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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影像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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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近十幾年來因為分子生物學的蓬勃發展，

對於疾病治療的影響，是趨向針對各種疾病的

分子層次，進行有目標性的分子 ， 細胞，組織

或是器官治療。這個趨勢隨著人類的基因庫發

表而更加重要，由於各種疾病的遺傳以及基因

運作模式逐漸被我們所了解，針對基因問題因

i 應而生的基因治療將被廣泛的研究以及應用，
如何在分子層次觀察基因治療的效果，勢必會

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1 ] 。另一方面微陣列

(microarray)等，可以針對生物體化學反應進行

大量篩檢的工具，也廣泛的運用於生物醫學研

究，使得針對特定組織，特定的生化反應提出

的治療模式也一一被探討，然而無論是針對

DNA或是蛋白質分子反應的治療 ， 除了需要有

特定的藥物之外 ， 如何監視藥物是否在特殊的

細胞/組織/器官進行有特異性的反應，也成為一

個重要的課題 ， 其解決方式 ， 就是針對活體進

行具有分子特異性的分子影像學[1 ] 。

仿古冒分子彩傢學

分子影像學的定義為以活體影像的方式觀

察分子層次，細胞層次以及組織層次的分子互

動[1 ] 。分子影像學與傳統的影像學不同之處在

於:傳統的醫療影像我們觀察的重點大部分是

基於解剖學上的變化 ， 而分子影像學所提供的

是在某特定解剖位置的分子變化。另一方面，

分子影像學與分子生物學的不同處在於分子生

2 

蕭仲凱

物學的研究是以 in vitro 為主，然而分子影像學

強調的是生物體的活體影像，所以觀察到的資

料比起分子生物學更具複雜性。

分子影像學是一門整合的科學

因為分子影像學所觀察的對象其分子間的

互動關係，所以需要有分子生物學訓練以及基

礎，由於觀察的方式是活體的影像，所以需要

整合具有醫學工程背景的人才，男外由於分子

影像學的應用是基於人類的疾病治療 ， 所以對

於疾病的認知以及治療方式最為熟拾的醫師也

必然是參與分子影像學的一員 ， 除此之外，分

子影像學的的研究中需要大量的探針(probe)

設計，這些探針的合成需要有機化學的知識與

經驗，可想而知，具有化學背景的人才也會在

分子影像學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隨著奈米

科技的進步，許多基於奈米科技的探針也陸續

被應用在分子影像學的研究中，所以分子影像

學可以說是一門整合了醫學、電機工程、分子

生物、奈米科技、有機化學等領域的整合性研

可h
7L。

分子影像學在藥物發展上的處 l有

分子影像學除了在疾病的治療上有其應用

外，藥物的發展也是其應用的一環，動物實驗

是研發藥物在進入臨床試驗之前相當重要的一

步，為了研究藥物在生物體上的反應以及代謝，

有為數眾多的動物必須被用來進行各種不同的

實驗，以往無論是藥物動力學或是藥物效力學

2005 年六月



的研究都需要許多的活體切片來觀察藥物的代

謝或是反應，所以為了觀察不同時間點的結果 ，

需要為數眾多的動物來進行實驗，為了提供如

此龐大的動物研究，所需要的人力，空間以及

費用都相當的可觀，而且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所

觀察到的資訊是不同生物體而來的，所以有潛

在的觀察誤差存在，相對的，由於分子影像學

是對於活體進行影像觀察 ， 其優點為可以在不

同的時間點上對於同一個動物體進行多次的觀

察，所以一方面可以減少需要實驗的動物數量 ，

同時可以提供更多的活體資訊[2] 。

分子影像學在新藥開發上的應用 ， 隨著

micro MR, micro CT, micro PET等原先使用在

人體的影像儀器發展成應用在小型動物如小鼠

身上，以及光學技術的開發[3] ，使得分子影像

學在藥物研發層次的角色更形重要。 此類研究

的最佳例子如癌症的新藥開發，蛋白臨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因為具有分解蛋

白質的特性，公認與癌症的侵襲性以及轉移有

關 ， 因此 MMP-2 的抑制劑被廣泛的研究，有

少數幾種 MMP-2 的抑制劑並且進入了臨床實

驗 ， 為了證實 MMP-2 的抑制劑是藉由 MMP-2

的路徑來抑制腫瘤的活性，可藉偵測 MMP-2

的螢光探針注入了動物體內後 ， 發現 MMP-2

抑制劑可以造成腫瘤周圍探針的螢光訊號減

弱 ， 進一步證實了藥物的作用[4] 。

分子影像學在分子生物學的處 l有

分子影像學除了在醫療以及藥物研究上的

應用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領

域也是有著重要的角色。當 Human genome 

map 被發表後 ， 我們了解到人類雖然只有

30 ，000 個 gene' 可是在蛋白質經過修飾後 ，

其複雜性遠比 30 ， 000 個 gene 來得龐大，這個

2005 年六月

JING FU 景福醫訊 自 ﹒

複雜性若是用傳統的分子生物學方法，可能無

法有效率的解釋其中的現象，因此衍生出不少

的研究方法，例如 microarray， phage display 

等方式，利用大量的篩選方式來找出具有價值

的分子 / 反應，來供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然

而這些在 in vitro 篩選出來的分子/反應，是否

在真實的生物活體內具有重要性，分子影像學

正提供了這個研究的方法[呵 ，例如以 phage

display 篩選出一段具有大腸直腸癌的胺基酸

序列，藉由此序列與螢光染劑的結合，我們可

以利用螢光內視鏡發現實驗動物的大腸直腸癌

的螢光訊號[呵 。

分子影像學在來為今單身的處 i有

在疾病診斷上，病理切片無疑的是最直接

觀察組織細胞的最佳方式 ， 許多疾病可以藉由

組織切片的抗原抗體反應或是特殊染色來做診

斷 ，不過因為這些組織切片的取得具有侵襲性，

因此這種檢查往往保留給具有高風險的族群，

並無法應用於疾病的篩檢上。 相對於病理切片

檢查，目前所用的醫學影像例如 CT 、 MRI 以及

超音波等都屬於非侵襲性的檢查方式，然而以

上之影像診斷都是基於解剖學上的變化 ，例如

腫瘤或是動靜脈畸形等 ， 對於功能上的或是基

於分子上的變化 ，目前並沒有辦法利用傳統的

造影劑表現出來。分子影像學則提供了一個診

斷分子問互動的一個模式，未來在疾病的診斷

上 ， 我們可以運用具有分子特異性的造影劑來

偵測不同的疾病，使得致病機轉可以活生生的

在分子的層次被診斷出來，並且不具侵襲性。

例如利用真有分子特異性的 MRI 造影劑來診斷

粥狀血管硬化[7] ， 或是利用抗原抗體反應來偵

測具有 αvß3 血管新生(angiogenesis)因子的內

皮分子[呵， 以及利用與 Synaptotagmin 1 結合

的 MR 造影劑來看活體動物的腫瘤細胞凋零

3 



JING FU 景福 醫 訊

(apoptosis)間 ，可以想像的 ， 分子影像學在臨

床上的應用將成為未來十年最具有應用潛力之

生物科技研究之一 。

簡言之 ， 分子影像學為一門集合臨床醫學 、

分子生物學 、 奈米科技 、光學、 電機、資訊科

學以及化學的一門新生學門，因此需要各領域

的人才以及資源的投入。另一方面 ， 由於在新

藥研發 、 疾病診斷 、 基因治療以及分子生物學

上的應用，我們可以預測分子影像學在生物科

技產業上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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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你母校醫學萍、 1996 年畢業 ， 現任母院影像醫學部

主治醫師)

景均屬留言板(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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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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n Francisco Airport 
相關事宜聯絡:

2005 年年會會長:沈仁達醫師 TEL: (415)668-0900 (0) (650)343-8668 (H) 
FAX: (415)668-0950 

北美理事長 : 陳家榮醫師 TEL: (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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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圍內、外醫學系及其他科系校友預留時問踴躍參加，主口需相關資料，請與上述人員聯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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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考生彼得失西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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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圓圈霞繳獲繁織接過﹒區議議綴絲絨綴綴綴 -區發 噩酪 呻身意零可Ilc.]i IIl Ji_且 龜﹒展績單﹒廢囑軍區 可

表;而事實上，這幾篇英文論文，:盤鸝蠹豆瓣驗單宮室鑫 勵臣 也聽圖
-路警鐘總導-鵬總務婆婆 憊，區圖隘 識觀 洞-蓋 一 ‘"1iIíII聽盪趟- , 

大都是在林老師的親自指導之下，:盤盤薑屬單:噩噩點鑽圈圈盟融體聲 :

由我來執筆完成。在林教授的訓練 : 壓麟囑讀屬盟糧區盛盟國-盟國臨鸝噩
下 ，我在英文論文的寫作上， 獲得 1聽遍體鐘起團團E圓圓-圓圓區聽蠶輯:
了極大的進步，最後甚至被訓練到 :圓圓圓圓圓圓E濟體 :
寫出來的論文，可以在一個字都不~.團 峰撞著誼 h

被修改之下 直接刊登在國外的醫 : 季俊仁以國際外科醫學會世界理事長身份在 : 

學期刊上 。這番磨練 ，不但大大提 : 北美聯盟總會開會致詞 ICS 37th No巾 Am「lca 「1 : 

升了我的英文論文寫作能力，也讓 L1111巴巴巴itt:titiTithrr久亡h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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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自己的英文能力增加了不少信心，這是我

參與國際醫學活動的開始。

我所參加的第一個國際醫學組織，就是國

際外科醫學會(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 

ICS) ，那是在一九六五年我從哈佛回來之後，

隔年經由國防醫學院外科主任張先林教授

(1904-1969)的引薦'而有機會參與。當時張

教授擔任 ICS 台灣分會的會長，是台灣外科醫

學界的重量級人物。

張先林教授在台灣外科醫學的發展歷程

上，有非常深遠的貢獻。張教授出身貧窮，受

外國教士資助進入被稱譽為「中國現代醫學搖

籃 J' 原由教會創辦，後為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接手經營的北京協和

醫學院就讀。由於表現優異，張先林教授在畢

業之後，隨即留在協和醫學院擔任教學工作，

曾經擔任過中華醫學會會長，之後在上海國防

醫學院擔任外科主任。

一九四九年三月，國防醫學院師生及學校

設施由上海遷到台灣，院址在當時的水源地，

也就是現在公館水源路上。張先林教授為了讓

國防醫學院的師資能夠在經濟上有穩定來源，

在報請蔣介石總統與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同

意之後，和國防醫學院婦產科李枝盈醫師及牙

科黃子謙醫師等人，在台北市杭州南路承租一

棟日式房舍，設立了中心診所。張先林教授在

擔任國防醫學院外科部主任期間，推動英美住

院醫師訓練制度，一反過去台灣傳統的德日式

師徒制度，是台灣引入現在醫學訓練制度的第

一人，對台灣當時的醫學界產生相當敢發;而

這套制度後來也為台大所學習。鑒於臨床專業

的潮流，他同時推動外科專科的設立，將各種

6 

專科漸次由一般外科中分出，發展出消化道、

肝膽膜、腫瘤、移植、內分泌、創傷、重症醫

療、營養等次專科，為今天台灣外科醫學的專

科發展立下根本。

張先林教授積極培育各專科人才，安排許

多醫師出國學習先進的醫學技術 ' 例如在腦外

科方面，是前衛生署長施純仁教授;在胸腔外

科方面，為已故榮總副院長盧光舜教授;心臟

外科方面，則由前榮總心臟外科主任余瑞璋教

授完成台灣首例直視下開心手術;而麻醉科則

是有「台灣麻醉之父」之稿的王學仕教授。這

些在台灣外科醫學史上，各外科專科領域的拓

荒者，都是由張先林教授一于提拔出來，而這

些人才對於台灣醫學水準的提升，都具有相當

大的貢獻，由此也證明張先林教授在選擇人才

方面，確實有他獨到的眼光。張先林教授不但

奠定了國防醫學體系的基礎，更為台灣外科醫

學體制與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謹慎品拘論文妥泉，援手干 l司何刊物主

I~H崇朮學

一九六八年，台大完成亞洲第一例成功的

腎臟移植手術'受到國內外的肯定，而我也當

選第六屆十大傑出青年，當時國際外科醫學會

在泰國召開亞洲聯盟大會 ， 邀請我擔任一個分

組研討的主席，這是我第一次主持國際性的學

術討論會。我也非常勤於發表論文，第一次受

邀在國際醫學會議上演講，是在菲律賓馬尼拉

舉行的外科醫學會，那是一個有關開心手術的

分組研討會;之後在日本移植學會總會、泰國

皇家外科醫學會、西太平洋急救加護醫學會、

印尼急救加護醫學會總會等國際性會議上，我

也都曾經應邀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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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我一直都以非常慎

重的態度進行準備，至今猶然 o 我還記得第一

次要去菲律賓發表論文時，由於是打出娘胎的

頭一遭，因此十分的戒慎恐懼，還找了一些有

關演說技巧的書來惡補一番;我知道自己不是

一個很好的演講者，所以特別花了許多功夫準

備。當時早上起來，嗓子還沒有開，臉部肌肉

僵硬，咬字也不清楚，所以需要一段暖身的過

程;因此，我先找一個不會打擾到別人的地方，

自己慢慢練習講話。

發表論文、演說時，我最在意的是內容有

沒有新意，我絕對不會去抄襲別人的數據，拼

湊別人發表過的東西。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

自己的研發創意，而我更一直努力地讓自己做

出與別人不同的東西，覺得這樣的論文才有挑

戰性。有了幾次經驗之後，我也學會如何掌握

演講內容和時間，這是演講成不成功的關鍵之

一。演講最重要的部分是結論，因為聽眾最想

聽就是這個部分。我在演講的時候，其他部分

可以只準備大細即可，但是我的結論一定會事

先寫成完整的稿子;如果遇到演說時間不夠

時，我就會直接跳到結論，因為事先已經準備

好了稿子，就不會臨時慌了手腳。

當時台灣外科醫學雜誌希望能在國際醫學

界上，產生更大的影響力，而我被賦予這個任

務，受推選為總編輯。在各種國際外科醫學雜

誌中，有一個名為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排名，顧名思義，這是以期刊上的論文被引

用次數多寡所做的排名，可以顯示該刊物是否

有足夠的學術水準及影響力。以台大醫學院來

說，教師要音級升等，必須靠著論文發表的篇

數來計算積分，如果被刊登在 SCI 排行榜內的

雜誌上，就能獲得比較高的分數。在我擔任台

2005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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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外科醫學雜誌的總編輯峙，我努力將雜誌改

