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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張心清副教授、侯連團教授、郭英雄教授、藍萬烘主

任、郭敏光教授、蕭裕源、教授、江俊斌教授、王若松副教授;後

排左起李伯訓助理教授、陳敏慧助理教授、鄭景暉教授、賈景山

教授、郭彥彬教授、郭生興副教授、林立德I!IU教授) 。

曹昌源攝於西址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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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NG FU 景福醫訊

夕3 學年度給醫學系師生的一封信

每個學期開始時，醫學系均會發一封信給

全體台大醫學系的師生， 一方面報告過去的一

學期系上的活動， 一方面也勉勵大家，接著此

學期要辦哪些活動。這些信均是使用電子郵件

送到每一位師生的信箱，由於校友來函希望知

道醫學系近日的活動，因此我們想把此信也投

稿景福醫訊，向學長們報告，也希望大家對母

校的活動更加的瞭解，更期待大家指導我們如

何把醫學教育辦得更好，謝謝大家。

親愛的醫學系老師 :

您好 ! 時光飛梭，嶄新的學期即將展開。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各位老師在過去一年對於

醫學系學生的付出與關心。尤其上學年少數同

學在老師的反應下，經系辦積極與家長聯絡並

持續關注同學的學習情形後，均有改善，也減

少 1/2 被退學的情況， 此方式紛紛獲得家長來

函致謝。從本(93)學年度開始，醫學系即將建

立電子化導師系統，包括將學生之學期成績以

電子文件方式提供導師參考 ， 並電子化記錄導

師評語(我們嚴格執行保護學生個人資料) ，讓醫

學系導師能充分的瞭解其導生，期使在七年的

醫學教育過程中，每一位導師都能給予同學最

適切的輔導;而詳細關於導師系統的使用方

法 ， 我們將再以專函方式通知導師。

上學期在醫學系全體師生的努力下，我們

獲得了不少掌聲，歡度了豐收的一年。其中 ，

2004 年的台灣大學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活動，

2 

侯勝茂

今年雖然改變評分方式，醫學系仍在系學會與

大一 、大二同學的精心策劃'及蒲永孝、陳玉

祥、施庭芳等多位老師的指導下，再創佳績，

榮獲校長獎第三名。另外，在本系學生萬眾一

心下，更摘下了 2004 年全國醫學院校大醫盃

精神總錦標、 92 學年度第 54 屆全校運動會男

子團體組 4000 公尺大隊接力第一名、拔河第

一名、 400 公尺接力第三名、 1 600 公尺接力第

六名，女子團體組 2000 公尺大隊接力第二名 ;

而個人獲獎項目更是不勝枚舉，在在都表現了

我們醫學系學生不僅學業成績表現優異，體能

及課外活動競賽表現亦不落人後。

2004 年台大杜鵑花節活動剪影

2004 年十月



因每年醫學院學生使用的顯微鏡數目達數

百台之多，總使用次數更超過上萬次，故從今

年開始，系上利用醫學生暑假修習服務課活動

的時間，讓部分學生參與來清潔顯微鏡上的油

污和灰塵 ，以使醫學生在服務別人之前，能先

把自己服務好，也讓醫學生體會服務自家人的

樂趣及珍惜學校維護教學設備的用心，同時更

可以省去一筆龐大的維修費用。

在醫學系網頁方面，本系網頁從架設後已

JING FU 景福醫訊 |

r2003 年財團法人臺灣醫學發展基金會論文獎」

自頁獎典禮

多年未再改版，今年在 892 級同學:侯宗佑、 學大學及長庚大學醫學系的同學報名參加 ，也

林軒毓、呂易璁等多位同學的合作努力更新網 希望藉此有更多校際問交流的機會。

站下，大家在瀏覽醫學系網站時，已有個更賞

心悅目的閱讀空間。本次更新的部分主要在圖

像介面和網頁架構的重整，且在教學資料網路

化的需求下，也特別新增了醫學系課程學習指

引中有關教學大綱的部分，希望能讓大家更便

捷地獲得所須資訊。詳細內容請參閱網址

http://www . med . ntu .edu .tw/ 。

「財團法人臺灣醫學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陳維昭校長為獎勵全國各公私立學校醫學生從

事學術研究，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培育優秀醫學

研究人才，自 90 年度起設置「財團法人臺灣醫

學發展基金會論文獎 J' 委由台灣大學醫學院醫

學系主辦，基金會贊助獎勵金的方式協辦 。此

獎項不只獎勵學生，也同時酬謝指導老師，以

鼓勵師生間研究經驗傳承的精神。在此恭喜本

系:張雁翔同學榮獲 2003 年優等獎(指導老

師: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工程研究所羅履維教

授);陳宜明同學及呂世和同學獲得佳作(指導老

師分別為. 臺灣大學藥理學科蔡明正教授及家

庭醫學科陳慶餘教授) 。我們已將歷年來得獎的

研究論文摘要放在網路上(http://www.med . ntu .

edu.tw/tm啪-c . htm) ，歡迎大家上網瀏覽。此獎

自 2002 年至 2004 已有包括成功大學、台北醫

2004 年十月

本系為鼓勵醫學系同學積極參與基礎醫學

研究，特設計一系列活動與課程，如「醫學資

源利用實習一 、 二 」 、 「醫學士論文」 、 「高等基

礎醫學研究」等課程，這些課程的相關資訊已

整理在醫學系網頁 (http://www. med . ntu .edu .

tw/Lab/home.htm) ，期待日後能有更多臨床醫

學及基礎醫學的整合性研究，更進一步提升本

系同學的學術研究風氣。

台大醫學系目前與七所醫學院進行實質的

教育合作關係'每年我們接受平均 70 位海外著

名大學的醫學生來學習，同時我們每年也派出

24 位醫學系六年級同學赴哈佛、南加大、西

北、杜克、亞利桑納州大學及俄亥俄州大學等

學校進行交換學生計劃， 此等學生之交流不僅

拓展我國醫學生之視野，也直接提昇台大醫學

系的國際地位，更加速刺激台大醫學系的進

步。今年我們已送出二十三名醫學系六年級學

生至國外院校見習外 ， 並將這些出國見習同學

的見習心得，以及今年首創的「各見習學校生

活指南」放在台大醫學系網頁上 ( 網址

http://www.med.ntu.edu.tw/electives.html) , 

大家只要連上網路 ，就可以閱讀 2004 年同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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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全由醫七及醫四同學以網路投票的方式

選出。在此我們誠摯地恭喜所有的得獎人，並

感謝他們對醫學教育的用心付出及對同學的諱

言享教誨!

92 學年度(第 31 屆)醫學系撥穗典禮已於 6

月 4 日下午假本院基醫大樓一樓大廳舉行，並

於古色古香的醫學人文館大廳舉行畢業茶會。

2004 年本系同學至1J.s::2利桑那州大學進行交換學生 上百名畢業同學及其親朋好友、師長貴賓們蒞
計畫 ， 圖 中為該校醫學系主任 Dr. J. Alpe此 臨會場，分享同學們七年來成長的喜悅，加上

畢業生與系學會所精心佈置的典禮會場，為今

們的心得與經驗傳承。另外將於十月於醫學院 年的撥穗典禮增添熱鬧、歡樂卻不失隆重的氣

舉辦同學赴國外見習經驗演講，歡迎本系師生 氛。典禮當天我們很榮幸地邀請了陳定信院

來參加。 長、李源德院長及傑出校友中央研究院賴明詔

台大醫學系每年都接受數卡位來自世界各

國的醫學生在台大醫院見習，我們每學期均舉

辦「國際醫學生交流座談會」活動，讓醫學系

同學與來自不同國家的醫學生有更多交流機

會，瞭解並尊重彼此迴然不同的文化、國情、

醫學相關的經驗分享。

由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

「最佳教師獎」與「最佳主治醫師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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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網路投票過

副院長蒞臨致辭。在頒發優良教師、醫師及優

秀畢業生獎項後，畢業生們也以 ，. Surgical 

Pathology J 教材一套回贈母校紀念品。接著，

畢業生們也依序上台接受陳定信院長 、 李源德

院長、 (美勝茂主任、楊洋池主任、蕭裕源主任、

賴明詔院士 、 江伯倫主任 、 李秉穎副教授、李

伯皇主任、周松男主任、紀秀華主任、吳木榮

老師、許宏遠教授、朱宗信副教授等師長們的

撥穗，系上也衷心地祝福每一位畢業同學鵬程

萬里、展翅翱翔，為每位畢業生及師長 、 家長

留下美好的回憶。

程，終於出爐。今年(2004 年)由藥理學科劉宏 為協助本系同學及早準備醫師專技高考，

輝副教授榮獲「最佳基礎教師獎.JJ'小兒科李秉 使應屆畢業生能順利通過醫師高考考試，取得

穎副教授、臨床醫學研究所江伯倫教授(現任小 醫師執照，上個學期系上已請醫學資訊組協助

兒科主任)榮獲「最佳臨床教師獎.JJ '內科部盛 指導系學會高承楷同學進行初步規劃，並由黃

望徽醫師 、 病理部連晃駿醫師榮獲「最佳主治 彥禎同學設計，建立網路模擬考試系統，使同

醫師獎.JJ '外科部葉敢娟醫師、急診醫學部劉越 學可以在密碼認證下進入系統，進行線上測

萍醫師榮獲「最佳住院醫師獎』。此次得獎的老 驗，題庫內容包括歷屆考古題與老師提供之題

師及醫師均是在選拔委員會(由楊照雄委員、戴 目，以隨機抽出題目作為考題。近程規劃還包

東原委員 、 許美慧委員、陳博光委員 、 侯勝茂 括: (1)請臨床學科(如內科、外科等)將 core

委員組成，方g~泰醫師擔任執行秘書)的督導 curriculum 釋出，供同學研詣，使未至該臨床

4 2004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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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臺大醫學系畢業生與師長合影

科實習之同學仍可具備基本專業知識。 (2)以 訊學」更名為「醫學資訊與實證醫學 J 內容

「服務三」課程選修的方式，請同學將歷屆國 也將大幅修改，增加實證醫學的教學及醫學資

家考試考古題打字、彙整，建立系統性的電子 訊網路獲取之學習 ， 以合乎現代資訊之未來發

題庫，供同學線上測驗。 (3 )舉辦小型模擬考 展，同時可以配合在 PBL 方面的教導與學習。

試，以提升同學準備考試之動力。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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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系國考複習系統(h旬:I/doc.med . ntu .edu .tw/)

在今年暑假，說與「醫學資訊學」開課教

師們一陳恆順等多位老師針對同學的教學意見

討論過後，因鑑於現有課程內容多著重在資訊

工具及學理方面的教授，較少在應用資訊方面

的教導與學習，故自下學期起，擬將「醫學資

2004 年十月

醫學倫理教學為本系醫生養成教育中極重

要之一環，目前課程安排於醫六精神科實習之

時段中。以往本課程為精神科李明j賓主任所籌

畫，自 92 學年度起，改由侯勝茂主任承接，但

仍借用精神科實習時段 ， 繼續以 PBL 為導向之

教學。雖然醫學倫理教育在現今環境中之師資

尚屬匿乏，但本系為貫徹教育理念，仍然持續

於每週一、五下午開設分為十二單元之「醫學

倫理與醫療行為課程 J 範圍涵蓋目前醫學倫

理重要議題，六週內共計二十四小時供學生密

集學習，期望在倫理氛圍的浸淫中，學生習得

修身處事之基礎，並請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醫

學倫理學博士(Ph.D . in Health Care Ethics)蔡

甫昌助理教授設計教案及編譯中文教科書。

我認為，醫學系的教師，除了研究、教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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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與醫療行為課程」上課實景

與服務三大任務之外，也應參與招生事宜及分

擔倫理教學之重責。因此，為了因應醫學倫理

教學之師資直乏，本系也再委託蔡教授著手師

資培育壁畫~ ，於今年 9 月 11 日舉辦「醫學倫理

教育研習會 J 會中特別邀請前慈濟大學醫學

院院長、和信治癌中心醫學教育講座賴其萬教

授，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研究所楊哲銘助

理教授，分別針對「醫學倫理的教與行」及「醫

療法律臨床教學之探討」進行演講;除此，會

中更精心規劃醫學倫理與法律之小組討論演

練，期望在豐富且多元的師資培育課程下，醫

學倫理的種子能在本系生根、深根後茁壯 。

今年暑假台大醫學系系學會也依往例舉辦

「台大醫學營」給全國高中生參加，內容以輕

鬆逗趣的方式結合了醫學課程的介紹，相信這

個活動對有志於醫學系的高中生對台大醫學系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藉此特別感謝在活動期間

