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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墓因舞者一談墓因體上的跳躍單元

Dancers in the Genome - Mobile elements 

一J

人類的基因體已知具有 3 x 109 鹼基對，其

中屬於獨特序列(unique or single copy DNA 

意即整個基因體上只有一個 copy)的部分約佔

45% '另外 55%則是反覆序列 (repetitive

sequence) 。基因體中的主角當然是"基因因

此這些佔了基因體一半以上的反覆序列，一向

被視為垃圾(Junk) DNA 0 

然而，這些"垃圾"真是如此不

堪嗎?近來對基因體的研究，學者

慢慢瞭解這些"反覆序列"不僅是建

構基因體的重要成分，更是形塑"

基因體，可生狀和功能的基因體工匠

(genome artisan) 。

反復序列的分頻(胡 1)

反覆序列可以分為兩大類，其

一為串聯反覆序列 (tandem

repeat)。這是一些單位序列反覆地

再現，缺乏具體的組織結構;它包

括 (1 )微衛星 (microsatellite) :由

2 

4
而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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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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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個鹼基的基本序列組成反覆數次到數十

次，如(CA)n ; (2)迷你衛星(minisatellite) :由

20-100 個鹼基的基本序列反覆組成，可達

500-20 ， 000 個鹼基的長度; (3)端粒序列

(telomere)位於各染色體的遠端，其一般結構為

5'一(T/A)1 -4 (Gk8-3 ' 。

串聯反覆序列約佔人類基因體的 10-15% ' 

它們通常聚集在染色體上的某些區段，例如染

色體 1 號、 9 號、的號的長臂近端以及 Y 染色

體的長臂。在每一個染色體的中心粒都有稱為

α-衛星(α-satellite)的反覆序列，這是以 171 個

鹼基為基本單位的反覆序列，據信任衛星與細

胞分裂時染色體的分離(segregation)有關。串

聯反覆序列有人將之統稱為衛星(satellite)

「微衛星
串聯反覆序列 1 -)- 1 5% 斗 (ml crosatell ite) 

(tandem repeat ←迷你衛星
sequence ) (minisatell性的

」鑰粒序列

(telomere) 

~DNA跳躍子 3。毛
(DNA transposon) 

散落性反覆序列 45啡i 一|
(Interspersed _._^" __ _ A ' . O' 

petitive 反轉錄單元缸，。
(retrotransposon or sequence) 
retroelement or 
mobile element) 

「獨特序列 DNA 45% 
I (uOIque sequence or 

基因組一刊 slOgle copy DNA) 

」皮覆序列DNA 5弓%

(repetitive sequence DNA) 

「一自主性反轉錄單元 '?%一 LTR (Iong terminal repeat) 

反傍錄單元 4此~ [auton?mous 
(惘昀附削t廿r叫0叫t甘「白n叫0馴 O川 叫叫e叫
re剖tr昀oe刮lemer鬥川l吐t or I (sho 仕 l川nt盼er陀sper陀sed

叫le 師們e川 L非自主慨輸單元叫才「epeutIwe|emnt 「 L|NET
(nonautonomous 
retroelement) '-- Ll NE 21 % 一一一→

(Iong Interspersed 
一'--- Ll NE2 

月petitive elemen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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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原因是早期在研究 DNA 時，使用 Cesium

chloride density gradient 進行離心，大部分的

DNA(含前述的獨特序列 DNA)自成一區，而這

些串聯反覆序列 DNA 較輕，所以另外集合成較

小的三區 ， 恰似行星旁邊的衛星，因此習慣上

哎，衛星"來稱呼這些串聯反覆序列(圖 2) 。讀者

要注意，此一"衛星"與 acrocentric 染色體(13 ，

叫， 15 ， 21 ，22 號)上的"衛星"不同，後者是型態上

像染色體頭上長出兩粒，性質上則是好幾百個

copy 的 ribosomal RNA gene '與前述串聯反

覆序列的"衛星"完全不同，不可混淆。

散落，性反復序列(Interspersed
repetitive sequence) (胡 3)

反覆序列的另一大類是"散落性反覆序列"

(Interspersed repeti- tive sequence) 。與前述

聚合在某些染色體區段的串聯反覆序列不同的

是，這些散落性反覆序列在染色體上到處分

布，因此稱之為散落性反覆序列。它包括兩大

類， 一類是 DNA 跳躍子(DNA transposon) ，另

一類則為反轉錄單元(retroele- ment) 。前者類

似果蠅的跳躍子(transposon) ，在人類基因體較

不重要;倒是反轉錄單元(retroelement) ，在哺

乳額基因體結構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們

DNA TRANSPOSONS 

‘『啥叫 T問n叩OS8se 惰~
γ…l 川TR . 

DR 間

RETROTRANSPOSON 
Autonomous 

( 1 ) LTR 

RT EN 

一一一一一一Gðg :: gmup-甲eciflc anrlgenη:: protease 
POI :; polymerase Env :; envelop 
RT :: reverse transcnptase E N :: endor几 clease

! L TR :; !Qng termlna l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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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 1 

.間I~ Mainb叫 i
DNA 

Cesium chloride density gradient 

國
都能藉由中介 RNA (RNA intermediate)進行擴

增(amplification) ，並且移動到基因體上的新位

置，因此被稱為反轉錄單元(retroelement)或反

轉錄跳躍子(retrotrans poson) ，因為它們能在基

因組上移動，也有人稱之為移動單元(mobile

element) ，據估計人類基因體的 50%是由反轉

錄單元衍生而來。

反轉錄單元(retroelement)又可分為自主

性反轉錄單元(autonomous)及非自主性反轉錄

單元(non autonomous) 。自主性反轉錄單元雖

然需要許多細胞內蛋白質協助其擴增，但其本

身確實真有一些擴增所需的活性，相反地，非

(2) NDn-LTR 

伍芳:τ~占了毛主2
TSO 

TSO 目。 et sitedupliCall()"l 
S-U TR:: 5- unt ran到 atedreg阻 n

ORF :; operl readi呵 frame

EN 們 d 日r;uclease

Non-autonomous 

冗長R:O~且止，但世主l 11 1 1 叫叫 6 日~~'>
卡 γ 刊 ， , -1卡 n，'"'' ",,;, -1 

。同'" dlrect repeat I " 31 bp InsertKrì 
A.B:; RNA polyrner3sem prornorer ，\(內):: polyA tail 

TSO AATP., AA AnTSO 

口…(nl~[I(n)~一----J門
RIU-IIK8 ìtm1\ 引NE.R

TSD :: target sl!e dl馴闊的n

SINE-R:: region 州th homology 10 tt-.e ena of a HERv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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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叫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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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Quixote, 1955 by Pablo Pi臼so

自主性反轉錄單元則必須藉助其他的自主性反

轉錄單元提供協助，才能達到其擴增的目的。

自主性反轉錄單元以 LTR (Iong terminal 

repeat)最為知名，它的結構與反轉錄病毒

(retrovirus)相類似。頭尾兩端是 long terminal 

repeats ' 中間則為數個開放轉錄區(open reading 

frame, ORF)以轉譯反轉錄移位 (retrotrans

position)所需的蛋白質;包括 endonuclease ' 

以切入欲結合的基因體位置，還有 reverse

transcriptase 俾將 RNA 轉錄成 DNA 。在第一

個 LTR 正下游則有能提供反轉錄起始點的特別

部位(priming site) 。與反轉錄病毒不同的是 ，

LTR 缺少合成病毒套膜及製造功能性病毒基因

的基因組。有時候 LTR 也會缺少某些 ORF 以

致不能自行擴增 9 而成為非自主性反轉錄單元。

它們通常是來自古老的反轉錄單位 ， 失去部分

功能後變成不活動的假基因(pseudo- gene) 。

非自主性反轉錄單元主要有 SINE (sho吋

interspersed repetitive element)及 LlNE (Iong 

interspersed repetitive element) o SINE 長度約

4 

i怨“
合法子

90-300 個鹼基，其中最重要的是 Alu ' Ll NE 長

度約 6 ，000 個鹼基，最著名的是 L 1 。

Ll retroelement 

人類的基因體上有近 50 萬個不活動的 L1

單元(5 'truncated ' inverted or mutated) ，但仍

有 5，000 個全長 6Kb 的 L1 存在 ，而其中的-100

個具有 retrotransposition 的能力。完整的 L1 ' 

全長 6 Kb ' 含有(1) 5 '末轉譯區(5'UTR) (內含 T

promoter) , (2) 1 Kb 之開放轉錄序列(ORF1) , 

能產生具 RNA 結合能力的蛋白質， (3) 4 Kb 之

開放轉錄序列 (ORF2) ，能產生具 endo

nuclease 及 reverse transcri ptase 能力的蛋白

質， (4)短的 3 'UTR ' (5) poly A tail (圓 3) 0 L 1 

插入染色體 DNA 是藉由所謂 target primed 

reverse transcription (TPRT)的過程，其 ORF2

的 endonuclease 先切斷一處單鏈 DNA ，以切

斷處之 3 '-OH 作為引子，並以 L1 RNA 作為模

板(template)進行反轉錄。

L1 在基因體上的 retrotransposition 可經

由下列四種機轉改變基因結構

(1) Insertional mutagenesis (cis) 

L1 產生的蛋白質會作用於 L1 本身轉錄出來

的 RNA 以產生新的 retrot闊的position

event 0 新形成的 L1 可以是 full length ' 5 ' 

truncation 或是 5 'truncation 加上 inversion

(2) Insertional mutagenesis (trans) 

L1 產生的蛋白質偶爾會作用於其他非 L1-

RNA ，造成 processed pseudogene (佔

genome 的 1 % )或 Alu 這類 nonautonomous

retrotransposon (佔人類 genome 的 10% ' 

約共五十萬 copy)的散佈於基因體上 。 所謂

processed pseudogene 就是-個 spli ced

mRNA 被 L1 的 reve rse t ranscriptase 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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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成 DNA ，再插入基因體。

(3) Endonuclease independent insertion 

在極稀少的情況下， L 1 也能直接插入到一

處 DNA 之 double-strand break ' 不過插入

後之 L1 常常是 3'tru ncated 並且缺少 TSD

(target site duplication) 。

(4) Transduction 

L1 在進行 retrotranspos ition 時，會涉及 3 '

或 5 ' (較少見)之 flanking DNA，並將之帶到

基因體上新的位置，也就是 L1 會扮演"exon

shuffling"的工作。位於基因 intron 的 口 ，

當它進行 retrotransposition 時，會把其上

游或下游的 exon 帶到基因體上的新位置，

可能就把這個 exon 加到一個新的基因內，

造成基因體重要的改變。

總之， L 1 大概直接或間接與人類基因體的

三分之一脫不了關係。

Alu retroelement 

人類基因體上另一個重要的 retroelement

就是 Alu ，總共有 50 萬 copy ' 佔人類基因體的

1 0- 15% 。完整的 Alu 長度約 300 bp ，因為它

具有一處 Alu 1 restriction enzyme 的切點，因

此被冠上 Alu 這個奇怪的名稱。 Alu 常見於

intron '基因的 3 'UTR 以及 inte rgenic genome 

reglon 。雖然 Alu 是 SINE 中最主要的成員，但

Alu 較多見於基因組上基因豐富(gene-rich)的

區域，而非隨意散落各處。

演化上， Alu 出現的時間正是 6 千 5 百萬

年前靈長類誕生的時候。仔細分析 Alu 的鹼基

序列，我們可以推定它源於 7SL RNA 基因，而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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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因是 ribosomal compl似 的一部分。 Alu 可

能源起於靈長類演化早期的一次 gene duplica

tion '繼而發生不斷的 amplication '而達到今

日龐大的數目。事實上，所有的 SINE 均源於

各種小型且具高度結構性的 RNA 如 tRNA

(transfer RNA) ，其轉錄則有賴於 RNA

polymerase 111 。

Alu 是由二個 monomer組成，二個 mono

mer 之間夾著一段富含 A 的序列(A5TACA6) 。

在 5' 的第一個 monomer '具有兩個 RNA

polymerase 111 的 promoter '在 3 '的第二個

monomer 則帶有一個 31 bp 的 insertion 0 第三

個 monomer 的末端則是不同長度 poly A ta il 。

在整個 Alu 的頭尾兩端則是源於插入處的 short

intact d i rect 陀peats 0 Alu 會經由 retrotra ns

position 擴增其數量，此過程是由 Alu 上的

RNA polymerase 111 promoter 敢動反轉錄，由

於 Al u 並不具有便 RNA polymerase 111 停止轉

錄的訊號，因此轉錄常延伸到鄰接的獨特序列

(un ique sequence) ，直到出現 TTTT 序列才停

止下來。因此， Alu 之 RNA 轉錄稿在 3 '常有

UUU 的序列。目前推測 Alu 的 retrotransposi

tion 可能要先由前述的 L1 之 endonuclease 對

插入處的 DNA ，在 TTAAAA 的 consensus site 

上先予以切斷(first nick) '然後 Alu 的 poly A ta il 

與切斷處 3 '的 TTTT 結合，再以 Alu 為模板進

行反轉錄，目前另一接合處(second nick )的機

轉尚待釐清 ， 不過，反轉錄及插入完成後新的

Alu 兩端會帶有新的 direct repeats 0 

需要強調的是， L1 在 Alu 的 retrotransposi 

tion 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 Alu 本身不具有

ORF，而只有 RNA polymerase 111 的 promotor'

所以需要借助於能產生 RNA polymerase 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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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nuclease 的 L1 。在結構上 L1 與 Alu 均具