成英文版，並設法提昇雜誌內容的水準'使其

名列 SCI 排行榜內，這樣 A方面可以在國際上

被更多人閱讀、引用，同時也可以吸引國內優

秀的論文來投稿刊登。如此一來，國內的優秀

研究成果，就可以在自己發行的刊物上發表，

而不一定都要投稿到國外的期刊上。

爭取之辨國際會議，樂發如色為天下

台灣的外交處境一直都很艱難，在中華民

國官方單位無法獲得國際上普遍的承認之下，

各種民間組織就成為台灣與國際互動的窗口 0

多年以來，我一直都很努力在國際醫學社群中，

為台灣拓展更多的國際資源。只要是對外交有

幫助的事，能有機會參與貢獻的話我都非常樂

於出力。當然，像醫學這樣的專業領域，要在

國際獲得別人的接納，首先就是要讓我們在專

業上受到別人的肯定。

除了代表參加國際上各種層次學術會議及

演講，我也為台灣爭取到多項國際醫學會議的

主辦權。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圓山飯店舉辦第

二屆西太平洋急救加護醫學會 (Western

Pacific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PACC)亞洲大會，我擔任該學會總會暨中華

民國分會理事長; 一九八七年， 在台北來來飯

店創辦亞洲移植醫學會 (Asi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建立了亞洲最重要的器官移

植醫學組織; 一九九一年，我當選亞洲移植醫

學會理事長，並於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主辦第二屆亞洲器官移植醫學會大會;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舉辦第十屆國際人工器官

醫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吋ificial

Organs)的世界大會等重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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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E.E.圈圈圓圓圓圓E.E.-Ej E Stm|)等器官移植醫學領域的權
' •••• 圓圓圓圓圖圈圈圈圈圓圓圓......'威與好友。
正三三三三三三三于一一-三士了?士7干 ' 10 I IIlTFRNATl。柵欄翅...'
;: ~WORLD 呼hiRTjifCWLO刊號iMV;體-~

~ .. -4軒哼議員益=里.~ 史塔哲博士的肝臟移植方
-聽聽!恥 1 1體體團...:面的先軀，被稱為「現代器官移植之

團體3嵐清」 恰當國觀盟_~ XJ 他在一九六三年於美國科羅拉多

捏一一一一 話=撞量監聽聽噩噩團... ' 大學完成世界第一例人體肝臟移

;-λ輯. ，，:1-醋聶-~ 植，之間茲保大學成立一個「湯
;: 'IAl . I 團團國體單-~ 瑪斯﹒史塔哲移植中心 J (Thomas E 

團.E:??;汽七 :ιt圖圖圖圖..~ St剖t怕a叮盯「曰盯Z
; 在 1995 年於台北市信義觀E路書國際會議廳， : 今日全世界臟器移植的重鎮。史塔哲

i 我國主辦第 10 屆國際人工器官醫學會世界學術會議， : 博士和我的交情已經超過三十年，我
: 敦請陳水扁總統(當時台北市長)在歡迎酒會致詞 j 們在器官移植醫學上的交流不斷，而

: 左:陳總統右:李俊仁大會會長 j 我受教於這位世界級大師之處更

、1 、、、 1 、 1 、 多。史塔哲博士曾經說過 ， r 只要想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九一年舉辦的亞 到台大外科與他的器官移植醫學團

洲器官移植醫學會大會中，我們很榮幸地 ，邀 隊， 11 李俊仁』 三個字就會立刻浮現在我的腦海

請到將近二十位世界級的外科醫學大師與會;

這場會議中有三百多篇論文發表，經過精選刊

登在 11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JJ雜誌上。

中。」這是他對我的了解與肯定，也是我與台

灣器官移植醫學深厚關係的最佳見證。

在這次超高水準'與會成員熱心參與之下， 世 其他的移植醫學大師 ， 還有國際知名的血

界各國器官移植醫學會的代表熱烈交 、'-................. ......、 1 、 1 、................."-、......'-........................"-......'-.....、..........、..........、、

流，無私地分享所學，不但完成一次極 :
為成呵際醫學合作 ， 同自到 --h a-h j 
器官移植醫學界，繼續在臨床和學術上， f F7 4ab i RR聲 : 
扮演亞洲權威與先鋒的重要角色。當年 j a拉拉 r~ \~~ ~搭訕
參與世界移植醫學大師裡，有許多位都 、 T團a l\-~J ~._可

是我的至交好友; 例如英國劍橋大學外 : ~國圓圓圓:

科教授羅伊 ﹒ 肯恩爵士(Sir Roy Caine) :團圓圓 I 閉-~

及 Sir Peter Morris ;美國 UCLA 大學保 : ••••••••• 圖
羅 寺崎教搬授仰 P內川叫a叫叫u叫|芯Tera悶a部m叫叫S臼叫訓a趴州州k蚓i

紐約大學外科名教授菲力克斯.雷帕波 : -???竺-一一~圖輒輯血嘟-:

博士(仟Fe剖Ii以X 丁 Rap閃ap仰or吋t甘) ;以及堪稱世界 :右: 李f俊奎仁 ;中: Pr昀叫of. Ad耐l汗fS臼ab凶ba呵gh US Sec凶tion P昕re的s釗id悔en叫t:

左: Johns Hopkins 大學心臟外科教授 、
移植醫學一代宗師， 美國匹茲保大學名

、 Prof. Vincent Gatt 頒授 ICS 名譽院士 、
譽教授湯瑪斯 ﹒ 史塔哲博士(Dr. Thomas \、、..........、、..........、、..........、 1、、1 、、 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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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凝固學學者，故菲力克斯﹒雷帕波博士也曾

經於一九九八年，接受法國席哈克總統頒贈象

徵世界移植醫學最高榮譽的梅德華獎

(Medawar Prize) ，他是台大沈銘鏡教授的老

師，也是我的至友，他一向稱呼我是「台灣器

官移植醫學的教父 J' 令我備覺榮幸。 UCLA 的

保羅﹒寺崎教授是骨髓移植方面的權威，尤其

在白血球抗原(HLA)方面的研究貢獻很大。成大

李伯璋主任也曾經向他學習過 HLA 配對。彼

得﹒莫里士爵士則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移植大師，

在一九七五年完成英國首次腎臟移植手術;在

他的帶領下，牛津完成了一千八百例的腎臟移

植手術'同時也在膜島移植方面有先驅的貢獻。

英國劍橋大學的羅伊﹒肯恩爵士，在一九八七

年完成了世界首例合併心、肺、肝臟移植手術，

並在腎臟移植排斥反應的預防與治療方面，有

著重大的貢獻，是與我從哈佛進修時期開始，

累積了將近四十年交惰的老朋友。

參與圓際醫學活動將近四十年，我在器官

移植醫學會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結識了無數的

好朋友，與這些學者名家相交，不但使我在醫

學上有了相互抵碼 、學習、交流的夥伴，也大

大的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在醫學研究的道路

上，能夠以更嚴謹、更具國際水準的寬廣心胸，

不斷地向各個新的領域開拓、挑戰。我很慶幸，

有機會能在許多國際會議中，暢通國際交流，

廣泛接觸各國先進技術與知識，並交換彼此的

經驗，這是我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今天我仍然

活躍在國際醫學場合中，最重要的動力來源。

生』在最高余俏， I采/育 i司除外科督學令

世 !，-i史事長

到處出席國際會議，經常都需要長途飛行，

這種體力上的消耗對年紀漸長的我而言，已經

2005 年六月

有一點吃不消，像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國際

外科醫學會亞洲太平洋聯盟的總會會議在孟加

拉舉行，而二000年在巴西、墨西哥都分別

舉行會議，這幾趟旅程一飛下來，就得要花上

十幾、二十個小時，很消耗體力。 二000年，

國際移植醫學會在羅馬舉行第十八屆年會，當

我接到邀請函時，本來想路途遙遠，有一點意

興闌珊，就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大會來信再次

鄭重邀請，請我務必要出席，因為大會將頒發

「對全球器官移植發展有卓越先驅貢獻獎」給

我。獲得這個獎的原因，是因為我是亞洲第一

位成功完成人體腎臟移植于術的醫生，而獲得

大會自全球選出十二位在器官移植上表現傑出

成就，對器官移植醫學具有先驅特殊貢獻的人

士之一。

對我這個一生從事器官移植研究的醫生而

言 ，能夠獲得這個獎當然感到很欣慰，這不僅

是我個人的殊榮，對台灣醫學界而言，這也代

表著三十多年來，台灣醫界許多精英不斷努力

的成果，再次獲得國際的肯定。

那年夏天，我到了羅馬，從國際移植醫學

會長奧斯卡﹒薩法帝拉博士 (Dr. Oscar 

Salvatierra Jr ' 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小兒外

科主任，專攻小兒腎臟移植)的手中接下 A面銀

盾獎牌，我是台灣第一個獲得這個獎項的醫

師。受獎當時，我的確有一點激動，因為能在

世界一百二十幾個國家的器官移植外科醫師當

中，獲得這無上的榮耀，在國際上受到囑目，

對我、對台灣而言，都是意義非凡。

二000年，我當選國際外科醫學會(Inter

national Co/lege of Surgeons, ICS)的世界理

事長。這是一個有七卡四個國家分會(一百零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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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有會員)的重要醫學組織。於進行世界理

事長選舉時，在美國和日本代表的激烈競爭之

下，我也被推舉出來參選。經過會員投票之後，

這些各國外科醫學界的代表認為我在國際外科

醫學界中，就領導能力、學術和人脈三個條件

而言 ， 是可擔任此大任;因此，我便以百分之

六十以上的得票率，當選為世界理事長。國際

外科醫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是由國際著名胸腔外科醫生麥克斯 ﹒

索瑞客博士(Dr. Max Thorek)聯合全球外科醫

師，為了醫學科學與藝術之教育，外科醫療普

及發展與增進外科醫生相互聯誼等宗冒，於一

九三五年在瑞士創立，迄今已擁有來自世界一

百二十四個國家，七十四個分會的十三萬五千

名以上的會員。我國於一九四四年在重慶設立

國際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醫學總會，後來因為

二次大戰中斷運作，而於一九五五年， 由當時

擔任衛生署長的劉瑞恆先生(戰前任中國衛生

部部長)在台灣復會 ， 國防醫學院的張先林教授

擔任理事長，創辦至今已有七十年的歷史。

參加國際外科醫學會的學者專家，必須經

過分會與總會甄審，通過後才賦予院士的頭銜

(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 FICS) 。除了外科本科之外，凡與外

科相關的其他專科，例如:婦產科、泌尿科、

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胸腔及心血管外科、

消化系外科 、 內視鏡外科、內分泌外科、骨科、

移植、大腸直腸外科 、 急救加護、靜脈暨腸道

營養等的專家，都可以參予此一國際組織。

國際外科醫學會每兩年舉辦一次世界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也同樣每隔兩年輪流在亞洲、

南、北美洲與歐洲舉辦地區大會與學術研討

會 。二00二年我負責在台北召開國際外科醫

10 

學會第三十三屆世界大會暨學術研討會(XXXIII

Wolrd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主題為 r Solutions for the Surgical 

Problems in the New Millennium J ;我在當年

一月間'赴總統府向陳水扁總統報告此一訊

息、，並邀請陳總統蒞臨致詞，誠懇而親切的總

統先生，當場即交代相關人員，要求務必排定

此一行程，令我倍覺光榮又深受感動。我希望

這個會議 ， 能幫助台灣醫學界在國際醫學社群

中更被了解、肯定， 也讓我們的醫學研究者能

更進一步接觸到許多國際上傑出的同行 ， 來提

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並增進外科領域在醫

療 、 教學及研究上的水準 。

接受這個肯定與重任，心中一方面覺得非

常欣慰，另一方面也對上帝的巧妙安排，發出

不可思議的讚嘆。當我在一九九一年時，因為

不願受到「學官兩棲」的批評，在辭去省衛生

處長職務後，回到台大角逐醫學院院長，當時

在競選失利之下 ，對於毅然中斷個人對省政衛

生改革的服務，卻仍無緣在醫學院院長職位上

實踐對於興革台大醫學院的抱負，確實覺得有

些失望。然而如今思之，那不正是今日我能擔

任 ICS 世界理事長重任的轉機因素嗎?

以 ICS 性質而言 ，這樣一個崇高的醫學組

織， 當然不會挑一個行政官員來擔任理事長的

職位，一定要真正在學術上受到肯定，在國際

外科醫學界裡具有一定領導能力的外科醫學學

者專家，才足以擔當大任。如果當時我接受長

官的 「暗示 J ' 繼續在省府乃至中央任職，必將

不會有今天選上世界理事長的結果。我深深感

謝上帝在關上任職於省府及台大的窗戶，又為

我開歐了另一扇視野更遼闊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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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F盟國際督學 碎，一|蜀少年外交夢

陳水扁總統曾經多次公開強調，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是台

灣目前最期待加入的國際組織之一。台灣在國

際性事務的參與上，一直受到中共的惡意阻撓，

始終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在加入以政治性事務

為主的組織方面，沒有相當迫切的必要，但是

有關民生經濟的國際事務，台灣絕對必須積極

爭取參加的機會;而世界貿易組織仰的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與世界衛生組織，

正是對台灣民生經濟而言，最重要的兩大國際

組織，也是台灣現階段最重要的目標。

目前，台灣已經在二00二年初，獲得

WTO 的入會資格，順利加入這個世界最重要的

國際經濟組織;然而 ， 在加入與人類生命健康

息息相關的 WHO 方面，卻仍然有很大的努力

空間。雖然我國始終無法以官方的身分 ， 參與

WHO 的事務;但是 ， 台灣的民間人士與組織，

卻在各種學術研討會議與交流活動中 ， 為政府

進行了很多的「民間外交」工作。我在擔任了

ICS 的世界理事長之後，有相當多的機會，可

以在國際交流的場合上，呼應陳水扁總統對於

民間外交的期待，也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參與

WHO 的事務。

在二00二年五月， WHO 在瑞士日內瓦

總部，召開第五十五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主辦單位去函 ICS

在美國芝加哥的總部，正式邀請我出席會議。

就 ICS 世界理事長的身分而言，這次會議是我

代表國際外科醫學界，參與國際會議的重要任

務;然而從身為台灣醫學界一份子的角度出發，

我是這次唯一可以正式進入 WHO 開會的台灣

2005 年六月

醫界人士。在 ICS 的官方身份之 f' 我不但可

以進入 WHO 的會議，同時也能成為 WHO 與

台灣相互傳遞訊息的窗口，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

雖然不見得會有很大的幫助，但是我相信多少

能為台灣在參與 WHO 事務上，打開一扇小小

的窗口。

回想、自己近四十年來，參與國際醫學活動

的經歷，再對照年少時想成為外交家的夢想，

真覺有命連的安排似的 ， 實在是奇妙而特別。

雖然在中學時代，因為父親的要求，而放棄了

未來縱橫外交界的盼望，進入與聽診器及手術

刀真伍的醫生生涯;然而全能的上帝，卻在醫

學領域中，睿智而深富意味地，賜給我一個醫

學界裡的外交戰場 ， 讓我一圓年少時期的夢想。

與合大督學行政任務條有:巧遇

我是台大醫學院改為七年學制的第一屆學

生，我的醫學歐蒙 、 我對人生志業的確定、我

在醫學專業上的進步，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在台

大發生，我對台大的情感當然是不言可喻的。

我對這所衷心深愛的醫學院 ， 也竭盡所能地貢

獻自己。在醫學研究與臨床醫療之外 ， 我當然

也希望能有其他的機會，對台大醫院與醫學院

做出更多的貢獻;不過 ， 回首這一生在台大的

生涯，我前後曾有兩次當上台大醫學院和台大

醫院行政領導人的機會，但那兩次機會都與我

擦肩而過。

第一次機會 ， 是在一九七九年，雖然受到

老一輩教授阻撓，而無緣在醫學院院長職位上

貢獻心力 ， 但事後我的心情很平靜，絲毫沒有

受挫的感覺。事實上，當年也並非我主動去發

動各科精英為自己爭取院長的位子，而是出自

其他師長 、 同事的推舉;而且雖然我未能出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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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院長，但是我卻有機會到省立桃園醫院 研究 ， 但是省桃的工作逼得我對它產生興趣 ，

