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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台大景福基金會
南部地區校友聯誼會

時間：2009年7月18日
地點：台南奇美醫學中心第二醫療大樓
　　　第一會議室
攝影：謝東桓、施錦慧、廖麗月、施麗貞、
　　　謝千惠

▲台大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致贈禮物

▲台大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

▲台大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致詞

▲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致詞

▲奇美醫院邱仲慶院長致歡迎詞

▲參與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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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社區失智症個案生活功能
─職能治療與科技的結合

文／毛慧芬

隨
著科技發展，近來健康照護服務積極嘗

試與科技合作，應用各種科技產品或系

統以提升個案與照護者的生活品質。本文介

紹近年來國外較著名的幾個促進社區中失智

症（dementia）個案生活功能的科技整合應用

方案，一方面可使讀者瞭解科技產品於失智

症照護的發展趨勢和成效，另一方面也能看

到職能治療專業與科技產業合作的範例。

失智症個案的日常活動表現

失智症指因腦部疾病或持續的退化而

導致記憶、思考、定向感、理解能力等認

知功能的減退，因而其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缺損，足以影響日常生活活動的執

行。以穿衣活動而言，個案可能會出現無法

選擇適當衣物、無法起始動作、穿衣順序遺

忘或錯亂、增添不必要動作、無法同時注意

二件事等困難，因此輕、中度失智症患者即

便沒有動作功能上問題，但卻需隨時的照顧

及協助；照顧者尚需面對個案躁動等各種情

緒失控及行為問題的出現，並隨時擔憂其會

走失、忘了關水龍頭、瓦斯、翻亂垃圾桶、

跌倒等意外事故的發生，可見照顧失智症個

案的負擔是非常沈重的。

失智症個案的職能治療介入目標

職能治療專業是最主要協助失智個案在

家中獨立生活的照護專業。對於上述情況，

照顧者常會過度協助失智症個案，導致其功

能退化加速，自尊心喪失，照護負擔更加沈

重，或是受不了負擔壓力而將個案送至機構

照護等負面的結果。因此，職能治療專業介

入強調發掘輕、中度失智個案仍保有的剩餘

能力，透過適當的環境安排與操弄，或刺激

提示的給予與控制等，期望達成以下目標：

1）儘可能保有個案執行日常活動的功能，

2）增進患者之自尊與從事活動的自主性，

3）透過參與活動的機制，使個案的情緒與行

為問題得以緩解，4）強化照護技巧，減輕照

護者負擔，並增進其照護品質及生活品質，

使個案得能居住於熟悉的家中。

失智症個案照護科技的發展趨勢

如何應用現有科技技術，達成上述失智

症的照護目標，成為近年研究發展及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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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主題。早期發展多為偵察器或通報系統

作為確保安全之設施，近年來則朝向整合各

式科技產品與技術，建置居家中「長期駐守

（live-in）」的照顧者，不單消極防範意外，

並積極以促進失智個案生活功能為導向。由

於此類科技介入需依據個案個別的病情、

功能狀況，及居家生活型態作設計，故不僅

涉及科技層面，尚須有照護專業居中作科技

媒合的橋樑，提供個人功能、社會支持、環

境狀況等層面資訊，使科技更能貼近使用者

需求，發揮其功效。以下即簡單介紹三個

近年具有成效實證的科技應用整合計畫—

ENABLE, ExtraCare housing, COACH，並說

明職能治療專業於其中的角色與團隊合作情

況。

1. ENABLE

ENABLE為跨國跨專業合作之五年計畫

（2000-2004），參與之五個歐洲國家—英

國、愛爾蘭、挪威、芬蘭及立陶宛，分別按

當地之政策制度及專業合作模式，協助參與

者家中獲得並安裝計畫中所發展之科技產

品，以全面探討科技產品之於失智症個案及

其照顧者的適用性。此計畫依據照顧者常見

的需求，應用的產品及其功能如表一。

計畫過程中歸納出為失智症患者設計

科技產品的原則：「不需特別學習使用」、

「為個案所熟悉」、「能被控制而非減低個

案之自主性」（如水龍頭自動關閉後，個案

可以再打開，無須等待他人解鎖）、「自動

化而減少個案與操作介面之互動需求」等，

並融入職能治療教導照顧者常採用的訓練策

略─「發現問題後先提醒、再主動協助解

決問題、最後告知個案所發生的事情及問

題」，例如於浴室水龍頭監察器系統設計

中，在偵察到水位過高時，會由系統自動關

閉活門停止供水，並於個案走出浴室之時由

語音告知所作的處理。

ENABLE計畫設計的產品在使用三個月

後，80名參與者中有很高的使用率（89%）

及使用滿意度（90%），照顧者的壓力顯著

減輕，也有近半數的參與者認為失智症個案

的獨立程度有得到改善；然而對於個案及照

顧者生活品質的提升卻未有顯著。在成本方

面，結果顯示相對於醫療支出（如住院），

科技產品算是成本不高（約€37-€1000的製作

及安裝），是值得投資的領域。

此計畫中職能治療師擔任產品設計，負

責評估個案與照顧者的需求，溝通後提供所

需輔助產品清單，並依據其生活作息與個人

習慣將產品作調整設定，且不斷將案家使用

意見提供研發單位作產品修正與改良，最後

才能使產品系統被使用者接受而獲得肯定。

2. ExtraCare housing

為英國所發展的計畫，測試的科技產品

與ENABLE大致相同（如表一），但此計畫

更進一步強調將各項科技整合，建構出能協

助提升居住者功能的智慧屋（enabling smart 

flat）。計畫中重視個別化，先進行全面的職

能治療評估，瞭解個案的需求和生活模式，

以能設置合適科技產品，並加上總通報系

統，連接瓦斯爐監察器、行動監察器及外出

監察器，由系統工作人員即時對危機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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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ENABLE與ExtraCare housing計畫中常應用到的科技產品及其功能

科技產品 功能

日曆

顯示日期及白天／晚上（呈現昏暗）時

段，減少對時間混淆，提示其作息（晚上

了該上床休息）

物品定位器

當找不到常用物品時，按下定位器上所設

定之物品鈕，物品會發出聲響而容易被找

出

照片提示電話 按下貼有照片之單一按鍵，即可播打號碼

服藥提示器 依據設定，提醒服藥時間與劑量

感應式夜燈（連接臥床感應器）
離床時可自動開啟照明，避免其跌倒，並提供照顧者警訊，

另有記錄其作息之作用

瓦斯爐監察器
當監測到超過一特定時間而無鍋子在瓦斯爐上，或沒人在旁

時，即會自動關閉

浴室水龍頭監察器（語音提示）

當監測到超過一特定時間無人在使用，即會自動關閉，並於

出浴室門或再進入時提示錯誤，另有紀錄與評估其執行情況

之功用

外出監察器（僅ExtraCare housing） 外出時，透過系統通報家人，並知道其外出的方位

行動監察器（語音提示）

（僅ExtraCare housing）
作為行為資料紀錄，並依據個別作息需求提示（睡眠時間即

會提示該上床休息、或提示廁所位置等）

圖片來源：http://www.enableproject.org/html/photo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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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處理。此外，系統也能記錄生活模式的改

變（如睡眠時間由淺睡易醒到睡眠時間增加

及變得規律）及作相應的調整（在新的睡眠

習慣中，應休息的時間仍未躺到床上或繼續

移動，可作語音提醒）。

個別化設計的成效以個案報告形式呈

現，參與者及其家屬對需求被滿足程度有很

高的評價（目標達成率為100%）：在語音

提示下個案夜間徘徊的時間減短，可正確使

用水龍頭、安全使用瓦斯爐、及順利找到洗

手間等，家屬亦表示在系統提供安全的環境

下，對個案能安全獨立居住於社區更有信

心。

3. 協助居家活動之認知輔具（Cognitive 

Orthoses for Assisting Activities in the 

Home, COACH）

COACH為協助失智個案能獨立自理居家

活動的科技產品及技術。個案在從事某一特

定活動時，如同有人在旁提供提示，系統會

通過監察及語音提示，在適當的時機提醒個

案進行下一步驟，直到能完成整個活動。職

能治療專業在此計畫中，很關鍵的工作是針

對個案執行的活動進行分析，再根據所確認

出的步驟設計個別化的提示，避免過早或不

當提示反而降低個案的自主性。

COACH系統目前開發的功能為協助個案

完成洗手活動，此活動對個案的挑戰在於連

續步驟多（共確認出五個步驟），並需要使

用工具（水龍頭、肥皂）才能完成，而對於

照顧者而言，陪伴個案到浴室或進行衛浴活

動，往往因過於私密而使他們感到壓力。在

這初步的試驗中，研究人員經評估後把攝影

機及水龍頭開關感應器安裝於洗手台上，通

過偵測個案手部的位置及用水的情形，推測

所進行的步驟，再根據個案的表現而決定是

否需要給予下一步的語音提示。

在個案測試中一位重度失智症的參與者

在COACH系統協助下進行洗手活動，於十天

介入期內，參與者能自行完成的步驟比基準

期間平均多出一個，需要照顧者提示或幫助

的次數也減少；然而，個案對語音提示的反

應度仍不夠理想，顯示提示方式仍有改善空

間。

結論

上述的計畫中，發現有不少相似之處，

也瞭解現今對於失智症科技應用的發展趨

勢：1）研發方向不單是安全監測，更多以個

案的功能獨立及安適感（也包括照顧者）作

為最終目標；2）跨領域合作，即資訊工程

或生物工程的專業負責技術層面，由健康醫

療專業與個案溝通並進行評估、以至統籌安

排介入，呈現技術發展與實務結合的概況；

3）強調研發過程中不斷瞭解使用者的需求、

生活環境及使用意見，強調需重視個別化設

計，並需將科技產品融入生活中；4）密切

評估科技產品的適用性及當中的倫理議題

（如不熟悉的科技反易造成個案的混亂；不

可將科技完全取代照顧者的關懷，以造成隔

離）。

上述科技產品作為日常活動執行步驟提

示時，最挑戰部分即為如何在適當時機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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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以及找出個案會對何種提示有反應，故需

