渾身發燙。這時方才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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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氣候反常， 原來全球都一樣，跑到高山

山頂也是炎熱如平地，避暑的夢想是落空了。

果不其然，氣象專家說今年可能是觀測史上最

熱的一年，不僅遍處森林大火，歐洲熱死上萬

人，超過 SARS 死亡人數，連冰河也開始溶解 。

公園內冰河數目甚多，遠望可見其自山谷

間由高處匯集而下，似乎沒有動靜 。 但精確的

測量卻顯示其以每年數英寸的微小距離移動，

對地貌的切割與破壞性甚大 。 公園內尚有數條

小徑(trails)可以攀登直上，以親近冰河 。 但我

們既未攜帶露營裝備，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因

此不做此想。夜宿 Golden ，找到一家外觀看來

像歐式旅館的 Swiss Ir叭 ，業主竟然是香港移

民。有人說: r 北美洲老中處處 ， 坐飛機隨便找

個地方跳下，都有中國人歡迎你 J ' 此言果然不

虛。

雄偉的落磯山之一，山頂寸草不生， 覆蓋白雪，

林木都生長在一定高度以下 。

隔日一早攻頂，造訪此行主要目標之一的

露易絲湖及其城堡旅館。此一景點在國內旅遊

界頗有名氣，許多旅行社都以此廣為招練 。 所

謂城堡其實是法國宮殿式的，呈長方形樓層結

構，與電影中所見之中世紀英國或德國石造城

堡並不相同，是沒有城門的 。這個城堡外觀看

起來像大飯店，事實上也是當旅館使用 。所以

名稱上也是法式的 chateau ，而非 castle 0 城堡

正好位於露易絲湖前 ' Iobby 並不大，裝飾得古

2004 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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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古香 。大廳旁有側廊直通後院，因此露易絲

湖好像是他家的後花園 。 湖水遠看是藍色，近

看是淺藍，也許是因為陽光照射的關係，尚稍

帶著一點點綠色。湖後是一座白雪覆頂的高

山，湖邊另有步道可供漫步。這樣的一幅美景，

難怪經常成為月曆風景畫的寵兒。

露易絲湖與 Banff 極近，車行一小時即達。

Banff 火車站即在鎮前。這裡就是 Rocky

Mountaineer 號列車的終點站，火車開到這裡，

也需要整整兩天。 Banff 看起來就像一個歐洲小

鎮，街道不寬，整齊成格局狀，小酒館林立 。

四周不乏 4 ，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有的山其稜

線非常薄窄， 一如刀片樣地鋒利，是此地的特

徵。我們遊街壓馬路之際，隨興進入一家藝品

店參觀，赫然發現老闆又是老中 !

哩恥 "問

一道眉鸝矗腦---21 ___ *::"_1 ff 

穿著短袖、短褲夏裝在落磯山

露易絲湖城堡旅館前 。

原本從 Banff 往北尚可前去哥倫比亞冰原

一遊，不過算一算距離，來回還要再跑 500 公

里。一來此地離出海口已相當遙遠，二來雖是

山頂，依然酷熱難擋 。 既已到達桂魚出生的故

鄉，心願已足，於是打道回府。也算是拜 SARS

之賜，得以見證加拿大落磯山脈的湖光山色，

但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問題之嚴

峻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73 年辜業，現任母校檢驗醫學科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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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藥物的研發一
談實驗室的投入階段