事務單位同仁及系上老師的積極參與。

台大醫學系自 1992 年開始醫學教育改革，

積極與國外一流大學如美國哈佛醫學院、杜克

醫學院等交流，力求在制度、師資 、 教學內容、

方法上突破，許多的作法及成效均為台灣首創，

也受到國內外學者的肯定。例如台灣醫學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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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台大醫學營活動剪影

評鑑委員會(TMAC)於 2004 年宣佈台大醫學系

為本國醫學系中唯一通過 TMAC 評鑑的學系。

但我們並不自滿，目前計劃採用世界醫學教育

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 

WFME)所訂的高標準進行自評，期待以世界標

準為標竿(benchmark) ，進入世界第一流的醫學

系起目標，也希望全體師生大家一起朝此目標

前進 。尤其是 2005 年教育部會對全國醫學院

校再度視察，我們在醫學系教育領域尚缺

Clinical Skill Lab 的建立，希望附設醫院新上任

的林芳郁院長及教學部張上淳主任能大力幫忙

醫學院早日建立此臨床實習最重要的 Lab . 。

最後，再次謝謝您對本系的貢獻與愛護，

期待未來您能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讓醫學系

這個大家庭能在本系師生同仁的努力中求進

步。

敬祝

教安

弟侯勝茂敬上

民國 93 年 9 月 1 日

(作者保母校醫學系 1 975 年畢業 ，現任母校醫學~主任、

母院骨科部主任)

2004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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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今裂溢的精神為 J!Rf 完

精神是腦的生理功能表現 。 腦是一個具有

複雜生物學功能的器官。任何腦功能之障礙，

會使個體應付生活情境時，產生腦力抵不住生

活壓力的失衡狀況，因而引發各種不同症狀(各

種不同診斷類別)的精神病理表現，這是當代腦

科學時代的精神病理學觀。當腦功能障礙嚴重

時，應付生活情境之腦力就低，縱使是一般的

常規生活，腦力也會受不了，因而發生嚴重的

精神疾病 。這種嚴重型的疾病以精神分裂症最

具代表性。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病理研究之代表性疾

病。 二十世紀初期精神疾病診斷學中對疾病之

定義，就以 E. Kraepelin 為代表， 他把精神分

裂症(他所謂之早發性癡呆症)與躁鬱症做鑑

別，開創了精神醫學描述性精神病理研究之基

礎。

精神分裂症，顧名思義，是腦功能(精神)

與現實情境無法配合為基本病理。其之所以發

生精神與現實無法統合，是j原於思考障礙(E .

Bleuler) 、 妄想與幻覺等症狀。這些都歸屬為精

神分裂症之正性、症狀(positive symptoms) 。所

謂正|生症狀是神經生理學基本病理原則之一，

亦即本來沒有之生理功能表現，因功能障礙而

發生之病理表現。 1980 年代以來更強調精神分

裂症之負性症狀(negative symptoms)病理。在

神經生理學之基本病理原則下，本來應有之功

能變沒有了，即稱為負性症狀 。精神分裂症病

2004 年十月

胡海國

人缺乏動機、不想做事 、 缺乏情緒反應，是為

其負性症狀 o 目前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學概念

中，傾向把精神分裂症區分為兩型，其一是具

明顯且持久負性症狀的缺損型精神分裂症

(deficit subtype) 。另一型是只有明顯正性症

狀，沒有明顯負性症狀的非缺損型精神分裂症

(non-deficit subtype) 。

精神分裂症有各種潛存的腦功能病理。神

經心理功能障礙，如持續注意力降低、工作性

記憶障礙與執行能力降低。這些神經心理功能

障礙 ，使病人在現實生活中之社會功能(如:工

作表現、學業成績等)明顯下降。在未發病之一

等親親屬中，亦會發現持續注意力降低之病理。

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神經生理之柵門(gating)現

象中顯有障礙，使得病人對外界刺激不能有柵

門之機制作用，造成腦功能過分警覺狀態。這

可能是病人思緒雜亂，精神不集中之基礎性生

理因素。

精神分裂症，尤其是缺損型精神分裂症病

人，經由腦部磁振攝影(MRI)及正子掃描攝影

(PET) ，發現腦室擴大，腦組織體積減小'前額

葉背側部位之腦血量下降(尤其是執行精神心

理功能時) ，顛葉之多巴胺(dopamine)功能過度

亢奮是精神分裂症在腦病理中特定之解剖病變

部份與其特定之功能障礙。

由於腦解剖未發現有膠原化(gliosis)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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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所以精神分裂症之腦病變，被考慮屬神經

發展性障礙，亦即胚胎期就有神經發展障礙之

病理存在 。精神分裂症病人大都在 15 歲至 29

歲之間發病，因此由胚胎期之神經發展性病

理 ， 如何在 15 歲至 29 歲之間，發生精神病理

演變 ， 終至發生嚴重精神分裂症臨床病理，是

當今神經科學與基因體精神醫學研究之重點。

雙胞胎與領養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症之病因

因素中， 遺傳因素佔了 70% 。跨時代之社區精

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症並不因

現代化而引起盛行率之增加。可能生物學(含遺

傳病因)病因是主要之病因因素而非社會文化

變遷之因子 。近十幾年來之分子遺傳學技術相

當地發展 ， 使精神分裂症致病基因之探討變為

可能。截至目前台大醫學院暨台大醫院基因體

精神醫學群之研究，收集了台灣 800 個精神分

裂症家族 ， 進行精神分裂症之分子遺傳學研

究。目前初步發現有 10 個可能之致病候選基因

(candidate genes) ，這些精神分裂症候選之致

病性基因(vulnerability genes) ，分布在 1q42.1

6p22-24, 8p14 , 15q14 與 22q11 - 12 等染色體

之特定位置上 ， 理論上， 精神分裂症是一個病

因複雜之疾病(complex disease) ，它可能是多

基因疾病(polygenetic disease) 。目前正在利用

單核甘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 SNP)做基因體之微細基因定位(fine

mapping)研究。我們期待可能會發現 5-10 個精

神分裂症之致病基因。

找到了致病基因 ， 可以使精神分裂症之藥

物治療 ， 產生革命性之變革 ， 也可以開創新的

基因診斷與神經生物學指標之診斷方法，更可

以開拓精神分裂症早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 

之預防方法 ， 因而開創預防精神醫學之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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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精神分裂症之治療，主要是建立在多

巴胺功能抑制或維持多巴胺與色胺酸藥理作用

之平衡等之精神藥理學基礎上，也就是以正性

症狀之治療(妄想、幻覺、思考障礙等症狀)為主

軸 。 其中針對多巴胺功能抑制作用之藥物稱為

傳統典型之抗精神病劑 (typical antipsycho

tics) ， 而以多巴胺與色胺酸平衡作用為主之藥

物，稱為非典型抗精神病劑(atypica l antipsycho

tics) 。這類藥物之特點是副作用較少。此外，

有一種多巴胺受體部分催動(pa吋ial agonist)作

用之抗精神病劑，因為副作用低，也屬非典型

精神病藥劑的一種。這些非典型抗精神病劑，

被發現對精神分裂症之負性症狀多少有些治療

效果。未來將可能發現多巴胺系統之外，各種

生化病理仰的日 N-methyl-D-的partate 系統之病

理)之相對應治療方法。此外，目前已確知，精

神分裂症有神經心理功能障礙。因此，也正在

開始發展對應於此病理之精神復健方法。精神

分裂症患者以其帶有障礙之腦功能，要在現實

社會文化環境中努力地追求他健康的人生，所

以治療上要更講究心理治療與社會家庭生活之

精神復健醫療。

值此基因體醫學的時代， 由“致病性基因

神經生物學﹒神經;L.、理學﹒描述性精神病理表現"

之縱深式研究，是當今精神病理學研究之典範

(paradigm)方法。此研究取向將精神醫學之病

理探討引入高科技之神經科學與基因體醫學的

研究之領域。不久之將來，將因此而有精神醫

學的另一次革命性發展。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 972 年旱，現任母校精神科教授兼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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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茵河之間路

林信男

遊尼加拉瀑布(2000 年)

作者(左)和夫人與賴其萬教授帶小孩遊台大校園(1975 年)
成、林文士人、侯書文等老師組成的棒球

明天， 2004 年 8 月 1 日，我就要轉換跑道，

從台灣大學醫學院及台大醫院的全職工作者轉

為自由工作者，感謝上帝一路引領，使我能跑

完這段路。 1962 年我進入台大醫科， 1970 年

成為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的住院醫師。四十多

年來，台大醫學校區是我活動的主要場所。在

這裡，我受教於許多一生奉獻於教育的老師。

在這裡，我遇見成為一生知己的同事及朋友。

在這裡，我有幸與許許多多年輕的學生及住院

醫師一起切磋成長。為了這一切，我要向大家

大聲的說.謝謝!

醫學生時代我並不是很用功念書的學生。

大一及大二這所謂醫預科的二年，因為我念過

成大電機系，所以物理、化學、微積分等課我

經常缺席。打網球、參加合唱團、當家教及教

會的活動等卻花了我不少時間。大三以後仍花

不少時間在課外活動，班上曾組棒球隊與董大

2004 年十月

隊，在醫學院操場比賽。班上的網球隊更

曾遠征省立基隆醫院、桃園信東藥廠等地。大

七時發起全國醫學院學生網球聯賽。也參加台

北 YMCA 每年在聖誕節的大事，演唱韓德爾的

神劇彌賽亞(Messiah) 。遇有長假時，常參加基

督徒醫學協會帶領的醫療隊到各地義診，包括

金瓜石、角板山、北門嶼烏腳病診所等。

中學時代讀了史懷哲到非洲行醫的故事，

深受感動。而南投謝緯牧師/醫師的醫療傳道工

作，使我印象深刻。醫學生時代念了瑞士 Paul

Tournier 醫師的幾本書，使我覺得基督徒精神

科醫師能與教會的牧師搭配，從事很好的心靈

醫治工作。這些經驗使我很早就期望將來行醫

時，以精神科為志向。服預備軍官役期間，開

始申請住院醫師職務，我首先考慮要去馬偕醫

院，主要是因為它是基督教醫院，而且待遇不

錯 。 於是我找當時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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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又甘的日子。當時住院醫師人數不多，

所有精神科及神經科的各種活動，住院醫

師全員參加。下班後，不管是否值班，許

多人會留下來念書討論。洪祖培教授是高

電壓型的老師，每週的神經科迴診，住院

醫師都嚴陣以待。記得有一次颱風將來

作者(左)與施茂雄教授(右)在洪祖培教授(中)家唱遊(1976 年)

襲，醫院宣佈下午停止上班。大家正準備

回家時，總住院醫師傳達洪教授要大家留

下來考試的消息。結果那次的考試題目大

部份是一些罕見疾病，大部份的人都考不

及格。洪教授是教學認真的嚴師，幸好我

和他建立不錯的師生關係。神經科和精神

憲教授寫推薦信。應徵面試時，馬偕醫院的主 科分科後，洪教授偶爾還會轉介病人給

試者告訴我，馬偕尚未成立精神科，問我是否

願意先在內科受訓，這與我的期待不同。林憲

教授瞭解我的情況，所以我雖然把馬偕醫院放

在第一志願'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的老師們仍

然歡迎我回到母校受訓。我和我的同班同學賴

其萬醫師於 1970 年 7 月 4 日到台大醫院神經

精神科報到，開始住院醫師訓練。四年的住院

醫師訓練期間，我和賴醫師在工作及生活上都

是互相支援的好伙伴。我們彼此分享讀書及工

作心得，他是我結婚時的伴郎，我們兩家在休

假時，常一起帶著小孩出遊。雖然後來賴醫師

一家人曾長期在美國，但我們兩人之間的彼此

支持及鼓勵一直到今天仍持續著。在老師當中，

我常請教林憲教授。雖然有不少人覺得他的話

不好懂，但我卻喜歡找他談。我們的話題包括

醫療、研究、社會新聞、家居生活等等。 一直

到現在我們仍保持此種互動關係。我認為一位

精神科醫師能有一位同輩及一位長輩的精神科

醫師做為互談的好對象是有助於身心的健康及

成長的。

住院醫師期間充滿壓力及活力，過的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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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慣例，從第二年住院醫師起，都要在學

