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景福醫訊望年會團隊合影　　　　　　　 （王亮月　攝影）

2010年台大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望年會升等教授與楊泮池、江東亮
兩院長合影　　　　　　　　　　　　　（郭英雄、喬士明　攝影）

第
27

卷
第2期　2010年

2月



2010年台大醫學校區
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時間：2010年1月15日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1樓

攝影：郭英雄、喬士明

▲護理系老中青三代同堂，左起黃璉華主任、李雅玲教

授、中為劉碧玉督導

▲牙醫系郭英雄教授抽中江東亮院長提供之小摺腳踏車

▲ 新舊總幹事移交，左起卸任郭育良教授、江東亮院長、

陳明豐院長、新任詹長權教授、翁昭旼教授
▲退休教授出席，前排左起黃博昭、謝長堯伉儷、陳榮

基、洪慶章等

▲新舊任幹事們與江東亮、陳明豐兩院長合照

▲骨科江清泉主任帶頭歡唱『愛拼才會贏』，右為黃世傑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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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淑華、戴玉慈

隨
著人口高齡化成長，不論在醫療環境或

長期照顧機構，所有醫護人員經常有

機會照顧到老年長者，故我們必須注意老化

過程所產生的改變，尤其是生命徵象變化，

例如：體溫便是一個最常接觸的生理變項之

一，而體溫上升─「發燒」更是反映感染的

重要警訊，然而在傳統教科書及相關文獻記

載，發燒反應在老年人身上可能表現得並不

明顯，甚至不會出現，因生理體溫調節機制

與發燒反應，會隨年齡增加而改變（Norman 

& Yoshikawa, 1996; Tal, Guller, Gurevich, & 

Levi, 2002），如同Hippocrates的格言中所

記載著『老年人發燒不如其他人那麼明顯，

因為他的身體是冷的』（Berman & Fox, 

1985）。

然而，老年人的體溫真的比較低嗎？事

實上回溯文獻發現，上述觀點多源自於論述

性看法。為了解實際研究結果，筆者於2005

年開始進行系統性文獻查證，匯集22篇國內

外相關研究發現，老年人體溫值於不同測量

部位，分別平均為肛溫37.1ºC、耳溫36.8ºC、

尿溫36.5ºC、口溫36.3ºC及腋溫為36.2ºC，依

上述結果的確發現老人體溫值除了肛溫外，

其他部位溫度皆是低於我們所認定的37ºC常模

（Lu, Leasure, & Dai, 2010）。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似乎接受老人體溫較

低的概念，然而37ºC真的是體溫的黃金標準

嗎？追溯這個我們慣用標準的起緣，它是由

Wunderlich在1869年經由測量25,000病人的

腋溫分析所得體溫值（Wunderlich & Reeve, 

1869），縱使以現今觀點來看，就當時測溫

工具而言，可能準確性及精確性是值得存疑

的，再則就測量部位而言，腋溫相較於其他

部位是準確性較低者。儘管如此，37ºC的概

念長久以來已是大家所信守的黃金標準，例

如：醫學字典中對於正常體溫概念便是以37ºC

作為定義（Stedman, 1990）。

然而， 1 9 9 2年M a c k o w i a k與其同僚

（1992）以148位年齡介於18~40歲的健康

成人為研究對象進行體溫測量，該研究指

出正常平均口溫為36.8ºC而不是37ºC，並建

議大家應該修正長久以來以37ºC作為正常

體溫的觀念；不僅如此之後Mackowiak與

Worden（1994）亦追溯測溫工具發展，發現

Wunderlich在當時所使用測溫工具，比當今所

使用測溫計約高出1.4~2.2ºC（2.6~4.0ºF）。

上述研究發現似乎動搖了原有以37ºC為

黃金標準的概念，但該研究個案僅限於40歲

以內成人，倘若同時將老人與成人相比結果

為何？回溯過去僅有Keilson等（1985）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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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olin等（2007）二個研究同時進行老人與