生命殺手

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惡性腫瘤便已成為國

人十大死因之首。根據衛生署公佈國人罹患惡

性腫瘤而死亡的人數，在八十九年為 3 1 ， 554

人、九十年為 32 ， 993 人，而九十一年則為

34 ， 342 人 。也就是說惡性腫瘤在近幾年當中，

每天奪走近 100 條人命，且其死亡人數以每年

約 1 ， 500 人之速度增加中。由此可見，惡性腫

瘤實是國人健康之第一殺手。造成癌症的原因

甚多，近幾年來認為飲食與環境的改變，及周

遭生活壓力變大，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不僅是

國內如此，在許多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癌症

皆是人類生命的主要殺手，基於這項理由，對

於癌症的治療，已成為國際上生物醫學界的主

要課題。

癌症之成因 ，簡單來說便是細胞不正常的

增生繁殖成為癌細胞，而這癌細胞會f占據並侵

蝕周圍的正常組織，更可能經由血液和淋巴系

統擴散至其他重要部位，即所謂的轉移，而這

也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

抗癌藥物

癌症的治療主要有手術、放射線療法及化

療藥物的使用。然而，並非每一個患者皆適合

手術治療，此外，許多手術及放射線療法皆需

有後績的化療藥物的配合使用，因此，化療藥

物的研究與開發，便成為現今生物科技發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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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記華

2003 年 7 月 10 日作者攝於新加坡聖淘沙

用的主要課題。傳統的化療藥物大多有選擇性

差、副作用大、易產生抗藥性及病人難以忍受

等缺點，而導致病人免疫力降低、正常細胞組

織受嚴重影響。基於上述理由，以及拜生物科

技發展之賜，我們對於腫瘤細胞愈來愈了解，

便能從中找出其專一性蛋白，研發新的化療藥

物，予以致命性攻擊。如此不但能提高藥物的

選擇性，降低藥物的副作用，並能提高藥物的

作用能力，斬草除根，使其不易產生抗藥性。

如此便能大大的提高治療效果，使癌症確實不

再是絕症。這是現今生物科技的努力目標，也

是生物醫學界的最大期望 。

藥物開發團隊

對於藥物開發的工作，有幾件事情是必須

在一開始時便需確立及執行的，如研發主題

(disease-oriented target) 、尋找標的(ta rget 

gene, protein or function) 、技術平台及篩選物

質的來源。這些工作皆可在相關實驗室執行 。

因此，對於藥物的研發工作，實驗室可謂是最

大的功能場所 。 我們的研究團隊(包括藥理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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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起
叮嚀

究所鄧哲明教授實

驗室及多位學者專

家)一直積極的從事

與癌症相關的藥物

研發工作，而癌症

便是我們的研發主

題。我們所使用的

技術平台及功能標

的，乃根據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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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藉由大家所提

供的來源物質，來

進行一連串的評估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所選

定及執行的技術及

方法 ， NCI 為了在國

際問尋找抗癌的成

2003 年 8 月 17 日研究凰隊攝於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最左為作者)

工作。經由團隊不

斷的努力，在這幾

年來我們已經篩選

過近千種的成分物

質， 並發現數種有

潛力的抗癌成分。

我們將這些結果與

提供成分來源的專

家一起分析，並由

其繼續分離出有效

成分或是合成出更

分物質，特別在 1990 年之後選定 sulforho

damine B (SRB) assays 做為抗癌活性的評估

方法(Skehan et al. , 1990) 。這方法的特性在於

其偵測的敏感性以及其可同時評估抗癌成分的

初步作用方式，如 cytostatic 或是 cytotoxic 的

作用，藉以提供進一步發展的參考依據。此外，

粒線體還原 MTT 的方法也常被使用在抗癌的

活性評估(Mosmann ， 1983) 。 由於此方法是量

化細胞粒線體活性，因此，我們將此方法用在

成分物質造成人類正常細胞的急性毒性分析，

藉此評估成分物質在抗癌活性的選擇性，係初

步的抗癌成分篩選方法。除此之外，由於抑制

血管新生是近幾年來另一個不錯的抗癌策略

(anticancer strategy) ， 因此 ，對於成分物質在

抑制血管新生的活性評估，也是我們團隊現階

段的一項重要工作(Pan et al., 2003) 。

要篩選活性成分的最重要工作便是上游的

來源物質，因此，我們藉由多項的研究計畫乃

至於今年的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協助，

與多位化學、藥物化學、生藥及天然物專家合

2004 年一月

多種的衍生物，試圖尋找出最適化(optimization)

