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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NG FU 景福醫訊

禽流感的正解與誤解

流感病毒是一種 RNA 病毒，它的 RNA分

成 8 個節段而分別製造不同的蛋白質。病毒的

外表有兩種重要的抗原:血球凝集素(hema

glutinin, H)與神經胺酸酵素(neuraminidase ，

N) 。這兩種抗原經常發生變異，其中 H 比 N 還

重要，因為前者的變異比較頻繁，而且病毒必

須藉由 H 才能黏附動物細胞上的接受器並侵入

細胞。到目前為止醫學界共發現 15 種 H 與 9

種 N o 從可以回溯研究的 19 世紀末開始，在人

類病毒只出現過3種

H (H1 、 H2 、 H3)與 2

種 N (N1 、 N2) ，其

他抗原型式只見於

動物病毒，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則

被發現過所有亞型 。

李秉穎

會發生，所以世界衛生組織特別要求各國加強

流感的監測，並訂定各國的流感大突變應變計

畫 。這些禽流感疫情的出現，不但再度提醒人

們流感病毒發生突變導致全世界大流行的可

能，也改變了我們一些固有的觀念。

動物幸福毒不令感dj夫人頻?

以前大多數專家都認為動物病毒不會感染

人類，也不認為禽流感會感染人類。例如 1997

年台灣發生豬的口

蹄疫疫情，有些養豬

戶農民手腳出現水

泡，於是自認為感染

了口蹄疫，新聞媒體

訪問的專家卻發言

1997 年香港發

生 18 例 H5N1 型禽

流感感染人類的疫

惰， 2003 年 3 月荷

蘭出現 H7N7型禽流 A 型流感病毒的電子顯微鏡外觀

批評口蹄疫不可能

感染人類。當時我查

了一下醫學文獻，發

現專家的講法有

誤，以前曾經有過口

蹄疫感染人類的確

定病例，世界衛生組

織網站也說 “Foot感襲人事件， 2003 

年年底到 2004 年年

(圖片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綱站) 。

初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又在東南亞肆虐。這一

連串的禽流感事件， 屢屢讓世界衛生組織進入

流感全世界大流行(pandemic)的初期警戒狀態

中，但後來好像都沒事 。 不過基於過去的經驗，

所有專家都認為流感的另一次大突變將來一定

2 

and mouth disease 

may affect humans" 。 如果去查禽流感， 一樣

可以找到一堆禽流感感染人類的醫學報告，而

且很多是 1 997 年以前就有的報告 。

流感病毒藉由血球凝集素與動物細胞表面

2004 年七月



的接受器結合，然後侵入細胞內造成感染。不

同動物流感病毒表面的血球凝集素構造不同，

所以它們對不同動物細胞接受器的吸附力有強

弱之分。但較弱的吸附力不代表一定無法感染，

如果人體接觸的病毒量太多，動物病毒還是可

以侵入人體。所以來自香港與東南亞各地的疫

情資訊都顯示，罹患禽流感的病例大多跟雞鴨

有過密切接觸。

以前大家都認為禽流感不會感染人，但是

禽流感與人流感病毒都可以吸附豬細胞，所以

發展出一套廣泛流行的理論:新型人流感病毒

的出現，是禽流感與人流感病毒同時感染一隻

豬，在豬體內發生八段 RNA 節段的基因重組

(reass。此ment)後產生全新病毒。過去我一直認

為這個理論有些疑點，其中一個疑點是歷史上

的幾次大突變都涉及 H 的改變，流感病毒的 H

分子是用來吸附動物細胞用的，如果這個 H 直

接來自禽流感病毒，則這個剛剛重組完成的新

病毒吸附人類細胞的能力應該不強，也不至於

引起大流行。可能的解釋是上述基因重組發生

以後，病毒的 H 分子還需要出現能夠吸附人類

細胞的過應性突變。最近有學者設法找出 1918

年俗稱西班牙流感

的大突變病毒基

因，其核酸序列分

析的結果顯示這病

毒並不含有當時所

JING FU 景福醫訊

感病毒的出現不一定需要豬當作媒介。

紛紛為毒汶圳發容易感染人頻

動物病毒雖然有時會感染人類，但那是接

觸大量病毒後的特殊案例， 一般情況下無須擔

心這種事情。人得到禽流感的消息爆開以後，

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南亞都出現雞鴨滯銷現象，

肯德基也開始不賣雞，這當然是不必要的恐慌，

但還是逼得台灣衛生署相關人員在新聞媒體前

猛吃炸雞以安人心。當時有一則新聞報導(2004

年 2 月 6 日) : ，-行政院長大膽作出宣示，只要

有人因為吃了熟雞肉而感染禽流感死亡，政府

將賠償 5 百萬元。」個人認為這宣示實在有夠

小膽，吃熟雞肉根本沒機會得到禽流感，除非

有仇人在雞肉煮熟後偷偷撒一把禽流感病毒在

上面。如果是我出來宣示，我會說只要吃熟雞

肉而得到感染，無論死活均賠一億元。

人待人是大流行的結祥之一

1997 年香港剛剛爆出人類感染禽流感事

件時， 一次演講會上有記者問我全世界大流行

是不是就快來了，我答稱還沒有證據顯示即將

發生大流行。這是因為香港傳來的訊息顯示感

知的人流感基因成

分，所以有人猜測

它可能是禽流感病

毒直接變來的。禽

流感感染人類的諸

多案例，也讓很多

人開始認為新型流

1976 年美國豬流感疫苗全面接種一景

染者大多是散發性

病例，此點跟人流

感很快一家人全部

感染的現象有很大

差異，也表示 H5N1

型流感病毒還沒發

展出對人類細胞的

高度吸附力與攻擊

力，所以無須擔心

馬上會發生大流

行。判斷是否會大

流行的重要指標之(圖片來源: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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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一是人傳人，一旦接觸病例的很多人都得到感

染，全世界就必須馬上拉警報。 2002 年大陸發

生香港訪客全家感染並有數人死亡的事件，後

來的新聞又說很多照顧肺炎病人的醫護人員都

病倒，當時我馬上想到流感大突變，沒想到後

來證明是冠狀病毒大突變，但其一致的原則都

是我們必須相當注意有高度人傳人能力的怪

病。

會成惑人待人不必法引起大流行

禽流感疫情佔據報紙頭版版面時，大家一

直追蹤有沒有人傳人的病例，一旦出現疑似人

傳人病例時，新聞媒體就開始興奮地哀嚎，這

也不太對。人傳人固然是大流行的重要指標之

一，但其關係並非絕對的必然，還必須看人傳

人事件的多寡與受影響區域的大小。其實在

1997 年的香港 H5N1 禽流感事件中，就有人傳

人的個案，其中一例是照顧病人的醫師得到感

染 。 一個事後的禽流感抗體調查則發現，接觸

家禽者的感染率為 2.5%- 實驗室操作病毒者為

1.4% -照顧病人者則為 0.8% 。醫學現象大多

不是必然，而是偶然;感染機會不是零與一的

對比，而是數字機率的高低。接觸病人呼吸道

分泌物以後，如果沒有好好注意衛生習慣，大

量禽流感病毒仍然可能經由人傳人的途徑傳

染。同樣地，一位曾經得過水痘有免疫力的醫

師，在摸過7.1<痘病人以後又摸自己鼻子，可能

會罹患第二次水痘(個人看過兩例了)。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曾經有過類似的誤判，

可算是他們歷史上最大的恥辱。故事開始於

1976 年 1 月，當時美國一處新兵訓練中心發生

一人死亡、數百人發病的疑似流感疫情，其中

檢出的株豬流感病毒。當時有專家認為全面流

行的爆發己迫在眉腫，於是開始製造豬流感疫

4 

苗並要求全民接種。但一直到年底，豬流感一

直沒有流行跡象，所以決定停打疫苗，但醫界

發現疫苗可能引起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
此事引發超過三千九百件控告豬流感疫苗惹禍

的訴訟案件。(附記:美國人最近大打天花疫

苗，個人認為這也是笨笨的窮緊張。)

預防大突變成感來摯的學俯

美國豬流感事件帶來一些訊息:美國製造

新型疫苗的經費需要美金一億多元，一旦流感

發生大突變，所有疫苗廠都會在 6-9 個月後開

始大量製造疫苗，但台灣還得等其他先進國家

人民都打過疫苗以後才輪得到。為了因應未來

可能面臨的這種困擾，國內流感諮詢委員會曾

決議鼓勵國內發展自製流感疫苗的能力。此

外，在疫情初期我們一定會面臨抗流感藥物存

量不足的問題，而像 oseltamivir 這類藥物一定

會缺貨。筆者在委員會提出這個問題後，大家

也決議衛生單位必須保有這類藥物一定的庫存

車。

(作者你母校醫學*- 1983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院小兒

科副教授)

j~j~j~j~j~j~j~j~j~ 

4-6 月徵信錄 ! 
周松男 NT$ 5,000 
王乃恭 NT$ 5,000 
陳忠純 NT$ 5,000 

| 江克琳 NT$10,ooo | 
蔡錫堯 NT$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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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路上的人主是給

『創新、改革、致用』

在四十年醫學生涯中，從實驗室到臨床醫

療，從研究到教學，從國外到國內，自覺累積

了不少工作及生活的心得。這固然是喜好讀書

深思的性格使然，從多位接觸過的有成就的學

者前輩所得的教化更是有深厚的影響。尤其在

國外的經驗，使我深信一個人要勇於創新、勇

於改革。我也更認為我們的努力終究的目的，

應該為的是服務人群。

我於蘆溝橋事變發生的 1937 年，生在屬

於日本瘟民地的台灣。父親是日本早稻田大學

畢業，母親是早年在台灣文化協會活躍的詩人

陳虛谷的長女。因此家中不乏各種書籍，加上

日本人撤回本國時，留下很多小孩、少年可讀

的偉人傳記及勵志向上的圖畫叢書，從小就有

機會瞭解很多成功立業的人物背景、致勝要

訣。十歲時閱讀三國演義直譯為日文的小說。

性情本來就傾於內向的我，就更養成常常自省

思考的個性。

第一個使我傾倒的人物就是當時日本政府

廣為宣傳，出身極為窮困，而努力求學成名，

獲得多國勳章的醫學研究者，野口英世 。 後來

才知道他是到 Rockefeller University ，發現梅

毒螺旋菌是 general paresis 病原的一位，而他

的成就也不如我幼時腦中想像的那麼偉大 。 其

他對我的思考能力有敢發作用的很多，但最重

2004 年七月

許清曉

耍的可數 Sigmund Freud 的『精神分析入門』

一書，他對於「潛意識』的存在，層層深入地

思考、推理、分析，使我有竅門頓開的感覺。

胡適對『科學」、 r民主』的重視，孫文不屈不

撓的精神，也都給我將來的人生觀深沈的影響。

從這些書籍，我自小就相信，人不必有大

的頭銜官位或強有力的背景，只要努力，致力

於新的發現或創作，就能成名。同時心中只想

做醫學研究、揚名於世。 1963 年台大醫科畢業

之前，就到後來當衛生署長許子秋醫師主持的

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作些霍亂菌在淡水河

水內可以存活多久的實驗;畢業論文作肝炎的

臨床數據的詳細調查，都沒能做出什麼眉目。

不過有一度寒假期間，有機會到當時在台大隔

壁的美國第二海軍醫學研究所，到數年後因為

Chlamydía pneumoníae 的發現及其 mlcro

agglutination test 的研發而著名的王三聘醫師

實驗室見習。當時已感到:醫學研究是需要有

良好的研究環境，具備新技術、新儀器，作別

人從未做過的嘗試，才是有新發現的捷徑;而

有創意及新發展，學以致用，才是研究的目標。

同時也覺得，在病毒學及生物化學的領域較有

更多發展的機會。其實以後才知道，有能力、

會努力、有創意的人，在什麼領域、什麼行業

都能有一番作為。

5 



JING FU 景福醫訊

1965 年到美國後，到相當好的教學醫院，

Jersey City Medical Center 及 New Yo巾，

Bronx 的 Montefiore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分別接受內科醫師 straight medical internship 

及 first year medical residency 的嚴格訓練，其

中影響我最深的是第一位直接訓練我長達三個

月的 senior resident, Bob Sidel。他原來是 PhD

學生，在 Boston City Hospital 己當完第二年住

院醫師，因為表現實在優異，受到 JCMC 內科

主任 Dr，﹒ Jehger(發表 Peutz-Jehger syndrome 

的一人)邀請，再來當 JCMC 的第二年住院醫

師，直接訓練實習醫師(由此也可見，在美國，

注重的是做什麼事，而不是什麼頭銜)0 Dr. Sidel 

給我毫無鬆懈的最標準的臨床訓練及責任感的

灌輸。為了給病患迅速適當的治療，為按時完

成工作，做醫師的是幾乎每天得無眠無休，絲

毫不得有怨言。他做事的熱心、誠意、懇切的

態度，都成為我以後做醫師的準則。我的第一

位 teaching attending 就是後來當美國衛生部

長的非裔血液學專家 Dr. Luis Sullivan 0 我的五

年學長，劉榮甲醫師在 JCMC 以優秀的表現，

完成內科醫師訓練後，就是隨他繼續血液學的

研究。我們兩年後在 Boston City Hospital 又緊

頭， Dr. Sullivan 又當我負責病房的 teaching

attending ! 