服務，也一樣能盡情發揮、有所建樹。 也逐漸累積了許多相關的心得。我也在一九八

六年報考了甲等特考的「醫療管理」類，那年

第二次機會，則是在一九八三年，但是這 只有一個合格名額，我也沒想到第一次考就能

一次的經驗的確讓我感到難過。當時我正在省 考取 ! 我自認為不是因為我特別優秀，主要是

桃服務，工作表現獲得台大校長虞兆中先生的 因為我把在省桃的實務經驗和理論結合，讓我

注目。虞校長是位謙謙君子，看到我把一個新 能夠表現得比只有理論基礎的人好，就此脫穎

興的、而且地處偏遠的省立桃園醫院，經營得 而出。距離台大醫院院長事件大約三年多之

有聲有色，因此希望能借用我在醫療管理方面 後，我的生涯又出現另一個轉變一當時的台灣

的經驗，讓台大醫院更上層樓。有一天，虞校 省主席邱創煥先生邀請我出任省衛生處長。

長把我找去談話，當時就決定要請我回去擔任

台大醫院院長。 有一次虞校長被邀參加前台大教務長七秩

壽慶晚宴席上碰到筆者時提到: ，-俊仁，您雖然

在這次談話之後 ， 我的聘書就發下來了， 沒有屆時上任台大醫院院長;但您都一直在起

而院長辦公室的祕書也打電話通知我前去領 動沒有氣餒反而愈挫愈勇，留著一步一腳印，

取。可是，接到電話的時候，我正在趕著要去 常看到您的消息;如當選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

國建會做一場演講，談台灣醫療體系的建設。 得獎人，以及世界移植醫學會頒授對全球器官

我當時心想，擔任院長的事固然重要，但是聘 移植之發展有先驅性及特殊貢獻獎，繼而將人

書的事情也可以等到演講完回來再處理。然而 類基因轉植於豬，使其身體器官擬人化之研究，

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念之間，事情的結果 在不久的將來將成為源源不斷的異種移植器官

卻是天差地遠。在經過一番折騰之後，虞校長 來源，此等研發結果證明，將來轉植豬隻之器

迫於無奈，只得把我的聘書收回。但是，其表 官可提供人體器官移植之可能性大增」。一位日

示對我的尊重，他也將台大醫院繼任院長的人 理萬機的長者，且桃李滿天下的大學校長，這

事案按下不發，讓院長之職懸缺了一年。 麼細心關懷與激勵一個受到如此重大打擊幾乎

不能站起來的學生，實在讓筆者感動不已永遠

其實長庚、馬借和國泰這些大企業所設立 銘記於心。

的醫院，都曾有意找我去主持，而這些醫院的

薪資待遇都高出台大甚多，但是我都婉拒了， 幸虧虞夫子與閻振興校長的高瞻遠囑，以

因為金錢並不是我追求的目標，我希望能夠繼 及許多持有改革理想的年輕醫師、教授們，都

續作研究工作;對我而言，教學、研究和服務 希望能由台大自己訓練的七年制畢業生中選出

病患是從事醫療生涯之中，密不可分的三項重 一位，真正有新觀念的人來推動醫學院、醫院

要事情，我無法為了金錢而割棄其中任何一項。 (現台大醫學科學園區)，想藉此擺脫日據時代傳

承下來的體制，為台大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

與台大醫院院長擦身而過之後，我繼續留 因此，指派筆者出任台大醫院院長之職，筆者

在省桃工作:原本我對醫療管理並沒有特別的 非常感恩虞校長的厚愛與提攜，惟自己不爭氣

12 2005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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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好球 ， 將院長及其餘科室主管的任命書 ，

白白讓有心人橫奪 ， 使台大醫院人事換班事宜

沒能夠和平轉移即時脫胎換骨。其歷程中帶給

虞夫子相當多的困擾 ， 實在去志不安。

中外古今很多人不是說過嗎?被敵人反

對 ， 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 如果敵人狠勁的反對

我們 ，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或是一無是處，那

就更好了 ， 那就是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就

的了。 人生處事如能不恨不求，不露鋒芒謙虛

為懷， 低調待人接物則可避免無謂之爭議。

吾等台大七年制醫學系的第一屆畢業生，

對國家持有強烈的使命與責任感 ， 自認需與時

代同步並進 ， 且應負醫學科學園區之改革任務，

但當時於職場上有完全受日本教育的學長於

前，昔日日據時代之陋習尚存，當時有師執輩

甚至懲患病人控告醫生之事實 ， 吾輩夾處其中

可以說是承受大風大浪的洗禮。如果當時主持

台大醫院之長者曾徹底學習通識教育，則必是

堅貞志節，宅心仁厚能夠寬以待人會嚴以律己

持有善良品格與人文涵養，則上述「人事命令

被扣」背逆常道的事件必不會發生。

台大醫院二十六年來沒有外科系的教授當

醫院院長，欣見外科林芳郁教授九十三年八月

一日就任台大醫院新任院長 ， 於接任典禮上發

表他的願景，-執著這份屬於台大人的使命，承

續改革任務 ，推動台大醫院基業長青，邁向卓

越。」亟盼林院長芳郁教授能秉持外科醫師堅

持理想與積極研究之特質，再出發開拓台大醫

院院務 ， 造福大眾以展新象。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56 年畢業，現任母校外科名譽教授，

國際外科醫學會前任世界理事長)

「提升生活晶質」系列演講

時間:每星期六上午 10-12 時 3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七月咐
: 1 日 期 | 講者 | 講題 l i 

) 7/02 I 許金川教授 | 肝病的防治 ~~: 
1 7/09 I 李家同教授 | 我國教育上的重大問題 | 

:~， 7/16 I 李世光教授 | 抗 SARS 分子發現歷程 l 
t 1 7/30 I 李 明清教授 | 憂鬱的社會一淺談憂鬱症 l 
t 想知道更多法講場次的資訊嗎?

椅上 www.ntuac.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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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典國際超短協會(ICN)十六年中的
風風雨雨(中)

接著於隔年(1998) ，為了能將台灣申請主

辦 ICN 大會案的各種可能阻力，加以一一擊破

與減至最少，陳月枝理事長與筆者(擔任學會

的常務理事)乃決定於 1998 年 2 月 27 日以自

費方式，在香港理工大學執教的 Dr. Ida M. 

Martinson 與汪國成教授陪同下 ，一起到北京與

中國的「中華護理學會」的高層人員見面 ， 以

表達 : 1) 台灣主辦 2005 年 ICN 會員大會與

CNR 的決心 ; 2) 台灣護理界不會阻止中國護

理界申請加入 ICN ; 3) 請中國護理界不要有阻

止台灣主辦 2005 年 ICN 會員大會與 CNR的任

何動作。由於， 此趟我們四人的北京之行 ， 還

應北京一民間醫學出版單位之請，在北京舉辦

一場研討會，所以大家在這樣的情形下，於溝

通中，均能處處表現得落落大方 ， 連一直被中

國與國際問認為是當代中國護理之母的林菊英

女士，也親口向我們承認，從各種條件來看，

台灣主辦 ICN 大會的實力，均遠比香港與中國

大陸為強。所以這趟北京行，可以說相當圓滿。

與中國方面溝通過後，陳月枝理事長於同年 6

月，在另外籌得私人經費補助下(在此也要感謝

新光醫院洪歐仁院長的特別資助) ，組成十多位

護理主管的隊伍， 一路衝到日內瓦 ICN 總部，

拜訪 ICN 的執行長(CEO) Ms. Judith Oulton ' 

主要目的是 ， 向 ICN 表達台灣主辦 ICN 大會的

誠意與決心， 並順便向 MS . Oulton 報告北京行

的結果。回國後，當陳月枝理事長向大家報告

時，特別指出 MS.Oulton 對我們還曾赴北京溝

通一事，尤其甚表驚喜。當筆者聽完陳月枝理

14 

余玉眉

事長的回國報告後 ，心裡就晴揣我們這些策略

可能會一一奏效 ! 心中很是興奮。

於同年 9 月 ， 由於「護理學會」前已答應

ICN 在台北再主辦第二屆亞太地區國際護理作

業分類系統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Practices, ICNP)研討會 9 而且我們也

才弄清楚申請 ICN 會員大會與 CNR 的決定已

由 CNR 轉移到理事會。筆者乃向陳理事長建

議 ， 趁台北舉辦 ICNP 研討會之際，除了邀請

ICNP 的專責籌劃小組的成員外，應多邀請 ICN

理事們來台灣 ， 以期把握讓多一些 ICN 理事們

好好認識臺灣的機會，尤其來台時間點一定要

在這一年 11 月 ICN 召開理事會之前。結果這

一年的 9 月 ，台北有史以來，第一次同時聚集

到四位之多的 ICN 當屆理事，其中包括:紐西

蘭籍理事兼第三副理事長(Ms. Gay Williams) 、

荷蘭籍的理事(Mr. Cees De Ridder) 、希臘籍的

理事(Professor Vassiliki Lana ra)與筆者本人等

理事與會。不過，於同年 11 月初 ，在日內瓦的

ICN 總部， 由理事長與三位副理事長組成的 ICN

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EC) ，就

做出再正式發函要求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改

名的決議。旋即於 11 月 19 日「中華民國護理

學會」就接獲 ICN 來函，將「中華民國護理學

會」必須改會名的要求與台灣主辦 2005 的會

員大會與 CNR 的申請案，給綁在一起。從這件

事，也可以看出 ICN 決策中心的智慧與其達成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改會名的一貫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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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到了這一年(1998) ， 台灣的政治大

環境，不僅已走過廢止 「動員戳亂」時期(1991

年宣佈廢止) ， 也終於由人民代替了「國民代表

大會 J' 第一次(1996)直接選出台灣的總統與副

總統; 而台灣的政府也己越來越開放，越來越

自由與民主，所以對參與國際活動的民間團體

在國際上所用的會名名稱 ，也已有鬆綁的跡

象。所以 ，當筆者於這一年 11 月 10-13 日，出

席在日內瓦湖畔 Wilson Hotel 的理事會中(此

一屆理事會係因哥倫比亞籍理事可以在會中使

用西班牙語發言與聽取，所以理事會第一次需

要安排同步翻譯設施與口譯員，以致原在 ICN

總部的會場不敷使用，必須另租 Wilson Hotel 

有同步翻譯設施的會場) ， 私下就向 Ms.Oulton

透露 ， 台灣因政治的改變， r 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改名的空間就可能越來越大。 Ms.Oulton 一聽

之下相當高興，並且告訴筆者，據她的瞭解 ，

世界上使用 r ROCJ 這個簡稱的場合就有 100

個以上， 相當令人混淆不清。而筆者也趁勢順

著她的話語 ， 特別向她表明台灣應該堅持的立

場 : 在 ICN 這麼長久的要求下，台灣應該已到

可以更改會名的時候了 ，不過 ， 台灣的 「中華

民國護理學會」未來要改成甚麼會名 ， 應該由

台灣來決定，而絕對不是由其他國家來替台灣

決定名稱的 。 Ms.Oulton 一聽筆者的表白與立

場後 ， 一直點頭說 : 那當然 ! 那當然 !

由於 ' 這一年的理事會 ， 台灣申請主辦

2005 年會員大會與 CNR 案已列入議程並將進

行決議 ， 使得本人出席此理事會的心情 ， 可以

說特別沉重，可也是檢驗我們這一年所採用各

種應對策略是否有真正有成效的會議。會前，

由於到過台灣的兩位理事 Cees 與 Vassiliki ，

私下一再向筆者表白絕對支持台灣的態度，乃

稍微緩和了筆者的焦慮。會一開始主席 Ms .

2005 年六月

Kirsten Stalknecht 理事長就宣佈 ， 為配合筆者

須赴倫敦出席美國國家科學院 Institute of 

Medicine (10M)所召集的海外院士會議時間 ，

而剛好筆者也必須迴避參與申請主辦 Congress

案的討論， 所以理事會的議程需稍做變更，將

討論台灣申請主辦大會案移到 11 月 刊 日討論。

所以 ICN 理事會對台灣申請案進行討論時 ， 到

底討論內容進行得如何 ?討論中有何關鍵議題

被提出 ?筆者一概不得而知。不過隔天( 11 月

12 日 )再回日內瓦出席理事會時 ， 理事長於宣

佈開會後， 即向筆者說 : r 恭喜玉眉 ! 本會昨日

已通過台灣的申請案」。而全體理事們也 一致向

本人拍手恭賀，筆者馬上從座位站起來 ， 一再

向所有與會者致上由衷的謝意，心中也盤算著

如何將此好消息以最快的方式傳回台灣。於是，

當日下午四時( 日內瓦時間)打電話到陳月枝理

事長家裡報喜，可情陳理事長家人，因礙於陳

理事長剛入睡(台灣晚上 10 時) ，而未能將好消

息直接傳回台灣。於第二天( 11 月 13 日 )一早，

乃改以電傳(facsimile)方式 ， 將 ICN 理事會通

過台灣申請案的議決傳回「中華民國護理學

會」。現在回想起那幾天在日 內瓦與倫敦的時

日 ， 還真是甜酸苦辣各種滋味都嚐到了! 茲將

1998 年 11 月 ICN 理事會會議紀錄中 ，有關此

r 6 .7 .1 J 決議案的記載 ， 提供如下:

Agenda Item 6.7.1 Host for 2005 Congress 

(Yu Mei Chao, Board Member from Taiwan , 

was absent from the meeting for discussion 

of this agenda item) 

The Board discussed the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 that Taiwan be the host for 

the 2005 Congress , and satisfied itself that 

there would be no problems of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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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NNA strength , financial stability, ，-成大醫院 」 舉行的「會員代表大會」。赴香港

suppo吋 of the host government 0 1" political 以前雖然對改會名案是否會在「代表大會 」 通

difficulties. 過，曾有些擔心，也曾試探陳理事長「代表大

It was agreed 

THAT Taiwan be designated as host for 

the 2005 Congress. 