的活性衍生物。

探索作用機轉

我們也將這些活性物質以更多的生物技術

分析方法 ， 找出其抗癌的作用機轉(anticancer

mechanism) ，針對我們所發現的活性物質，我

們所找出的作用機轉及其作用蛋白有 tubulinl

microtubule (Huang et al., 2002; Huang et al., 

2004a) 、 centrosome、細胞週期調控蛋白、BcI -2

家族蛋白(如 Bcl -2 、 Bcl-xL 、 McI斗 、 Bax 、 Bid

等， Chou et 說， 2003) 、細胞死亡受體(death

receptor ' Huang et al., 2004b) 、 MUC- 1 抑制

附著蛋白 (Huang et 瓜， 2004c) 、 caspases

(Chou et al., 2003; Huang et al. , 2004b) 、

prostate apoptosis factor-4 (Huang et al., 

2004d) 及 phosphatidyl inositol 3-kinase 

(Chou et 亂 ， 2003) ，我們也將針對這些標的蛋

白尋找更具選擇性及作用更好的成分物質。在

兩年半前我們的團隊發現了非常真有抗癌潛力

的兩個系列的小分子化合物， 具有毒性低且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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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高的抗癌效果，經過一連串的體外及動物

體內實驗 ， 皆證實其作用。 目前這兩系列的化

合物除了專利申請外，也都有相關的產學合作

對象進行合作當中， 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完成

臨床前試驗，並通過新藥試驗申請(l nvestiga

tion of New Drug , IND)進入人體臨床試驗，讓

台灣自己研發的成果 ， 受到國際重視與肯定。

奉獻的心

以上為我們團隊近幾年來在抗癌的研究及

相關的藥物研發內容 ， 希望能與大家交換心

得。藥物研發的工作是一種整合的群策群力的

工作，每一個人的每一份心力都是同等的重

要 ， 也在此感謝所有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及協

助我們的專家與工作夥伴們， 因為大家的付出

才會有如此一點一滴匯聚出的成果，也才能讓

往後的研發工作持續的進行與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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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中美獎學基金會

日前楊思標教授蒞臨彰化 ，一場高爾夫球

敘後談及近年來盛行留學英倫名校 ， 或暑假短

期遊學，而中英獎學基金會(S . B . F. T.)正是開創

留英先鋒者。 1950 年代後半起，有句流行語“來

來來 ! 來台大。去去去 ! 去美國。"之外“英國留

學"另起爐仕。之後為數不少的社會人士，大學

教授、醫師 、 教師 、 護理主管受惠於中英獎學

基金會之選拔，獲得獎學金，依個人志願安排

英國聞名大學學習一年 ， 學成歸國的學人對醫

學界，教育界 ， 發揮廣泛的貢獻，卻鮮有人知

曉中英獎學基金會的由來。楊教授獲知筆者也

是受益者，即時指名寫一篇簡介，雖然自知才

疏學淺不適任，也只好遵命嚐試，獻醜於景福

醫訊 ， 希望前輩不吝指教。

/奎丈悅丰

1939 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英國國內很多團體眼見英國同胞和同盟國的

中國百姓在香港，慘遭日軍轟炸，無家可歸，

飢寒交迫，雖然戰場遠離英國卻引發援助中國

之熱愛，純粹以民間力量發動募款，扮演英援

(British Aid to China)的義舉 ， 類似戰後的美援

American Aid 。在此值得大寫特寫的兩位人物

是 Sir Stafford Cripps 的夫人 Lady Isabel 和

Dr. Elizabeth Frankland Moore 的犧牲與貢

獻。兩人合作無間，攜帶大量救援物資，旅行

中國各地，遍及上海、南京 、北京 、 潘陽、重

慶等重要都市和不計其數的小鎮和村莊施行救

2004 年一月

陳連生

援 ， 獲得中國政府的讚揚與感謝。

1 947 年戰後回國，他們獲取英國政府各部

門、英國領事、慈善機構和教育部的大力支援 ，

開始籌劃純民間組織命名 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 (中英獎學基金會) ，簡

稱 3日F.T. '在 No. 11 Dawning Street 財政部

長官郎(首相官郎隔壁 )正式成立，而 Lady

Cripps 受聘為首任董事長至 1977 年退休為止。

?括:基金會在台同學聯吉宜會
扎扎Br:ITl Si i :"ill.DW,3}J j .""u.;r h Þ:Tl:':û、4 心地k、“ '5 ;..平忌。CLi.Th. i