成人體溫值比較，結果發現老人體溫的確低

於成人，但事實上這些研究，其成人個案數

相對於老人個案數皆非常少，且在研究方法

中亦未交代如何控制可能影響因子，因此實

須再繼續研究之必要。故筆者於2007年進行

社區健康成老年人體溫測量比較分析研究，

並以檢力估算所需樣本數，分別以540位成人

及519位老人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在11~3月

（氣溫範圍8.2~30.8ºC）老人體溫與成人微

小差異僅為0.11ºC，而且在4~7月（氣溫範圍

14~38.6ºC）更發現老人體溫高於成人，雖然

僅具微小差異，但推翻了過去認為老人具低

體溫值的說法（Lu & Dai, 2009）。

因此就社區健康老人而言，其體溫值不

一定是低的，尤其不一定低於成年人，因此

年齡可能不是一個影響體溫預測因素，再則

我們亦知道歲月年齡（chronological age）並

不等同於生理年齡（physiological age），或

許健康狀態才是真正影響因素，儘管如此我

們仍舊必須說明上述研究結果，僅以台灣社

區健康成老年人為研究對象，可能無法推論

至其他季節溫度氣候差異較大國家；且研究

對象亦僅限於健康者，不包含一些身體孱弱

老年者。

本文內文及參考資料，

詳見http://www.jingfu.org.tw

（作者呂淑華係母校護理學系所博士班2009

年畢業，現任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

助理教授；戴玉慈係母校護理系1972年畢

業，現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所教

授）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一、計畫名稱：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二、申請方式： 以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年六月三十日截止，請與醫、牙學系辦公
室聯繫。

三、獎助對象：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就讀國內醫、牙學系學
士班之肄業學生（以下簡稱學士肄業）及醫學系畢業後六年內之在
職醫師。

四、獎助項目：
（一）學士肄業就讀國內博士班：每月提供獎助金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二）學士肄業就讀國外博士班：獎助項目包括學費及生活費。
　　　學費每年以美金三萬元為限。
（三）畢業六年內在職醫師就讀國外博士班：獎助項目包括學費及生活費。學

費每年最高以美金三萬元為限，生活費每年最高以美金三萬五千元為
限。

五、計畫內容與申請辦法：相關申請書格式與規定逕至教育部顧問室網頁：
　　http://www.edu.tw/consultant/law_regulation_list.aspx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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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文／商志雍

有
的父母會發現自己的小孩活動量很大，

常常一個不注意就把家裡弄得亂七八

糟，而學校老師也會反應這個小孩靜不下

來，上課無法集中注意力，容易因為小事情

就情緒激動，甚至大哭大叫，因而造成學習

進度落後以及人際關係的疏離，如果有出現

上述情況，那麼就要考慮是不是有所謂「過

動症」的可能。

在兒童青少年的精神疾病中，過動症是

一個常見的臨床問題。「過動症」的全名為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症狀以注意力不足

與過動行為為主。在盛行率方面，世界各地

估計大約為5~10%，其中以男生佔多數，男

女比例為3~5:1。過動症的個案會表現出幾方

面的症狀，包括嬰兒時期即出現容易哭鬧、

睡得少、並且到處亂爬，所以往往會被視為

「磨娘精」。而到了學校求學時會出現以下

症狀：經常無法注意細節，或在學校作業、

工作、或其他活動上經常粗心犯錯；在工作

或遊戲活動時經常無法維持注意力；經常不

能照指示把事情做完，並且不能完成學校作

業、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職責（並非由於不

了解指示）；經常有困難規劃工作及活動；

經常逃避、不喜歡、或排斥參與需全神貫注

的任務（如學校作業）；經常遺失工作或活

動必備之物（如：玩具、學校指定作業、鉛

筆、書本、或文具）；經常容易受外界刺激

影響而分心；在日常活動經常遺忘事物；經

常手忙腳亂或扭動不安；在課堂或其他須要

好好坐在座位上的場合，時常離開座位；在

不適當的場合經常過度地四處奔跑或攀爬

（在青少年或成人可能僅限於主觀感覺到不

能安靜）；經常無法安靜地遊玩或從事休閒

活動；經常處於活躍狀態，或常像「馬達推

動」般四處活動；經常說話過多；經常在問

題未說完時即搶說答案；需輪流時經常無法

等待；經常打斷他人（如貿然插話）；如果

出現上述症狀，則應當將孩子帶往兒童心智

評估，以確定是否有達到注意力不集中或過

動的症狀。

近年來由於基因研究的技術進步，於

是對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基因研究也如雨

後春筍般冒出。雖然被提到的可能候選基因

（candidate gene）種類非常多，但大多集中

在兩個主要的神經傳導系統，一個是多巴胺

（dopamine）系統，另一個則是正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系統，因為過動症的藥