仰賴職能治療專業專長的活動分析與情境分

析的概念，瞭解個案執行特定活動的步驟，並

能充分掌握其生活作息，及對刺激提示的反應

等，作個別化設計，才是產品成功應用的關

鍵。因此，職能治療專業在此類計畫中扮演

催化劑的角色，將個案與照顧者的個別化需

求，嘗試與科技技術結合而迸出令人欣喜的火

花—提升失智個案生活自主性與減輕照顧者

的負擔。雖然上述計畫的研究層級和嚴謹性仍

有待努力，然而科技產品／系統的使用，在跨

專業團隊合作模式中，對失智症個案日常生活

功能提升的貢獻是可期待的。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88年

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乙名

聘　　期 99年2月1日起

工作內容 1. 開授研究所及大學部毒理學課程。

 2. 從事毒理學專業領域研究。

 3. 協助行政服務工作。

資　　格 1. 具毒理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具博士後研究經驗。

 3. 具獨立研究能力、教學與服務熱誠。

 4. 研究教學領域與毒理所現有教師專長領域互補者優先。

申請資料 1. 中或英文詳細個人學、經歷及自傳。

 2. 畢業證書影本。

 3. 歷年論文著作發表記錄。

 4. 過去教學及研究成就大綱。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構想。

 6. 三封副教授以上推薦函及推薦人姓名、聯絡方式。

 7. 其他有助瞭解應徵者之資料亦歡迎提供。

截止日期 98年8月31日下班前送達。

聯絡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號5樓

聯絡電話 886-2-2312-3456轉88605，劉興華教授兼所長

E-mail shinghwaliu@ntu.edu.tw

傳　　真 886-2-234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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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微創手術之進展

文／李柏居

前言

台大醫院一般外科部執當代台灣外科

之牛耳已是有目共睹。從傳統剖腹之各式手

術、連體嬰之分割，至各種器官移植之發

展，一直是全國外科之翹楚。然而，本著台

大人之精神，當今的台大一般外科，從不自

滿於過去前輩師長的成就，仍然努力不懈的

持續進步，矢志做為開創時代之先驅。

當代外科手術之新趨勢─微創手術

微創手術是當代外科手術的新趨向。外

科醫生只需通過數個小傷口，便能把內視鏡

及各種精密的操作儀器放入體內進行手術，

從而替代傳統需要偌大傷口才能完成之手

術。更重要的是，兩者所達成的手術成果是

相同的，並不會因較小的傷口而影響手術的

廓清程度或預後。由於微創手術應用的器械

相當精細，因此能減少因手術所導致的創傷

及出血量，使病人在術後能較快地康復及較

早出院，微小的傷口也可獲得較為美觀的疤

痕，傷口的痛楚及感染的機會也因此而大大

減少。

充氣式腹腔鏡微創手術

在一般外科方面，最常見的微創手術

就是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台大一般外科在80

年代末期引進充氣式腹腔鏡手術至今已將近

二十年，其間重大的腹腔鏡手術成就不勝枚

舉。所謂充氣式腹腔鏡是在患者腹腔內充填

入二氧化碳，製造氣腹的環境，以利手術的

操作，接著手術者再藉由腹腔鏡攝影系統，

面對著螢幕進行手術。由於患者的身上僅有

少數的微小傷口，因此無論是傷口的疼痛，

恢復所需的時間等等，皆有長足的進步。然

而，腹腔鏡手術的應用也有它的侷限性，高

齡患者、心肺功能不佳、病情嚴重度太高的

患者，並不適合接受這樣的手術方式。

無充氣式腹腔鏡微創手術

傳統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在手術過程

中，必須於患者腹腔內充入二氧化碳以提供

手術中之操作空間；然而，二氧化碳充填造

成的腹內壓力增加，卻可能因而產生併發

症，包括心血管壓力的增加，肺部呼吸系統

阻力的增加，靜脈回流阻力增加等等，對於

高齡患者及兒童並不適合。甚者，由於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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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手術，術中的影像是經由腹腔鏡攝影

系統連接至螢幕上，因此手術操作時，經由

螢幕顯示之畫面，會由實際上的三維空間降

階成二維空間，對於初入門者之學習及緊急

事件之應變，皆會造成相當的影響。

台大醫院一般外科團隊，在主任林明燦

教授的指導下，已成功建置了「無充氣式腹

腔鏡手術」。這項手術結合了腹腔鏡傷口微

小的優點，亦減少腹腔鏡氣腹充氣時可能帶

來的併發症。手術的方法是將患者的腹部以

迷你傷口（大約二至三指幅長度）劃開，接

著再以精心設計之器械（圖一、圖二）將患

者腹部提高，形成了一種模擬傳統充氣式腹

腔鏡的手術操作環境。手術操作時，術者可

以經由迷你剖腹傷口以眼直視手術器官，亦

可經由腹腔鏡攝影系統之協助，在內視鏡螢

幕下執行手術，彌補了傳統腹腔鏡二維空間

視野的限制（圖三、圖四）。這套嶄新的無

充氣式腹腔鏡器械，業已獲得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之專利證書，為獨步全球之創新發明。

此外，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由於不需使

用氣體充填至患者腹腔，自然可以大幅度地

減少傳統充氣式腹腔鏡造成腹內壓力增加所

圖一：無充氣式腹腔鏡開腹器支撐結構。

圖二：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實景。

圖三：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實景。

圖四：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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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之併發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充氣

式腹腔鏡手術由於不需使用二氧化碳，在環

保方面，亦為綠色地球貢獻了一份努力。有

關傳統剖腹手術，傳統腹腔鏡手術，無充氣

式腹腔鏡手術之比較，請見表一及圖五、圖

六。

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可以應用於幾乎

所有的腹腔內器官手術，包括胃切除手術，

大腸切除手術，脾臟切除手術，膽囊切除手

術，總膽管切開取石術，小腸繞道手術…等

等，甚至是高難度高風險之肝臟切除手術

（圖七、圖八）。台大醫院一般外科團隊利

表一：傳統腹腔鏡手術，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之比較

傳統剖腹手術 傳統腹腔鏡手術 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

手術時間 短 長 適中 
失血量 多 適中 少

止痛劑用量 多 少 少

術後恢復時間 長 短 短

腫瘤治療效果 佳 佳 佳

心血管影響 輕微 嚴重 輕微

學習難易度 容易 困難 適中

手術觸感 最佳 無 適中

環保（二氧化碳使用） 優 劣 優

圖五：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之微小傷口。 圖六：傳統手術剖腹巨大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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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已完成三百餘例之胃

部切除手術及其他數百例之各種腸胃道手

術。這些為數眾多的臨床資料，經過整理，

亦已發表多篇國際學術期刊及應邀演講於國

際醫學會議。

單孔腹腔鏡微創手術

本院腹腔鏡團隊，憑藉著無充氣式腹

腔鏡手術之基礎概念，在今年年初，連續完

成了領先全國之單孔微創腹腔鏡膽囊切除手

術，進一步將腹腔鏡手術推臻至另一崇高境

界（圖九）。將傳統三至四個微小的傷口，

減少成肚臍下唯一、長度大約一點五公分的

傷口（圖十、圖十一、圖十二），患者的疼

痛程度更因此大幅改善。

因人制宜

現今的醫療行為，必須考量患者的身

體、心靈、社會，量身打造對患者最好的治

療方式。即便當代腹腔鏡手術方興未艾，日

新月異，台大一般外科在傳統手術方法之傳

承教導也從未鬆懈；甚者，由於台大一般外

科醫師之基礎傳統手術之訓練紮實，在腹腔

鏡手術之發展，更能如虎添翼般茁壯。患者

前往本院就醫，具備十八般武藝的醫師會依

據患者的狀況，從傳統剖腹、腹腔鏡輔助下

之剖腹、全充氣式腹腔鏡、無充氣式腹腔鏡

及至單孔腹腔鏡手術，選擇最適合患者的手

術方式，因而造就患者的最大福利。

圖七：無充氣式腹腔鏡切肝手術，左肝動脈

控制。

圖八：無充氣式腹腔鏡切肝手術。

圖九：單孔微創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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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台大經驗之無充氣式腹腔鏡手術，業已

成為領先全國之重大外科成就。展望未來，

各式微創手術必當精益求精。許多複雜之功

能性手術，例如胃隔間或胃腸吻合繞道手術

以減輕體重，治療直腸脫垂之直腸固定術，

業已成為常規例行之手術。此外，秉持著台

大人追求卓越之精神，高階內視鏡手術發展

之計畫已著手實施，期望能在最短時間之內

達成國際一流醫學中心之目標。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2004年畢業，

現為母院雲林分院一般外科主任）

圖十二：切除之膽囊及膽結石。

圖十、十一： 單孔微創腹腔鏡膽囊切除術之迷你傷

口。

↑圖十一

←圖十

　　為配合景福醫訊全面改版，增加更豐富，生動之內容，並擴大校友參

與；故更改本刊投稿注意事項如下，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術性、生活

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2000~5000字，請盡量附彩色照片一至三張。

2.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3.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68@ms78.hinet.net。
4.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議將會建議文章字數或內容及做小幅度修改，並徵

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5.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

景福醫訊　敬上

投 稿 簡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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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Note at 50 Years 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文／張維濂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n 1950s, 

pathology was not my favorite subject. 

As I learned clinical medicine, I realized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mechanisms of the diseases for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fter graduation in 

1958, I strived to advance my knowledge in cell 

biology, histology and pathology, and engaged 

in basic research, teaching and clinical practice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th use of a mouse 

model, I had clarified various epithelial cell 

types and their renewal behavior in the colon 

with electronmicroscopy and radioautography as 

tools. In doing so, I demonstrated that vacuolated 

(secretory) cells transformed to columnar 

(absorptive) cells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in  the  upper  par t  of  crypt  in  the  mouse 

descending colon. I administered carcinogen 

to mice, and identified histopathologically a 

putative “stem cell niche” in colonic crypt and 

demonstrated how the “altered stem cells” from 

the niche proliferated and replaced colonic 

crypt stepwise to form precancerous lesion, 

which progressed to cancer with time. Thus 

I have established a morphological basis of 

multistep colonic carcinogenesis. Subsequently 

the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 studies by 

various investigators have further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olon cancer, but many unsolved 

problems still exist. No matter how much we have 

done, many of our individual findings including 

mine are more or less like “picking up a shell in a 

beach in front of huge ocean”. Yet research efforts 

by numerous investigators have collectively and 

cumulatively contributed to shape up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l sciences.

In the last 50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significant progresses made in every branch of 

medical sciences with aids of advancing computer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nd nano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in molecular biology including 

s tudies  of  var ious  species  of  RN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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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omics, genetics/genome studies, stem cell 

investigation, analysis of cell signal pathways, 

development of animal models mimicking human 

diseases, and novel methods of discovering new 

drugs, among others. Notable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immunology, infectious diseases, 

oncology and neuroscience among others. Recent 

use of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and its relatives 

for living imaging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to 

track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genes and other 

molecules inside cells simultaneously, and has 

revolutionized medical research.