Jl)iY 1. 1 勻f7

1967 年 7 月 1 日中英獎學基金會 S . B.F.T 在台同學

聯誼會成立 ， 於台大醫院留影

工.作)或采

基金會最初著手的工作，就是對那些已經

在英國留學而有經濟困境的學生 ， 順利完成學

業，讓他們如願回國服務。期望在英國完成教

育或受過訓練的人，回國後能幫助中國人，如

此把援助的每分錢都花在刀口上，同時期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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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留學生會帶一些大學畢業生來英國作學士後

進修 。白從 1977 年 Dr﹒ Charles Frankland 

Moore 接棒董事長職務後運用資金做智慧的投

資，大大地開拓基金會的財務，自此業務蒸蒸

日上，撥出更多的獎學金提供更多的學人 。進

修於英倫者，總共 580 名，遍及中國大陸、 香

港、 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加拿大、

巴西、印尼、菲律賓及沙巴等地的中國人。

1978 年中共政權建議拒絕台灣人的申請

後，台灣人的獎學金就此中斷，專{共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大學研究機構派出教授和研究員赴英

研究 。根據 1994 年發行的 Report and Survey ' 

1978-1994 年 18 年之間派出人數多達 250 名 。

第一位獲得 S.B.F.T援助的是 1952 年來自香港

的年輕醫生 Dr. S. Y. Fang 。他後來成為國際有

名的外科教授、香港立法委員，於 1970 擔任

WHO 的亞洲代表。總之 S.B .F.T 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人民的貢獻是無可限量而持續的 。

進t友方 j去

台灣人的選拔始於 1954 年， Dr. Chen 

Yeng-Sung 和 Dr. Si Bun-Tsu '和彰化基督教

醫院蔡陽昆醫師、黃明輝醫師共四名獲殊榮 。

自 1954 年至 1979 年停招為止共有 50 名教

授、醫師、教師、護理人員前往英倫進修 。

筆者參加 1961 年招考，主考英文筆試，

應試者約 200 名，錄取前五名參加口試。記得

口試時有五名試官，都是道地的英國人輪流發

間 。「 你準備到英國學習什麼? J ，I我希望去學

細胞診斷學和不孕症」。考試官對細胞診斷學毫

不感興趣，按著由另一試官以嘲諷的口氣發

問: r台灣的人口快爆炸了，你還想去學不孕症

幹麼? J 筆者毫不猶豫地答 r Ex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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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nd infertilit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matters. To help an infertile couple 

to have one or two babies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burst of population J '來提出反駁，發