物正是作用在這兩個系統而產生療效的，而

目前被研究學者認為與過動症病因相關的

基因，有dopamine receptor gene、dop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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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er gene、以及norepinephrine transporter 

gene等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透過基因的

研究而更加了解過動症的致病機轉。

在 治 療 方 面 ， 目 前 主 要 用 藥 是 以

methylphenidate為主，它是屬於中樞神經興

奮劑，作用在神經系統時會促進神經傳導物

質的釋放。根據臨床報告，methylphenidate

可以對四分之三的過動症個案產生明顯的

療效，包括注意力的集中與過動行為的減

少。在用法上，因為傳統的methylphenidate

是短效劑型，半衰期約1到2個小時，所以為

了達到最大效果，會建議在每日上課前服用

一次，使個案能集中注意力於課堂的學習。

如果症狀較嚴重，擔心到了下午藥物已不足

夠維持有效濃度，則建議在下午上課前再服

用一次，如此可以維持個案在整個上學期間

有充分的專注能力。近年來已有長效劑型的

methylphenidate，以及非中樞神經興奮劑的藥

物atomoxetine，可以提供給過動症孩子更多

的藥物治療選擇性。另外父母與老師也需要

互相合作，與孩子訂立清楚的行為規則，使

孩子不管在家或在學校都有一致的標準要遵

守，而當孩子達到這些標準時也要適時地給

予鼓勵，這樣才能逐步地增加自我控制的能

力，進一步改善在學業及人際關係方面的障

礙。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寶貝，若能從藥物

治療與行為規範兩方面同步進行，相信也能

讓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享有一個健康成

長的快樂童年。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職於

母院精神醫學部）

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
誠徵教師1名

一、應徵資格：（1） 具有生理學相關博士學位或醫學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二年以上

研究資歷（至起聘日期止）

　　　　　　　（2）教學及研究領域以腎臟系統為佳

　　　　　　　（3）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服務熱誠

二、檢具資料：（1）個人履歷　（2）二封以上推薦函

　　　　　　　（3）學經歷證件影本　（4）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

　　　　　　　（5）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6）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起聘日期：100年2月1日
四、截止日期：99年4月16日（資料寄達日期）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10樓
　　　　　　　台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所長

　　　　　　　電話：886-2-23562216
　　　　　　　傳真：886-2-23964350
　　　　　　　E-mail：fc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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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通函（七）

文／韓良誠

李○○先生平安：

剛剛收到奇美醫院外科李浩銑醫師傳來

的傳真，知道病理診斷（註）的結果，證實

絕不是「惡性腫瘤」！恭喜你！前幾天得知

開刀後初步的好消息之後，我也曾立刻告訴

了剛好帶婆婆來看病的令千金，請她代為向

你轉告病況結果，相信你已早就知到了。

這一個多月以來，我之所以一再地自動

打電話給你，和你討論可能的病情和預後，

除了想和你「分憂解煩」之外，其實我自己

也很想知道病情的進展，和一些這方面的專

家的意見。畢竟，脾臟的原發性腫瘤，我個

人過去是沒有經驗過的，因此這段時間，我

多方請教專家，只要得知有關在本地的脾臟

腫瘤的知識，我就想辦法讓你知道，因為帶

著不知性質的腫瘤在身上過日子的心情，我

是可以深深體會當事人的感覺的。

另一方面，脾臟也是身上的重要器官

之一，造物者讓人身上擁有脾臟，我個人確

信，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功用的，要把它「切

除」，在當事人來說，也是要經過一番掙扎

和審慎評估才能下最後的決定，也就因此，

讓你一路從奇美醫院、成大醫院，再遠到台

大醫院探詢「第二」，甚至「第三」意見，

最後你才下定決心，而這中間我也綜合專家

的意見之後，最後也同意你開刀，原因是在

「長煩不如短痛」，以及我個人不忍看到你

的子女、女婿們，像是處在熱鍋上的螞蟻般

在過日子。我是在這樣的思考下贊成你接受

切除的，何況，一個人如果長期處在沒有

「健康感」的狀況下過日子，不但是「折

磨」，「對健康有負面效果」，也無法「帶

著希望迎向每一天」…這些也是我同意你開

刀的理由。

既然開刀過程一切順利，結果也可以接

受，如今一切都落幕了，剩下的問題是，不

要忘記每年要打感冒預防針、五年一次打肺

炎預防針，以及小心防止被動物身上的蝨咬

傷（如家鼠的蝨）而引發Babesiosis（無中文

譯名）。這是一種原蟲病，會引起輕重不同

的臨床症狀，並且除非高度注意，否則早期

症狀和季節性感冒、現在流行的H1N1流感，

甚至瘧疾，都很難鑑別診斷。因此看病時，

你必須向診治醫師詳細告知你的病史（尤其

是切除脾臟之事），以便下正確的診斷。

順祝　平安健康喜樂！

弟　韓良誠　敬上

2009.8.28.　夜

註：病理診斷是「硬化性類血管瘤變形結

節」（Sclerosing Angiomatoid Nodula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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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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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通函（八）