會的年會上，至少有一個題目的口頭報告。我

的題目是有關同位素掃描腦瘤及腦血管疾病的

臨床案例。 9 月中我收到兵役教育召集令，到

桃園服的天兵役。學術年會的日期在我預定解

召後幾天。我決定繼續準備演講題目，請賴其

萬醫師幫我準備幻燈片之製作。這雖然是一件

小事情，但師長們認為我有敬業精神。以往神

經精神科住院醫師到第四年，只留一位當總住

院醫師。到第三年，我心裡想應該由賴其萬醫

師留下來當總住院醫師。因為他比我更有學術

潛力，而且他的家境也不必為當時台大醫院非

作者(右)與胡海國教授於台大醫院運動會(1985 年)

2004 年十月



常低的薪水而操心。有一天林憲主任找我們兩

人去談話，告訴我們已經向醫院爭取兩位總住

院醫師職位，要我們兩人都留下來擔任此職

務。賴其萬擔任神經科的工作，我擔任精神科

的部份，為走向分成獨立的兩個科而準備。

當年台大神經精神科並沒有住院醫師的房

間，乃是在主治醫師的研究室安排一個座位。

我在第一年住院醫師期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

坐在莊明哲教授的房間。當時有一位輕度智能

不足併有回狀頭皮(cutis ve付icis gyrata)的男病

人住院。在莊教授指導下'詳細收集病人的各

種資料。後來莊教授把該案例發表在 Journalof

Mental Deficiency 。第二年住院醫師期間有一

件轟動全國的刑事案件送台大醫院鑑定，當時

由我擔任接案住院醫師，科內的教授們都參與

此鑑定工作。在林憲教授指導下，我學習精神

鑑定工作的醫學與倫理。此案例經驗引起我對

司法精神醫學之興趣。在林憲授指導下，於

1975 年發表我的第一篇司法精神醫學研究論

文「刑事案件精神鑑定 50 例之臨床報告」。在

總住院醫師期間，在陳珠璋教授指導下，進行

JING FU 景福醫訊 |

1、

扮聖誕老人訪台大小兒科病房(1996 年)

以 bromazepam (Lexotan)治療強迫症的藥物

臨床試驗，經過二年多才完成此臨床試驗，其

結果於 1979 年以，- A double-blind test on the 

effect of bromazepam in obsessive-compul

sive neurosis J 發表於台灣醫學會雜誌。

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接下來留在台大醫院

擔任主治醫師 '並於次年擔任醫學院講師教

職。在考慮未來的方向時，我的想法是選擇臨

床實務有需要，但從事的人仍然不足或尚未被

重視的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司法精神醫學及

精神疾病的藥物治療外，我認為老年精神醫學

作者(右一)至IJ溫哥華見習社區精神醫療二週(1988 年)

是未來必然要重視的問題。 1979

年開始在養老院進行精神疾病

的調查 ，前後進行四年 。 1982

年開始進行值春地區之老年人

精神疾病研究。長期的精神醫療

工作經驗使我體認到精神疾病

患者的宗教信仰是不能忽略

的 。除了利用夜間修讀神學課程

外，也著手整理「宗教與精神醫

學」的文獻 ，後來並利用一年學

假正式進入台灣神學院研究所

修習神學。希望退休後能修完此

課程。整合精神醫學與基督教信

2004 年卡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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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大學畢業(1994 年)

仰是我未來要繼續努力的工作及心願 。

除醫療服務及研究工作外，升任主治醫師

後我也參與醫療行政的工作。 1981 年徐澄清教

授學假，之後徐教授又借調省立桃園療養院，

這期間由我代理台大精神科主任。當時雖然已

年過四十， 與台灣大學其他學科的主任比起

來，年紀不小了 ， 卻是台大醫院最年輕的醫療

科主任。 1987 年我借調省立桃園療養院擔任院

長三年。接著又商調到成功大學。當時台大醫

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要我考慮不要辭職，而以

借調方式去成大。我想應該把台大醫學院的職

位讓給別人，所以仍

然以辭職方式去台

南。後來我右眼視網

膜剝離，連續動了三

次手術，因此一年後

辭成大教職，重新申

請台大教職。有一位

主任開玩笑說，當時

我的申請若不通過，

我「商調」去成大就

成為把台大的教職

藉此機會謝謝宋維村醫師辛苦協助我重新

申請教職。另外在林憲教授鼓勵下，我在

升主治醫師後，也開始參與精神醫學會的

會務。早期的學會是神經精神醫學合併在

一起，學會的理監事除精神科醫師外，還

有神經科及神經外科醫師。所以曾和神經

外科的前衛生署施純仁署長一起擔任理事

工作，也和三軍總醫院和榮民總醫院的精

神科及神經科前輩共事。也有幸參與研擬

精神衛生法、精神科專科醫師制度的過程。

目睹精神醫療及醫學會從被認定為弱勢、

需要特別扶持的單位，成長為已經擁有超

過一千名會員的團體。擔任學會的總幹事(今之

秘書長卜理事、理事長，我獲得許多學習的機

會，感謝學會的會員給我這個機會。在這過程

中，我曾做過一件對不起我的老師葉英壁教授

的事 。在他理事長任上，有次他收到參加專科

醫師考試者的申訴。我因在如何處理此申訴案

與理事長有不同看法，而向理事長提出辭常務

理事職。現在回想，實在有欠考慮。謹在此向

葉老師道歉。

以我資質平平的人，能順利的在台大醫學

「上吊」了。我也要 為陳水扁選台北市長掃街站台(1994 年)

院及台大醫院工作，

宗教信仰及家庭的

支持是重要的力量

來源。我出生於佛教

家庭 ， 父親是日本曹

洞宗的和尚。他是曹

洞宗台灣佛教中學

林(即佛教設立的中

學 )的第一屆畢業生

(t交址在台大醫學院

旁邊，目前之台北市

政府青少年活動中

12 2004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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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二次世界大 電站 1979 年底

戰結束後，該校 高雄美麗島事

成為目前之泰北 件對我是個大

中學)。我們父子 衝擊。我的四弟

是在現今的林森 被硬扣上叛國

南路仁愛路口兩 罪名，後來還移

側完成教育的。
h 

監綠島。在戒嚴

父親過世後，母 時期，我既是國

親帶找們 9 個兄 民黨政權眼中

弟姐妹改信基督 釘的基督教長

故而離開父親創 老教會信徒，又

建的「台中佛教

會館」。母親沒有
與兒孫為桂芳慶生(2004 年)

是高雄美麗島

事件「叛亂犯」

的家屬，具此雙進過學校，卻非

常支持鼓勵我們受教育，她自己直到過世前也

努力以羅馬拼音的聖經或書籍自修。我們家的

經濟情況雖然窮困，但精神生活是富足的。兄

弟姐妹間， 一直到現在仍保持好的互動關係。

結婚後，我和桂芳所組的家庭一樣珍惜親情及

友情。我們很樂於參加精神科舉辦的休閒活

動，我還曾背著兒子爬獅頭山。我們也邀請科

內同仁到家中緊緊。二個小孩念幼稚園時期，

吃過晚飯會吵著出去散步，我會帶他們從仁愛

路走到東門市場，買烤玉米或義美霜淇淋。有

時回程到連雲街拜訪陳榮基教授。這些互動有

助於我對台大精神科的認同，也有助於我走在

精神科醫師這條路上的成長。而使我持續向前

走的支柱是我的牽手桂芳，她為我放棄留學美

國的機會。雖然台大醫院的薪水微薄，比不上

她的薪水，但她使我能不必兼差地全心工作 。

她全力照顧好家庭，使我無後顧之憂 。 如果我

有要誇口的事，那就是感謝上帝使我有好的牽

手，一路伴我走過來。我要特別在眾人面前向

桂芳說「謝謝妳為我做了這麼多 J ! 

2004 年卡丹

重黑名單身份，經常被打小報告乃意料中之

事。我曾因剛從綠島探視坐監的四弟回來，有

感而發的在台大醫學院教授聯誼會忘年會高唱

「綠島小夜曲」而被警告。到加拿大旅行，順

便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當然是被情治單

位記上一筆。這些不公義的社會政治壓力反而

使我更加堅定信念 ，必須對台灣這塊土地有

惰，對台灣人民有愛，以此見証我是對上帝有

信的基督徒。我儘可能參加各種抗議集會 、遊

行，因此行動被跟監，出國開會也經常被刁難。

在那段困難的時期 ，徐澄清教授給我很大的支

持 。我的副教授及教授升等也是在徐教授擔任

主任時完成。我要在此向徐教授致謝。

今天承蒙大家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Commencement 的另一個字義是一開始。所以

畢業典禮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我以感激的心 ，

謝謝大家來祝福我開始人生另一段行程。基督

徒視人生在世是一趟出國旅遊，對每一段新的

行程，存興奮、期待的心情，就像出國旅遊前

心存期待一般。以欣賞的心看旅途中的各個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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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縛﹒底可

60 攝技住比薩斜塔

點。當走完所有行程，就能回家把旅遊的所見

所聞與家人朋友分享。今天花了大家那麼多時

間聽我這個平凡人的故事 ， ，-多謝 ! 多謝 ! 再多

謝! J 我沒有什麼禮物可送大家，只以我非常

喜愛的聖法蘭西斯(5t. Francis)的禱文送大家

做「等路(tan -Io) J 。

安 j去 l詢、Ð斯的禱文

主，使我成為你和平之器血，

在憎恨之處播下愛;

在受傷之處播下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在絕望之處播下 盼望;

在黑暗之處播下 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喜樂;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暸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被愛，但求付出愛;

因為，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作者你母校醫學ff， 1 969 年畢業，曾任母校精神科教授、

主任，現任母院精神科兼任教授)

... ... . . . .. . ...... .. .. ... . . . . ... . . 司.-..-..-...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 年景褔峽友返級聯誼會

日期: 200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101 講堂(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相 關事宜聯絡 :

電話: (02)231 2-3456 轉 63 70

(02)2389-8637 
傳真 : (02)2388-6161 
承辦人:林玉珠小姐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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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化產科的先覺:陳官堯教授

陳官堯教授是我研究產科的g~蒙老師，他

是一位熱心研究，同時以言教身教指導後進，

百分之百奉獻教育的良師。他雖然只在我當住

院醫師時指導我研究，在我留美期間，因興趣

相同，研究方向平行，都注重產科的胎兒醫學 o

我每次回台灣講學或參加國際會議，我都會拜

訪陳教授，請他指點迷津，相互討論，獲益良

多。在外國的國際會議，也常碰到陳教授，趁

機請益。因此，陳莒堯教授是我一生追隨受教

的恩師。陳教授和筆者的師生關係長達四十多

年。

陳官堯生於 1922 年，比筆者大 13 歲。他

是台北市名牧師陳溪圳的第二公子，他的弟弟

陳官宗牧師也很出色。首倡台灣獨立宣言的台

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是他的表兄弟。彭教皮冒

著牢獄和生命的危險，在台灣戒嚴時代即為台

灣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和台灣國的自主權。

陳教授則以致故不倦的研究，為台灣產科的現

代化樹立標竿，以最安全的方法保護產前不日產

中的胎兒， 爭取胎兒的生存權。使台灣人的後

代減少智障殘廢，培養更優秀的廿一世紀台灣

人。立足世界，和歐美、日本科技先進國家的

後代相比，絕不遜色。陳、彭兩教授都是筆者

最崇敬的先知先覺者。兩位也都是在其各自領

域對於台灣社會有莫大貢獻的偉大學者。

林育事竹

日本金澤醫科大學的大學部及醫學古巴。第二次

大戰後回國，轉入台大醫學院醫科繼續攻讀。

畢業後選擇台大婦產科，先入醫局當助于 ，後

因改制住院醫師，乃按資深次序先任第三年住

院醫師，繼李卓然醫師之後擔任總住院醫師，

並以績優升任主治醫師和講師。陳講師於 1950

年代和陳源平醫師共同研究台灣婦女 x-光測量

出骨盆入口形狀，骨盆中段的直徑和橫徑，以

及骨盆出口的寬狹，列表比較以決定自然分挽

或剖腹產的可能性高低 o 此表為當時產科醫師

們廣為應用。 1962 年筆者被錄取其第一年住院

醫師後，因對於產科的研究較有興趣，乃找陳

教授為研究指導老師，最初是作六年來台大醫

院周產期嬰兒死亡率的統計(1957毛3)及十年

來台大醫院產婦死亡率的統計(1954司 1963) 。後

者發現有一個很明顯有趣的趨勢。記得產婦死

亡率以年齡 34 歲和 35 歲為區隔，胎次以四胎

以內和五胎以上為區隔，則產婦在 34 歲以下和

胎次四胎以內的一群，其死亡率為 1 的話，在

35 歲以上者死亡率成為 2 倍，五胎或更多的一

群，其死亡率再 3 倍成為 6 倍。換句話說，高

齡多胎的一群產婦其死亡率為年輕少胎的一群

的 6 倍，高齡多胎的產婦難產及出血的合併症

多，大大地提高了死亡率(因產前教育的普及，

筆者懷疑目前在台灣可能找不到這類產婦

吧 ! ) 。其次陳教授指導我的研究是各種鎮靜藥

物，如 Vistaril ， Valium 等對產婦的陣痛是否有

陳教授於 19 歲時赴日本留學。先後就讀於 減少痛苦吼叫的效用，如預期的結果，是對母

2004 年十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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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有鎮定作用。可惜當時沒有檢討這些藥物對