問者微笑 ， 其餘都頻頻點頭 。這個題目好在事

前的猜題命中 ，把筆者擠進前三名，榜上題名 。

皆兵旅途

1962 年 7 月底順利踏上留英之途，當時獲

得獎學金留學英國是罕有的事，恩師徐千田教

授親臨松山機場送行。中英獎學基金會為了讓

台灣醫師有充分學習 gentlemanship 的 table

manners 和 etiquette '寄來船票，在香港搭乘

英籍郵輪 s.s . Canton 經 Singapore 、 Bombay 、

Aden 、 Red Sea 、 Suez Canal 、 the Mediter

ranean Sea 、 Zibraltar 等地，冗長的航海旅程，

28 天後終於踏上倫敦。雖然浪費多日，不但養

成英國紳士風度，又能嘗試兩人獨佔郵船通過

運河的奇事發生。原來 s.s. Canton 搭載 600

多名旅客在通行 Suez Canal 之前站 Suez時會

全部下船參加 Cairo 一日遊，主要是參觀金字

塔，整條郵輪空空蕩蕩 ，只留下來自台灣的兩

位留學生。為什麼?因為蔣介石跟埃及總統納

塞沒有交情，不准許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離

船 。在運河另一端 Port Side 看到同船旅客，興

高彩烈地回來時，感覺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滋味難受。

進修課程

抵達倫敦時已是 8 月底，天氣已帶有涼

意 ， 需要風衣禦寒。第一件要事是打電話告知

S . B. F.T 秘書 Mrs . Elizabeth Frankland Moore 

(1975 年獲得香港大學法律博士學位)我已安抵

倫敦 o 望日上午 9 時整約見於寓所 ' Mrs Moore 

和藹可親，關懷旅程辛勞，說明授予船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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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船票價高於機票價 ) 。有關住宿 (Queen

Challott Maternity Hospital , Resident 

Dormitory) 、 開銀行戶頭、倫敦三所進修醫院(都

隸屬 University of London)和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Hospital 都已經有問詳的安排日期，

除了學費全包外，按月匯入 51 英磅多(NT.

6 ， 000 元)至個人銀行戶頭，當生活費綽綽有餘。

筆者前三個月參加 Postgraduate Course 

for M.R.C.O.G (Member of Royal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相當於美國的

Doctor Degree 的考試準備課程，所費不賀。

好在台灣來的醫師不得應考，無欲則剛，輕鬆

許多。課程都在 Chelsea Hospital for Women ' 

是倫敦聚集第一流教授的婦科醫院，除授課之

外可自由參觀開刀。親睹名教授刀法熟練、速

度快捷、淋漓盡致，歎為觀止。

Postgraduate course 結業後轉往

Hammersmith Hospital 拜 Prof. E. Wacht刮 起

師，進入醫局開始主修“細胞診斷學"課程。 Prof .

Wachtel 是 Dr. Papanicolau 的首席徒弟，在英

國是擁有首席地位的細胞學家。同班同學都是

來自國外病理科的醫師。 Prof. Wachtel 非常器

重筆者，半年過後有一次教授赴法國參加國際

會議時出國一週，指定筆者替她看檢體、寫正

式報告。離開醫局時發給證書 To whom it may 

concern ' 她保證 Dr. Chen Leng-Sun is a 

Competent Cytologi剖 ，當作禮物向彰化基督教

醫院蘭大粥院長作交代。細胞診斷學修完後又

回到 Chelsea Hospital for Women ' Dr. Bishop 

主持的 Infertility Clinic 。當時試管嬰兒的研究

尚未開創，只限於使用 clom i phene 做促進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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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收獲不算多。 1 963 年 5 月至 6 月間，

轉到利物浦大學醫院找 Prof. Jeffcort 學習婦科

一般手術。 於 1963 年 7 月 26 日結束一年英倫

遊學，請求機票搭機回國。

/奎年 營 ，ft-教育界灸 笑話

蔡陽昆 (1954-55) 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主任

黃明輝 (1954-55)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主任

吳震春 (1 956-57)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

黃文鉅 (1957-58) 馬倍醫院院長

陳炯霖 (1957-58) 台大醫院小兒科教授

謝明德 (1957-58) 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主任

李鎮源 (1958-59) 台大藥理學科教授、中央研

究院院士

吳再成 (1958-59) 馬借醫院院長

許夢蘭 (1959-60) 內科醫師、衛生署技正

王耀東 (1959-60) 台北市衛生局長

余獻章 (1959-60) 台大醫院外科醫師、台南醫

院院長

廖大栽 (1960-61 ) 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教授

陳連生 ( 1 962-63) 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

姜必寧 (1962-64 ) 榮總內科教授、蔣經國總統

御醫

莊明哲 (1963-64 ) 哈佛大學精神科主任、中央

研究院院士

柯良時 (1967-68) 台大醫院眼科教授

吳澄第 (1970-7 1 ) 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主任

郭維藩 (197 1 -72) 教育部長

歐陽培銓(1979-80 ) 台大醫院婦產科教授

因篇幅有限，未錄名者請原諒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57 年畢業，現任婦產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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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出軌生涯
一擺盪在藥師和廣播之間