第一年住院醫師時，為了準備 journal

club' 細讀一篇由 Jonathan Uhr 寫的 delayed

hypersensitivity 綜論，文中描述有關淋巴球的

最新發現。淋巴球在 1959 年被發現可以由不

知其功能的“慢性、靜止"的細胞，刺激成為很活

躍的淋巴芽細胞(blast transformation) ，更得知

幸日 delayed hypersensitivity, cellular immunity 

有關，而成為免疫學家最注目、最熱門的尖端

新技術'該發現也被譽為是六0年代十大醫學

發展之一。正好我 1967-1968 年到 Bosto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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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當 senior assistant medical resident 

時，所負責的病房 teaching attending 是正在做

淋巴球培養研究的 Sidney Cooperband 0 他的

信箱每天都有一兩張他發表的淋巴球論文的

問print requests '是正在發紅的一位研究者。

在我的懇求之下，他收我在他的實驗室，利用

下班時，晚上、週末、休假，利用外科開刀取

出的腫瘤組織，在試管內刺激病人本身取得的

淋巴球。當時的淋巴球培養研究方法粗糙，我

得到的結果也是相當勉強，不過到 1971 年才

發表的此篇報告卻收到世界各國六百多張

陀print requests '在以後幾年內被引用十六次。

主要是因為這項實驗，正是世界各國研究者想

要做的。我雖是主筆者及做實驗者，這個 idea

及文章的修改都是 Dr. Cooperband 的功勞 o

到 Boston City Hospital 的另一主要收穫，

就是認識了多位國內外著名的臨床學者，其中

接受我住院醫師申請的前內科主任 Franz J. 

Ingelfinger' 繼任的主任 Arnold Relman '都是

前後擔任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申恩編輯的美國國內醫界重量級人物。我

和 Dr. Relman 在他接任 NEJM 總編輯職務之

前，有約半年時間都得每週一次向他報告前一

晚值班的經過、住院病人的詳情。他是一位堅

守原則，在醫界有一言九鼎份量的嚴肅穩重的

學者，晨報時還會檢視我的衣裝，調正領帶、

腰帶。

以後發現，在 Boston 的一年是我一生工作

上最愉快的一年，但不知如何描寫為什麼會感

覺如此的舒過。最近才聽一位 Yale University 

的教授說，在 Boston 和每一位學者談話，你都

不會感受到對方都想表現他比你優秀，這正是

最適當的說明 。 我努力工作應該是因為我喜歡

這項工作，應該是因為這項工作對人有幫助，

2004 年七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而不是因為我想出人頭地，不是因為我想證明

我的能力，不必處處和人比較高低。

下一年度，我到 New Jersey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的 Section of Liver 

Diseases and Nutrition '因為主任 Dr.﹒ Carrol

Leevy 會讓我自己設立淋巴球培養實驗室，給

我有機會在從未有人報告的肝病和淋巴球之間

的關係'做些創新的研究。當時有一位醫學生

Mark Silk 發表了一篇文章，報告癌症及尿毒症

時的血清可以抑制淋巴球的芽細胞反應(blast

t間的- formation) 。因為這兩種病症都已知會有

免疫不全的臨床現象，這是很有趣的發現。這

個報告引發我的猜測，可能膽管阻塞時 bile

acids 在血中的回積，也可能使淋巴球反應受抑

制。我習價於在對一項假設做實驗證明時，順

便會花很多功夫同時檢查很多的其他可能性。

結果血中 bile acids 的增加不會抑制淋巴球，但

發現肝硬化病患的血清會抑制淋巴球反應。

1971 年發表的該報告是肝病和淋巴球之間確

有某種關連的第一篇文章懿。相信也是因為我的

方法較以前的描寫更清楚、簡單，其結果屢受

其他實驗室的確認，被引用逾二十年，共一百

次以上。 Dr﹒ Leevy 給我印象較深的一句話就

是，做研究，一定要能寫出好文章，不論研究

內容或結果如何，寫作的好壞可以影響論文會

不會被閱讀，其重要性可高達 50% !當時我心

中認為只要有很重要的發現， 一定會受到注

意。不過以後還是相當同意他的說法。

※ Hsu CCS, Leevy CM: Inhibition of PHA. 

stimulated Iymphocyte transforma- tion by 

plasma from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lcoholic cirrhosis. Clin Exp Immunol, 

1971; 8: 7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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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我轉往 Columbia University 的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在 Elliot Osser.man 

的免疫學實驗室，一邊對免疫學做更深的瞭

解， 一邊繼續做淋巴球實驗。 Dr. Osserman 發

現了 monocytic leukemia 病患尿中有

Iysozyme' 可以大量地分離，是很受尊敬的學

者。他有一執著，就是如果不確認結果正確無

誤且完整，絕不隨便發表文章; 一發表就是要

成為經典之作，“classic" 。他手下的研究員兩三

年內都無法發表一篇報告，但一報告，他就是

這方面的權威。

我在此實驗室也設立淋巴球培養的設備，

更進一步摸索，發現牛的胎兒蛋白 fetuin 可以

刺激人的淋巴球。兩年後，又證明它可以刺激

牛的淋巴球。異於以前所知的植物性淋巴球刺

激物 phytohemagglu加in 及 pokew的d mitog凹，

胎見蛋白是人、牛都有，是在體內和此免疫細

胞共存的動物性刺激物;加以在懷孕時、胎兒

中父親的組織抗原能夠成功地在母親的子宮內

被接受時(就是免疫機能有重大變化時)，其血清

中濃度會劇昇。如胎兒蛋白有試管內刺激淋巴

球的能力，其體內功能是否與細胞免疫有關，

耐人尋味。此項發現五、六年後，對來西北大

學拜訪的 Anthony Fauci 提起，他也覺得非常

有趣，可惜並無人繼續追查，也幾乎沒有被人

哥!用。在 Institute 時，也和一位年輕的 Pa叫

Loge巾合作發表肺癌患者血清抑制淋巴球的

程度和血中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濃度有關連的文章，被引用五十次以上。

在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一年以

後，我又轉到紐約 Mount Sinai Hospital ' Ku付

Hirschhorn 的淋巴球實驗室繼續研究。 Dr.

Hirschhorn 是證實 Iymphocyte blast transfor

mation 和 cellular immunity 有關的一位。我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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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處除了繼續做血清抑制淋巴球相關的研究，

我也發現 fetuin 含有少量不同抗原性 、 不同

isoelectric point 的分子。因為這些有關 fetuin

的報告， 1976 年受邀出席每年在比利時舉行的

研討會， Protides of the Biological Fluids '擔

任其中一節目主持人。不過有關這牛胎見蛋白

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就很低了。只有東歐一

學者，以後發現人的胎見蛋白也有少量的另一

種胎兒蛋白，引用了我的發現。不過當時有人

向我建議是否設立一個 fetal protein 的同好組

織，發展這方面的研究。

在這兩年，我的收入極少，為了要補貼家

用，不得不在小醫院晚上兼差 ， 白天去做實驗 ，

少在家過夜，又只有一部車子夫妻兩人使用，

非常辛苦， 也不得不讓已有兩個孩子的愛妻玉

麗，暫時攜子返台六個月，讓我一人在美國拼

一下。

1972 年，我正式就職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

院內科的 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 因為

該科主任 Ph i lip Paterson 很有眼光，預知淋巴

球和感染症的重要關連性，尋找一名淋巴球專

家加入陣容 。 Dr. Paterson 是免疫學家剛知道

有 celiular 及 humoral 兩種 immunity 時，用動

物實驗證實動物的 multiple sclerosis (experi

mental autoaliergic encephalomyelitis)要使用

淋巴球、不是血清，才能從一隻發病的動物傳

給另一隻動物而著名的學者。他的寫作能力特

優，又是完美主義者，常常出去開會數天回來

就有十多篇稿件來自各雜誌'要他審稿。我接

受他書寫的訓練，修改論文，受益最多 。 他說

寫論文如同寫出一部好的交響樂，要能開始就

吸引讀者，文辭銜接宜順，前後暗筆呼應，此

起彼落，最後逐漸進入高潮來終結 。 經他嚴密

修改幾篇文章，我以後的論文、 grant proposals 

8 

的書寫，有些還會受到審查者的讚賞。他更嚴

格的要求有效的上課、演講方式 ， 每次都要事

先瞭解聽眾的背景，不浪費聽眾的時間 ， 確實

收到演講的效果。

以後的一兩年， 一方面要通過筆試、口試

取得內科專科醫師資格;又要趕緊學習臨床感

染症學，帶領會診;又要寫出一流的研究計畫 ，

取得研究費;又正好喪母、收入也不高，生活

可說是艱辛無比，發生心律不整，持續達半年

之久。所幸，因為研究能力頗受肯定，在醫學

院還覺受尊重 。

值得一提的是 ， Paterson 、 H i rshchorn 、

Uhr 、 及其他多位當時非常出名的免疫學家，如

Gerald Weissman (Iysosomal membrane的權

威 )、 Edward Franklin ( 發現 heavy chain 

disease) 、 Rochelie Hirschhorn (Kurt 的夫人，

淋巴球電子顯微鏡的權威)等等，都是幾乎同一

輩從 New York Univers i旬" 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出身，該科主任則是當時研究 transfer

factor 非常有名，創 Celiular Immunology 期刊

的學者 Sherwood Lawrence 0 Dr. Lawrence 並

沒有要求手下做他的 transfer factor 的研究 ，而

鼓勵每個人都研創並發展出各自的專長，每位

都因此而出名 ，也使 NYU 成為當時世界免疫學

的重鎮，可說是教育研究者的典範 。

我到職不久， Dr. Paterson 就建議應該轉

移注意力到新的研究方向，該設立 B句mpho

cyte marker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 su巾ce

immunoglobulin sta i ning) '及可算出 T-Iympho

cyte 的 E-rose加 formation 等方法，因為這兩

種分別計數 B- and T -Iymphocyte 的方法是正

受人注目的新發展 。 那時西北大學有一位 MD ，

PhD program 的學生 Gerri Marti ' 喜歡研究，

2004 年七月



常到我的實驗室來。他看到我要開始 T-celi ，

B-celi marker study ，就帶來一個 Iymphosar

coma celi leukemia 病患 EP 的血液。這個病人

隨時血中都有三十萬到五十萬的白血病性淋巴

球(Ieukemic Iymphocytes) 。當時對 leukemic

Iymphocyte surface marker 的瞭解是:都是

B-Iymphocytic origin '都有 surface immuno

globulins (Slg) ;由 T-celi 引起的 leukemia 只

有三個個案報告。

EP 的血液檢查顯示，他的 leukemic celis 

原來是 T Iymphocyte origin '但似有一些跡象

顯示有不明來源的 Slg 。我又發揮「好奇、思

考、假設、查證』的精神，持續做更多的檢查。

結果在以後連續數個月，每月從病人身上得來

的新鮮血液檢查時發現這些 T leukemic celi 上

都逐漸出現了 B celi 才有的 Slg' 就是說 EP 的

leukemic celis 在兩三個月內全部變成為同時

有 T 、 B 兩種特徵的癌細胞。

這種現象對當時認為 T及 B 細胞是絕對分

開、不同細胞的觀念，是會有相當大的衝擊。

經 Dr. Paterson 指導如何在十五分鐘內清楚地

描述這一連串的變化之後(他還教我引用

Shakespear 的著名一句:“To B or not to B, 

that is the question") ，在 1974 年在 Atlantic

City 的 FASEB meeting 報告。結果是百分之百

的成功，聽眾鼓掌多時不絕。 Dr. Paterson 很

得意的帶我去向免疫學會會長介紹“This is 

the man who p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 

and B into question!" ，不僅與會的免疫學家都

知道這個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連替我用

Slg 及用他製造的 anti-T-celi antibody 確認 EP

細胞特性的共同著作者 Dr. Ralph Wiliiams '都

遠從 New Mexico 來電話祝賀說，聽說你的

presentation 很成功。一個月後在一國際會議，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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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聽一位波蘭來的學者對我說，你，起碼在我

們國家，是 ve叩 famous! 顯然歐洲的學者也

很快的聽到這個報告。以後再拜訪 Dr.

Osserman' 以前對我的研究沒什麼好印象的

他，也不得不說: You are ahead of your peers! 

我也曾為了尋求其他職位，寄出我的履歷書，

請 Dr. Relman 替我寫推薦書，腎臟科專門的他

還回信說: 1 did not know you are doing so 

weli !都使我感到滿意難忘。有一天， Dr. 

Paterson 白 NIH 開會回來告訴我說，“會中有

人問我為什麼你那裡的 Clement Hsu 會有那麼

多的 new observations?我回答說，我看他一天

到晚都是在作實驗、自己看顯微鏡! "。要有新

發現，除了隨時有創意地思考，是必須要親自

下手做實驗，自己徹底熟悉每一個實驗及工作

的過程細節，並要能很敏感地察覺異常現象所

可能代表的意義。那時期， Dr. Paterson 在每

一步 EP 的新結果出籠，聽我興奮地向他描述，

最後再看過我的實驗報告之後，他就給我評語

說“You can make new observations!" 

此項發現可說是我的研究事業的高潮。

1976 年得到美國公民權時也因此連同其他二

十餘名得到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Citizenship Council 的 Outstanding New 

Citizens of the Year 的獎狀。自此，如果我沒

有信心得到很好的反應，我就沒有興趣上台

present '演講也必須準備得十二分完備。 Dr.