Medicine is a fascinating, but diverse and 

complex field. Medical graduates can specialize 

in any medical branch of their choice. No matter 

what one tries to practice clinical medicine, to 

devote in basic or clinical research, to manage 

laboratory, to administer hospital, or to engage 

in public health to set up healthcare policies, 

one may encounter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problems. My advice to medical graduates is 

to persevere, to keep learning, elaborating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properly, and to seek the 

best available solution(s). Meanwhile one should 

be open-minded and keep searching himself/

herself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n alternate better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As “life is short and 

art is long’, I have to remind medical graduates 

that learning is our lifelong process in this world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mulative efforts by every medical graduat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for our alma mater.

It occurs to me that our life is like a part 

of relay in this evolving world. We inherit 

from our previous generation a baton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We run our life course to 

advance further our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Then 

we hand the baton to our next generation, hoping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continue the due 

course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welfare of the 

human society.

William W. L. Chang, M.D., Ph.D.

(Class of 1958)

Professor Emeritus of Pathology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8年畢業，現任美國西

維吉尼亞州大學病理學名譽教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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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乙未，老虎，
正露丸，維他命B與D

文／蔡克嵩

台
大醫學院的前身其實是兩個醫學院校。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不久，很快設

立土人醫學講習所，1899年改稱總督府醫學

校，1927年再改稱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醫

專），此校以赤十字醫院為實習醫院，大致是

在現今的二號館為校舍及門診，而目前東址大

樓群近中山南路部分為病房原址。1935年台北

帝大改制，又有新增設的台北帝大醫學部（學

部即現在的學院）。雖然1936年台北帝大將原

為總督府所轄之台北醫專併入，稱為台北帝大

附屬醫學專門部，仍簡稱為台北醫專，但兩個

醫學教育機構有各自部長及教授群。因醫專的

入學資格較低，五年中學畢業即可報考，不似

報考醫學部，需要中學畢業後加上三年的高等

學校（台灣只有一所，即現在的師大）學歷。

所以一般而言，醫學部的各種規格較醫專為

高，這兩個學院一直到光復後才合併成台大醫

學院，都算是本院的前身，兩院的院長、校長

也都是德學兼修，受人景仰的學者與教育家。

近日我們醫學院的二號館（即擬議中的醫學人

文博物館）將佈置一間展示室，陳列兩位日據

末期兩學院院長的文物與墨寶。這兩位院長，

一位是軍醫出身，長期擔任台北醫專院長的堀

內次雄先生，一位是在日據末期擔任兩任醫學

部部長，光復後仍留任解剖學科教授，1947年

才返日的森於菟先生。近日台灣有1895乙未的

電影上映，片中日方的軍醫，本片中第一人稱

的主角，即是森林太郎（森鷗外）醫師，也是

森於菟教授的尊翁。

森於菟教授的名諱很特別。「於菟」據

辭源解，是虎的別稱，左傳宣公四年：楚人謂

虎「於菟」。元朝詩人迺賢有詩「答祿將軍射

虎行」，「白額於菟距當道，城邊落日無人

過」。現今到廟裡抽籤，籤文也有「投身巖下

飼於菟」這樣的文字，鼓勵人們放下身段，不

要執著。森教授有一位公子名樊須，樊須是孔

子七十二個賢弟子之一。子孫的名字選用如此

古典的中文名字，是怎麼一回事呢？似乎與森

教授的尊翁森鷗外醫師很有關。原來於菟的日

文發音是與德文名字Otto是相同的，而樊須則

與Hans相同，這些名字一方面固然和日本明

治後期一直到昭和早期選用洋名的風尚有關，

例如安倍（Abe）家的女兒，很常見取名為

瑪琍亞，一齊唸，就像Ave Maria（萬福瑪琍

亞），但選用樊須、於菟這麼文雅的德國音，

中文典故，就不是很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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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菟教授長期於台灣醫學教育界貢獻，

教育許多醫界英才，也有很多醫界以外的景仰

者與友人。校友前輩徐傍興教授，曾任光復後

外科主任，就以於菟命名他的一位公子，這

位徐醫師之後畢業於高醫。另一位校友（名

字不詳）也以於菟為他的公子命名。這些事

蹟明白顯示學生們對森於菟教授的愛戴。森教

授有一位公子名森真章，畢業於台大醫學部第

五屆，與王耀文、陳五福、王老得等先輩、老

師同屆。於菟、樊須、真章這些中文名字，我

想都和森教授的家學淵源有關，剛好1895乙未

的電影又正在上映，文首已提，片中那位溫文

儒雅，時時自省的軍醫官，就是森教授的尊翁

森林太郎（森鷗外），我不免在此攀緣附會一

下。

森教授的尊翁森林太郎醫師（ 1862- 

1922），出身日本津和野藩主的御醫世家，據

說，他五歲就開始學習漢文，終身有許多漢詩

作品，十歲習德文，十四歲進醫學校，十九歲

就畢業，其後有一段時間留學德國習醫，專長

為細菌學與衛生學。1895年，他已是32歲的高

級軍醫官，隨著前來接收台灣的樺山資紀總督

（台大醫學院附近的華山車站、華山藝文區就

是以他命名的），與日軍的首長，近衛師團的

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到台灣來。電影中的

森鷗外，本名應該是森林太郎，因為鷗外是筆

名，只因日軍本部有令，不准軍官以本名發表

文藝作品，森醫師遂以文豪森鷗外傳世。1895

乙未影片中，森軍醫表現出來的人文與人道氣

質，恰如其文豪的身分。他與能久親王的私人

情誼應是很好，除了駐台日師團的長官與醫官

長的公事主從關係之外，因為兩人是在同一時

期留學德國，兩人同時分別與二位德國仕女有

深刻的情緣，論及婚嫁，而後因外界壓力，不

得不放棄。另外，兩位在台灣的時間都不長，

能久親王在1895年秋季死於台灣，森醫官則只

在台灣一季就回日本。森軍醫的醫師生涯，雖

曾位居權貴，除了參與當年日清（甲午）、日

俄兩次重要戰役，擔任軍醫長之外，後來更升

任陸軍團醫務局長，但因處理陸軍中盛行的腳

氣病（beriberi）未成，而留下終身的陰影。

Beri是斯里蘭卡語，意思是我不行了，重

複一次，表示我很不行了。1860年左右，日本

及亞洲某些地區，因引進的機械動力碾米機可

大量製造出精米，這些精米去了胚芽及米糠，

口感及味道很好，但是不再含有維他命B1。人

們大量食用精米，在民間及平時還好，但在日

本陸軍等團體中，因為供膳統一以梅漬及白米

為主食，其他成分很少，長期下來，特別在戰

時，得到腳氣病的比例很高。

腳氣病患者不只是有如字面上的腳氣（腳

水腫）即所謂的wet beriberi，還有許多的周

邊神經症候，影響平衡及行動（所謂的dry 

beriberi）。並且因神經性的血管鬆弛，有所

謂的高輸出量心臟衰竭，甚至致死。日軍在

甲午戰爭（1894年）及乙未事件（即1895年征

台），及後來的日俄戰爭（1904年），因腳氣

病死亡的軍人，人數極多，遠多於因戰爭創傷

而死的數目。這樣的高戰場死亡率，只見於

陸軍人口，日本海軍的醫官包括早期的高木

兼寬醫師因為留學英國，觀察到腳氣病可能

是因某種營養素缺乏而致病，很早（1884年）

就推行「和洋混食」的供膳方式，所以得到

腳氣病者很少，反觀當時的日本陸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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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其事的森林太郎醫官認定腳氣病是某種細菌

感染引起的，與和食無關，就失去了改善的機

會。因為很相信細菌感染而希望用殺菌劑預

防，在日俄戰爭開打前（1904年），森軍醫長

大力推動creosote藥丸，希望可經口服此藥丸

殺菌。這種藥丸就是台語「臭藥丸」，它的原

名是「征露丸」，標誌是一把軍號；表示要吹

著軍號，服下藥丸不生腳氣病，去征服露西亞

（俄國）。可惜這事只發生一半，日本在日俄

戰爭中打敗了俄國沒錯，但因腳氣病死亡的陸

軍軍人卻仍是大大超過了戰死的人數。不久以

後，森醫官辭去軍職，轉任日本的國家圖書

館館長。1897年艾克曼（Christiaan Eijkman）

證明米糠粹取物可治療雞的腳氣病，1898年

Fredrick Hopkins提出某種營養成分（accessary 

factor）可能是不發病的因素，1910年日人鈴

木梅太郎、1911年Casmir Funk分別成功萃取

出維他命B1，1922年慶應大學大森憲太以萃取

的B1在人體治療腳氣病成功，這一年森鷗外先

生過世。1929年Eijkman與Hopkins一起得到諾

貝爾醫學獎。腳氣病的流行大致因此解決，應

不再需要征露丸，但征露丸因為整治腸蠕動很

有效果，至今仍廣為一般人使用，只是因顧及

國際禮儀，在二戰後改名為正露丸，說來也算

改得很好，因為就像「惡露」這個醫學臨床所

見，「露」也代表一種疾病徵象。因戰時腳氣

病的防治方向錯誤，森林太郎醫官晚年心情並

不是很好，他的一首晚年的詩寫到：「中夜兀

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

知」。我不夠資格臧否這位醫學前輩，只感慨

有時政策錯誤，不只比貪污可怕，還可以造成

大量傷亡。所謂「征露丸殺人事件」，固然是

事後諸葛，但也說明許多時候，一個管理人是

必須對歷史負責的。在另一方面看，森鷗外在

文學上的造詣，與夏目漱石一起被譽為明治時

代的二大文豪，不論是最能傳世的小說，或是

詩歌、文學評論、文學翻譯等，都得到極大的

肯定。一個人畢竟是無法樣樣精通的，醫學以

及公衛行政上的失落感，或許在文學的成就上

挽救回來了，森鷗外的文學作品能感動與觸

動人心，例如記錄乙未事件的詩集「俎征日

記」，就有很多地方表現出來。

在台大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我有機

會於1981-1983在梅約診所學習骨代謝疾病。

那時候日本及台灣醫界所用骨質疏鬆藥物以所

謂D3為主，這裡的D3不是vitamin D3，而是已

有1α-hydroxylation的alfa-calcidol。而歐洲、

美國這邊則以雌激素為主，地球兩邊大大不

▲1904年攝於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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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約15年前，日本醫界也流行用維他命K治