藥界的朋友們曾說羨慕我當記者的自由，

新聞界的同事們則直嚷我有藥師專業做為後

盾，不↑自失業 .. .。幹一行、怨一行，在“夾縫

中"生存的我常覺得自己兩邊都不討好，不過

我的確看到許多不同的人生風景可與大家分
口

。三予

廣播緣起於台大營f之

多年前於台大擔任藥師時，當時林麗真組

長找大家一起製作 「用藥安全」教育錄影帶。

本人自知沒有上鏡頭的本錢，故以玩偶為主角

自己在一旁配音，有點類似布袋戲的做法。大

概是聲音表情很豐富，在醫院教材室錄製時笑

翻了在場所有人員。負責錄影的一位先生半開

玩笑地說他認識許多廣播界的朋友 ， 問我有無

興趣做廣播。我並沒有把他的話當真，但巧合

的是後來卻真的因緣際會進了廣播界。

d 、七不分， ~全民抗議

做了幾年藥師後，一時興起跑去報考普考

廣播新聞類科。我記得除了圓文、史 、地等共

同科目外 ， 專業科目只考英文與國語播音。我

就憑著還不錯的英文與還算字正腔圓的國語考

上了 ， 真是運氣。因為隔年開始就加考閩南語

播音，而我一句都不會說。

考上後分發到位於高雄的漁業廣播電台，

主要的工作是播報漁業氣象，而且是用閩南

語。新進的幾位同仁都不會說閩南語(難怪隔年

要加考閩南語播音) ，於是我們在訓練一個月後

打鴨子上架。還好我不是第一個，因為新人播

報不到三天就有漁民來電抗議:r你們四、七(台

語)不分，到底風浪是四級還是七級，要害死人

啊? J 結果我們全被調到新聞組當編輯和做節

目，播報氣象就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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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德一
肅

現場才垂成“全都海"

一年多後考上中廣新聞部，它是一個現場

播出的新聞頻道 ， 在麥克風前“突槌"的話可

是“全國" 人盡皆知，剛開始播音時還真有些

壓力。我們播報時雖然可先看稿 、 順稿，但新

聞多突發事件，往往無法事先讀稿準備。因此，

吃“螺絲" (唸錯)、 唸了白字都在所難免，有時

還會遭聽眾來電糾正。但聽眾也不是只會挑

剔，當我們感冒有鼻音、或是嗓子啞了時，聽

眾會來電、來信提供各種偏方，令人窩心 。

i長鬧清楚

3.僑總法

♂句 s 文
〈過~.~

用藥可i'~哥哥草鞋諮詢 ， 保您健壯又安康 l

緬甸單位 行敏銳衡笠，當 茵太平淳，區司區副...

主自賀敬位 中國真學會 。2臣民區麗MB會主囡"舍，、中，壓民..，區開笙公，鑫..8.

盼習慣單位 "'.畏扇間床寓哩.. 。車...醫霞"'!I金..c:p.~燭.."位""長胡曉隘， 、

台北""，.恤，剖開蟹，交納知訟，

西太平洋藥事論壇「藥問清楚」海報

小鄧與之鄧

至於外勤跑新聞的經驗，由於廣播記者的

分工不似平面媒體那麼細，當人手不夠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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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們不管黨政、外交、兩岸還是體育新聞都得代