Osserman 的執著我也終於感受到了。

以後我又觀察到 B-celi 表面可以同時帶有

IgM, IgD 以外的 endogenous isotypes '在

thyrotoxicosis 病患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這應該

是很重要的發現。但是沒有臨床病患的來源就

無法繼續此類需要大量病人血液的研究工作。

以後， EP 的細胞又拿去做出 rabb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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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erum '可以偵測 B 細胞，使我對 anti

leukemia antigen 發生興趣，以後根據英國

Melvin Greaves 的方法成功地做出了 acute

Iymphocytic leukemia-associated antigen 

(ALLA)的 rabbit antibody ，也因此獲得 1980

年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的 research

contract 。 此類合同在宣布後僅四週內就要交出

計畫書，有十三名申請者，只有四、五名能獲

得。前 NCI 的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主任

Nathan Berlin 對我說， 這和得到一般 grant 不

同，“It is an honor ! " 

不過我也瞭解到我再繼續研究工作的時間

已沒有了，因為 monoclonal antibody, flow 

cytometer 等新技術的出現，使我無法再去學習

這些技術，更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其他知識的配

合，臨床醫師的實驗室研究，深度有限。而我

台大護理系畢業的內人突然在幾個月內雙耳失

聰，兩個孩子要讀書，經濟境況也已不容許我

再不考慮增加收入，只顧自己的興趣。這時也

使我切身地感受到收入的重要。做研究、發表

實驗的新結果是很可令自己滿足，但對家庭的

照護、經濟上的責任還是要顧及。因此我就開

始在感染科新上司調派我去的醫院作感染科主

任，致力於臨床工作。其實 1981 年 AIDS 出現，

淋巴球在感染症的重要性已受大眾的注目，但

我後來的大學感染科主管已將我的實驗室逐步

拿去自己使用，我也正式退出實驗工作。西北

大學醫學院後來有 AIDS Center 就是用我設立

的淋巴球實驗室及訓練出來的技術員開始的 。

回想不到二十年的研究生涯，並未能達到

持續揚名於世的地步。但已使我有充分的自

信，繼續以後的工作。也開始感覺到人生不應

該是為加強自己的信心而做事，或拼命地考取

各種證書、執照，爭取各種大的頭銜，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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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這些文件可能是有增加收入的作

用! ) 。再大的名譽、頭銜都遲早會隨風消逝。

人生如能讓小孩的生活充滿希望，使他們的將

來更為充實;如能幫助在困苦生活中掙扎的

人、給人雪中送炭，也是很愉快的事，人生重

要的目的可能就已達到了。我認為人生不是要

設法爭取更大的官銜或地位，而是要竭盡自己

的能力做事 ，以服務人群 。 研究工作不是為強

化自己的名聲，而是要做出對人群有用的事。

開始臨床的會診工作，收入也逐漸好轉，

玉麗也不懼雙耳失聰的困境，再讀西北大學工

學院，修完電腦碩士學位，順利地在美國榮民

醫院系統的資訊中心就職，也有優秀的表現，

生活上的壓力有明顯的抒解。我更撥出時間全

家四人一起去做些健身的運動，是一生中最快

樂的時段。我們的生活也不以自閉、自我欣賞

地、孤獨地過日子。我們醫科畢業班的同學三

十年來都有密切的聯繫，每年都有兩期班刊，

讓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近幾年來國內外二十

多位同學幾乎每天都以電子郵件方式集體談

天、說笑、辯論、互相鼓勵，成為生活上最溫

馨愉快的經驗。

我在美國的純臨床工作，以會診追蹤由養

老院住院的慢性病患有感染的老人居多。因為

醫院繼續提供我研究經費，我就以住院的養老

院病患為對象，提出研究計畫，持續調查收集

住院老人的臨床資料 。因為我對發表別人已知

道的臨床調查報告沒有興趣 ， 這些工作為的是

使自己對老人感染問題有深入的瞭解 。 我同時

開始加強對學生的教學能力 ，尤其是我設計的

如何使用抗生素的一張臨床使用簡表尤受歡

迎，迄今二十五年，還是會讓對抗生素不熟悉

的醫師及學生感到很好用，也主要是因為這些

教學，我還受到西北大學的表揚。這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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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義會)
說A

婆一

candiduria 的處理也有較深的瞭解，發表的一

篇 2-day bladder irrigation with amphotericin 

B 頗受人注意、討論。有關養老院病患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帶菌的調查則是我的最有用的報告。

美國的養老院當時有一個規定，不讓帶有

抗藥性強的 MRSA帶菌病患成為住客，而這些

從養老院因病住院病患常帶有 MRSA ，此種帶

菌者又很難根除此菌，結果在急性病治癒後不

得不持續住院。這對以 DRG 按件計酬方式收

費的醫院成為一定會賠錢的病患，因而很多醫

院已開始不歡迎養老院的病患住院。當時我做

了一項調查，在兩家社區醫院，兩個不同時段，

共三次調查，結果顯示從養老院生病住院的老

人身上分離的葡萄球菌有 methicillin resistance 

的菌株(MRSA)比例，是從社區住院的老人身上

分離的葡萄球菌中 MRSA所佔的比例的三倍之

多，表示醫院內的 MRSA 其實就是養老院病患

帶進來，然後在醫院內傳播開來的。這篇文章

被引用近五十次，也被醫學電台廣播。最重要

的是，以後養老院不再拒絕帶有 MRSA 的老人

居住了，許多醫院也因此又恢復收治養老院病

患。從這點可以看出，美國的制度非常靈活，

只要有證據，制度規定都會立即改正。

1990 年，我決意回台灣工作。原因是父親

年老，需要有孩子在較近的地方，以便緊急時

照顧。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到，學要能夠致用，

與其留在美國享受較高的收入，不如個人回台

灣貢獻心得。做此決定，愛妻玉麗能夠同意，

我每每想起，就心中感激不已。我首先到花蓮

慈濟醫院五年，然後到羅東博愛醫院近兩年，

再到衛生署花蓮醫院七年多，最後到高雄阮綜

合醫院。始終都以感染控制為主要專業，有一

段時間在慈濟護專及醫學院教書，也有機會在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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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主管機關做些諮詢委員，並到全台灣各醫

院評鑑、察看台灣醫療的一般水準。也瞭解到

台灣抗生素的適當使用、病歷的書寫等和醫療

品質的表現最有關係的基本作業，最需要加

強。到各醫院演講的結果也深覺繁長的指引、

上課、演講很少有效果。 i返台時期，一人在台，

又常覺未能發揮所學，心中感觸特別的多，寫

出一些詩歌發洩心中情緒，附在文後。]

對抗生素的適當使用，我從 1998 年就有

機會到遍佈全台灣二十餘家中小型醫院，抽查

使用過抗生素的病歷，瞭解到因為指引不當，

審查管制過嚴棠，怯用該用的較昂貴的所謂管制

性抗生素，而選擇不適當抗生素的比例高達

37% '因而延誤有效治療五、六天以上的達

12.6% '其中一半病人直接或間接因此而死

亡。如以最低最低的估計，先排除已很重症病

患，全台灣因此冤枉死亡人數達每年兩三千

人，可進入十大死因之一 !這種仔細察看病歷

內容，瞭解病情及抗生素是如何被使用的調查

工作是很花時間、很難做，還要有抽查多家醫

院病歷的機會。但是如果要瞭解抗生素如何被

誤用，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正確的作法。

因為這個報告受到廣播媒體的報導，抗生素適

當使用問題的嚴重度，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受到

全台灣醫師的注意，及健保局的公開保證:只

要病歷上寫的清楚，該用的藥從來都會給付 。

問題的全面改善已是必然會進行的事。這是返

台後自覺最有用、最令我欣慰的一件工作。不

過，這報告在有數據之後，雖有近兩年時間企

圖和各方協調、改善，但都無法有任何進展。

而要到受新聞廣播媒體的曝光，才開始聽到某

※許清曉:台灣住院病患抗生素使用管制過度

所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及其補救辦法。感染

控制雜誌 ICJ 2003; 13: 2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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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迴響、對醫師們的醫療用藥行為才開始有明

顯的影響，是很值得深思!難道棘手的問題都

要靠新聞媒體曝光才能解決?

決定返台之初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受到很

多位朋友、同事、長官很多很大的幫忙，回台

以後的事業，感覺比在美國還要坎呵，更為辛

苦、複雜，有非常大的無力感。主要原因有多

項，都是學術界及社會習俗使然。也都是應該

反省改進的問題。

第一，學者沒有從 Curriculum vitae 察看

一名學者的經驗及能力的習慣。回來台灣到各

處演講或做事，從來沒有被要求看我的履歷

書。甚至有人把要求看 CV 一事，當作是無禮

或是苛酷的要求。正式官方要求的履歷表也是

只填寫限於過去幾年的成績。如此，如果有位

十年前有過豐功偉績的人物也無法呈現他的成

績。在國外，被邀請去演講時，事前提供 CV

給對方的人員，讓他們仔細瞭解所發表過的論

文，清楚講師的底細，已是必定的過程及禮貌。

未能正確地認識人的才能，就無法善用人，對

社會是無法估計的損失。

第二，對評估學者的能力或成就，幾乎都

沒有人注意文章被引用的重要性，而是只在計

數已發表論文的數目，及登刊文章的雜誌『在

SCI 的排行榜』有多高。這『排行榜」之被視

為文章品質及重要性的準則，似是台灣較特殊

的習慣，以前從沒聽過。到最近一年，因為大

學的評審標準問題，才將論文被引用次數、文

章內容品質的重要性搬到檯面。論文沒有被多

次引用並不代表那篇論文或所做的研究不重

要，但是被引用多次的論文，則可以說必定是

對學界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應該是評審該學

者醫學成就的重要依據之一 。以相當嚴格的標

12 

準，要看一個人在學術上或在社會上有過什麼

貢獻，可以假設世界上從沒有這個人，學術上 、

社會上是否有什麼工作的進展會延後，是否對

其他某些人生會有重大的影響。

什麼樣的論文會受引用?自然是有創意、

有用的研究或是新發現，才是大家會注意的，

才是對學術的發展有貢獻的。如何才能有創

意?則是先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自由發揮的

機會。一般國人這種能力似乎較需加強，是否

和受到過去幾十年獨裁專制的政府抑制思想有

關?不論如何，這方面的努力是最先需要培養

的。

第三、對學者專家最不公平的就是「官大

學問大』的弊習。這是各國多少都有的現象，

但是台灣專家意見的不受重視，似是相當地嚴

重。難怪學者都競相爭取最高的行政首長地

位，以為『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最高目標。

研究有成，沒有利用他既有的才能繼續做更進

一步的學術探討，而轉入行政工作去了，對專

業的深入發展是莫大的打擊。不尊重學者，自

然不可能讓學術有多大的發展。

第四、學界之內意見相左，是常有的事，

應該是以舉證、討論、辯論來解決。如一方錯

了，就坦承思考欠完整，改正過來就是。爭辯

完了，互相還是尊重對方的專業知識，還是好

朋友。這才是學者「就事論事.Jl '客觀地討論的

態度。不能有抑制對方發表的機會、不見面、

不討論、不澄清等不健康的現象。更不可以不

仔細研讀、瞭解對方的說法就寄黑函、背後誌

毀，來打擊對方。學術界本來就是廣聽各方的

言論、熟習各種學說，才能保有其學術地位。

別人的研究或工作優秀，也應該要不吝出聲讚

揚，予以回饋意見，才有互相鼓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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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醫師是操縱病人生命安全的神聖職

業。醫德的重要性也無比的重要。但是自從醫

院醫師按件計酬的制度傳開來之後，部份醫師

拼命想增加收入，似乎已達走火入魔的程度，

對病人的責任感逐漸淡薄，失去將病人的安全

作為第一考量的醫師基本守則。這是許多國內

資深醫師多年來感到疾首痛心的現象，但卻都

無法改正這種趨勢。

在國內外輾轉多年，見過很多有成就的人

物，而覺得學問越深厚的人，越謙虛;見聞越

廣的人，越不會自認最偉大，而勇於認錯改過。

希望十年後，在我們走過這人生之後，有人閱

讀這篇文章，會說:原來那時的醫學界有這種

陋習!

「歸路愁忠」

昔日京華，香脂銷魂，

春紅時節如夢。

遊倦歸路，落葉枯樹，

夢斷只求衣食足。

強笑古今天下歡情歌舞，

盡似風前燭火，瞬問消失。

怎奈何，情難阻，

彩雲白月撩忠故，

一線愁思，

萬般愴楚。

「坪榜的詠嘆」

月前重遊中央山脈，山水景觀如故，人物

歲月卻異，飛逝的三十年就彷彿是一場夢，只

留下言不盡的悵愁:

碧峰白 J廉霞雲間，緣木登高望天邊，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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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低。于懷故跡，夢幻一覺三十年。

老漢曾幾是紅顏，熱血滿腔氣勝天，

異鄉日月血汗揮，先賢中外嚴自勉，

深山花開鮮人知，玉石精華何時現，

春去秋來花凋零，天移時盡雁南歸，

新面舊識求知音，忽見後山心喜悅，

當年誓志越洋飛，今年訴情山與水，

山川悠悠水長流，光陰無情生手游迪。

「獨遊海邊」

暖風輕，遠洋船行，

白雲似浮萍，

憶未顏笑容相迎。

豈能忘，異鄉年年共甘辛。

直懷念，同屠日日身偎依。

空嘆息，獨伴浮雲，

天涯方知非比鄰。

何苦來，雙燕分飛，

孤寂只為伯樂尋 o

秋閒相忠、揮詩吟。

筆墨沾心，

萬里傳真情。

「意境」

束望一片平洋，

西眺千重峰巒，

頂上萬里晴空，

心靈忽通宇寰。

原是深山清流，

何堪一身污泥濁浪。

只願臨去仙風道骨，

一葉輕舟，

戲水逐流不j且還。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3 年事業，現任高雄阮綜合醫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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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九日翟會

你能想到什麼團體，沒有正式規章，沒有

法令限制，沒有參加的義務，沒有會費的約束，

既不是什麼公司行號內的組織，也沒有特定話

題，卻能維持將近五十年不間斷的每個月聚會

一次?很少，沒錯，但確實有， r火曜會」就是。

凡是當過臺大醫院小兒科住院醫師的，大

概至少聽過「火曜會」這個名字，因為多少年

來，臺大醫院小兒科的迎新會與忘年會都會邀

請這個「特殊 」 的團體參加，但真正知道「火

曜會」是什麼碗糕的，大概越來越少了。

康明哲

每年都會請新進的住院醫師吃飯，大家笑談那

是「火曜會」前輩在挑女婿的飯局。當時印象

中那是講日語的醫師參加的會，與我毫無關

係。 1980 年，鄙人由 Berkeley 回來，在一次

醫學會後的餐會上，經李慶雲教授介紹，認識

了火曜會的黃伯膜醫師(呂鴻基教授的同班同

學) ，承他邀請，參加了火曜會，才知道原來火

曜會成員的唯一資格是曾在臺大醫院小兄科待

過，並不一定要會講日語。雖然如此，當然還

是懂日語比較好，因為這些前輩的母語似乎是

日語，一不小心(1為了照顧我這不懂日語的後

生，他們儘量說台語) ，日語就脫口而出，越說

鄙人於 1972 年進入臺大醫院小兒科當住 越高興，就忘了要講台語了。也難怪，多年來

院醫師時，就聽說了「火曜會 J' 因為「火曜會」 我一直是火曜會最年輕的成員 1 , r 其次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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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 魏教務長六日龍聯誼會
叫- 22. Iffï ~t 11; 品fJl蚣 ， 巾 11乳業妹夫會科協辦