新生兒是否有壓制呼吸，減低 Apgar Scores 的

副作用，否則就不敢廣泛使用了。再其次陳教

授指導我使用皮外子宮收縮測定儀器(external

tocography)來描繪于富收縮連續曲線，以觀察

正常分挽過程 ， 和異常陣痛包括難產 ， 胎盤早

期剝離，及不規則陣痛。最明顯的例子即是第

一期分挽陣痛微弱或不規則的產婦，使用

oxytocin 催生劑後，子宮收縮變強，陣痛規律

化， 而達到經陰道自然分晚的最終目標。那時

在南美烏拉圭 Montevideo 有一群研究者，直接

將小導管插入羊水腔內以測量子宮內壓並用以

描繪子宮收縮連續曲線。他們的報告和我們的

研究結果略同。同一時間陳教授指導低我一班

的葉思雅研究產中胎兒的心電圖，也是描繪子

宮收縮及放鬆時胎兒心跳的變化。這兩項加起

來就是 1970 年代美國使用的 external moni

toring of FHR (胎兒心跳率)及 UC (子宮收縮頻

率) ， 一般開業醫師及助產士都會使用，免去用

木製喇叭聽筒，每五分鐘聽一次胎心跳，用于

摸子宮收縮頻率的麻煩而已。不過 1960 年代，

陳教授和我們的努力算是開路先鋒，也是值得

驕傲的。後來葉思雅赴美，在耶魯醫學院跟隨

洪教授(Edward Hong, Ph .D., M . D . ) ' 專門研究

產中胎兒心跳率的變化 ，及胎兒窘迫 (fetal

distress)時如何緊急處置 ， 非常成功。陳教授

可說是葉思雅大半生一連串的研究工作的開端

歐蒙者。這是 1964 年左右的老故事。此後陳

教授努力不懈， 一次又一次試用新的儀器，超

音波 、 擠帶血抽取、杜布勒血流記錄等新科技

儀器和方法來處理產科問題，走向成功巔峰的

開端。

1966 年筆者升任主治醫師兼講師，被派到

台大醫院隔壁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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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RU-2 )研究組織培養病毒及染色體研究 。

1 969 年赴美在紐約州立大學南州醫學中心

(Downstate Medical Cente r)共有五年時間，研

究議題轉向為遺傳學及羊水產前診斷學。 1972

年到哥倫比亞大學 (Co l umbia Univers ity)及

1974 年起在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日nstein

Medical College) ，這四年又轉回臨床研究高危

險性產科及胎兒醫學。此時研究議題可謂不口陳

官堯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包括代表性的幾位

後進，謝豐舟、柯滄銘、張111幸銘、徐明洸、施

景中等的研究方向略為平行。尤其是 1976 年

筆者被聘為芝加哥大學助教授時專攻胎兒成長

生理及病理的研究(包括胎兒成長遲滯挂及糖

尿病控制不良的孕婦產生的巨大兒)也都要使

用超音波影像 、 抽羊水、抽胎兒擠帶血等步驟，

和台大產科的研究可謂殊途同歸。筆者 1980

年升任副教授，為了準備升正教授於 1983 年

向校方申請到六個月的異校深造研究的年休

(sabbatical l e ave) 。當時我有兩個選擇: (1) 當

時胎兒血流杜布勒研究 (Doppler wave form 

study)正在萌芽階段，過去在愛因斯坦指導我

專攻胎兒醫學的休曼教授(Harlo Sch uman)力

邀我和他合作，共同研究杜布勒。 (2) 我仰慕

已久的丹佛大學羊胎兒研究群由生理學的美斯

奇亞教授(J . Mesch ia) ' 小兒科的巴達固力亞教

授(F. Bataglia) ，和產科的馬考斯基教授 (A.

Makowski)三巨頭領導，研究胎兒的新陳代

謝，血流分佈的生理及病理變化。我婉辭了前

者，前往週末可以滑雪的丹佛城(Denver) 。六

個月下來我學到一些羊胎兒實驗的手術技巧，

實驗室的血液、羊水分析方法，和讀了不少他

們的研究分析報告及論文。回到芝加哥後即時

設立羊胎兒研究實驗室，邀聘一位在舊金山加

州大學訓練羊胎兒研究的助理教授布洛克(L .

Block) ，並有兩位助手。由科主任撥款八萬美

2004 年- 1 - 月



金為種子研究金作初步的實驗。我們研究的主

題是 「各種產科常用藥物對羊胎兒各部位血流

變動和氧氣含量的測定」。初步實驗雖未如想像

的成功，但一些數值顯示該研究可行 。 我們很

興奮地向美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 nstitute of 

Health)申請巨額研究經費。初步審查通過「優

秀科學實驗」的評語。但是派員實地考核時，

考核員以「研究設計雖佳，但研究員人于不足，

經驗不足 」 為由而被駁回。反觀這期間休曼教

授的杜布勒研究有大批論文出籠，和澳洲的土

路林迦(Tradinger)教授齊名 。這一次我沒有請

教陳官堯教授，顯然作了錯誤的選擇，很感後

悔。幸運地， 1987 年我被晉升為正教授 。

1989 年 11 月， 謝長堯教授擔任婦產科主

任時，邀請我返台擔任客座教授一個月(申請到

國科會客座教授獎助金) 。 適逢婦產科和醫院舉

辦邱仕榮教授逝世一週年紀念演講會，陳莒堯

教授和筆者同列為演講者，感到非常光榮 。筆

者以邱教授過去堅持要找出去王振毒血症(現名

子闊前驅症)的病因與機制，做許多研究，乃以

「我十五年來對 IUGR 的各種研究」為題，演

講我對 IUGR 研究的堅持。同時於 1984 年出

版 IUGR 的英文專門教科書。 那次演講會有十

位以上的現任及前任醫院及醫學院院長參加。

向台下望去，這些德高望重的大員都認真嚴肅

地聽講，使我有些膽怯 。

1994 年筆者在美國和芝大的遺傳學專家

頗譜副教授(Marion Verp)及西北大學的超音波

大師撒巴加教授(Rudy Sabbagha)共著一本教

科書「高危性胎兒 J (The High Risk Fetus) 。

和陳官堯、謝豐舟、謝燦堂三位合著的「當代

周產期醫學 」 一書不期而遇。事先，謝燦堂曾

向筆者邀請其他們的新書寫序。筆者以「重視

2004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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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胎兒的保健乃是當代產科學的核心」為

題而發揮。新書出版後我發現陳官堯教授寫了

一篇「周產期醫學的演變」的序文。兩篇序文

所言大同小異，陳教授和筆者對周產期胎兒醫

學的看法，不謀而合。

陳官堯教授自 1980 年代即頻頻出國參加

超音波國際學會。 1984 年他在台灣成立醫用超

音波學會，並當選為首任理事長。 1990 年陳教

授當選首任中華民國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

1991 年同時擔任中華民國婦產科學會理事長

及亞洲超音波學會理事長。這位台灣超音波之

父兼周產期醫學之父，桃李滿天下，至此可謂

實至名歸。

筆者曾細讀陳官堯教授 1992 年 6 月榮譽

退休演講全文，深為感動。陳教授親身經歷的

產科從 1950 年代重視孕婦產婦的生命安全，

不惜犧牲胎兒的時代到 1970 年代產科的重點

轉移到減少胎兒及新生兒的死亡(降低周產期

胎兒死亡率) ，到了 1990 年代乃進入保護母體

健康及胎兒安全的雙贏局面，為此也顧不得剖

腹產率的提高了。陳教授的努力研究， 一直緊

隨著世界潮流 ，所以他也因為達到保護台灣人

優質後代的目標而感欣慰了 。

陳教授退而不休，以名譽教授職仍參與台

大產科的研究，彩色超音波可判斷胎兒心臟血

流流向，立體超音波及斷層切片，與不斷出現

的科技，已可觀察胎兒在子宮內的活動，對胎

兒作健康檢查 ，及診斷大大小小的各種畸形

了 。 陳教授不顧長期奔波，兼任彰化秀傳醫院

榮譽院長 ，指導台灣中部後輩。退休後更有時

間出園，到世界各地參加大型超音波國際會議

發表演說，和國際專家學者作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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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學術界大師 ， 為人謙恭有禮，對後輩

愛若自己子女，和超音波研究室的技術員及秘

書無話不談，可謂最為隨和的大教授 。

人生九十較希奇

人生百歲笑嘻嘻

最後筆者以抄自同班同學姚景昭醫師寄來

的賀年片的詩句

祝福陳官堯教授

健康、 長壽和快樂

18 

人生七十有道理

人生八十滿滿是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1 年畢 業 ，已退休，現為芝加哥大

學終身名譽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主理學研究所

說j鼓教師 1-2 名

1.應徵資格: (1)其有生理學相關博士學位或醫學士學位，且具有前

述學位後二年以上(至起聘日期止)教學研究資歷

(2) 教學及研究領域以呼吸系統或清化~統為佳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服務熱誠

2.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二封以上推薦函、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

錄及代表著作、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有助

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3. 起聘日期: 94 年 8 月 1 日或 95 年 2 月 1 日

4. 截止日期: 93 年 12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

5. 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 號 10 樓

台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所長

傳真: 886-2-23964350 

E-mai1: pearllee@ha.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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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生相科技推展之聽見

眾所周知，廿一世紀是生物科技之時代，

因此世界各國均全力以赴，往此方向邁進，台

灣也不例外，據報已籌集有 570 million 美元，

來作投資基金且給予稅金優惠等措施。新加坡

區區小國，人口及面積遠不及台灣，但更以生

命科學為經濟主軸，政府設立有 Bio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 Life Science Ministerial 

Committee “Biopolis" Technology Park '且也

投資 700 million 美金於生物醫學。日本也成立

Bi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er 及育成投資，預

定在 2010 年可至少有一千家生物科技之公司

問世，以色列亦給予生物科技企業各種優惠措

施，包括 tax break, investment grant, substan

tial R & D suppo付(約資助其一半) 。德國也不

讓他國專美於前，政府於 1990 年代就以三倍

之 match fund 予以私人投資額，因此至少佔歐

盟生物科技公司總數之五分之一。美國更不必

說，在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位在華府，成立於 1993 年，代表 1000 多家

生物科技公司、學術機構、州、|生物科技中心及

三十多國的生物科技業之質易機構)之鼓吹督

促下，進行下列遊說及改革:

1. 國會必須制訂聯邦認可精簡一貫作業之臨

床試驗法令及病人同意書 。

2 . 制定聯邦法規，超乎州法，來防止互相低

自由。

3 . 產官學共同制定法規來防患為自身利益的

2004 于~ -I→月

李彥輝

舞弊情況。

4. 因應所開發新藥之危險性程度，應予以適

當調整審核尺度。

迄今世界仁無人有能力準確預測何種生物

科技產品會通過臨床實驗成功而上市，但根據

Ernst & Young 估計只有五分之一的可能。因此
如何運用有限資源 ， 在最短期間 (其實至少

7-10 年)找得臨床有用之產品，乃目前面臨之

重大課題。

台灣過去在半導體工業之成功，令人刮目

相看，雖然生物科技之發展，也可以此為借鏡。

但因事關人之生命安危，需要嚴謹有效力之臨

床試驗 ，因此要投入更大的資本， 非半導體所

能相比，加上競爭激烈，如何推展乃最棘手，

產官學之共同合作，誠乃首要之務:

( 一)政府方面 :

1. 成立專門機構科技部或署，下設生物科技

處來統一指揮監督，有如日本及中國。目

前台灣似乎分散於各部會或無法掌握。

2 列入預算投資。

3 協助取得公私立機構提供之 capital venture 

investment 。

4. 邀集專家學者借鏡國外經驗，設立合理合

情有效之規範'來審核資金之運用、臨床

試驗 、 產品之仁市。必要時，請國外專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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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更不可為一人所否決，而坐失良機。

(二) 產業界方面:

1 . 研發生物科技產品。

2. 配合政府政策及規範早日進入臨床實驗成

功 t市 。

3 . 提供資金資本合作研發。

4 . 請教專家學者研發有用且特殊之生技產

。1 口
I
I 

(三) 學術界方面 :

1 . 在產官學三方面合作中扮演催化作用而非

制衡。例如﹒審核時，別剛懂自用、白以

為是，多多鼓勵投資者加入陣營。

2 . 協助政府訂定各種規範來推展生物科技。

3 . 研發生物科技產品與產業界合作成功上

市，神益人類健康 o

目前台灣沒有新藥的臨床研究專業管理之

制度及精神，同一藥物每次之臨床實驗，都須

重覆經由醫院之倫理委員會及衛生署藥政處與

醫藥品查驗中心共同核准後方能進行，旦時常

發生意見不一致，以致延誤計畫之推展，耗時

耗力 。或許應仿效歐美先進，將新藥研發專案

管理制度化，簡化申請程序，取消由藥政處聘

請臨時之藥審委員會複審，全權交由有專業評

估能力之審核機構如常設性之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來管理， 直到藥品上市為止 。

再者台灣政府生物科技研發相關之資金 ，

似乎均來自經濟部之技術處及工業局，審核時

並無專人負責 ，而臨時聘請所謂權威專家擔

任，因非他(她)本職甚至其專長 ， 以致不大熱心

且未承擔相對應負之責任 。 並且表決時非採多

20 

數票，往往為一並非此門專科之權威臨床教

授，憑其主觀否決，認為臨床設計不合理，例

如要求和其他上市之類似產品做對應比較，殊

不知此種作法，有時會引起法律上之糾紛。其

實有些臨床實驗計畫已經衛生署及大型教學醫

院審查通過 ， 不必多此一舉，浪費時間 。

總而言之，為了提昇台灣在生物科技之國

際競爭力 ， 目前之法令規則尚待改革，勿疊床

架屋，不同機構審來查去，必須早日建立 「新

藥臨床研發專案」管理制度化，精簡申請手續。

法令規則，既經有關主管機構許可核准實施，

就得由政府授權學有專精之專職人員負責到

底。若非如此，在此新產業之建立無法和舊環

境與制度相結合之今日，台灣之生物科技，很

可能將輸在起跑點上 ， 更不必說起飛，盼政府

當局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

除此之外，根據國科會之資料，政府方面

提供生物科技之基金，似乎主要來自經濟部工

業局 、 技術處、中小企業處、行政院國科會、

農委會 、 環保署等， 資金多且雄厚 ， 殊不知其

他國營事業機構如中油 、 台肥、台紙、電信、

郵電等非生物科技相關者 ， 是否也有資金投

入? 此點政府或應多多激勵 ， 將之 diversified 。

至於私人企業、銀行、合作金庫 、 大中小企業

等，也得予以獎勵投入此廿一世紀之最重要之

工業一生物科技，使台灣經濟再次大躍進起

飛，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63 年辜業， UCLA 藥理博士，目前

執業於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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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自愿語間臨i舅鵲起

一單打二耶醫學好書

今年三月十九日下午，我在南部老家觀看

電視轉播的大選造勢活動，突然聽到插報員宣

稱總統為蜂炮所傷，接著看到總統車隊轉向朝

附近醫院駛去，正當錯愕之際，我在美國加州

的家人已來電詢問，據稱那邊的電視報導已確

知正副總統都遭了槍傷。

這個槍傷也真是離奇，發生的時間地點，

很不尋常 ， 肯定對大選結果必有影響， 尤其兩

人都僅遭皮肉之傷無怪乎陳呂險勝之後，連宋

不輕易服輸，而泛荒朋友也要大反彈，認為這

是民進黨自導白演的苦肉計。直到今天槍擊案

發生已過了四個月，還是有那麼多國親擁護者

以「子彈會轉彎? J 來質疑，或寫書或畫饅頭

曲線來證明他們的論點，這些天更印發一本二

十多頁名為“Bulletgate"子彈門的小冊子寄發給

美國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 ，控訴阿扁做假竊

國。但在陳呂勝選的第二天，自由時報刊出一

篇由最近已褪了些綠色的民進黨立法委員沈富

雄寫的文章名為「鬼斧神工，天祐阿扁 」 。讀過

之後，我很同意他的看法，雖然離奇，確就是

這麼發生的 。 在第三天電視上又看到主持人鄭

弘儀邀請七、八位當時與陳呂兩人接觸過的奇

美醫護人員上節目接受公開質詢，很明顯的他

們都做了真誠實在的回答，異口同聲說絕沒有

事先串通演練的事情。在今日自由開放的台灣，

在這麼一家有口碑的大腎院，試想想要這麼多

個專業的醫誰人員同時向大家公開說謊，有這

2004 年1 月

陳焰輝

個可能嗎?記得當時我有個模糊的記憶，好像

在那本醫學報導，讀過類似的槍擊個案，回美

國後，翻遍了書架，終於找到了出處。

“When the Air Hits Your Brain: Tales of 
Neurosurge巾"是美國匹茲堡西賓州醫院神經

外科醫師 Dr. Frank Vertosick 所寫的 ， 於 1996

年由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所出版。在此
書的第 261 至 263 頁 Dr. Ve巾sick 記載這麼一

個槍傷的個案。-個鴨醉酒的男人與女友口

角，在盛怒之下，掏出手槍 ， 朝著女友兩眼之

間的額頭就這麼一槍，女友中槍倒地，他才醉

醒過來，意識到悶了大禍。送往急診處後，值

班的實習醫師發現她前額的傷口很深，流血已

」上，而後腦的枕骨處傷口更大，已部分凝結的

血塊與頭髮糾結一圈，仍有少量的血滲出。可

怪的是前後二處傷口都沒有看到腦漿溢出來，

而且奇蹟似的病人慢慢醒過來，向醫師討咖啡

喝。手忙腳亂的實習醫師趕忙把傷口包紮，急

電總住院醫師，也就是本書的作者。 Dr.

Vertosick 乍看病人也是百思不解，解開紗布清

理枕骨處傷口時，子彈竟然在這時掉落到床

t 。照了電腦斷層掃描 ， 影片則顯示前面額骨

雖已破裂而子彈則未貫穿其腦，卻沿著頭皮與

顱骨之間作曲線前進，終於穿破枕骨處頭皮而

卡在糾結的血塊與頭髮悶。這才是真正會轉彎

的子彈 ! 與真正的饅頭曲線 1 這豈不是陳水扁

總統槍傷的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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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ING FU 景福醫訊

本書作者將他近十年間參與腦神經病變與

外傷個案透過他細膩的文字與風趣幽默的筆調

寫 f' 他並不平鋪直敘的向你報告，而是在他

運用自如的筆下帶著你上神經外科戰場，換上

了于術服與他一同走向手術台，一齊割開頭

皮，打開顱骨，在那豆腐花般搏動的腦迴問持

)J前進。須典的遲疑與一個微細的錯誤都可能

引致即時的死亡或病人終身殘廢。最難過的恐

怕就是終於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出手術房，不知

如何向等在外面的可憐父母解釋與安慰。作者

引用一句古老的俄羅斯諺語 「那些會在喪禮上

哭泣的人不應該從事項儀行業。」 身為醫師的

你我不也常遇到讓人熱淚盈眶， 不能自已的時

候嗎?再一次捧讀此書，我還是止不住的感受

到那不可遇抑的震撼。我為那經過多次腦開刀

而仍不幸早天的小女孩蕾貝嘉落淚，更為那年

輕的腦瘤患者已被誤診為腦死而被空運來捐

肝，只因 Dr. Vertosick 的再一次詳細檢查，終

能為他開刀取出腦瘤，死而復活的故事而雀躍

不已。

數週前內人參加的讀書會推介了另一部醫

學讀物 。 書名 "Complications ， A Surgeon's 

Notes of An Imperfect Science "是 New Yorker 

雜誌專欄作家 Dr. A. Gawande 於 2000 年所

寫，由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出

版 ， 這更是一本所有醫師都應閱讀的醫學沈思

錄。本書出版後兩年就晉身入美國國家圖書獎

非小說類決選書。作者以最流暢的文筆把平凡

的行醫經驗化成一齣齣驚心動魄的醫學奇案。

故事是那麼真實 ，卻又感人肺蹄。現代醫學助

人救人是多麼神奇，我們卻也不得不認知它的

有限，所以此書名為「醫學不是百分百的科

學」。醫生不是全能的 ， 書中第 194 到 197 頁

記載的個案與作者的沈思正是此書的精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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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的工程師 Mr. Jolly 患有嚴重的心血管

疾病，最近幾乎耍了他老命的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經過數天的治療調理已漸緩解，原預期

第二天就能轉出加護室 ， 也許再兩三天就可出

院回家 。 沒想到醫師離開不到兩小時，護士就

看著他原本安適的看著電視，突然頭一歪，停

了呼吸也沒了心跳。給了緊急心臟按摩，心電

國顯示恢復了 normal sinus rhythm 但卻沒有

血壓與脈搏，也就是所謂的 pulseless electrical 

activity (舊稱 electromechanical dissociation) 

Dr. Gawande 一邊與急救小組做著心肺復甦，

一邊思考可能引致這情況的原因。病人並沒有

肺部塌陷的現象，腹部沒有大動脈破裂出血的

腫脹，以針管插入心包囊也沒有抽到心包液，

排除急性心包血(cardiac tamponade)的可能。

Portable chest X-ray 也未見特殊異樣，而從安

適的狀況突然發生 cardiac arrest 也絕不像

metabolic acidosis , hypovolemia 或 electrolyte

imbalance ，那麼剩下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acute

pulmona叩 embolism 了。病人被宣告死亡後 ，

Dr. Gawande 與趕來的閥、住院醫師細查病歷卻

發現了端倪 。原來病人每天服用 Coumadin '

而昨日的 prothrombin time 報告數值稍高，沒

有多少經驗的夜班住院醫師卻給打了一劑

vitamin K' 這不僅毫無 indication ' 而且極其危

險。兩位醫師當時氣壞了 ， 馬上打電話把該醫

師痛罵一頓，而且還向 Mrs . Jolly 承認醫療錯

誤，並要求她同意解剖遺體，以證實死因 ， Mrs. 

Jolly 考慮了一陣就答應了，可是解剖結果卻出

人意料之外 ， 肺動脈並無血塊阻塞 ，胸腔裡積

了約三公升的淤血，胸主動脈有一個一公分多

的大洞，原來是動脈瘤破裂大量出血而摔死。

Dr. Gawande 走出解剖室，第一件要事就是馬

上找到該值班醫師，向他道歉，否則他要是內

疚過甚而竟想不開， 豈不造成一案兩命。作者

2004 勾三一卡月



一再反省為何在知道解剖結果之前，會如此自

信的認定死因 ，而歸咎於另一位醫師的錯誤，

最大的原因乃在於當時他腦子襄所想的儘是最

常見的原因，而完全忽略了這極少發生的可

能!而人一旦有一個白認合理的懷疑，就容易

想當然耳的去找能符合自己理論的事物來佐

證。在醫療領域襄如此，在人際關係與法律層

面亦何嘗不是如此。很多西方國家廢除死刑，

因為審判的人不可能百分百啊 !

