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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菸革與健康固鑑」
一書出版自序及著作緣起

The 

起

中文版 英文版

溫敵邦

圓圓

雷

rft:，一憫人是尤甚劇 ' k-~人J宮、是統計教字」 版標題 ，比起去年令台灣風聲鶴l賢、經濟蕭條

-文造林 的 SARS (台灣死了七十多人) ，更甚數百倍，

是不可同 日而語的。但是政治人物也許因為選

這句諷刺性名言，用於菸害問題上是再恰 票考量 ， 很少願意為此而登高一呼。最令人遺

當不過了。菸是吾人所知危害健康的罪魁禍 憾的是台灣的醫師們，每天有數十次到上百次

首，本土資料早已顯示每年菸害導致臺灣近二 在門診接觸到吸菸者的機會，然而卻不能把握

萬人死亡，是台灣頭號但卻是最可預防的疾病， 這些機會，對於菸之健康危害，都是袖手旁觀，

這些事實與統計數字，在醫界或公共衛生界不 敬而遠之，很少有積極介入參與 ， 也許是不知

但很少有人質疑過，而且有很多人對菸書的嚴 道如何做有效的介入。雖然菸害對健康與經濟

重性都耳熟能詳。但是這麼大的人間悲劇，卻 危害之大，遠超過一般人之想像，但是菸害問

仍任其年復一年的發生，從未佔據過報紙的頭 題演變至今 ， 已不僅是單純的健康問題，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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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問題 ， 而是已經演變成為台灣社會公平正

義的問題，以及台灣弱勢族群的問題。它牽涉

的層面之廣、人數之眾，歷來僅見，四百多萬

無辜百姓長期被矇在鼓裡，受騙而不自知，甚

至牽涉到白道、黑道互相掛勾，互相利益輸送，

為自身謀財而暗中介入，年復-年地妝害 了千

千萬萬無數寶貴的生命。

他們賺得的財富是建築在我們未來主人翁

青少年的健康上，在今後數十年他們會陸續產

生「吸菸引起的額外醫療費用 J' 菸商卻推給全

民去負擔，這樣公平嗎?也因為台灣的窮人、

低社經地位者吸菸多，而不知不覺導致他們的

健康也較差，締造了台灣城鄉貧富族群間健康

的大差距，最糟糕的是，如此嚴重的社會公平

正義問題，大部份民眾卻渾然不知，不但吸菸

者被矇在鼓裹，連不吸菸者也被矇在鼓裡，出

版「台灣菸草與健康圖鑑」一書的目的在揭發

菸草公司的層層內幕、欺騙誤導行為、造成對

弱勢族群的傷害以及誘導年輕人吸菸，並讓讀

者了解，解決菸害就可一併解決很多其他問

題，包括社會公平正義的伸張、醫療水準的提

昇、健保保費的調低、檳榔問題的解決(嚼檳榔

者幾乎全部吸菸，而戒了菸'檳榔也會戒斷) , 

更促進了全民(包括吸菸者與不吸菸者)的健康，

使台灣達到“非菸家園"的理想。

今日台灣菸害防制在已開發國家中是偏向

落後的，但與國外成功經驗最關鍵的差別，是

在台灣菸害防制的全民動員中，如前所述，獨

缺醫界的參與，這是最大的差別。台灣沒有醫

學會曾採取如美國的各種醫學會，對菸害問題

提出學會立場或白皮書的作法，或是自動發起

積極參與各種菸害防制活動。例如美國家庭醫

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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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FP) ，就以發起針對學齡兒童的「菸草戰爭

Tar Wars J 為榮，這是要以圖畫競賽方式落實

到各小學四、五年級學生，讓他們發揮創意，

表達他們對吸菸的厭惡。自 1988 年創始以來，

TarWars 已在全國五十州，行之有年，廣受學

生與家長的歡迎，每年約有五十萬名學童參

加，由家庭的守護神家醫科醫師來倡導，是最

適當不過的，其效果與由政府主導的自然完全

不同。(該網站站 www.ta附ars.org)尤其是因為

醫師具有白衣的威嚴，只需要用很少的時間，

即可感化冥頑不靈之吸菸者，衛生署近年倡導

「六分鐘護一生 J' 用於顯現篩檢子宮頸癌之重

要性及其可貴性，但也可將此「六分鐘護一生」

引申適用於醫師在戒菸中之角色。只要能在幾

分鐘內作到 5 A: Ask , Advi凹， Assess , Assist , 

Arrange (問診間菸、勸戒、評估意願、協助戒

斷、安排追蹤) ，銀而不捨頑石也會點頭，用與

過去不同的眼光對待吸菸者，因為吸菸已經正

式定位為慢性成癮性疾病，所以我們對吸菸者

要以關懷、瞭解、支援、照顧的心情來對待，

而不要怪吸菸者意志力薄弱或視吸菸為品行不

良來看待。

香港、新加坡原是與臺灣吸菸率類似的偏

高族，但是十五年來他們將菸價步步昇高，從

低於我們的菸價，提高到當今我們的 4 倍以上，

結果呢?他們一半的吸菸者不見了，香港、新

加坡的平均壽命延長了，能有這麼多人戒菸，

而能把健康提昇上去，這也許是他們始料所未

及的。如今，韓國也在今年與明年大幅調整菸

價，成為我們的三倍。試問他們能做得到，傲

居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的我們怎可落後呢?為要

迎頭趕 t ，其實很簡單，我們不能停滯在爭議

到底一包要加個三元或五元的落後觀念，而需

要主張一單調整菸稅到一包菸賣新臺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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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這個菸價，也許很多人一時以為高得無法

接受，但一包菸新臺幣 200 元，只比香港多一

些，但比先進國家如英國一包菸新臺幣 270

元 、 美國紐約市一包菸新臺幣 300 元，尚有成

長空間。一包新臺幣 200 元的菸在台灣，會有

甚麼後果呢?我們的富人可繼續他們的吸菸、

受罪，而我們的窮人 、 身體不適者皆會因此昂

貴菸價而減少菸量 ，進而戒菸 ， 如此促進了他

們的健康問題。對不吸菸者的我們，在不吸菸

者仍佔我們人口大多數的政治生態，有沒有好

處呢?有的。我們的全民健保保費也可因菸稅

的大增而可銳減，也可因此新注入之財源而提

昇醫療品質。因為調整菸稅到一包菸新臺幣

200 元，菸稅收入保守估計可高達 1 ， 000-2 ， 000

億元 ， 幾乎是全民健保全部開支的一半以上。

一包新臺幣 200 元的菸，更可保護我們的青少

年，未來的主人翁。綜觀所有當今我們國家百

廢待舉，但幾乎沒有一項政策的投資報酬率可

以超過提高菸稅的，在當今政治生態下 ， 政府

預算捉襟見肘、赤字橫飛，而一包新臺幣 200

元的菸，能如此師出有名， 一舉數得，實在不

容易。當我們為臺灣民眾健康祈福時 ， 也要默

禱我們的菸能以達到國際水準的一包菸新臺幣

200 元賣出，讓我們四百五十萬吸菸者在不久的

將來有一半因而戒菸成功，給下一代在健康上

及經濟上，作出成功的示範 o 更讓台灣民眾的

平均壽命因而大幅增長，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令吾人額手稱慶邁向台灣成為“非菸家園"之

路 ! 說實在的，“非菸家園"要比林義雄倡導，近

年似已有全民共識之“非核家園更重要幾百倍 !

著作緣起

去年看到一本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出版

刊物，是由 Judith Mackay 與 Michael Eriksen 

兩位資深菸害防制專家合著的 Tobacco Atlas ' 

4 

寫?

該書編得很好，圖文並茂，將菸害各種層面問

題，以淺顯圖畫、簡單的文字方式表現給廣大

讀者欣賞思考，並且在同年發行中文版，書名

為『煙草版圖.!]'因此讀者對象將可包括全球使

用中文與英文的廣大讀者群，堪稱是菸害戰爭

中的一大旦程碑。但很遺憾的是 ， 整本書載有

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之菸害數據，卻單單遺漏臺

灣的資料，這種問題之發生 ， 對我們台灣人雖

非首例 ， 但對 WHO 這種「台灣似乎不存在」

的有心或無意的反射動作，仍令吾人心裡不平

及難受。

從全球角度來看，臺灣的存在與否，不見

得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 不是非有臺灣不可?

尤其臺灣在菸害防制成果方面尚非名列前茅 ，

並不是各國都要爭相派官員來學習的國家。

從臺灣角度來看 ， 臺灣不被包括在該書內 ，

卻可產生非常嚴肅的問題。因為沒有 WHO 的

協調及指導 ， 臺灣似乎只能自己在暗中摸素 ，

甚至因為已被國際社會遺忘 ， 好像可以甚麼菸

害防制都不做。這樣的效應，受害者是誰?當

然是臺灣的民眾 ! 我們國民的健康本該可隨著

經濟起飛而大幅躍進，但卻可能因沒有觀摩比

較、沒有舉辦與國際接軌的菸害業務活動 ， 而

因此受挫 ， 而跟不上世界潮流，擠不進已開發

國家之行列。

有鑑於斯，作者乃萌編著本書之念頭 ， 本

想作文抄公，原以為只須在原書中補加臺灣資

料即可，豈知一下手就發現一發不可收拾，並

不是那麼簡單，所以本書雖與『煙草版圖」一

書之宗旨相同，而且用簡單文字圖片談同一件

事，但內容、風格 、 圖片表現 、 子題選擇 ， 幾

乎與原書完全不同，自成一格，所以本書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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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資料站主軸，所發展出檢討台灣菸害

特殊經驗的「台灣菸草與健康圖鑑』。本書著重

資料的分析，在結論上，一反有些研究學者通

常正反兼顧，左右逢源，盡量不得罪人的方式，

而採取明顯選邊站的方法，對有爭議的議題表

態，擇善固執，據理力爭，不過也可能因此在

不知不覺中多與某些人士主觀的看法相左，但

也印證了本書之科學正確性而非政治正確性、

更增添了本書之精彩處及其可讀性。

本書不但以趣味、新鮮題材為主要考量，

也兼顧資料及議題的正確性，借重本土性資料

的分析，把菸害分門別類，以深入淺出的方法，

詳細解說，若有所重覆，也為的是在強調重要

問題的觀念及立場。

本書的另一特色就是每篇都插入調皮小精

靈/撒旦。它以扮演黑臉、唱反調來代表菸草公

司之論點，也吐露吸菸者之心聲，例如反派小

精靈/撒旦，是吸菸者戒菸的最大障礙，它會在

戒菸者菸癮正要復發的時候，悄悄的向戒菸者

引誘，從內心偷偷的說「算了吧!何必那麼辛

苦戒菸呢?趁沒人抽一根吧! J 本書插入這種

小精靈，讓嚴肅的菸害論述中，穿插有精彩幽

默、一語道破之妙語，不過，請讀者閱讀時要

小心觀察，小精靈代表的是唱反調，來自魔鬼

的聲音。

本書以中、英文同時發行，中文版的目的，

當然是為國內關心菸害 、從事菸害工作者，增

進瞭解參考用。英文版的目的，則是為台灣發

聲，整理國內菸害防制的資料與經驗，讓世界

衛生組織成員圓，得以知道「台灣也在努力以

赴當中，準備迎頭趕上」。正值亞太拒菸協會，

2004 年 9 月在韓國慶州召開，將有亞太地區四

2004 年十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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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國近五百人參加，所以是推展本書給國際

讀者最好的機會，而辛苦趕工譯成英文版之重

要|笠，因此顯現。

台灣原本是無菸家園，曾幾何時，也隨著

世界潮流產生了四百五十萬名吸菸者 ，每兩名

男性成人就有一人吸菸。近年來台灣民眾對於

「非核家園」已有共識，但願經由本書之鼓吹，

對於比「非核家園」更重要千百倍的「非菸家

園 J '也能產生共識。若然多本書之出版，將讓

台灣跨出一小步，而讓台灣的菸害防制跨出一

大步。

承蒙我的同班 13 年台大醫學院的傑出校

友楊敏盛之鼓勵與督促，藉著他領導的基金會，

兩肋插刀，不惜成本，慷慨允諾發行在先，收

回成本在後，本書方始得以問世，期待景福校

友，能為本書廣作宣傳，也為台灣菸害防制工

作上，貢獻出一份力量。

寫於 2004 年九月第七屆亞太拒菸協會前夕

編註:作者畢業後赴美接受臨床醫師實習，

於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取得公共衛生博

士。曾擔任密西根州立大學醫學院臨床流行病

學教職及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等教

職。曾負責 Fortune 500 前十名大公司之職業

醫學流行病學職務。領有預防醫學及家庭醫學

等專科學會證照。留美三十年有一半時間在打

網球，每星期打八天，勸人運動不遺餘力，並

身體力行。三年前返台後，投注於全民健康的

促進，並研究如何落實預防。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目前為聯合醫學基金會

執行長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從事衛生政策研究，

2003 年榮獲關家衛生研究院最佳學術成就獎 。)