魏教務長退休歡送會(1979 年 7 月 22 日火曜會與台大小見科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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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跳就跳到 1933 年出生，日語流利的林慶

國醫師了。怪只怪自己偷懶，沒好好把握住這

難得的「直接法教學」的機會，用功些學日語，

以致經常是半懂半猜的參加月例會的談話，蹉

跎了將近二十年，直到最近幾年喜歡上日本自

助旅行，開始比較認真的自修日語，才聽得懂

多些。

這些年來，承火曜會前輩的照顧，沒把我

當學生輩看(我與吳物典醫師的長公子曾經同

班過) ，讓我學了很多。此外，那種傳承自日本

人重視同門的精神，讓我很覺溫馨，雖然日語

聽不懂，仍捨不得不參加每月一次的聚會，二

十多年來，缺席的次數大概只有個位數吧。雖

然一直想介紹這個溫馨的團體與大家分享，可

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直到最近，火曜

會的成員一直減少，沒有新血加入，總有一天

要自然消失，這段歷史再不寫下，實在太可情

了。

「火曜會」成立於 1955 年，原來的成員

都是由臺大醫院小兒科出身的大台北地區開業

醫師，創會的靈魂人物是前輩林我澤、吳作仁

與吳物典醫師，全盛時期有二、三十位會員。

幾年前，由於會員人數減少，開始也邀請台大

小兒科退休的教授參加，最先加入的是許瑞雲

教授，接著是陳炯暉教授，然後有林國信院長。

李慶雲與呂鴻基教授則雖口頭宣佈參加，但他

們退休後比沒退休還忙，月聚會始終無法出

席。錢光新醫師經過多年在美國舊金山執業

後，還是回到耕莘醫院奉獻，也參加過幾次火

曜會月聚會。余福祺醫師則是最近參加的。蔡

在洪醫師雖然很晚才加入，但他是我們永遠的

幹事，有他在場，任何事都不用擔心，他都會

安排得好好的，可情現在離開台北了。即使有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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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加入，火曜會現在常出席的大概只有 10

位而已了。

原來日據時代由臺北帝大附屬醫院小兒科

出身的開業醫師，就有個很有人情味的類似組

織，叫做「酒井同門會 J' 那是因為當時小兒科

的主任是酒井潔，大家以「師出同門」的情誼

相聚， 一方面聯絡感情， 一方面也交換開業心

得與醫學知識。其成員不多，有前輩郭火炎(總

督府醫專 1928 年畢業)、陳金塗(總督府醫專

1932 年畢業)、張時聰(總督府醫專 1935 年畢

業)、蘇南標、黃兆麟(總督府醫專 1936 年畢業)、

郭上錦(帝大醫專 1937 年畢業卜王耀東(帝大

醫專 1938 年畢業卜張傳生(帝大醫專 1940 年

畢業)、陳炳梅(帝大醫專第五屆 1941 年畢業)、

鍾有成(帝大醫學部第二屆 1941 年畢業)等，據

陳炯霖教授(帝大醫學部第三屆，此屆提前於

1941 年十二月畢業)的回憶， r酒井同門會」全

員到齊大約可湊成一桌，有時也會邀魏火曜與

陳炯霖等參加餐惠。

這裡要大概提一下台北帝大與臺大醫院的

歷史，才容易瞭解接著要談的火曜會。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是 1936 年四月

一日才成立的，收的是高等學校或帝大預科畢

業生 2 r 台北醫專」也被合併入帝國大學，成

為其「附屬醫學專門部 J' 簡稱「帝大醫專 J (與

在這之前的「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J ' 

簡稱「總督府台北醫專」或「台北醫專」不同)。

帝大實際上成為雙軌制，有醫學部，也有醫專，

不像現在，只要改制為大學，即使是專科入學，

補修學分就一律變大學畢業。事實上，當時大

家對學歷採較實際的態度，只要能成為醫師就

好，醫專畢業有何不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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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3 月 28 日，臺北帝大收購位於東

門盯的「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 J(簡稱「日

赤病院」或「赤十字社病院 J ) • 1938 年日赤

病院在今鄭州路開工蓋新的建築，這原本就是

醫專的實習醫院，屬於帝大之後，仍舊是醫專

的實習醫院。

1938 年三月. r台北醫院」改制為「台北

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 J' 成為醫學部的實習

醫院 3 四月成立小兒科教室，由酒井潔教授及

村上勝美助教授主持，酒井潔為首屆主任。帝

大醫學部小兒科教室的編制是教授、助教授、

助手(講師)及副手各一名，其他人是編制外的，

沒有薪水。台灣人要升到助教授，是很不容易

的。由於編制的限制，多半人在完成幾年無薪

的臨床訓練之後，就離開自行開業了。

同樣 1938 年五月，日赤病院也設了小兒

科，為台灣第二個小兒科，由村上勝美醫長主

持。六月六日魏火曜由東京帝大回國，任醫學

專門部講師，後調任博愛會廈門醫院醫長。

1941 年七月日赤病院遷入今鄭州路新址，其小

兒科醫長由魏火曜講師擔任;翠年 11 月由福田

凌博士接任到終戰 4 。

台灣光復前後，小兒科教室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酒井潔，他正式擔任小兒部長的時間至少

長達 16 年(1926-1928; 1933-1946) 。他於 1925

年 12 月擔任台灣總督府醫院醫長. 1926 年十

月就任醫專教授，並代安井慧之助為小兒科

長。 1928 年，安井從歐洲考察回來，復任小兒

科長; 1933 年安井辭職後，又由酒井潔接任小

兒部長。戰後酒井潔受到留任， 一年後(1946

年)才返回日本。在門戶出身很受重視的時代，

酒井潔是橫跨醫專與帝大醫學部兩邊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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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脈與重要性可想而知。

當時，台北帝大醫學部還沒有畢業生，所

以小兒科教室的醫務人員都是台北醫專及日本

國內醫學部或醫專畢業的 .1940 年帝大醫學部

才開始有畢業生。

光復時第一附設醫院小見科教室的醫局員

有:李朝欽(總督府醫專 1934 年畢業)、蘇南標、

張傳生;鍾有成、吳招唐(帝大醫學部第二屆

1941 年三月畢業卜陳炳梅、陳炯霖;許瑞雲、

吳安瀾(帝大醫學部第四屆 1942 年畢業卜吳作

仁(帝大醫學部第五屆 1943 年畢業)、吳物典(日

本醫科大學 1943 年畢業卜陳燦棋(帝大醫專第

八屆 1943 年畢業) ;還有從日本回來的陳再

來、蔡文彬、陳有德、賴博文、許楊柳、吳鴻

澤、何水杉、吳幼聰、林彩霞、李碧雲、柯秀

華、李月雲等人。光復後又有林我澤博士從日

本熊本醫大回來。

1946 年二月魏火曜從東京回來 。當時小

兒科醫師的陣容是教授魏火曜;副教授林我

澤;講師陳炯霖;助教則有許瑞雲、吳物典、

吳作仁、張格明(帝大醫學部第六屆 1944 年畢

業)、李廷堅(帝大醫學部第八屆 1945 年畢業卜

陳炯暉(東京帝大醫學部 1946 年畢業)等。

1947 年四月，魏火曜繼酒井潔為小兒科主

任。 1950 年當時小見科醫局的成員有教授魏火

曜;副教授林我澤、陳炯霖;講師許瑞雲、吳

物典;總醫師李廷堅，住院醫師陳惘暉(等於現

在 R3) .以及一些助理住院醫師(等於 R2)5 。

光復前後學制比較亂，台灣方面急著要讓

學生「完成」學業，因此多是讓他們提前畢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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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大醫專最後一屆第十一與第十屆同在 1945

年畢業;帝大醫學部第七與第八屆也同在 1945

年畢業) ;日本本土則是要確實唸完四年，因此

是延後畢業，以至於雖然是同一年入學，但是

到日本唸書的，因為晚了一年畢業，在資歷上

就比在台灣就學的吃虧，如陳炯暉教授就是與

李廷堅教授同年入學，但較晚畢業。光復後，

醫科先是六年制，後來又變七年制，另外為了

收容戰後從日本回來的醫專學生，從 1946 年

到 1950 年在台大醫學院裡還有五屆醫學專修

科的畢業生，而台大醫科第一屆則是 1947 年

畢業的。

由於編制關係，想留在台大是不太容易。

在這種競爭，情況下，門戶之爭大概是有的，仔

細看戰前小兒科教室醫局員包含各路人馬的熱

鬧場面，到了戰後，除了開業的之外，先有以

陳炳梅醫師為首的醫專畢業生整批轉到第二附

設醫院，慢慢的，台大第一附設醫院醫局成員

開始「純種化」。

談「火曜會 J '當然要提魏火曜先生。魏

火曜先生出生於 1908 年(民國前四年，屬猴) , 

1934 年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當時台灣還只有

醫專，沒有醫科大學，東大是當時最顯赫的學

歷了) ，繼續留在東京接受小見科醫師訓練，於

1938 年六月返台擔任台北帝大醫學專門部講

師， 1941 年接任「日赤病院」小兒科醫長(空

年返回日本) 0 1946 年二月魏火曜「從東京跟

許多同學好友，搭上戰後第一艘船，回到台北」

6 當時大他十五歲的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要

他在醫學院擔任小兒科教授，並兼任台大第一

附屬醫院小見科主任。 1947 年杜聰明辭去台大

附屬醫院院長兼職，由魏火曜於 1948 年以小

兒科主任兼醫院院長。 1952 年杜聰明又辭去台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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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學院院長職，到高雄創辦私立高雄醫學

院，魏火曜接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於 1971 年

擔任台大教務長。擔任行政工作並沒有讓魏先

生放下臨床， 1957 年的「發疹怪病」連

NAMRU-2 也培養不出病毒(編註: NAMRU-2 

為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的簡稱) ，是魏院長

診斷出「德國麻疹」的 7 。即使是擔任教務長，

他還是風雨無阻的夭夭參加小兒科的晨會，直

到 1979 年退休。雖是如此，在卸任小見科主

任多年之後，他還是笑說，如果沒參加晨會，

恐怕科內年輕醫師即使在中央走廊遇到，也會

懷疑「這老頭子是誰」了。在晨會時，他多半

是專心的聽住院醫師報告與主治醫師的

comment' 並畫出病人的 X 光 sketch (魏先生

的繪畫是有名的) ，必要時才發表意見，經常是

短短幾句卻正中要害，讓我們受用無窮。他的

一句「病歷上沒寫，是沒有間還是 negative? J 

讓我至今即使是 negative finding 或 symptoms

也一定記在病歷上。他認為沒真正自己帶過小

孩，不會成為好的小兒科醫師，也經得起事實

1EL>.,"i1>: 
局奴且旦

魏先生表面嚴肅，但說話幽默。批改科內

醫師論文相當仔細，連英文文法上的錯誤也抓

出來，那樣年紀的人，有那樣英語造詣的實在

不多。當到教務長後，有次有人問他，依我們

官場文化，即使是退休後，仍以他當過的最大

的「官位」稱呼，那麼魏先生希望我們如何稱

呼，是魏院長還是教務長?他笑說: r稱我魏教

授」。

加入火曜會後，耳聽目見，可以知道魏先

生一直關心醫界情況，他對財團法人醫院與宗

教團體醫院管理至上的情形，相當憂心也不以

為然，甚至見諸文字反對。對轉診制度沒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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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醫院搶病人，以至於診所沒落的情形也 後「酒井同門會」就「自然」解散了心。

相當清楚 8。這可能與他不嫌棄火曜會成員沒政

治地位，還願意持續參加火曜會的例會，因此 從火曜會的成員來看，就可知道，火曜會

對醫界各層面的觀察不會偏頗有關吧。 中是沒有門戶出身之見的，因此可以相處得很

大概很少人知道魏先生有個日本姓「大

梁」。在當時的時空下，有日本姓是不奇怪的。

以「大梁」為姓，我想應該是根據戰國時代，

魏國建都大梁而來。可見當時人即使是取個日

本姓，仍是從中國歷史去找根據，以示不忘本。

1954 年吳物典醫師取得日本醫科大學博

士，為了讓出位子，在 1955 年他 39 歲時，以

血液學講師的資格，離開他服務了十二年的臺

大小兒科出來開業 。 為了與臺大醫院小兒科保

持聯繫，與林我澤及吳作仁醫師創議組成「火

曜會 」 。在不知轉診為何物的時代，這是最好的

轉診管道，譬如在台大急診處的年輕兒科醫師

即使不知道康明哲是誰，但聽到是「火曜會」

的醫師介紹過來的，多少會口下留情，也會較

有耐心。 9

在「酒井同門會」之外另創「火曜會 J ' 是

因為酒井先生已經返回日本，他已經沒有新的

學生，而當時當家的是魏火曜先生。創會時，

成員有林我澤、吳物典、吳作仁;楊崇欽、陳

炯宗與黃紹堂(三人同班，皆 1948 年台大醫科

第二屆畢業)等台大系統的醫師，以及張有益

(1939 年帝大醫專畢業)、林丁煌(1945 年帝大

醫專第十屆畢業)、彭振貴(附設醫學專修科第二

屆 1947 年畢業)等醫專出身的第二附屬醫院系

統的，因為魏火曜先生也是橫跨帝大與醫專系

統兩個附屬醫院的領導者。但這卻讓「酒井同

門會 」 的定位變得有點尷尬，又由於 「酒井同

門會 」 的領袖郭火炎先生年紀已大，因此幾年

18 

愉快，持續這麼多年。

火曜會的「月聚會」例會都是每個月第二

個星期的星期二(日語叫做「火曜日 J )舉行。鄙

人於 1980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出席火曜會，

當時月聚會都是事前以普通明信片通知聚會時

間地點(可見當時郵局效率好，送達時間可靠，

現在同樣寄給台北市朋友，等你環島旅行一周

回來後，他說不定還沒收到信呢) ，多是在長春

路的「天一日本料理」舉行，因為地點適中 。

除了公費叫生魚片與啤酒外，個人隨意叫自己

要的，我這個鄉下人是第一次吃日本料理，連

什麼是「勝井」、「天井」 、「鰻井」都不知道，

高明義醫師半開玩笑的教我: r勝井恥弓 (:"!v J 

(豬排飯)就是「屁股弄(台語「腳倉弄 J ) J '最

便宜; r天井 J (天婦羅飯)是 「天天弄 J '貴一點;