CARRIED 

於大家都還正興奮著， ，-中華民國護理學

會」終於獲得 20051CN 會員大會與 CNR 的主

辦權時，不料，於 11 月 19 日，即收到 ICN 一

封信函，信中除了要求「中華民國護理學會」

更改會名外，並提到改會名是主辦 2005 ICN 

會員大會的條件。突然接到這種信，陳理事長

一時可是有些不知所措，慌忙之間，也開始規

劃如何進行改會名的程序。經過一陣協商與折

騰後，於 12 月 10 日「中華民國護理學會」召

開了緊急理監事會，會中有力主為使「學會」

繼續在國際舞台上存在而極力支持改會名的聲

音，會中也有指責這簡直是「自貶國格」而相

當反對將會名改為「台灣」的聲音。最後，因

多數贊成而通過將「護理學會」的英文名字改

為: Ta iwan Nurses Association 。之後，為了

能使改會名的程序正當化，依「中華民國護理

學會」的章程，經理事會通過修改會名以後，

尚需要將該案送 「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在陳

理事長用心的規劃下，兩個月後的隔年(1999)

2 月 5 日， ，-會員代表大會」第一次移師到南台

灣的成大附設醫院大禮堂舉行。陳理事長為了

豐富會員代表們的認知，還特別請到 ICN 理事

Ms. Shelagh Murphy (英國籍)於會中主講 :

ICN 設立，- Virginia Henderson Fellowship J 的

意義。這一天剛好是筆者赴香港理工大學參與

護理學系評鑑工作的最後一天，並未能出席在

16 

會」的日期有無改期的可能? 而所得答案是不

可能改日期。所以只好告訴自己可能多慮了!

也就帶著「代表大會」可能不至於推翻理監事

會所通過的改會名案的感覺，匆匆趕赴香港，

一頭栽進緊湊的評鑑工作。為了能有時間在台

與 Shelagh 相聚並盡點地主之誼，香港的評鑑

工作一結束，當晚即趕回台北。第二天一早，

當筆者與住宿圓山大飯店的 Shelagh 聯絡上

後，沒想到 Shelagh 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是 : ，-她

們沒有通過改會名案 J ! Shelagh 還說表決時

她並沒有在場，她是事後從陳理事長的口中得

知的。聽到此一「負面消息 J' 筆者原本高高興

興的迎賓心情， 一下子像一隻翅膀突然被打斷

的白頭鷹，從飛翔的天空直宜地掉落地上。雖

然整天陪著 Shelagh 東扯西聊，心情非常沉

重，而腦海中盤懸著一大堆 : ，-接下去怎麼辦?

怎麼辦? J 的問題。尤其聽到 Shelagh 一邊猛

抽著香煙， 一邊向筆者說這樣下去台灣可能就

不能主辦會員大會時，筆者一顆早已疲累的心，

好像開始一滴一滴地淌血了 !

記得接著的週一，陳理事長趁 Shelagh 還

在台期間，臨時召集了「護理學會」的常務理

事會會議，並特邀請 Shelagh 列席說明台灣不

改會名的可能後果。主張反對改會名的常務理

事起初還振振有詞地指陳:陳理事長應該向

ICN 同時堅持不改會名的立場與力保主辦會員

大會權。但是當 Shelagh 以堅定的口吻說出 :

「台灣不改會名就不能主辦會員大會」的說明

後，反對改會名派者，才恍然大悟事態的嚴重

性 。事後 Shelagh 告訴筆者她於前一天「會員

代表大會」未通過改會名案後，即曾打電話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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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的 Judith Oulton '所以筆者相信 Shelagh

的這一席說法，其實就是日內瓦 ICN 總部要她

向台灣「護理學會」表達的立場。會中經過不

同立場者來回相當激動的辯論，並將整個事件

好好地攤開來後，最後大家對「事態的嚴重性」

(換言之，即可能斷絕台灣護理界的未來國際空

間! )終於有了共識。接下去就開始進入討論如

何趕緊回信給 ICN 的內容，討論後決定: 1) 照

實向 ICN 報告會員代表大會投票的結果; 2) 理

事會對此投票結果深表遺憾; 3) 希望 ICN 再給

我們一些時間繼續處理改會名的作業。

於十天後的 1999 年 2 月 16 日， r護理學

會」所召開的臨時理監事會中，特別通過了一

項近二十年來從未召開過的「臨時會員代表大

會」案。隔幾天後， r護理學會」也收到 ICN

於 2 月 16 日發出的信，信中除了對台灣「會員

代表大會」未能通過「改會名」案表示相當失

望以外，也再度強調，台灣若未改會名的話，

就取消主辦 2005 年的 Congress 之資格。而當

「護理學會」即將召開「臨時會員代表大會 J'

以設法挽救可能造成的後果的消息一傳開以

後，筆者在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監理會的辦公

室，一時就不斷接到各方護理同道的的電話，

有人說: r當天在成大的會員代表大會中，本不

想舉于反對修改會名，但是，礙於那些人的聲

勢，只好也舉手，現在想起來好後悔! J 更有

人說: r我並不是真的反對改會名，只是因我的

先生是在國民黨並且在中央工作，我只好舉手

反對!」 ......o 真是，越聽越生氣!護理界居

然有這麼多人是那麼沒有自主性的 ! 當美國在

華醫藥促進局(American Bureau of Medical 

斷絕台灣主辦國際護理會議的機會時，相當不

能接受。不僅以越洋電話向筆者表達此一決定

是一項重大缺失外，更用從未有的口氣命令筆

者將 ICN 要求 「護理學會」更改會名的來龍去

脈，一一向她說明。為了向 Mrs. Wang 提報資

料，筆者花了一個週六與週日，整理出十八頁

的相關資料與信函，以最短的時間傳送給客居

美國新澤西的 Mrs . Wang 。 一週後，筆者即接

到 Mrs. Wang 以 ABMAC護理委員會的召集人

的名義與另一位常務董事 Dr. Evelyn Giogiella ' 

分別寫給「護理學會」力主不改會名的兩位理

監事一封信的副本。走筆至此，筆者對這位一

直身在美國，卻四十多年來一直心繫台灣護理

發展的前輩，有無限的懷念。 Mrs. Wang 於筆

者還是台大護理學系二年級學生時，曾應余道

真主任的邀請到附設醫院指導我們的臨床實

習，當筆者第二次再見到她時，已是 1980 年

的事，而筆者也己身任台大護理學系系主任並

兼任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而從此， Mrs. Wang 

就成為往後筆者在專業成長的路上，一盞不可

多得的明燈，不僅讓筆者走在崎嘔而昏沉的道

路上，不致於常常摔大跤，也一路從旁指點、

扶持著筆者，讓筆者深刻體會到這條路走下去

是非常值得的、是非常有意義的。可是， 2002

年的 3 月 13 日，死神還是奪走了這位集美麗、

優雅、堅毅與智慧於一身，而深受台、美人士

都敬重的護理前輩。如今「台灣護理學會」就

要在台北主辦 ICN 2005 Congress '但是，這

下 Mrs. Wang 一定是缺席了!不過，相信 Mrs.

Wang 在另一個世界，還是和過去一樣，不僅

會為我們高興，也一定會為大家打氣加油的。

Advancement in China, ABMAC)的董事 Mrs. 自從「護理學會 」 的臨時理監事會議決通

Mamie K. Wang (王郭煥煒女士)輾轉獲悉 「護 遇，在即將召開的「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中，

理學會」因做出不改會名的決定，而幾乎就要 重新對「改會名案」進行討論與表決後，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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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在度日如年的情況下過日子的。筆者一

邊不僅擔憂會不會在下次的「代表大會」中，

發生歷史重演的鬧劇外，另一邊也更擔心 ICN

會不會突然失去耐心，而逕行就宣佈台灣失去

主辦大會的權利。以致於常常一個人胡思亂想，

每天可以說過得真是患得患失，神不守舍。不

過，為了能讓 ICN 相信我們真的還在設法補救，

筆者盡量以電郵，每隔一週就向 ICN 執行長

Ms. Oulton 報告我們籌備召開「臨時會員代表

大會」的進度。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 ， 1999 年

3 月 30 日 (週六)上午 9 時，陳理事長與筆者戰

戰兢兢地到達馬借醫院的大禮堂，禮堂中已開

始聚集了一些從中南部來到的會員代表，但氣

氛有些詭譎，而那些聽說在「成大醫院」策動

反對改會名的一群，除了當時的監事長與一、

二位出席外，可以說通通缺席，而這中間，居

然有一位前反對者，這回卻握著約 20 份會員代

表的委託書，向陳月枝理事長與筆者表示她手

中這些票都一定會投贊成票。筆者看到此一景

象，浮上心中的一個念頭是:真是何必當初?!

為了讓遠近特別為「改會名案」來參加此一「臨

時會員代表大會」的會員代表們不虛此行，陳

月枝理事長事前特別安排筆者以 <r護理學會」

與 ICN þ 為題 ， 向會員代表報告了一些過去的

歷史，也讓會員代表們知道臺灣護理團體近年

來為爭取國際認同而所做的努力。這次「臨時

會員代表大會」的重頭戲，其實就是要對「改

會名案」進行再投票，議程進入投票案時，全

場變得相當肅穆安靜，相信大家一方面是懷著

害怕再度發生傷害到我們自己專業的結果，但

是 ， 另一方面，又因前次的經驗，好像大家都

各懷鬼胎似的，彼此間顯得心照不宣 ! 真不是

滋味 ! 很快地，投票就已結束，大家接著靜心

屏氣地等待著計票的結果 。當陳理事長宣告「改

會名案」通過時，大家都再也憋不下去了 !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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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歡呼 ! 而筆者告訴自己的是 我得回家好好

睡個大覺 ! 其實，第二天，還是按撩不住激動

之惰，還是一早跑到辦公室發了封 e-mail 給

Judith ' 向她報告 : r Nurses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NAROC J 已正式改名為

r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J 。至於正式通知

ICN 的信函，就由陳理事長真名於二天後發出。

從此， r Taiwan Nurses Association J 就名正言

順地，配合 ICN 的政策與規定，正式成為主辦

ICN 2005 Cong ress 的國家護理協 /學會

(National Nurses Association , NNA) ，而筆者

也私下默許，希望從此能將自 1961 年起，即

一直紛爭不斷的會名困擾，就此永遠落幕。

英文會名改為 r Taiwan Nurses Associa

tion J 後，中文的會名仍維持「中華民國護理學

會 J '這種情況從 1999 年維持到 2002 年。其

實，這種中英文會名不一致的情形是，台灣政

治上的一項大家習以為常的妥協。可是，在西

方人的邏輯思考中，可能是件相當不以為然的

必然 ! 相信實際參與國際事務的很多國人，都

遭遇過這樣因夾在東西文化的交叉口的無奈。

記得，這件事的爆發，是在筆者於 2002 年 3

月 22 日赴日內瓦 ICN 總部出席由理事長與三

位副理事長組成的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EC)與預算暨規劃委員會(Finance

and Planning Committee, FPC)時發生的，那

天理事長 Ms . Christine Hancock (200小2005

任期，英國籍)在 ICN 總部的會議室見到筆者，

就馬上劈頭直問 r 台灣的會名為甚麼沒改

好 J ?當時筆者好似丈二金剛，還真是摸不著

頭腦 ! 接著 MS . Oulton 進來，臉上表情比理事

長還要難看，大概看到筆者一臉糊塗 ' 乃直接

就說: r你們的會名為甚麼中文還用 11 ROC dJ (中

華民國) J ?雖然筆者試圖告訴她倆，台灣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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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數專業名稱都用這個中、英文分開用的模

式，但是， Ms. Oulton 不僅沒有聽進筆者的解

釋，還直接很生氣地拋出，那是一種欺騙!

(That's a cheating!) J 。筆者第一次聽到 Ms

Oulton 以這麼嚴重的用語指控台灣，不僅相當

震驚，心裡非常難過!當時實在有些怨恨自己，

居然在人生的旅途上，還要為台灣背負如此沉

重的十字架?不過，腦袋一轉，想想那一群實

實在在於國際前線上一直保衛台灣主權與國際

地位的外交人員，所可能遭受到的委曲，心中

的憤忿馬上煙消雲散，讓理性的思考來取代心

中的悲憤。進而開始思考策劃回國後第一步應

變的棋子應如何走，以免走上重蹈第一次改會

名之覆轍。其實，筆者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根

本看不懂中文的 ICN 執行長 Ms. Oulton '到底

是在甚麼情形下獲悉這種台灣中、英文 「會名」

不一致的情形?雖然筆者當時私下有幾個可能

的猜測，也很想問一問 Ms. Oulton 0 但是，最

後還是忍住，把幾乎脫口而出的問話給吞到肚

子裡。筆者所持的理由是: 1) Ms. Oulton 可能

不會讓筆者知道是「誰」向她指出台灣中、英

文「會名」不一致的情形; 2) 即使 MS.Oulton

將真相告知筆者，但是， ICN 要求台灣將會名

改為一致的立場，相信還是不會有絲毫變更的。

筆者於一週後回國，馬上以口頭讓新當選的林

壽惠理事長知道這件被 ICN 發現的問題。 ICN

也隨後發函，向「護理學會」提出須要將中英

文會名改為一致的信。面對 ICN 再次的壓力，

這下，連最具關鍵性的幾位常務理監事們，也

就在一點反對聲音都不敢發出的情況下，馬上

JING FU 景福醫訊

口頭同意將沿用數十年之中文會名的「中華民

國護理學會 J '改為「台灣護理學會」 。 而筆者

就在約隔十天後，收到一封以 ICN 第三副理事

長的稱呼筆者，而由林壽惠理事長發給 ICN 執

行長 MS.Oulton 之信件的副本，該信表達出「護

理學會」的臨時常務理監事會，已於 2002 年 4

月 10 日同意將「護理學會 」 中文會名改成與英

文一致的結果，不過也指出，還須於同年 5 月

25 日所召開的「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中，做最

後的定案 。 該信的副本還寄給 ICN 理事長 Ms.