有 3'的 poly A tail '表示他們可以利用同樣的

酵素機轉以達成在基因體上移動的目的。當然，

對於 first nick 後 3'的 TTTT' L1 及 Alu 也都有

接合的可能性。從演化的時間表來看，在哺乳

類的基因體上 'Alu 與 L1 都是在過去 150 百萬

年同時大量增加，這也暗示兩者的關係可能是

彼此依存的。

Alu 雖然為數眾多，但真正具有 retrot間的

position 能力的卻只有少數的、master" gene 

or 、 source" gene 0 Alu 雖然具有 RNA

polymerase "1 P的motor' 但本身卻不足以敢動

RNA polymerase 而需要有合適的鄰接序列

(franking sequence) 。因此，一個 Alu 能夠進

行 retrotranspostition 其實相當偶然，端視它能

否幸運地有個好鄰居 o 事實上，這個好運並不

常有，因此絕大部分的 Alu 其實只是基因體上

古老 retrotransposition 留下來毫無作用的遺跡

(relics) 。對 Alu 更不利的是， Alu 具有 24 個或

更多的 CpG dinucleotide '而這些 CpG 極容易

突變，導致 Alu 失去再進行 retrotransposition

的能力。此外 'Alu 3'端的 poly A tail 也很容

易質變，這也不利於 Alu 的 retrotransposition 。

因此，大部分的 Alu 終將成為單純而不活動的

反覆序列。

Alu 中少數具有 retrotransposition 能力的

、source" gene 也會發生突變 。這些突變代代

傳衍下去，導致人類基因體上的 Alu 可以分成

幾個不同的家族(subfamily) ，起源於不同的年

代，也各自帶有一些代代相傳的突變(hie問陀hical

series of mutation) 。較古老的 Alu 家族一般帶

有較少的家族特定突變(diagnostic subfamily

specific mutation)而有較多的隨機突變(用ndom

6 

mutation) ;相反地，較年輕的 Alu 家族則帶有

較多的家族特定突變和較少的隨機突變。

大部分 Alu 數目擴增的時間是在 4 千萬年

前。在靈長類演化的早期 ， 每一個個體誕生就

有一個新的 Alu 插入基因體。但目前大概每 200

個個體出生才增加一個 Alu ' 也就是 Alu 的活動

力大大減少(兩個 order) ，推測其原因可能有

三 (1) Alu 進行 retrotransposition 的潛力降低，

(2)基因體上可以容納新的 Alu 的空間減少， (3) 

人類基因體的演化趨向限制 Alu 的擴增，在果

蠅也可以觀察到對 mobile element 擴增的限

制。

在人類基因體上的 Alu' 約有 0 .5%是比較

新的，也就是在 4-6 百萬年前人與非洲人猿

(African Ape)分開以後，才出現在人類的基因

體上。這約 5 ， 000 個幼齒 Alu (young Alu)多數

在人類走出非洲之前即已存在，其中的 1 ，200

個 Alu 由於進入人類基因體時間相當短，因此

到目前為止，在個人的基因體上仍處於一個有

或無(dimorphic)的狀態，也因此這個 Alu 插入

多形性(Alu inse付ion polymorphism)就成為相

當有用的基因體多形性的指標。

這類幼齒的 Alu 均屬於數個相關聯的 Alu

家族 Y , Yc1 ' Yc2 ' Ya5 ' Ya5a2 ' Yb8 及

Yb9 家族。在演化 t出現的順序為 Y→Yb8→

Ya5• Yb9• Ya5a2• Yc1 0 Y Alu (>200 ,000 

copy)出現於 2 千 5 百萬年前，也就是長臂猿

(Orangutan)與綠猴 (green monkey)分歧之

後。 Yb8 (1 ,852 copy)與 Ya5 (2，但o copy)出現

在約 1 千萬年前，也就是大猩猩(Gorilla)與黑猩

猩(Chimpanzee)出現前。人類獨有的 Yb9 (79 

copy)' Ya5a2 (35 copy)及 Yc1 (381 copy)則出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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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4-6 百萬年前。這些 Alu 的進入基因體 ，

一般沒什麼明顯的負面影響，基本上只是中性

的新突變。 一個新的 Alu 進入基因體之後， 他

的存在就受到遺傳漂移(genetic drift)的影響 。

在大的族群中， 一個新的 Alu 比較容易消失。

不過在短期間內來看， 他在族群中出現的頻率

是會增加的。總結來看， 一個新的 Alu 在剛進

入基因體的初期，消失的機會相當高，消失與

否，端視該族群的大小。隨著插入時間的早晚，

以及遺傳漂移的影響 ，一個 Alu 可以在不同的

種屬(species) ，不同的族群(popula- tion) ，不

同的家族 (fam i ly) ，甚至不同的個體(individual)

呈現、有，或、無'的多形性 ， 這就是所謂的

Alu insertion polymorphism 。

Alu 作為一個遺傳標記(genetic marker)是

有其特色的。不同個體上相同的 Alu 鐵定是來

自一個相同的祖先(identical by descent) ，而一

般常用的遺傳標記 ， 如 VNTR ， RFLP 及 SNP

則不一定來自相同的祖先，而只是在某一階段

呈現相同的變化(identical by state) 0 因此， 使

用 Alu 來進行遺傳研究較單純，因為不需要加

入太多的推論(assumption) 0 Alu 此一 identical

by descent的特色是由於( 1 )目前人類基因體的

狀態，容許兩個個別的 Alu 插入同一地點的機

會幾乎是零， (2)沒有能將一個 Alu 從基因體上

移除的機轉存在 。

由於 Alu 是人類基因體上最大的基因家

族，因此他們也可是能 homologous recom

bination 自守括~)心。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的結果可以導致序列的 duplication ' deletion 

以及 translocation '進而造成人類基因體的多

元性(diversity)。靈長類演化過程中 tropoelastin

基因的多元化可能就是 Alu 導致的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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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所致。目前所知的

幾個 Alu 密度高的基因，發生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的機率並非特別提高，如

thymidine kinase 或 β-tubulin 基因均是如此 。

學者已知染色體內 recombi nation 發生的機率

與相同序列的長度有關 (Iength of uninter

rupted regions of nucleotide i dentity) 。相同序

列愈長，發生 recomb i nation 的機率愈高 ; 反

之，則愈低。年代較老的 Alu 其 pairwise diver

gence 較高(-15-20% ) ，亦即相同序列的比率

較低。當然，較年輕的 Alu ' 其 pairwise diver

gence 較低(<1% ) ' 發生 recombination 的機率

也較高。此外 ' Alu 上面 24 個 CpG dinucleotide 

迅速的突變，也會增加 pairwise divergence 而

不利於 homologous recombi nation 的發生。目

前已知，約有 0.3%的人類遺傳疾病是因 Alu 中

介的 unequal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所

致，包括 Insulin resistant diabetes type 11 ' 

Lesch-Nyham syndrome, Tay-Sachs disease, 

Complement component C3 deficiency,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aem悶， α-thalassemia

以及數種癌症-Ewing sarcoma , Breast cancer 

以及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目前有證

據顯示 Alu 假若以反方向插入時較容易產生不

利的 recombination '但此種情況很難確認 ， 因

此 Alu 所致的 recombination 對人類基因體的

負面影響可能大於目前所知。 Alu 中介 recom

bination 的發生機率其實也因人而異 ， 例如

TP53 基因(P53 之基因)突變者較易發生 Alu 之

inverted recombination 。因此 ， 當腫瘤已發生

TP53 突變之後， Alu 中介的 recombination 更

容易發生，進 -步導致 loss of heterozygosity 

及 genome rearran伊ment 而更促進腫鼎的生

長。學者注意到當 mobile element 插入後， 其

附近序列發生 recombination 的機率有降低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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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進 -步影響了附近相關序列的 haplotype

改變的機率，從而加速種屬分化(speciation)的

速度。在基因體上 Alu 較喜分布於 gene-rich 的

區段，但年輕的 Alu 則無分佈的偏頗，這意味

著 Alu 插入後會產生改變較老 Alu 分佈的天擇

壓力(selective pressure) 。

最近研究顯示 ，在人類基因體上 Alu 的分

佈與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頗多重疊。事實

上 Alu 本身就是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的

來源。這包含Alu 中間的A豐富區域(A5TACA6)

以及 Poly A tails (可達 100A) 0 Alu 頭尾兩端的

(A+ T) rich direct repeated sequence (插入時

L 1 derived reverse transcriptase 之

endonucleolytic activity 所致 )也 是 simple

sequence repeat 的來源。 Alu 衍生的這些

sequence repeat 在經由各種的突變， 如 point

mutation ' inter and intrastrand crossover 及

replication slippage 都會再增加這些 repeats

的長度以及複雜性。據推測，靈長類的基因體

上 25% 的 simple sequence repeat( 包括

microstellite)與 Alu 有關。近來的研究也顯示

Alu 上的 A-rich 序列是靈長類 microsatellite 的

來源 ，據估計人類基因體上的 Alu 總共可以提

供高達 220 萬個 microsatellite 形成的空間。

Friedreich ataxia 之發生可能與 frataxin 基因上

一個 Alu 中間的 A-rich 區發生 triplet﹒repeat

expansion 有關。

Alu 與 SNP 的 i荊聯

年輕的 Alu ， 一般 SNP 較少。經由對 任

fetoprotein gene cluster, albumin 及 globin

gene 的分析顯示 Alu 插入基因體之後，以中↑~I~

速度進行突變 。 不過由於 Alu 上具有豐富的

CpG dinucleoti船， 因此其突變速度高達 10 倍，

8 

年輕 Alu 的 SNP 有一半是位於這些 CpG

dinucleotides 0 

Alu 也有相當高度的 gene conversion 0 

Alu 的 gene converslon 似乎牽涉 50-100 坤

的小區域，結果會改變 Alu 上 1 -2 個具特性的

突變。整個 Alu 發生 gene conversion 的情況

也被報告過。不同 Alu 家族的 gene conversion 

rate 也不同。以最近插入的 Ya5 而言 ，其

conversion 的頻率約為數百萬年中有 20% '而

另一較老的 Alu 家族其 conversion 之速率為

1%/5百萬-1 千萬年。截至目前為止 Alu 的 gene

conversion 如何發生 ，尚不清楚。不過 Alu 的

gene conversion 確實對人額基因體的結構影

響深遠。此外， gene conversion 也是 Alu 在基

因體上移動的另一方式， 例如酵母菌的Tf2

mobile element 可藉由此機制移動。 Alu 的

gene conversion 對基因體上的 SNP 亦有影

響，因此在使用 SNP 作為 identical by descent 

markers 也要考慮可能的 gene converslon 。

Alu 與 gene expression 

人頹所有 CpG 的三分之一是存在於 Alu 序

列裡。

這些 CpG 突變的速率為其他 non-CpG 區

域的 10 倍。在真核生物 cytosine 會被甲基化

成 5-methylcytosine '當 DNA 複製時，易導致

5-methylcytosine 轉變成 thymidine ' 而對基因

體會產生很大的改變。此一改變更透過對 DNA

methylation 的修飾，進 一 步影響 gene

expression ' 這也許是使 Alu 上的 CpG 能存在

的天擇壓力。

生物發育過程中 ，不少 Alu序列上 meth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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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的程度隨著時間及地點而變，進而影響其 角色。

表現。此外 Alu 上 methylated CpG 轉變成 TpG

也會增加 Alu 的 pairwise divergence 而降低其

recombination 的機會，因此 Alu 上 CpG 的

methylation 不但對個別基因的表現有所影

響，甚至也可以造成 whole genome imprinting 。

種種研究顯示Alu 透過自身 methylation 狀態的

改變廣泛地影響基因的表現。

Alu RNA 的表現在細胞遭受壓力(cellular

stress) ，病毒及轉譯抑制時都會增加。在實驗

中 'Alu RNA 也會刺激 reporter gene 的表現，

因此 'Alu RNA 對轉譯工作(translation)可能真

有維持及調控的作用，不過其作用因時空及環

境之不同而異。

總而言之， Alu 持續地經由下列方式增加

基因體的多元性(genome diversity) 

1. 引起突變

2. Alu 與 Alu 之間的 recombination

3. 對於 gene expression 之影響

4 . 對於 translation 的影響

5. 經由 gene conversion 影響 SNP 的累積

更重要的是 ， 由於 Alu 具有 identical by 

descent 的特性，也就是游去~ common ancestor' 

而非 VNTR ， RFLP 及 SNP 之屬於 identical by 

state '因此 Alu 對於 population genetics 及

comparative genomic study 將會扮演重要的

最近對 transformed cell line 的研究，發現

L 1 insertion 的 10%會伴隨相當程度的 deletion

而導致 genome instability 。這顯示 retroele

ment 對 cancer 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影響，值

得繼續探討。

其實，基因體上的跳躍單元(mobile element) 

早在 1930 年代即由 McClintock 女士由玉米的

觀察預測它的存在。在 1953 年 DNA 雙螺旋被

發現之前二十年，她就提出跳躍基因(Jumping

gene)的觀念， 令人不得不佩服這位、玉米田裡

的先知，。在七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大學尚無任

何遺傳研究機構，不覺令人琵異何以遺傳學這

麼重要的領域，多年來在台大全然不被重視。

看來台大離世界一流大學的境界還有很長的一

段路要走 o

嗎恥

[轉自杜鵑花自然科學論壇網站]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72 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教授)

l 景褔醫訊 94/04/l 6~94/05/l 5 已收到文章8日下:
( 1 )白色巨塔中敬業負責的小人物一曾淵如 1 page (94 年 4 月 21 日收件)
(2 )基督教青年會與我一韓良誠 3 pages (94 年 4 月 21 日收件)
( 3 )台大醫學院 108 週年院慶一韓良誠 2 pages (94 年 4 月 25 日收件)
(4) 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一韓良誠 2.5 pages (94 年 4 月 25 日收件)
( 5 )台大醫學院 1960 年班畢業的週年同學會一徐茂銘.. .等 26 pages 

(94 年 5 月 5 日收件)
( 6 )兄妹，一李宏生 2 pages (94 年 5 月 9 日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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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工仟與學習

從民國53年6 月進入台大醫院擔任實習醫

師，到民國 94 年 1 月退休，我的醫師生涯整整

滿四十年 o 這四十年曾經扮演不同的角色，做

過不同的工作，累積了不少的經驗。在退休前

夕，回顧走過的歲月 ， 在此與大家分享我的學

思歷程。

台灣變遷 過去四十年，對台灣是關鍵年，

台灣社會經濟發展，重要指標如高樓大廈林立

(連電梯上升速度也創記錄) 、衛生環境改善，平

均壽命延長 ， 交通建設四通八達，網路 e 化、

鐵路電氣化，高速公路、捷運、飛航增加很多

航空公司及國內外航線，飛安也改善不少。又

解嚴、開放觀光，及民選總統、民意代表、縣

正王

市長、鄉鎮長等也顯示台灣政治民主化程度。

教育文化的改變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台大醫院變遷 台大醫院總院院區由一變

二 ，另有分院。員工數由一千餘人變為五千餘

人，副院長由二人變五人。台大醫院制度改變，

配合專科醫師制度由 R4 到 R5 ，接受更多的外

來優秀人才。醫療保險實施、績效獎金制度，

合理的門診量、病人的照顧品質、醫療記錄簡

化。績效獎金之影響重大，提升看病的意願，

病人數由 20 到 的 人，甚至更多 80 到 120 人。

從營運觀點好，從照顧的質而言可能不好。問

題 1 合理門診量(內科)是多少?