「鰻井台拉宮、 (:"!v J是r ，慢慢弄(台語「穩那弄 J) J ' 

最貴 。 由此入門，慢慢的，除了開業的經驗與

人際禮貌之外，我也學了一些日本料理的皮毛

常識 。

1960 年 10 月 12 日月例會時決定除了月

聚會外，忘年會與台大小兒科醫局輪流辦;另

有新春的「春酒"//一夕Vν會 J (單身會，只有

會員自己出席，也邀請台大醫師參加，到酒家

或俱樂部舉行)與夏天的 rFamily 會 J (全家出

動，也招待診所同仁一起出遊，多半還會邀請

台大小兒科醫局合辦，包幾台遊覽車浩浩蕩蕩

到海邊或鄉下或爬山做家族聯誼 11 然後聚

餐) 。 火曜會的這三次年度大會，魏先生幾乎都

會出席，偶而也出席月聚會 ;魏夫人則參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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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教授(1981 年 7 月於頭城夏季大會)

季大會與忘年會直到現在。火曜會的 「幹事」

是輪流的，一次兩人，負責聚會通知與安排活

動，同時管帳。由於是輪流的，義務不會很重，

也無法推辭 ，因此能維持半個世紀不間斷 。

最讓醫師夫人放心不下的，當然是單身會

了。據吳物典夫人回憶 :常常有人不醉不歸，

讓太太們擔心 。魏先生表面嚴肅，卻很善解人

意，有一次他就建議帶太太們參加，讓她們看

看「黑美人」 、「五月花」或北投溫泉鄉實際上

是什麼樣子。即使如此， 還是有太太不大相信

的說， r有我們在，情形當然不會相同。」如果

有人喝醉，魏先生也常會親自送他回家，太太

們看到是老師親自送回家，也不好意思鬧革命

了。在超長的門診時間與單調的開業生涯之

外，這也是一種調劑吧 。

除了喝酒，也會在晚上門診之後，電話聯

絡「三缺一 J' 另外因為魏先生打高爾夫球，也

有球敘。 由於高明義先生外交好，球敘都是他

安排 ，有時也有藥商陪打。據吳物典夫人回憶，

魏先生曾以追女孩子比喻打好高爾夫的秘訣:

「要有錢，要有閒，還要有耐心。 J (這讓我想

起在「金瓶梅」這本書中，王婆子告訴西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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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情五要件是「潘、驢、鄧、小、閑 J' 追女孩

子不是偷情，因此只需後三個條件鄧、閑、小

就可以了。)

據黃伯驛醫師說，早期的火曜會月例會有

時還會請台大的同仁(包括 CR 與住院醫師，還

有護長 、督導)來講一些臨床新知 ，不使開業與

醫學進步脫節，這比近些年來強迫性的專科醫

師繼續教育還早了幾十年。 1963 年 3 月的月例

會決議會員若有醫療糾紛， 要互相協助解決 。

1964 年 11 月的月聚會則請陳炯霖與李廷堅醫

師討論同仁與小兒科醫療合作事宜。另外還有

集體購藥，取得個金，降低成本等事項，充分

發揮同門互助精神。

林我澤院長(1981 年 7 月於頭城夏季大會)

林我澤醫師是火曜會的大前輩，相當有

趣 。 1952 年七月，林我澤副教授離開台大小兒

科在太原路開業 1人開業多年後， 1972 年 10

月 8 日，林我澤醫師到台北市衛生局就任技

正，衛生局長王耀東就要他儘速籌備成立台北

市立婦幼醫院， r 目的是在遵行先總統蔣公照

顧婦女與兒童的仁政」。林我澤醫師乃開始擬定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的組織章程，依序呈報審

核。 1973 年十月十六日接到行政院核定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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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奉派擔任院長。王局長當場指示:醫院應在

兩星期內正式開辦， r以慶祝先總統 蔣公華

誕 J (威權時代的精采鏡頭)。林我澤醫師當場愣

住了，因為只有院長一人，其他全缺。沒有院

舍、沒有員工，更缺經費，如何在兩星期內變

一家有功能的市立醫院出來?經過腦力激盪，

他居然像擁有阿拉丁神燈般， r當全市的市民在

慶祝先總統蔣公八秩晉七華誕時，婦幼醫院授

印成立了 J' 共有八科六室。隔天十一月一日就

開辦門診，並邊打邊跑的陸續招考過用人員到

准用的員額八十一人的。 1979 年二月一日，林

我澤醫師由於年齡關係奉令退休，陳炯霖由臺

大醫院借調來接任院長。 1980 年我加入火曜會

時，林院長還是經常參加火曜會的聚會。他擔

任婦幼醫院院長時，對台大醫學院畢業的學生

相當照顧，有機會一定優先錄用。我出來開業

二、三年後，婦幼醫院小兒科主任高正敏準備

回台中開業，曾向林院長提起想推薦我去接

任，我以開業已經幾年，且自己能力也不足，

不敢接受。林院長第一次見到我，居然還記得

這件事，讓我很驚訝。

吳物典先生是火曜會的靈魂人物，在台大

小兒科時，指導後輩很熱心，個性直爽，看不

順眼的會毫不客氣的批評，他是台灣第一位報

告 Cooley's anemia 的。起初他是在開封街開

業，雖然「脾氣不好(對病人不假顏色，講過的

事再間，他會罵人，不遵醫囑的，他也會罵)J

14 有「開封府包青天」之稱，但病人還是很

多，因為病人知道他其實是好意。吳先生開業

成功，也樂善好施，貧窮病人不收費是常事;

台大在貢寮設立全國第一家群醫中心，他捐了

不少錢回饋鄉里(他是貢寮人);心臟病見童基金

會與台大心臟外科研究，他都慷慨捐助 。 呂鴻

基醫師有特別需要幫忙的心臟病人，也偶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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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病人直接去找他。退休後閒不下來，他回故

鄉養殖九孔， 一面消閒'同時也提供鄉人工作

機會。火曜會的夏季大會就曾到他的九孔養殖

場去辦。

1968 年魏先生 60 歲還曆紀念時，吳物典

先生倡議以成立「魏火曜小兒科研究基金會」

的方式為其慶祝，當時間業醫師的收入還是黃

金時期，因此火曜會成員慷慨樂捐，加上魏先

生學生多，基金會毫無困難的成立了。

吳先生做事一絲不苟。有一次我輪值當幹

事辦忘年會，在通知上按慣例寫請夫婦一起參

加，但信封上只寫會員名字，沒有寫「夫人 J ' 

吳先生就質疑我到底是請一人還是兩人。這件

事讓我學到絕不要忽略細節，更不要理所當然

的認為每個人都知道的慣例就可疏忽。

張有益先生是悄悄長者，話不多。林丁煌

先生不只開業成功， r副業」建築更成功，房地

產業輝煌時，聽說光房租收入就上百萬，因此

我加入火曜會後沒幾年，他就退休，也退出火

曜會了。

陳炯宗先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知道我將

舒伯特(Schubert)的「冬之旅(Winterreise) J 德

文歌詞翻成中文，他就以德文背出年輕時讀過

的「雙城記」開頭。由於知道我學佛，他也跟

我談佛經。對佛學他有很深的修養，但從不賣

弄，是真正的修行者。可惜後來他因為健康關

係'退出火曜會，沒機會再聽他的教誨。

楊崇欽醫師與陳炯宗醫師同窗，人很豪

爽，但我對他所知有限，我參加火曜會好多年

後，在一次楊醫師主婚的婚宴上意料之外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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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林永明夫婦，才知道他是林永明的姑丈。

蕭柳青教授是火曜會中最學院派的， 1955 

年升台大講師。我五年級時曾上過他小兒神經

科的課，但因他 1960 年就到北醫當教授，大

部分時間在仁濟醫院與台北醫學院，對他印象

不深。加入火曜會後才更認識他隨和而照顧後

輩的長者風度。其實台灣最早跟隨陳炯霖教授

看小兒心臟科的，就是蕭先生，陳教授不在時，

也是他代理心臟科門診，後來才轉往神經科發

展。台灣 1966 年才開始普遍接種小兒麻痺疫

苗，蕭先生卻早在 1959 年就已開始沙克疫苗

注射的研究，接著是沙賓疫苗的研究， 1963 年

就起草小兒麻痺全面接種陳情書。蕭先生年紀

雖然不小了，仍然努力學電腦，使用起電腦相

當熟練，還能以 e-mail 傳掃描的旅遊照片給

我，也能自己做 PowerPoint 教學檔案。

施純森先生是火曜會裡最有衝勁的。我加

入火曜會後幾年，他從美國當完住院醫師回

來。那是為了退出聯合國，很多人都到美國去 o

他當時年齡也五十多了，還能像年輕人般，拿

起課本準備考試(居然還考得過!!!) ，到 New

Jersey 施玲玉醫師(與林慶國醫師同班)手下從

intern 做起，這樣的勇氣與毅力實在讓我這後

生自嘆遠遠不如。

黃萬成醫師雖不是科班出身，但他跟隨酒

井潔先生多年，小兒科醫局員的實驗也都是他

幫忙準備的，其實臨床知識學了不少，能代替

酒井先生到病人家往診，因此酒井先生才會在

臨回日本前，交代將他列入醫局員。光復後他

到衛生處工作幾年，也取得醫師資格。火曜會

中，我受他照顧最多，人情上該怎麼做，我不

懂的都請教他，因為他們這年齡的，在日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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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下最重禮節，做事最周到。 一些前輩典故，

我也從他聽得最多，更好的是，他最記得我聽

不懂日語，一定跟我講台語。他的夫人也是台

大小見科的護士，是當時傳為佳話的兩對「科

對」之 15 。

鄭景德醫師與李慶雲教授同班，也同樣是

古道熱腸的人，馬偕醫院小兒科是他從無到有

開創的。交棒後，他就在馬借醫院斜對面開業。

有流行病時，常忙得沒時間吃飯。我剛開業時，

民生社區的病人就曾跟我提過他，可見他「管

區」有多大。火曜會幾次夏季大會就在他天母

家中舉行，因為院子夠寬，又有游泳池，還可

爬陽明山。幾十年來，他不間斷的每個週末到

孤見院義診，卻從來不提。直到為了醫藥分業，

公會打算去見李登輝，他才透露給我，要我轉

告李登輝，因為李登輝知道這件事，希望由此

打動李登輝，知道開業醫師並不是眼中只有

錢。過去開業，單打獨鬥，賺錢多但缺少家庭

生活，現在他與兒子輪流看診，因為「當年你

們經常看不到爸爸，現在我不要你的見子也經

常看不到爸爸 J' 鄭醫師的話給我很大的歐示。

高明義先生是火曜會的動力，虔誠的基督

教徒，豪爽風趣，有他在就有笑聲，就絕不會

冷場，酒量更是一流。可惜自從喉部動過于術

後，就再也聽不到他豪爽的笑聲了。本文所附

照片，就是他從上百本珍藏相簿中，精心挑出

來的。

郭伯偉與曾光明醫師都是很客氣隨和的

人。郭醫師是「酒井同門會」郭火炎先生的公

子，當了很多年的 「魏火曜小兒科研究基金會」

的總幹事，是很熱心的人，也是他們班永遠的

班代表，不久前還集結他們班多年的通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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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我在編「育兒百科全書」時，曾翻遍光復 陳炯暉教授是台大小兒科教授中，學歷最

後的中華民國小見科雜誌找本土資料，當時就 傲人的:日本第一高校再進入東京帝大醫學

對曾醫師寫的如何幫小孩子退燒的論文，印象 部，這簡直是當時學子夢寐以求的。可是他為

深刻。 他知道我喜歡音樂，就送我一些外國的 人正如他姓名的日語發音 r 真客氣(台語發

音響雜誌參考，讓我很感心。 音) J '毫無架子， 也不爭名位。

黃金海先生是當年醫科第一名畢業的 ， 直

到現在，醫師公會有演講 ， 只要我出席(我只是

偶而參加) ，一定會看到他 ，可見他是每次必到

的。一直到這種年齡還好學不倦，在開業醫師

當中實在少見，實在佩服。

火曜會裡頭，我最熟的是黃伯體醫師，除

了因為最先認識之外，我喜歡音樂 ，也喜歡攝

影，這兩樣他都是職業級的，因此曾到他家欣

賞音樂與音響器材。我喜歡自助旅行，因此有

好的旅遊行程， 他也會通知我，我們曾一起參

加大提琴家張正傑帶隊的奧地利音樂之旅 ， 那

是一次我少有的、很愉快的非自助旅行。

林慶國醫師是我在離開台大之後，在李鐘

祥醫師指導下，作中山區學齡前見童生長發育

的五年 longitudinal study 時，就常聽到的名醫。

林夫人是國內少數的名女中音，多次在 YMCA

年度彌賽亞演唱會擔任獨唱部分。火曜會聚會

時，她會應邀高歌一曲，她也記得我聽不懂日

語，常會提醒別人或替我翻譯。

許瑞雲教授是很能為人著想的長者，為了

讓出位置給年輕人，他選擇退休。退休後，他

深入練習卡拉 OK ，到處唱，享受人生。書法

一向是他的擅長，如能得到他的墨寶，值得珍

藏。他是「魏火曜小兒科研究基金會 」 永遠的

總幹事，為基金會花了很大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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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教授忱儷與陳炯日軍教授(1994 年 7 月 24 日火曜會