5 



JING FU 景福醫訊

失禁閉生理回饋應用

隔壁張家阿婆今年 70 歲，除了耳朵有點兒

背，白內障問過刀外，身子還算硬朗，外觀看

起來較顯福態。雖然有五個小孩，跟大兒子住，

不過大家都位附近，一兩天就會見面，家裡倒

還熱鬧。平常到附近串門子，早上到達一點的

市場買菜，大都沒什麼問題。有空時還跟大家

爬爬山，至IJ廟裡拜拜，都還算正常。但是女兒

阿秀發現她最近比較少出門，有些社區舉辦的

活動她也不太參加了。而且情形似乎愈來愈嚴

重 。 有一天，女兒過來關心一下媽媽。

「媽，最近是怎麼了?上次拜拜怎麼沒去

呢? J 

「不方便啦，每次想上廁所，還沒走到廁

所褲底就濕了一小塊，而且每次上完廁所還是

一直覺得解不乾淨，尿尿的地方有一點痛。走

路走遠一點褲子就溼了，更早1J說爬樓梯，每跨

-~皆就溼一下。最近連咳嗽都在漏尿，一天要

換好幾次褲子，這樣怎麼能出門呀? J 

「媽，上次隔壁阿青嫂生完第三個小孩，

好像也有這情形，聽說到泌尿科醫師那槍查一

陣子，就把原因找出來，叫什麼尿失禁的。之

前吃中華都沒效，拿一些膀耽無力的漢方也差

不多。不知道阿青嫂怎麼處理的?之後就沒聽

阿青嫂再提了。拜拜的活動也開始參加了 o 不

然，我們找她悶悶好了 o 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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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于

樓上李伯伯自從退休後，每天一早起來都

會到父園運動，順便帶早餐回來叫孫子起床，

送孫子上學。最近早上到 2: 園都沒看到李伯伯

來運動，不知怎麼了。今天下班回來聽到媽媽

說，李伯伯最近到-h園運動後，回家發現內褲

會有一些小糞塊，因為不自覺的大使失禁，擔

心褲子弄髒，也害怕周圍的人厭惡，都不敢出

來活動，也不敢看醫生，因此情緒低落，李伯

伯的子女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辨才好。

失禁的原因

以上兩個個案情形都是屬於失禁的問題，

不同的是張婆婆是尿失禁的問題，而李伯伯則

是大便失禁的問題。我國老年人口已逐年增加 ，

失禁問題在老年人更形重要，國外多篇研究結

果顯示失禁問題是老人被送入安養機構之主要

原因。

國際禁制協會(ICS)將失禁定義為不自主

的漏出尿液或糞便。大便失禁(fecal incontin

ence)是指個人無法控制而不由自主的排出氣

體、液體或固體的糞便，是一種社會或衛生問

題，並且個案自覺是一個問題 。 從研究結果中

知很多失禁個案都未就醫，可能原因是害羞不

敢與醫護人員談論自己失禁問題，常常造成求

助無門的窘境 。

大使失禁的原因可分誨， 骨盆底肌肉正常

2004 年卡二月



但發生大便失禁，如(1 )腹瀉狀態，如感染性腹

瀉、炎性腸疾病、短腸症候群、濫用瀉劑及放

射線性腸炎都會造成腹瀉而使病人出現失禁現

象， (2)滿溢性失禁，如糞便按塞、直腸腫瘤、

非器質性大便失禁(encopresis) , (3 )神經性狀

況，如先天異常(脊髓脊髓膜膨出) 、多發性硬化

症、癡呆、中風、神經病變(糖尿病) 、腦部 、 脊

髓、馬尾的腫瘤及腦、脊髓、馬尾損傷。第二

類為骨盆底肌肉異常發生大使失禁，可分為四

種(1 )先天性直腸肛門異常， (2)創傷，如意外傷

害、直腸肛門手術、生產傷害， (3)老化， (4) 

骨盆底去神經化(pelvi c f loor denervation) ，如

陰道生產、長期用力解便、直腸脫出、下傾會

陰徵候群。

不論尿失禁或大便失禁都可以透過排便或

排尿日誌來紀錄大小便失禁發生情形，以便醫

護人員了解其失禁狀況，配合適當的檢查大部

分都可以確立失禁的原因，而多種非侵入性的

行為治療法是失禁處理的首選方式，行為治療

是用來提高病人對於排便控制需求的認真日，另

改變某種反應的口頭指示

JING FU 景福醫訊

外生理回饋法也是常被應用的技巧之一，近年

來被應用在改善男性及女性的失禁問題。

生理回饋的原理

生理回饋法是一種訓練過程，用來修正生

理反應或生理反應形式，它的目的在於要求個

人能自我調控不適當的反應與失調狀態。生理

回饋的定義為:一套使個人具備控制某些特定

生理歷程能力的訓練程序，並提供外在暗示或

監控以確定該程式的進行。

生理回饋法的發展來自實驗性學習的研

究，就是藉由負增強或正增強，訓練動物修正

生理反應賀，驗。傳統心理學認為由刺激產先反

應，而這些實驗研究指出所有反應都能經由個

人的意志控制，包括自主神經系統所掌管的反

應。

生理回饋法的研究始於 1960 年代晚期，

當時證明某些自主神經系統掌控的生理反應，

以及其他過去認為是非意志掌管的反應，都可

個體

生理反應

+ 
對結果的認識

給予回饋

電極或轉換器

的紀錄

區 1 生理回首貴訓練過程

2004 年十二月 7 



JING FU 景福醫訊

以由個人意志修正，並經由指令去控制。它就

是一種提供生理訊息給個人，或讓個人知道反

應結果的訓練方式，使個人學會控制自己的生

理反應。

生理回饋訓練有四個基本組成:

1. 指示

2. 病患/個體之動機

3 紀錄與監測器材，紀錄個體接受指示而改

變的特定生理反應

4. 回饋訊號

藉著給予口頭指令，指出生理上需要做改

變的特定反應。這種指示同時為個人指出需要

調節的生理系統與修正此生理反應的直接方

法，如提高/降低壓力，加速/減緩動作等。病患

若要成功的運用生理回饋法，就需要經由指令

激起病患企圖達到生理改變反應的動機，若此

動機被順利帶起，他們就會有企圖使反應的改

變成為事實。我們另外也使用一些儀器來幫助

或是引導病患觀看紀錄與反應的過程，例如使

用音量的大小或是紅燈的閃爍來代表不同意義

的訊號，所以可以要求病患注意這些外在的訊

號，並告知這些訊號的改變大小是表示他們是

否成功地按照指示來控制生理反應。

生理回饋應用於大便失禁患者

生理回饋法雖於 1960 年代就已開始被應

用，但早期皆應用於壓力調適方面如放鬆技巧

的訓練等，將生理回饋應用於消化系統疾病的

處理還是比較晚期才發展出來。回溯文獻在

1970 年代只有少數文章以個案報告方式呈現

應用生理回饋訓練在治療大便失禁的成效，當

時儀器設備簡陋，執行操作不易並未有太多醫

護人員參與其中，至二十一世紀由於儀器開發

8 

種類多，且病患尋求高品質的生活，因此才有

較多醫護人員參與其中。

本人研究重點為以生理回饋訓練應用於大

使失禁患者，應用直腸肛門壓力儀 (anal

manomet叩)藉由聲音及圓形提供病患回饋，採

用四孔式導管測量患者的肛門內靜止壓力

(resting pressure) 、最大收縮壓力(squeezing

pressure) 、直腸感覺及容量(capacity) 。生理回

饋訓練共八週，第一週為介紹期，包括教導患

者認識骨盆底肌肉、學習深呼吸放鬆技巧及生

理回饋訓練過程。第二至四週為骨盆底肌肉覺

醒期(awareness)透過聲音及圓形的回饋讓患

者感覺並體會到骨盆底肌肉收縮的感覺，在此

階段個案學習認識自己身體的感覺，特別是骨

盆底肌肉收縮。第五至六週為骨盆底肌肉強度

訓練，在此階段強調快肌(fast twist)訓練，讓患

者做最大骨盆底肌肉收縮，包括單次收縮及多

次連續收縮，每次收縮後所需休息時間至少等

於收縮時間或大於收縮時間，因為休息時間不

夠易導致肌肉疲憊，在這期間使患者可以隨意

控制自己骨盆底肌肉收縮。第七至八週為肌肉

耐力訓練，在此階段強調慢肌(slow twist)訓

練，讓患者收縮骨盆底肌肉後可以持續收縮，

從一開始維持 2-3 秒的連續收縮到可維持 10秒

的連續收縮，在訓練過程中教導患者避免應用

腹宜肌及臀肌的收縮，同樣地，肌肉適當的休

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次持續收縮後，皆需

休息 10 秒，再進行下一個訓練。經過八週的-生

理回饋訓練患者骨盆底肌肉收縮強度及耐力皆

有進步，對於控制大便失禁可達到 70%左右的

成效。

由於骨盆底肌力的維持需靠持續的運動，

所以患者透過生理回饋訓練後仍需持續居家進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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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骨盆底肌力訓練分級 : 骨盆底肌肉運動計畫

自 標

第一級: 快而短的收縮，避免過度收縮或收

初級肌肉收縮訓練 縮腹部、大腿、臀部肌肉

第二級: 練習逐漸增高收縮力，每一等級快

進階肌肉收縮訓練 速收縮時心中數 1 ， 2 ， 3 。

第三級: 每次收縮時平緩地協調不同等級

初級肌力強度訓練 肌肉作收縮，在最大收縮力時能維

持住 3 秒鐘。

第四級: 每次收縮至最大壓力時維持 5 秒

進階肌力強度訓練 鐘，然後放鬆到中間壓力值也維持

5 秒鐘，強調高強度而有力的收縮。

第五級: 在打噴唾、咳嗽 、 提重物前意識到

維持耐力訓練 而主動收縮，久之成為習慣，透過

練習維持最佳的肌力

行骨盆底肌肉連動，建議每天做 45 下，可分為

早、午、晚三回執行，持續做失禁患者可以維

持失禁控制效果。表一起生理回饋合併骨盆底

肌肉訓練計畫。

方 ;去 練習時間

每回 10 次快速的收縮，每日 5 每天 5 分鐘 ， 每
固，每田間需休息 30 分鐘 週持續 5 天

每回 10 等級收縮，每天 5 凹， 每天 5 分鐘 ， 每
每回間需休息、 30 分鐘 週持續 5 天

每回收縮 10 次，每天 3 回，每 每天 10 分鐘，
次收縮間休息、 10 秒，每回問休 每週持續 5 天

息、 30 秒

每回收縮 5 次，每天 3 回，每 每天 10 分鐘，

次收縮間休息、 10 秒，每回間休 每週持續 5 天

息 30 秒

每回收縮 5 次，每週至少一 每週 5-10 分鐘

田，每次收縮間需休息 10 秒鐘

無法建立良好的治療關係或者患者本身缺乏動

機都會影響生理回饋治療效果。儀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因此治療者必須因患者本身的特質

不同，而靈活應用生理田饋的技巧 ， 這也就如

同護理人員在照顧病患時所強調的個別性誰

在進行生理回饋訓練過程，雖然儀器是一 理，有異曲同工之妙。

種回饋，但不可否認治療者是更重要的回饋要

素，適當的口語鼓勵可以激勵患者，因此治療

者應先與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同時治療

2004 年十二月

(作者你母校 1 982 年護理學系辜業，現任母校道理學~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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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ING FU 景福醫訊 臨頭Ei吉爾

鄉間懸壺經驗談

一、破傷風之男孩

有 一個 12 葳男孩，足部受傷沒有打

toxoid '經 5 天後，開始有度學、牙關緊閉、

痊笑、嘸下困難、後弓反張的現象，診斷:典

型破傷風的症狀 ，治療:先給予鎮痊劑(valium

luminal 等)及破傷風IÚl~青 (autito in serum) 15 

萬單位(因為三峽附近有←-血清製造廠，派員緊

急採購)經 1M 及 IV 後，約一個下午及晚上之

努力，孩子奇蹟的緩解，如果有氣管阻塞，需

行氣管切開術，則需轉院 ，本人無法施此于術。

結語:該病患現在已成祖父(50 多歲) "經

此結搞好友，常常帶兒孫至院探訪或治病。

二、農藥中毒之農夫

50 年代某天下午，有年齡約 40 歲之患者

二人被帶到醫院求診，主訴 :全身發汗、有痠、

嘔吐，患者職業農夫，當天早上以來有噴灑農

藥，診斷:農藥中毒 (Organophosphate

poisoning) ，治療:先給予活性炭 30 gm 口服，

Atropine Sulfate I M 重症打 20 amp ' 輕症打 5

amp' 分開分治施打，併用大量點滴。加入 PAM

(因在鄉下開業，常常碰到輕度農藥中毒患者 ，

所以有準備 PAM 及 atropine) ，重症約 7 支 ，

輕症者 3 支，並併用鎮痘劑及鎮吐劑，經護士

與二人的當鬥'患者有起色，好轉後出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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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患者數日後帶雞來謝，見二人之笑

容，醫者得到快樂與滿足的成就感。

三 、 日本腦炎之女孩

開業沒有多久(民國的年) ，有一天 1 位 3

個月大女孩由母親帶來看病，患者發高燒己 4

天，有痊學、嘔吐 ， 初期診斷是日本腦炎，教

他去大醫院看，但他母親信賴本人，需求就地

就診，她就在診所之一角架設臨時床 ， 而與護

士小姐(當時診所只請一個護士)二人日夜輪流

看護，治療:施打 gamma globul叭， 並以對症

療法(退燒針、鎮痘劑、鎮吐劑、消炎劑及點滴

等)經 3 天病情好轉， 5 天後出院，是日本腦炎

患者治癒之一例。

結語:患者現為 40 多歲之漂亮婦女，現除

足部有一點運動障礙外， 一切正常。

四、腦出血之老人

有一 60 多歲男性患者，腦出血在某醫院住

院數天後 ， 病情轉壞，出院回家，在客廳之臨

時床板等待死亡來I?話，有位家族成員知我對腦

中風比較內行，建議我出診，當時患者已無意

識、無瞳光反應、有起疾、呼吸困難，建議患

者住院治療試試看有無運氣。治療-來院後，

給患者裝導尿管、 。2 、抽 疾，給予

Cerebrolysin 、化痠之 mucocil 、 消炎劑、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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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的是給予 Cytochrome C 1 天 2 支(法