文／韓良誠

高○女士平安：

今天早上您和家人一起來看門診，並

詢問我一些有關您兩天前驗血的結果，最後

談到您所得的病此後的治療方針和安排開刀

事宜。您離開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內科林

教授替您安排的外科李政昌教授。他也立刻

答應說他今天剛好有門診，在今天下午可安

排去看他的門診加掛看診，否則下星期一他

將出國，下次門診將是一星期之後。聽完之

後，我心急之下，一直多次打電話到您家，

可惜無法聯絡上，因而錯失了今天下午看病

的機會，因此馬上寫這封信通知您。

李教授是一位很有同理心的外科醫師，

他非常了解您此刻的不安和擔憂，否則在爆

滿的門診病人之中再讓您加掛，是要克服層

層的困難的，還好他也答應，如果今天有困

難，等回國之後的下星期五（10月2日），您

可以去看他的門診。

今天看完病在您離開前，讓我很意外

地，您談到49年前，您20歲時，替您看病的

我的先父，並提到他的忽然逝世帶給您極大

的打擊，與很深很深的回憶，您非常非常地

懷念這位您心目中的良醫……說著說著您真

情流露地掉下了淚水。先父逝世已46年了，

您居然還這麼懷念他，讓身為兒子的我，也

感動得濕了眼眶……。目前我手上剛好有一

本我寫了序文〈不要讓病人失去活下去的勇

氣〉的書《這樣做，讓癌症消失》，一併同

封送上，謹供您參考。

耑此，順祝

平安、健康、喜樂

韓良誠　書於

2009.9.25

韓醫師：

感謝您對家母的鼓勵，使她更有勇氣挑

戰自己的病魔，從起身坐著到下床走路。傷

口的疼痛一天天的好轉，多虧您的耐心、細

心與關心。

從家母口中得知，韓氏家族醫術高明，

待病人如親人的和藹態度令我們一家人感念

在心。

國外的阿姨再三囑咐，一定要再次感

謝韓醫師與李醫師的幫忙，使家母能儘早開

刀，接受治療。

短短的幾個字，無法完全表達我們全家

的感激，真的很謝謝您，最後祝您

平安順心

病患　黃○○及家屬　敬上

98.10.12

註：本信確曾徵得家屬同意在景福醫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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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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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誤診