10 2005 年五月



我的學與思(C 的組合)

一、小時候 Childhood

小時候愛看熱鬧，因而受傷(4-5 歲時到街

上看馬戲團表演擠入人叢中，額頭被手拿銓

刀的工人割傷，留下永恆的傷痕與記號。教訓

1 : 愛看熱鬧會受傷。

二、中學 Chien-Kuo 建國中學

我在建國中學六年(1952-1958) : 初中三

年，直升高中，又念三年。我們班一起到台大

醫科的有 3 人(外科張武誼醫師、陳維仁醫師) 。

建國應該是建設國家的含義，我立志要為國人

服務。後來進醫學院後也立志為國人服務。連

ECFMG 也不(必)考。

三、大學 College of Medicine 台
大醫學院(1958-1965)

大一很想交女朋友(和尚學校出來後) ，大二

德文高分(98 分)大三大四功課加重，大四放棄

音樂評論這一行 ， 大四暑假完成畢業論文(Toad

ECG 之研究) ，大五永遠忘不了 Grand

Round 病例診斷的關鍵。大七 Intern

第一名畢業。

四\服兵役 North Cape 台

灣極北角一東引

JING FU 景福醫訊 |

五\住院醫師(1966-1970)

能夠到台大醫院服務真是幸運 。 因為 1 當

時人在外島，兵荒馬亂，交通船要 8 月中才有，

2.當時台灣海峽「波濤洶湧」 非常危險，連新

接收的飛彈驅逐艦也沉入海底， 3 .醫院限制 7

月 12 日要報到，否則免談(取消錄取) 。急急急

奉准坐護航驅逐艦回台灣，半夜中登艦 ， 清

晨抵達 。

Crosby capsule (R1) 

跟隨宋瑞樓教授作小腸切片，內科門診部

作 Fluoroscopy ， 一共完成 88 例，發現了很多

特殊病例，如 Adult Celiac disease (台灣第一

例生前診斷 ) , 35 歲男性， 32 旬 ， lactase 

( dissacharidase 雙醋之分析) 。結論:台灣成人

一半以上沒有 Lactase ! 

Coronary Embolism (R1) 

R1 有半年在病理學習，接受很多老師的指

導。 R1 時代有一個特別的病人，余太太 F42 ，

一直由陳教授診斷 RHD(MS+MI)+AF '後來發

畢業後到台灣極北角一東引服役，

我在東引 319 天 (1965.8.25-1966 . 7 .

11) ， 看過很多受槍傷的病人，連野戰

醫院的院長都被擊倒。第一天上岸就看

到 2 個腳受槍傷的官士兵被緊急送回

台灣醫療。槍傷令我印象深刻。
左起電機學系郭德盛教授、謝博生教授 ;士學院楊永斌院長、

王正一教授、李源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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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AMI (Slow progression of R1 from V1-V4) 

懷疑是 corona叩 embolism ' 當時世界文獻共

有 100 例的報告，那麼這一例應是 101 例 。 後

來又出現 CVA (ce陪bral embolism?) 以及

pulmonary infarction (pulmonary embolism?) 

後來死亡 。 勸請病人家屬同意做 autopsy 。 陳

海清教授在解剖台上說 Coronary A 以及

pulmonary A 都跟繩子一樣硬 severe

atherosclerosis 才知道這是動脈硬化，

arteriosclerosis 的病例。問題 2: 女性為什麼

在生育期間會有這麼厲害的動脈硬化 ?

Critical care and cardiology (R2，的時期)

R2 的訓練，除病房之外， ，-外放」急診處

作 Critical care ' 主任是蔡教授，是 cardiologist ，

自然要我們多學點 cardiology 0 ECG 機器的事

故，在現代是不可能出現的 。 教訓 2: 機器故

障可能是人真的原因。

Cardioverter (R2) 

吳德蘇教授有一台 Cardioverter (AO) ，平

時是治療 AF 的，有一天在急診處發現一個來

自桃園，怪病的患者，金魚般呼吸 acidosis 

懷疑是 methyl alcohol intoxication '後來出現

shock 及 ventricular tachycardia→找吳教授借

cardioverter作 DC shock. VF被救回來(可能是

台大第一次作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之治療。 )

Cardiology or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學消化)

CR 完畢之前，我一 直以為我會去

cardiology ，誰知道，有一天我必須從心肺功能

室跳到胃鏡室。事實上胃腸科也可以簡稱

cardio-Iogy 。 宋教授收留了我，我才改行當消

化系的醫師 。 VCG 及 CPK 是這一個階段的兩

12 

大工作項目，誰知卻雙腳誤踩在 2 個地雷之

上 ，無論放哪一個腳都會爆炸 。 VCG 隨陳炯明

教授 CMC (Chinese Medical Cardiologist) 。

CPK 隨蔡主任、陳瑞三教授作 。當年在台灣醫

學會上發表了好多的文章 ， 更多的文章則是在

教授的抽屜內 。 教訓 3 : 千萬別踩在地雷上。

Cardiology 

主任是 cardiology ，我們班不少人對

cardiology 有興趣， portable ECG machine 總

是故障 。 少一根 stylet 描寫針， 而別人總是不

少，因此才不會成為 abdominal hea同(心腹) 。

Critical care (R3) 

E.S .是邊疆地區 ， 常值夜班，很少能參加

白天的 activity ' 但成就了 SCPK 之研究 。

Chief resident 

2 年的 CR~R3 代 CR 一年 ，原來的 CR

又一年。 ICU 成立，高壽龍醫師協助下 ，撐起

來了 。 插 CVP ，也是 CR 的專利，以後才開放

給 R3 0 CPK 及 CPR ，很有用，可救回很多人 。

六、兼任主治醫師(1970-1972)

先後在合作金庫醫務室 、市立傳染病醫院

服務 。 Camera 的時代(消化系專科的第一課)

學作胃照相術， HBV markers double diffusion 

-5%低估了， 男外在 posttransfusion 肝炎的研

究發現 1 例無 A 也無 B ' 因而戲稱之為 C 型肝

炎(C 型肝炎命名之始) ，肝炎檢驗方法改進以

後，台灣 B 型肝炎帶原率由 5%:t曾為 18% '是

因為「方法改進 」。 台北市立傳染病醫院 ，

cholera 384 例沒有一個死亡，這可說是當時最

大的成就。中國醫藥學院以副教授起聘，開始

一段特殊的外放生涯，至今難以忘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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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時代發表了兩篇論文

Gastrocamera 胃照相機之反應及 fiberscopy

胃切除後之內視鏡研究。但宋教授並沒有放過

我， chronic hepatitis • cirrhosis , chronic 

hepatitis 還是 acute hepatitis , HBV 血清檢查

double diffusion 工作 ，以及 posttransfusion 肝

炎之原因等等都是重要題目， 也第一次與 18%

結緣。 (18%是一個敏感數字，每一個退休的人

都很關心 。 )

七、專任主治醫師(1972-至今)

發揮自己的長處及興趣 ， 是人生最重要的

一頁。大部分「內勤」工作 ， 一小部分「外勤」

服務。 托天之福一直都很健康。曾經 acute

appendicitis 住院幾天，但得不到空閒 ' 病楊上

算 post gastrectomy cases '為教授準備資料 ，

marginal ulcer, stump cancer 0 退休前一個月

意外受傷 ， 裹上石膏 ， 感受到同仁的愛護與關

懷，特別溫暖。

我的主要工作有 : 1 內科、 內視鏡 、 大腸

疾病 、 CEA ， 2.醫工、醫工室(醫工部卜 醫工中

心(醫工所) 、醫學工程 ， 3 .醫學倫理， 4.醫院評

鑑。

主治醫師時代之臨床醫療工作

由 Camera 到 fiberscopy ，至Ú early gastric 

cancer 之研究 ， 開始進行 colonoscopy ， 發現

colorectal cancer, colitis , tbc, chronic ulcera

tive colitis ,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 crohn's 

disease ， 及 colorectal poly阱 ，也開始切除息

肉(polypectomy) 。肝病研究(1970-1973)也沒

有放棄。

在擔任主治醫師期間，宋教授指定在肝炎、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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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及肝癌之相互關係上作研究 ， 及藥物性

肝炎 toxic hepatitis 之主要原因探討 ， 題目包

括: HBsAg 帶原率之調查、暴發J 生肝衰竭之臨

床徵兆 、 急性及慢性肝炎之鑑別 、 急性肝炎之

預後 outcome 、 慢性肝炎與肝硬化、 那一些變

化可以看出肝硬化病人已有肝癌(肝功能異常

之比較卜肝昏迷之早期徵象及治療。上了幾次

CPC ，都在討論肝衰竭及肝癌。

不必透視之大腸鏡術

1971 Colonoscopy 進入台大醫院，陳鐵

男先生是個好助手，不會不耐煩 ， 幫助我完成

total colonoscopy 之目標(June ， 1972) ' 並使大

腸鏡之成功率(rate of successful colonoscopy) 

達到 60% (1972) 。

還記得 1971 . 11.30 第 -次做大腸鏡時，宋

教授主持 ， 我做助手，一起到 X 光科 ， 利用透

視操作， 花了 40 分鐘，停在脾屈部。後來我在

陳鐵男先生的協助下，終於抵達迴盲瓣。最初

十年， 大腸鏡一再更新，由 CF-LB 變 LB2 ，變

LB3 ，也利用過加強鐵絲及滑行管。

1978 年全大腸成功率達 90% 。這一段時

間，我們發現了 melanosis col i (1972) 、 偽膜

性結腸炎 、 出血性結腸炎 、抗生素相關之結腸

變化、 癌症、類癌 、 淋巴瘤等。 1973 年在第一

屆亞太內視鏡學會報告 non-malignant lesions ' 

報告台灣的潰癢性結腸炎、大腸結核 、 及庫隆

氏症等。 1976 年在日本消化系內視鏡雜誌上發

表我的博士論文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lonos

copy 。

Colorectal cancer 

大腸癌是台灣重要的癌症 ， 1982 年當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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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台灣十大死因之首時，就隱隱感覺出來它

將會在 20 年後成為台灣心腹大患。大腸癌晚發

現是病人也是醫師的責任。我發現大腸鏡對直

乙腸部位、脾曲部、肝曲部等之變化有其特別

優越之診斷率。同時性癌(synchronous cancer) 

及異時性癌(metachronous cancer)多，另外家

族因素在大腸癌發生上很重要。

利用易查片作糞便潛血篩檢是早期診斷大

腸癌最方便有效的方法，我們每週三上午，免

費作 screening ' 半年內檢查了一千多例。全國

colon cancer survey (1991 - 1995) ，對象為 high

risk group ，有 23 家大醫院參加，完成一萬三

千例。癌症防治法通過之後(2003) ，正式全國

性的篩檢計畫即將開始，希望能有效降低發生

率。今天特別邀請國民健康局局長為我們說明

未來大腸癌之防治計畫。

Colitis 

潰傷性結腸炎(Chron ic ulcerative col itis) 

是男一個主題。我完成疾病分類及內視鏡之炎

症活動性分類(1973 ， 1976) 。另外也發現 2 例

潰傷性大腸炎發生癌症。結核性結腸炎(TB

colitis )及阿米巴症，經由每個月一次，連續兩

年的追蹤 ， 得知其變化情形。傷寒潰癢發生大

出血、白血病侵犯大腸等都是罕見的病例，值

得記錄。

出國開會及旅行

在戒嚴時間只有開會可以出國旅行演講，

也可以順道考察、參觀及旅行，所以 convention

tour 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授、王德宏教授、余瑞雲教授帶領下，台北飛

琉球，再去鹿見島 ，到京都開會，再到東京拜

會日本教授，然後回台北。

1976 年到新加坡參加第二屆亞太內視鏡

醫學會，當時我正在修博士學位，我由日本出

發，先去印尼，再到新加坡，然後回日本。當

年 10 月通過口試(論文、德文、英文、及生理

學) ，獲得學位 。

1980 年我們在台北主辦第三屆亞太內視

鏡醫學會，會中我報告十餘篇論文(急性腸阻塞

之緊急內視鏡是其中一篇) ，又編大會新聞報

(Congress News Bulletin) ， 三個晚上末閻眼也

是一個記錄。

將息肉切除可作完整診斷是當時之夢想，

在 1975 年切除器材幫助我們早期發現癌症，

治療內視鏡成為工作主題 。 我們切息肉也治療

出血，緊急內視鏡(u rgent endoscopy)成為我的

專利。在大腸鏡方面我們居於領先地位。 1978

年我完成嚴重大腸出血之緊急內視鏡診斷論

文，因為出國人數之限制， 1 978 年未能去西班

牙演講 ， 宋教授告訴我，該論文獲獎 ， 他代我

報告(當時我 39 歲) 。

1982 最令人傷感的一年

父母雙亡

升了教授，卻難以告慰父母

醫院醫務秘書時代(1984年 2 月刊 987年7

月 )

楊思標院長的提攜，進入院長室。後又代

1 973 年(34 歲) ，我第一次出國開會，參加 表林院長發表七心演說，出刊院務通訊，實施

日本京都第一屆亞太內視鏡學會 o 在宋瑞樓教 QA一醫療品質調查的開始。 醫院不開業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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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參

振奮全體，薪水三倍半的獎金是不少的數字，

行政院核准了。醫院整建與主管會議 ， 擬成立

醫工室。隨同 Vincent Shian 之採購團出國

(Iinear accelerator) (1987. 7) ，醫療法公佈，在

院務會議上通過好幾個有關醫療品質之委員

會，全國第一家醫院依法完成。另外是出版

CPC 1000 次紀念文集 ， 紀錄 CPC 前 33 年的

歷史。

醫學工程研究中心與醫學工程研

究所
幾經奮鬥與努力 ， 不斷溝通與爭取，台大

醫學院醫學工程中心終於在 1990 年成立，感

謝孫校長的支持，當時我奉命擔任主任，我們

可以分年晉用 14 位研究員， 4 位教授， 8 位技

術員，這些優秀人材是醫學工程研究所的主幹。

四次國際研討會

1990 ' 1992 ' 1994 ' 1996 舉辦四次國際

醫學工程研討會 ， 並召開 IEEE/EMBS 亞洲會

議 ， 醫學工程世紀的開始，好多位博士進入醫

工中心及醫工所，是我們最好的師資，最大的

資源。 一年碩士班 100 名，博士班 50 名。研

究專題相當深入。爾後建議並協助 NHRI 成立

醫工組，力邀 Ned Huang 教授回台灣服務，成

為台灣推動醫療產業最有力又最拼的一位。

成立醫學工程室

1987 年在醫院成立醫學工程室，由 3 人小

組開始(現在他們已升為其他科室主任或組

長) 。 由 3 個人增為 6 個人，再增為 12 個人 ，

到 22 個人。 PhD 三名l進入醫工室。 J采購評估

是最大的貢獻，只其中一件(生化分析儀)就省了

1000 萬。自行修理(IV pumps)一年省 1000 萬

元。醫療器材事故調查及分析，注意病人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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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