Debat 之 Cytochrome C 或三共之 Cytochrome ，

日本新藥之 Cytochrome)經一星期後奇蹟似的

回復意識 ，二星期後，病癒出院。

男孩，發燒數天不退 、 有痘擎 、 意識障礙等 ，

當時 日本腦炎流行，初步診斷是日本腦炎，因

病很嚴重， 要求他家人將其送到大醫院住院治

療 ， 並先給予退燒針、消炎劑、點滴後返回，

其後患者家族來報告 ， 說打針後約半小時患者

結語 : 患者病後又活了 1 0 餘年，才因氣喘 死亡 ， 控訴因本人打錯針所引起，並要求 5 ，000

之病死亡，本人用 Cytomack 救活很多中風患 元賠償(當時看 一個病人醫藥費約 80 元左右) 。

者。 本人言明非打錯針 ， 不賠錢 ， 經告到法院 ， 及

法醫解剖 ， 其結果是一尾長約 15 cm 之白胖蚵

五、元凶之自由蟲 蟲' 阻塞鼻腔窒息死亡， 經法醫說明之後 9 患

者家族無語應答， 此次本人共出庭 4 次 ， 除支

昔時 ， 鄉下開業，常常需到患者家往診 ， 出少許雜費外 ， 並末賠償一文錢。

民國 56 年，有一天乘台車 1 小時， 再步行半小

時之路程去患者家看病 ， 患者為一 悶， 14 歲大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50 年畢業 ， 現任文化醫院院長)

石這~而延續荒而這~石這~而這~石這~而這~石這~石這~近這~

素福留言板《預告》

台灣大學聲學院北美校友會 25 週年年會
日 期 : 2005 年 8 月 5 日，-...， 8 月 7 日

地點 : Marriott San Mateo I San Francisco Airport 
相關事宜聯絡 :

2005 年年會會長 : 沈仁達 醫師

北美理事長 : 陳家榮醫師

台大景福基金會 : 黃秀麗 小姐

TEL: (415)668-0900 (0) 
(650)343-8668 (H) 

FAX: (415)668-0950 
TEL: (7 18)359-5060 (0) 

(516)791-1769 (H) 
TEL: (0月2312-3456 分機 7353

敬請國內、外醫學系及其他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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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3 日將會雷發報名表)

括電~ζ這~而這~石這~括電~ζ這~而這~ζ這~石延續支石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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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A 談損l拉手術

有史以來，首例雙人「換心手術」發生在

公元前三百年的中國。戰國時代(403-222 B.C.) 
的名醫扁鵲'曾經替魯國的公塵和趙國的齊嬰

兩人換心。扁鵲先讓兩個病人喝下麻醉藥酒，

使他們昏睡，在這期間，扁鵲給他們開胸，取

出心臟，相互交換後再放回去胸腔。以下是歷

史記載「扁鵲換心 」 的原文:

魯吉克已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為鵲求治。

局鵲治之。既同愈。謂"Ä是齊嬰曰 : r 汝葉之所

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蕪石之所已。今有偕

生之疾，與體偕長，今鳥汝攻之，何如? J 二

人曰: r 忠先聞其驗。 」 為鵲謂"Ä在曰 : r 汝志

強而氣弱，故足于詩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

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于

善矣。」為鵲逆飲二人毒酒，造死三日，剖胸

J萃，心，易而置之;投以神禁，既悟如千刀 。 二人

辭歸。于是去處反齊嬰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

子弗識。齊嬰亦反"Ä再生之室，有其妻子，妻子

亦弗識 。 二室因相與訟 ，求辨于為鵲。為鵲辨

其所由，訟乃已。(列于 ﹒ 湯問篇) ;t • 

首次接心的;袁撼

扁鵲換心手術的 2267 年以後 ， 一件驚世

之舉發生在 1967 年 12 月 3 日的南非開普敦

Groote Schuur ("Big Barn " )醫院。 23 歲的

Denise Darvell 已經車禍腦死，巴mr內德醫生(Dr.

Christian N. Barnard)把她健康的心臟取出，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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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它植入 54 歲有嚴重心衰竭病人 Louis

Washkansky 的胸腔裡，完成了現代世界首例

的換心手術 o 無疑的，這是心臟外科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我們知道， 1905 年亞歷克斯 ﹒ 卡雷

(Alexis Carrel)剖 二 將小狗心臟移入大狗頸內，

發現被剝離神經的心臟仍然有正常搏動的生理

功能。許多研究者繼續以動物做實驗，直到

1953 年 Gibbon 的人工心肺機發明以後，臨床

開心手術的技術問題才迎刃而解，人類心臟移

植終於夢想成真。

根據巴納德醫生後來的自述: 1964 年密西

西比大學外科醫生詹姆士﹒哈迫(Dr. James 

Hardy)的故事敢發了他後來換心手術的靈感。

當時有一末期心衰竭的病人急需心臟移植，礙

於當時的道德信念， Hardy 不忍拔除另一腦死

者的人工呼吸器 ， 最後只好以拂心替代人心，

把它移植給病人以延長生命。巴納德 1967 年

的換心手術使他一舉成名，整個醫學界皆為之

語然，大家無不受其震撼。兩週後他歐程飛往

美國做為期六天之旅。蒞臨紐約時 ，市長林德

賽(John Li ndsay)迎接他為英雄，南下德州時，

詹森總統款待他如百萬豪富的德州佬。他譽滿

天下，成了媒體焦點，大家捧他為現代的「林

白」 缸 。飛返開普敦前，他剛敲定了病人 Philip

Blaiberg 為第二位換心對象不久 ，倫敦報紙馬

上登出極富戲劇性的醒目大標題 : f 巴納德飛向

下一場心臟手術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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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納德早年的胸腔外科訓練是在美國的明

尼蘇達大學，換心手術之前幾個月，他才造訪

過史丹佛大學的 Dr﹒ Norman Shumway 和 Dr.

Richard Lower 。長期從事實驗研究心臟移植的

Shumway 和他的同伴知道得最清楚，當時組織

相容的試驗和預防排斥的藥物都不理想，移植

的時機並不成熟 。 但是巴納德的這回表現使許

多外科同行相形失色 ， 其他的胸腔外科醫生也

東施效彈，跟隨著他的舉動起舞。記得那時我

正在紐約市布魯克林的 Kings County 醫院外

科，在 Dr. Clarence Dennis 訓之下受訓。聽

到巴納德首例換心手術後的第三天，果然就有

一位胸腔外科醫生 Dr. Adrian Kantrowitz 在布

魯克林的 Maimonides 醫院完成一位十七歲男

子的心臟移植，病人數小時後身亡 。當巴納德

做完第二例換心手術後的一星期內 ， Kantrowitz 

又在布魯克林再度試了一次，病人也不幸於八

小時後去世。不久 Kantrowitz 被醫德醜間困擾，

竟遭 Dr. Dennis 免職。

巴納德的首例病人Washkansky只活了 18

天，第二例病人 Blaiberg 則活了十九個月 。

Shumway 也無法長久忍受這種同業匹敵的競

爭壓力 ， 他在巴納德第二例後第四天，終於開

始動于自己的首例換心手術'病人活了兩星

期。接著，一些有名望的美國胸腔外科醫生也

一窩蜂投入競技場角逐。這包括:維吉尼亞的

Lower 、明尼蘇遠的 Lillehei 、休士頓的 Cooley

等。世界各地如英國、阿根廷、巴西 、 法國、

加拿大 、 日本書店相繼發出類似的手術報導。在

這一陣子的 「移植熱」中，開始有人懷疑換心

手術的正當性 。其實從外科技術和生理學的層

面來說，這種手術早已不成問題 ， 問題是在免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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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學和藥理學方面無法突破。算起來，自從巴

納德世界首例之後的十五個月內，共有來自十

八個國家的 118 個病人接受換心手術，絕大部

分的病患死於數週或數月之後。

告畫甘來，研究夫被

這些醫生抱著很高的期望，無法自制，在

時機未成熟時猛然衝刺，最後面臨現實的苦

果。心臟移植的數目從 1968 年的 99 人下降到

1969 年的 48 人， 1970 年的 17 人，到 1971

年竟然只剩 9 人。全世界原有 58 個心臟移植醫

療團隊，竟有 56 個關門大吉，轉歸從事一般心

臟手術。最後只剩巴納德和在美國的 Shumway

團隊仍然堅持。雖然巴納德一度被「心臟手術

國際座談會」中的領袖人物們認為他到竊了

Shumway 和 Lower 的研究結果，他頓時成為

時代風雲人物。壯志已酬，功成名就 ， 遂於 1983

年自外科退休 ， 這位英俊瀟灑的醫生帶著年輕

貌美的妻子 ， 轉行投資於皮膚化妝品的企業。

Shumway 則始終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繼續進

行高水準的實驗研究， 他的臨床手術也同步並

行。心臟移植從七0年代初期的探究 ， 到後來

臨床應用的成功 ，似乎均是在他意料之中。

Shumway 團隊的研究從不喧諱。他們的實

驗方法一有進步，臨床結果就更臻完善， 其他

團隊亦受其益。七0年代末期，美國的六個研

究中心重新定位，心臟移植于術再度振作起來。

此時 ， 組織分類與相容的實驗技術已經進步 ，

大致可以提供術前參考。但是由於輕微的抗原

也可能參與作用而影響大局，所以誰也無法擔

保避免術後的排斥。不久 Shumway 的團隊研

究有了一個突破，那就是定期檢查心肌的切片 ，

他們在局部麻醉之下，用一種像導管似的探針

儀器 bioptome' 從病人頸靜脈穿刺，長驅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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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移植的另一個問題是供者心臟的冷藏保護，

1978 年以來已經進步到可以保持到七個小時。

(聽說不久之前台灣有人破七個小時的紀錄。)

進入右心，每次取下一點心肌來作活體檢驗。

只要一看到排斥現象，醫生就增加病人免疫藥

的劑量 ，如此操作，可以避免器官被排斥的厄

運。
手街的配套措拖

全美國有 141 個醫院每年大約進行 2400

個換心于術'但是每年等待換心的病人卻不斷

地增加。換心手術的主要適應症是心臟衰竭的

末期，也就是 NYHA 第五等級川。這些人病況

嚴重，預期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絕大多數病

人罹患嚴重的冠心症，另一群人則是由一種不

明因素引起的原發性肥大心肌病變(idiopathic

hype忱的phic cardiomyopathy) 。近年來換心的

條件伸展:某些嚴重先天性心臟病、心臟腫瘤、

嚴重心肌模塞 、 嚴重心律不整 、 嚴重心瓣膜缺

損等等。原則上，全身各處皆好而只有心臟「壞

透」者，都可以成為換心的對象。

由於供者心臟的缺乏，不敷應用，至少有

三分之一末期心臟衰竭的病人在等待中死亡。

為了鼓勵器官捐贈， 1985 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

了器官捐贈法案 (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在這之前有 NATCO 與 UNOS 註六的組織

建立，前者幫忙確認有用器官和維持全北美洲

各地區快速運送的網路，後者在供受兩方之間

精密配對，根據病惰的危急程度，建立候補名

冊，迅速而有效地尋獲合適的心臟，以供應用。

這些配套措施非常重要，沒有它們，器官移植

無法達到理想的運用與配對。記得幾年前台灣

新聞報導，同一病人連續接受兩枚心臟，加上

自己原有的心臟 ， 成了「三心一體」的奇異現

象。除了表示開刀醫師技術高超以外，也顯露

出台灣現階段在換心計劃中缺乏有效配套措施

的弱點。

適當藥物和劑量成為預防排斥中非常重要

的一環。抑制免疫的藥物早在腎臟移植的六0

年代就已經使用過，先是 6-MP 、繼為 Imuran

(即 azathioprine)和類固醇(steroid) 。長久以

來，醫學家一直在找尋令人滿意、可以相輔相

成的藥物。一批瑞士 Sandoz 藥廠的科學家在

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露營旅行中發現環抱做素

(cyclosporine A '後亦稱 cyclosporine) 。這是

在挪威的 Hardaanger fjord 峽灣地區土壤樣本

中，由一種做菌 8eauveria nivea 的所產生出來

的化學物質。 1972 年科學家發現它有強力抑制

排斥的特性 ， 其作用機轉至今尚未完全明瞭，

據說與阻擋免疫系統中“Kill軒" T cells 的功能有

關。更妙的是，它不抑制骨髓活動，所以對人

體預防感染的免疫系統並無明顯影響。

菜物的重大革命

2004 年十二月

四年後，環抱徽素被應用到臨床 ， 各種器

官移植的存活率因此大幅增高。雖然單獨使用

時有副作用，但是它和 steroid 或 azathioprine

藥物的組合和劑量上的斟酌，使免疫抑制變得

更有效而安全。環抱徽素的問世的確是藥物科

技的重大革命。 1983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批准其臨床應用，心臟移植的排斥問題至

此已經大致解決。近年來，抑制排斥的新藥又

有多種陸續問世 : Zenapax (daclizumab) ; 

Tacrolimus; Cellcept (mycophenolate mofetil); 