療骨鬆症，這兩種治療骨鬆的維他命類藥物都

缺乏level-one evidence，不能確實證明減少骨

折機率之能力，但在日本照舊流行迄今。我想

這種習慣，與三十年前亞洲包括日台醫師的

處方常常有一項維他命B complex或維他命BC

是有傳承上的聯繫的，或許一百年前流行的

beriberi，讓日本、台灣的醫師們深深警惕到

了。家父蔡錫均醫師畢業於台北醫專，畢業後

在台大醫院的第三內科，澤田教授門下學習，

二次大戰中，與教授赴九州大學修習，同時期

還有陳耀昌教授的尊翁陳永芳醫師及榮總蔡世

澤、蔡世滋、蔡世峰三兄弟的尊翁蔡翼謀醫師

在九州大學的內科進修，家父的博士論文仍與

維他命B1有關，大概是證明人體也可合成極少

量的維他命B1，可見在二戰結束前，維他命B1

仍是醫學上的顯學。從1895乙未這部電影以森

於菟老校長的尊翁森林太郎，大文豪森鷗外為

第一人稱主角說起，他的人文以及防治腳氣病

上的失誤及征露丸及家父修習維他命B1的代

謝及日本人仍愛用維他命D、維他命K，這些

台日醫界的故事，聊起來不禁讓人有五味雜陳

的感受。

劇照的部分取材自青睞電影公司官方網站

森鷗外照片取材自威基百科等

津和野照片攝於2003年02月27日by jin.ishin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院

附設醫院副院長）

▲電影《一八九五乙未》劇照。

▲森歐外舊宅。

1. 賀！母校母院院長楊泮池團隊揭開抑癌基因新機制並獲得國際頂尖學術期

刊《自然─細胞生物學》（Nature Cell Biology）出刊發表。

2. 賀！母校母院附設醫院內科張上淳教授、精神科胡海國教授榮獲98年本校

教師傑出社會服務獎。

3. 賀！本刊副總編輯方偉宏教授榮獲母校2009年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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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馬拉松行

文／蘇祐達

2006年因兒女適逢大考年（一高中、一大

學），為了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無計畫

參加海外馬拉松賽，但也跑了幾個國內馬拉

松比賽，如陽明山花季半馬拉松、景美河濱

公園假日馬拉松、土城高灘地馬拉松、小琉

球超級馬拉松50 km、日月潭馬拉松、澎湖馬

拉松等。日本是個很重視體育運動的國家，

長跑風氣非常盛行，每年新年的箱根馬拉松

接力賽是日本的傳統與焦點，各地有大大小

小的馬拉松活動。2005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

太郎訪問紐約市，見識紐約馬拉松比賽的盛

況及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台幣40億），即

著手規劃東京第一次全民可參加的城市馬拉

松，2006年中開始報名，訂於2007年2月18日

比賽。往年因時間因素及個人興趣皆自己報

名籌劃行程，這一次台灣有同好組團前往，

則省事多了，個人報名全程馬拉松並說服太

太和剛升高一的小兒子報名參加10公里競

賽。這是目前日本及亞洲最大規模的盛會，

報名人數七萬多，經過抽籤後的實際參與全

馬跑者25,000人，10公里者5,000人。台灣共

有62人參賽，有47名參加全程馬拉松比賽，

另有15名則參加十公里賽程。本次的東京馬

拉松比賽剛好是在我國的春節大年初一，春

節假期出國的旅客多如過江之鯽，2007年2月

16日我們來自全省各地的跑友相聚在中正機

場，搭機順利飛抵東京成田機場，在稍事安

頓好後，集體到東京體育館報到，領取參賽

號碼牌、晶片及紀念品，現場雖然參賽人數

眾多，但日本人做事積極、熱忱，有效率，

忙中有序，謙恭有禮。2月17日除夕夜，大

夥聚餐互祝明天的比賽順利，這是此生首次

在異鄉與一群同好一起過年。回旅館後，大

家在運動服釘上號碼牌，號碼牌下方別上領

隊為大家準備的小國旗和台灣TAIWAN等字

的布條，運動之餘能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增

加能見度，倍覺興奮。2007年2月18日清晨

的東京巿氣溫極低，攝氏5度，大雨不斷，

加上陣陣西伯利亞吹來的北風，酷寒無比。

我們搭乘捷運順利抵達新宿車站，來自各地

的參賽選手非常眾多。找到一個小角落，整

裝、擦凡士林、戴手套、戴帽子、穿雨衣…

一切準備妥當，大夥集體拍照留念，並互道

珍重。大會依據每個人過去的馬拉松成績依

快慢分配起跑區域，傾盆大雨中終於找到屬

於自己的區塊。大會司令台巿長石原慎太郎

及相關官員、貴賓的致歡迎詞，博得全場的

掌聲，雖然聽不懂內容，但也感受到其熱

忱。上午九點整起跑的槍聲響起，搭配著彩

色紙花、乾冰及振奮人心的交響樂和夾道民

眾的加油聲，開始了第一屆亞洲最大規模的

東京國際馬拉松盛會（圖一）。活動路線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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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廳開始，經過新宿、皇宮、二重橋、

東京鐵塔、日比谷公園，在品川迴轉，前進

銀座、東京車站，至上野、淺草雷門再迴

轉，往築地、台場，終點在東京有明國際展

示場（Tokyo Big Sight），這是東京訪客必

到的、精華的觀光路線，平日皆是車水馬

龍，這些精華地點周邊實施大規模的交通管

制，除了地鐵正常運行之外，其他車輛包括

巴士都要繞道而行。加油民眾擠滿道路兩

旁，吶喊聲、加油聲此起彼落（圖二），當

地的藝技團體、歌舞團體打扮得繽紛美麗，

載歌載舞為跑者加油，震耳欲聾的鬼鼓陣響

徹雲霄。更見日本小朋友們冒著寒風大雨，

聲嘶力竭地加油吶喊，其熱忱令人感動和欽

佩；想到我們的台北馬拉松，即使是天氣晴

朗，加油民眾也不多，遇到的反而是汽機車

的喇叭聲、咒罵聲，令人汗顏。如此享受流

汗的感覺，寒風細雨中，經過漫長水花四濺

的柏油路，遠看到台場摩天輪，踏上彩虹大

橋，此時已全身溼透，身心疲憊，行經有明

展示場外圍後通過終點，以5小時39分成績完

成東京馬拉松比賽，是個人第21場馬拉松賽

（圖三）。大會除了終點攝影外，在沿途也

設置了幾個攝影點，收錄跑者的英姿。由這

次東京馬拉松賽的過程，見識到日本人做事

嚴謹，腳踏實地，有效率，慢跑風氣非常盛

行，不過最大的收穫是讓小兒子了解外面的

體育世界，體力就是國力，日本及西方國家

國力強盛其來有自，同團的馬拉松團員個個

身體健壯，而且來自各行各業皆事業有成，

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不是他們的寫照，反而有

健康的身體始能衝刺事業，享受人生。大家

對他勉勵有加，萬分鼓勵，在此氛圍下體會

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這次是兒子首次完成

圖一：東京馬拉松起點─東京新宿都廳。 圖二：作者於東京街頭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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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里慢跑比賽，回國後有固定運動習慣，

桌球、網球、游泳等皆有涉獵，也完成2006

年台南古都馬拉松10公里比賽及2006年台南

曾文溪黑面琵鷺杯11公里路跑比賽，希望日後

能跑出興趣，跑出健康。

往年馬拉松比賽一年只參加三、四場，

2007年起身體漸適應比賽的韻律，復原甚

快，約每個月參加一次，足跡踏遍台灣各

地，欣賞高山之美，領悟各地風土人情，如

台北金山馬拉松、台南古都馬拉松、高雄縣

中寮山超級馬拉松50 km、梨山馬拉松、合歡

山高山馬拉松、泰雅森林馬拉松、太魯閣馬

拉松、風城馬拉松、曾文水庫馬拉松、台北

馬拉松、高雄西子灣馬拉松等。說也奇怪，

比賽一多，速度竟然漸快起來，完跑時間由

最初的5小時36分進步到4小時25分，也是始

料未及。日本體育記者票選其國內最優質的

馬拉松比賽是長野馬拉松賽，多年前即已聽

聞此事，但其完跑時間限定在5小時內，一直

不敢嘗試，現已穩定進步到4個多小時，遂

開始心動起來。1998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於日本長野縣舉行，之後為了將奧運會留下

的感動永久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也為了發

展地方運動及文化，同時擴大推廣奧林匹克

運動精神，於是1999年起規劃出一條可以讓

國內外一流選手與當地市民跑者一同跑步的

路線，用以廣邀各界跑步好手，藉由參與馬

拉松賽事的同時，將馬拉松競賽普及化。路

線規劃以沿著1998年冬季奧運的運動場館做

設計，因此從起跑點至終點為止，將會經過4

座運動場館，另外經過長野市內最有名的“ 

善光寺”，沿途還可遠眺最著名的日本阿爾

卑斯山脈，立山黑部，一邊跑步一邊飽覽長

野的好山好水，美麗風景盡收眼底。台灣某

慢跑社團前會長常年在日本富山縣、長野縣

經商，參加此項比賽多次，深感比賽舉辦非

常成功，2007年中在大會開放讓參賽者報名

2008年比賽之前，先向大會聯絡並爭取讓台

灣跑者團體報名的方便，2007年10月初日本

國內開始報名，7,000個名額5天內即額滿，網

路上報名的時間雖然已經因額滿而截止，但

對於台灣團體報名，不但沒有名額限制的規

定，而且將報名日期延長，對於台灣團體，

大會特別安排巴士，來回接送東京與長野間

的往返。此消息一傳開，台灣跑者踴躍報

名，共有88人參加全程馬拉松，連同家屬共

110人，是個龐大的馬拉松團（圖四）。長野

縣位於本州中部，中央高地上，縣內因許多

海拔高於兩千公尺的高山，所以長野縣也有

「日本的屋脊」之稱，是日本少有的內陸縣

份之一，農業為主，由於自然生態環境的豐

富，以及地域醫療的發達，長野縣也是日本

最長壽的一個縣市。第十屆長野馬拉松賽於

2008年4月20日早上8:35在長野市東和田的長

圖三：東京馬拉松終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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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運動公園起跑，攝氏14度，氣候涼爽，是

跑步的好天氣。來自日本國內外的選手，包

含男子6,204人和女子1,240人共有7,444位，跑

者邊跑邊欣賞長野冬季奧運會場和沿途千曲

川和信濃溪畔美麗櫻花、桃花風景，一路日

本鄉村田園景色美不勝收（圖五）。若東京

馬拉松是大家閨秀，富華麗風采，那長野馬

拉松則是小家碧玉，婉約樸實。東京有民眾

的熱情吶喊，但長野美在含蓄，路旁的民眾

有和善的笑臉，有鼓勵的眼神，卻少聲嘶力

竭的呼喊，尤其在鄉間時，但是一樣能讓跑

者感受到支持及熱情（圖六）。終點設在長

野市的篠之井長野運動場，42公里處正好是

該運動場的入口，此後的195公尺，地上舖設

又厚又軟的綠色跑道直到終點線（圖七），

令人印象深刻。以4小時25分05秒完成比賽，

是個人第35場馬拉松賽。台灣跑者大部分以

良好的成績完跑，這是一場讓人振奮的馬拉

松賽會，一場讓人目不暇給的櫻花秀，立山

黑部的白雪勝景，參賽馬拉松結合旅遊所表

現出來的活力與樂趣令人難忘。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執業於

台南市永川醫院）

圖四：日本長野馬拉松台灣團。 圖五：長野縣千曲川河畔。

圖六：長野縣鄉間。

圖七：長野馬拉松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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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舊曆新年假日