遠在衛生署醫策會推動病人安全 12 年前 ， 台大

已開始注意加強教學及研究功能的醫學工程。

醫學工程重點目標

醫工發展的項目 : 建議在台灣很有前途的

醫工領域 ， 可多發展，例如李登輝總統以前來

台大作檢查，總會提到要發展 CCD came悶 。

Cancer screening device 特別像易查片容易

用 ， 又有意義。光卡 laser card 可以記錄病人

之醫療概況，可提供參考(不是 IC 卡) 。急救夾

克(CPR Coats) ，病人穿上他 ， 可以得知 ECG

之變化， 也可減少不正確之 CPR 動作 o

Clinical Engineer 與 CCE (臨床

工程)

建立台灣臨床工程的制度及職系科別、任

務、訓練 、 評核 ， 擔任兩任學會理事長時訂定

相關章程，四年前終於正式實施。我也成為臨

床工程師及總臨床工程師 CCE 0 2004 年通過

之醫療器材安全作業準則， 已顯然肯定了臨床

工程師的制度。

台大醫院副院長/兒童醫院籌備

處主任時代(1997.2-2000.7)

1997 .2 . 1 奉命擔任兒童醫院籌備處主任 ，

是我一生最大的挑戰。我有西址大辦公室，有

人戲稱我是西址院長。我認真研究建築相關法

規，以最快速度完成規劃 ， 並向台北市都發會

報告，計劃通過後向衛生署申請 392 床， ICU

100 床。得到經建會認可，核准編列四十多億

經費。接著申請直昇機平台，發行兒童醫院通

訊，在兒童節辦大手牽小手活動，召開籌備會

議與小兒醫學的專家及主管研商大計。感謝各

單位人員的支持與配合，期望順利完成營建，

早日開幕 ， 為未來主人翁提供最進步的醫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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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我與病理

CPC 1000 次的証言 ，在內科 間 的時候，

我奉派到病理學習半年，也負責 liver pathology 

會議的資料 ，我主要作 Autopsy 而沒有 sp 的工

作，我認識了好多師長，互動也多，對以後的

工作也影響很大 。葉曙教授終於相信台灣人也

有 ulcerative colitis (total colectomy 之標本) , 

林文士人教授終身奉獻在 liver pathology 及

HCC 的研究，他自己成為 HCC 第 100 個解剖

例 。 侯書文醫師， 一個最好相處，指導我最多

的病理科醫師， GI 病理就靠他，尤其早期癌症

之診斷。莊壽洛醫師，一個用文字公式成名的

病理學大師。許輝吉醫師，是好友，由牙科轉

病理 ， 蜜月旅行相遇。林欽塘教授，細節很在

意又會很緊張的病理學家。 CPC 1000 次是民

國 73 年我回饋病理所作的紀念文集。我忘不了

病理科給我的指導、支持及協助。

Consent 同意權在病人

宋教授 70 歲退休後，把醫學倫理(Medical

ethics)這門課交給林瑞祥教授與我 ，林教授當

時是教務分處主任，課程全由我安排 ， 由內科

→牙科→醫工 。完成醫學生談醫學倫理著作 。

「倫理是涵養而不是要上課 J ' 從此醫科就沒有

醫學倫理的課了(牙醫還有) ，班代表告訴我，我

才知道被廢了 。 醫學工程學程必修 ， 醫工研究

所必修，每一個醫生都要加強，不是上課而是

涵養，但聽別人怎麼說，再想要怎麼作，不也

是很好嗎? [詳見我的著作 : 醫學倫理大綱

(2000 年)] 。 以醫療而言 ，醫師有建議權，同意

權仍在病人，因此醫師要對病人清楚說明。問

題 3 : ，-醫學倫理」要不要開課?

16 

我的(院)外勤(務)

兼任主治醫師時代在合作金庫醫務室、市

立傳染病醫院服務，週末在中國醫藥學院兼課

(兼任副教授) 。

專任時代擔任不少院外工作，重要者包括 :

1 醫院評鑑委員:全面提升醫療品質。

2. 醫療糾紛委員:減少糾紛，要怎麼作。

3. 公平委員會諮詢委員:公平的第三者意見。

4 . 經濟部技審會委員 : 能作的才作，看緊政府

荷包。積極輔導廠商開發醫療科技產品 。

5 . 醫工評鑑委員 : 為醫工輸血。

6. 學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理事:建立制度 ，

服務貢獻。

7 . 基金會執行長、董事:推動學術活動。

8 . 學會教育委員會:召集人，辦理教育講座，

授予學分。

9 . 內科醫學會倫理委員會委員:倫理是必要的

混l養 ，必要的表露。

10 學術活動評審委員: (包括電子病歷、健康

促進教材、健康網站)

11 . 支援國外醫療

沙烏地醫療圍之建言:為本院爭取 100 名主

治醫師，也為內科爭取了較多的名額。

馬拉威:代表外交部評估姆祖祖醫院之建築

經費及醫院規割。

捷克:代表副總統慰問拉維爾總統，並提供

醫療意見。

應外交部之請支援中南美 :巴拉圭及玻利維

亞 。

把國旗插在柏林市政府大廳(UEGW)

12 御醫團隊(1993 起)

李登輝總統一我寫完醫師至友的故事 : ，-愛

心的人 J ' 但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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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副總統帶著我東奔西跑。我算是家庭醫

師，幸好十多年來闇家平安。

13 . 癌症防治委員會委員(2004 起)

我的貢獻 Contributions 之一

1 . 建立 colonoscopy 之技術規範 ， 且不必 × 光

透視。

2. 建立 UC 診斷依據，及 activity index 。

3. 建立 Crohn's diseases 與 TB 之鑑別診斷。

4. 內視鏡觀察 intestinal tbc 之癒合過程 ， 由

active 到 inactive 到 healed 0 

5. 建立∞lorec出I canær screening methodology, 

high risk group 直接內視鏡檢查。

6. 發現 CRC 診斷之難題。

7. Endoscopic Dx of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

8. Various etiology of colitis aphthosa 。

9.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of amebic colitis & 

treatment 0 

10. Chromo-endoscopy 。

我的貢獻 Contributions 之二

曾經的「第一」

1 . 我們班 Intern 第一名畢業 ， 最後一名升 VS ，

但升教授時卻不落人後。

2 . 領先使用 8 bits 之小型電腦處理(PFS)一大

批的醫療記錄，作超過 1000 筆之 colonos

copy 統計。 (1978-1981 ) 

3 . 第一個作 CEA (RIA)之血清及 TISSUE (息

肉)以及體液之測定。

4 . 第一個作 CPK 。

5 . 第一個命名 Hepatitis C 0 (1970) 

6 一個人看過最多的 cholera 病人(384 例 ) , 

而且死亡率為 0 。

7 . 台灣第一個成功作 total colonoscop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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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8. Colonoscopy 成功率第一個超過 50% 。

(1972) 

9 . 第一個關心及主張 endoscopy 要清洗消毒，

過程要注意並研究。

10. 第一個作 urgent colonoscopy 0 (大出血及腸

阻塞， 1977) 

11. 推著內視鏡架 ， 全院跑。 Bedside 作 urgent

panendoscopy 。

12. 第一個作 colonoscopy polypectomy 0 

的 第一個發展並提出病人電腦化紀錄 CPR 之

觀點，以及系統建立(1989 ， 1990 ， 1993 ) 。

14. 第一個証明台灣有 non-tropical sprue 

(primary malabsorption) 0 (1966) 

15 . 第一個報告 melanosis coli '發現與中藥使

用有關。 (1972)

16 . 第一個報告于術前內視鏡診斷 ang ro

dysplasia 0 (1972) 

17. 第一個作 piece-meal polypectomy 處理大

息、肉。 (1975)

18 . 第一個報告 Intestinal tbc 與 Crohn's disese 

不同處。 (1976)

19. Amebic colitis 經歷豐富，並提出鑑別診斷之

要點。

20. 第一個使用 epinephrine 作 endoscopic

treatment 以止血。 (1977-1980)

我的貢獻 Contri butions 之三

我著作的一些書

醫學生談醫學倫理﹒ .. 

(退休前著作約 20 種)

我的貢獻 Contributions 之四

unique Courses 

1 . 臨床藥理學(Clinical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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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問題導向的 CPC (Problem-based CPC) 

3. 討論、辯論為主的 Medical ethics 

4 . 綜合性課程人體結構與生命現象(Human

body structure and life phenomena) 

5. 絕對獨門的課 臨床工程概論 (C l i nical

Engineering) 

我的貢獻 Contri butions 之五

創新與改變(Creative mind and change of 

concepts) ，我所建立的一些觀念及認知。與醫

療有直接關係的，如 :

1 . 小兵可以立大功，好好作 routine examina

tions ' 可以推翻很多大醫師的想法。

2 醫療品質，病人安全為第一考量。內視鏡器

械要好好消毒，才可以減少傳染疾病給病

人。虛心檢討醫療意外事件，方可以避免事

故再發。

3 . 第一次用新藥，要很小心，至少密切觀察 30

分鐘。使用之前更要充分瞭解使用之規定。

4. Semisynthetic penicill i n 也一樣會引起

anaphylaxis 

5. Avandia 是很好的糖尿病藥，但使用前要注

意肝功能是否正常。

6. Avandia 服藥的第 12 天， 即可能發生急性

肝壞死，而進入肝昏迷。

7. Acute fulm inant hepatic failure 從肝功能可

以預先看出來。

8 . 大腸直乙腸部及脾屈部最容易誤診。 (1975)

9 . 大腸癌 CEA 值陽性率只有 的%而已，對早

期癌之 screening 無價值。

10. IC 卡儲量有限，很容易被竄改，不應作為

醫療記錄使用，應使用光卡(1985) 、 CDR

(1990) 或 DVD (1994)才能完整保存資料

給其他醫師參考，並減少侵犯隱私 !

1 1. 醫師要好好間病人之病史，並好好寫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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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醫師作的任何檢查都應該即時寫記錄。

12 台灣人也有 UC 及 Crohn's disease 

13 . 台灣地區的大腸癌會越來越嚴重 (1982-

1985) ，可能在 2006-07 年成為最多見的癌

症(2000-2005) ( 目前是僅次於 HCC) ，每年

發生率超過 7200 例 o (2000 ) 。

14 嚴格管理急性傳染病的病人，方能早日控制

疫情(1971-1972) 。

15 . 建立 ICU 制度有必要，我們-定要做(1968) 。

16 . 在台灣胃腸疾病多 ， 消化道內視鏡應該普及

應用，不是大教授的專利(1975) 。

17. 門診合理量:初診 5 人，複診 15 人以內，

180 分鐘內最多看 20 個病人(或單看初診 8

人，或複診 30 人) 0 (2003-2004) 

18. 永遠不要開太多安眠藥給病人，最好不鼓勵

病人天天吃安眠藥。

19. 老人家常有便祕之主要原因是 : (1 )運動少(2)

喝水少(3)吃安眠藥或鎮靜劑(4)食物吃太少

(5)吃太油(6)躺太久，要好好為病人說明 ， 而

不可以用 Dulcolax 。

20. 病人永遠是對的，醫師不能對病人發脾氣，

視病猶親是唯一法則。

21 醫院應該開設癌症篩檢門診，提供給病人資

訊，教育及檢查。

22. 腸套疊及腸扭結也可以用內視鏡復原

(red uction) 。

23. 早一點上班去，以免匆匆忙忙，發生錯誤或

意外。

與醫療間接有闊的

如 :

1 . 醫師要有繼續教育，選一兩個好的教育網站

充實自己(Doctor's Guide '厚生國際， ...) , 

經常 t網學習。

2 . 醫師對醫工有興趣，可以更快推動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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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好好訓練年輕醫師， 多與他們接觸 ， 教學相

長。

4 建立自己的 key technology 。

5 . 台灣廠商有意願發展醫藥器材產業，除補助

外，要好好輔導。

6. Patent search 在發展一項新產品上非常關

鍵，要好好分析及檢討 ，避免踩在地雷之上。

7. Clinical trial 一定要好好做 ，有副作用或合併

症， 一定要列出。

8. R & D 團隊要持續努力，更上高峰。經費絕

不可少。

9 有點子， 再想可能性 ， 再設計研究方式 ，考

慮關鍵點。

10. 要病人簽同意書前 ，要充分告知 ，獲得同

意 ， Informed consent 是兩位一體。

11 . 耐心(patient)可以減少錯誤，減少意外 ，減

少糾紛。這是對病人(patient)應有的態度。

12 . 創導 5A 國民健康運動。

13. 提倡國民不乾杯運動。

14 . 建議政府發刊大腸癌防治手冊， 提供民眾癌

症預防之觀念。

沾沾自喜的 Chiefs

四十餘年來曾經擔任小主管 ， 如 chief

resident 、 內科代主任 、當兵作過好幾科的主

任 ， 消化系醫學會當了快 20 年的教育委員會召

集委員(1987-2005) 、 醫工研究中心主任(1990-

1995) 、 醫工部/醫工室主任(1987-1997 ， 2000-

2002) 、傳染病醫院的醫務科主任 (1970-

1972) 、 ...國民健康局 93年健康促進教材(決選)

審查委員會主席(2004 ) 。 退休前一個月坐上輪

椅 ， 是名副其實的 ，- Chairman J 。

最高興的七件事(Lucky 7) 

1. 1968 結婚 ， 成為幸福的 「家長 」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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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9 得一子 ， 1971 得一女; 21 世紀初升格

為阿公 o

3. 1976 拿到博士學位(畢業後 11 年)

4 . 1981 獲行政院科技獎

5. 1982 榮升教授

6. 1990 台大醫學院獲准成立醫工中心，員額多

達 26 名 。

7. 2000 行政院以第二預備金補助兒童醫院機

電中心建築費用

八、退而不休

世代交替 ， 薪火相傳。退休是開始人生黃

金歲月的階段，退休之後還有好多事要作 ， 好

多地方要去。可以多留一點時間給家庭、配偶、

子女 、 以及孫子女。我有一子 一媳 、一女一婿，

每對各生一個孩子， 以後還會生更多的孫子 ，

以及曾孫。有好身體，才看得到他們成長.. .退

休後要長壽的理由 1 。

領退休金生活的日子即將來臨，退休之後

要多活幾年(至少 20 年) ，領足一千萬元才划得

來 .. .退休後要長壽的理由 2 。

永遠不止息的學習

1944 年上幼稚園(日據時代) ， 1972 年兒子

上幼稚園(28 年後) , 2004 年孫子上幼稚園(32

年後)也許 2036-2040 年曾孫上幼稚圓(32 年後

才6 年後) ，希望還活著。我曾拿過多次全勤獎 ，

小學 ( 1946-1952) 、 中學 (1952-1958) 、大學

(1958-1965) 。四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生涯 : 早上

7 點 20 分到醫院，晚上 7 點-9 點 30 分回家，

每天上班 12 小時以上。今後會繼續教學、繼續

門診 、 繼續寫作，繼續與家人一起 ， 繼續全勤 。

必修六門，選修六門必修 1.家庭事務(家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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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孫主講 ， 太太當實習課助教。 2 游泳課，

在台大體育館 ， 自修。 3.養生/抗衰老學 ， 教學

相長。 4 .老人醫療及老人介護 ， 國外遊學。 5.