文／許清曉

檢
討這個實例，是要強調血液細菌培養的

重要性，並指出中國的醫療，可能還缺

乏對這項感染症基本作業的重視。

六十五歲的已退休男性，亞裔美國人。

過去只有椎間板突出，做過顯微手術的病

史。四年前的夏天開始感到異常的疲倦。數

天之後更感覺似乎有微燒，且全身肌肉酸

痛。發病後兩週，整夜發燒畏寒。【這時病

人應該去找醫師，可是因為沒生過急症，又

可能內心不能面對自己生病的事實，而都沒

想到。這種現象不稀奇。這位很成功的老友

名醫，身體半邊不能動，還乖乖地躺在床上

將近兩天才到醫院！】過了三週，一天發生

多次眩暈，然後再過十二天，才為了眩暈去

找耳鼻喉科醫師。醫師做了頭部MRI（核磁共

振），再等十二天，告訴他沒有問題。

到第九週，因為全身酸痛，轉為腰部臀

部奇痛，以為扭傷腰部，找骨科醫師，這位

醫師認為這痛不尋常，看看是否要發生帶狀

疱疹（herpes zoster）。但只開止痛藥，也

沒勸病人找內科醫師徹底檢查。這幾週，病

人只找中醫推拿及骨科醫師，服用止痛退燒

藥。其間疲勞感時重時輕，睡眠時間增長。

直到第十一週，晚上全身冒冷汗，又因

為要和老朋友們去國外旅遊，才終於找自己

的家庭醫師看病。不知道這位醫師如何問診

及體檢，但做了血液及尿檢查，然後告訴病

人說，似乎有些感染，應該可以旅遊。

兩天後，他從美國東岸到舊金山、日

本。一星期後到杭州、上海。旅遊時，別人

看出他呼吸急促，他還是不自覺。終於在到

中國旅遊一星期，在症狀發生三個月後，因

為旅館診所醫師發現有肋膜腔積水而入院，

當天還有失憶的現象，入院診斷是肺炎。

這家醫院是屬於上海最好的醫院，主治

醫師做各項血液及尿檢查，很快使用抗生素

治療肺炎；也做胸腔MRI及肋膜液的檢驗，

排除肺結核、腫瘤。住院後病人急促的呼吸

也比較好轉。住院十天後體溫仍有攝氏36.8

度，反應感染嚴重度的白血球數（WBC）在

住院時是將近10,000/µl，出院前反而稍增加到

11,000/µl。主治醫師可能考慮病患是外國人，

雖然還沒有完全治癒，讓他出院，當天坐飛

機回美國，要他回國後馬上找醫師。

回到美國，還是持續發燒。五天後

因為家庭醫師聽出有心雜音，安排血液培

養，心臟超音波檢查，以動脈瓣（ a o r t i c 

v a l v e）心內膜炎的診斷住院。心臟科、

感染科、心臟血管外科會診之後認為動脈

瓣已經幾乎完全破壞，需要換人工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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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先使用抗生素六星期，根治瓣膜細

菌感染。起初是給對較可能病菌都有效的

vancomycin+gentamicin。血液培養長出腸球菌

（Enterococcus），藥敏性測試之後改為治療

此菌的ampicillin+gentamicin（這就是降階式

抗生素療法）。先住院靜脈注射抗生素一星

期，再回家由夫人每天隔六小時靜脈注射一

次ampicillin（gentamicin是一天只給一次，共

五週就因腎機能惡化而停止）。抗生素治療

長達五星期，治療完畢後做開心手術。

人工瓣膜置換術順利完成，這位病人現

在使用coumadin抗凝血之外，正常地生活、運

動。手術前creatinine上升到1.8，也回降到正

常值內。

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以前

稱為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 SBE）

是心內膜、瓣膜的感染，早在1723年就被

Lazaire Riviere在屍體解剖時發現，在1885年

由William Osler做整體的英文臨床描述。它

因為菌血症（bacteremia）、心瓣膜的破壞、

小血管栓塞（embolization）、及免疫複合體

沉澱（immune complex deposition）等不同機

制，而會有各種全身性的症候。除了發燒、

疲勞、體重減輕，還會出現眼底、結膜、及

指甲下的出血斑；可以檢查出有輕度血尿、

及新的心臟雜音、脾臟腫大；而高達60%會

有神經症狀，誤導醫師的診療方向。（例

如，有一位酒保替客人倒酒倒到煙灰皿裡，

被帶入院，還做脊椎穿刺，驗脊髓液；因微

燒，感染科會診才發現一堆典型心內膜炎徵

候）。到疾病末期，因為瓣膜破壞，心衰

竭，而會有肺水腫、胸腔積水、呼吸困難；

血液及尿液檢驗會顯示WBC稍微上升、血沉

（ESR）加快，有血尿、及蛋白尿。心臟超音

波檢查可以看出心臟擴大、被感染的瓣膜有

贅肉瘤（vegetations）。又因為被感染的心臟

內膜會持續的釋放細菌，而有微燒；還可能

因為血中細菌量一時增多而會出現畏寒發燒

的現象。被感染的心臟絕大多數是因為有先

天性或後天性異常的瓣膜；在年紀大的人約

有50%是因為動脈瓣鈣化而受到感染。使細菌

進入血液的狀況，包括各種會引起短暫性菌

血症的侵入性醫療行為，甚至日常作業，例

如各種內視鏡檢查、灌腸、拔牙、刷牙、有

污染的靜脈注射、攝護腺切除等等。感染的

細菌最常見的是鏈球菌、腸球菌、葡萄球菌

等十多種，隨引起感染的不同原因，而種類

也異，需要培養才能確定。

感染初期，因為症狀輕微，病人常延誤

就醫。同時最常用來檢驗患病嚴重度的CBC

（complete blood count，全血球計數）中，

WBC（white blood count，白血球數）不會很

高，看不出是嚴重的感染症；又體檢時新的

心臟雜音，及結膜、眼底、指甲下的出血斑

等不一定會被注意到，因而常常發病數週、

或兩、三個月才會被診斷出來。

心臟瓣膜的感染，不用抗生素正確治療

是百分之百死亡。如果到末期才發現瓣膜已

被感染嚴重破壞，沒有開心手術置換瓣膜，

也是沒有好終。因此心內膜炎是各種疾病中

數個最不能容許忽略、或誤診的病症之一。

其在美國、台灣善於處理疑難雜症的感染科

醫師，或經驗豐富的內科醫師手中，是幾乎

不可能失誤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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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心內膜炎，除了要機警地考慮這