Certican (everolimus); Rapamune (sirolimus/ 

rapamycin)等，免疫抑制之技術更趨完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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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為移植」與人且心臟

亞利桑那州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

UA)的心臟移植團隊設立於 1979 年，是全美國

最早的六個移植中心之一。 1987 年開始，是全

美國最早被聯邦醫療照顧(Medicare)批准的三

個心臟移植中心之一，也是全國僅有的十三個

被 CIGNA 醫療計劃批准的器官移植聯網之一。

胸腔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Dr. Jack Copeland 來

自史丹佛大學，他是 Shumway 的得意門生。

有鑑於供者心臟的缺乏，病人相繼在等待中死

亡， UA 團隊運用過橋移植(bridge-to-transplant)

挽救垂死者，直到有適合供者再完成心臟移

植， 1985 年三月運用鄭國材醫師發明的「鳳

凰心 J (“Phoenix Heart") ; 1985 年 9 月運用

"Jarvik-7"。兩者均為世界首創，都是全植入性

人工心臟，成功地完成過橋任務後，現皆存入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供大眾觀覽。鄭醫師來

自台灣，在鳳凰城執業牙科，手藝靈巧，別有

創意，為人爽快，又熱心公益，早年與我在同

鄉會作醫學講述時相識。他主要興趣是人工心

臟，在沒有大力經費贊助之下，業餘獨立研究，

精神可嘉。

UA 團隊的另一些世界記錄: 1988 年為換

心病人做冠心繞道術(CABG) ; 1990 年為換心

病人置換僧帽瓣膜(MVR) 。此外，還有一些本

州首創的手術如: 1991 年單肺移植 ; 1992 年

為換心病人做經皮冠心擴張術(PTCA) ;同年，

供者一心兩肺同時移植給三個病人; 1993 年雙

肺移植;同年，人工心臟"CardioWest"植入後

186 天再完成心臟移植。 2000 年全國首用雙心

室“Berlin Hea付" ; 2001 年全州首用左心室

執行ow LionHeart" ，皆是全植入性人工心室輔

助器(VAD) ，過橋後再完成心臟移植。廿五年來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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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 團隊每年保持 30 個以上的心臟移植，有全

世界最佳的記錄:一位 1979 年換心人至今仍

然在世。術後一年存活率高於 94% ;二年存活

率是 90% ;五年存活率是 81 % 0 (比較 1998 年

UNOS 的報告:美國平均一年後存活率是

81.7% ' ISHT ，tI七報告:國際一年後存活率是

80% 。根據 2000 年 UNOS 最新資料: 美國現

在平均術後一年存活率非常傑出 是 86% ;三

年存活率是 77% '五年存活率是 71% 。術後存

活平均是十年。)

寶貴生命的禮物

對末期心臟衰竭的病人來說，即使人工心

臟是可行之道，心臟移植仍然是較佳的選擇 O

我認為不管是在世界何地，對器官捐贈這寶貴

生命的禮物，以及對未來社會與醫療本身的價

值觀，都值得大家以嚴肅的態度去深思探討。

腦死的定義和器官捐贈的觀念在東方與西方國

家因為不同文化背景而有差異。以日本為例:

自從 1968年北海道札幌醫大 Dr. Juro Wada教

授的首例換心于術失敗而被刑法起訴以來，遲

滯了 31 年後(1999)才勉強出現第二個換心的

例子。由於深受儒家孔夫子思想的影響，日本

社會一直為腦死的定義進行辯論而難有共識，

價值觀的改變至為緩慢。千禧年過後，日本政

府終於通過器官移植法。

在美國有許多像 UA 一樣的醫學中心，腦

死與器官捐贈早已司空見慣。今年二月，正好

我家小女在 UA 醫學院完成循環系統的解剖與

生理的課程，她在「臨床前醫學 J (P陀-Clinical

Medicine)實習中的第一位對象是個剛換過心

的「特殊」病人。他情況穩定，即將出院，一

切似乎不足為奇。但是對一位好學而政故不倦

的準醫生來說，這位病人的醫療過程卻充滿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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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而十分有趣， 其用藥之多，也令她「錯愕 」

不已。 他們「醫病 」 之間的互動 ， 激起我的思

潮，乃匯集所見所聞，及 UA 心臟移植團隊給

我的統計資料，提筆疾書 。在此謹以本文獻給

圍內外的準醫生們，同時也給我們景福校友作

一番介紹性的論述。

註← 記載扁鵲醫術最詳細的是西漢太史公司馬

遷《史記﹒扁鵲列傳}，其中描述扁鵲「望、

閩 、 問 、 切 」 的診斷方法，包括三個有名

的個案 。 〈列子〉是戰國時代鄭國列禦寇的

著作 。

d 一 Dr. Alexis Carrel 是 1912 年諾貝爾醫學生

理獎的得主。

『訂 了 Charles Li ndbergh 是完成首例飛越大西

洋的英雄 o

m4 Dr. Clarence Dennis 是世界第一位應用人

工心肺機於臨床的醫生 。 當時是 SUNY

紋絲 了几
位?

Downstate 醫學院的外科主任何urgeon

in-Chief) ， 管轄範圍包括所有醫學院附屬醫

院之外科客座教授 。

,tt .it NYHA tËí í紐約心臟協會 J(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根據心臟機能等級分類為 1 ， 11 , 

111 , IV, V 。第五等級就是心臟衰竭的末期 。

,n / ; NATCO 指 「 北美器官移植協調組織 」

(North American Transplant Coord inators 

Organization) 1979 年在德州成立 。 UNOS

指 「 器官分享聯網 J (United Network of 

Organ Sharing) 1987 年與聯邦衛生部(US

Department of Human and Health 

Service)簽約成立。

õl 七 ISHT 指「國際心臟移植學會 J (Interna-

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Transplantation)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 ， 現任亞利桑那大學醫學

院外科解剖學客座教授)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徵求會員

一、本會已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三日正式成立 。
二、本會宗旨:提升醫學教育的品質，加強醫學教育學術交流 。

三、入會資格:

【個人會員} 贊同本會宗旨 ，具醫學校院專、兼任教師資格，或對醫學教育有所貢獻者。

【團體會員 ) 贊同本會宗旨且從事醫學教育或其他相關業務之機關或團體。

[贊助會員] 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四、申請書上務必請兩位推薦人蓋章。

五、推薦人必須為已入會之會員。
臺大已入會之會員名單如下:

王崇禮、王維典 、王顏和、何弘能、呂碧鴻、李明靖、林明燦、林肇堂 、 侯勝茂、

梁繼權、陳月枝、陳定信、陳慶餘、黃天祥、黃伯超、黃秀梨、楊培銘、廖漢文、

蔡詩力、謝博生、朱宗信、陳健弘、許宏遠、吳明賢、嚴孟祿、陳慧玲、要造中、

廖士程、楊榮森
六、地址: 100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 號，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電話: (02)2356-0029 轉 25

傳真: (02)2391-1302 
七、入會申請有關資料請洽前項電話 o

台灣督學款育學令但事長青{合起

16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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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籍問題

冬加 2004 .罣~~團盼兒科替學會綻，銘終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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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在不確定的風雨中成行

八月十二出發日正逢蘭寧颱風來襲，正憂

心是否能順利成行 ， 還好蘭寧颱風偏北淡然掃

過，只帶來驟雨 ， 卻少有風波，因此當晚安抵

桃園機場，與副秘書長黃玉成及呂鴻基教授夫

婦會合，午夜飛往洛杉磯，一路黑夜伴行，似

睡非睡，說醒非醒，腦海中一直盤算此行可能

發生之變數。每逢國際醫學會，台灣的名稱問

題一直是未定數，還記得約半年前，墨西哥國

際兒科醫學會的報名網頁國家欄位上，竟然將

台灣的名稱登錄為 Taiwan ， a 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真讓人氣結，為

此我們曾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大會，說明我們

2004 年十二月

林應然

目前是一個獨立國家，應該以 Taiwan 相稱，再

退而求其次也應該以國際兒科醫學會登錄的

Chinese Taipei 稱呼，我們不是中國的一省，

否則會影響我們參與大會的意願'大會果然從

善如流，回函致歉，並於網頁國家欄位上更正

為 Taiwan ，讓我們頗感窩心，然參加此次大會

實際上會有什麼變數，還在未定之天。同日(時

差)晚約十時抵洛杉磯，過境美國海關，被要求

按指紋及照相，只能依其規定接受，雜亂出關，

夜宿 Hilton 機場旅館，稍洗一身疲憊，迷糊中

入睡。空日晨，接獲呂教授訊息，謂洛杉磯往

墨西哥 Cancun 之 Mexicana 航空可能超賣機

位(over booking) ，希望能提前三小時至機場候

機，因此匆忙中搭車前往機場航廈 9 不料下車

時卻是在 Aeromexico 航空櫃檯'幾經詢問，

才與行李共步行至 Mexicana 航空，再搭上據

說從來不準時的墨西哥航空班機，約經五小時

才抵 Cancun 開會地。

參加兒童健康與環境研討會

八月十四日先參加國際兒科醫學會與世界

衛生組織合辦之 Children's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研討會，會中針對幾個主題作演

講與論述，包括1為什麼兒童特別容易受到環境

污染傷害，水、鉛、汞、殺蟲劑、空氣，香煙

等環境污染，參加國家並不多，倒是非洲國家

有不少醫師參與，臺灣則有我與黃玉成醫師參

加，已經是很難得了，大會主席 Ruth Etzel 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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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台灣，一一對各參加國代表致意，我們也

自我介紹說來自台灣。會議冗長但很有意義，

尤其是台灣對這些議題似乎還沒有很重視，我

與黃玉成醫師都認為台灣應該舉辦一些有關這

方面的研討會。議程自早上九點至下午五時方

結束，午餐自理，據說是因為國際兒科醫學會

經濟情況不佳所致。會後我與黃醫師回旅館去

享受一下午後 Cancun 的驕陽，在海邊的游泳

池戲水，並欣賞加勒比海碧藍的海水與細緻的

海灘，這裡有世界一流的渡假環境，許多五星

級的高級飯店，艷麗的陽光、碧波萬頃的海浪、

細緻的沙灘、造型美麗的游泳池、與心懷渡假

心情的人群。

第一次各國代表會議(八月十五日)

來此前只知道今天有此會議，卻未被告知

真正的開會時間與地點，據說墨西哥人辦事的

態度是一「萬事明日再說 J' 早在台北時已領教

大會回訊息如龜步般之辦事態度，往往寫去的

電子郵件皆石沉大海，不知所終，今日到此更

是感受良深。好在我前一天已先至大會報到，

並輾轉詢問許多工作人員，幾經波折才知各國

代表會議會場在場外其中一問飯店。依時前往

會場 ， 卻不見指示招牌，東問西間，總算來到

正確地點，只見會議時間已過，報到代表卻只

區區數十人，東等西等再行開會，已過一、兩

小時。先點名各國到會代表，只有近四十位報

到，不到應到人數之三分之一，原因是許多代

表不知今天有此會要召開。可喜的是，點到中

國大陸時，他們還不在，點到台灣時，是以

Taiwan 呼叫，而我手中的國家名牌也是

Taiw訓，會議在冗長無效率中度過，最後大會

分為兩組討論兩個議題，一是如何重新訂定會

員國會費收入，因為國際兒科醫學會有財務上

之困難，二屆國際兒科醫學會應如何幫助會員

18 

國促進兒童之健康 o 傍晚我離去時巧遇中國代

表，客套寒喧後，我順便問他們說，你們如此

大圓，但據說你們繳的會費比台灣還少(據說中

國大陸只繳 500 醫師會員費用，台灣則繳 2500

醫師會員費用，每會員需交 2 瑞士法朗) ，他們

先顧左右而言他 ， 又說他們繳了六、七千醫何

會員費用，比台灣還多，但因有許多次專科等

云云說辭，所以...。這是我在此與大陸代表的

第一次接觸。

第二次各國代表會議(八月十八日)

今天的重頭戲是選舉 2004 至 2007 年的國

際兒科醫學會預定理事長(President elect)與

2010 年的國際兒科醫學會舉辦國。剛入會場

時，呂鴻基教授找我相談，說大會理事長 Jane

Schaller (USA)已受到中國壓力與抗議，為什麼

讓我們使用 Taiwan 名號，據呂鴻基教授轉述，

Jane Schaller 向中國代表解釋說，是因為我們

是來自台灣的 Chinese Taipei'但 Jane Schaller 

也希望他用 Chinese Taipei 呼叫我們投票時，

我們能出去領票，不要抗議，也不要提出更改

會名為 Taiwan 的議題，因為今天實在也沒時間

討論此事。事實上 2003 年泰國曼谷亞太國際

兒科醫學會時， Jane Schaller 也在會場目睹我

們與中國的嚴厲爭吵，知道此事難以輕易善了，

而我心裡也想，雖然會員國名稱仍是 Chinese

Taip凹，但在國際兒科醫學會之學會名稱註記已

由 Chinese Taipei Pediatric Association 改為

Taiwan Pediatric Association 了，況且我們的

名牌也是以 Taiwan 標示，而 Jane Schaller 雖

然即將卸任理事長由奈及利亞 Adenike Grange 

女士接任，但卻將轉為國際兒科醫學會執行秘

書長 ，或許我們也該緩步而行不宜躁進，因此

打定主意除非中國提出干擾我們使用台灣名牌

的議題，否則不如就以靜制動吧。雖然如此我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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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也在盤算打擬草稿，萬一中國抗議我手中