Christine Hancock 與我國當時擔任行政院衛

生署副署長的黃富源先生。至於﹒對事情往後

的發展，想讀者也可能猜到，所以也不必由筆

者再一一贅言。不過，最近，筆者一再發現「台

灣護理學會」所發行的各種文稿中，居然都大

喇喇地出現:'台灣護理學會」成立於 1914 年

的字眼，讓筆者感到非常非常納悶與困惑，因

大家都知道 1914 年的台灣根本是處於日據時

代，那裡成立過「台灣護理學會 J ?到底歷史

是應該怎麼寫的?到底歷史應該是寫給誰看

的?

(全文未完後續)

(作者你母校護理學ff， 1960 年畢業，曾任母校護理學象

主任 、 母院護理部主任、衛生署係健處處長、 f建保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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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副理事長、兼任母校護理學所教授)

94 年 5 月份醫訊圖片說明更正:

第二十二春第五期 p.32 相片三說明更正為左起:

陳月枝教授， Dr. Vema Splane '林宗義教授， Dick Splane 教授，作者，林王美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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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得南征馳捷報，鰻鵬擊j~從世胎J
一記台丈替仗，雲林今伐，心臟血管佇.~成立

「我聽說心導管要開始，不見得需要功能

複雜的血壓心電圖記錄器(polygraph)才能服務

病患。」黃世傑院長在一個星期三清晨例行的

雲林分院院長室會議跟我說的這一句話，開展

了分院心臟血管中心的醫療服務，也才體認雲

林地區民眾對心臟血管及急診重症需求之殷切。

黃瑞仁

醫療服務的項目上有所區隔。雲林地區是全國

少數沒有心導管設備的縣市之一，因此心臟血

管中心的成立有其急迫性。我在 2004 年 1 0 月

接任分院副院長以來，已有兩位地方上出身的

中央政府官員跟我談到，如果雲林縣早有心導

管檢查及治療服務，他們的家人可能就不會因

心臟病突發來不及送醫治療而去世了，這句話

雲林縣是國內相對醫療資源貧乏的地區， 真是令人聞之心酸，也道出了雲林縣心血管病

根據天下雜誌的一篇調查，如果以縣市為單 患的困境。

位，雲林縣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行政區域，

重症病患的就醫大多前往北部如台北、台中及

彰化，或往南部如嘉義、台南的大型醫院，這

對平均收入並不高的雲林縣民，光花費在交通

上的金額，就相當可觀。病人每月到最近的彰

化拿莉，每次往返車費至少就要 350 元，比全

民健保之保費可能的漲幅還要多，因此我常向

所有在此服務的醫師們勉勵，若能為雲林縣民

提供更優良的醫療服務，減少雲林縣民眾赴外

就醫的次數，那樣替雲林縣民省下的交通費就

相當可觀。

在這個背景之下，經過雲林縣地方政府、

民意代表、衛生署及台灣大學陳維昭校長、台

大醫院前院長李源德教授的多次協調下，衛生

署雲林醫院於 2004 年 4 月 1 日改制為台大醫

院雲林分院，並將醫院定位為急診重症，心臟

血管、肝膽疾病、腫瘤醫學等地方民眾需求迫

切、複雜度高的領域，並與基層醫療院所提供

20 

心導管的開展，當然需要設備及人才，公

家機關預算常常緩不濟急，改制後在台大醫院

前院長李源德教授的積極推動下，將原本總院

第四問心導管室準備汰舊換新的預算移撥至分

院，如此才能在半年內成立心導管室。在人才

方面，心臟外科在總院林芳郁院長、外科部李

伯皇教授及心臟外科王水深教授的支持下，雲

林分院有吳毅暉、紀乃新及許鈞等三位優秀的

醫師進駐。吳毅暉醫師在台大心臟外科接受總

住院醫師訓練後，即前往美國耶魯大學及紐約

西奈山醫院接受心臟血管外科訓練，其受訓的

醫院為全美知名的高難度主動脈疾病的手術中

心。紀乃新醫師及許鈞醫師是我台大醫學院的

學弟，他們在心導管室尚未開展前，於 2004

年 11 月初，連同吳毅暉醫師合力救治了一位年

輕車禍昏迷的病患，完成極為困難的胸大主動

脈斷裂置換人工血管手術，在術前我告訴他們

全力救治，是否能成功就有賴上帝了，當病人

2005 年六月



仁

一週後準備出院時，我感到非常的驕傲，也為

雲林縣民感到高興。

心臟內科團隊也同樣陣容堅強，在台大內

科部前主任楊洋池教授( 目前為總院教學研究

副院長) 、林肇堂主任及心臟內科廖朝粒及曾春

典前後兩位主任的推薦下，包括林亮宇、王|台

智、林昭維、林茂欣、林彥宏、莊志明及本人

等七位主治醫師前來雲林分院服務。目前心臟

血管中心的預算執行，協調工作及每週定期討

論會由林亮宇醫師負責，我們稱他為「執行

長 J' 中心的醫療業務除了例行的心導管檢查、

冠狀動脈疾病介入性治療及心臟節律器置放

外，也全面展開洗腎病患動靜脈摟管狹窄、頸

動脈、腎動脈及周邊血管的氣球擴張或血管支

架治療。醫學中心其它成員工作上也互相合作，

王怡智醫師負責本年度心臟加護病房十床的新

建工程規劃，林昭維醫師為美國紐約哥倫比亞

大學醫學資訊學博士，幫忙中心所有資料數位

化及雲林分院 f 9595 急救小組」的成立運作，

林茂欣醫師在心導管室，林彥宏醫師在心臟檢

查室的用心負責令人感佩，莊志明醫師規劃實

習醫師及住院醫師的心電圖教學，更是獲得好

評。我曾於 1995 年在武回獎學金的資助下至

日本位於福岡附近知名的心臟中心小倉記念病

院跟隨延吉正清(Masakiyo Nobuyoshi)教授研

習血管支架技術，而台灣的冠狀動脈支架置放

也是自 1995 年 5 月開始，我在 1995 年底回國

後便同步將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嘉惠國內病患，

至今心導管介入性治療已超過三千例臨床經

驗。國人熟知的日本醫師光藤和明(Kazuaki

Mitsudo)也是我的老師延吉教授的學生，我和

光藤醫師相互熟識，均以延吉老師之教導及「病

人至上 」 的精神互勉 。雲林分院心臟血管中心

是個溫馨的小家庭，心臟內外科十位同仁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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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雲林建立革命情感，是個緣份，也是中南

部鄉親的福氣。

心導管室及心臟檢查室的人才培訓在總院

內科部李毆明副教授的用心規劃下很快就緒。

同仁們積極學習的態度，使心臟血管中心已有

很好的基礎，我接到派令於 10 月上任分院副院

長時，心想軟體硬體但全，心臟血管醫學中心

應該馬上就可以運作，實地勘察時，發現兩大

問題有待解決，一為心導管室病床進出空間及

動線規劃稍有瑕疵，另一為血壓心電圖記錄器

根本尚未招標採購。而前者在總務室協助下，

兩週內馬上改進，後者程序預算均耗費時日。

若只有 X光透視設備，心導管室根本無法運

作，在總院林芳郁院長及分院黃世傑院長的支

持下，由於分院年度預算有限，礙於預算編列，

原則上希望採祖質方式來加快血壓J心電圖記錄

器的採購腳步，但公家機關上網招標需兩週，

競標廠商少於三家即自動流標，原本希望 11 月

開始的導管室成立眼看就要泡湯了。其實要進

行心導管檢查及冠狀動脈介入性治療時，以加

護病房的多頻道監視器足可勝任，我想到此一

備案，但不知黃院長是否同意，結果就在 11 月

初的分院院長室會議中黃院長的一句話，雲林

分院心臟血管醫學中心於 2004 年台大校慶 11

月 15 日正式成立，在本人和王怡智及林昭維醫

師的操作下，順利完成兩例病患心導管檢查，

及心導管室驗收程序，常規開心手術也在次日

(1 1 月 16 日 )在總院心臟外科陳益祥助理教授

及分院三位心臟外科醫師通力合作下順利完成

兩例。至截稿為止，血壓心電圖記錄器尚在採

購程序中，將近兩個月以來，已完成二百多例

的心導管檢查，介入性治療及十多例的開心手

術'我們團隊以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及減少

病患跨縣求醫的不便及花費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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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血管醫學中心的順利運作，幕後功臣

相當的多。分院麻醉科李元統主任、管思齊醫

師和總院麻醉部孫維仁主任及資深住院醫師們

的專業技術'加上分院麻醉護士，開刀房護理

人員的求知學習精神，很快地上線完成每一次

的開心于術。總院開刀房護士和體外循環師的

支援、以及總院心導管室同仁在加重工作份量

下，同意楊麗芬技術員至雲林分院協助心導管

業務一個半月，這些人員的努力與付出，是將

愛心送到雲林的實踐。

我要求心導管檢查需兩位主治醫師共同完

成，心臟血管介入性治療需知會我協助執行 ，

心臟外科手術三位主治醫師合作操刀，目的是

確保病患最大的權益，這在台灣其它醫院論件

計酬的制度下 ，是無法得到相同高品質醫療

的 。 兩個月以來的運作非常順利，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提供全天候急性心肌硬塞緊急心導管

治療及開心手術醫療服務。心臟血管中心內外

科主治醫師的合作，打破了台大人自傲、無法

團隊合作的迷思，維持多數台大人不計較收入

的優良傳統，最近有醫界前輩述說多年前至台

大醫院就醫需送紅包的歷史，雲林分院心臟血

管中心不僅不收紅包，還均分醫師診療及手術

費、通力合作，是一個互動氣氛良好，感情融

洽的團隊，我們正在創造新的台大文化，逐夢

踏實，有夢有理想是我們成為台大醫療體系一

員的核心價值。

因此，當黃世傑院長和我接到總院林芳郁

院長得知主動脈斷裂人工血管置換手術成功的

好消息，給我們信件中附上「傾得南征馳捷報，

棍鵬擊浪從此始 」 兩句話，對整個團隊是莫大

的鼓勵。雲林分院心臟血管中心的運作在黃世

傑院長的帶領下，團隊成員以「多一點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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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些利己 」 及 「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將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成為雲林縣民及鄰近地區民

眾一個值得信賴的醫院。

圖解:黃副院長 1995 年於日本研習心導管血管支架

按術時，與老師延吉正清教授(中)合攝於小倉記念

病院心導管室，下圖為延吉教授之親筆簽名 。

(作者{在 1985 年醫學系畢業，目前為台大醫學院內科副

教授，借調至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副院長兼心臟血管醫學

中心主任，本文原刊登於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院訊 2005

年 2 月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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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ard~我
(懦夫之慈)

H James 說「男人“假仙"了解女人，是

不禮貌的;真正了解女人，就不道德了』→?

「裝作了解別人，是不禮貌;而真要了解別人，

就更缺德( ?男女平等Lil '所以「認識自己瞭解

自己“最無難.iJ ......何況 Lichtenberg 所謂

哲學三大主題的首題: II What am 卜我是啥 ? .iJ 

似乎也對我說『該認知你是“Only Son 獨子"

吧!」......憶起 50 年前醫預科心理學( ?陳雪

萍)老師說1I 0n ly Son 在心理學上就“不太對

勁" (?此句似乎不過於今日 ) .iJ '甚至有所謂獨

生子症候群(王敏蓉):早熟~自私~無能~意志

薄弱~膽怯~內向~神經質~幻想等等缺點

•? 11 獨子，是無賴;獨女，是潑婦(愛沙尼亞

諺語) .iJ•?“ Queer thinking ~ Queer 

behavior" →?源由“Cowa吋ice膽怯"所衍

生按理應該請教林信男教授，但無膽擱

歹勢，只好“自我分析牽于風趣地說「顫

醫者 Yabu-isha~Quack ~王洛仔仙.iJ .. 

盧俊義牧師的“無膽"是指身體的無膽

(囊)，而我是真麻煩的所謂心靈無膽~膽怯→?

“痞子大逃亡 TV" 有句「我一生都在害怕.iJ ' 

“俺娘唯"真地刺到了我的“ Achilles 腳

踩只好承認“無膽~無 LP 膽" (※ 

1 )......久而造成盡量“配合傍人"的習性→?

活用老子~Stendhal 語氣『研討懦夫~膽怯，

可減輕“膽怯感"的」→?寫本文“動機

2005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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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P :鹿脖 lan-pha 兩字較少單獨使

用， 一般用在詞~句中“傳神地"表達台語特

殊涵義如:無扉脖(無骨氣~無路用的男人)~抨

鹿脖 PLP (或只說“杯 pho" ，與扶~捧意思、不

同)。學生時代常以日語『比蚤的“金玉"更膽

小」比喻膽小鬼。又如畫虎展(花言巧語) ;一粒

仔子鼻屎大;李總統(男人)說“我恁父"上大~

“恁父"上大~“我"上大，意思相同，但“傳

神"語氣卻有所不同;女人則說“我恁祖腰"

上大~“恁祖爐"上大~“我"上大，而罕用

“我恁母"上大。所以不甚瞭解台語諺語的

“高級知識份子" 請免驚歹勢 ，打聽一下或查

一查“台語辭典"就不會有“負面"誤解~怨

恨的。

協井、~本質

。據 A Bierce 11 Coward 懦夫，危急時總

是不動腦筋，而以“雙腿"思考所謂動雙腿的

人.iJ '其實 IICoward 是由拉丁文 Cauda (尾巴)

而來:動物害怕~被恐嚇時，將尾巴夾縮在雙

腿問;誇張膽怯的走獸(1 H Evans) .iJ•? 

II Cowardice 膽怯是根深蒂固難矯正的， “權

力之誘惑"也克服不了的，無 LP 膽就是無 LP

膽(C Colton) .iJ→?所謂捉蔣(介石)亭(李教千

秋)......BR Tucker 說 「宛如“不敢逃就不敢

逃，沒有所謂 Poltroonery 懦怯的程度ν 所以

有[懦夫總是在不安中(葡萄牙諺語b →? 11懦

夫卑怯的心態，無藥可治(Swinburne) .iJ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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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 ↑去是極大罪過 dl' 聖雄甘地也說「懦夫決不會是

。 GA Knight 認為rr' Dishonesty~Cowar

dice~Duplicity (瞞騙~懦怯~口是心非)這三

種決不是 Impulsive 衝動~任性或受情感驅使

的 dl' 因之「懦夫毫不知他恐懼的所謂範圍~程

度(Rochefoucauld) dl '而海明威認為rr' Cowar

dice 膽怯異於 Panic 恐慌，幾乎純粹缺乏“暫

停想像功能"的能力，導致“胡思亂想 dl→?