個可能，做仔細的體檢，最重要的就是要做

三次的血液細菌培養，每次抽10 ml（如果

減少抽血量，培養陽性機率也會減少）。因

為有持續性的菌血症，連續做幾次血液細菌

培養都會出現同一細菌（各醫院血液培養假

陽性結果可達10%以上，因此只做一次的培

養，得到錯誤的病原，可能為害很大）。內

膜炎血液不會生長細菌的情況約有5-15%，

是發生在已經做不完全的抗生素治療時（如

果先停藥，過兩三天再培養，也應該會長出

細菌），或是由不容易培養的細菌感染時

（例如：Coxiella burnetii, Bartonella species, 

nutritionally-deficient streptococci等）。培養有

時要一星期以上。

發燒住院的病患，要予以三次的血液

細菌培養、尿液糞便細菌培養、其他可能做

的體液病原培養、驗血液CBC、differential 

count、chest X-ray等，是我們剛到美國當實習

醫師第一週就被強烈灌輸的最基本感染症處

理方式，叫做“fever work-up”。這是四十多

年前的事了。現在這個work-up中或有一些項

目已不被考慮，可是血液的細菌培養還是必

須，是可能救命的檢驗。儘管感染症的完整

細菌培養作業後，在一般病人只約三分之一

能夠找到病原，但不做細菌培養就不可能知

道病原；而且知道細菌的種類及其藥敏性，

才能夠選擇最適當的抗生素治療。忽略細菌

培養的感染症處理，在這個時代，可說是很

不可思議。

回到這個案例，正確診斷被延誤兩個

多月，還讓他出國旅遊的原因，可以從上述

說明看出。但是最不能理解的、也可能很難

糾正的是，在上海最好的、專收外國人的醫

院，優良的主治醫師，看到這個有感染的病

患，似乎是只看胸腔X光、WBC，就診斷是

肺炎，而沒有做血液細菌培養（出院報告中

一字未提細菌培養）。如果按照我們正常的

作法，看到這肺炎發燒的病患，除了痰液，

做三次血液細菌培養，看到血液長出腸球

菌，診斷出心臟內膜炎是必然的事。這種誤

診，在和美國及台灣的醫療水準相較之下，

可說是很不正常的「非典型誤診」。

其實這位醫師的處理，除了沒有關鍵

性的血液培養之外，可說是完善體貼。這裡

要指陳的是，很可能中國的醫學教育中缺乏

感染症學的基本概念，這種診療上的嚴重缺

陷，在中國是全面性的。

1995年，我隨防疫處官員到中國做六天

感染控制的訪視。當時發現一個北京七、八

百床的全科醫院（general hospital），一天送

到檢驗科做的血液培養檢體數，只有四、五

個。在美國或台灣，同樣大的醫院，一天內

起碼會接到二、三十個血液培養檢體，雙方

細菌培養陽性率都是約10%，因此病患嚴重度

不是這個巨大差異的原因。顯然因為血液培

養價格昂貴，很少醫師要做細菌培養。（註

一）

這種忽略細菌培養的醫療，當時就認

為會嚴重影響品質，沒想到十年後似乎都沒

有改變。上述的誤診病例正代表這種醫療品

質的後果，相信絕不是這位主治醫師才發生

的特例。表示中國的感染症醫療教育，還要

全面趕緊補強，否則受害的是接受診治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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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人 文 博 物 館 的 呼 籲
　　世上有名的醫學院均有自屬而具特色的的博物館，一方面彰顯該醫學院的教、研特色，另