Taiwan 名牌時 ， 我將如何辯駁。

今日日昌名結果也只有 62 國與會，不到法定

開會人數，原因是許多國家代表無法取得墨西

哥簽證'因此有許多人砲轟墨西哥辦事不力及

大會沒有及時幫忙介入，更希望以後主辦國必

須保證能讓參加國代表取得入境簽證。雖然法

定人數不足 ， 大會還是在紛擾意見發表後勉強

召開。先選 2004 至 2007 之預定理事長 ， 共有

四國代表競爭，分別為香港 Chok-Wan Chan 、

印度 Uday Bodhankar 、荷蘭 Robert HolI、 及

以色列 Manuel Ka泣 ，論自我推薦演說，其他

國代表生動詳實許多，資歷學術也較完整，但

香港代表最後似乎獲得亞 、非洲之支持而勝出 ，

顯然有備而來。但投票過程混亂 ， 曾出現投票

數比報到數多的狀況，最後廢棄又重新一-1]昌

名上台投票，惟時間已浪費許多。大家對大會

辦事的紊亂多有怨言 ，有些代表甚至說出他們

從來沒參加過如此混亂無效率的會議。再來選

舉 2010 年國際兒科醫學會主辦城市 ， 共有阿

根廷 、 古巴、日本 、 南非四國參加競爭，本來

希臘及土耳其也報名 ， 但卻臨時退出 ， 論場面

日本最佳，不但遊說陣容龐大，又刻意穿著傳

統日本和服與祭典袍服，再以生動的電腦解說

日本京都的千年古早與現代，也強調日本社會

安全可靠，對聯合國兒童組織捐贈許多 ， 可惜

仍不敵非洲的表決部隊而落敗 ， 由南非勝出，

其中因為大會主持人在投票前說到世界各國中

惟南非及土耳其尚未主辦過國際兒科醫學會，

引起日本代表之抗議不公 ， 認為大會有意偏袒

南非。大會雖致歉但卻無補現實。日本代表最

後倖倖然落敗離場 。

會中休息期間，我正巧遇到斯里蘭卡代表，

2004 年十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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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寒喧說，上次我支持他獲得下屆亞太兒

科醫學會舉辦權，也跟他說台灣就是台灣，我

們一向如此被稱呼的，我們不全是來自 台北，

也來自台灣許多地方，不應是 Chinese Taipei ' 

也不屬於中國，旁邊新加坡代表也認同此說，

並附和說前些日子它們的領導人李顯龍因為訪

問臺灣被中國 K 得滿頭包，中共實在無理，我

說香港可以用香港為參加國代表名稱， 華灣為

何不能用台灣?中國如果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

部份 ， 就在他們夢中想像就好了吧 !

此次中國共有五人入場參加，排座一起，

有別於許多國家大多只有一位代表與會，其中

有一位丁姓人物就是上次亞太國際兒科醫學會

時以英文發言反對我們使用台灣名稱的國務院

人物 ， 事後我還調侃中國兒科代表說，你們這

次陣容可真龐大喔 ! 他回我說，是帶-些人來

見識大場面。其實我心知肚明，上次亞太國際

兒科醫學會時，我曾放話說我們也將尋求國際

兒科醫學會更名為台灣，顯然他們是為此有備

而來，只是未派上用場而已 。

ICJII 
主泣，、 C::::J 

記得今年七月在香港開小兒呼吸過敏學會

時 ， 曾與中國兒醫學會代表巧遇於旅館餐廳，

我曾與其談到台灣名稱問題，我說中國大陸對

台灣的不斷打壓，只會引起人民的反感，是以

陳水扁總統能在中國愈打壓恐嚇下愈勝出，兩

岸要合併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國對台灣不斷釋

出善意，如此人民白會感懷於心，自會選出對

中國友好的立委與總統，如此兩岸自然就合併

了，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廣大的人民才

是決定統獨的決定性力量，不是因為中國打壓

恐嚇少數人，不是因為中國間堵威逼就能統一

的，看看香港已經歸化入中國了，中國卻還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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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國際問使用 Hong Kong 名稱，也沒有使

用 Chinese Hong Kong 名稱，臺灣為什麼不能

用 Taiw訓 ，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畢竟我們

的學會是 Taiwan Pediatric Association '我們

也不全來自台北啊 ! 中國的統戰策略實在是不

得人心，徹底失敗。中國見醫學會代表也漠然

以對，兀自吃著早餐，只說他們曾受過文革的

洗禮，想必還活在赤色恐怖的陰影中，惟上級

之命是從。

我內心也存有許多疑惑 ， 到底我們是不是

一個國家?如是國名又是什麼?奧連正如火如

荼舉辦中，我們的代表名稱不正是 Chinese

Ta i pe i 嗎?更奇怪的是台灣內部有不少人明明

知道中華民國走不出台灣，卻還拼命自稱中華

民國或中國，每次看新聞說中國、中美、或中

日等名稱時，我也不知此「中」是哪「中 J ?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球隊來中華民國比賽，我

們名稱上是該稱為「兩中大戰 J ?還是「中國

內戰 J ?政府愚民教育逾半世紀， 一直自稿中

華民國代表全中國，即使蒙古國已獨立數十

年，即使中國大陸已是世界大圓 ， 我們的憲法

中領土卻還包括大陸、蒙古與西藏，但現實上

中華民國困守台灣，走不出蕃薯地已數十年，

而許多政治人物卻還自欺欺人，到處使用中華

民國或中國的招牌 ， 其中特定目的何在?大家

內心自付 ， 相信不難認明。出過圓的人幾乎都

知道，國外所稱的 China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

國，而我們是被稱為 Taiwan 的，我們與中國是

有別的，甚至彼此間還帶有一些敵意，政治軍

事經濟上也受到中國的重大威脅，若不是中華

民國久久走不出台灣，我們又何必勞心勞力尋

求正名，其實中國也稱我們是台灣，卻不願讓

我們使用台灣或中華民國於國際社會，其真正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消滅中華民國，納台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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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行省。想到我們的國名，我就好像得了精

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台灣乎?台灣，

ROC 乎?台灣(ROC)乎?中華乎?中國乎?

中華台北乎?中華民國乎?中華民國在台灣

乎?台灣中國乎? ，-花非花，霧非霧 J' 有誰明?

有誰憐?其實在我所參加的醫學會上 ， 連中華

人民共和國(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也常

被外國人誤稱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 

畢竟 China 在絕大多數人的想像中，英文國名

當然應該稱為 Republic of China '這是很自然

的事，就像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英文名稱一樣

啊 ! 誰管他 People 不 Peop怡 ，世上哪有

Republic 不是 People (人民)的?

兩岸擁有多數共通的族群、語言與文化，

本是和睦相處、互助合作的諸多利器，卻隨著

敵意的日增而逐漸消逝，中國恃強而霸，為所

欲為 ， 欺壓弱小 ， 不欲讓台灣有一絲國家定位，

強求一國兩制，圖謀消滅中華民國，無視台灣

為一個國家之現實;台灣隔海孤居一隅，企求

有國家自我地位尊榮 ， 明明有所有國家的形式

與條件，但在中國壓逼下，卻只能忍氣吞聲，

不能向外大聲說出我們是一個國家 ， 自是不服

至極。再怎麼霸道，中國的統一也該建立在台

灣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上，國協、邦聯 、 聯邦、

歐盟也比一國兩制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來得有

吸引力。畢竟兩岸隔閔久遠，政經思想制度大

大不同，中國對台灣要割讓就割讓，要強取就

強取的態度，根本不視台灣人民如己出。國共

內戰，中共據有大陸卻未曾擁有台灣，又已改

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宣稱台灣是其不可

分割之一部分 ; 而中華民國退居台灣逾半世紀，

卻還一直宣稱擁有全中國領土與主權，兩者皆

不符公理實際。雖然兩千五百年前希臘雅典公

使說 : ，-只有兩個勢均力敵的國家，才有公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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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有其道理，但是強者也未必恆強，弱 信能得台灣民意而順之，更能謀求雙方更大之

者也未必恆弱 ， 想當年蘇維埃強勢政權一夕樓 利益 。

塌崩落，有誰能意料? 即使強以戰爭豪奪血洗

台灣， 相信也將損失慘重 ，何況仇恨製造重積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81 年畢業，現任台北市立忠孝醫

仇恨，就如核分裂的連鎖反應般，足以產生無 院小兒科主任，母校小兒科兼任講師，台灣兒科醫學會

比的毀滅能量 ，死傷兩地的多數人民。車臣殷 秘書長)

鑒不遠 ，以中國今日之大， 比起惡意強奪，相

摘理學科徵才公告

國立台灣六學摘理學科(戶的前徵教師若干名

一、資格 :

1. 具有醫學士學位或病理學相關博碩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二年以上

(至起聘日期止)教學或研究相關工作資歷 。

2. 具有國內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服務熱誠。

二、凡具備上述資格，有意申請者，請檢附:

1. 履歷表(請註明聯絡電話、傳真、住址及電子郵件地址)。

2 . 國內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證明影本 。

3 . 大專及研究所成績單、學位證書影本及博士論文 。

4~ 最近三年內(自 2002 年 l 月起)已刊印發表之代表作。代表作應發表在 SC1

或 SSCl 期刊內，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

5 . 五年內 ( 自 20 00 年 l 月起 )著作、相關創作抽印本或影本 。 已被接受但尚

未刊印之著作需檢附證明 。

6. 歷年著作、相關創作目錄。

7. 推薦人二人之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o 推薦人以申請者曾就讀學校之教

師，或服務機關之長官、同儕為限 。 申請者須請推薦人直接將推薦函寄至

台灣大學病理學科主任親獻 。

三、截止收件日期: 2005 年 J 月 18 日星期五(郵戳為憑)。

將上述除推薦函外之各項應徵資料備妥一式四份寄至 :1 00 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台大醫院病理部「病理學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四、預定起聘日期為 2005 年 8 月 l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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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傳承…拜訪台大遙控前草

8 遠紅甘學姐紀事

間IJ = 

風和日麗的雙十節前一天，護理

系系友中生代 、 新生代一行十七人 ，

浩浩蕩蕩前往睦會會長呂連紅甘學姐

蔡淑芬、黃巧文、戴玉慈

與且連串工甘會長之合照於呂會長家中庭院花棚下

家。會長家距新北投捷運站步行約五

分鐘，甫下捷運，大家就感受到溫泉

地的氣息，青山、綠樹、藍天、白雲，

每個人不約而同地說: ，-這真是好地方

啊 ! 退休後如果能住這裡多好啊! J 

短短五分鍾的山坡路，對不常運動的

我們，已是氣喘噓噓，雖是如此 ，仍

不減大家的好興緻，期待一睹傳奇人

物呂學姐的風采。

會畏的家一日式庭院，鳥語花香

(前排左起:胡文郁、高維菁 、 呂會長、數玉慈、 汪宜靜 、

T秀子、主蕙娟 、高國雁 ; 後排左起:蔡淑芬、 蔡it~芳 、

楊曉時、 莊寶玉 、 劉秀雲、 于博商、 黃巧文)

一進會長家，映入眼中的是日式庭院、開

著蓮花的小池塘、許多叫得出來及叫不出來的

花草樹木，眼前是兩層樓的平房，一樓玄關處

盛開著絮羅蘭的花棚，姑紫嫣紅讓我們驚嘆聲

連連，早到的丁秀子督導因常常來會長家中和

會長聊天、話家常，儼然像會長的女兒一般招

呼我們，引領我們進入屋內。終於見到了會長，

這位看不出已高齡八十四歲的學姐，精神奕奕

坐在沙發上，正對著進來的每一個人微笑、口

中還直喊著說﹒「啊!這個我沒見過 、 這個我也

沒見過... J 的確是，十七個人當中，大部分都

22 

是第一次來會長家裡，第一次看到傳說中的學

姐 ， 為了幫助會長更快認識我們，這屆系所畢

業同學會會長胡文郁老師貼心地為大家準備了

名牌別在胸前，好讓會長能快速地叫出我們每

一個人的名字。她也快樂地穿梭在我們一群人

當中，認識我們每一個人，幽默的話語與開朗

的笑聲，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就在這樣愉快

的氣氛下，開始了我們的拜訪。

口述歷史一早期護校生活的原貌

會長選了一個她平常坐的沙發坐下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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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圍著她，她興奮地拿出她已經很認真寫了三

天的稿子出來，五六張紙密密麻麻的，寫著她

想告訴我們的話及她這一生的經歷，其間中、

日文夾雜，若非她本人再口述，在場的我們可

能也沒幾個人看得懂。「人的生命只有一條，是

好是壞，全在自己的觀念... J 她是這麼開場的，

接著從她的成長背景開始講述。原來會長源自

汐止蘇家，在出生後七十天被送給連家當養女，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由於會長的

聰穎及勤奮，養父決定送她去念小學，就學之

後的優異表現，便一路又念完了高等科(初中兩

年) ，之後以未滿 15 歲的稚齡考進了當時的台

灣總督府台北病院(現今台大醫院的前身)護士

養成所，她說當屆只有五個台灣學生的名額，

其中一名是原住民，其他二十幾個名額則留給

日本人，所以會長可以說是以榜首的資格進去

的 。 那時候念護校大家都是公費生，所以不用

繳生活費、學費，從第一年起每天還有零用金

日幣 50 分可以領，而且愈高年級領的愈多 。當

時念護校非常的辛苦，第一年每天上三個小時

的基礎及專業課程，其他的時間必須留在醫院

服務，說是服務，說穿了就是當病房、門診的

人力，每兩週只有一天的休假，遇到星期假日

還必須輪班。第二、三年則是實習，全力地投

入醫院的服務，之後才能取得畢業證書。呂連

會長的護理助產生涯共有五年，她在第四、五

年選擇繼續讀助產學，取得助產士資格。在學

習助產期間，還是繼續服務於醫院。對一個十

幾歲小女生來說，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和

現在我們的十五、六歲小女生相比，真是天壤

之別。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許多醫療用品

必須是自己製作、自己消毒，不像我們現在有

許多包裝精美，用完即丟的醫材物品可以使

用。另外會長談及當時的宿舍生活管理非常的

嚴格，若要回家、外宿，需要請假，請假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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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經過七個人蓋章，相當不自由。會長在這樣