以上兩本書我認為都應做為醫學倫理學課

程的指定讀物，不僅發人深省， 書中到處都是

2004 年十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

新而實用的知識，實是益我良多。台灣文化的

健康生活有這兩本書的中譯本，前者名為「神

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J' 後者則直譯為「一位外科

醫師的修煉 J ' 此譯本有我同學林哲男醫師所寫

的長篇序文，寫得文情並茂，直言作者八年住

院醫師的訓練竟能寫出比他執刀行醫三十五年

更深入的觀察與體悟，所以他推薦本書給所有

醫學生 、醫師，就是一般民眾也應仔細閱讀。

(作者保母校醫科 1 968 年畢業，現任美國南加州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內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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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emory of T reating Two 山b 治 VIPs

at N ational T 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In 1952, when I was a second year 

assistant resi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 my good friend and a co-resident Dr. 

吳楚英 from 山西省 asked me to take care of 

two 山西省要人.

The following is the sto叩 of my experi

ences: 

Patient No. 1: 閻錫山將軍 was in his 

early seventies. His complaints were: chills , 

fever, and left flank pain associated with 

dysuria. He appeared to be somewhat 

dehydrated with 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38 

oc to 390C . A blood study showed polymor

phonuclear leukocytosis. Microscopic examina

tion of clear-voided urine showed numerous 

white blood cells with some white blood cell 

casts and some red blood cells . IVP showed 

moderate dilation of the collecting system of 

the left kidney.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patient 

had an acute pyelonephritis with left renal 

stones. He was treated with oral sulfonamide 

and intravenous fluids. On the third day of his 

admission , when I made a morning round , he 

told me that he had severe left flank pain 

24 

李玉探

作者玉照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previous night. 

asked him , why he did not inform us right 

away. His answer was that he had observed 

how hard the young people worked during 

the day and he did not want to bother u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o hear his explanation .閻錫 111將軍 was

known as a powerful general , once called a 

山西玉 ， and he was briefly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Yet , he was so 

2004 年 | 月



里j醫F品JING FU 景

was 

given intramuscularly, but his response was 

somewhat slow. 1 received an urgent telephone 

call from the Chief of Medicine professor 蔡錫

G Penicillin pharyngitis and tonsillitis. 

琴， on an early Sunday morning . He told me 

that the patient's father informed him that, at 

request, the child was examined by a 

physician from another well-known hospital (1 

would not mention the name of the hospital). 

The physician told the patient's father that we 

because malaria of diagnosis the missed 

the In plasmodium numerous were there 

patient's blood smear (1 saw the report later) 

Although 1 was quite surprised , 1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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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ry because of my ample experiences with 

student, 1 saw many 

cases of malaria at 邱內科醫院 in Taipei. A 

a as Even malaria 

considerate of a young assistant resident like 

blood smear was repeated , and there was no myself and other hospital employees. For-

plasmodium as 1 had suspected. The patient 

with continuation 

tunately, he had an uneventful course: he 

of 

penicillin treatment. When the patient's father 

found out that 1 was the physician of 閻錫山將

uneven仔ullyimproved passed renal stones , and the fever, dysuria 

and flank pain subsided. He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in about 10 days. Later, he 

軍 ， he was quite embarrassed and invited me me for my care sent me a letter thanking 

to a well-known restaurant. 1 can understand (Figure). 

the family's anxiety because we spoke mostly 

time. that at hospital the In Japanese Patient No. 2: This was an adolescent 

felt that they mainlanders some Perhaps, child of either a 立法委員 or 國大代表(do not 

were in enemy territo叩. It is also interesting a of complained patient The remember) 

assistant ranking low a that mention to and fever, of chills onset sudden rather 

resident was allowed to take care of a VIP in severe sore throat. He was acutely ill , with 

to 40 oC . A those days. temperature ranging from 38 0C 

blood study showed leukocytosis with shift to 

examination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49 年畢業 ， 現為美國 Uni 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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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typical signs of severe acute streptococcal 

reveal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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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滴掀起的「橄」瀾

拙文「最是懷念那 NEXT NEXT 年華」在

景福醫訊 21 卷 4 期刊登後，立即引起分布各地

老同學熱烈迴響，識者與不識均紛紛來電暢談

四十多年前陳年杏園往事，在彼此提提細訴甘

苦與共的求學年華中，共同追念年輕歲月早就

褪了痕印的腳跡，提起乘鶴仙逝的師長與同

學，更是喘噓不已。

楊庚申同學來電直嚷，年過七十了，怎麼

記性還那麼好 ， 將杜鵑花開，椰林往事如數家

珍展露字裡行間 ， 讓其同學夫婦重溫年輕戀

情。舞台劇「學生兄弟」與「威尼斯商人」的

描繪，讓他重溫了少年時參與舞台演出，辛苦

排練的種種。韓良誠同學來電宣稱讀完全文，

讓他擊節叫好，同樣地佩服我這顆 LKK 腦袋還

繼續巨細靡遺地裝牢那麼多陳年往事，考試細

節的描述，使他重溫了求學時緊張赴考的心路

歷程 ， 教學行事風格 ， 師長的描繪令他不禁完

爾。

林愧三教授來電，一開頭竟俏皮的「考」

我， ["""知道我是誰嗎? J 與當年考我 slide 時一

樣的架勢。那似曾熟識的聲音與腔調 ， 一時叫

我拿不準是那位「老友 J (當然是老友，否則怎

麼會考我，他是誰? ) ，正在我低聲的自言自語

「是那位老同學」時，教授竟一改往年授課考

試峙的作風 ， 放我一馬 ，從電話那邊傳來一聲

輕笑，然後: [""" 我是林愧三啦 ! J 我不禁驚喜地

脫口而出 「 老師 ! 沒想到，真沒想到，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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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鐵雄

嗎? J ' ["""很好，我細讀了你在景福發表的那篇

NEXT NEXT ，沒想到當年考組織學 slide 時，

給你們那麼大的壓力，我真的不知道那時候你

們的感受是那樣，還緊張的『釗尿』。也許那時

候我第一次執教鞭 ， 年輕的我求好心切才帶給

你們那麼大的「感受.JJ'事隔四十多年，還幫我

描述成那麼恐怖，我真的不知道，不過真的謝

謝你還記得我。 J ["""老師，真的很恐怖，很緊張，

所以四十多年來，老師的名字每一個字，完完

整整地不敢或忘。 J ["""記得你當時很活潑，是班

代表吧 ! 樣子我記得，不過臉長得什麼樣子可

記不起來了。」其感謝他，還記得當年我這位

吊兒郎當不成才的「高足 J ' 流落到偏遠地區的

恆春當庸醫 ， 有辱師門的不肖徒弟，當年還承

同學們錯愛 ， 共推為班代表呢 ! 撫古思今，深

感愧對昔日同學，無臉見往日循循教誨我的師

長 !

於是朕違四十多年的師生，只聞其聲不見

其人地靠著電話傳音， 聊起了昔日師生情 。「記

得當年初執教鞭，老師是那樣地英俊瀟灑，眾

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 翩翩清純一學者，眾

男生崇拜的偶像明星教授， (不像不服老的嚴智

鐘者者教授，我們只有尊敬 ， 沒有崇拜) 。 瞬間

林教授(當年是講師)結婚消息，不知有多少女生

槌胸頓足 ， 大嘆可情 ! J 。老師笑笑，淡淡的說:

「現在老了，退休了 ， 不言當年勇了。」

談到被拆除變成高聳醫學大樓的往日醫學

2004 年十月



院教室及學生宿舍，師生倆隔著話筒，共同發

出了一聲輕嘆喘噓。無論如何，往日情懷已成

煙，昔日種種皆成幻，想起師生彼此華年早遠

飆，徒留輕輕一抹淡愁在心頭，面對無情時間

怪獸 ， 在師生電話敘舊間，又摟走了多少所剩

無幾，夕陽殘照般師生的寶貴歲月?思之唷然。

「你要寄一張近照給我，好嗎? J 1 老師，

一定會，有雅興南下墾丁，務必告知一聲，以

便師生一聚，再暢談昔日種種。 J 1 年紀大了，

都不大想動，不過有機會還是會去看看你。」

「謝謝老師，再見了，請多保重 J 1 你也是，

再見了 ! J 

掛上電話，內心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溫

馨，想不到一篇短文，竟能與久遠的老師一敘

舊日師生情而喜形於色，逗得不知就裡的妻子

半開玩笑半認真的笑問 :1接到老情人電話了，

JING FU 景福醫訊 l

我們雖差三屆，但遭遇很相似。所舉例証頗有

同感，心有戚戚焉。您我在學之經驗也很相似 ，

只不過沒當過班代表，但也任過西館館長，生

促會總幹事(學生宿舍的，作者註) ，青杏總編。

似乎在千禧年北美校友會年會席上，由我主持

下，曾也相見過，是不是於費城.. . .. . (其實是韓

良誠同學去參加，並非筆者) 。

今年三月廿四、五日曾去了|宜春 ， 參觀值

春基督教醫院，於三月廿四日晚住宿恆農假期

飯店。沒料到學長在那執業，遺憾錯過拜見請

益之機會，尤其有關值春地區醫療之情況，以

便向今年八月六~八日之校友會年會報告。也

許您或會來告訴。因為恆基需要北美退休醫師

去助力，目前有意回去者包括江漢塗醫師(麻

醉卜 郭浩民醫師(小兒科) 、蘇垃醫師(內科)等，

但均屬短期性質，約三個月左右。祝

怎麼那樣開心。」還好妻子說了算了，若疾言 全家福

厲色，尋根究底，說不定得「有請」林老師出

面解圍了(一笑) 。 醫科 1963 李彥輝上 2004.5.20 J 

當即將拙著「落山風診療室為台灣民主 信中還附來一封向新任國防部長李傑及行

時事把脈」上、下二間奉寄(封面就是我的特大 政院游院長建言書，力主「位處偏遠的值春基

號白髮蒼蒼的近照) ，希望林老師對我這位不務 督教醫院服務病患不遺餘力，惟缺乏醫療人

正業，未弄好醫術，卻去寫政論文章的劣徒多 員，致工作量大，無法負荷，故醫療人員流動

所有諒。 量大，無法替偏遠地區民眾做良好醫療服務(筆

者註:其實署立桓春醫院亦有同樣困境) ，是以

意外的收到了低我三屆，曾任 1971 -1973 建議有關擬訂醫學系畢業生得赴偏遠地區公立

年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及千禧年會會長 或私立慈善性醫療院所服國防替代役，嘉惠民

的旅美學弟李彥輝君自美來信如下 : 眾，維護偏遠地區人民健康 」 云云。

「戴鐵雄學長:您好! 讀完信讚嘆再三 ，慶幸我台大醫學院畢業

校友們，雖人在異國，卻心繫家國組11里同胞健

拜讀大作『最是懷念 NEXT NEXT 年華.JJ ' 吏，老而猶抱「赤」子之心，實是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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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我台大醫學院人，為公益不輸人後，正可

告慰諸師長勉力訓誨之有方，醫學倫理教學之

有成，我們一臉正經，不苟言笑的宋瑞樓、董

大成、陳萬裕、楊思標、許書劍等教授及基礎

醫學的林愧三等諸教授應可氓嘴一笑 ，不枉辛

苦執教一生所付出的心血了 o

最後一個世紀勁爆大驚奇是，被筆者誤會

了幾十年 ，在筆下描述為「半肖半肖」的陳珠

璋老師出其不意的來信，叫我驚喜又慚愧了老

半天。在此特將陳教授的來信全文披露，以還

陳教授熱心公益，慈悲修世的菩薩心胸本尊，

並在此敬向陳教授致以最高的敬意與最誠摯的

歉意。

自此以下，接陳珠璋教授來信。

戴鐵雄醫師 :