照常行醫時的意外體驗

文／韓良誠

今
年的舊曆年假期間，我還是一如往年，

照平日看診，這是我當基層醫師46年來

沒有改變過的行醫態度。記得當醫學生時，

老師就教過我們「疾病無假日」的觀念。多

年以來我也深深體會到，這是不可改變的生

物界現象，同時也是社會的需要。既然如

此，我也就常常向那些對我在新年照常行

醫，抱著好奇或懷疑的病人說：「如果過新

年民眾就會不生病，醫師在新年也可以全面

放假，那政府為何不把整年都訂為新年，以

保民眾健康？這將是功德一件啊！」這當然

是玩笑話，但我心理明白，醫師也是常人，

需要休新年假，但是每當你看到那些在新年

假日，抱病到處找醫院，而公立大醫院又是

人滿為患，最後輾轉找到我診所的病人時，

病人那副「安心的表情」，以及我自己看出

這的確是「社會實際的需要」時，我就再次

確信，老師的話是對的。像今年的除夕夜，

單是從下午七時到十時為止，為了讓平日辛

苦工作的醫師同仁，回家吃年夜飯，我自己

一個人，就診治了將近20名發燒的急診病

人。

人生是一連串經驗的累積，行醫經驗尤

其如此。雖然行醫多年，不要說是新年，光

是平日，過去我也沒有經驗過，在同一個早

上，發生兩件讓我再次體驗到別的行業無法

體驗的，人與人之間珍貴、溫馨又發人深省

的醫病關係。於是在初四晚上十時以後，我

拿起筆，寫了兩封如下的信，一封是送去交

給病人，另一封則送去交給了另外病人的家

屬。

信件一

蔡○女士平安：

你在兩天前，因為持續一個多禮拜的

發燒，不停的咳嗽和呼吸不順暢，在舊曆初

二前來看病。我聽完你的病史，並做完詳細

的理學檢查之後，我幾乎不用做其他檢查，

就可以診斷你得了「急性支氣管炎」且即將

轉為肺炎。因此我本想勸你最好留下來住院

觀察、治療，只是你說令堂也因病在他院住

院，無法兼顧，因此我只好開了四天的藥，

打完針，同意你回家。想不到今晨大清早你

竟來退還藥，並附一封信，信中誠懇地談

起，為的是家中沒有足夠的錢可以付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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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藥，抵不足的藥價，而不敢把藥服用

完。今早我看到你的信之後很難過，因此立

刻請檢驗師把藥再送到你的住處，為的是希

望治療不至於中斷，並交代他對你說：「如

果有困難，我可以免費治療，或者至少也要

到有健保又可以住院的醫院繼續治療，以免

耽誤病情。」公寓的守衛，不知有沒有傳達

我的話？不知你現況如何？甚念！

順祝

平安、健康！

韓良誠　二○○九年一月二九日

信件二

汪先生平安：

今晨在診間，你情不自禁地擁抱我，

並且非常傷心地哭了起來，當時我自忖，也

在我心深處，自己認為，此刻我比誰都了解

你這位孝子心中失去慈母的痛苦，也知道你

是前來表示謝意的，因此我也用力抱著你，

久久沒有鬆手。其實，稍早你的妹妹○華小

姐已來電告訴我，令堂已在今晨，安詳地在

自己的家，在眾多親人的不捨之下離開了你

們……。

其實自從四年多前，有緣診治令堂開

始，我就知道你們兄妹過去一再的，帶著母

親南北就醫，也多次進出市醫以及成大醫

院，為的是治療她的慢性病、高血壓和糖尿

病，以及處理因而引發的一連串併發症，包

括心臟血管支架的置放、尿路的反覆感染、

難忍的神經痛、行動的不便、智力、視力、

聽力的漸漸退化，以及最近的洗腎……。

每當我體會到你們兄妹多年以來，始終

如一、夜以繼日、無怨無悔地服侍帶有多重

慢性病，並且已將近九十歲的老母親，以一

片孝心地，想給她儘可能的最好的醫療時，

我也常常告誡自己：「不要辜負你們的孝

心，更不能做出一點點讓你們失望的醫療行

為……」，也暗自思考，到底台灣還有沒有

其他兄妹，能夠像你們，如此貼心，無微不

至地對待年邁又多病的母親……，正如今晨

我們相擁時我所說的：長壽的人，難免會有

一些不可預防，也較難抗拒的慢性病纏身，

但是至少令堂還是比別人幸福的，因為她擁

有別人無可相比的孝子以及孝女。請你們節

哀順變，令堂確實是一位很有福氣的母親，

更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因為她能夠教養出如

此讓我敬仰的好子女。

令堂四年多以來的主治醫師

韓良誠　敬上

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深夜

信件一的病人，在寫給我的信件中談

起，她在診所打完針，把藥帶回家之後，算

算家裡所剩下的錢，自己認為無法付完所有

的醫藥費，並且自己還是認為在欠錢的情況

下，不應該繼續把藥服下去（沒有徵得同意

不便刊出她的信）。經驗告訴我，這是許多

老實的，老一輩的台灣人共同的想法─「吃

無錢藥，無效」、「買東西可以欠，唯獨醫

藥費不能欠」，何況，認識這位病人的護士

小姐還告訴我，這位病人的確是一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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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意」的台灣人。

其實，自從健保開始之後，並且隨著我

自己年歲的增長，我「有時忽然間」，會有

一種想法─向經濟情況比我差的病人收費，

似乎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公平」的。

多年以來，直到目前仍然，對部分病人，只

要我知道病人的確在經濟上有困難時，我會

很自然、很樂意，也毫不勉強地，自動給他

（她）「全部免費」或「看情形打折」，這

是看自費病人的醫師的「權利」，也是過去

我自己深深體會，我父親那一輩醫師，在沒

有第三者（保險）的介入下，可以維持良好

的醫病關係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像這位

病人，她沒有講起她的經濟困境，我就照常

收費了，並且使我也沒有機會行使我的「權

利」，也許以後在病史的詢問時，這方面我

還要加強。但是，也有一部份病人，我明明

知道他（她）在經濟上，的確有困難，但還

是勉強看「自費」，如果我自動請他（她）

去看健保，又怕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也會傷

了病人的自尊，因為這部份病人，有些像是

宗教上的「信徒」一般，信賴心相當地堅

定，因此他們是我常常特別用心、謹慎處理

的病人群。

信件二的病人家屬，正如我在信件中

所談到的，在這世風日下、親情逐漸淡薄的

台灣社會，無疑是具有相當難能可貴的情操

的病人家屬。何況在事後，家人再次全員向

我道謝，並且談起說，我的信不但令他們兄

弟姊妹感動落淚，也給了病人孫姪輩們非常

「珍貴」、又具有說服力的「家教」。這是

我當初寫這封安慰信時，始料未及的。當然

我也由衷的希望，孫姪輩能夠效法上一代人

的好榜樣，孝順自己的父母，則這將是今年

年初，我照常行醫時，看病之外，最珍貴的

體驗與收穫罷！

附註：  信件二病人家屬送來一籃鮮花，在籃

子上寫著這些字：

韓院長、李醫師、徐醫師暨全體醫護人

員：

韓院長您好！今天下午收到您親自用

毛筆寫的信，令我兄弟姊妹（共七人）及孫

姪輩們非常地感動，感動的是院長照顧家母

如同照顧您家人一般的細心，及呵護。現今

的醫師每位如能同院長的精神，那真是患者

之福、社會之福、國家之福。今晚已經把您

手寫信影印化灰燒給家母，並影印給每位兄

弟姊妹留存紀念，感念院長的悉心照顧。感

謝！

○張○家屬：○文○　　

○麗○代表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董事）

景福醫訊26卷第六期第18頁，曾淵如教授之作者簡介更正如下：

（譯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名譽教授及景福醫訊編輯顧問）

第36頁，編後語第二段第六行中間，「許曉清校友的文章……」，更正為「許清曉校

友的文章……」。

本刊錯誤，以此更正致歉！

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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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高醫師

文／高國隆

我
是一名婦產科醫師，民國六十七年台

大醫學院畢業至今已超過三十年。回

想起我的人生歷程：如何考進建中？我會想

到林老師。如何考取台大醫學系？我會想到

林老師。為何選擇婦產科做為終生志業？還

是想到林老師。這是一段源遠流長的師生情

誼………

一、緣起

受教於林老師是民國五十六年底，那

時我就讀於省立基隆中學初中部三年級。當

時，成績好的初中畢業生都會參加台北高中

聯招。以我在班上大約排名第三到第五之間

的成績，應可考上成功高中，甚至師大附

中；但想進建中則機會渺茫。因為省立基中

初中部共九班學生中，每年能考上建中的人

數從未超過七位。因此，面對半年多以後的

台北高中聯招，若要達成進建中的願望，一

定要有周詳的計畫與確實的執行毅力。

當年台北高中聯考共有國文、英文、數

學、理化與社會五個科目，想要考進建中的

必要條件，是每一科成績都不能輸人；先決

條件則是要有一兩個科目贏別人很多。聯考

五個科目中，我自認數學最強、英文最弱，

其他三科頂多不輸人。因此，戰略很清楚─

─『衝高數學、補救英文』。我生來即有運

動天賦，所有球類運動幾乎看了就可上場

打，小學五、六年級時參加躲避球、棒球校

隊；初中時也參加籃球隊。從運動競賽的經

驗中，我深切體認到：即使天賦異稟的運動

員，若無好教練的調教，表現絕對無法出類

拔萃。所以，找到一位幫我衝高數學成績的

老師，應是我能否進建中的關鍵。

在一次打籃球的機會中，我很幸運地認

識了一位基隆中學學長江宗恩。當時，中學

生的內衣都會印上校名，例如省立基中、市

立一中……由於江學長是建中一年級學生，

打籃球時可看到他內衣上印有「建中」兩個

大紅字。看江學長意氣風發的英姿，讓我這

個穿省立基中內衣的學弟好不羨慕！心想：

是不是有朝一日，我也有幸能穿上那一件印

有「建中」的內衣。當下，我向他請教：何

處可尋得數學名師？江學長知道我的意向

後，便以他寶貴的經驗指引我；再經由他的

引荐，我參加了林老師的數學家教班。

二、衝刺

家教班設在延平街四十七巷三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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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棟三層樓公寓。第一次見到林老師的印