退休講座。 6 .三大關(冠)心症之處理。六門選修

課是: 1.醫院評鑑。 2.教學門診。 3.病例教學。

4 旅館學，設計與管理。 5.泡湯學。 6 .和平解決。

希望再有 20 年的學習(2005-2025).. .退休後要

長壽的理由 3 。

tion of a team and teams 大團體的每個單位都

能互助合作。盼望仍能常與大家一起追求卓越 ，

邁向巔峰 ， 讓台大更好.. .退休後仍要長壽的理

由 5 。

九、結語-邁向前程

今後我要繼續扮演的角色有:

當哥哥的角色 Yes

當弟弟的角色 Yes

好多的地方要去，從 C 開始吧 退休 當丈夫的角色 Yes

後要長壽的理由 4 當爹爹的角色 Yes

「 此生不可錯過的美景 J (Unforge泣的le

places to see before you die, by Steve Davey, 

2004 )---書列 的 個天堂，我只去過七個。今後

的黃金歲月就是去造訪其餘的 33 個， 先從 ' C J

開頭的國家或地方開始 ; Cambodia 東埔慕的

吳哥窟， Cuba 古巴的哈瓦那 ， Cook islands 庫

克群島的愛圖塔基 ， College Fjord 阿拉斯加的

學院峽灣， Croatia 克羅埃西亞的杜布洛尼，

Connemara (愛爾蘭)的敢拉里港。退休後開始

人生的黃金歲月 ， 自由自在任我遨翔 。

回顧與展望我的抉擇 Choice

我選擇台大，我以他為榮，希望台大也以

我為榮。我選擇胃腸(或腸胃科)科 ， 我選擇在大

腸領域研究，我選擇醫學工程。我選擇我的妻

子 ， 我滿意我自己的抉擇 ，此生無憾。勇敢的

退休，牢牢牽住自己的終身伴侶，享受可貴的

黃金歲月 。

'{吏」命尚未成功，同「事」仍需努力:

Colorectal cancer 的防治工作要加強 、 Clinica l

Engineering 的工作要加強 、 Continued Medical 

Education 醫師之繼續教育要加強 、 Coopera.

20 

當阿公的角色 Yes

當教授的角色 Yes(續任兼任教授)

當醫師的角色 Yes(至 70-75 歲為止 ?可以更

久一點 ! ) 

當作家 Yes

當專家當顧問 Yes

當臨床工程師 Yes(至 70 歲起止)

當旅行者 Yes

當學生的角色 Yes ' Forever 

十、感恩與祝福 Cordial Thanks 

要感謝的人很多，我深深感謝這四十多年

來，宋瑞樓教授 、 王德宏教授、與余瑞雲教授、

施炳麟醫師、 陳炯明教授、侯書文教授等多位

師長的教誨。楊思標院長、林國信院長的栽培。

林肇堂主任 、 曾淵如教授 、 翁昭敗教授 、 謝銘

鈞教授 、 魏淑教授 、 李伯皇教授， 、 張金堅教授、

梁金銅主任 、 游憲章教授、陳慕師教授、紀秀

華教授 、 許權振教授、徐茂銘教授 、 李憲彥教

授 、 蘇誠道教授 、 黃國茂教授 、 許輝吉教授 、

藍萬烘主任、謝季全教授 、 許美玉小姐、劉華

昌教授 、 侯勝茂教授、楊榮森教授 、 王崇禮教

授 、 劉堂桂教授。孫瑞昇教授、賴明坤教授、

陳淳主任 、 謝英男先生、劉中山主任，范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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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陳金德主任、及醫工部全體同仁、內科 生 、 周賴秀瑞女士、陳廖福華女士、吳澄清先

部全體老師同事們的支持、協助與合作。醫工 生、張隆盛先生。羅朝先生 、王新卿夫婦、 宋

所老師、林峰輝教授、黃義伯教授、林文禮教 陳月琴女士、超哥、楊永山大師、游明善董事

授、趙福杉教授、楊台鴻教授、陳中明教授等 長夫婦，以及張文成、黃明哲、廖素禎、杜芸

人是我最大的安慰。特別感謝這幾年來在我身 芸(同事+同伴+好友+知交+親戚) ，老同學戴

邊幫助我最多的好同事們:楊淑娟、陳仰玫、 東原、張武誼、謝長堯、高淑琴、林瑞明...等。

段桂慧、林欣儀，及醫工部錢嘉宏、黃俊偉、 李穀摩大師惠賜墨寶，增添光彩，更讓人感念

呂重明、曾明吉、許文賢 、楊秋宏 、 王門傑 。 萬分。

我的幻燈片、上課資料全靠仰玫打字，淑娟校

對。電腦的維護全靠嘉宏及俊偉，美工全靠明 再一次謝謝師長、貴賓、老同事、好朋友

吉。內視鏡的助手:陳鐵男、陳德儀、劉榮枝... 們的光臨及祝福，惠賜文章及禮物。謝謝為我

等人，最優先協助我。景福門診的同事:高淑 籌辦退休事宜的好伙伴們 。

芳 、 李瑞齡。 15C 病房的督導長及護理長 、護

士、書記。 13A 的護理長... ，還有我的家人。 祝大家健康快樂!

感謝連戰先生、蕭萬長先生、劉兆玄先生、 (2005 年 1 月 15 日榮退演講稿)

徐立德先生、黃萬成醫師、謝忠粥先生、徐抗

宗先生 、林伯實先生 、張伯欣先生、留裕鴻先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5 年辜業 ，現任母校內科名譽教授)

質
本院隊院長定信教授，當返

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

?眾院長從事 Z 型肝炎研究三十餘午，在仟為研究

領域貢獻卓越，也是在臺灣從事本土督學研究獲此殊

余之第一人，塔稱督學校區師生 i司 J三楷核，也藉此鼓

勵年輕學者，在 l司叫做研究也能受到 I@f:奈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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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擎的講故事

﹒奎、中央前宣胎盤(全前畫胎盤)

的故事

民國 40 年前沒有超音波醫療器材的時

代，前置胎盤用內診靠經驗來診斷。內診時以

子宮頸部與胎兒先進部(頭部或臀部)的中間摸

到海綿樣東西來診斷。若是中央前置胎盤時比

較容易摸到海綿樣東西，可是側(部分)前置胎盤

或邊緣性前置胎盤就不容易摸到胎盤，而且診

斷也很困難，不像現在以超音波檢查在產前可

以診斷出來。老師教我們，嚴禁在內診時，將

手指頭插入子宮頸口檢查看是否有前置胎盤的

方法。民國 40 年前有一天輪到本人看門診時

間，有一位約懷娃 30 週，第三胎的產婦因為有

一點性器出血來看病。內診時小心檢查好像在

子宮頸部與胎兒頭中間摸到海綿樣東西，當場

寫下可是似前置胎盤，住院許可證，給她辦住

院手續。產婦住院後報告主任請複診，主任看

診後還是診斷為可是似前置胎盤而交待病房

護士如果開始出血就馬上通知總住院醫師，同

時送去開刀房做剖腹生產。可是住院一天就沒

有出血了。第二天主任查病房時產婦說她必須

先回家處理一些家事後，再來住院。產婦說家

裡很貧苦，先生出外打工 1 個月才回來一次，

家裡有一位老婆婆己的多歲，產婦要自己養

豬、養雞來維持生活，老婆婆行動也不方便，

先回去請鄰居太太幫忙照顧家事。我跟產婦說

打電話交代是不是就好了嗎?她說她們住在從

桃園坐客運走要一個小時的山上， 1 天只有 2

班客運走，交通很不方便，偏遠的山上當時也

沒有電話，因此一定要先回去，將家事交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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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董

後再來住院，聽起來很可↑舞會但是當時的社會

環境確實有這樣貧困的人。主任特別交代產婦

回家盡量休息，不要提重的東西，家事處理完

後 1-2 天內一定要馬上回來住院。產婦回去後

過了一星期仍然沒有回來住院，本人雖然很擔

心，但是卻沒有辦法連絡病患。當時還沒有健

保，病患也沒有加入勞保。產婦可能自己想等

到出血才來住院，會比較省錢，因此可能沒有

立刻回來住院。

有一天晚上住院醫師打電話來說，二星期

前你診斷為可是似前置胎盤P 的產婦來住院，

可是病患從開始出血到住院為止，大約有超過

3 小時以上的大出血，住院時血壓已經量不出

來，瞳孔也散大，沒有光線反應。本人馬上趕

到醫院，產婦已經沒有生命跡象，緊急總動員

全部醫院住院醫師急救，仍然沒有辦法起死回

生 ，帶產婦來的鄰居說產婦在家開始出血時是

晚上 6 時多，山上那時沒有客運車，也沒有計

程車，使用牛車載她下山到桃園時已是晚上 8

點多，桃園市當時沒有大醫院 9 私人診所不敢

收，因此在桃園雇用計程車到台北市醫院時已

是晚上 9 點多。從家裡到醫院算起來大約 3 個

多小時，因出血過多到醫院時已死亡。第二天

討論這個病例時，主任說像這樣的病例住院第

二天就應該給予開刀，因家屬都沒有來，依照

當時的規定開刀時需要有家屬簽同意書，因此

產婦只有她一個人來也沒有家屬親友陪她來，

沒有人為她簽開刀同意書，也不能怪不給她開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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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論事頑:

(1 ) 第二天沒有性器出血要白動出院時要

特別強調中央前置胎盤的嚴重性，要給她詳細

說明，你住在山上，交通不方便，如果陣痛開

始大出血才從山上到台北市中途流血過度，有

時會來不及開刀急救，因此回去家事辦好要馬

上回來住院。當時也是說明不夠詳細，引起她

沒有將家事緊急拜託鄰居來照顧，而延遲住院

時間也有可能。

(2) 當時沒有健保家庭貧困要省住院費，

因此產婦沒有馬上找人管理家事，等到出血才

來住院的想法亦是有可能。這是當時的社會環

境引起的悲劇。

(3) 如在現代有超音波診斷為中央前置胎

盤 ， 而且鄉下都有電話，可以連絡請她的家屬

來簽于術同意書，繼續住院，等待有開始出血

時馬上開刀，則產婦的生命應該可以保住。

(4 ) 如家屬于術志願書簽好後，未開始出

血已有娃振 30 週給予剖腹生產，現在的早產兒

照護技術設備精進，早產兒的活存率很高，可

能母子會平安出院 o 如果是現在 ， 沒有強調中

央前置胎盤的嚴重性，讓病人自動出院，萬一

產婦來不及開刀或出血過度死亡時，可能發生

醫療糾紛 。 請年輕醫師處理上詳細給病人說明

後慎重處理。

貳、結婚初在妥生 vaginismus (除
道在學)的敘事

這是民國 40 年前後，本人在大醫院服務時

代發生的故事。有→天輪到值班時，大概晚 t

11 時半左右急診室打電話來說，有一對夫妻以

擔架送來急診室，據家屬說他們住在延平北

2005 年五月

路，今天是他們結婚的喜日 ， 晚上入洞房後不

久，新郎高喊、救命，救命!! " ， 家屬緊急破門

而入 ， 看到在床上新郎在上面很痛苦的樣子，

新娘躺在下面很緊張的，沒有穿衣服 ， 也沒有

辦法叫計程車來載他們去醫院，不得已只好以

臨時擔架用毛毯覆蓋後送來醫院急診室。本人

的第一印象是 vaginism間 ，醫學書籍有記載，

但是沒有親自看過，當時想打電話請教老師，

可是新郎痛得很厲害，我想如果是 vaginismus ' 

應該施打麻藥對新娘的陰道痘學有效 ， 因此呼

護士準備 pantoponscopolamin 0.5 c.c .打入新

娘的臀部肌肉。大約 10 分鐘後新娘陰道終於鬆

強了 ，新郎陰莖也可以拔出來 ， 新郎陰莖有瘀

血，他說還會痛，但是舒服多了。再過了半個

小時新郎說已經不太痛了，因此沒有請泌尿科

值班醫師來會診。 二小時後新娘的麻醉劑也退

了，雖然還有頭暈但是新娘說可以回去就同意

他(她)們回去。

檢付這伺為H'J : 

(1 ) 本人想他(她 )們兩個人都是第一次行

房 ， 比較緊張，新郎弄了半個小時，陰莖才進

去陰道，新娘也是第一次很緊張而且進去時很

痛 ，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發生的。新娘在恐懼

中愈來愈緊張，造成 vaginismus 愈來愈厲害。

民國 40 年前後很保守的時代才會發生。目前性

生活比較開放，環境再發生這樣的病例可能性

很低，說不定會是一種的笑話，這是 50 年前社

會很保守的時代確實發生的例子。

(2) 第二天討論會時老師說，你的治療法

很正確，你的運氣好。老師說他婦產科臨床經

驗已經有十幾年也沒有遇到過。有些婦產科先

輩一生都沒有遇到這樣的病例。本人內心感覺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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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人想在對性生活比較開放的都市發