班 。 1995 年 8 月台海飛彈危機時，我這個主跑

市政的記者就被派到北京、蹲點m 一個月 。由

於大陸不准台灣媒體有常駐記者，公司便以人

海戰術派人輪番上陣，以就近觀察一旦老鄧(鄧

小平)掛了後的大陸情勢。在北京待了近一個月

並沒有等到老鄧走，卻令我回想起就在 5 月份

(1995 . 5.8)跑了近一個月小鄧(鄧麗君)碎逝的

消息。記得鄧麗君遺體運回台灣時是半夜， 一

大群記者在機場貨機坪守候，發完稿田家已是

凌晨兩、三點了。對記者來說，不論是摸黑(半

夜拆中山橋卜 早起(果菜市場視察)、 上山(陽明

山拆蔣緯國的房子)、下海(淡水出海口污水排放

管工程) ，這些情況都是家常便飯，只是當年輕

的我精力被榨乾、累到撐不下去時，便申請調

回了內勤。

"卜 911 與 917

回內勤當主播、編輯對個人來說工作壓力

減輕很多，但近年來全球天災人禍不斷，在播
報這些重大災難新聞時，得強壓心裡的難過，

力求正常播音。 921 災後的那一段時間，我和

同事常常一邊流淚一邊播報新聞，反正聽眾看

不到，只要聲音保持正常就可以了。 911 紐約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不到一個禮拜， 917 納莉颱

風橫掃全台，台北公司淹大水，緊急調我到台

中支援。我在清沱大雨中開車上高速公路，眼

前什麼都看不到，除了雨就是水...。

童白菜帥本行， ~拔起「衛生外交」

在中廣工作九年多後，因倦勤選擇了“優

離方案並在家裡附近找到一個診所藥師的

工作，這符合了大多數人找工作的期望一事

少、錢多、離家近。但總覺得在診所當藥師能

發揮的空間實在有限 ，藥師能做的應不只是配

藥、數藥片而已 。 因此在系上老師的介紹下，

轉到中國藥學會擔任「西太平洋藥事論壇計畫」

的專案藥師，推動起「衛生外交事務 J' 體會到

台灣在外交上的困境。

才之志台灣從孔皮﹒室主才軍台灣創造力

「西太平洋藥事論壇」乃世界藥學會所屬

2004 年一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的區域論壇之一，成立之初中共曾企圖阻撓我

們參與，所幸並未成功 。 而台灣在積極投入後
甚獲國外之肯定，目前負責論壇網站的架設與

維護工作，歡迎大家上網賜教 。

(b位p://www.wppf. o[9.)

回首這一年來與國際互動的經驗，發現台

灣其實是個充滿創意的國家(我們應多利用此

優點切入國際事務)。例如 2003 年論壇年度活

動「藥問清楚」於國內推動時，以、藥罐子，

為主角的海報設計引起國內、外廣泛的好評(感

謝 IRPMA 的贊助) 。另外，台灣電腦水準的普

遍性與便利性也令國外藥師們訝異，尤其是便

宜的電腦產品。論壇主席 John Ware (澳洲人)
每次開會時都委託我幫他買隨身碟，包括他太

太 、兒子、小孫子都指名要，因為價格是墨爾

本的一半不到，而且品質優良。我開玩笑地說

退休後要到墨爾本開一家電腦用品店，一定可

以賺大錢。

人生的成軌
從藥師出走到記者，再從記者回到藥師的

角色，其實無法比較兩者誰好或壞，它只是讓

我有很多不同的體驗而已。人生何妨出軌一

下?(不是指感情出軌喔 ! ) 

作者與高雅慧老師(右，母校藥學系 1979 年畢業)

於上海周庄合影

(作者你母校樂學~ 1987 年辜業，現任職於世界藥學會

西太平洋蔡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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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真