『懦夫是“Inveterate Invertebrate 無骨氣 LP

成癖"的人(Youngman)dl' Butler 也風趣地說『懦

夫從不動用他的力氣，卻責備傍人“不爭氣 dl

→?咱讀冊人 !

。據 Zoraya rr'心理學上懦夫，可說是

“ Self -preservation 自衛"本能反應正常的

人 dl' 因之『世上許多英勇作為，往往源於心內

潛伏著難堪的懦怯(E H Chapinb •? rr'所謂

勇氣，是抗拒恐懼~克服恐懼~不是“不害

怕" (馬克吐恩) dl ......但是「懦夫卻自稱“謹

慎"如同吝薔鬼自認“節儉" (Publiliusb" 

D Defoe 則說「我不相信 “懦夫是先天的~先

天的惡棍我認為“Truth 真相"會使人勇

敢，而“Guilt 內疚"會使勇士變得懦怯』→?

『無處可逃時，懦夫就會“抗拒~抗爭" (莎

翁) dl ......然而哲人 Montaigne 認為rr'，懦夫的卑

怯，是殘忍~無情的根源 dl ~古哲人 Seneca

『殘忍~冷酷，皆源自“卑怯 dl →?“捉蔣

亭"事件後，楊虎城將軍全家人之遭受殘酷後

果(沈醉) 0 ......→?希特勒的“大屠殺源自

對早年自卑懦弱性格之痛絕。

悔 '1去~後才有

。評論家 C Lamb 說 『人性最遺憾的弱

點，大概是懦怯 dl ' M Bulgakor 甚至認為「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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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義品德"的』→? rr'懦夫是殘酷無惰的

(J GaY) dl .. .. ..文哲 L Sterne 說「只有勇士懂得

如何寬恕，懦夫決不寬恕， “寬恕"根本不是

懦夫的本質』→?林義雄先生之寬恕及慈悲 vs.

兩蔣之虐待張學良~孫立人等等......→? rr'寧

做英雄的寡婦而恥於當懦夫之妻~子 (D

Ibarrulb 。

。拉丁諺語『隱藏著的勇氣如同卑怯，不

足取 dl' 劇作家兼明星 P Ustinov 風趣地說「所

謂勇敢，常是缺乏 Insight 洞查力;而懦怯卻基

於有好的信息 dl ......詩人 Stevenson 幽默地說

「懦夫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膽怯;信徒也

沒有自我想像的那麼好』→?學者~教授!

@ N Hill 說「庸人一碰到“反對~困擾"

就膽怯而放棄所謂既定目標與決意』→ ?a﹒扁

總統...... ?莫怪rr' .. .. . .今後若做不到的 ，就不

要亂講，要誠心說到就做到(王坤楠) dl 以期待謝

院長的投書...... ?希特勒比喻『蠢者百個也成

不了一位智者; 一個雄偉決策，不是百個懦夫

所能提出的 dl' E Davis 也說「共和體制，不是

懦夫們所能建立，懦夫維護不了共和體制

的 dl ......A Jackson rr'勇士不專注於所謂責任，

不過對國家社會尚有點“路用遠勝於懦

夫，在國難~危機時脫逃』蠻富涵義慧語→?

「倡言“抗日"卻於黑夜偽裝老婆仔“脫逃"

台灣的所謂抗日英雄丘逢甲(丘念台之父) (呂

理明)dl →?見請死!

啼笑、~比喻

。「未死之前，懦夫己“驚死"好幾次了』

是莎翁名言， Youngman 比喻「懦夫的綽號“老

人性顫抖症" dl ......E O ' Neill 有句「大海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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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小鬼』→?希特勒自認「陸上，我是英雄勇

士;在海洋裹，我卻是個懦夫呢.J] ......M Kitman 

r 懦夫可說是:妻子~小孩~財產，被質押的

英雄」蠻富涵義比喻→?身不由己的 Excuse!

...→?許文龍先生之為幾十萬員工生計(後

記)...... ? Inveterate Invertebrate→? 我!

。 2000 多年前 Polyliuslí 公義~榮譽之和

平，是最光明正大的財富;而最敗德惡劣是恥

辱~卑怯的和平』→?連戰(後記)→ ? Ií在戰

場，懦夫的心好像在嘴裡'怕得說不出口;而

在談判時，懦夫的嘴巴卻像在心內，怕得不敢

說出該說的(AWa附ickb →?政客... ... ?蕭伯

納卻有句「身為老兵的我，也難免承認膽怯的

本性，比喻膽怯如同“暈船"無啥“大代誌.J]

妙語， ...…?最困惑的該是所謂 Multitude 群眾

吧，因為『群眾，既不會成長不會成熟，也不

會變得明智，永遠停留在幼稚階段易受煽動

(Goethe).J]→?咱台灣人......W Hazlitt 甚至說

『沒有比所謂群眾更“卑鄙~愚劣~妒忌~忘

恩"的禽獸，群眾可說是 Greatest of Cowards 

懦夫之最」→?凱達格蘭大道“320~327~

403~410" 暴動!

。古諺語『卑怯的狗，吠叫兇得甚於咬人

(J Websterb ' Wilde 卻有 「摧毀“所喜愛"的

方式有所不同 : 有的人以“苦臉~難堪"待之;

有的人以“奉承~屁話"應之;懦夫卻以“接

吻" ( ?猶大) ，而勇士以劍』富涵義比喻 'AT

日lis 比喻「軍隊襄所謂懦夫之死，宛如 Homeo

pathy 順勢療法“使用過度" .J] (※2) 

(※ 2) Homeopathy 順勢療法:以某藥劑大

量使用在健康者身上，會引起症狀;而用少量

在病患，就能抒解症狀 。 Allo-pathy 對抗療法:

2005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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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發燒時使用退燒藥，設法產生與症狀相反狀

況。

'r名其、~幽默

。 S Milligan 風趣地說「我是個“懦夫

腿"英雄，是“上半身"英雄』→? Ií麻煩的

是“頭殼全全骨"而腰背沒啥骨頭的(Young

manb →?無 LP 膽..... .馬克吐恩『人類可說

是懦夫族嶺，我不僅參與行列，而且手持“旗

幟"帶頭的呢! .J]•? Ií只說 “懦夫是懦夫"

也覺得怕怕~連“自己的影子"我也驚驚呢」

~ Ií懦夫的“心跳"總是比勇士更快速更持久

呢(Z Petan) .J] 0 

。意大利諺語『懦夫之間，先發覺對方

“膽小鬼"者佔便宜.J] , J Swift 認為『以

“Ignominy恥辱不名譽"責備懦夫是不智無效

的， '1需夫最怕死，所以“死"是對付懦夫蠻適

當的處罰」而 JP Richter 卻幽默地說『膽小的，

在危難之前已恐懼;懦夫，是在危難中恐懼，

勇士，卻在危難過後才覺得恐懼』。

。 J Strindberg 風趣地說『我非常討厭養

狗的人，他們是懦夫:沒“Gut~LP" 咬人，

卻要狗去咬人」→? Ií Nixon 總統是位 Purpose

less 無啥決斷力~無啥意義的，但是我深信他

的卑怯(J Breslin) .J]•? Ií我決不是“Yes-man

好好先生老聞說“No 不"我就跟著說“N。

不"呢(Youngman) .J]。

'1告失、--If)起

。 Aristotle Ií逃避苦難~困擾，可說是某

形式的懦怯;同理，不是為“高尚..目的而只

“逃避"苦難而勇於自殺的人，是懦夫』慧語

•? Ií勇者若怯(T Fullerb.. ... .J Conrad 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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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常最後才會承認:她所愛所依賴的男人缺

乏勇氣所謂懦夫r

。 o Goldsmith 說 r所謂逃兵，尚有改天

再戰鬥機會;若死於戰場就沒機會J]' E M 

Forster 卻風趣地說『寧願當懦夫也不當勇士，

勇猛就會有傷害你的人呢』→? Ii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老子) J] ......M Kitman 甚至幽默

地說『假若上帝要我們勇敢，其啥賜給我們“雙

腿J]→? Ii膽怯可說是“和平維護者假

若半數勇猛而半數懦怯的話， “敢死的"總會

欺壓懦夫;假若全是“雄猛的爭鬥就不斷

地發生，社會就非常不安定;假若全是懦夫，

社會就很安祥呢(S Johnson) J]蠻富涵義妙

語 ... ...內分泌課上，我總會借用 Mencken Ii戰

爭，決不會停止的 ， 直到嬰兒們出生就

“Cerebrum 大腦(思考)"較大而“Adrenal 腎

上腺(膽量)"較小」妙語(幻燈片)開始講課→?

『假若“白賊百次"舌頭就爛掉;“白賊千次"就變

成畜生;台灣就馬上國泰民安(周平德)J]→? 利

委~妓者~叫獸 !

。『良知，不過是懦夫為了要“強者"畏縮 ，

3 

生“使命感~骨氣 vs .基於所謂“訊息良好

(Ustinov)" 聰明真巧的沈富雄先生 . .. .. ....令我

想起印地安“KIOWA 風聲民謠Ii懶鬼與狷頭

懦夫躲在家里，但是我所疼惜的年輕人，卻赴

遠方參戰，他們疲憊又孤寂地渴望著我! J]•?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刺客列

傳)J] ...... ?報刊「新竹縣跨年晚會“聽見風的

聲音J]令我一再地想起“KIOWA 風聲民謠"

→?“國家棟樑"咱台灣狷頭的高級知識份子

“恥乎~惡乎~悲乎"

我的 III 悉偏見

@ R Snowden 說「懦夫至少有 : 面對外

界及面對自己的兩種恐懼』→?做醒兩者皆兼

的我“懦怯"衍生的 : 自卑~白大~忌妒~詐

謗......→? Ii誠實是 “自大與自卑"最好的解

毒劑(達賴嘛喇) J] 也就是 『心存 “誠實~憐憫"

就是心內有上帝』不是嗎? .. ... .何況維護社會

公義的六大良知事業也就是負“Vocation 天

職"使命(所謂土地公精神“以服務爭取領

導" )任務的 : 警察~法官~老師~記者~牧師

~醫師的“誠實~公義~憐憫

想出的字眼(Richard III) J] ，在 Hamlet (王子復 。富蘭克林說『世上充斥著愚蠢與懦夫，

仇記 )也有『良知使我們成為懦夫』一句 .. . ... 可是人人都夠勇氣去忍受傍人的不幸( ?幸災

Wilde 風趣地說「“Conscience and Coward 樂禍) ;又有足夠智慧去管( ?干擾~抹黑)傍人

良知與懦夫"是一體兩面;良知是“』懦夫工 的事』→? Ii抹黑~排謗是對上帝有夠大膽說

廠"的商品呢! J]富涵義慧語→? Ii沒有比“優 謊，而對人是有夠“無膽~卑怯"說實話

柔寡斷"成性，更不幸的人(E Jongb→?我 (Bacon) J] ，難怪詩人 C Sandburg 風趣地說『我

要為大家添加第十一誡: Thou shall not commit 

@ G 日iot Ii確信會打贏，懦夫就會參戰 Nincompooper (切勿做出“愚行" b 。

但是我要的是:明知“弱勢"卻勇於參戰的人，

這是我的原則，有許多所謂勝利，卻比失敗更 @無 LP 膽的我，真佩服敢大膽講出的:

差勁更卑鄙呢』→?“骨氣~使命感憶 希特勒最後遺言『德國人民“出賣了"他r 施

起前次參與競選市長，明知會失敗的李應元先 明德立委落選「台灣人民“對不起"他』等傲

26 2005 年六月



慢~狂言示如表 1 ' 

表 1 膽大包天的傲慢~狂言

名人|背景| 歷史紀錄

路易十四|敗戰|上帝是否忘了我為他所做的一切?

希特勒 I ~ll戰|德國人民出賣了他!
施明德|落選|台灣人民對不起他!

許信良|敗選|代表台灣人民宣佈連宋當選總統

宋釐瑜|敗選|煽動衝總統府!

連戰 I ~ll選|人人得以誅之(總統)

馬英九 I ~ll選|團軍炮口對著總統府!

邱數|敗選|帶頭煽動衝法院

劉文雄|敗選 la﹒扁吃巴拿馬女總統豆腐

在扁們|選前|角色錯亂~宜，陣又傲慢(※3)

而衷心地欽佩:林義雄先生對許信良主席『信

良兄，連戰的錢“不可以拿J] "'-'許文龍先生

「以“貴人寡情"做醒李總統提防連戰』的智

慧與勇氣...... ?“狂言與勸語"之異在於

“小我與大我"或“情義與公義"之別，也就

是所謂人生價值觀/生命的意義的問題吧!?

(※ 3)傲慢( ?提不出卻向台聯端出的“牛

肉"吐 x) ，驕傲的俗名“心襄沒有上帝~取代

上帝" (?缺乏“教養~信仰生活"的特質

→?我! ) 0 a. l'驕傲是失敗的代先(簡言 16:18)

~耶和華雖然至尊無上，猶久看顧卑微的人;

總是伊對遠遠看出驕傲的人(詩篇 138:6) J]•? 

JING FU 景福醫訊

巴爾札克『朋友之間雙方都認為自己稍“優於

對方友誼才得以長久」→?無膽的我卻僅

憑『“大伊二紀年"的老狗“吃伊夠夠夠J]

有夠...... ，其實他的“才調~骨力~骨氣~盡

責~謙遜~性地~可靠~善良~身材"皆遠在

我上(他的優點，我沒;我的劣點，他沒) ，真令

我欽慕，卻“不敢"嫉妒→? l'嫉妒，是自卑，

是“心癌(Forbes)" "'-'最可怕的“自殺武器(柏

楊)" J]' A-Tong 真地是位非常非常難得，默默

工作“才德"兼優的義人(Man of moral 君子:

別於 Moral man 道德家)... . . .•? l'好馬人人

騎，人善人人欺』→?公義!

白 先生

。哲人 Montaigne l'世人最重大要事是

“ Know to be one's own self g亥認知自己t分j寅

的角色J]→? l'碰到“恐懼~困惑"時，才會

認真地面對自己~瞭解自己是啥(T Bernard) J] 

•? I' Truth 真相是高級知識份子“立委~學者

~媒體"應追求的目標，可惜往往不是他們的

目的(Collins)J]→?殷海光教授風趣地說1'(高

級知識份子)頭腦簡單，心思複雜(卻無膽b→?