生的可能性很低，可是在鄉下還是很保守地區

的開業醫師 ， 如果遇到這樣的病例，不要緊張，

打麻醉藥或者短時間作用的靜脈麻醉藥，直接

給新娘靜脈注射就會解決了。這是本人一生中

才遇到一次最奧妙的故事，提供給年輕醫師做

參考。

參、陳舊的子玄外孕合併成膜炎
的故事

民國 45 年前後有一位 27-28 歲， PARA1 

的婦科病人於本人門診時間來院，主訴是下腹

部疼痛及陰道不正常出血，病人大約 1 個多月

前 ， 在 50 多天的無月經後，突然下腹部劇痛及

子宮出血 ， 當時沒有超音波診斷是子宮內流產

或子宮外孕。在鄉下婦產科醫師做完 D&C 及打

針服藥後病患就覺得好一點，婦產科醫師 D&C

出來的組織也沒有送去病理檢查，手術後常常

有陰道出血及下腹部疼痛。大約二星期前開始

發冷發燒，給她做 D&C 的婦產科醫師只給她打

針服藥有時退燒有時還會發燒。斷斷續續有陰

道出血，初診時的診斷是懷疑有陳舊的子宮外

孕。雖然娃振反應是陰性，但是 douglas

cul-de-sac puncture (直腸、子宮穹霞部穿刺)

抽出約 10 c.c.暗黑色的血液。病人住院時發燒

38.5"C ，白血球約 25 ， 000 左右 ，血紅素 8 ， RBC

265 萬(確實的數字記不清楚) ，但是確實是有發

炎、貧血的症狀。住院後準備 500 c . c.鮮血，

開刀時可使用，及打 penicillin-mycin (當時沒有

特別的抗生素) 。第二天開刀時發現陳舊的子宮

外孕，腹腔內約有 500-600 c.c.的暗黑色的血

液，手術很快就結束。可是于術中腹膜很不容

易打開，大約有 5 mm 的厚度，本來腹膜是很

薄的，過去開刀很多次都沒有遇到這樣厚的腹

膜，可能是慢性腹膜炎引起腹膜厚度增加 。 開

完刀後送去病房，第二天查病房時這位病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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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高到 390C' 因此增加 pe川ci ll in-mycin 的劑量

及氧氣 。 病患第三天突然發生呼吸困難 ， 經過

急救無效就過世了。

檢付事5克:

(1 ) 這個病人住院時可能已發生敗血症，

應要請內科、血液科及感染科來會診，進一步

以專家來治療。另外開刀時發現很厚的腹膜，

應開刀時在下腹部放二支 drainage tubes 對腹

膜炎治療上有幫忙 。

(2) 雖然腹腔內出血量只有 500-600

c.c. '正常病人可能只有輸血 500 c . c就夠，可

是這個病人貧血很嚴重，而且有敗血症的可

能，開刀後或第二天再輸鮮血 1 000 c . c .左右，

是不是會好一點。

(3) 開刀後注意 R. B.C . 、 WBC 及 Hb 等等

血液檢查並請示內科、血液科、感染科共同來

治療是不是會挽救這個病人的生命，因為當時

為單科醫院，不容易請其他專科醫師來會診，

共同治療感覺很遺憾，現在地區醫院以上比較

容易請其他專科醫師來會診，如果不容易請到

別科來會診，單科醫院或私人診所看情況要轉

診大醫院比較好。現在的病人與 40-50 年前的

病人不同，他們(她們)的對醫療水準要求很高，

特別私人診所遇到不正常的病例要慎重處理，

以後才不會發生醫療糾紛。當時開刀前有跟她

家屬說過病狀的嚴重性，很幸運的沒有發生醫

療糾紛。如果現在可能發生醫療糾紛。

玲、第8 月合 臀位 ， v之有做合I Pl支生
產的檢付

自己開業後，有一天晚上，門診時間有 一

位好朋友的太太是第四胎，因開始陣痛來就診。

前三胎都是本人接生的， 自然分挽也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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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如果第一胎是臀位，最好是採用剖腹生產

是日本慶應大學婦產科中島教授最先提議，即

使在日本婦產科學會還在爭議中 。 但是當時台

灣婦產科醫界是由個人的經驗及判斷來作決

定，對採用剖腹生產或陰道分挽尚沒有定論，

若是第一 、 第二 、 第三胎都是自然分婉，而第

四胎是臀位，大部分有經驗的婦產科醫師可能

會採用陰道分挽。 當時沒有超音波來預測胎兒

的體重及胎兒頭的大小，只有產前檢查時由子

宮底與恥骨上面的長度及外診來預測胎兒頭的

大小。門診內診時子宮口開四公分並摸到畢丸 ，

本人跟她先生說前三胎都是女孩這胎是男孩，

恭喜您 ! 子宮底是 33 cm ' 胎兒頭外診時沒有

感覺特別大 ， 就讓她住院待產 。 等了半個小時，

她的先生進來診察室 ， 說他與太太商量結果，

他(她)們很希望男孩 ， 要求剖腹生產 。 我的朋友

雖然不是醫師 ， 但是也是大學畢業的高級知識

分子 。 本人因門診病人很多 ，而且經產婦的臀

位自然分挽本人也有很多經驗，因此建議好朋

友，第四胎雖然是臀位，但是第一 、 第二 、第

三胎都是自然分挽而且都很順利 ，因此第四胎

自然分挽應該沒有問題，而沒有準備剖腹生產 。

大約 2 小時後她的先生要我去診察是不是要生

了。當時產婦子宮口已全開等到臀部出來以後 ，

後續兒頭給予 extraction 時 ， 沒有想到產婦已

經沒有力氣用力，胎兒頭部也過大，經過 5 分

鐘 extraction 後胎見頭大生出來 ， 胎兒出來時

已呈窒息狀態，使用甦生器急救半個小時以上

也沒有回復的現象，所有的醫護人員均參加急

救，並使用各種的甦生法 ， 再經過半個小時急

救也沒有效，大概出生後 1 小時急救後，宣佈

胎兒死亡 ，胎兒體重 4 ， 050 gm '但是產婦沒有

子宮頸裂傷，產後子宮收縮也不錯，沒有大出

血，產婦是平安的 。

付論事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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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這個病例當時沒有超音波 ， 產前不能

正確預測胎兒的體重及胎兒的頭大小，如果現

在產前能預測胎兒體重 ， 胎兒頭大小，這個病

例應該採用剖腹生產，是不是會避免胎兒死亡。

(2) 不要對經產婦的臀位分挽太過自信，

而且她的先生已 40 歲， 產婦 38 歲，前三胎都

是女孩 ， 第四胎是男孩 ， 而且他與太太商量結

果要求剖腹生產，但是沒有給產婦做剖腹生

產，採用陰道分挽引起胎見死亡 。 雖然當時的

醫療環境沒有超音波預測胎兒的大小 ，當時的

分蛻法 ， 第一 、 第二 、 第三都是陰道分婉，第

四胎臀位沒有規定一定要剖腹生產，而因為是

好朋友的關係沒有發生醫療糾紛，但是我一生

中，遇到臀位給予剖腹生產，母子都平安出院

的病例，就想到當時應放棄門診病人 ， 給予剖

腹生產才對 。 這是本人一生接生經驗中最遺憾

的事情，提供給年輕醫師做參考 。

仗、社先辰毒血症產婦，產從耍，慎
重觀察一仗時 i可比較通當

大約 30 年前有一天門診時間，有一位女王振

毒血症產婦進來，當時產婦是第五胎，血壓

180/100 ，尿蛋白(+++) ， 任振第 39 週 ， 兩腳及

顏面都有浮腫， 心臟有雜音 ， 一看就知道是蛙

振毒血症 ， 也可能因別的診所拒絕接生，因此

才託本人朋友帶來拜託我替她接生，內診時子

宮口已開 8 公分快要生產了，如果轉診說不定

會在中途車內分挽 ， 因此直接送到產房待產，

而半個小時就分挽了 ，怕產後出血多及注意產

婦全身生理狀態的變化 ， 特別指定有經驗的助

產士陪伴她，分挽半個小時後去產房診察產婦，

血壓仍然 180/100 ' 子宮收縮很好並沒有大出

Jírl的現象，有 -Wiö呼吸困難給予氧氣密切觀察。

2 小時後再去產房檢查產婦，沒有產後大出血，

給予氧氣後產婦說舒服多了，在產房觀察 3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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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後沒有特別的變化就轉到病房。第二天查病

房時，產婦說沒有感覺不舒服的地方，她說家

裡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她自己處理，想要提早出

院，本人向產婦說因為你有娃振毒血症需要安

靜住院觀察幾天才回家比較安全，產婦堅持要

出院只好讓她簽自動出院同意書後出院。經過

3 天，產婦的家屬與本人朋友一起來，要拿死

亡証明書，我問家屬到底發生什麼事?產婦家

屬說，產婦回家後都沒有好好休息，第三天在

家處理家事時突然暈過去，送到大醫院時已經

沒有救 ， 大醫院拒絕給她開死亡証明書，因此

透過本人的朋友，要我給她開死亡証明書，如

果本人不給她開死亡証明書就要驗屍，手續很

麻煩，本人想她在本人診所三天前分婉，確實

有娃振毒血症，沒有給她開死亡証明書，可能

會發生糾紛，不得已只好到她的家裡，看過屍

體後，跟她的家屬說產婦堅持要出院時，本人

告訴產婦你有娃振毒血症的其他合併症，應該

再休息住院幾天多觀察後才回家比較安全，她

沒有聽話，回家也沒有好好休息就↑亡於家事，

可能併發心臟病發作倒下去，剛好出院時家屬

也在場，本人給產婦說的話，她的家屬都聽到

了，家屬也認同產婦沒有聽醫師說的話，本人

不開死亡証明書也可以，可是看我的朋友的面

子，給產婦開死亡証明書，結果沒有發生糾紛。

很遺憾的是產婦沒有醫學知識，沒有聽醫師的

話，白白犧牲生命。

付論事頑:

(1 ) 娃振毒血症的產婦不只分挽時有危險

性，如果分婉的難關過後，要慎重繼續治療可

能的後遺症，此類產婦最好不要在診所接生，

應由大醫院來接生及密切注意產後的後遺症。

如果像這個產婦來診所己來不及轉院時，分挽

後要送去大醫院觀察治療後遺症，才能避免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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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生合併症引起醫療糾紛。

陸、 J結論

以上壹、貳是本人服務大醫院時代發生

的，參是在單科醫院，肆、伍是自己開業期間

發生的印象比較深刻的故事，雖然過去的醫療

環境、社會環境，民眾對醫師的尊敬程度與現

在不同。現在的私人診所，如果要接生開刀的

設備最好是成立聯合門診，有幾位醫師共同經

營診所，診所內要有現代醫學最基本的設備，

要應付急救病狀的變化，才能減少醫療糾紛的

發生的可能性。現在的醫療環境與 40 年前不

同，社會環境也不同，對醫療糾紛的發生要慎

重預防。對第四案的臀位分婉 會 雖然第一 、第

二、第三胎都陰道分挽很順利，如果第四胎胎

位不正臀位分婉的處理方式，不要太有自信對

產婦說第四胎雖然胎位不正臀位 ， 採用陰道分

挽沒有問題，分挽過程中很難預測的事情會發

生的可能性很大。產婦要求剖腹生產就給予剖

腹生產，產婦要陰道分挽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性，

對產婦及她的家屬說明後，尊重產婦及產婦家

屬的意見來決定分挽方式比較適當，台灣的剖

腹生產率高與台灣社會環境有關，不要堅持醫

學立場來處理分挽方式，在台灣是有危險性的，

對第五案蛙振中毒症的處理，最好是要選擇娃

振毒血症的程度，嚴重的病例最好是在大醫院

接生，萬一分挽中或分挽後緊急狀況時才能應

付 。

以上是本人臨床經驗中現在還有印象的病

例，以現在的醫療設備可以預防的地方不少，

假如有一部分可以做參考就心滿意足，請各位

先進多多指教 。

(作者現於台北開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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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國際遙控協會(ICN)十六年中的
風風雨雨(主)

「臺灣護理學會 J(Taiwan Nurses Associa

tion)爭取多年的 ICN 第 23 屆會員大會(the

23rd ICN Congress)與國家代表大會(Council

of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 CNR) ， 也終於將

自今年(2005) 5 月 21 日至 27 日，在台北國際

會議廳與世質展示館舉行。一想到屆時將會有

近四千多位來自全世界各國的護理同業，來往

穿梭於信義區與台北各街道上， 除了懷著無比

的興奮與極高的殷切外，更有一股無端的無奈

與艱辛感。過去種種，像山潤的小泉水 ， 一滴

滴地不斷湧出。

進軍團隊筱按 1命令(Interna ti 0 nal 
Council of Nurses , ICN)i史事令的
小故事

記得當筆者還是一位台大護理學系資淺的

講師時，就因曾讀到恩師余道真教授所撰寫的

一本小冊 〈汁/好鵬在實土豆子> '而開始對 ICN

有一些初步的概念。後來因 1979 年完成

University Pittsburgh 的博士學位後，雯，邀出席

國際會議做專題演講與擔任美國加州大學舊金

山分校(UCSF)客座教授的機會一一出現，因此

在 1985-1988 期間就認識了不少在國際上相當

活躍的護理學者與專家，其中就包括當時 ICN

的理事長 Professor Nelly Garzon Alarcon (哥

倫比亞卜 執行長 Constance Holleran (美國) 、

副理事長 Syringa M. Burnett ( 牙 買 加 ) 、

Rebecca Bergman (以色列)、 理事 Dr. Mo-Im 

Kim (南韓)、 Dr. Hiroko Minami ( 日本) 、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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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 (英國)與 Botswana 大學護理教授 Dr.

Serara S. Kupe (非洲波紮那國)和美國 UCSF

護理學院院長 Dr.﹒ Margre位a M. Styles 等人士。

而後來，於 1987 年，在當時「中華民國護理

學會」沈蓉理事長的堅持下 ， 筆者第一次得以

與沈理事長，代表當時的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The Nurses'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出席 ICN 在紐西蘭奧克蘭市舉辦的國家

代表大會(CNR) ， 進而也為筆者開散了一扇走

入 ICN 的大門，為了珍情這次難得代表「中華

民國護理學會」 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多筆者決

定在赴紐西蘭奧克蘭市之前 ， 一定要對 CNR 全

部約三百頁的會議資料 ，特別好好地一再研

讀，以準備自己在會中能代表臺灣發言，並提

高臺灣在國際上的參與度與能見度。其實，筆

者於 1983-84 期間，雖然曾擔任過|護理學會」

的理事長，但因當時 ICN 的會期與國內的重要

國際活動撞期，加上對當時「護理學會」的老

秘書長， 一直假陪伴理事長出國開會之名，做

每年一 、 二個月探親兼度假之實的行為， 相當

不敢苟同，乃毅然做出「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

將不派代表出席 1983 年 ICN 在巴西的巴西利

亞市(Brasi l ia)召開的國家代表大會(CNR)之決

定。雖然這個決定，讓筆者失去一次難得的不

必自費出國到巴西開會的機會 ， 但是 ， 若能從

此改變「護理學會 」 一些假公濟私的陋習，是

相當值得的。

話說在紐西蘭奧克蘭市的 CNR 會議中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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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看韓國與日本的護理界在國際上如此這般

地活躍， 而且對 ICN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乃浮起台灣有必要先邀請 ICN 理事來台訪問

的念頭，所以就與當時身為 ICN 的理事而且在

日本東京聖路加護理學院擔任精神科護理教授

的 Dr. Hiroko Minami ( 目前為日本看護協會的

理事長，並己報名競選 ICN 的理事長)探詢其到

臺灣訪問的意願，立即就獲得她的同意。 回國

後就積極安排其來台訪問的事宜 ，而所需來台

費用也幸獲「道真護理教育暨研究基金會」之

全額資助。於是就在當年(1987)的十一月， 第

一位 ICN 的理事終於獲我們的邀請蒞臨臺灣 。

我們在 Dr. Minami 緊湊的演講與參訪的行程

中，還特別安排了一場 Dr. Minami 與 「中華民

國護理學會 」 的理監事們聚會並交換意見。記

得我們就針對:臺灣護理界應如何(或以何種策

略)進入 ICN 決策中心的問題，直接請教 Dr.