的訓練之下，保有許多的創意及能運用科學的

方法，都讓我們嘖嘖稱奇!舉例來說，會長就

曾經為她得了體疾的母親在家裡導尿，她用一

般抽疲的管子，自己消毒後，再當成是導尿管，

成功地免除了她母親可能因為膀耽漲破而導致

的生命危險。

護理的應用一接生自己來、哺乳科學化

會長雖然只在護校時期學助產，畢業後再

也沒有從事護理助產工作，不過憑著先前護理

助產的訓練和聰穎的天份，她可以獨立接生小

寶寶，且不用像現在婦產科醫生一定要剪開產

婦的會陰。她曾經幫她的養母接生小孩，也就

是會長的小妹妹，技術之好，口耳相傳下，還

幾度為親朋好友接生。有趣的是，身為養女及

老大的她，須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如果有人

問她的小妹妹說: 1你是誰生的? J 小妹妹則會

回答: 1 阿姐(指會長)生的! J 這樣的童言童語

除了可愛，也表示會長長姐如母的風範。在那

個年代，大家都餵自己的孩子母奶，會長說 :1我

有五個孩子，全都是餵母奶，每次先給小孩吃

一邊 160c.c. '然後再吃另外一邊 40c .c . '這樣

下次餵的時候就再交換... J 會長一邊說的時

候，我們一邊都覺得納悶，餵母奶怎麼知道小

孩吃了幾 c.c.呢?大家好奇的問: 1會長您怎麼

知道小孩吃了幾 c.c.啊? J 會長說: 1啊!就是

餵前量一次，餵完一邊再量，全部餵完之後也

要量啊! J 腦筋轉得很慢的我們，心中納悶地

想: 1胸部怎麼量啊? J 經會長再度澄清後，才

知道會長秤的是小孩吃奶前後的重量，但其間

因為造成這樣誤會的我們已經笑得東倒西歪

了，也佩服會長這麼科學的頭腦與方法。連在

場已經當媽媽的，可能也沒人能想得出來這樣

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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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跑道一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會長在唸完助產後，有感於醫院中護理助

產的工作環境相當辛苦和繁重，且受到體系嚴

重的錯制，很難有所發揮，於是毅然轉業經商。

當時剛好養父從鐵路局退休，因而與養父在汐

止火車站經營旅客餐飲零食的生意，婚後仍繼

續經營直到先生創立台灣英文出版社，然後才

改經營出版社，由於經營得法，為呂家建立厚

實的經濟基礎，並由其子女再發揚光大。呂會

長在完成學業後，從事護理工作的時間不長，

在事業有成後開始結集校友 ， 成立台大護理助

產陸會，聯繫學姊妹的情誼，同時念念不忘母

校護理發展，希望透過獎勵提昇護理品質 ， 在

過去三年內總共捐贈台大醫院護理部 120 萬

元，及台大護理學系 100 萬元協助碩 、 博士學

生論文之進行，對護理專業發展竭盡心力，其

提攜後進的慷慨付出 ， 讓後生晚輩們感佩不已。

與先生的相處一女性主義的先驅

會長與先生的相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

的地方。他們的相敬如賓是彼此尊重，也是彼

此依賴。此外，會長有非常不服輸女性主義的

表現，據說先生曾經因為她和男生跳舞而不高

興展開冷戰 ， 還說可以三個月不和會長說話，

會長氣不過就背起行囊，獨自一人到美國、日

本等地找朋友、自助旅行，硬是在國外待了一

百天才回來，向先生展示她也有這份能耐。對

於會長的獨立 、 自主、兩性平等的觀念，大家

都非常佩服 ， 我們都推測，會長肯定是台灣最

早的女性主義者 。但會長似乎不太能消受我們

以「女性主義」來推崇她，或許她對現今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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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有一些負面的看法吧!先生在四十九歲

罹患大腸癌時，當時外科許書劍教授告訴她只

有三年的生命，會長並不灰心與消沈，反而鼓

勵先生的朋友帶先生做一些平常不會做的事，

例如上上酒家、四處遊玩等 ，細心調理他的飲

食，用自己的方法照顧先生，結果在醫生診斷

後六年，先生才離她而去 。 遺書中寫著對會長

的感激與照顧，更把身後所有的事物與財產全

部只交給她一人管理， 告訴子女們這些成果都

是媽媽的貢獻。

結語一體力過人的會長

一連串的笑聲與篇篇動人的故事，充滿著

薪火相傳的情誼 ，整屋子裡熱鬧滾滾。會長八

十四歲高齡，體力之好，勝過我們這群最年輕

只有二十三歲的小學妹。從我們踏入會長家開

始，會長就一直和我們 「講古 J ' 從早上十點多

開始至下午三點多，前前後後加起來五個多小

時，會長一點都不顯得疲憊，若不是我們怕她

太累堅持告辭，或許她可以聊上一整天吧!房

內的每一瓦一物 、 每一張照片、每一個紀念品，

背後都有一個心情故事，會長來得及說的、來

不及說的，在在紀錄了我們這一個可愛的老學

姐一生的傳奇，會長說她所寫的、講的手稿內

容只對我們說了三分之一，當然剩下三分之二

的故事還等待若我們去挖掘、去學習，各位看

倌'欲知故事發展，靜待下回分解。

(蔡，叔芬，母校璞理學系 1 997 年畢業，現任母校護理學

系助教;黃巧文 ， 母校護研所 2004 年畢業 ， 現任母院

8B 病房護主里長，戴玉慈，母校護理學玲、 1 972 年辜業，

現任母校護理學系主任)

2004 年十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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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縷畢建三+年
黃 I連華

照片一 前排左起張媚、吳明時、鍾聿E林、作者， 照片二 左起余秀麗、黃時貞、作者、蔡靜楓、麥

中排左起幸自主正、梁美寬、蘇喜、莊蔥、敏， 美莉;時間/地點: 2004.8 . 9 於洛杉磯某中

後排左起尤嫣嫣、黃玲貞、吳宙、陳純貞; 餐廳

時間/地點: 1994 . 8.6 於台北希爾頓飯店

時光飛逝，在幾個人生的大事中，如結婚、

生子、創業、再進修等，我們民國 63 年畢業的

同學，今年已屆滿畢業三十年。三十年在人生

的旅程中，不是一段短的歲月。猶記民國 92

年我赴紐約路過洛杉磯，見到老同學黃玲貞、

麥美莉和蔡靜楓'大家念念不忘的是民國 93

年將是畢業三十週年，值得特別慶祝。因此我

立志為文在景福醫訊與校友們分享本班的護理

三十年生涯。

當年從護理系畢業的同學共有二十六人，

除了少部分同學在搬遷中失去了連繫，其餘同

學都在台灣和國外的護理界貢獻心力。難能可

貴的是，多位同學在年近半百之時，一一重返

學校，取得碩士學位甚至博士學位。回首三十

年前，我因緣際會的進入台大護理系任助教 ，

其後有機會再進修社區護理、遺傳諮詢與

EMBA' 現在我仍在母系任教授，並於民國 88

2004 年十二月

年起擔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至今。留在母系

作育英才的尚有張媚副教授，她獲有波士頓大

學的教育博士，為國內的護理教育專家。留在

母校任教的還有蘇喜，她走入公衛及醫管的領

域，擁有公衛博士，現是醫管所的教授兼所長。

在母校以外發展的有鍾聿琳，她現任台北

護理學院教授兼校長，也獲有教育博士學位，

是國內另一個護理教育專家。李白交正則在南台

灣，她在早年留學美國，獲有 Rush 大學的護

理碩士，現任輔英科技大學副教授兼專科部主

任，同樣作育英才，該校每年護理系科畢業生

多達千人，真是名副其實的桃李滿天下，令我

們這些在大學教書的老師們嘆為觀止。尤嫣嫣

相當長的時間在中原大學 ， 負責大學通識課程

的護理，教學對象是一般大學非護理系的女

生，近年努力不懈取得師大衛生教育博士， 於

今年轉任台北護理學院副教授，教育護理學

生。也是投身護理通識課程的有吳宙，在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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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護理工作數年後轉任台北商專教師，雖然

已於前年退休，但仍忙碌的當一個兼課教師。

;在蔥、敏由北到南擔任不同護理學校的行政主

管 ，從馬偕護校教務主任、稻江護校教務主任

到育英護校校長，值得一提的是她也重返學校

進修，獲有政大行政管理碩士，相當難能可貴。

目前退休在家，過著閒雲野鶴的日子。

在護理實務界兢兢業業的有梁美寬，於台

大醫院護理部擔任督導多年，獲有台大護理碩

士， 退休後又開創第二春，於離家更近的敏盛

醫院擔任督導，勝任又愉快。孟曉惠在馬借醫

院任至副主任，退休後轉任台灣醫療品質策進

會，推動品管團及醫院評鑑業務，今年從北醫

獲得護理碩士學位。王憲華很早就任國泰醫院

護理部主任，一直是護理行政工作上的長青

樹，也同樣獲有北醫護理碩士學位，兩年前退

休轉任兼課教師，將行政經驗傳授給護理生力

軍， 忙得不亦樂乎。陳純貞曾任母系助教，其

後相夫教子，並積極投入公益服務，在其夫開

業後更是襄外兼顧的「先生娘 」。 廖明↑間擔任台

大醫院數年護理工作後，就回到家族企業得恩

堂眼鏡擔任總管，目前蓬勃發展，分店多達 的

家，成就非凡。吳明玲隨夫定居南台灣，也在

數年護理生涯後，走在時代的先鋒，轉任美容

師自行開業，可惜一直沒有機會看到具有活廣

告效果的她 。

在美國方面，東岸有廖惠真，她還在擔任

第一線的產科護理師，令人佩服的是，她專包

大夜班，在她手中迎接了無以數計的美國新生

命，真是服了她。西岸有洛杉磯的黃玲貞、麥

美莉和蔡靜楓，玲貞當年唸了公衛碩士，赴美

後仍在護理領域發展，現在洛杉磯開設居家護

理所。 麥美莉於十年前攜子自香港到美國打天

下，成功的創業，與玲貞同為洛杉磯知名的居

家護理所負責人，由於二人均擁有三種語言能

力，除了英語、國語，美莉會廣東話，玲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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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幾乎對分了洛杉磯華人的居家護理市

場 。 蔡靜楓是我們班上另一位「先生娘 J' 相夫

教子之外，近年開創第二專長 ，勤練聲樂 ，同

學們想不到吧!可惜此次赴美也沒聽到她美妙

的歌聲。舊金山有余秀麗，嬌小依舊，專家的

架式可是十足，早年於華大進修護理碩士，這

次在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發表她精神科護理

的專題演講。

李素嬌近年來好像風箏斷了線，無法聯絡

上，不過感佩的是，她的名字幾度出現在台大

校務基金的捐款名單上，我雖然試圖聯絡她，

很遺憾未能如願 。 其他失聯的同學有姚咪咪、

黃嫣娜、鄭仁嬌、鄭潤英、吳家麟、黃秀英、

徐昭平，如有校友知道他們的下落，請和我聯

絡，或許到畢業四十年時可以補報導。綜合來

說，本班據我所知的二十位同學中，有五位博

士、七位碩士，擔任教職的有三位教授、 三位

副教授、兩位講師，三位至今堅守護理臨床工

作崗位的尖兵，兩位護理企業家則是不可多得

的護理實務專家。

親愛的同學們，我深感榮幸有緣與大家在

台大護理系同窗四年，也以身為 63 年台大護理

系畢業的一員為榮 。 當我們是學生時，台大護

理系是當年國內唯一非軍校的護理學系，到現

在卻已有二十餘所的大學護理學系，當年國內

沒有護理研究所，現在則是碩士班及博士班林

立 。三十年來護理的變遷不可謂不大 。 幾次開

同學會都是托美國同學回台之福，此次在玲貞

的盛情邀約下，八月赴美參加北美台大醫學院

校友會，看到玲貞與美莉出錢出力，感佩萬分 。

要再開盛大的同學會已非易事，今年醫學院返

校日我將力邀同學，共坐一桌話當年。

(作者俘、母校護理學系 1 974 年畢業，現任母校護理學萍、

所教授兼母院護理部主任)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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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再付付的成羅斯令人 i吋 JL Jif的 jtdj;)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 Cathedral of St. Basil 

遠在蘇聯解體之前，我就很想去看看這個

神秘大圓的真面目，但是一直鼓不起勇氣來。

幾位膽子大，敢闖關進去旅遊的朋友，出來後

無不怨聲載道，發誓不再進去。他們說去蘇俄

旅行，光是入境的安全檢查就要幾個小時。檢

查員一上車來， :t罷了一副晚娘臉孔，除了詳細

對照每個人的護照簽証外，還車裡車外，徹底

2004 年十二月

蘇士民

搜查，甚至車上的冷氣機都拆下來看。一進入

蘇俄境內，食物飲水馬上成了大問題，他們要

靠自備的生力麵救急。

自從蘇聯解體後，從旅行社聽來的消息、，

知道旅行俄國已經不是可怕的考驗。我和太太

邀了幾對熟悉的好朋友，今年夏天參加了一個

北加州華人旅行社辦的北國 16 天旅行團，終於

得償宿願，親眼見識在冷戰時期被西方國家描

繪為冷酷無情的俄羅斯。我們高興地在克里姆

林宮的紅色廣場大踩正步，在聖彼得斯堡的尼

瓦河畔，品嚐道地的伏特加酒。在俄國的時間

只有五天，不敢說對俄國人瞭解了多少，但是

直覺上，俄國人一般並不凶惡，好像比其他北

歐民族要保守、害羞一點。

我們這一團有 48 人，全部是華人，旅行社

派了一位隨車全陪。 16 天的旅程排得很結實，

但不急迫。旅行社顯然對北國旅遊很有經驗，

安排的節目不但豐富，而且精菜，參觀的景點

都是有代表性的精華區。這次旅遊的重點在俄

羅斯和挪威，北歐其他三圓，芬蘭、丹麥和瑞

典，只排了一天一圓的時間。在俄羅斯的五天，

我們除了參觀 Moscow 和 St. Petersburg 兩大

都市的景點外，還去 Nicholas Palace (St. 