負心多是讀冊人...... ?台灣最關鍵時刻 1960

後的胡適先生......莫怪毛澤東嘆「知識份子如

竹筍:頭尖尖，皮厚厚，營養無』→?我呢!

驕者必敗; b.台灣人總總、是是在“自大~自卑"兩 。膽怯的我“吃老"愈無膽:對“老幼~

極搖擺→?“僅會反省別人而不會反省自己" 男女~富貧~胖瘦~熟不熟~親不親" ? 

→?奴性;刁c. l' f恁孟莫得倚靠領首，莫得倚靠世 仔子(↑↑怕、白白妻與子)" ，連餐館自的甘 Servi叫ic臼e 也畏畏真

間人(詩篇 146:3b →?人是不可靠的;叫d.台灣 不白在，哪敢 Advise (※4) ! ......? l' 世上唯

人才能傷害台灣→ ?台灣三亂源， e.台灣人只 一必須懼怕的是人“? Sinomal" (C Jung) J] , 

能再忍受苦難嗎→?危機~契機以上是對 而 Wilde 卻風趣地說『人，太可怕了( ?不要臉

a一扁們立委敗選的“偏見~感觸"。 的利委) ，唯一可交往的是自己呢J] ......不過

Wilde 有『在監牢襄所學到教訓之一是“順其

。對善友 A-Tong (孫家棟)先生的內疚: 自然J]'而 E Jong 更有「我己認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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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為生活的一部分，特別是“改變現狀"

的恐懼......不管心臟悴悴地跳喊“退去退去

我卻往前向該走的路走』領悟人生的慧語→?

我!

(※4)雖然有『聰明人不須要忠告，傻瓜不

接受忠告(諺語b~ 1I從有益的忠告吸收好處，

總比予人有益的忠告，須要更大的智慧(JC

Collins) .J]慧語，事實上如 Chesterfield 給孩子

信「忠言很少受歡迎，越是需要它的人，越聽

不進r 所以 Wilde 風趣地說『處理好忠告的唯

一方法是，把它傳遞給別人，反正對自己沒啥

路用」。

。所謂“我:本我~自我~超我"在文明

人(※ 5)或成熟的人該是:超我孟自我>本我，

可是“吃老"的我卻:本我>自我>超我，所

謂“老人成細子"傾向......借用 Wilde 11 人生

並不複雜，複雜的是人自己，所以單純是正面

的』慧語......其實約 2500 年前就有『我所學

到的只有一件:上帝造人原本是“Plain and 

Simple單純~條直~忠厚"但人卻把自己弄得

這麼多巧計這麼複雜(傳道書 7:29) .J]做語!

(※ 5)文明社會涵義: 一般人民開始“要求

責任"時，而不是要求“自立~權利"→?只

貪求“享受權利"卻不負“義務責任"的咱台

灣人→?“吃老"的我!

。 真善美，是至高層次的完美，卻難能達

到→ ?II人是追求 Perfect 真善美的動物，可是:

真，常常不美;善，常常不真 ;美，常常不善( ? 

美麗的謊言~毒話) (Goldberg) .J] ，而 Word

sworth 的 11 Plain Living High Thinking .J]似乎

較有可行性，不過 High Thinking 應是“思~言

28 

~行"一致的 Thinking 吧→? 11 王陽明的“言

行合一" (實踐優先，體驗第一) .J] 而不是朱熹的

“先言後行"空話→?怯於實踐!

&主 主必、
_;'rZ rr、奇，

......詩人 W Blake 留有「人生本來就如

此:人困苦樂而受造，真實領悟此道理，安然

可渡此一生』所謂“免驚"人生慧語..... . ? 

「“Fear 恐懼"先生在敲門， “Faith 信心"

先生應聲開門，瞧又瞧，哎，沒見啥， “安了

放心"信心先生說(J Cookb ......J Patrick 則

道出可道行“實踐步驟"

11 Pain makes Man Think, 

Think makes Man Wise 

Wisdom makes Life Endurable .J] 

(苦難/逆境，使人思考/反省;

思考/反省，使人明理/智慧;

智慧(※)助咱克服苦難人生) ，也就是『生命

的可貴不在“美滿無缺而在“掙扎無

悔" (t:射志偉).J] 。

(※)智慧:心存“戚恩~誠實~憐憫~反省

源自信仰生活(敬畏/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

開端，最言 1 : 7) 。

. .1昔用 N 此1acEvan

11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 dJ 

(趁錢顧三頓，分享度人生) ，所謂『生命的價

值在“分享"不在“獲得dJ

自我勉勵，做為本文結語 。

(莊壽洛筆於二二八事件 58 週年 2005)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任母院病理部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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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l位臟外科「冷戰時代」結束之踹倪

矜恃性格， ~j需自染

我覺得個人 ego 所展現的自負並沒有甚麼

不對，只要名副其實，就無可厚非。心臟外科

醫生自負的程度與其他人比較，只有過而無不

及 ， 最典型者就是德州休士頓的丹頓 ﹒ 庫利醫

生(Dr. Denton A. Cooley) 。曾經有人問他如何

評估一個心臟外科醫生專家，誰可算是世界第

一 ?他毫不猶豫地說 : r 我是世界第一。 .. . .. .當

一個成功的心臟血管外科醫生，被要求指出全

世界的頭三名領銜者時，從來就不記得其他兩

個人的名字。」註 - 怪不得那些從世界各國來休

士頓短期受訓的外科醫生，多少被薰染上了他

那特別矜恃的性格，回國之後 ， 雖然大半工作

表現都很出類拔萃，但言行舉止，鮮有謙遜者。

舉個例子: Dr. M 來自北海道札幌，本來與

我同期在紐約布魯克林一起做外科住院醫師。

1969 年他突然跳級，提早一年「完成」 一般外

科訓練，立刻到休士頓，做庫利醫生短期無薪

給的 Fellow ，然後又跟隨「貝勒」出身的 Dr.

Edward D ietrich 來鳳凰城，做 AH尸二 的第一

位 Fellow 0 受訓完畢，他回日本，就在東京聖

路加國際病院開始做起心胸外科。恰巧該院院

長與我三哥顯揚是醫學院時代的同期同學，他

們告訴我 : Dr. M 表現不錯，可惜他的白負與美

國大師們如出一轍，難以見容於日本醫生同

事。未幾'鍛羽而歸美。 American Board 則挫

其銳氣，要他補做美國胸腔外科住院醫師。為

2005 年六月

江顯禎

考慮長留和繼續專業，他只好照辦。

「瑜亮情結 J '冷戰對峙

話說回來，難道庫利醫生就沒有他的對手

嗎?這也不見得，至少麥可﹒狄貝奇醫生(Dr.

Michael E. DeBakey)可以和他比美。眾所周

知，狄貝奇與庫利兩人均是當代心臟外科之權

威巨壁(master surgeons) 。論背景，庫利原本

是德州人，牙科醫生之子。早在 Johns Hopkins 

時代，師承 Alfred Blalock '參與首次布萊洛一

陶西血管轉位術'對先天性心臟病的外科治療

有重要的貢獻。狄貝奇則是黎巴嫩的後裔，出

身於路易斯安那州 Tulane 大學，早年在醫學院

學生時代就研發心肺機的滾輪式幫浦(的lIer

pump) 。他受益於 Alton Ochsner 以及法國的

Rene Leriche 教授。人皆稱狄貝奇為「德州龍

捲風 J (“Texas Tornado") ，離開 Tu lane 後，他

一于創辦貝勒醫學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 icine) 註 三 。當了 45 年外科主任(1948-

1993) ， 十年校長(P resident 1969-1979) ，和

終身名譽校長(Chancellor 1979 -?) 。是美國以

及國際胸腔心臟血管外科的元老和開拓者，舉

世聞名，病人常包括皇室及國家元首。

1951 年庫利離開 Baltimore '回來德州，

投入休士頓狄貝奇領導的團隊。雖然庫狄兩人

年紀生肖相差一輪，合作十年之後， r瑜亮情結」

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漸行漸遠， 1 962 年，庫利終

於離開 Methodist 醫院，在只有相距三百呎之

29 



JING FU 景福醫訊

遠的 St. Luke's Episcopal 醫院裡創設 Texas

Heart Institute- THI 0 從此，庫利與狄老的名

字雖都掛在「貝勒」塵下，實際上已經分道揚

鏢。兩個醫院的對立，壁壘分明，有如「柏林

圍牆」的豎起，長期「冷戰」於焉開始。不過，

兩人當著醫院職員或醫師學生等第三者之面

前，從不i宜色而出惡言。表面上仍然和睦相處，

禮尚往來; 私底下則暗潮洶湧，有時甚至於到

達「爾虞我詐」的程度 。

名醫軟事，亦莊亦諧

話說 50 年代，狄貝奇醫生已經地位崇高，

老神在在;而庫利醫生年輕後進，聲譽漸揚，

有後來居上蓋過狄老的傾向。不管是個人恩怨

也好，還是所屬醫院的競爭也好，過去四十多

年來，兩人一直是「冤家」 。 他們對壘而衍生的

渲染 ，比他們單獨或共同在外科醫學所締造的

偉大成就，還引起更多公眾的關注。下面舉的

兩個較事發生在 50 年代，它們不腔而走，聞之

令人完爾。是早年我在員勒大學醫學中心受訓

時聽到的。後來我在鳳凰城從事心胸外科時，

也成了飯後茶餘的「佳話」。

相傳有這麼一天，在 Methodist 醫院的停

車場附近，警衛攔阻了一輛 Ferrari 跑車，車裡

操盤坐著的是狄貝奇醫生。他從外面匆匆駕駛

回來，要趕到他的醫院開刀房，顯然有緊急手

術等著他去。正是風馳電擊，急如星火。被攔

阻後，他氣憤填胸，幾乎是七竅生煙，對著警

衛大吼 :r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 Dr. Michael E 

DeBakey! J 警衛似乎沒有理會他，卻心平氣和

地回答: r先生，對不起。我不管您是誰，就算

您是 Dr. Denton A. Cooley ，也不能在 15 mph 

的地區裡，開車超過 50 0 J 

30 

天下竟有嗜血瘤者

又有這麼一天，狄貝奇的一位心臟內科醫

生同事在醫院的 X 光科碰到庫利，他請教庫利

醫生，問他能否會診一下放在看片箱展示的那

張普通 X 光片，庫利答應說好。那位心臟內科

醫生告訴庫利說，他自己認為那張 X 光片所顯

示的是個動脈瘤(aneurysm)。庫利笑說那不是，

還說他有生以來，從沒見過一個動脈瘤會發生

在這個奇怪的部位。兩人於是打賭起來，庫利

要賭一百元，對方不肯;庫利要賭一塊錢，對

方也不肯。庫利很無奈，最後他說: r這樣好了，

如果你能証明它是一個 aneurysm'我就把它吃

掉! J 

第二天，那位心臟內科醫生的女秘書打電

話來告訴庫利，說狄貝奇醫生今天一早就為那

病人動手術'拿出來的是一個 aneu叩sm 0 庫利

聽了，就不慌不忙對秘書說，請她立刻通知開

刀房，說庫利醫生要求他們把拿出來的那個外

科標本，不要放到福馬林溶液裡，把它放進酒

精瓶罐裡，然後送過來讓他看一下 。當晚，庫

利醫生在醫院對面的中國餐館訂了一個單人桌

席， 一切擺設都是他安排的。大家看到庫利醫

生正襟危坐，侍者由開刀房最年輕漂亮的護士

臨時客串，穿著性感短裙，端出一盤熱烘烘香

噴噴的“aneurysm" 大餐，放在他面前桌上。

庫利於是加鹽添醬，手拿刀文，很快地就吃了

起來訓 o 大快朵頤之時，他還自導自演，把吃

“aneurysm" 的全部過程，叫攝影師用 16 mm 

電影片錄下，然後叫人把它送到狄貝奇醫生的

辦公室，以表示庫利醫生是一位說到做到，言

而有信的君子。

風起，吹皺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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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 成立七年後的一天， r 冷戰」由暗化

明。 1969 年四月四日，庫利為了拯救 一位垂死

患者，將一枚人工心臟植入病人的體內。雖然

這件事為庫利帶來「世界首創」的光環，輿論

批評給他很大的煩惱。一開始他即表示于術是

義不容辭，其中款曲干卿何事。但是很多 「 貝

勒 」 的人認為他是操刀必割，機不可失。原來

這枚人工心臟是狄貝奇多年主持研究的產品，

是「貝勒」的設計。當時狄貝奇正在華盛頓 NIH

開會，努力於爭取它的合法性，準備為將來鋪

路。那裡會料想到庫利竟然搶先一步，沒有他

的允許就奪走了他的聖杯。參與人工心臟研究

的同事們為狄貝奇打抱不平，認為庫利提前曝

光的行為，把主持研究者得諾貝爾獎的機會給

告吹了。

接睡而來的是法規的裁處和法律的糾紛。

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認為該枚人工心臟尚在

動物實驗階段，庫利未經政府許可，就急忙應

用到病人，顯然違法;美國外科醫師協會(ACS)

也認為庫利違反協會常規，蔑視醫學倫理，應

予懲戒;最後庫利不得不辭去貝勒醫學院教

職，並同意退出 Methodist 醫院，事情才漸告

平息。後來庫利被病人遺婦纏訟於誤診官司，

在法庭上，狄貝奇拒絕作不利被告之証詞。直

到最近，狄老的妹妹、也是他個人的秘書兼「貝

勒」發言人，還信誓旦旦地對外聲明說: r老校

長並不介意，當然他希望最好這種事件從未發

生。 」 一般人相信庫利做人工心臟所引起的風

波，使狄老有椎心之痛，而且有口難言。

技術超群，世所罕有

任何一個心臟血管外科醫生，在全國性外

科會議場所常可以遇到庫利醫生，他風度翩

翩，隨時都不吝指教。但是百聞不如一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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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拜訪 THI 參觀他的開刀，才能真正體會大

師的功夫和能力。 70 年代初期我在德州，數次

拜訪 THI ，最後一次造訪是 1983 年，是我獨立

在鳳凰城開業第七年。現在回顧，已經是二、

三十年前的事了:每次總是花上兩天，除了拜

會庫利醫生與觀摩他的外科手術外，其他時間

就是與他的同事 Dr﹒ Grady Hallman 和 Dr.

George Reul 等人共同切磋。有時還洗手加入

他們的手術團隊，一起幫忙開刀，使我獲益良

多。

我最欣賞庫利醫生嚴謹而優美的開刀風

格，其特點有三: 1) 從來不浪費時間和精力，

作無謂的手術大策動; 2) 于術操作極為經濟而

簡練，沒有一般人的小動作; 3) 對外科病仕的

著手，不但直接而且持之以恆，從不迷失。觀

摩過庫利醫生于術的人都會同意，他到底是名

副其實的世界第一。難能可貴的是:看到他陷

入困境時，他能在瞬息之間定奪，從容不迫而

繼續往前，直到化險為夷完成矯正為止。我不

免為之讚嘆!世上有幾個外科醫生的開刀，會

像庫利做得那麼完美而無懈可擊?