最後一;欠戶外夏季大會於八仙樂園)

火曜會像是個大家庭，我享盡當「老么」

的寵愛 ， 可情時間到底是不停的，連我都快到

「還曆 」 的年齡了，火曜會終究也要「自然 」

消失。很高興台大小兒科現在已成立類似的「醫

局會 J' 包容更廣，希望能建立更穩定的制度，

才能長久繼續。這是小兒科很溫馨的傳統，別

科比不上的。「火曜會」也不會如陳炯霖教授說

的，是「讓其他小兒科同仁嫉妒」的「特權階

級」了 1 6 。

後記:本文寫作，承蒙蕭柳青教授指正一

些歷史事件，黃萬成醫師提供親身見間，都是

很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謹此致謝。吾生也晚，

對一些當年認識的火曜會前輩情況不是很清

楚，不敢亂寫，挂一漏萬是必然的，又因為火

曜會最重要的創會以來的第一本記事簿遺失，

文獻不足，還請我忘了提的火曜會前輩原諒。

本文能完成，要感謝黃金海先生找到高錦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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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作仁先生於 1963 年創設的「會計與會務紀

錄簿 J (火曜會第二本記事本) ，其中有火曜會直

到 1971 年夏天活動的詳細紀錄，可情以後就

只有流水帳了。

F付多主:

1 期間雖也有我出面邀請的其他成員如學長黃

富源、沈慶村、王永祥;同窗陳德輝，以及

學弟梁德城、王南棍、蔡彥棠等人加入，但

不久就又因太忙而退出了。

2 高校是五年制中學畢業後唸的三年制大學預

科，可不是高中生喔。高校畢業後需經考試

才能進帝大;帝大預科(後來成為士林芝山岩

衛勤學校)畢業生則可免試入帝大，但只能唸

台北帝大。這是因為高校畢業生若家境與其

他條件允許，常以東京帝大為第一志願，因

為當時台北帝大師資與名望還是不如東京帝

大，因此以同樣需唸三年的帝大預科免試入

學來留住較好的學生。由於戰爭的關係，帝

大預科只招收幾屆學生。

3 原來住台北醫院的，多是不願接受學生實習

的日本病人，從此開始，才正式成為實習醫

院。 1945 年 11 月光復接收後， r臺北帝國大

學醫學部附屬病院」改稱「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第一附設醫院 J' 而「日本赤十字社臺灣

支部病院」則改稱「第二附設醫院 J ; 1947 

年元月第二附設醫院改組為「省立臺北醫

院 J ' 脫離台大系統，後再改名為「臺北市立

中興醫院 J (根據「臺大醫院百年懷舊 J P 
157) 。

4 魏火曜輾轉又回東京大學，據說可能與村上

勝美傾車L有關。陳炯暉教授就在這時於東大

認識魏先生，並跟了他三年。

5 根據景福醫訊 2003 年 4 月蕭柳青教授「臺大

醫院小兒科時代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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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用魏火曜的『光復到現在的省思r 原登於

台灣新生報 1989 年 10 月 24 日。

7 根據景福醫訊 2003 年 4 月蕭柳青教授「臺大

醫院小兒科時代之回顧」。

8 參考魏火曜: r退休後的雜文集 J '健康世界

雜誌社， 1990 。

9 記得我當住院醫師時，在急診處值班，曾接

到一位「火曜會黃金海」送來的病人，同窗

黃永輝馬上肅然起敬，說: r黃醫師很有名，

病人很多。」對他送來的病人，當然不敢怠

慢，大約晚上十一點左右，黃醫師居然親自

到急診處探望病人，讓我們改變了一向帶點

「輕視」意味的“LMD"的印象。

10 酒井同門會在 1963 年火曜會慶祝魏院長醫

學院長就任 10 週年時，經林我澤先生聯絡，

曾共襄盛舉。次年也一起辦忘年會。 1966

年郭火炎先生去世，酒井同門會就自然解散

了。

11 1963 年曾經有高達 200 人一起出遊的輝煌

紀錄。

他聽說這可能有點門戶出身的考量，與吳物典

醫師離開台大有點類似。林我澤醫師在光復

後是以熊本醫大博士的頭銜返台擔任台大

小兒科副教授的，看小兒科後來「純種化」

的情況，似有幾分可信。

13 根據林我澤醫師在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

十週年特刊〈婦幼的薪傳〉的回憶。

14 根據台北市醫師公會「杏林當宿壽星專

言方 J ' 1996 。

15 另一對是鍾有成與李月雲，兩位都是小見科

醫師。

16 陳教授意思是說，多年來台大小兒科的迎新

送舊，常只請火曜會，讓其他離開台大小兒

科的同門羨慕。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71 年畢業，現於台北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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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恩恩師魏炳炎教授:

台大婦產科近代化的領航者

林靜竹

筆者和魏炳炎教授有很長的師生關係。他 醫師夫人住德州。其三位子女都住在芝加哥近

是我習業婦產科的敢蒙老師，筆者留美從事研 郊。魏教授侃儷於退休後不久長居芝加哥，享

究教學工作的鼓勵指引者。魏教授退休後長居 受含跆弄孫之樂。魏教授喜歡素描繪畫，愛好

芝加哥期間，是我時時拜訪請益的長者。 自然。在台灣時種植蘭花，旅遊時收集奇石玉

寶。退休來美仍繼續寫毛筆楷書，作畫，屋內

魏教授於 1913 年 2 月 28 日出生於書香門 掛滿佳作。芝加哥不少同鄉朋友、醫師後輩和

弟，有一位兄長即擔任台大醫院院長及台大醫 他的學生，與魏教授，師母時相往來。執教時

學院院長很久的魏火曜教授。他有五個妹妹， 看似嚴肅而不苟言笑的魏教授，退休後竟是一

其二妹魏淑順女士乃台大婦產科歐陽培銓教授 位慈祥而愛護後輩的長者。魏教授自 2001 年

夫人。其父魏清德公和筆者內人許世真的外祖 患輕度中風後情況尚稱不錯，但 2002 年後似

父洪清江公是當時台灣人的最高學府一串串督府 乎漸漸變重，時需住院療養。記得 2002 年 6

國語學校的世交至友。 1933 年魏教授畢業於台 月筆者已由芝加哥大學退休搬家北加州，同年

北高等學校，考入東京帝大醫學部，於 1937 8 月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在芝加哥召開，筆

年畢業留校東大醫院當助手，幾年後獲東大醫 者赴會參加。會後和景福會董事長楊照雄教授、

學博士學位。魏教授離開日本後曾短暫擔任馬 現居克里夫蘭的腦外科林成德教授和芝加哥的

尼拉醫院醫師，嘉義醫院院長，並於 1949 年 學弟楊勝亮教授一起去療養院探視魏教授。魏

受聘為台大婦產科主任長達 23 年。 1972 年升 府家人都在那裹，魏教授坐輪椅，神智清醒，

任台大醫院院長 6 年至 1978 年卸任院長，專 向大家示意感謝，只是不大開口講話。不期這

職婦產科教授至 1983 年退休，改聘名譽教授。 次的探望竟成和老師訣別的最後見面，魏教授

於 2004 年 2 月 2 日安詳仙逝。

1939 年魏教授和出身新竹名門的魏師母

許月桂女士結婚，介紹人為前台大醫學院院長 筆者寄給魏師母和遺族的安慰卡這樣寫

杜聰明博士，師母亦留學日本東京女子大學。 著:

魏教授{亢儷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育有二男二

女，都受高等教育並留學美國。長子淇圓其專 乍聞恩師魏炳炎教授仙逝，學生林靜竹夫

職高級工程師，次子仲嘉經營印刷企業，長女 婦甚感哀慟悲傷不己。魏教授一生教育杏林學

如璋為美術家，其夫為大學教授。次女如瑾為 子，桃李滿天下。領導台灣首要醫界龍頭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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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完成近代化革新，功在社會國家。晚年

退休美國，子女孫輩常侍身邊，安享天倫之樂。

九十高齡，壽比玉山，世人讚羨。魏教授可謂

福、祿、壽齊全之長者。學生夫婦，未克親臨

靈堂莫祭，撰詩一首，表示對老師由衷之敬意。

並以此詩安慰魏師母及遺族，節哀順變，各自

保重。詩云:

恩師仙逝乘鶴去，

天人相隔情依依;

德高望重為典範'

杏林桃李長嘆息。

追思魏炳炎教授和筆者之間四十年師生情

深，有不少記憶的往事，值得略述一些。 1962

年筆者和陳信義、李叔仁三人被錄取為台大婦

產科新進住院醫師，和前輩固定實習醫師洪朝

煌、李育氣順、林洪謙、楊正義四人同為第一年

住院醫師，陣容堅強前所未有。當時婦產科和

外科最熱門，據說台大的耳鼻喉科、婦產科和

外科醫局聚會喝酒最有名，不醉不散。迎新會

照例，新進住醫要向每一位前輩住醫和主治醫

師、講師、副教授、教授敬酒，筆者甚為如何

度過此難關憂慮。三位教授酒量都很高，邱仕

榮教授喝酒話多，也很會說笑。吳家鑄教授雖

不多講話，卻會強迫年輕住醫乾杯，且要滴酒

不留，通過他的乾指甲面試(finger test) .即乾
杯後酒杯倒置指甲上，指甲不沾濕才算及格。

只有魏教授和大家禮尚往來，不會強迫對方。

當晚其樂融融，筆者幸得李錯堯、文錫圭兩位

大醫師保護解間才沒有醉倒。曾幾何時，邱、

吳兩教授，歐陽培銓、文錫圭、洪朝煌、李叔

仁己作古多年。

JING FU 景福醫訊 |

會議室聽取病例報告，然後討論，最後再去看

幾個重病的病人，筆者後來才知道這是美國小

組教學的方式。討論中每個住醫學生都有被問

到的機會，住院醫師最怕他。邱教授人未到，

聲先到，每個病人都看，聽取報告後即大聲講

解，大家都會聽到。他也少發間深入的問題，

最容易應付。吳教授迴診聲音很小，大家都想

擠到他身旁才能聽清楚受教，但站在他身旁的

人也要冒被質間的危險。有人間吳教授為什麼

不大聲說話，他說 :r婦產科的病人是婦女，醫

師應該輕聲細語」。

魏教授是婦產科主任，背後大家稱他「頭

家」。他常到產房、病房、討論室及教授研究室、

實驗室巡視。走路靜悄悄，住醫或主治醫師常

在這些地方聚集高談闊論，突然「頭家」出現

在身後，頓時吵鬧聲停止，變得鴉雀無聲，一

個個和「頭家」打招呼或洗耳恭聽「頭家」的

吩咐。在各種科裹的討論會. r頭家」常讓大家

先說出意見，他再作一個簡要而有力的結論，

一言九鼎。

1960 年代，台灣婦女患子宮頸癌的甚多，

邱仕榮教授習自日治時代台北帝大婦產部第一

任部長真柄教授，主張施行根除性子宮切除

術。邱教授身兼台大醫院院長，十分忙碌，但

有善於手術的李卓然副教授代勞。當時在台北

另有一個培養婦產科醫師的陣營，省立台北醫

院(現為市立中興醫院)的徐千田教授也是力主

手術療法。可是魏教授則主張放射線療法，病

患在錯射隔離室由第二年或第三年住醫將錯條

放入子宮內並將錯綻裝置器緊貼子宮口， 三日

後取出。再由專責放射線治療的黃淑珍教授安

排鉛-60 向骨盆部位照射，目標在以骨盆內 A

三位教授每週迴診一次。魏教授喜歡先在 點和 B 點得到足夠的放射療量 ，以治癒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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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子宮頸癌第一期及第二期患者 ， 手術乎?

放射治療乎?在科內時有爭論。七十年代筆者

留美在紐約州立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也常有兩

種療法的比較，其實兩種療法的五年治癒率差

不多，也各有其合併症。這種引經據典的爭論，

對於初學者的教育很有幫助，能激發思考，多

查文獻報告，比當時台灣盛行的「一言堂」呆

板教育好多了。

男一種台灣較多的婦女癌症為葡萄胎轉變

的惡性滋養層細胞癌 ( invasive trophoblastic 

disease)或稱胎盤癌(choriocarcinoma) ， 不少

病患轉到台大醫院時已發生肺部轉移或腦部轉

移。美國幾所教學醫院如杜克大學、西北大學

都成立此癌症的治療中心，用 methotrexate 或

actinomycin D 化學療法，成績裴然，治癒率很

高。台大醫院馬上跟進，歐陽教授在這方面的

研究和經驗豐富。此種患者治癒後必須追蹤胎

盤荷爾蒙，定量 戶-HCG ，因此必須設立內分泌

研究實驗室。男一方面早期吳家鑄教授設立不

孕症門診，患者的診斷及治療也須要荷爾蒙的

分析相配合 。 此研究室在李鐘堯、謝長堯等出

國進修回來後更加充實，漸漸轉變成專司內分

泌研究的專科及人工助理生殖的重大發展。

在產科方面的發展在魏炳炎、陳官堯兩教

授的領導下，和國際研究發展相比也不遜色。

陳官堯、陳源平由產婦死亡率及周產期胎兒、

嬰兒死亡率的分析為基礎，由產前檢查的加強、

產中的照顧，以這兩項死亡率的遞減為目標。

台灣婦女骨盆 x-光的測定和研究，以判定婦女

經陰道生產的難易和剖腹產的機率 。 後來陳雷

堯教授一再研究發展一些產中保護胎兒的監視

系統，如子宮收縮頻率曲線描繪、胎兒心跳率

描繪儀等 。筆者住醫時代對產科較有興趣，因

26 

此研究指導教授僅魏炳炎、陳官堯兩教授，因

此也參加了上述多種早期的研究。陳雷堯教授

的研究團隊於 1970 年代筆者留美期間更由超

音波的胎兒診斷，進軍羊膜穿刺、擠帶血的抽

取、都 ←勒(Dopple r)胎見動脈血流的觀測、羊

水細胞培養及染色體異常的產前診斷、立體超

音波(1990 年代) 。這些胎兒醫學的種種新科技

即由謝豐舟、柯滄銘、徐明洸等學弟接續完成

的。筆者於 1969 年赴美， 1971 年由紐約州立

大學研究羊水細胞培養及產前診斷後，曾一度

回台灣擬參加台大團隊，旋即又赴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及愛因斯坦醫學院深造高危產科及胎兒