Petersburg)看了一場精采的俄羅斯民族舞蹈

表演，在 Alexander Theater (St. Peter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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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聞名世界的俄國芭蕾舞，那天晚上的演出

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演員的水準很高 ，難

怪俄國的芭蕾舞，享譽全球。在莫斯科，我們

也看了一場大馬戲團表演。

挪威是這次旅遊的第二重點。我們從 Oslo

向西北走，到海邊的 Bergen '從 Bergen 去附

近的兩個峽灣(Fjord) ，然後回頭向東南走，看

了冬季世運場地的Lilleheimer 後，折回 Oslo'

這一地段是挪威最美麗的山河地帶。在 Osl。 我

們看了名雕刻家 Vigeland 的生命雕像群傑作，

參觀 Vikings Museum 和 Kontiki Museum 0 離

開 Oslo 向西北山區進去 ， 一路上青山綠水相傍

而行會時而峰迴路轉，懸崖峽谷一跳而出，白

鏈般的細流從山頂直瀉下來。稀疏的村落，點

綴在寧靜的河邊，紅牆白瓦的清晰倒影，映在

清澈的綠水中，這裡真是人間少見的淨土。

在 Oden 湖附近的 Mondell Village '就是

前美國副總統 Walter Mondell 的老故鄉。我們

去 Bergen 郊外瞻仰大音樂家 Edvard Grieg 的

故居，再次陶醉於「冬天不久留」的悠美旋律

中。離 Bergen 不遠的 Voss 就是挪威最出名，

最長的峽灣(Sognefjord) Cruise 的出發點。峽

灣船遊四小時，我們坐著舒適的遊輪，欣賞兩

岸挺拔的青峰和藍得發祿的靜水 ， 羨慕那一群

群隨船飛舞的海鷗。晚上在鄉村風味十足的

Songdal 休息一晚，第二天又向北走，在

Briksdalen 看了大冰河後上船遊 Geiranger

Fjord 。這個峽灣比較短，只有兩小時的遊程，

卻是全挪威最雄偉秀麗的峽灣。看那高聳的峭

壁摟著一溪碧清如鏡的水流，無數細長的小瀑

布，懶懶的掛在山腰。靜極了，這裡只有海鷗

爭食的聲音和遊艇馬達單調的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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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 St. Petersbu旬 的機場入境俄國，

驗關的俄國女郎長得很像我喜愛的女明星哪姐

麗華(Natalie Wood) 。我鼓起勇氣跟她搭訕 ，她

不開口，只報以微笑。接我們上遊覽車參觀市

區的地陪是一位去過美國留學的俄國小姐，口

齒清晰，講解詳細，給我們在短短的兩天裡上

了一堂精簡的俄羅斯歷史和文化課。

俄羅斯是斯拉夫民族，在中古時代被成吉

思汗的鰱扭騎兵(Tatars)征服，被迫朝貢達 250

年。一直到 15 年紀末葉和 16 世紀初葉 ， 俄王

伊凡三世(Ivan 111)和伊凡四世(Ivan IV) ，才徹底

擊敗蒙古統治者，重獲自由。伊凡三世(Ivan the 

Great)娶了拜占庭王國(Byzantine Empire)末

代皇帝的娃女，自命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繼承

人 o 雄才大略的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 

是伊凡三世的摘孫，在位期間大擴版圖到西伯

利亞 。這位綽號 Ivan “the Terrible"的俄王患了

妄想症(paranoia) ， 濫殺無辜，連優秀的親生兒

子也殺掉。他自封沙皇(Tsar) ， 取羅馬王 Caesar

的意思。彼得大帝(Peter 1, Peter the Great)是

俄國人最崇拜的君王，在他英明的領導下

(1682-1725) ，俄國開始西化，建立現代海軍，

變成歐亞的強國。十八世紀的凱薩琳大帝

(Catherine 11 , Catherine the Great)是德國王室

的女公子，嫁給昏庸無能的俄皇 Peter 111 '遂

與當侍衛的情郎密謀幹掉老公，自己當女皇。

一上位， 她大發雌戚 ，從波蘭和土耳其奪來不

少土地。凱薩琳女皇的孫兒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1, Alexander the Great)也是俄國

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在位期間(1801-1825)東征

西討，併吞波蘭、喬治亞 、 芬蘭等土地 ，又 一

舉擊敗拿破崙，俄國從此一躍而成歐洲第一強

國。

2004 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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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字母很奇怪，看來是抄襲希臘和拉

T字母，再加上土造的幾個符號拼湊起來的。

早期的文抄公是不是患了閱讀困難症

(dyslexia) ，把字體抄錯，就不得而知了。俄文

有 10 個母音， 16 個子音， 4 個雙子音，加上 3

個輕重音記號，一共 33 個字母。舉一個簡單的

例， Moscow 的俄語是 Mock恤 ' c 是英語的 s'

B 是 v ' 用英語念起來是 Moskva 0 Lenin (列寧)

俄語的寫法是 AEHNH ' A 就是英語的 L ' H 是

N ' N 是 卜 我在出發旅行的前幾天，去附近的

圖書館借了一本俄文介紹翻了一下，旅行當中

就地實習，有疑問就請教導遊小姐，幾天下來，

也會看字發音了。

St. Petersburg 是俄國第二大都市，人口五

百萬人 ， i賓臨芬蘭灣，城處低地，運河密佈，

有北國威尼斯的美稿。彼得大帝遊過西歐，崇

拜西方文化和法國建築'回國後於 1702 年開

始建造皇宮和城市，模仿巴黎的風格。列寧革

命成功後改名為 Leningrad (列寧格勒) ，到蘇聯

解體後才又改回原來的名字。這座大城從尼瓦

河畔(Neva)看去，很有巴黎塞恩河的情調，世

人公認是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城裡有 90

座以上的皇宮和博物館，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彼

得夏宮(Peterhof)和女皇冬宮。 彼得夏宮由十數

座宮殿連結起來，皇宮內的裝潰以金黃色為

主 ，富麗堂皇。御花園更是一番氣派，有 64

座噴泉和二百多尊金色雕像。一條小運河從後

花園直通目力可及的芬蘭灣。沙皇的貴賓從海

上可以直接坐船到皇宮的後院。女皇冬宮已經

改為隱士博物館(Herm itage Museum) ，收藏皇

家私人藝術珍品，有歷代名家的繪畫，雕刻和

名貴的古董，多達 250 萬件'光是 Van Gogh, 

Davinci, Minot, Piccaso, Matisse 等著名畫家

的珍藏就估了好幾個房間。冬宮的外面就是有

2004 年卡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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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皇宮廣場(Palace Square) ，廣場正中，亞

歷山大紀念大柱直指天空。這個巨大的廣場和

在河邊的彼得大帝騎馬銅像，最能代表 St.

Pete rsburg 的光榮歷史 。 俄國人信奉東方正

教，教堂的建築獨樹一格，以紅色為主的牆壁

配上金色的洋蔥形圓頂，煞是好看。全 St

Petersburg 最漂亮的教堂要算是 Resurrection

Cathedral ( 又名 Our Savior-on-the-spilt 

Blood) 。這個教堂的外觀跟象徵(我羅斯靈魂的

克里姆林宮主教堂(Cathedral of St. Basil)幾乎

一模一樣。公元 1881 年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11 被革命黨謀殺，亞歷山大三世即位

(Alexander 111) ，在父王被害的地點蓋了這座比

美 Cathedral of St. Basil 的紀念教堂。亞歷山

大三世積極捕殺革命黨徒， 1887 年列寧的大哥

被處絞刑， 12 年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成立，

191 7 年末代沙皇 N icholas 11 (尼古拉斯二世)被

迫棄位下台，終結了五百年的沙皇朝代。導遊

小姐告訴我們，俄羅斯教堂的洋蔥形圓頂是象

徵燭光光焰 ， 為了追思為國流血的英勇戰士。

人口一千萬的莫斯科是俄羅斯的文化和權

力中心。佔地 27.5 公頃的克里姆林宮是莫斯科

最老的城區。克里姆林宮(Kreml泊 ， 俄語是

Kreml ' 是 Fortress 之意)位於 Moscow River 

河潰，在 11 世紀時是一個小鎮，到了 14 世紀

才加建寬厚的護城石牆，成為一個城堡。隨著

城堡外圍莫斯科城的發展 ' Kreml i n 的建築和外

貌也跟著改頭換面，城牆的白石被紅磚取代 。

構成今天 Kremlin 的主體是卡幾棟皇宮和十幾

座洋蔥東正教堂，加上二三十個鐘樓。 Kremlin

的前面就是紅色大廣場(Red Square) ，進口的

地方巍然矗立著象徵 Kremlin 和 Moscow 的主

教堂， Cathedral of St. Bas il 。皇宮當中最漂

亮 ，最有氣派的是俄國總統辦公社I起居的 Gre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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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mlin Palace 。美國的白宮跟它比起來就顯 在強鄰蘇俄的陰影下，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後

得有點寒酸了。 才脫離了俄國的掌握。二十年來，芬蘭的經濟

穿過紅色廣場，我們先去世界最大的沙皇

大砲和大鐘。這尊大砲是 16 世紀時沙皇造出來

嚇唬敵國的。大砲造了以後從來沒有發射過，

因為造出來的砲彈比砲膛大。 Cathedral of St. 

Basil 有 10 個多顏色的洋蔥塔頂，無疑是全俄

羅斯最獨特，最美麗的建築物，自古以來就是

俄羅斯的標誌。教堂建於 16 世紀，紀念俄國擊

潰蒙古騎兵。據傳說，教堂興建完工後，伊凡

第四驚愕於教堂之美，把設計建築師 Postnik

Yakoviev 的眼睛弄瞎，以防他再建造同樣的教

堂。我們接著去看沙皇寶藏博物館 (State

Armo叩) ，展覽歷代沙皇的珠寶，稀世珍藏和鑒

馬車。其中鑽石館裡收藏的鑽石飾品，論質論

量，都是世界第一。我們去過歐洲那麼多次，

看遍著名的皇宮和博物館，卻沒見過像這樣令

人嘆為觀止的鑽石寶庫。 Istanbu l 的 Topkapi

Palace 有舉世聞名的鑽石廳、，但是比起 State

Armory 的鑽石館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Moscow 的 Metro (地下鐵)也是觀光的大

景點。從路面進入地下車站，要搭深達一百公

尺的 Escalator 下去。全城有 120 個以上的地

下車站。車站月台的天花板和牆壁滿是油畫和

大理石雕刻，一排排豪華的水晶吊燈照得月台

上一如白畫，活像龐大的藝術畫廊。我們跳上

車廂，坐了幾站，車廂裡很乾淨，壁上沒有亂

畫 ，俄國乘客相當有禮貌和守秩序。走出擁擠

的車站，一個吉普賽女人伸手動了同行陳太太

的手提包，被她大吼一聲嚇走。

芬蘭本名 Swomi ，是沼澤之意，全國地低，

都是草原和森林。倒霉的芬蘭，幾百年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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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趕上了北歐三國，目前資訊高科技領先全

球。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人口五十萬，是一

個新興乾淨的大都市。我們在市區逛了一圈

後，去參觀愛國音樂家西伯流斯(S i belius)的紀

念公園和紀念館。這個紀念館的建築與眾不

同，進口擺著一個特大的 Sibe li us 石雕頭像，

裡頭像是一個音樂大廳、'屋頂的後半邊是玻璃

天窗，兩邊牆壁掛著一排排巨大的鋼琴聲符，

西貝流士的偉大傑作「芬蘭頌 J' 芬蘭人追求獨

立的愛國情操，被國人封為芬蘭的國寶。金髮

碧眼的芬蘭地陪 Rebecca ' 一語驚人，她操一

口標準的北京話，全隊華人自嘆弗如。原來她

小時在台北住過，以後又去北京語言中心訓練

北京腔調。旅團團友崔太太在北京出生長大，

她說 Rebecca 的北京話一點也不輸道地的北

京人。

北歐四國跟其他歐洲國家不太一樣。 二十

多年前我們初來北歐旅行時，覺得高度社會主

義化的北歐三國有點懶散，逢到週末，全城的

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個死城。我記得當年到

達 Osl。 那天剛好是禮拜六，為了一頓晚飯，跑

遍全城找不到一家開門的飯館，最後幸虧找到

一家不起眼的中國飯館，才沒有餓肚子。這一

次舊地重遊，發現北歐國家改變了不少，二三

十年來的經濟成長，給北歐帶來新的繁榮，處

處呈現生氣蓬勃的新氣象。丹麥和挪威遲遲不

願參加歐洲經濟聯盟，怕被窮鄰拖下水，影響

他們高度的生活水準。瑞典雖然參加了，但是

還保持自己的幣制，只有芬蘭是完全融入歐盟

體系 o 挪威自從發現北海石油後，政府和人民

財富大增，過去他們吃飯，盤裡一乾二淨，現

在可完全不一樣了，吃起東西來跟美國人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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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差不了多少。丹麥國士小，一片平原，到處