您好 ! 拜讀您的大作「最是懷念那 NEXT

NEXT 年華 J (景福醫訊第二十一卷第四期第

13-19 頁)後，對您在人生七十仍堅守崗位而為

故鄉人民服務的精神表示敬佩。本人祇不過早

13 年畢業而己，想起 45 年前的緣分，看到您

所描述本人與個案會談的場面覺得有興趣 。 坦

白講，對您所觀察的當場的現象沒有特別的記

憶。以平常心來回顧當時本人可能面對的處境。

本人自 1954 年 3 月至 1956 年 6 月，兩年

四個月間，以美國波斯頓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

科研究員之身分，在美都樂波麗旦州立醫院進

修中，主要探究團體心理治療之領域。我對團

體動力學較關心，以個案為中心來考量團體中

成員所佔的位置。雖然我在教學時是所謂帶領

者(Ieade r 簡稱 L)的地位 ，我所注重的是讓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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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舒服的情境才重要。如果將個案為中心來

觀察的話，是否能夠推察我的用意。雖然與個

案面談， 但仍是呈現團體現象出來 。觀察者不

但注意個案的表情及姿勢，仍要留意 L 的非語

言動作及表態，方能暸解團體中進行的整個過

程。可惜當場您沒有提出對本人的意見， r 內心

毛毛，充滿不安全感 J r把自己弄成半肖半肖」

覺得很意外。若當時澄清您的疑問的話，也不

至於讓您將這個事情放在心裡面四十多年之

久 ，而造成您的困境 ，本人對此很過意不去 。

本人的團體處遇之經驗，自住院個案開

始，逐漸在日間留院、門診部，甚至康復俱樂

部應用。年齡層方面 ， 自成人開始 ，移到東門

國小的學童，後來在兩所老人院，退休以後在

鳥來國中、 士林地區國中學生 ，最近七年來，

帶領國高中或小學教師的心理演劇技巧訓練及

自我成長團體( 目前第六團體進行中)或者母親

團體，可以說 ，帶領許多不同團體組織之經驗。

一直以 「活到老，學到老」 的精神，多留意團

體動態，盡量減少對團體的負面影響，而促進

團體的正面發展 ，並維持自 由自在的態度來面

對團體。

本人退休後，在家族財團所組織的「光智

社會事業基金會」下，設立「台北市士林地區

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 J (目前在台灣唯一民間的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已經踏入第十一年，可喜

的是受到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肯定，與台北市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合作舉辦「台北市北區(北

投、士林、大同、中r11 、內湖、松山等六區)之

心理衛生照護網服務方案」。 可能的話，明年度

開始進行委辦手續，而對台北市北半部的青少

年、家庭、學校及社區心理衛生盡一些力量。 (請

參考「景福醫訊」第二十卷第十期第 5-9 頁， 1- 秋

2004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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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十年 J ) 

為回饋您所寫的短短六行文章而寫出本封

信，覺得榮幸，敬請諒解 o 如果能夠接到您的

回音的話，會很高興(傳真: (02)2885-8155 ; 

E-mail: kuanghc@ms17.hinet. net) 。有機會來

台北時，事前告訴本人有接待的機會就更好(光

智基金會地址: 111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街 137

號地下樓，電話 : (02)2886-2773) 。

祝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陳珠璋上

2004 年 5 月 21 日

運筆至此，獲滯美林洪謙同學來電，再度

提及明年 2005 年同學會同遊東瀛事，因在美

圓的李煙景同學力主兵~郵輪遊海參威、大連、

北京、上海、橫潰、北海道線，至今遊程未敲

定，本班同學 2000 年共遊地中海南歐國家，

在豪華郵輪上共同決議 2005 再次共遊的決

議，至今尚遙遙無期。願在美同學能早日定案，

以便跨越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老 「老」同學們能

早日再相會，完成 2000 年在地中海訂下的盟

約，並希望明年的同學會，同學不分海內外，

能盡量安排時間共赴令人適後珍惜懷念的同學

大聚會。甚盼!當然歡迎其他各屆畢業同學能

跨屆參與，就像 2000 年那次一樣。

最後敬祝師長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所有歷屆畢業校友心想事成，身心健康!

(註:若對筆者所著政論書二冊有興趣，可

來信素取。)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0 年辜業 ， 現開業恆春鎮戴外科婦

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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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令人遐想的知性之旅

個人的福利經費，早都被院方統籌應用，

因此，團體旅遊的福利，已經不存在很久了。

那天，當我被告知要報名參加院方舉辦的「知

性之旅」時，感到非常疑惑，不知道院方又在

搞些什麼名堂。文史記載當年希特勒因性無能

之自卑感作祟，做出許多不符正常人的行為及

違背人權的舉動，對全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

害。最近某電視台之「知性XX J 節目，訪問許

多過氣的政客，其內容更令人不知「女日性」的

真諦。近年來，院內的許多同仁對於院方的許

多不合理的措施，都暸若寒蟬。當年英姿煥發，

崇論宏議的氣慨與目前唯唯是諾，明哲保身的

表現，真是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難道院

方已經發覺到同仁之雄風不再的隱憂，而產生

危機感，趕緊尋求偏方，舉辦知 r ' 1生」之旅，

期待陽萎不振的人，能趕快硬起來，真是用心

良苦。 另一方面，國內人口成長逐漸衰退。年

輕同事之子女的數目也有減少的傾向。若是讓

這些優秀品種之延續因而喪失，真是可惰。這

次知「性」之旅，或許多少對此有所助益，可

惜不能攜帶另一半參加，成效因而降低。

環顧周遭的同事，在性方面有缺失的人為

數應該極少。多數較老的同事，在這方面的能

力應該不差，其子女的數目大多超過政府規定

補助的名額。因此，對於這些「額外」子女的

撫養及教育費用，在沒有政府的津貼補助下，

實為辛苦的負擔。 一般認為老年人的性生活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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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但根據最近調查報告指出，有三分之一

的老年人仍有「魚水之歡」之能力。有四個子

女的我自信對這方面的知識應該不弱，況且每

天還有繁忙的工作，何必浪費時間參加知「性」

的活動。我深信許多同事可能與我有同樣的想

法而沒有報名，何況以往的團體旅遊' 一向都

是自由報名，而非強迫的。不過幾天之後，主

任室的小姐再次的催促我去報名。為了不讓小

姐為難，我只好勉強報名。

我參加活動，都希望能預先知道活動的內

容，經多方打聽得知有兩場專題演講。許多同

仁與我都懷著無限的期待。所謂「活到老學到

老 J' 雖然知 r '1生」之旅 ， 對於將近老年人的我，

用途不大，但是對於「求知若渴」的我，或許

可以給予相關的 「新知」。如果能夠有「老蚱生

珠 J r枯楊生梯」之奇效，那將是更大的收穫。

我也期待這次的「新知」能讓同仁恢復生龍活

虎、至大至剛的雄風，重振院譽，也能讓年輕

的同仁，增產報圓，對當前國家的人口政策有

所貢獻。

我也曾向泌尿科同仁打聽可能提供相關之

當前「新知」的專家。然而，我獲得的訊息是

該科專家沒有被指派擔任演講者，我一方面為

本院專家的沒有參與感到納悶，另一方面也感

到高興。可能院方另請更高明的專家，提供更

好之「重振雄風」的「新知」及「祕方」。

2004 年十月



活動的當天，我才接到活動手冊。我們詳

細的讀過活動手冊後 ， 發現活動內容與我們的

期待，真是南轅北轍，我真是有點失望，但既

來之則安之，若能好好地享受及利用這休閒勝

地的設施及功能，也算不虛此行。第一天我們

被安排參加「團隊建立體驗課程 J' 大家玩了一

些從前我與我的兒女玩過的遊戲。這些遊戲令

我有「返老還童」的感覺，頓時腦海一片空白，

有如日本漫畫小丸子的爺爺。另外兩位同仁可

能因老骨頭較僵硬，而跌倒受傷，也讓我有所

警惕。我也想起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中學生

所進行之相同的活動。因此，我對這些活動較

不陌生，而參與全程活動 o 不過，對於花費鉅

資舉辦這樣簡單的活動，真是令人非常納悶，

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難道主辦單位真是比中

學生還不如?不會精打細算，不知利用免費場

所來舉辦這些活動。

第二天整天的活動安排非常緊湊，包括「培

養零距離的人際溝通關係」及「從情緒管理談

雙贏人生 」 的課程。我對演講者的賣力盡責非

常感謝。她的笑容及語氣就是最好的教材。雖

然教育可以陶冶人性，但是天性及環境在人格

的養成上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事情是知

「難」行「易 J ' 不過，有些事情卻是知「易」

行「難 Joí人的相處之道」也是知「易」行「難 J'

再多的演講，抵不上「典範」的效應。所謂「風

行草值 J' 優良的風氣，有賴領導者的風範。如

果主管每天臭頭臭臉，要同仁心情愉快也難。

如果上位者難以溝通，那單位在長期耳清目染

下也會逐漸變質。笑是人際關係的橋樑'打開

人際藩籬的推于。笑能使人情濃祠，拉近彼此

的距離，溫暖彼此的心房，讓大家更加親近。

溫馨而親切的笑容，可以化敵為友，化干戈l0

玉吊，化解暴民及危機，和氣致祥。大家若能

2004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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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好心，做好事，出善言，笑口常開 J '必會

天天開懷，周遭一定充滿一團和氣。所謂「笑

逐顏開，良機必來」、「笑臉迎人，萬事順遂」。

人人若能像彌勒佛，心存開誠相見的樂觀，開

懷而笑，那就沒有人際的藩籬及溝通的不良。

因此，院內之彌勒佛分身不夠時，多處擺置彌

勒佛的象徵品，在其笑容的感染下，全院必然

充滿歡樂及融洽。我深信這些費用將比那些演

講的開銷，更會符合「成本效益」的成效。

任何活動都要目標明確，而且能符合「成

本效益」的原則，同時，最好也能讓參加者皆

大歡喜。這次活動的目的如果是要讓忙碌的同

仁之疲勞的身心得到暫時的籽解，以備應付未

來更大的挑戰，就不該在這樣適合心靈療養的

優美休閒渡假場所，安排干擾身心安靜的課程。

何況那些課程是知「易」行「難 」 的問題，是

需要適合的環境去配合。如果這次的活動是要

增加同仁的知識及做些適合中小學生的團體活

動，院內的許多講堂，及醫院周遭的許多免費

空間，不失為良好的適當場所，可以充分利用，

亦可避免同仁舟車勞頓之苦，更可以節省交通 、

旅館及租用演講場所的費用。何況這次知性之

旅的費用每人要四千二百元，如此的花費與每

人所享受及利用的價值相比較，真是價不廉，

而且也物不美，參加者只能望休閒設施興歎。

由於課程活動非常緊湊，有些同仁想要好好利

用那些休開設施，甚至犧牲第二天的午餐，利

用午餐的時間去打保齡球 ， 結果被管理員告知

本院有提示不准的規定 ， 而無法如願。這真是

一次不符「成本效益」的活動，據說規定要參

加的人數有五千多人， 一律不能請假。這樣一

下子就能夠有幾千萬元的進帳，而且不必讓休

閒設備受損及管理人員工作的生意，真是令人

羨慕。聽說許多商家正到處打聽，希望怎樣才

31 



lJING FU 景福醫訊

能撈到這樣「好康 」 的生意。 其對於一些同仁，這些福利金將會有更大的用

途。我也期待將來有更多符合「成本效益 J ，-名

在忙碌的工作時，用自己的福利金去換取 副其實」的團體活動。我對這次人事室同仁之

二天的不樂假期，在那風光明媚的休閒勝地， 點名的盡責精神，非常欽佩，也對他們細心的

卻無法享受心身的療養，真令人失望，而且田 安排，致上誠摯的謝意。這的確是一次令人永

家後疲勞的身體讓我隔天睡了整整一個早上。 生難忘的知性之旅 !