狄貝奇醫生的開刀真夠驚心動魄，雖然有

人偶而覺察到他的脾氣，也有雷公震動之時 。

我認為瑕不掩瑜，反使我覺得他畢竟是「人 J ' 

而非大家說的「神 」 。這樣「神人交戰」的觀察

和意會，也使我們自己在日後因為偶發的錯誤

而招致重創時，知道如何繼續支撐下去。事實

上，庫狄兩位醫生一樣給我印象深刻:他們每

日工作都超過十幾個小時，一天都有二、三十

個以上的開刀，包括開心、胸腔手術及各不同

部位的主動脈再建于術等等 o 他們技術超群，

世所罕有，而且精力充沛，從無倦容。開刀之

外，指導研究，審查文獻 ， 策劃行政，辦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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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從這些地方看來，他們都可以說是典型的

workaholic (美語:指工作第一的人)或 work

horse (美語:指不息工作者)。任重道遠，老而

彌堅。論及他們平時的舉止，我覺得庫利比較

平易近人，威而不厲，自成-格;狄貝奇則儼

如泰斗，威風所至，凜凜逼人。

結束「)令戰 J 之端倪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 J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l)的最新調查， THI 在心臟外

科領域的聲譽，從排名單上全國第一降到全國

第九。聽說從 1994 年以來， Methodist 和 St.

Luke 就蘊釀合併'但一直到去年春天 ， 83 歲

的庫利醫生和 95 歲的狄貝奇醫生才同時出現

在一個簽約的儀式中。這是四十多年來第一

次，兩人短暫握手後，迅即回到自己的桌上。

難得的鏡頭使人聯想到另一個歷史場面:當年

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Arafat)與以色列總理

拉賓(Rabin)在白宮草坪的和平簽約。雙方那種

冷冰冰的見面禮，與現在休士頓這兩位醫界大

老的表情極為相似。

庫利和狄貝奇過去在心臟血管外科領域，

把他們自己和醫院的聲譽帶到全美國領銜的位

置。儘管現在兩老還不能並坐在一起，我看他

們似乎放下了一點身段， 1旦願他們撇開個人恩

怨，收斂起各人極大的 ego 0 一旦 St. Luke 代

替 Methodist 成為「貝勒」的主要教學醫院，

醫學中心應該可以重振聲譽，恢復並且固守為

全國第一。這對休士頓居民來說是個佳音。作

為兩位大師的後輩，我們這群在德州受過心臟

血管外科訓練的醫生，當然也樂觀其成。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一些高難度的手術，若由庫利或狄貝奇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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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來主刀，就變得格外容易。對大部分心胸外

科的醫生來說，有點匪夷所思，因為我們做不

到像他們那麼順逞。不過，光是知道有這樣天

賜的英才和他們的妙手可以做到，我覺得也是

好事一樁。曾有人說: ，-一個有胸腔主動脈瘤的

病人，不管它是慢性擴大或急性破裂，如果發

生的地方是在休士頓，該病人的存活率會比發

生在美國其他任何一個城市的為高。」言下之

意，係指德州貝勒的心臟血管外科一向特別優

秀。對此說法，我從不置疑。

歷年來有無數的患者，千里迢迢從世界各

地慕名前往德州接受心胸血管手術'其中有些

人的手術在早年還可免費。即使如此，基於客

觀因素，德州的醫學中心就是再好再大，也不

可能容納天下所有的心胸病患 。因此，經過大

師們的耕耘播種，如今已有不少“Hea吋

Institute"在世界上及美國城市的大醫院裡茁壯

而生。這些特殊的醫學中心，都以病人福祉和

社會利益為前提，提供服務，並力求卓越。許

多擅長心胸血管外科的新秀，他們多少以庫利

和狄貝奇兩位醫生之榜樣為依歸，對技術之鍛

鍊，餵而不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相信其

潛能是不可被低估的。

立一“I am number one ...... A successful 

cardiovascular surgeon is the one who, 

when asked to name the three best 

surgeons in the world , would have difficulty 

naming the other two." 

註 三 Dr. Edward Dietrich 是狄老最得意之門生

(protégé) ，另一位非常自負的外科醫生。

1971 年來鳳凰城前請益於師 。狄老問: ，-鳳

凰城 ASU 有無醫學院? J 答 : ，-無 J 狄老

乃許。遂創立 Arizona Heart Institute (A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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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T 恤上皆書“Ted Terrific" ，並以划水鏡頭

出現在美國 「生活 J (U的雜誌封面 。

註三 1900年貝勒大學醫學中心(Baylor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設在 Dallas' 有醫、牙、藥、

護四院校 。 1943 年二次大戰正酌，醫學院經

濟措掘，被有錢的財團 MD Anderson 基金會

收買，搬到 Houston 0 1969 年狄老將醫學院

改制，脫離大學而獨立，但仍沿用 「員勒」

之名 。 (相傳狄老認為醫學院若受大學牽制就

難發展宏圖 。 )原來的貝勒大學醫學中心已有

上百年的歷史，同年(1943)開始，與 UT 西

南醫學院合作，成為 Dallas 重要教學醫院及

2005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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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中心 。 是以兩個 「貝勒」溯本同源 。

註四 Dr. Cooley 那天晚上吃的很可能是一塊燒烤

過的牛肩肉 。 依據常理， aneurysm 切除後，

並沒有外科標本 。 血桂及血管壁的粥狀物都

不值得送病理化驗，血管瘤最外層 「皮囊 」

通常則留置用來加強或保護 「人工血管」的

外圍。是以血管瘤的手術原則上不應該叫「切

除 」 而應該叫 「重建」 。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現任亞利桑那大學醫學

院 UA 外科解剖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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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炳炙教授三、三事

臺大醫院東址地下室一樓有一間名叫雅杏

的員工餐廳、'餐廳、內有一個專供師長用餐的小

包廂，每到中午時候醫院與醫學院師長通常都

會在這兒共緊用餐 、聊天。時值三月底的某日

中午用餐時刻，潘以宏教授無意間向方懷時教

授提及魏炳炎教授 ， 當時方教授也侃侃而談他

與魏教授的交往經過與他對魏氏兩兄弟的觀

感， 言談中有許多是以前未曾聽間的，故又再

請方教授口述，與大家分享。

方懷時教授於西元 1937 年畢業於漸江省

立醫專(前江醫科大學前身) ， 二次大戰後(1947

年)他來到台大醫學院生理學所執教 ， 1960 年

時獲得 CMB 獎學金前往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進修一年 ， 1978 年時當選第 12 屆中央研究

院院士 。 他一直在臺大醫學院服務直到 1985

年退休 ， 但退休後仍留在生理所義務幫助教務

至 1992 年 ，是位非常認真傑出且謙沖白牧的

學者。

方教授回憶起當時的他因為專攻基礎研

究， 平時與魏炳炎教授幾乎沒有接觸 。 1960 年

時他赴美進修一年，某日接獲當時還是副院長

的魏教授來信 ， 信中提及他要到歐洲考察醫院

制度，途經紐約時會停留幾天，屆時想與方教

授見面一敘 。 初時接到此信內心非常意外且歡

喜，恰巧有位台灣來的醫師(名字已忘)有間只有

偶住的房子，便想與他商借 ， 作為魏教授在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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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方懷時教授

撰稿:許文瓊醫師

約的暫時棲身之所，而那位醫師也慷慨應允 。

魏教授那時到紐約入住後 ， 有日帶了半打啤酒

到方教授的公寓拜訪，魏教授的酒量很好 ，即

使半打啤酒下肚仍然神色自若，並且興致很好，

言談滔滔不絕 。 還談起他當時在省立嘉義醫院

當院長時的往事:當時有些國大代表常仗著自

己的身分干涉醫院事務或者關說，造成許多困

擾。 他就與某些比較正派的國代建立交惰， 一

旦遇到其他國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時，就請那

些和他比較好的國代出面解釋，以化解彼此的

衝突 。這點讓方教授對魏炳炎教授處理行政事

務的能力大為激賞。

還有李鎮源院長任臺大醫學院院長時，想

要改革醫師夜間在外兼職的問題，並推行專勤

制度，以不開業獎金鼓勵臨床醫師也能多做研

究，為此召開院務會議討論 ， 剛好李院長身體

不適，拜託方教授代為主持會議。魏教授對方

教授說，他個人是贊成通過專勤制度，但是絕

不要立刻就通過，一定要經過詳細討論及溝通。

果然就如魏院長所言 ， 此項政策最後還是通

過 ， 這政策對鼓勵臨床醫師參與研究 ， 果真成

效卓著 。 例如 B 型肝炎以及烏腳病的研究等，

當時都是由臨床醫師的參與才能完成。方教授

認為專勤制度的推行，李鎮源院長與魏炳炎院

長居功厥偉 。

方教授自美回台之後，兩人仍時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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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病房看看有沒有床位，也親自到病房查看，

後來終於找到了病床，于術才得以進行。魏教

授為朋友同事之事皆盡心盡力而為。

對於魏家兩兄弟(魏火曜和魏炳炎)的感覺，

他認為魏火躍院長能幹但是個性內斂;魏炳炎

院長則善於交際會掌控場面。而魏炳炎教授的

夫人，魏許月桂女士，他的印象是氣質出眾、

高雅大方，讓人感覺到魏教授的家庭一定很幸

福美滿。 方教授還說如果魏炳炎院長不從事醫

療事業，去從事外交工作 ，一定也會是個出色

的外交官。

方教授回憶起當年當魏教授擔任臺大醫院院長

時有兩間辦公室，一間接待外賓;男一起他私

人的辦公室。因為要見院長的人很多，魏教授

的秘書會事先過濾' 以免打擾院長辦公。但方

教授隨時有事找魏院長時，只須和秘書打聲招

呼就可以自由進出了， 由此可見方教授和魏院

長的私交不錯。

方教授現今 91 歲，只比魏教授小一歲，仍

然身體健朗，對於一些往事仍然記憶猶新，在

訪談當中我感受到一位偉大學者的謙虛性格，

而對於與另一位已逝當老相交相惜近半世紀的

深厚情感，亦倍受感動，這種學者風範著實已

不多見，願能藉由此篇文章見證這段可貴的友

吉旦 。

j泉仿感言

方教授妻子的妹妹因不孕 ， 被當時某名醫

診斷茄子宮肌瘤 ， 需開刀切除子宮。方教授建

議她再去請王耀文教授診療，王教授診斷只是

constipation (便秘 ) ， 並非子宮肌瘤 ， 不需開

刀。病患感到非常困惑無所適從，只好再請魏

教授作診療 ， 魏教授也認為是 constipation '所

以就沒接受子宮切除手術。他妻子的妹妹回到

加拿大不久後就自然懷孕，並且順利生下一個

健康的小孩。魏教授不會因為前者某名醫的診

斷而影響自己專業的判斷，這讓方教授對他的

醫術及醫德非常佩服。

(方懷時教授你丹丹江省醫專 1 937 年畢業，現任母校生理

學科名譽教授;許文王童醫師你陽明大學醫學系 1 999 年

又有一次方教授的岳父因為得癌症 ， 經許

書劍教授診察後決定開刀治療，卻因沒病床已

在急診室待了 2-3 天，著急不己，只好拜託魏

院長幫忙。魏院長說 This is beyond my ability ' 
但我會盡力設法。因此魏院長每天打電話到每 辜業，現任母院婦產部;第 6 年住院醫師)

景福醫訊 94/05/16-94/06/15 已收到文章如下:

( 1 ) 1933 年台灣 ENT 的一場盛會一回林凱南 3.5 pages (94 年 J 月 20 日 收件)

( 2 )白衣人的自省與自悟一-黃碩文 4 pa g es (94 年 J 月 24 日收件)

( 3 )本土製的治陽接利器一-許耕榕 3 pa ge s (94 年 1 月 26 日收件)

( 4 )“1960 +的二 2005" - --李育氣順 10pag es (94 年 3 月 27 日收件)

( 5 )籌備台大哈佛醫學生交流之回憶一-楊照雄 3 pa g es (94 年 6 月夕 日 收件)

( 6 )我在市醫的五年一-官玫秀 1.5 pages (94 年 6 月 9 日收件)

( 7 )台大畢業生贈言一-黃崑巖 2 .5 pages (94 年 6 月 10 日收件)

( 8 ) 從 美國藥事服務看台灣藥學教育一-沈麗娟 3 pa g es (94 年 6 月 14 日 收件 .'

( 9 )醫不聊生一-楊錫欽 3 pa g es (94 年 6 月 15 El 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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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軍繼 圖書
黃國茂

由衷感激師長和 同儕們 ， 於百忙中踴躍賜稿，也謝謝 「 醫訊 」 全體同仁的協助 ， 促使本期
「 醫訊 」 能夠如期付梓 、 順利成刊。 「 醫訊 」 這塊園地 ， 需不時灌注養分，方見欣欣向榮。請
各位伸 出 愛護 、 扶持 「 醫訊 」 之手 ， 充裕稿源 ， 使其生生不息。為了補白，容我重施故技，翻

箱倒櫃 ' 才搜得的幻燈片數張 ， 翻拍附於編後，胎笑大方。謹候夏祺 ， 敬祝諸位身心愉快 !

(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72 年畢業 ， 現任母院影像醫學部神經影像科主任及景褔臀訊編輯 )

品鳴山麓，天染紅半邊，颱風說. r那不干我事 。 」 關山落日 台灣+大美景之一。 一群人佇足灑神

的確，大道無情，不干颱風底事 。 觀賞，渾然不覺「控螂捕蟬，黃雀在後」 。

振翼一剖，稍縱即逝 ，快門抓住的翅膀! 大霸尖山， 霸基風口， 父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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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夫會學校區教師聯就令

龜山島登島戶 a 遂

前進龜山島 。 龜山漁港舊跡 。

團體合照於龜山島遊客中心前 。

發

時間: 2005年6月 18日

攝影 : 郭英雄

(由蕭裕源教授領隊，有張明富 、 蔡明正、林欽塘、郭英雄 、 吳建春、黃耀輝、游偉絢、繆

希樁 、 楊永健 、 蘇慧敏、余佳慧等老師寶眷及陳香君、戴美雲小姐等參加)



省文 科學被區景物(1\+1\)

台大醫學系第 32屆署業生興師長合影

2005年6月3日於景福園 O (李五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