是坦蕩蕩的大道。丹麥人酷愛腳踏車，夾蔭大

道兩旁是鐵馬行線，行人在鐵馬線被腳踏車撞

了，要自認倒霉，騎士無罪。瑞典女郎雖然金

髮碧眼，身材修長，可是臉孔並不秀氣，沒有

俄國女郎的甜美。 享譽全球的諾貝爾獎， 其中

除了和平獎在挪威的 Oslo 頒發外 ， 其他五個獎

是在瑞典的 Stockholm 的音樂廳頒獎後，當晚

在市政廳(City Hall)晚宴，我找了好幾家禮品

店，想買一張音樂廳的明信片做紀念 ， 卻徒勞

無功。問了店裡的人，才知道他們看慣了諾員

爾的頒獎儀式，已見怪不怪，壓根兒沒想到遠

來的旅客還對這個音樂廳有那麼大的興趣 。

北歐四國實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政策 ， 有健

全的全民健康保險和社會福利 ， 產婦有 9 個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到 1 年的有薪產假，丈夫有一個月的有薪陪

假 ， 但是人民要交百分之五十的稅捐。二十年

來 ， 瑞典收了不少有色人種的移民和難民，目

前瑞典一千萬的人口中已有一百萬的外來人，

佔了十分之一。 瑞典政府近來出現經費不足的

危機，開始削減社會福利。這幾年來在瑞典的

各大都市常有攻擊少數民族的犯罪行為。只有

挪威得天獨厚，占天時地利人和，山水秀美，

國富民安，舉世罕見。假如說天堂是在人間的

話，那一定非挪威莫屬了。

寫於南加州 Newport Coast 

8-2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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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 I前 IDD

二 、 三年前在居家附近的一家健身中心“24

hours fitness center"偶然參加了瑜珈 YOGA

的 group class 。 我一向不會運動 ， 但這似乎還

跟得上， 做得來 ， 因此也就繼續做下去 ， 只要

沒外出，一星期就去做幾次。

瑜珈據說已有幾千年歷史 ， 印度的 YOGI

(瑜珈修行者) ，觀察動物種種活動的姿勢，患病

時自己醫治的情形，加以親身體驗 ， 有系統地

鑽研，創造了許多姿勢(體位法) ，因此 ，許多姿

勢為眼鏡蛇式 、貓伸展式等以動物的名稱命名 。

YOGA 是 Sanskrit (梵文 ) ，意為 body

(身 ) , mind (心)與 spirit (靈)之結合，其運動的

本質是做各種 muscle (肌肉)、 tendon (肌腿)

及 ligament (韌帶)的 stretching 伸展， flexion 

彎曲會與 spme 脊椎的 twisting 扭轉及各種平

衡 。 通常配合深呼吸做 。

瑜珈對健康到底有何益處?就我所閱讀的

資料洋洋列出 。

1. Physiological effects: 

32 

穩固自律神經的平衡，而有促使 parasym

pathetic nervous system 的 dominance 的

趨向，減少脈搏，呼吸的次數，降低血壓，

增加 EEG 的 α 波與 EMG activi句，

cardiovascular efficiency 與 respiratory

林洪謙

efficiency 增加。消化系統作用與內分泌作

用正常化。 Musculoskeletal fle xib i lity 與關

節的 range of motion 增加 。姿勢改良

strength , endurance 與 energy level 增加。

體重正常化，改善睡眠 ， immunity 增加 ，

減低疼痛。

2. Psychological effects: 

Mood 改善 ， subjective wellbeing 增進，

anxiety 與 depression 減少 ， social adjust

ment 增進， psychomotor functions improve ' 

其 grip strength 增加， dexterity與 fine skills 

improve , eye-hand coordination improves, 

balance improves , cognitive functions 

improve , attention 與 memo叩 improve 等。

3. Biochemical effects: 

Biochemical profile improves '顯示有

antistress 與 antioxidant effect '有助於

degenerative diseases 的預防。 glucose ，

sodium, total cholesterol , triglycerides , 

LDL cholesterol , VLDL cholesterol , 

catecholamines , total WBC count 等減

少 。 HDL cholesterol , cholinesterase, 

ATPase , Hct, Hb, Iymphocyte count, 

thyroxin , vi t. C, total serum protein 等增

加 。

2004 年一j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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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salutation 拜日式的一步驛，前彎 ，

背應直，我還做不到

Full wheel back bend 輪式後彎

只是我不知道這些 studies 多可靠，參與人

數有多少，有否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

有些書籍甚至說某種體位法 ， 對某種臟器

有好處，可治某某病症等 。 但作者看來都不是

醫師 。

2004 年十二月

另一式 Head stand 頭手倒立蓮花

Shoulder stand 肩立

另比較可靠的資料說，對 epilepsy 的病人

有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 對 carpal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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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stand 三點倒立

Warrior 1 第一戰士式

tunnel syndrome 有 short-term benefit '當做

asthma , hypertension , rheumatoid arth ri tis 病

34 

人的 adjunctive therapy 輔助療法有幫助等。與

一般的運動比較，瑜珈的動作慢但 dynamic 又

static '沒有 rapid 或 forceful 的。又 opposmg

muscle groups 平衡動作，沒有競爭性， process 

oriented (不是 goal oriented) ' 運動傷害的可能

性很低。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g;忍

其四種 fitness 與健康有關。

1. Cardiorespiratory fi tness : 心肺與血管的

fitness '可以 V02 Max (maximal oxygen 

uptake)測定。

2. Muscular fitness: 即 muscular strength 與

muscular endurance 。不運動，老化的一

現象為肌肉萎縮，導至 weakness ' 失去平

衡與 coordination 。

3. Flex i bility : 大多數人年老， 肌肉就縮短，而

tendon 變 st肝， 失去 flexibility ，較容易受

傷或疼痛。

4. Body composition: 身體脂肪與非脂肪部

份的百分比 。

加州大學(Davis)的- small study 的結果，

認為一星期做四次，每次做 75 分 ， 光做瑜珈就

達到這四種 fitness 要求的標準。

我個人極有限的二 、三年經驗，感覺瑜珈

至少給我，增加 flexibility， sense of balance 與

muscu lar endurance 三種益處。

瑜珈另有一哲學面是 meditation (冥想) , 

我這沒有慧根的人， 一直不能領會。

任何年齡的人都可做瑜珈，我認為尤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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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紀較大的人 。 費用低，不喜歡與團體一起 old gracefuliy J 的福氣 。 哈哈 !

做的人 ，可以買個瑜珈的 video 帶或 DVD 在自

己家裡電視機前，瑜珈墊上就可做 。 慢慢耐心

地做， 自然會進步。

我在 24 hours fitness center 做 YOGA

group class 的大房間有二面壁由鏡子構成 ， 可

觀察自己的體位、姿勢 。 成員多為幾乎可當我

孫輩的露肚擠的年輕洋妞兒 ，更有在 sacral

region 有大花紋刺青的辣妹型的 。想想我這無

業遊民，老番巔 ， r 芳齡 」 已屆古稀(虛歲)之年 ，

能與這些 tough girls 一起做倒立、輪式後彎

等 ，年輕時都沒想到要做的事， 讓我忘記自己

的年齡 ， 這何嘗不是人生一樂事 ? 我只希望瑜

珈能 slow down 我 musculoskeletal system 的

aging process 老化 ，而讓我有所謂 r growing 

葡萄牙的 Cabo da Roca 為歐亞大陸的最西端，位

於北緯 38 .47 度，西經 9 . 30 度 ，海拔 140 公尺 O 有

到 lands end r 地之角」的感覺 O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退休於南加州)

g 景褔醫訊 11 /1 6~ 12/1 5 巴收到文章血下: g 
( 1 )臨床護理觀察與成言一蔡欣玲 2.5 pages (93 年 11 月 16 日收件) 這

( 2) 潛龍在淵一方偉宏 5 pages (93 年 11 月 24 日收件)

( 3 )寫作與我一戴鐵雄 3.5 pages (93 年 11 月 24 日收件)

(4) 玉山主峰北峰登山行一張武誼 3.5 pages (93 年 12 月 1 日收件 )

( 5 )談腦力開發兼及左右腦之不同一李彥輝 2.5 pages (93 年 12 月 1 日收件)

( 6 )出席第 34 屆國際外科醫學會記要一李俊仁 2.5 

( 7 )第六屆「台灣耳鼻喉科醫師醫療奉獻獎 」 受獎有成一林萬哲 注:

2.5 pages (93 年 12 月 8 日收件 )

( 8 )第一屆口腔醫學委員會成立一週年誇言一韓良俊 2.5 pages ( 93 年 1 2 月 9 日 這

收件)

( 9) 也談美國及國際有爭議性的醫療服務一江顯禎 4.5 pages ( 93 年 12 月 9 日收單

件)

(1 0) 畢業五十年一林國信 1 page (93 年 12 月 13 日收件 )

蟑螂蠟組幽幽帥糊糊叫一柵欄嘲輔鵬鵬蜘鵬向騙騙臨鵬擱騙輔嘲嘲鸝轍嘲鵬鵬糊糊翩翩瞄騙自盟輯蜘糊糊糊酬糊糊鯽阿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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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能 圖書

戴玉慈

好像才擔任過執行編輯不久，候忽又輪到要編十二月的景福醫訊。九月初開編輯會議時就

發現情況不妙一所剩存稿非常有限，於是到處向系友同事們邀稿 ， 總算達成目標，沒讓這一期

因稿荒而開天窗，只是接辦下一期的執編黃俊升教授要面對的稿荒狀況可能要更嚴重了 ! 景福

醫訊真的是營養不良，不僅面臨財務窘境也遭遇稿源不足的狀況，所以還是要拜託校友們多多

賜稿並給予實質的支持。

本期收錄溫歇 . .

「台灣菸草與健康.

全民對菸害的警覺

的使命和參與。菸

其隱襲性卻一再受

制量，以菸稅建設

者重視。于博商講

饋應用」與讀者分

聽對伊{~~~. J ' 1' -，:";":"; 三.--.-，.-一 邦研究員的精心著作

一I~竺竺士之二-J甜圓鑑J' 他切盼能喚起

士三百;以及醫界對菸害防制
之危害罪所皆知，但

到輕忽。溫校友以價

國家的建議值得主政

師以「失禁與生理回

享生理由饋在治療大

便失禁患者的最新: 唔， 咱剛剛閉:發展，為大便失禁者
的生活困境帶來曙 jj •• ;光。王萬居醫師的「鄉

作者攝於日本
間懸壺經驗談」讓 :χ小γγ\γλ.\γγ γ 固 川.九.. 固九固. .川 γ\γλ.\人.\.川.…..- .\................. .. ...... .…. . .川.. . ......\γ心\我們看到基層開業醫

師的重要及其對自身執業範圍的正確掌握，令人感動。江顯禎教授以「在 UA 談換心于術」讓

讀者一窺換心于術偉大成就背後的諸多秘辛 ， 江教授國學造詣深厚，文呆過人，經驗豐富精彩

又勤於寫作，相信每位執行編輯都深深佩服和感激。林應然醫師的「台灣會籍問題」讓我們看

到兒科醫學會對國際兒科醫學學術團體的貢獻以及憑藉實力捍衛國家名稱的凜然。蔡淑芬寫

「護理傳承」記述台大護理教育前輩呂連紅甘學姐的精彩人生和栽培後進的心力。黃建華教授

「護理畢業三十年」細數同學的成就也讓系友們與有榮焉。蘇士民醫師的「北國之遊」生動精

彩，讓我們隨著他的文筆到名勝古蹟神遊一番。林洪謙醫師「漫談瑜珈」圖文並茂，勤練瑜珈

之成果令人羨慕 。 本期共刊載九篇校友文章，內容精彩且多元，相信可以豐富景福校友的精神

食糧。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 1972 年畢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所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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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校友返校
聯誼活動(二)

﹒ 時間: 2004年12月 18日

. 地點:台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

﹒ 攝影:李五郎、陳盛茂、郭英雄

重7.畢業20週年陳為堅、葉德輝、林昌平等校友眷 圖8. 彭明聰院長(中)、楊思標院長(左)與蔡
囂 。 煒東理事長(右)合照 o

宣9.楊董事長與藥學系高純琇常董主持景褔景康校友 圖10.余秀瑛教授與藥學系校友們 。

聯誼 。

圖 11. 牙醫學系與護理學系校友蓄屬們合照 。 圖12 柴惠敏老師與物理治療學系校友們 。



省文醫學科學絞 (，、+)

景福校友退校全體合影

妒忌

2004年12月18日於景福圈 。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