醫學。筆者在美研究的主題和台大婦產科產科

部的研究發展，方向平行。

上述台大婦產科各部門的進步發展，走向

國際，魏炳炎教授直接間接的鼓勵、促進與提

昇，功不可沒。 1961 年台灣婦產科界成立全國

性婦產科學會並發行學術期刊，魏教授被選為

首任理事長，該學會在魏教授領導下蒸蒸日

上，不斷擴充。同一時期，在蔣政權「反攻大

陸」的神話國策下，有一些憂國憂民之士，深

恐台灣人口倍增之速會阻礙台灣經濟民生的發

展，乃接受美國紐約人口資訊研究基金會

(Pop叫ation Council in New York)資助在台中

設立施行家庭計劃的台灣人口控制中心，魏教

授為促成此計劃的推動者之一 。我們當時是台

大婦產科第二年住院醫師，被派輪流二個月到

台中，每日裝入 30 名婦女子宮避孕器 。 兩個月

下來，我們都成了這方面的專家，這是世界首

次大規模實驗，性的運作 。 1980 年代，台灣的兒

童接受世界首輪大規模 B 型肝炎疫苗的實驗，性

接種，這兩件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 反對者曾有

把“台灣人" 當作“天竺鼠"之譏， 幸而兩者

都有成功的結果，為台灣人帶來莫大的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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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拜師魏教授門下，至今已逾四十年，

其間筆者印象深刻的幾件事記述如次。筆者第

一篇和魏教授聯名發表於美國醫學雜誌的研究

論文「台灣的雙胞胎發生機率 J (American 

Journal of Obs/Gyn, 98: 881 , 1967) 0 1964 

年，有一天筆者為第三年住院醫師值夜班，魏

教授接生其娃女藥學系講師魏如圭(洪慶章醫

師夫人、魏火曜院長女兒)。第二胎生產過程順

利，不料產後不久突然大出血，呼吸困難，迅

即休克，雖經動員多位專家搶救仍無法挽回這

位年輕優秀婦女的生命。這是很罕見的產後合

併症，因羊水倒灌入靜脈循環系統引起肺部羊

水桂塞和全身性血液失去凝固功能的出血，即

使大量輸血已為時太晚。這是台大醫院首次經

驗的病例，提出全院性的臨床病理討論會。屆

時魏教授堅持親自報告臨床過程，聲調哀淒噴

咽，表情愁眉苦臉，甚至落淚，全場師生大為

感動。 1981 年筆者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婦產科副

教授，那時研究的主題是胎兒成長遲滯症，研

究論文連續發表於美國雜誌，並有新穎突破性

的研究論文，魏教授力邀回台大講學，並推薦

為該年台灣醫學會主講者之一 。筆者以「羊水

中膜島素連結蛋白(proinsulin C-peptide)和胎

兒成長的關連」為題，討論我們的學說，深得

勘誤表

有關醫訊二十一卷第六期封面

裹照片刊登有誤，校正如下:

(j)圖 4 說明:學業成績優良獎第三

名為林志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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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師長們及聽眾的重視。更可貴的是高齡的

前院長杜聰明坐在輪椅，蒞臨聽講。 1980 年代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在芝加哥舉辦，筆

者請台灣來的師長和一些校友到家中午餐。賓

客中輩分最高的魏炳炎教授和前台北醫學院院

長黃金江教授兩人一直在對談，筆者無意中聽

到他們談論學界、政界的一些問題，發現魏、

黃兩教授說出心中話都含有強烈的台灣人意

識，令人敬佩。

筆者印象中，台大醫學院教授群中，最常

口含煙斗，紳士氣派十足的要算魏火曜、魏炳

炎、杜詩綿三人。在和英美教授週旋的社交場

合，英語說得最流利的夫婦要算魏炳炎教授(亢

儷和精神醫學的林宗義教授侃儷。

最近筆者正在閱讀台大小兒科陳炯霖教授

回憶錄，標題為「台大小兒科發展的舵手」。以

魏炳炎教授長期對台大婦產科的貢獻，尊稱他

為「台大婦產科近代化的領航者」是很適當的。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1 年畢業，現職美國芝加哥大學名

譽教授)

(2 ) 圖 J 照片及說明正確如右。 圖 5. 李源德院長(左 2) 頒發臨床技能測驗成績優良
獎(第一名廖肇裕、第二名李千慧、第三名吳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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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祖父

祖父王耀文教授

1918 年 11 月 17 日生， 2004 年 4 月 5 日攻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五屆、 1943 年畢業，

前台大醫學院婦產科教授、主任

我們的家，是個醫生世家，以救人醫病為

己任，我以祖父為傲，平凡而有成就。我們敬

愛的祖父王耀文教授在 2004 年 4 月 5 日晚上 8

時 39 分病逝於台北馬偕紀念醫院，離開人世，

他走得有些突然，但是走得十分安詳。

祖父出生於彰化市一個平凡的家庭，曾祖

父王倫光也是一位醫生，但不幸在一個天氣很

差卻又必須出診治病的夜晚，跌落至水坑中溺

死。留下曾祖母、祖父和祖父的二位哥哥、 二

位姊姊及一位妹妹，當時祖父年僅三歲。曾祖

母受到曾祖父濟世救人的感召，靠著貸款、抵

押，含辛茹苦把三個兒子都培養成醫學博士，

並且還添了兩位醫生女婿。祖父為了秉承繼

往，也特別重視子女的教育與品德的修為。

祖父自幼聰穎過人，學途上皆以優秀的成

績進入第一志願， 1 943 年自台北帝國大學醫學

部畢業，因緣際會下進入婦產科繼續留在台北

工作， 1946 年和員林公醫葉光前醫師之女葉淑

英小姐結婚，葉淑英小姐是日據時代台中第一

女子中學 ， 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之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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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婚後的生活相當艱辛，歷經第二次世

界大戰戰後國內政局不穩、台幣貶值 、 通貨膨

脹等重重壓力，但夫妻二人總能同心協力度過

難關，栽培四位孩子，很幸運的，孩子們讀書

的過程中都很順利。長子國斌台大電機系畢

業，到美國獲得博士學位，長輝、素華台大園藝

系畢業，婚後兩人定居於美國。次子國恭及媳

婦愛卿皆為醫師，任職於馬偕醫院，曾任婦產

科及眼科主任。三子國榮台大醫學系畢業，曾

擔任台北市立忠孝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媳婦明

芬台大復健醫學系畢業，婚後專職相夫教子。

長女惠仙是師大音樂系畢業，女婿正熙為台北

榮總、外科教授醫師 。

祖父在台大醫學院除了擔任婦產科醫師

外，亦擔任教學的工作，由助教開始做起，經

講師 、 副教授乃至於 1963 年擔任主任、 1966

年擔任教授，直到 1985 年 7 月才由台灣大學

退休。他是子宮頸癌細胞抹片檢查的先驅，尤

其專長於經由陰道之手術。經由他所接生之孕

婦，婦科手術之病患，以及處理過的各種疑難

雜症之病例難以估計，可以說是行醫濟世救人

無數。他一共在台大服務 43 年， 一生精華的歲

月都奉獻給台大，因而選擇台大景福館舉辦告

別式。

祖父退休後，把時間留給家人，特別是他

的 9 個孫子及孫女(6 男 3 女)。教授最後一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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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是在 2003 年 12 月 20 日於台大醫院景福校

友返校聯誼會上，代表該班發表畢業 60 周年

感言，慶幸見孫多人能繼續為病患及社會服

務。孫輩在美國有 3 位，翠齡史丹佛大學化工

系畢業，工業工程與企管雙碩士，宏仁哈佛大

學經濟系畢業，任職顧問公司，宗義舊金山大

學電腦與數學雙學位，企管及財經雙碩士。在

台孫輩中有 4 位醫師，其中 3 位出自台大醫學

系，兩位已畢業，亦昌與宗仁分別服務於台大

外科與眼科;貫寧仍在大一就讀;百川陽明醫

學系畢業，任職長庚外科。兩位孫女俐睛於台

大物理治療學系，俐心於北一女中就讀。他常

以孫輩為榮，甚感欣慰。

祖父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 2004 年 3 月

27 日，由祖母陪伴出席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台灣

婦產科醫學會年會，以虛弱的身體堅持參加恩

師魏炳炎教授追思演講會 。 他很難忘遇到許多

老友同事後輩新秀，會後大家爭先與他寒喧問

好，沒料到一週後天人永別。

JING FU 景 福醫 訊

圓滿。

祖父一生圓滿，醫術高超，救人無數，富

有醫德，講話實在，不使不求，總抱持著謙虛

的態度，不願意對人有所虧欠。從絢爛歸於平

淡乃至於離世， 一直調適得非常自然，很有尊

嚴;祖父不對自己的成就自滿，但很欣慰孫輩

個個懂事上進。祖父過世前幾天還對兒孫輩多

加叮嚀'希望大家繼續謹守於工作及學業各自

努力，家人間彼此和樂相處，他已了無遺憾，

希望能追隨他思念已久的母親而去。祖父留下

令人敬佩的典範，他的精神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老子道德經講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所以不去。我想這是

祖父一生最好的寫照。祖父一生無所求，但當

他走的那一天，我們才發現他卻是最富有的，

什麼東西都有了。

如果說祖父一生有遺憾的話，那大概就只

剩孫輩中都尚未成家，來不及生個曾孫讓他抱

祖父晚年飽受高血壓、心臟病、慢性阻塞 一抱吧!我想我們會努力，也希望大家幫忙，

性肺疾病、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纏身，但是 讓我們的祖母早日升格，完成他的心願。

在景福門診回診及數次台大馬借住院治療期

間，由於幾位表現聰明乖巧，成績優異，繼承 祖父的努力讓我們枝繁葉茂，而且父的基因

衣僻的孫子環繞膝下，陪他對抗疾病，使他不 已留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祖父的精神也將在我

為病痛所苦反而能以勇敢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們家族中不斷傳遞下去 。

祖父出生自一個艱苦貧窮的家庭，但他一 祖父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

生最快樂的事，不是財富 ， 不是名利，不是權

力 ， 而是他給了我們他所沒有的， 一個完整幸

福的家庭。孩子們個個家庭幸福，相處融洽 。

對於孫輩們，祖父總在重要考試前為我們加油

永懷祖父

孫王宗仁

打氣，給我們信心，而我們孫輩也個個爭氣，

四個考上醫學系繼承衣峙，讓祖父的晚年更加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2001 年畢業，現任母院自民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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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是師王燿文教授

蔡路路

突然接到王教授 亦曾介紹我認識一位男士，雖然我們不來電而

過世的消息，這幾天我 作罷，可是王教授關心我的婚姻大事，我一宜

王耀文 的心情都很沉重，心中 心存感謝。

的悲哀不是言語所能表達。我亦很懊惱，本來

已安排好假期，今年六月會返台探親，我只要 我做第三年住院醫師時，和外子論及婚嫁，

回台，一定會去拜望王教授，可以再受教一些。 我有些猶豫不敢作人生的大決定，王教授問我

現在王教授走了，只留下無涯之憾，更加懷念 覺得哪裡不妥?我說不知道他是否有潛力，以

恩師對我的指導及照顧。 後會不會有錢有名?王教授說只要人好，對你

我是民國六十四年加入台大婦產科，民國

六十八年做完總住院醫師以後，隨夫赴美。在

台大婦產科四年住院醫師時，受教最多。王教

授的臨床經驗以及對病人仁心仁術'當然是我

們後輩學習的榜樣。那時候，王教授還擔任婦

產科醫學會總幹事，他不求出名而默默地做

事，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台大婦產科主辦的

醫學會活動，都辦得周詳完美，王教授是幕後

大功臣。同樣王教授亦一直默默的關懷學生後

輩，讓我說說幾件事。

我開始做第一年住院醫師時，因為工作時

間長，加上我又貪吃，覺得應該稿賞自己工作

的辛苦，王教授注意到，交代我不要太胖以免

找不到婆家，王教授認為找到好的人生伴侶是

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優秀的兒女完全歸

功於他娶了好太太。他有了賢內助，才能無後

顧之憂，照顧病患教導學生。因為他自己家庭

美滿，生活幸福，他喜歡撮合未婚男女 ，婦產

科同門有好幾對就是王教授做媒成功，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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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才重要，有錢有名不愛你又有何用?你們互

相幫助，以後當然有潛力。不要只想他能做什

麼，要想你能付出什麼，一個家是需要兩個人

共同努力經營。我不再幻想以後生活是否優

裕，做了一生一個正確的決定。

結婚後，王教授問我怎麼稱呼公婆，我說

仍叫“林伯伯、林媽告馬王教授教我改口叫

“爸爸媽媽我說我叫不出口，他說大聲叫

幾次，習慣就好了。我深受公婆喜愛，王教授

功不可沒。後來王教授又問我“你賺的錢，現

在怎麼安排?"我說“反正先生有錢，我的錢

仍照舊存在我的名下。"王教授說“你不把你

的錢拿出來，合在一起用，以後先生的錢亦不

會分給你，既然是夫妻，就不必分{訴我。"他

的遠見，我和外子一路走了二十五年多，從來

沒有為金錢傷感情。

王教授和師母的婚姻是媒灼之言，師母出

身台中第一女子中學，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秀

外慧中，持家教子，他們的兒子女兒，內孫外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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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個個優秀傑出。王教授和師母感情深厚，六