Minami 0 而 Dr. Minami 的建議是:可以試著先

從推薦一名具有能力的臺灣護理人員，參與競

選 ICN 的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mmittee 

(PSC)之委員來著手， PSC 係於 1965 年獲國

家代表大會通過且在 ICN 章程上唯一明文規

定成立的委員會， 其責任是執行理事會所決議

的政策與活動 。 不過，隨著 ICN 全球業務的擴

展，單一委員會漸漸顯得無法應對越趨複雜與

需要立即處理的工作，乃於 1997 年， 在 ICN

組織再造小組的建議下，經過國家代表大會通

過而正式取消。而筆者恭逢其時，居然變成此

一委員會最後一任(1993-1997)的主任委員 ， 實

在始料未及。

依據 Dr. Minami 於 1987 年所對「護理學

會」 的建議，並在理事會的同意下， í護理學會 」

終於在 1989 年決定第一次將筆者的名字提報

ICN ，以競選 1989-1993 任期的 PSC 委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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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ICN 的 PSC 委員一直是由國家代表大會

(CNR)選出的十五位理事們圈選，故於 1989 年

6 月 ，參加在漢城召開的會員大會後，當筆者

一看到 ICN 新當選的理事名單中，居然發現一

半以上的理事們，都是筆者過去在國際學術場

合上所認識的友人，心中就暗自揣測白己被選

上的機會很高。果然，於當年 11 月，筆者即獲

ICN 的通知當選為六位 PSC 的委員之一，而

PSC的召集委員則為美國 UCSF護理學院院長

Dr. Margretta M. Styles 出任。而從此，也就開

歐了筆者近十六年時間$一步一步走入 ICN 決

策中心的人生旅程。在這段十六年期間，筆者

前後分別出任了 ICN 的 PSC 委員 (1989-

1993) 、 PSC 委員兼委員會主任委員(1993-

1997) 、 ICN 的理事(1997-2001)與 ICN 的理事

兼第三副理事長(2001-2005)等不同的職位 。 而

筆者，也因為歷經了此-不算短的十六年之國

際磨練，也才慢慢對 ICN 所推動的繁重全球工

作有個較完整的認識?是個人一生中非常難得

的學習機會;此外，更是身為一介國民，在臺

灣外交處境如此艱困的情況下，透過所屬國際

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INGO) ， 盡一份應盡責任的大好

機會。 如今回憶，也深感相當有意義， 也趁機

做了個人一段人生的回顧。

ICN 的綺史與「中華氏 i聲波3史學
令」的入會事件

ICN 係於 1899 年，由曾一手創辦英國的

British Nurses Association (1887) 之 Ethel

Bedford Fenwick 女士所組成的 。而 Fenwick

女士也於次年(1900)順理成章地，被推選為

ICN 的第一任理事長。成立當初 ， ICN 的成員

僅由一些來自英國、美國 、 德國與加拿大等國

家的護理人員，以個人的資格參與;後因 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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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程明文規定國家級的護理團體才納為正式

會員，所以到 1912 年，以國家級的護理團體

成為 ICN 的會員就有九個國家，包括:英國、

美國、德國、荷蘭、芬蘭 、 丹麥、加拿大、印

度與紐西蘭等國家。而於 1949 年 ICN 的會員

國數，就增加到二十五個 ; 依據 Quinn (1989, 

pp .211-2)的資料，中國的原「護士會」自 1922

年入會(Quinn 1989, p .5 )後，因戰亂不斷， 一

直未與 ICN 有所連繫'乃被 ICN 排除在會員國

國名一欄之外 。台灣係於 1961 年，以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aiwan 的身份，與英屬幾

亞納 、緬甸、埃及、新加波、泰國等等十三個

國家的護理國體，在澳洲墨爾本(Melbourne)

所召開的國家代表會(CNR) ， --起正式成為 ICN

的會員國。而從此， ICN 的公開資料與各種會

議的場合，均以 íTaiwan J 為國名來稱呼來自

台灣的「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 與代表。而「中

華民國護理學會 」 的代表，於 ICN 開會時，所

舉用的發言牌上的國名，也一直是沿用

TAIWAN 名稱之牌子的 。 (見相片一)

相片一:我國參加 ICN 代表，作者(左)、沈蓉(右)

其實，台灣正式成為 ICN 的會員前，尚有

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依據 Quinn (1989 , pp. 

23-24)的敘述， 當初(1 957)臺灣申請入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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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理界代表也同時以

í The Nurses Association of China J 向 ICN

申請入會，以致於讓 ICN 的理事們感到相當棘

手， 一直受到到底應接受哪一邊入會的問題，

而深感困惑 o 不過，後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無

法向 ICN 提報完整的組織與會員的資料，所以

ICN 理事會最後乃做出不得不接受台灣申請的

「困難」決定 (Quinn 1989, p.23) 。然而，從

此，台灣的護理代表們於出席 ICN 的會員大會

時，就走上必須一再面對國際政治糾纏的命運。

記憶中，從相關報導得知， í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的代表過去就曾經兩次於 ICN 會員大會中

(1969 於加拿大 Montreal 與 1977 於日本東

京) ，因被大會拒絕像其他會員國一樣，持中華

民國的國旗入會場，經提出抗議未果，最後只

好以退出大會收場。之後，又於 1989 年，筆

者親自帶隊赴南韓漢城的大會中，也曾發生主

辦國以懸挂;我國奧運會旗來代表中華民國的國

旗，並以 Chinese Taipei 的國名持牌帶領臺灣

兩位代表進場的不友善舉動。當時因臺灣代表

團向大會提出嚴重的抗議，大會籌辦人員之

一， 才匆匆改以 TAIWAN ， ROC 的牌子，於隊

伍之後再重新引領 「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的代

表進場。雖然當場獲得全場鼓掌的鼓勵，但是，

看在我們臺灣其他三十幾位與會者的眼中， 真

是可以說五味雜陳，委屈不己，所以，在大會

閉幕禮中，台灣的四十位代表，每人手中一只

中華民國小國旗，只要機會適宜，就一致群起

揮動著國旗，並一起高聲鼓諜與嗆聲，不僅引

發大會的側目，也抒解了一些團員幾天來內心

的鬱悶與委屈 。

ICN 從創立至今，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

變造、再造與經營， ICN 總部的會址也曾一再

遷移， 1937 年理事會就曾決定自瑞士日內瓦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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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倫敦，而從 1966 年開始再計劃由英國倫敦

遷回瑞士後，經過在日內瓦不同地點租貫落腳

以後，終於在 1986 年斥資購置了位居日內瓦

湖(Lac de Genève or Lac Léman)美麗的湖畔

一座古色古香而不顯眼之樓房(3 ， place Jean

Ma巾au)的二、三層。 ICN 此一會址，在往後

十六年的時日，就變成筆者每年必須至少造訪

與開會一次(有一年高達四次)的地點。每次會議

期間，從三樓會議室的窗戶極目遠眺，日內瓦

湖的美景往往盡收眼底，在忘形欣賞之餘，常

讓筆者對一年中不同時序而多變的湖畔景色，

一再地驚豔，也對造物者的神奇油然湧出讚嘆

之情!相信在筆者往後的人生歲月中，將會是

一段永遠 、 永遠無法抹滅的美麗記憶。

ICN 到目前為止，已擁有全球 125 個國家

會員，其中 9 向 ICN 登記會員人數最多的應屬

日本的「日本看護協會 J (Japanese Nurses 

Association , JNA) ，該會去年(2004)向 ICN 共

登報了近四十六萬人的會員數，換句話說， r 日

本看護協會」是目前全球護理專業團體中，向

ICN 繳納會費金額最多的會員國 ，實力超過英

國與美國。而臺灣向 ICN 登報的會員人數則為

近四萬人，全球排名依最高會員人數算下來，

約在第十二名之間，近五年來從十八至二十

名，推前了不少，繳交納會費的實力，尚差強

人意!而在這一百年中， ICN 前後在不同的會

員國所在城市，分別召開過共 22 屆之每四年一

次的會員大會(ICN Quadrennial Congress)以

及近 44 次每二年召開一次的國家代表大會

(CNR) 0 1-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雖然於 1961 年

就成為 ICN 的會員國，但是，過去「中華民國

護理學會」實際參與 ICN Congress 的人數，

一直只限於學會的理事長、祕書長或極少數理

事而已。不過，於 1989 年，因當時「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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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理研究委員會與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動出面

號召並積極協助會員準備所要發表的論文，乃

第一次得以組成四十人的會員隊伍，浩浩蕩蕩

地到漢城出席 ICN 第十九屆會員大會與國家代

表大會，並且第一次在會中發表了十九篇學術

論文，博得相當高的國際評價，也從此為臺灣

護理界打下擴大與 ICN 打交道的基礎。

時過十六年，此番「台灣護理學會」獲得

ICN 理事會(1997-2001 任期)的通過，而就要於

今年 5 月在台北主辦 ICN 第二十三屆的會員大

會，可以說相當不容易，其中為了克服國內與

國際間的各種阻力，相當艱辛，其個中滋味，

可能只有於 1997-2000 年期間曾出任「中華民

國護理學會」理事長的陳月枝教授最清楚。

中辨 2005 ICN Congress 、競選3史
事與改名「台灣才如史學會」的艱辛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部份理監事們，自

從於 1989 年組團參加 ICN 在南韓漢城舉辦的

會員大會後，就在理監事會中慢慢盟釀出要向

ICN 申請在台灣主辦 ICN 會議的主張，經過幾

次的商討，由於一致認為當時「護理學會」的

各項條件，尚未有能力主辦規模約四、五千人

(於 1977年在日本召開的 Congress共有的，000

人參加，是歷年來人數最多的一屆)的 ICN 會員

大會(Congress) ，乃於 1993 年再組團(約三十

多人)參加 ICN 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辦的第二十

屆會員大會與國家代表大會後，就開始進行向

ICN 申請主辦規模較小的國家代表大會(CNR)

的準備工作。但是，卻於決定向 ICN 申請時，

才發現要向 ICN 申請主辦的國家代表大會之年

份，居然必須是要到 2003 年!換句話說，會

員國要向 ICN 提出主辦國家代表大會(CNR)或

會員大會(Congress)的話，就必須於八 、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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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要登記申請。當「護理學會 」 的申請案進

入 ICN 理事會討論與決議峙，筆者雖然已是

PSC 的主任委員，但是，還不是理事會的成員，

所以對 ICN 理事會最後為何決議將 2003 年

CNR 的主辦權給了摩洛哥(Morocco) ，而未接

受「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 申請的真正原因，筆

者並不清楚，也沒有刻意去瞭解。不過，事後，

一直協助本人召開 PSC 的 ICN 顧問兼 PSC 執

行秘書 Ms . Fadwa Affa悶 ， (見相片二 ， PSC 
會中坐余玉眉左側者， Dr. Styles 則是在相片左
前方第一位)就曾向筆者透露說， ICN 理事會認

為因 CNR 的規模較小，主辦時所需費用也較

少，所以應鼓勵由經濟能力較低的會員國來主

辦。其實， Ms. Affara 的話中，也暗示台灣應
可以朝申請主辦會員大會(Congress)的方向繼

續努力，於是，筆者乃將 ICN 方面如此這般的

暗示與鼓勵帶回國內 o 而「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

就於 1995 年開始，進行準備有關申請主辦 ICN

的會員大會的種種資料，並於 1996 年正式向

ICN 申請在台北國際會議廳辦理 2005年的 ICN

Congress 與 CNR 。 之後，時間就很快地進入

對「中華民國護理學會」往後在國際上的發展

與本人個人在專業上繼續發展，均極有關鍵性

的 1997 年 。

相片二: 作者(左三)主持 PSC 會議

2005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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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 由於陳月枝教授已接任了「中華

民國護理學會」的理事長，她立刻將推薦筆者

競選 ICN 1 997-2001 任期的理事與申請主辦

2005 年的 ICN Congress 與 CNR 的兩項重大

責任，一身扛下。並隨即著手編輯「中華民國

護理學會」有史以來第一份以英文報導的會訊:

NAROC NEWS: Nursing in Taiwan 。在此創刊
號中，除了特別以大篇幅介紹筆者的背景以大

力推薦筆者競選 ICN 的理事以外，也向 ICN 及

各會員國清楚地表達出台灣願意主辦 2005 年

會員大會的消息 。 同年 6 月 ， 在加拿大溫哥華

舉行的 CNR 中，經過相當激烈的競爭下，筆者

終於以 36 票比 30 票的小差距，將競選連任的

泰國籍理事 Dr. Tassana Boontong (泰國

Mahidol 大學的護理學院院長) ，硬生生地給擠

下來 ，而成為「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成立以來

當選為 ICN 理事的第一人，心中雖然覺得很高

興，但是，將原是好朋友的對手擠掉，心裡還

滿不忍與愧疚的，不過， 這下可也好好地嘗到

政治角力下很難顧到情面的滋味。

其實 ， 當初筆者在溫哥華競選 ICN 的理事

一事 ，並不被部份 ICN 理事們看好，尤其當時

日本籍的理事 Dr﹒ Hiroko Minami 與南韓籍的

理事 Dr. Soon-Ja Kim '均表明不支持筆者競選
ICN 的理事，當筆者進一步向 Dr. Minami 探問

其不支持的原因時，所得到的回答是 : '台灣問

題太政治，尤其台灣一直不肯改「中華民國護

理學會」的名稱，導致中國不願意加入 ICN ，

讓 ICN 非常頭痛 J Dr. I\~inami 說完後還特別

拋出一句話說:'因為你是我的好朋友 ， 所以我

就毫無隱瞞地就此向你講白了 J ' 一聽到這種理

由，錯愕之餘，頓時讓筆者完全失去競選的鬥

志 。 不過，失望之餘，靈機一動，馬上想到何

嘗不可以再探問第二意見?於是趕緊在繁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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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中尋找過去四年一直和筆者在 PSC 工作

的加拿大籍的理事 Dr. Alice J. Baumgart (曾任

維多利亞大學的副校長) 。期能再進一步收集相

關實情並繼續評估選情。結果， Dr. Baumgart 

的回答卻證實了 Dr. Minami 所言: í台灣問題

常在 ICN 的理事會被討論」。如今回想 ， 可能

聽她這麼說 ， 筆者一定是將憂愁寫滿著整臉，

所以 Dr. Baumgart 講完後，拉著筆者的手閃到

一邊安慰說: í玉眉不必煩惱，僅管台灣的會名

一直困擾著 ICN ， 但是 ， 這件事應該和你這次

想競選 ICN 理事是兩回事 ， 你應該將這兩件事

分開處理」。經 Dr. Baumgart 這麼一解析 ， 頓

時將筆者已幾乎沉入谷底的競爭信心 ，給再度

撿回來; 也才決定重新打起精神 ，繼續配合陳

月枝理事長所規劃的競選活動，繼續在各種場

合出現。最後 ，也才有競選理事獲勝的結果。

回想到此 ，要感謝的人很多，其中最要感謝的

貴人有 : 客居溫哥華的老師林宗義教授夫婦與

其鄰居好友 Dr﹒ Verna Splane 與其夫婿(見相片

三) 、華杏出版公司蕭豐富董事長夫人郭麗群女

士與我國外交部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沈斯淳副代表等人，由於他們的出錢出力，盡

心指導與助選，才能在這場激烈的國際競逐下，

以很有限的經費 ， 締造出如此成績。其中 ， Dr. 