象是：年輕、高大、英俊；但又有點嚴肅。

家教班內共有十來位同學，皆是省中或一中

的學生，也有一、兩位重考生，他們已開課

兩、三個月，我算是插班生。前幾次上課對

我猶如震撼教育，因為林老師講解的速度太

快，我有點不習慣；更沮喪的是，我發現好

幾位同學程度都在我之上。面對此種狀況，

信心難免有些動搖。我還可以用數學來贏別

人嗎？還好，經過幾星期的調適，也漸漸能

體會林老師教學的功力，他要我們觀察題目

形式、思考解題方法、注意演算過程、迅速

解出答案。總之，就是「快、狠、準」的原

則。日後，我也深刻體認到：在人生的競賽

過程中要出人頭地，不也是要如此？！

農曆年一過，初三下學期開始。為了補

救英文，林老師特別請陳永寬老師幫我們作

英文文法總整理，並傳授如何讀英文、記英

文的訣竅。另一林老師的摯友王進財老師為

我們作理化總復習。因此，聯考前三個月可

謂緊鑼密鼓、夙夜匪懈，每一分、每一秒都

感覺自己在進步，那種感覺很棒，很令人振

奮！就如同武俠小說中所描述：一位體質羸

弱的少年，在奇遇中服下了奇花仙果，更獲

得武林祕笈，再加上名師指點，在短時間內

便練就了蓋世武功、稱霸武林。

三、奪標

驗證的日子終於來到，我參加民國五

十七年七月台北高中聯招。承蒙幸運之神眷

顧，我於考試過程中一切順利，並且自忖考

得不錯。成績公佈：數學九十二分，理化八

十六分，國文、英文、史地皆七十幾分，總

分四百一十一分；而那一年建中的錄取標準

是三百九十七分。因此，我終於如願以償地

穿上建中的制服！當年基隆的初中畢業生考

取建中的共有十名，其中四名是重考生，一

個是市立一中應屆全校第一名畢業生，基隆

中學應屆畢業生共五名，其中四個都是班上

第一名，只有我是以班級第四名畢業的。這

種情況在當時可說是異數，出乎所有基隆中

學師生的意料之外！當然我自己知道，若不

是林老師，我絕對無法考上建中。

九月一日開學了。我每天精神抖擻地

穿上建中制服、背上印有建國中學字樣的書

包，從基隆搭乘火車到台北上課，一路上難

免有人投以注視、甚至羨慕的眼光，這讓我

很得意，甚至很神氣。但這種感覺良好的情

緒隨著第一次月考成績的公佈而熄滅了，因

為我考了全班第37名；第二次月考成績也無

明顯進步。事實上考上建中應僅是我人生的

一個過程，在班上排第37名也符合當初考進

建中的名次比例，但這種成績絕對無法讓我

達到我的人生目標──當醫生。

四、童年

我從小體弱多病，打針、吃藥是家常

便飯，食物只能用白開水煮，不能有絲毫鹹

味，每天早上都要自行檢查尿液，看尿量夠

不夠多、有無白色沉澱物。只要白色沉澱物

一多，父母就眉頭深鎖。因為從三歲起，我

便罹患慢性腎臟病，尤其在五歲之前的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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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嚴重，每隔幾天父母就要帶我到台北找

台大教授看病。還好當時父親當貨運卡車司

機，每天都要基隆、台北兩頭跑，交通不是

問題；但醫療費用對一個貨運司機來說，卻

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五歲以後，病情漸趨穩

定，但還是不能從事太劇烈的活動，飲食也

要隨時注意，更要每天檢測尿液，看有無腎

病復發的跡象，所以我到七歲才入國民小

學。此後雖漸漸遠離腎臟病的威脅，可是我

還是小病不斷，常常感冒、發燒。由於日漸

懂事，難免會排斥針藥，這時，母親就會告

訴我：命中注定我將來會當醫生，更拿出一

張算命先生的批命狀，上面清楚寫著「二十

歲進入醫界」。或許是如此，從小內心就有

一股驅動力量鼓舞著我循此目標邁進。加上

我十二歲時，妹妹不幸罹患小兒痲痺，兩腿

萎縮無法行動，我須隻身帶她遠赴屏東就

醫，嚐盡了人間苦難。小我五歲的弟弟也曾

感染腦膜炎重疾，花了一大筆醫藥費，才將

他從死神手中搶回來。為了籌措龐大的醫療

費用，父親必須夜以繼日地賣命工作，母親

也是勤儉持家，甚至向親友鄰居借貸以渡過

經濟難關。養豬是當時最主要的家庭副業，

也是我們學費的重要來源。從小學四年級開

始，由於身體已日趨健康，我會幫忙收集餿

水、準備豬食等工作，這些粗活直到我高中

三年級搬住台北後才停止。也由於這種貧病

交迫的生活困境，使我更堅定信念：我一定

要當醫生！唯有當醫生，才能解決貧窮與疾

病的惡性循環。

五、再造

考上建中後，延平街四十七巷三號已

變成我的第二個家。因為我實在很喜歡數

學，打從數學難題、邏輯思考、公理定律的

成立，甚至數學教科書的內容編排，都會拿

來向林老師請教、討論，老師也都很有耐心

地為我一一解答。我們還曾經聯名寫信到國

立編輯館，跟編輯委員辯論某數學公理是否

成立的問題。師生聯手與人爭論，純粹為了

學術上的理由，日後想來也自覺莞爾。為加

強我邏輯思考、數理推理能力，老師還推薦

一些課外讀物，包括殷海光教授的《邏輯入

門》等大學用書。他認為我程度夠，可利用

高一功課尚未十分緊湊時，好好紮下穩固的

根基。由於長時間的相處、熟稔，早已不感

覺林老師有何嚴肅，反而覺得他有時較像我

的兄長、我的父親。除了數學課業的指導

外，每當遇到困擾或難以抉擇的人生問題，

我都會拿出來與老師討論，老師也都會適時

給我意見。

面對進建中後的學業窘境，請益的對

象當然還是林老師。老師幫我剖析每天二十

四小時的生活，發現問題的癥結在通勤：早

上我搭乘六點三十五分的火車上學，下午搭

五點十分的火車回基隆，這二班列車因通勤

的人多而非常擁擠，在車上只能與朋友站立

聊天，既無法看書，也無法休息，反而消耗

我很多體力，難怪會影響上課精神，回到家

也感覺疲憊不堪。老師提供的解決方法是：

早睡早起，改搭清晨五點四十七分的班車，

車上便有座位方便看書。下午放學後不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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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家，先到圖書館溫習功課，到晚上七點

以後再回基隆，如此，車上亦有座位可供休

息或看書。計畫似乎很理想，但前幾星期的

執行率並不高，原因在於改變搭乘的班車，

就會失去我在車上看見某位女孩的機會。她

是我小學四、五年級的同學，小學六年級轉

到他校就讀，但始終無法忘懷她的形影。九

月初在通勤的列車上，偶然發現她穿著北一

女制服的身影，這讓我驚喜萬分。從此，我

每天上學都會固定搭那一班列車，只是我不

敢上前與她交談，甚至假裝已不認識，只敢

從人群的縫隙中偷偷看她一下。能否見到她

的一縷倩影，已成為我當時每天早晚趕車通

勤的唯一目標。我捨得更改搭車的時間嗎？

在那青澀的年紀，哪個少年不曾有過浪漫的

情懷與徬徨？我當然無法例外！後來，我還

是向林老師據實以告。當時老師對我講了什

麼話或如何開釋，因為年代久遠，已不復記

憶。總之，我最後痛下決心，徹底執行新的

通勤計畫。皇天不負苦心人，高一下學期，

我已進步到班上前五、六名，甚至高二上、

下學期都得到全班第一名；那時才開始感覺

到我已接近人生的目標──台大醫學系。

六、美夢成真

上了高三，為爭取唸書的時間，我與同

學在建中附近共租房子居住，一星期最多才

回家一次做日用品、食物的補給，當然也會

到延平街接受老師的精神打氣。光陰在升學

衝刺與緊張忙碌的生活中飛逝，很快來到民

國六十年七月一日大學聯考的日子。雖然前

一天晚上徹夜難眠，我仍精神抖擻、鎮鎮定

定地完成兩天六科的考試，對自己的表現雖

不敢說百分之百滿意，但也中規中矩沒有失

常。七月底放榜當天一大早，我懷著忐忑緊

張的心前往羅斯福路台大總校區，當親眼看

到自己的姓名出現在台大醫學系錄取七十人

的榜單上時，我欣喜若狂、感慨不已，畢生

的美夢終得成真！那位算命先生真準！果然

「二十歲進入醫界」，我將可以當醫生了！

當時正逢中元普渡，滿心高興的父母難

免要叩謝神明、祭告祖先，當然更要答謝林

老師的栽培教導之恩，便由母親下廚在家宴

請老師。這是林老師第二次在家用餐，第一

次是三年前考上建中時。雖然老師也知道我

家在養豬，是用煮過餿水的鍋爐做出來的飯

菜宴請他的，但他絲毫不以為意。那天，大

家都吃得很開心、很滿足。

大一新鮮人的生活多采多姿，對我這個

靦覥害羞、沒見過世面的雨港子弟，還真有

些眼花撩亂、窮於應對。剛好那時老師也打

算到台北發展而轉調金華女中任教，於是老

師與我，還有徐維國、林盛裕四人一起住在

臨沂街。維國是老師的小舅子，盛裕跟我一

樣都是老師的入室弟子，他們二位為準備大

學聯考而隨老師搬來台北，以便就近照顧。

三個年輕人住在一起，生活中趣事橫生，我

是兩名應考生的課業顧問；而生性活潑的他

們會教我跳舞、如何參加舞會、如何追女朋

友……可說是我的課外活動指導；老師當然

負責監督，以免我們出亂子。隔年，盛裕考

上國立成功大學，維國進了國立中興大學，

林老師又轉回基隆女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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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與師母徐老師皆酷愛戶外活動，