參加這次不符「成本效益 」 原則之活動， 真是

收穫不多 。 不過這總比福利金的白白消失，尚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66 年畢業 ， 現任母校內科教授、景

屬划算。 我們非常期待，能夠一如往常，可以 福醫訊編輯顧問)

用自己的福利金，去為自己作最好的利用。尤

括電~括電汽石這汽ζ這究而這究而這~而這究耐寫信文

家福留言復

印貝i!i>
台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 25 週年年會

日 期: 2005 年 8 月 5 日，-....， 8 月 7 日

地點 : Marriott San Mateo / San Francisco Airport 

相 關事宜聯絡 :

2005 年年會會長 : 沈仁達醫師 TEL: (415)668-0900 (0) 
(650)343-8668 (H) 

FAX: (415)668-0950 

北美理事長 : 陳家榮醫師 TEL: (718)3 59-5060 (0) 

(516)791-1769 (H) 

敬請國內、外校友預留時間踴躍參加，如需相關資料，請與上述人員聯繫'謝謝!

(節目、報名表準備中)

k拭近這究耐這究￡這究再試￡這究呵訊而這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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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

親人、家人和往事

筆者三弟良憲與杜聰明博士(前排右一) 、

先父(前排左一)及先母(後排在一)等

合影於台南一韓良俊攝於 1950 年代

以

近日來全台灣最關心的話題是水災和大學

指考，我今天也重溫了和水災、考試有關，加

上有親人 、 家人參與在內的、溫馨的故事. . 。

在美國行醫的弟弟這幾天回台訪友、度假，

我和他約好這星期天(美國國慶日 )開車到三芝

的雙連安養中心，探望他多年未見的姨媽。十

2004 年十月

韓良俊

點四十分左右我們到達，姨媽還在床上假寐，

弟弟趨前叫她，九十四歲的她一睜眼，馬上叫

出弟弟的名字，使弟弟驚喜不已。姨媽在該中

心的照顧人員協助下'起床坐上輪椅，仔細打

量一下弟弟全身，感慨地又笑著說 :r 還記得你

在五、六歲時，每次你阿爸要坐自家診所的人

力三輪車外出往診(~主 ) ，你很喜愛一起坐上三輪

車，跟著你阿爸往診。現在你已長這麼大，自

己也成了內科醫師，時間過得真快呀!難怪我

被你們趕成這麼老啦 ! J 我們陪姨媽在安養中

心各處走動、談話，談了一個多小時。近午臨

別前 ， 弟弟在我為姨媽所設的「訪客留言簿」

上寫道: r看到三姨您精神還這麼好，很為您高

興，也非常感謝以前受到您許多的照顧 ! 請多

多保重 J

當天中午，我全家(女兒、女婿因留學在美

除外)包括長子一家三口 、小兒子和內人在台北

的餐廳和弟弟一起吃飯暢談。飯後，提起這次

台灣不幸的七二水災，弟弟忽然間想起一事問

我: r 你還記得以前八七水災的事嗎? J r 八七

水災我當然記得 J ' r 不只是八七水災，而是你

和我有關八七水災的往事 J '弟弟馬上接口修

正 。於是，他就詳細地述說以下的往事:

一九六0年八七水災剛發生後不久，他正

要報考由南一中補校初一編入日聞部初二的重

要考試。父親有先見之明地提醒他，作文題必

是有關水災的題目，叫他先行以此題目試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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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ING FU 景福醫訊

筆者之媳婦與孫女於我家頂樓之「晨青園」留影，此為筆者每天樂辜「清晨踏青」之處，

孫女名叫韓晨青一韓良俊攝 。

篇。他道囑寫好之後，父親又吩咐他拿去給「四

哥」修改。我幫他仔細改好之後，他就記憶好

全篇內容去應試。結果，那次的考試，作文題

目果然是八七水災。弟弟由於有備而來，作文

題寫得很滿意，其他科目也考得不錯，終能達

成在初二就轉到日間部的願望。以後求學過

程，也由台大化學系 留美得康乃爾大學化學

Ph . D .學位轉而習醫，一路順遂。如果不是弟

弟今天特地當面提起，我倒完完全全忘記有這

麼一回事，真難得他四十四年來仍然記住不忘，

讓我在這麼多年之後，還有機會和他分享近半

世紀以來一直珍藏他心中的喜悅。

弟弟告別之後，回程在車上，我愉快地繼

續回憶，談著弟弟以前諸事，快滿六歲的孫女

忽然對我說 : r 阿公，你要專心開車，開車時不

可一直講話呀 J r 阿公雖然在講話，開車還是

能夠專心的 J ' 我試著解釋並安慰她。「誰說的，

你看公車司機不是也不可以和人說話嗎? J 

34 

r n奧 ... J 我沒想到她會有這麼一間， 一時語塞。

送大兒子一家回去後，我停好車回到家，重新

回想和孫女這一段談話，我拿起電話，知道孫

女已在午睡，便轉請媳婦等孩子醒後代我向她

再解釋說: r阿公因為能和親人 、 家人見面在一

起很高興，所以才愛講話，講話時也反而變輕

鬆，沒有不必要的緊張 ，而且眼睛都一直在注

意路況，並不會因此就不專心開車，所以不會

影響到安全;至於公車司機，車上所載的客人

大都是他不認識的，如果和他們講話就比較會

分心，甚至會有壓力而影響開車安全，所以他

們所屬的公司就會要求他們不要和乘客聊天。

這種情形和阿公快樂、輕鬆地邊開車邊和家

人、親人談話，是不一樣的! J 

我父親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為和家

人、親友共同慶祝他六十歲的誕辰，曾於台南

市舉辦「韓石泉博士還曆紀念講演會 J '邀請三

位演講人作專題演講。他們是蔡培火先生、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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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博士和沈榮律師等三位，講題分別是:一 、

「 人生目的之我觀 J (蔡 ) ，二、 「 中日現代醫學

教育之起源 J (杜 ) ，和三 、「家之若干問題 J (沈 ) 。

在會場上，父親也很高興地致贈預定於當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自費出版的，剛寫完的一本自傳

「六十回憶 J' 給前來與會道賀的親朋好友。

在這本父親灌注心血寫下的「六十回憶」

的「并言 J (序文， í并」讀音同「辯 J )中，有

這樣的幾句文字: í全部日記 . . . ...不幸於民國三

十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一時，盟機轟炸本市，復

與所有家產俱被焚毀淨盡 ， 轉瞬迄今已閱十

載。每思重寫日記，因醫務繁忙，無暇握管 o

最近有感於幼子良憲，僅九歲，就讀進學國校

三年級，每日自動書寫日記;倘能繼續不斷，

且善於保存 ， 則工拙在所不計，實一生之真實

記錄。 .. .... J 

對於父親來說，在 一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這麼隆重的場合，於他心血結晶的自傳之序文

中，他特地 、 不避親情地寫出了這樣的一段，

J ING FU 景福醫訊 |

可見他對子女是如何地關心、留意，對我這個

幼弟是如何地疼愛、滿意 。 而這也是有關我的

親人、 家人的，四十八年前的往事之一幕呢 !

[註] :先父是曾在台南市執業四十四年(一

九一九~一九六三)的內科醫師，在他們那個時

代，大醫院還不多，病家有急病、 重症時，常

常不先送去大醫院，而是由基層的開業醫師親

自到病人家探視診療，這叫做 「往診 」。 先父所

用的交通工具，最先是二輪的、車俠雙手拉著

長于把跑的「人力車 J ' 後來又改用車伏踏動的

三輪車 ，而車f夫是聘用專任的。弟弟愛坐的就

是這種三輪車，而我們家的這位車伏也很疼我

這個么弟，除了載他，還常陪他玩呢!如今，

這樣「古錐」的我家小弟，早已是在美開業、

臨床經驗豐富、深得病人信賴的內科醫師了 。

他，今年五十七歲。 (寫於 2004 年 7 月 4 日 )

(作者像母校牙醫學if; 1 962 年畢業，現已退休，為母校

名譽教授)

s?l J 喝E苟同-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
誠徵教師貳名

(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相關博士學位。

2 . 具教學熱忱及研究潛力 。
3. 可協助大體解剖教學者優先。

( 二)按具資料:個人履歷、兩封以上-tíi薦函、學經歷證件影本、 著作目 錄 ，五
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至多 三篇 ， 及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 O

( 三 )起聘 日 期:九十四年八月 一 日
( 四 )截止日 期: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五 日 寄達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六樓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mai l anatomy@ha .mc. nt u .edu.tw 
(六)傳真: 886- 2- 239 15292 
(七)聯絡電話: 886-2-235622 11 張小姐 O

r~~這盟1[J~......-...~~ 一咕Et←一一一一一」圍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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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穿軍 ~必,a 
加入景福醫訊編輯群後，近一年的見習過程中，

親自深刻體會前輩們的用心，認真審稿的風範及校

對的功力，內心由衷感佩。本期由筆者擔任執行編

輯之任務，在閱讀文稿時，享受了先睹為快的樂趣，

而過去進入醫學院迄今種種經歷之記憶，也隨著各

篇作者之文采思路，不斷地閃現於腦海，或感共鳴

而擊掌，或覺屆主示而感佩，或有所悟而愉悅，或 因

多知逸事趣聞而心怡，自然地對作者們昇起親切而

感恩的心境。

本期內容豐富而有興味:現任醫學系侯勝茂主

任介紹了過去一年的系務及對來年的期許，充滿了

成長精進的活力 ; 醫學新知中，精神部胡海固主任

深入淺出地說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發展脈絡及現代

進程，讓吾人可以期盼這精神醫學中的大病，在二\

十一世紀之頭二十年內就會有重大之突破性進展;

林信男教授的榮退感言，不僅是專業學習 、 奉獻歷之

程的回顧，更融入了台灣共同生命體的真實脈動 ，

圖書

丘彥南

品組累，通羈讚室主 究命 也

作者與家人同遊荷蘭海牙(2004 年 8 月)

血淚交織，益加彰顯屬靈情操之珍貴與可敬;林靜竹教授平易近人的文字 ， 流暢地引領讀者進

入陳官堯教授的典範;旅美校友李彥輝博士語重心長地表達他對台灣生物科技推展的關切，並

提出具體的建議 ， 切中時弊;陳招輝前輩透過兩本好書的案例引介，論述 319 槍擊案件之醫學

觀點，值得推薦給全台同胞閱讀截鐵雄前輩的妙筆串連，必能帶動連j情緒波 ; 李玉深教授回

顧住院醫師階段與 VIP 之遭遇，對年輕醫師深具敢發 ， 雖是英文體撰述，仍能讓後輩跨越時空 ，

想像光復之初台大醫院之運行;韓良俊教授至性洋溢的短文，藉現時與舊時水災 、 大學考試的

記憶的聯結，表露濃郁的親情;曾淵如教授以幽默之手法，傳遞其對今年前半年期間，母院進

行大規模員工教育訓練活動之感想與建言 ， 具有一定層級的代表性，但若非目前在母院服務之

景福人 ， 可能就不易領會其含蓄部份之意涵。不過，筆者認為 ， 最重要的是曾教授在字里行間

所表露的對母院文化氛圍之正向關切及期待。

於天災、人禍不斷發生的人類文明演進史中，醫學領域有其獨特之切入角度、觀點及影響，

景福醫訊延續著這文化的傳承，扮演著世代交流的重要角色。未曾賜稿的景福人 ， 請試技出您

的第一篇，在此園地揮灑心情，講古論今，分享生活中挖掘到的寶藏，激發智慧與創見，相信

必有超越您想像的回饋與收穫。

( 作者為母校醫學系 1 98 1 年畢業，現任母院精神首15專任主治醫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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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醫訊訂閱單

國外校友使用 國內校友使用

口一年期US$25元 口一年期NT$600元

口二年期US$50元 口二年期NT凹， 200元

口捐款的$500元 口捐款NT$lO贈， 000元
(永久免費贈送醫訊) (永久免費送醫訊)

訂閱日期: 年 月 日

國外校友注意事項:

以美金支票訂閱(抬頭請寫Taita jing-Fu Medical Foundation) , 
請填妥訂閱單連同美金支票寄回。(本會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 l

常德街1號)

我想 口訂閱景褔醫訊 口捐款

簽名

口訂閱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校友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0) (H) 

Fax: (0) (H) 

手機

e-mail 
啊，呵，閉目一一 - - -- ---一 一一- - ----一 一- - - - --一一 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 -串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劃撥帳號: 01410009 戶名:台大景褔基金會

。有關醫訊訂閱問題，請聯絡(02)2371-7818黃小姐



白兔醫學翱學巒固自倒也~D~~

學街彩繪素福通道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