Verna Splane 這位加拿大護理前輩，還曾在

1 973個1977 期間出任過 ICN 的第三副理事長，

並也曾於 1975 年因 UNESCO 質疑 ICN 是否

應與台灣維持關係 ， 而代表 ICN 訪台(Quinn ，

1989, p.184) 0 Dr. Splane 因 UNESCO 的抗議

事件訪台後，向 ICN 提出對台好評及有利的報

告，所以，不僅就此堵住 UNESCO 的質間，

也讓 ICN 從此都保持支持台灣在 ICN 會籍的立

場。在溫哥華 ICN 的大會，透過林宗義教授夫

婦認識了這位前輩後，不僅有相逢何必曾相識

之慨，更有相見恨晚的遺憾。在往後的書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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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三:左起 : 陳月枝教授 、 Dr. Verna Splane 教授

夫人 、 林宗義教授 、 Dr. Verna Splane 教

授 、 作者、林宗義教授夫人

Dr. Splane 也一直關心筆者在 ICN 的繼續發展

的情形， Dr. Splane 長得相當驕小 ，但是卻精

力充沛，居然在去年(2004 )的來信，詳述她的

老朋友們 、 UBC 護理學院與她小兩歲的夫婿，

如何慶祝她「第一個」 九十歲生日的細節， 筆

者除了驚異不己以外 ， 真是由衷地感激她對筆

者的特別厚愛。

筆者第一次獲選 ICN 理事的過程，可以說

有驚無險。但是 ， 接下來「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想在台北主辦會員大會的申請，卻走得並不平

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理界 ， 從 1980

年以後 ， 就更積極地向其所能觸及的國際管

道 ， 不斷地表達再進入 ICN 的高度意願，於是，

台灣的「中華民國護理學會」就不斷地開始接

獲 ICN 要求改「會名」的通知;甚至 ， 於 CNR

中，數度必須面對公然被懷疑「台灣問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再成為 ICN 會員的原

因 ! 筆者 一直並不清楚歷屆其他台灣出席

CNR 的代表，在面對這種某些支持中共政權的

CNR 國家代表，在 CNR 對台灣做出這樣不友

善的誣控時，到底會有甚麼樣的心情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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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過去幾年來所觀察得到的現象是，台灣

代表們於出席 CNR 回國後，好像都採取三絨其

口的態度 。 所以，使得連筆者過去也一直幾乎

都不清楚 「台灣 」 議題在 ICN 及 CNR 如何被

對待的。到了 1996 年，由於筆者已具備 PSC

的委員與主任委員的身份，開始有機會參加

CNR 與 Congress' 也才慢慢瞭解「台灣 」 議

題往往與中國一直未入會的理由被扯在一起 。

對這種爭議， 有的 ICN 理事長是以顧左右而言

他來應付，但是 ，也有像 Dr﹒ Margretta M. 

Styles 這樣的理事長(1993-1997 任期) ，就在

CNR 站台灣仗言 ，直陳中國的護理凰體之尚未

入會的原因，並不在台灣而是在中國的政府 。

筆者在場目賭此景，真是非常感動 。 不過，對

ICN 來說，最大的困擾仍然是: r 中華民國護理

JING FU 景 福醫訊

事會據實報告 o 而「護理學會 」 的理事會為了

能使主辦 ICN 會員大會與 CNR 的申請案的種

種阻力，降到最低，並避免任何發生馬前失蹄

的意外，旋即於 1997 年 10 月 7 日的理監事會

中，在少數理監事的反對下，通過了一項前所

未有的重大決議，即:為了爭取主辦 ICN 2005 

年的 Congress 與 CNR ，同意必要時更改會名

為 r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J 。

(全文未完後續)

(作者像母校護理學系 1960 年畢業，曾任母校護理學采

主任、母院護理部主任、衛生著保健處處長、健係局副

總經理及陽明大學護理學院院長，現任國家衛生研究院

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研究員、國際護理協會(ICN ， 2001-

學會 」 一直堅持不改變「會名」 一事，筆者乃 2005)副理事長、兼任母校護理學所教授)

將此一觀察的結果向 「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 理

J13石'~.;，'月，~-:日τ芷江古拉芷江芷江莘莘叮江口口口4日τ4日τ芷江芷江FtRRτ苛江主只且只τ:.~-:~-:~-:~.-.~.-.~I主RRRRRHIbdg、

合大督學院，苛斜紙做主任 、
..' hj l 依據: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骨科主任推舉辦法及 94 年 5 月 18 日的推舉委員會 E 

E 第一次會議決議 。

:j 2 資格 : 2 
5 (1) 其中華民國國籍，年齡未滿六十二歲者 。
5 (2) 具骨科專科醫師及教授資格且有幸願者 。
5 (3) 具骨科專長且從事臨床或教學十年以上 。

，~ (4) 在學術上有成就、其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

3. 檢具資料【以密件處理】

(1)個人履歷、所有著作目錄 。

正 (2)

克 (3)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連署推薦 。

;1 4 截止日期:九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以郵戳為憑)
:1 5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骨科部主任室 :11 

「骨科主任推舉委員會』收 :fi 
a6 聯絡電話: (02)2312-3456 轉 2137 謝雪蜜小姐 告:

..' 直撥電話: (02)2356-2137 g 
傳真專線: (02)2322-411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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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3滾雪義教援

30 週年慶會後與孫教授合影(右為作者)

台灣在光復之初抵有醫學教育而沒有藥學

教育 ， 國立台灣大學於一九五三年在醫學院裡

成立藥學系。孫教授在藥學系創辦伊始就參與

籌備工作 ， 隨後在校連續任教整整三十年，直

到一九八三年退休 ，和台大藥學系淵源深厚，

學生遍佈全球，可謂桃李滿天下。

我有幸側身孫教授在台大藥學系第一屆的

弟子 ， 倍感榮幸。畢業後更有機會追隨孫教授，

在他與亞洲鄰近數國藥學領袖於一九六四年所

共同創立並擔任領導人之一的亞洲藥學聯合會

(Federation of Asi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
tions 簡稱 FAPA)的國際藥學舞台上，接受孫教

授的薰陶與細心栽培，先安排我爭取藥品市場

組主席進入理事會，任理事職達十年，更安排

我競選聯合會副會長成功，最後於二000年

登上總會長寶座。若不是孫教授多年細心栽

培，精心教導與引領，實在做夢也不敢奢求達

到今天的結果。孫教授最令我懷念的是他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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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寬提

際藥學舞台上所表現出來令人敬仰的風範 ' 一

定會遺留在各國代表心內，永被懷念。大家，鷺

聞惡耗即紛紛致電弔慰，包括亞洲十三個國家

的藥學會會長。

我最感激的是孫教授在生時，竟圓了我厚

顏的要求 ， 先後在民國六卡六年六月六日，民

國七十七年七月七日以及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八
日 (八十六歲時)贈送三幅甲骨文字聯墨寶。最

近三年來當孫教授臥病，每當我去探視時特請

他多保重，希望他能完成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九

日那 甘冒甲骨文字聯(九十七歲) ， 後來孫教授因

氣管切開插管已無法講話，但他很高興地用手

寫字表達“好" 。奈何人生苦短，事與願違 ，

前日驚聞惡耗 ， 悲慟不已。

記得孫教授在講授「藥學導論」課時特別

提到與藥學有淵源的文化史料; ，-甲骨文」和「北

京人 J ' 清代末年的這兩項發現，卻是偶然從中

國藥材所謂「龍骨」和「敗龜板」兩種藥物所

引發出來的。根據本草記載:龜板的功效可以

正邪驅虐。因為有人發現龜板上刻著許多古怪

文字，斷定必是殷商時代的東西 9 乃有人到北

京藥舖大事搜購殆盡，社會才知道有甲骨文這

回事 o

孫教授是現今極少數甲骨文書法家之一 ，

他對於甲骨文發生興趣 ， 據說是他認識我國甲

骨文有名學者兼甲骨文書法家董作賓教授以後

才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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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孫教授「八十回憶」曾有記載曰 「民

國四十八年我邀約董氏來觀賞台大藥學系舉辦

直掛在他家中的書房中 。

的一次迎新晚會，那晚他對表演很為欣賞$ 次

日就寫了一幅甲骨文字聯相贈 。 那是一首小令

『卡樣花」的詞:杏林初爭春處，又教東風約

束，遲放亦相宜，人歸后，同觀取， 一樽花下

去。題款是:雲熹先生雅正:四十八年十一月

孫教授已永別我們而去，我擁抱著他所賜

三幅甲骨文墨寶，逾形思念他老人家，不由悲

從中來，但願此時孫教授已上到天堂，是我們

渴望能相見的地方 。

二十九日乙卯觀台大醫學院藥學系迎新晚會 ，

公演鼎食之家成功，感而書此紀念 。 翠日丙辰

董作賓於平廬。」。孫教授很珍惜這幅字聯， 一

(作者你母校藥學系 1957 年畢業，現任台大景福基金會

名譽董事，作品按:蒜、教授於 2005 年 3 月 13 日逝世)

景福留言板(預告)

台灣大學聲學院北美校友會25 過年年會

日期: 2005 年 8 月 5 日 ~8 月 7 日
地點: Marriott San Mateo / San Francisco Airport 
相鬧事宜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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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5060 (0) (516)791 -1769 (H) 
台大景福基金會:黃秀麗 小姐 TEL: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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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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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在福岡"The Fetus as a Patien t" '. 

第 20 屆世界大會發表幹細胞研究心得

這一期刊登的文章，可都算是巨作，因為真的都

很“巨刊----篇幅超長的，因此最後只得將最“巨"的余玉

眉教授的大作(二十多頁)分段刊出，不周之處，還望各

位前輩師長見諒。

這一次醫學新知由謝豐舟教授擔綱，介紹目前最

hot 的基因體學之跳躍單元一-- mobile elements 。這帖有

點重劑量的新知藥，讓有些編輯顧問直呼吃不泊，經

過一番討論後，發行人決議還是把它刊出來，因為一

來希望不脫節、二來刺激大家一下，似乎立意也蠻好

的。至於文末之一段話:“台灣大學尚無任何遺傳研究

機構何等語，則由各位前輩師長及看官，自行解讀演譯

作者之"深意本刊自是希望母校、母院日日隆昌。此

外，我們敬愛的王正一教授榮退，因此這期也刊登了

王教授的感言。王教授“四十年的工作與學習也正反

映了台大醫院的進步歷程，而結語之邁向前程，看到

了那麼多的 yes' 感動之餘，讓人油然昇起奮門意志。

“老醫師講故事"是由我們一位資深的婦產科前輩撰寫，拜讀後深覺過去生小孩是如何的危

險，真的是“母難日能夠母子均安，真正是何等幸福。本月適逢母親節，是應該好好表達我

們做子女的對父母感恩的心。現在生小孩，醫療環境丕變，其實有時醫生已經比病人還危險，

所以我們“視病猶親"之餘，還請記得戒慎恐懼。余教授的大作讓我們深覺台灣學術在爭取國際

空間的艱辛，所幸有賴余教授及護理界的前輩之努力，能爭取到今年 5 月在台北舉行國際護理

協會與國家代表大會，大大提升本國護理界在國際問的能見度，本期特別刊出此段緣由，也算

是應景一番。內容豐富，相關事由交代清楚，尤其值得護理相關人員好好閱讀。最後一篇是刊

登陳名譽董事悼念藥學系孫教授的文章，孫教授桃李滿天下，此篇大作言簡意買賣，真情流露，

是令本期艱澀精彩之餘又能軟著陸之美文，完美的結局。

最後還是感謝的話，謝謝發行人、社長、諸位編輯顧問、總編輯及多位編輯的幫忙，謝謝

亮月的辛勞，當然也萬分感謝各位前輩、愛護者的賜稿，在此再次表達謝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5 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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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會學
時間: 2005年5月7日

嶽議總球賽
地點 :台大醫院礦石粉球場

攝影:郭英雄

林國信院長夫人林陳秀慧全神貫注 O 林國信院長次公子林士祥抽球英姿 O

溫啟邦教授雙手反拍犀利 。 鍾兆智醫師跳躍扣殺 。

楊瑛碧主任反手穩健 。 巫修齊藥師正手勇猛 。



台大醫學科學校區景物(六十五)
台大醫學院社長盃網球賽

左起壯年混雙冠軍蘇錦潭、侯惠芹，亞軍林陳秀慧、林士祥，季軍楊瑛碧、巫修齊 。

在起青年組男雙季軍溫啟邦、鍾兆智，冠軍陳俊安、石健男，亞軍石博元、顏li~君，殿軍

謝忠佑、曾j屋然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