一年容易又新春，值此付梓出刊之際，許多令我非常敬佩和感激的人與事，總在我腦海中

盤旋。首先要感謝本院秘書室范主任和杜組長的信賴和雅量，慷慨地把辛苦數十小時，專訪許

書劍教授的口述歷史珍貴文字稿優先讓我們分享和參考，使精采的「花樣年華」得以更快速地

完成。值得欽佩的是德高望重的許教授親自一個字、一個字工整地書寫 ， 嚴謹地一修再修，力

求符合「真 、 信 、 雅」的史實 ， 字裡行間處處透露出執著的科學精神與可貴的赤子心。

母系陳瓊雪教授是我特別感謝的老師，她在主導衛生署指標計畫 、推動社區大學持續教育彤

的百忙中，仍排除萬難 、不辭辛勞 、 鉅細靡遺地蒐集整理資料和照片 ， 盡力協助高齡九十且在

前兩年玉體微惡的孫雲熹教授編寫，並特別費心地趕在我執編時完稿刊登 ， 讓我能不負楊董事

長之託咐 (11 月 6 日董事長很客氣地交代筆者拜託陳教授看看孫教授的創系史是否寫好了?董

事長是兩年前邀請各系編寫創系史系列的。 ) 。陳教授疼愛與成全學生之心 ， 謙遜不居功的美

德與胸襟，實在令人感動和感激 ! 有她 ， 才辦得到這件、mission impossible" 的 !

感謝非常忙碌的李水盛李文授特別撥亢寫了「話說馬兜鈴酸 J '他以藥物研究中心主任的專

家角度，深入淺出地剖析 ， 解閉 、 馬兜鈴酸是何方神聖? " 之謎。楊錫欽教授是爽快 、坦誠 、

文筆好 、 有情有義的好醫師 ， 他對我每次的邀稿都是有求必應 ， 在此特別謝謝他。楊教授倪儷

「造訪蛙魚的故鄉 J' 讓大家分享、重溫那終年白雪喔喔、

景色如畫的 Rocky Mountain 和數不完的冰河，想一想那桂

魚逆流奮進的模樣 ，真是詩情畫意耶 ! 謝謝孫歇璟教授 ，

亦師亦友的好朋友 ， í 不一樣的望年會」裡透露著她一貫的

謙恭客氣 、 風趣訣諧 、不恆不火 、 幾許天真和調皮 ! 願她

在貝多芬不朽的旋律裡 ' 永遠青春喜樂 ! 顧記華教授是母

系的新銳 ， í 抗癌藥物的研發」讓大家一窺美國 NCI 在全球

尋找抗癌成分而特別選定的 S悶 assays 評估抗癌活性之究

竟。祝福貴團隊研發之抗癌藥小分子系列得心應手 ， 早日

進入人體臨床試驗，讓臺灣的卓越成就在國際醫學上出類

拔萃 ! 本期還有許多絕妙篇章 ， 例如陳萬裕教授的「長者高

天成院長 J '正巧與「花樣年華」的時空人物相呼應，充滿

對一代偉人的敬仰與懷念。陳連生院長的「簡介中英獎學

基金會」記述當年如何聰明地預先猜中考題，並機智地答

辯 ， 終能獲得留英獎學金的一段佳話。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 1969 年畢業，現任母院藥劑部藥自市兼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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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台大醫學校區
教師聯誼會望年會(二)

時間 : 2003年 12月 31 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基醫

大樓

攝影:郭英雄、王崇禮

n. 左起周松男、林東燦、李君男、蔡克嵩、黃博 圖8.前排左起林隆光主任、林芳郁@U院長、張上淳

卜沈銘鏡等教授 。 主任、彭英毅教授:後排左起蔡清霖教授、林夫人、
許權振教授、胡芳蓉教授、李伯皇主任。

W.廖廣義、江干代教授侃儷(前排左)與柯文哲主 圖 10. 前排左起張天鈞教授(亢儷、張慶忠、曾春典教
i等合照 。 授、王正一教授(亢儷 : 後排在起蘇銘嘉教授(亢儷、郭

英雄教授(亢儷 。

1 11 . 前排左起黃秀梨主任、藍萬烘主任、韓良俊教授 圖 12 . 侯勝茂主任夫人劉秀雯副院長高歌 曲助
厲、黃博昭所長與戴玉慈主任(後排左2) 、謝清麟 興 。

任(後排左3) 、黃貴薰老師(後排石1)等合照 。



信1\醫學科學絞 (國+丸)

教師聯詮會新舊仕幹事移交

一宏遠、簡國龍、楊志新、
于事陳宜君、洪瑞隆、賴凌平、曾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