十幾年來攜手同行，身教言教，創造一個美滿

和樂的家園，王教授不追名逐利，不羨慕別人，

因為他有一個成功的家庭，那是金錢換不到的

資產，所以我一直覺得王教授是有福、富有的

又快又突然，生者情何以堪?我在電話中可以

感覺到師母的慟，真不知怎麼安慰才好。我知

道王教授一定捨不得師母這麼傷痛，請師母務

人。

必節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王教授對我亦師

亦父的關愛，不是幾件事說得完，謹以此文，

略表我對恩師的敬意及無限的懷念。

王教授走了，其如晴天霹靂，老天疼情好

人，沒受什麼折磨，亦是有福的人。只是走得

(作者你 1975 年台大醫學系畢業，現任職於美國麻州

Sturdy Memorial Hospital 急診主治醫師)

台大聲學院發起學京所九十三學年度
諒徵各科專語言蔓理教師數名

一、職 務:負責護理課室與臨床教學、研究及服務

二、資 格: j. 具護理及相關學系博士學位

2.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有原著論文著作
3. 具中華民國護理師執照者優先考慮

三、檢具資料:學經歷證件、專長及最近三年學術研究論著目錄，主要論文抽印本，

推薦函兩封，教學及研究計畫
四、起聘時問:九十四年二月起聘
五、截止日期:九十三年九月五日(以收件郵戳日期為憑)
六、信函請寄: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所戴玉慈主任
七、洽詢電話專線: (02) 2312-3456 分機 2228

傳真專線: (02) 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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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法醫學教育的展望

及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之成主

長久以來，臺灣地區的法醫學教育一直處

於風雨飄搖的窘境，不但法醫學教育師資和訓

練不足，而且實際法醫實務經驗不足，造成五

十幾年來法醫人才稀少和缺乏實務訓練的現

況，導致死因調查和司法審判上的紛擾。有鑑

於此 ，臺大法醫學科本於薪傳法醫學教育和訓

練、儲備二十一世紀法醫人才的願景，已於九

十三年度設立「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Graduate

I 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J ' 作為未來法

醫學教育基石和人才培育的搖籃。

成立宗旨與目的

一、培育現代化法醫人才。

二、提昇台灣法醫學研究以達國際水準。

三、支援法醫解剖並協助社會重大案件之法醫

鑑定，以維護基本人權及司法之公信力，

並藉以提供教學及研究所需。

四、吸引學生投入法醫學之研究及服務行列，

為國家永續儲備法醫人才。

發展方向

本所發展之方向，其運用基礎醫學及臨床

醫學於法醫學之研究，以及法醫實務之應用，

以提昇台灣法醫應有之國際水準及促進台灣法

醫之發展。將來將結合台大醫學中心相關之基

礎醫學、公共衛生學及臨床醫學，以及法律學、

人類學、昆蟲學、應用力學等研究所及其他相

關學院有意參與之各方面專家，合作交流，例

如經由法醫實務案例之流行病學研究，探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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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木榮

會問題之趨勢(如藥物濫用、自殺、他殺等)及醫

療糾紛之問題及預防等。

發展重點

一 、 法醫病理學鑑定 : 利用外觀及解剖後由目

視及顯微觀察器官之變化，確定死者的死

因和死亡方式。

二 、法醫死因鑑定 : 根據解剖、毒物鑑定及其

他調查資料，確定死亡原因及方式。

三 、法醫親子鑑定 : 為確保個人之權益，親子

關係之確定，越來越受重視，其鑑定之正

確與否，影響相當重要。

四、法醫 DNA 鑑定:發生重大災難後，死者身

分之鑑定，不但可確定其死亡，亦影響其

保險之賠償。而涉及刑事案件之身分鑑

定，則影響其是否有罪之判決。

五、法醫毒物學鑑定:確定死亡原因是否為藥

物、農藥、化學品等之中毒而引起，對刑

事偵辦之方向及司法判決相當重要。而毒

品之濫用之鑑定，則涉及吸毒罪之有無。

酒精之鑑定則往往涉及車禍之刑責及民事

之賠償。

六、法醫精神學鑑定:犯罪時當事人之精神狀

態，影響量刑之輕重，以及是否應接受精

神治療。

七、法醫牙科學鑑定 : 發生重大災難後，提供

最快速之身分鑑定 。

八、法醫臨床鑑定:有關見童虐待、性暴力、

交通事故等傷之鑑定，以維護人權及個人

權益 。 結合醫學中心各方面專家，經由法

2004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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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之實務案例，探討台灣社會問題與遺傳

醫學之關聯性，以及基因體醫學之研究。

未來整體操展之展諱

最近政府正在大力推動司法改革，但司法

改革除了檢調及審判系統的改革之外，法醫系

統的改革一直被忽視。法醫是現代社會中維護

司法正義，保障基本人權的一個極重要的機

制，台灣在邁向法治社會的過程中，亟需健全

的法醫系統，提供法醫鑑定及服務的工作。因

此中立且公正的法醫學研究及訓練機構是社會

所期待的一個目標。由於台灣目前僅有台大醫

學院擁有法醫學科，且台大醫院已有前瞻性規

劃，依組織章程亦正籌擬設立「法醫部」中，

其住院醫師之訓練與經費，將商請法務部協助

及支援。

由於法醫學亦為社會醫學之一 ，其範籌涵

蓋基礎醫學、臨床醫學、流行病學、法學及人

類學等，需要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法律學

院及文學院等之跨學院學術整合，而法律專家

從法的觀點解讀「法醫學鑑定」時，往往與醫

學的觀點有時有相當的出入。因此，法學及醫

學雙方的專家互相了解對方不同的觀點，在司

法審判的過程相當重要。

台大法醫學科和法律系的老師，已共同為

法律系學生連續開了六、七年的「基礎法醫學」

及 「實用法醫學 J' 反應相當良好，這是其他大

學無法做到的。將來法醫學研究所成立之後，

可以進一步和法律研究所共同舉行「個案討論 」

及研究 o 除此之外，法醫學研究所將可提供相

關法醫案例及法醫專業，如骨頭的 DNA鑑定，

與人類學研究所共同研究 。 相信法醫學研究所

與公共衛生學院之流行病學研究所、法律學院

之法律學研究所、文學院之人類學研究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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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之昆蟲學研究所及工學院之應用力學研究

所等，可以有良好的合作研究與互動，共同促

進跨院、跨所的發展。因此將法醫學研究所設

置在台大，在教學及研究上，可與本校已有之

相關系所密切配合，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本校

相關系所之發展。

另外，本所將可提昇台灣法醫學之學術達

到國際水準，並可支援社會重大案件之法醫鑑

定，以維護國家之司法公信力。因此在國家重

大政策之跨部會協調會議中，法務部對本所之

成立亦樂見其成，並可繼續提供法醫相關之學

術研究及法醫解剖之經費，希望本所將來能對

社會重大案件，提供中立、客觀的學術意見，

以釐清事實真相。因此，法醫學研究所的成立

乃是反應出社會的進步，而有其指標效應，為

了國家社會的進步著想，台大法醫學研究所的

成立應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結之 論

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的招生是

國內法醫學教育上的重大里程碑，也是二十一

世紀台灣地區法醫學人才的重要泉源，更是提

昇台灣法醫學鑑定的重鎮。不但可以不斷的訓

練法醫學界的新血輪，也可為現職的法醫學從

業人員提供進修的管道，並可支援國內、外重

大法醫學案件之法醫鑑定，以維護國家之司法

公信力，提高司法審判品質，以保障人權!

【招生、課程規劃及教授師資，詳見醫學

院楓城新聞與評論第 130 期】

附註:本文轉載楓城新聞與評論第 130 期

(作者現任母院病理部主治誓師及j去醫學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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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4年位魯特
教信僻、 i地告幫他健身料進程建動報導

由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基礎暨臨床教師獎與最佳主治醫師獎，以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師

獎選拔，經過一段嚴謹、公正的投票過程，終

於出爐。今年(2004 年)由藥理學科劉宏輝副教

授榮獲『最佳基礎教師獎r 小兒科李秉穎副教

授、臨床醫學研究所江伯倫教授(現任小兄科主

任)榮獲「最佳臨床教師獎.iJ'內科部盛望徽醫

師、病理部連晃駿醫師榮獲『最佳主治醫師

獎.iJ'外科部葉敢娟醫師、急診醫學部劉越萍醫

師榮獲『最佳住院醫師獎」。

「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 」 是由台大

醫學院在美、加的校友所組成，現任董事長為

郭耿南教授;自 1996 年起，每年基金會皆提

供『最佳教師獎」 三名及『最佳主治醫師獎』

侯勝茂\林麗慈

二名給母院。『最佳教師獎』是為了鼓勵台大醫

學院醫學系基礎及臨床教師之教學熱誠及樹立

學生的教師楷模而設立;歷年來藉由此獎項的

選拔，發掘真實、認真、優秀的基礎及臨床醫

學教師，並帶動教師進修、教學的風氣，促進

母院教學、研究品質的全面提昇。而「最佳主

治醫師獎』是為了鼓勵台大醫院專任主治醫師

對病人醫療服務的熱誠及樹立其他醫師及學生

的楷模而設立;歷年來藉由此獎項的選拔，鼓

勵年輕主治醫師熱心教學、真誠服務、負責任、

肯犧牲的精神，成為典範並全面提昇附設醫院

的醫療服務品質。

「林不日惠醫師紀念基金會」 是由 1968 年

畢業之醫、牙科同學及北一女校友們為了紀念

於 1991 年逝世之林和惠醫師，紀念她是該屆

「最佳基礎教師獎」獻獎

劃宏輝副教授(左)

「最佳臨床教師獎」獻獎

李秉穎副教授(左)

「最佳臨床教師獎」獻獎

江伯倫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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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實習醫師，肯定其醫生醫「人」 的理念

與作為，於 1992 年成立了「林和惠醫師紀念

基金會 J' 現任董事長為陳鈴津教授，執行長為

許美慧醫師。自 1992 年起，每年基金會皆提

供「最佳住院醫師獎」 二名給母院;此獎項是

為了鼓勵台大醫院基層醫師們以尊重患者之態

度從醫，並提昇醫療服務品質。歷年來藉由此

獎項的選拔，發掘真實、認真、優秀的住院醫

師，並帶動住院醫師進修及教學的風氣，促進

母院基層醫療的全面提昇。

此次得獎的老師及醫師均是在選拔委員會

的督導下(該委員會是由楊照雄教授、戴東原教

授、許美慧老師、陳博光教授、侯勝茂教授等五

位委員所組成，方散泰醫師擔任執行秘書) ，完

全由醫七的實習醫師及醫四同學經嚴謹、公正

的方式投票選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為

了提供院內及外放其他醫院的實習醫師們更便

捷的投票方式，首度以『網路票選」的方式進

行，讓同學於投票期間自行上網投票或更改個

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選，使同學有更充裕的思考、

選擇機會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眾望所歸的得

獎人。

每年經由這樣意義非凡的選拔活動，不僅

JING FU 景福醫訊

讓同學更加瞭解教學、研究及醫療服務的真

諦，對於促進本院之教學活動及鼓勵年輕醫師

致力於醫療服務亦有莫大助益。同時，我們也

特別選在r92 學年度(第 31 屆)醫學系畢業生撥

穗典禮」上，以畢業生獻獎的方式，將「楓城

良師(or 楓城良醫b 的紀念金牌或獎牌、獎金

獻給得獎的老師及醫師們，典禮會場並印製

“優良教師及醫師獻獎緣由以闡明「北美台大

醫學院校友基金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

會」提供母院上述獎項的宗冒及由來，供與會

師生、來賓及家長參酌。

在此特別感謝「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

會」及「林和蔥、醫師紀念基金會」長期的贊助，

以及選拔委員會、醫七班代表吳拓同學、醫四

班代表賴怡均同學及選務工作人員的辛勞，使

今年各獎項的票選活動得以在公平、公正、公

開的選舉過程中圓滿完成。在此我們也誠摯地

恭禧今年得獎的老師及醫師們，感謝他們對醫

學系學生的語語教誨及對醫學教育的用心付

出!

(作者侯勝茂像母校醫學系 1975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

系主任及母院骨手干部主任林麗慈現任醫學象助教)

「最佳主治醫師獎」獻獎 「最佳主治醫師獎」獻獎 「最佳住院醫師獎」獻獎 「最佳住院醫師獎」獻獎

盛望做醫師(左) 連晃駱醫師(左) 葉毆娟醫師(左) 劉越萍醫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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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能

知。為了避免艱深並因應時事，自己倉

促地寫出一篇淺淺的禽流感。從禽流感

的相關事件中 ， 可以看出固有的知識不

必然正確 ， 不停地質疑權威才是追尋真

理之道。本期許清曉教授人生思維一文

圖書

帥的 h

e 

一

李 秉穎

是的，每一刻現在都將成為過去 。 未來站在人生終點前回顧的那一刻，名利與權勢都將隨

風而逝 ， 我們所在意的將是自己的名聲已經強化?是自己曾經打壓他人獲得成功?還是自己曾

經讓這個世界更美好?本期文章中，康明哲醫師記下兒科火曜會的歷史，林靜竹醫師細述婦產

科魏炳炎教授的指導，王宗仁醫師與蔡唔唔醫師追思著婦產科王耀文教授的恩澤。老師們的付

出帶給學生無盡的思念，這些思念來自於老師們嘗試打造更美好世界的努力 。 在筆墨之間，我

們看到景福歷史上的點點滴滴;在行動之間，我們必須讓景福風範繼續流傳 。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83 年畢業，現任母校小兒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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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聯誼會

綠世界生態農場一日遊集錦

，~ 
;: 

綠野廣場 。 遠山美景 。

大探奇區內之變色龍 。 蝴蝶生態公園 。

水生植物公園之蓮花 。 鳥類生態公園 O

; 時間 : 2004年7月24日

; 地點:新竹北浦

: 攝影:郭英雄

;lP(Y 



白兔醫學翱學戀固自倒也C[Þg~

教匈聯誼會錄世芥生態農場 ~ ~J 遵命照

2004年7月24日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