方面發揮教育社會大眾的功能。很高興，本院「醫學人文博物館」終於由李嗣涔校長命名並於

2008年11月16日由楊泮池院長及陳維昭理事長共同揭牌了，館址即本院原二號館。

　　博物館揭牌後，在楊院長領導下，已成立博物館工作委員會，負責博物館之籌展、教育、

推廣等相關事宜。本院自臺北病院醫學講習所開始已有112年歷史，本院的教學、研究見證台

灣近代醫學的發展，而校友的貢獻更是近百年來臺灣公衛醫療的守護者。因此，本館未來之展

覽不僅將呈現臺大醫學院、醫院的教、研、服務的成果，也將突顯臺灣公衛醫療發展的特色。

　　無奈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戰禍與動亂、臺灣統治者的轉換，醫學院與醫院的整修、

重建等等因素，致使本院保有的文物屈指可數。為了博物館能順利運作，文物典藏是首要工作

之一。為此，本工作委員會擬借本刊籲請本院校友前輩或其子孫能將與本院相關之文物慷慨捐

贈予本館典藏。我們需要徵求之文物列單如下：

一、 日治時期本院前身相關學校一覽、同窗會、校友會、畢業紀念冊，有校園背景之舊相片及

與本院教學、研究及服務相關之手稿。

二、 1945年至1960年之歷屆畢業紀念冊、教職員錄與有校園背景之舊照片及與本院教學、研

究、服務相關之手稿。

　　工作委員會需要校友前輩們的支持與捐助（包括文物、金錢），沒有大家的共襄盛舉，我

們期待已久的本院博物館無法順利並成功的運作。若有任何捐助請與本工作委員會聯絡。電

話：02-23517168許小姐。本工作委員會亦將藉本刊刊登文物、金錢捐助之徵信錄，特別是文

物的徵信，以免收到重複的捐贈。

醫學人文博物館工作委員會啟

2010年1月5日

眾，而渾不知覺。

中國的醫療對台灣的影響會有多大？相

信數十萬到中國經商發生感染症的病患，都

會接受這種忽略細菌培養的醫療，而發生不

少可預防的、可能致命的災難。目前台灣正

為了是否輸入在中國受教育的醫師而發生強

烈爭議。感染症處理是最基本的醫療作業，

除了先進儀器及技術，還要靠醫師的正確教

育、學識、及經驗來做各種醫療判斷。（註

二）如果台灣還要輸入中國教育的醫師，必

須要讓這些醫師先接受強調感染症處理的訓

練及考試才能入境行醫。

註一：許清曉﹕兩岸院內感染管制學術交流

紀實。院內感染控制通訊NICN 1995; 

5: 200-5（http://tw.myblog.yahoo.com/

ccshsu-clement/article?mid=4508&prev=

4509&next=2652&l=f&fid=56）

註二：許清曉：抗生素的使用如何管制？感

染控制雜誌ICJ 2005; 15: 81-87（http://

tw.myblog.yahoo.com/ccshsu-clement/

article?mid=425&prev=567&next=423&l

=f&fid=61）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於

美國德州達拉斯市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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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學生宿舍生活之回憶

文／吳坤煥

民
國40年夏，如願考上了台大醫學院醫

科，開始了七年的醫科學生生活。當

時的學制前2年是醫預科，在羅斯福路四段

的台大校本部上課。九月底註冊繳了新台幣

150元的註冊費，到十月初開學之間，第一

個要解決的是住宿問題。學校雖設有學生宿

舍，但床位有限。在學校附近找住宿房子並

不容易，費用又昂貴。當時台大為了解決學

生住宿問題，在基隆路三段的田野間增蓋了

第九、十男生宿舍，入學新生可抽籤分配住

宿床位，但床位仍然不夠。我幸運地抽到了

床位，每天經過田間小路徒步約20分鐘（當

時還沒有機車）到校本部上課。有位省嘉中

同班同學的好友考取了台大工學院電機系，

家境不好，無法負擔租屋費用，前來求我幫

忙。聽說位於中山南路的醫學院學生宿舍

（台大第二男生宿舍）有空位，是否考慮搬

到那邊，把第十宿舍的床位讓給他，雖然可

搭校車上學，但總是較不方便，最後還是答

應了他。

於是前往醫學院男生宿舍，找當時的

“總務”（等於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主任委

員），當時是五年級曾文賓學長（後來擔任

台大內科教授、花蓮慈濟醫學院內科教授、

慈濟醫院院長）。雖無前例，在了解我的情

況後，他欣然地答應我的入舍，並且親身帶

我到倉庫找床、衣櫃、書桌、椅子、檯燈等

的寢室用具。前輩的親切照顧幫忙，學弟感

覺到十分的溫暖和感激，至今難忘。往後

在此住宿了六年，直到升七年級當Rotating 

Intern才搬到附設醫院的實習醫師宿舍。

台大醫學院學生宿舍，是在二次大戰後

不久1945年10月成立。原來日治時代的台灣

帝大醫學部並沒有設置學生宿舍（學寮），

由於戰後台灣的經濟不穩定，學生生活成為

大問題。當時醫學學生，在醫學院內物色了

一棟受戰爭破壞程度較輕微的紅磚建築的二

層樓房（後來命名為東館），和當時首任醫

學院院長的杜聰明藥理學教授商量，由院方

出資修繕屋頂、玻璃窗、自來水、電燈等

後，正式成立學生宿舍，由奔走成立最有力

的二年級學生謝獻臣學長（後來擔任高雄醫

學院院長、瘧疾研究所所長、WHO顧問）

擔任舍長。後來因學生人數逐漸增加，陸續

使用已棄用的“赤十字病院”（醫學部附設

醫院）病房，分別命名為本館、東館（磚造

二層樓）、中館、西館、南館（磚造平房）

約有200床位，中間的木造平房為餐廳、廚

房及公共浴池。住宿生自組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設置總務（主任委員）一人、副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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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炊事委員二人、會計委員一人、康樂