大一、大二那兩年，只要一有假期，尤其是

暑假，我常常隨著林老師、徐老師以及其他

同學、朋友一起到外木山、八斗子海邊游

泳、釣魚、浮潛，或到基隆情人湖、汐止大

尖山郊遊、烤肉。師生結伴上山下海，打成

一片，生活充滿著愉悅、歡笑。

七、天倫悲歌

大三上學期一開始，上課地點全部改

到仁愛路醫學院，正式開始基礎醫學課程，

課業之繁重，若非身歷其境者絕對無法想

像，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和林老師見面。

當寒假回基隆再次拜訪老師家時，就感覺到

一股凝重的氣氛，老師平時自信、堅毅的眼

神也增添了些許愁容。老師說他的次子發育

成長好像有點問題，已經八個月大了還無法

坐起。由於基隆的醫生不敢確定診斷，他們

決定過了年，要帶嬰兒到台大醫院小兒科請

教授診治。當時我只是三年級的醫學生，尚

未接觸臨床醫學，幫不了忙，只能代為探詢

到台大小兒科沈友仁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

記得當時有一段很長時間，林老師、徐老師

常常要帶著孩子從基隆奔波到台大看病，好

似我年幼時因腎病到台北辛苦求醫的狀況。

不幸的是，隔年徐老師生第三胎，悲劇又重

演了：嬰兒出生時外觀正常，但就是吸吮奶

水無力而緩慢，哭啼聲也很微弱，三個月大

時頭頸部仍然無法挺直。由於前次的經驗使

他們有了警覺，因而馬上尋求醫療協助；只

是疾病傷害已經造成，再好的醫療、復健，

再多的辛苦、照顧，對病情的幫助還是很有

限。由於嚴重的神經系統病變，這兩個幼兒

的身體抵抗力很差，即使林老師夫婦盡全力

悉心照顧，還是常常罹患呼吸道感染的疾

病，最後在流行性感冒的侵襲下，併發嚴重

肺炎而先後結束這兩兄弟的生命。遭逢接連

的挫折、打擊，試問誰還能安然挺立？誰能

不扼腕哭泣？

老師的長子林毅從出生以來，無論體

格、智能一切正常，林老師、徐老師的家族

也無任何遺傳性疾病。檢視這兩次懷孕過

程，發現妊娠時間都超過預產期，且胎兒體

重都超過四千公克，是典型的巨嬰；而生產

過程也非常冗長，使用催生針劑，陣痛超過

二十四小時，才得以從產道分娩。因此，小

兒科沈教授推斷：嬰兒的先天腦神經病變應

非遺傳因素，而是懷孕過程的疾病或生產過

程的傷害所造成。為驗證教授的推論，也為

老師的家庭尋回往日的歡樂與信心，徐老師

鼓起勇氣，毅然決然地再次懷孕。為保障這

▲ 第一排是徐老師、林老師、我本人，第二排

是沛祥、高太太，民國98年3月19日攝於六

福皇宮留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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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懷孕的過程順利與胎兒的健康，我們費盡

心思找到當時台大醫學院專門研究高危險妊

娠的陳皙堯教授。當時高危險妊娠的產前檢

查剛引進國內，舉凡超音波、胎兒心跳監視

器、胎盤功能測驗、胎兒子宮內感染的防

治、巨嬰症的預防、孕婦糖尿病篩檢等生化

檢驗，都是非常先進的儀器與嶄新的醫療觀

念。最辛苦的當然是徐老師，懷孕期間行動

不便，還要基隆、台北兩地奔波，一大清早

就到台大醫院排隊、掛號、候診，更常常要

抽血、收集二十四小時尿液化驗。事後回想

起來，這種犧牲奉獻的母愛真叫人敬佩！

八、沛祥誕生

產前檢查的所有結果、數據，在在顯示

母親與胎兒一切正常。有鑑於前兩次不良的

生產經驗，陳教授強烈建議採取剖腹生產。

即使林老師再如何擔心、不捨徐老師需冒剖

腹手術的風險，徐老師還是接受了陳教授的

建議。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徐老

師如期住進台大醫院產科特等病房，接受手

術前的例行檢查，準備隔日接受剖腹生產。

當林老師簽下手術同意書的一剎那，我發現

他眼眶泛紅、雙手顫抖，他知道：他們的家

庭即將面臨關鍵的時刻。

當時我是六年級醫學生，已見習過婦產

科，但尚未擔任實習醫師，更未擁有醫師執

照。為了見證這重要的一刻，我反覆溫習剖

腹生產手術的每一步驟超過二十次以上，並

且熟記手術助手必須完成的工作。手術前一

星期，我向主持手術的陳教授請命，希望他

能允許我參與手術，並擔任部分助手工作。

陳教授問了我一些問題，在確認我有參與手

術的能力後，便答應我的要求。

次日早上八點，徐老師準時被送入產

科手術房，我也跟隨進入，並且加入手術小

組擔任助手。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上午八點

三十六分當胎兒從母親子宮分娩出來，馬上

發出宏亮的哭聲，我親自幫小嬰兒完成斷臍

程序……是個漂亮的男嬰！看到他紅咚咚的

臉頰，手腳有力的活動著，我們確定他是個

健康的新生兒。他也是我醫學生涯第一個參

與剖腹生產，並親自為其斷臍的新生命。當

林老師、徐老師第一眼看到這個費盡千辛萬

苦、得來不易的兒子，也是滿臉淚水，百感

交集！

新生嬰兒在林老師伉儷萬般細心的照顧

下一天天成長，看著他會笑、會正常吸奶、

會隨聲音轉頭、會爬、會跟人玩、會坐起、

會站立，他的發育標準皆在一般嬰兒之上。

此時，大家才完完全全鬆了一口氣。老師給

嬰兒取名「沛祥」，祈望他的誕生為家人帶

來永遠的吉祥。

九、生涯抉擇

我在醫學院的成績以婦產科學最好；參

加公務員高考，還因婦產科學考滿分而獲得

優等錄取；加上因徐老師高危險性妊娠、分

娩的因緣際會，得以和婦產科陳教授有進一

步的接觸；更重要的是，我深刻體會到婦產

科醫師對胎兒生命的成敗、對家庭圓滿與否

的重要性，因此，我毅然決然選擇婦產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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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終生志業。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我台大醫學院畢

業，七月入伍服預官役，於民國六十九年五

月退伍，隔日就到台大婦產科報到，從此展

開我的婦產科醫師生涯。我於民國六十九年

六月訂婚，七十年四月結婚，林老師、徐老

師當然就擔任我訂婚、結婚時的媒人。翌年

二月，我兒子出生；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七

十三年十一月，長女、次女也相繼誕生，三

個子女都由我親自接生。那真是非常奇妙的

感覺，也是其他科系的醫生和天下一般的父

親都不曾有過的人生體驗。

民國七十二年，林老師轉換人生跑道，

開始往政界發展，連續擔任兩屆省議員、兩

任基隆市市長。老師是土生土長的基隆人，

從政以來，念茲在茲的都是攸關基隆地區發

展的規劃與執行。八年市長任內，政績不勝

枚舉，皆為市民所津津樂道與感念。每次我

帶外地朋友到基隆旅遊、參觀，都會向他們

介紹、誇耀我老師市長的市政建設，深感與

有榮焉。

多年來，我一直在台北市從事婦產科

的臨床診療工作。一般而言，婦產科醫生的

工作時間長，不但要看門診，還要接生、手

術，有時還會遇上難產、大出血等緊急危險

狀況，若產婦家屬不瞭解、無法接受，甚至

會演變成醫療糾紛。因此，婦產科醫生可說

是一種既辛苦又高風險的醫療業。民國八十

四年三月一日全民健保開辦以後，由於婦產

科的醫療給付偏低，漸漸地，醫學院剛畢業

的年輕醫師不再願意選擇進入婦產科服務；

近幾年來，少子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婦產

科業務量明顯萎縮，造成原有的婦產科醫師

紛紛轉行，婦產科就此成了醫療業裏的夕陽

產業。有不少朋友一直遊說我轉換服務科

別，某些時候我也真的有些動搖；不過最後

還是打消念頭，一本初衷，堅守當年的理

念，繼續從事我最愛的婦產科工作。

十、三十年後才知道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在三軍總醫院擔

任藥師的大女兒結婚。當年九月，女婿李醫

師調往花蓮國軍醫院服務，她也轉任該院藥

劑科並遷居花蓮，十月份就傳來懷孕的好消

息，大家都非常高興。由於她所服務的醫院

生產個案少，院方已關閉產房、嬰兒室等單

位，不再提供生產醫療服務；加上我們也擔

▲作者的我女兒、女婿及小孫子，民國

98年2月攝於台大校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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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年輕夫妻旅居花蓮，搭車到台北最快也要

兩小時，生產、產後坐月子由誰來照顧？因

此就規劃她在台北接受產前檢查，也在台北

生產、坐月子。她的預產期是六月二十八

日，我要她早一個月，也就是五月底，就向

院方辭職回台北待產。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清晨約五點

十分，女兒來敲我房門，說她有點出血。由

於預產期已近，本以為是一般生產的徵兆─

─見紅，就隔著房門問她有無陣痛。等到打

開房門看見眼前景象，我嚇了一跳！經驗告

訴我，那絕不是見紅，應是胎盤早期剝離造

成的產道出血，是一種很嚴重、很恐怖的產

科急症！我快速披上衣服、衝向車庫，自己

開車載著女兒與內人急駛向中山醫院。在車

上，內人用電話請急診處的護士準備好一切

緊急醫療用品、通知手術室、通知麻醉醫

師。五點三十五分趕到醫院急診處，胎兒心

跳監視器顯示胎盤早期剝離的子宮收縮圖

形，胎心跳記錄也開始有胎兒窘迫的現象，

我趕緊請醫院同仁將女兒推進手術房。此

時，我深切知道自己必須快速行動、準確判

斷，更必須狠下心，為自己的女兒剖腹生

產。當手術刀一劃開子宮，馬上看到胎盤後

面至少有三百西西的出血，我移開血塊、抓

起胎兒……。六點五分，我第一個男外孫誕

生，承蒙上蒼庇佑，嬰兒哭聲宏亮、膚色良

好、四肢活動有力，看起來一切正常。

胎盤早期剝離，母體子宮供給胎兒的

氧氣便會中斷。如果缺氧時間太久，就會造

成胎兒腦部受損，新生嬰兒輕則腦性痲痺，

重則變成植物人。有些警覺較低而延遲就診

的產婦，被送到醫院時往往已胎死腹中；而

產婦因胎盤大量出血，引發血液凝固機能不

全、血崩休克，甚至死亡，造成大家終生遺

憾！

如今，我的外孫已八個月大，看他爬

來爬去、健康活潑、聰穎可愛的模樣，讓我

直慶幸自己這一生的堅持與抉擇。如果女兒

沒有在五月底搬回台北，而在花蓮發生這樣

的急症，接到電話的我們要怎麼辦？緊急之

下，她又會被轉送到怎樣的醫療院所？短時

間內會馬上遇到經驗豐富、當機立斷的醫生

嗎？如果我不是婦產科醫師，如果我沒有持

續當婦產科醫師，我有那個能力、那個膽量

來救我的女兒、救我的孫子？每當我想到這

些問題，內心都會澎湃不已。或許三十年

前，老天爺在冥冥中就引導我來當婦產科醫

生，為這重要的一刻做好準備，只是我今天

才知道罷了！

反覆思考、輾轉回想，此生中，每一個

關鍵時刻，這一連串的因緣際遇，總是會想

到林老師──我永遠的恩師。

十一、後記

本文以「林老師○高醫師」為題。符號

圓“○”象徵四十多年來，師生之間的因果

緣份，也代表一份圓滿、一切圓夢。

今適逢大學畢業滿三十週年，謹以此文

紀念，並感懷每一位恩師。

二○○九年二月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於台北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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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候選人的敗選演說

文／黃碩文

前言

這次美國總統的競選，雖然民主黨的

Obama參議員獲得多數選民的認同而當選，戰

況相當激烈，甚至到開票日，開票過程扣人心

弦。選戰結束後，二位候選人除了互相通電道

賀外，他們也各自對全國人民作簡短的演說。

我個人覺得得勝者的演說原就不足為奇，

我比較好奇的是敗選者的演講。這裡我們不但

可以看出敗選者的風格和涵養，我們更可以看

出一個民主社會民主的成熟與否。

國內讀者或許沒有看到McCain參議員的

敗選演說全文。作者試圖把它翻譯成中文和讀

者共享，如有辭不達意處，譯者願負全責。

譯文如下：

各位朋友，非常謝謝，謝謝你們撥冗在這

美麗的Arizona的夜晚，和我們相聚在一起。

朋友們，今天晚上我們結束了一個很漫長

的旅程，美國的人民在今天已道出了他們的心

聲。而且，他們表達得很清楚。

稍早前，我很榮幸地和我的競爭者，參議

員Obama先生通過電話。我祝賀他榮登我們所

敬愛的國家的下任總統職位。

在這一年來長期又艱苦的選戰中，他成

功地脫穎而出。我對他能夠成功地勝出，及對

他的堅苦卓絕，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福。剛開

始時，有幾百萬的美國人民曾經錯估了他的聲

勢，以為他的影響力輕如羽毛，不可能撼動屬

於重量級的美國政治，所以今天我格外對他的

成就表示誠摯的敬意。

我絕不奢言，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選戰。

我了解這場選戰對非洲裔美國人特別的意義。

今天晚上，他們應該對他們同袍的勝出感到無

比的驕傲。

我一直堅信美國這個社會會給有信心和決

心克服困難的人永遠敞開機會之門的。我也相

信Obama參議員也同我一樣有這個信心。

但是，我們也不否認以前社會上有些不公

平的現象，造成了對我們國家的聲譽有負面影

響，雖然這些事已發生有一段時間，我們都了

解有些不快的回憶會長期烙印在人們腦裡。我

也記起大約一世紀前，當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先

生親邀黑人領袖Brooker T. Washington到白宮

作客時，曾引起各界不少批評的故事。

今天的美國有幸已超越了過去那種殘忍又

不合理的種族政策，今天晚上我們選出了一位

傑出的非洲裔美國人當我們的總統。這是這個

國家有了長足進步最有力的明證，我們實在沒

有理由再懷疑別人的公民權的問題，這個偉大

的國家已經包容了任何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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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ma參議員已為他自己和他的國家樹立

了成功的榜樣，我對他的成就拍手祝賀，我也

同時向他所敬愛的祖母致敬。她成功地教養了

我們未來的美國總統。很遺憾的，這位令人敬

愛的祖母剛在二天前過世，沒法親睹她一手栽

培的孫兒當上了總統。我們可以想像她一定在

平和天堂看著Obama參議員，而發出滿意的微

笑。

Obama參議員和我在幾場競選辯論中突顯

出我們之間對國事不同的看法。毫無疑問的，

這些問題仍會存在。今天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著

史無前例的財政危機。我今天晚上向Obama參

議員發誓，我會盡全力，努力合作，共度難

關。

我誠懇地呼籲美國的同胞在此時此刻跟

我一起，不但祝賀Obama參議員當選總統，祝

福他一切順利，並努力地縮小競選時爭辯的歧

見，幫忙新總統克服目前遭遇的難關，加強我

們國家的安全，期望我們下一代的子子孫孫們

有比現在更安全和更美好的國家。

儘管我們對治理國事有異見，我們都是美

國的同胞，請你相信，我說這些是出自肺腑之

言。

我們選舉失敗而感到沮喪、失望，是人之

常情。但是，從明天起，我們必須捨棄己見，

團結在一起，共同推動我們的國家向前邁進。

這是競選，我們已盡力而為，我們還是輸

了。這個責任，全在我身上，不是在你們（全

場有鼓譟聲，有人高喊，我們也有責任！）。

我從心底感謝你們對我的全力支持，讓我

感到非常的榮幸。這次選戰，從開始就是很艱

鉅的挑戰，你們不動搖地支持我，我只能說十

二萬分的感激。

我在此要特別感謝我的內人、我的小孩

們，特別是我高齡九十四歲的母親，以及所有

的家人全力的支持。我也感謝所有愛護我的朋

友們。他們都一直站在我的身旁，跟我一起承

受長期，驚濤駭浪似的競選挑戰。我個人覺得

我是很幸福的人，特別是在你們給我無限的愛

和鼓勵的時候。

我相信你們都了解，在競選期間候選人家

人承受的壓力和負擔甚至是比候選人還要大。

我只能用我的愛和感激之心回報他們，我並答

應他們，我們從此將有更多寧靜的日子。

我同時也非常感謝A l a s k a州長S a r a h 

Palin，她真是我所見過最好的競選夥伴。她

無疑將成為未來共和黨改造時最有影響力的動

力。我們祝福她成為本黨宗旨最好的守護者。

我也感謝她的先生Todd以及她可愛的孩兒們，

在這艱苦的選戰期間的投入和支持。我們一起

來祝福Palin州長，將來對Alaska州、共和黨以

及對美國的貢獻。

對於本黨競選總部的所有同仁和義工們，

我自心底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你們在這被認

為可能是近代最艱苦的選戰中，日以繼夜，和

我在一起勇敢奮戰。你們給我的無條件支持和

對我的友誼，我認為比失了選戰更為重要。

能夠參加這一次選戰是我畢生感到最榮

譽的事，我在此願意向全美國的公民致最高的

敬意。在選戰辯論中，你們賜給我多次的機會

和我的競選對手，可敬的Obama參議員以及我

的老友Beiden參議員互相比較治國的方針和復

興經濟的方法，我對你們選擇Obama和Beiden

參議員在後四年內領導我們的國家，我毫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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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我的命運注定我在從軍以及從政長達半個

世紀間報效我們的國家。如果我還不認為這些

是我最高的榮譽，那我實在不配作一個有尊嚴

的美國公民。

在一小時前，我是我們所愛國家最高領導

人的候選人。今天晚上，在此時刻，我仍是她

的公僕─參議員。這對任何人而言是無上的榮

譽和福氣。我感謝Arizona州民對我的支持和

信賴。

今天晚上，特別是今天晚上，我對我的

國家和對人民的愛，並不因為人民支持我或

Obama參議員而改變。我祈求上帝祝福我的對

手，因為他是未來四年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我

請所有的美國人拋棄在競選熱戰中所用的口

語，我們必須團結一致，支持我們未來的領導

人，一起來克服當前國家面臨的困境。因為，

我們都是愛國的美國人。

美國人永不屈服！美國人絕不投降！我們

絕不從歷史逃避。因為，我們正在製造歷史。

謝謝你們！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美國！

再次謝謝你們。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任美國佛

羅里達州立大學小兒科名譽教授）

『2009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暨台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一、大會舉辦日期：訂於12月19日（星期六）。

二、舉辦模式：下午，各學系個別活動。

　　　　　　　晚餐及餘興節目：所有學系共同參與。

三、舉辦地點：

　　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活動：台大醫學院101講堂。

　　聯合晚宴：台大醫學院大廳。

98年1-6月 徵信錄

何既明 NT$100,000.-

王佩榮 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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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漪平

炎
炎夏日又來臨了，台北幾乎每日都是

攝氏34、35度以上的高溫，碩大的太

陽快把人烤焦了，大家是否計劃好了要去避

暑的地方？不然，在這高溫酷暑的下午，一

邊啜飲著冰涼果汁，一邊閱讀著景福醫訊，

也是很愜意、很享受的！以下就本期收錄的

精彩文章，給大家做簡短的介紹：

醫學新知方面，職能治療學系的毛慧芬

助理教授在「促進社區失智症個案生活功能

─職能治療與科技的結合」一文中，介紹了

職能治療對失智症介入的角色，及敘述如何

結合科技應用於失智症照護的新趨勢，呈現

出職能治療服務的多元化。醫學論壇方面，李柏居主任介紹了腹腔鏡微創手術的演進，並比較各種

手術方法的優缺點，深入淺出的敘述，增加大家對微創手術的認識。

回顧杏林部分，張維濂教授在台大醫學院畢業50年之感言中，期勉後輩醫學生秉持著堅持、終

身學習與深入研究的精神，繼續為人類謀福祉；歷史文學部分，在「1895乙未，老虎，正露丸，維

他命B與D」文中，蔡克嵩教授敘述了台大醫學院的前身，當時日據末期醫學院長及其尊翁的一段

歷史，是值得閱讀的史料。

其他，校友的小品包含「二○○九年舊曆新年假日照常行醫時的意外體驗」、「林老師○高醫

師」及「總統候選人的敗選演說」，都是發人深省的文章；至於休閒旅遊部分，蘇祐達醫師敘述在

日本參加馬拉松比賽的經驗，有興趣的人下次可以考慮參加。

本期內容相當豐富，包含各類型的文章，相信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的讀者。在此，我也可以把執

行編輯的重擔交給下一位編輯了，相信未來會有更精彩的內容呈獻給大家，請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系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83年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



2009年台大景福基金會
南部地區校友聯誼會

時間：2009年7月18日
地點：奇美博物館及大使海鮮餐廳

攝影：謝東桓、施錦慧、廖麗月、

　　　施麗貞、謝千惠

▲校友相互敬酒▲晚宴參與者眾

▲（左起）韓良俊、邱仲慶、陳明豐、陳維昭▲於奇美博物館前合影

▲奇美醫院邱仲慶院長於車上解說▲奇美醫院工作人員於高鐵接待



2009年台大景福基金會南部地區校友聯誼會（2009年7月18日）　　　（謝東桓　攝影）

98年度新進住院醫師宣誓及職前訓練合影（2009年6月29日）　　　　　（喬士明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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