委員一人、文化委員一人、生活委員一人，

完全自主自治的管理。醫學院除了僱用炊事

夫、清潔工外，完全不干預。後來因國民黨

政府對全國各級學校加強軍事管理，學生宿

舍全部進駐軍訓教官，管理學生生活思想，

我們醫學院學生宿舍當然也有教官進駐，但

完全沒受到干預，維持完全由住宿學生自主

自治管理，是唯一沒有受到教官管理的自由

民主的園地，這點是醫學院學生宿舍與其他

院系的學生宿舍不同的地方，值得驕傲。今

天寫這篇回憶，希望能讓早期的先輩了解後

輩把您們的自由民主的精神發揚光大，讓當

時的學長學弟回憶溫馨且充滿自由民主精神

的醫學院學生宿舍，讓住宿新建大樓的後輩

學弟了解先輩的宿舍生活。

住宿學生每個月只繳定額的餐費，從三

年級到六年級的醫學生除了台北市內學生，

絕大多數都住宿在內，前後期同學大家彼此

都很熟，舍內真像一大家庭，和睦溫馨，令

人回味難忘。炊事委員負責三餐，每天清晨

二位舍員輪流到市場採購當天的副食材料。

東館前面就是網球場，喜歡打網球的同學很

多，校內東南角是足球場，康樂委員每年都

會主辦球賽。文化委員主編舍內刊物，生活

委員負責寢室調配及種種設備用具的修繕補

充等。房間環境優劣差異大，有個人房、二

人房、三人房、四人房，每學年末六年級學

長將要離舍，搬到附設醫院的實習醫師宿

舍。寢室就得重新調配。以抽籤決定，由高

年級舍員優先抽選，如果不想搬動的也可。

每年10月辦理舍慶，學期末辦理離舍學長歡

送會及自治委員改選。每個月又有月例會，

全體舍員齊聚一堂，邊用晚餐邊檢討或提出

建議。

民國44年6月學年末，照例要改選自治

委員。通常都由將升五年級的舍員擔任“總

務”。本來我同班某同學表態出來競選“總

務”，他平常就很活躍。然而意外的有些學

長卻推薦我，勸進我出來競選。本來就較內

醫學院學生宿舍舍慶，魏火曜院長（右二）

蒞臨

民國44年10月台大醫學院學生宿舍舍慶，台

大錢思亮校長（左一）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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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善表現，不喜出

鋒頭的我，根本就沒有

出來競選的念頭，但經

不起學長和同學們強力

勸進，只好硬著頭皮接

受提名競選又意外地獲

得當選。醫五的一年就

和當選副總務的醫四黃

國恩（後來擔任成功大

學附設醫院院長，現任

高雄長庚醫院榮譽院

長）和高東輝及所有新

任委員們努力為舍員服

務。在總務任內的一年

裡除了努力改善舍內

生活環境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年底聖誕節

舉辦了舍內交誼舞會。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

守，並且民眾無集會的自由，公開舉辦活動

都必須向有關單位報備獲准，所以在學生宿

舍舉辦舞會可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當時將

學生餐廳騰空，在水泥地板上灑上滑石粉當

克難舞池，結果舞會進行得很順利。以醫學

生的頭銜似乎很容易請來一大群年輕美麗的

舞伴。當晚大家玩的很熱鬧，很快樂。另外

舍慶晚會也辦得很風光，台大錢思亮校長，

醫學院魏火曜院長，附設醫院高天成院長，

教務主任葉曙病理學科主任教授，陳拱北公

衛教授，精神科林宗義主任教授，細菌學楊

照雄主任教授及其他多位老師們蒞臨參加，

可見醫學院學生宿舍是多麼的受到重視。

據年輕的景福校友告知，醫學院學生

宿舍已新建在徐州路，最近趁開會到醫學院

時，順道到徐州路，看到臨路一棟11層大樓，

入口旁牆壁掛著“國立臺灣大學第二男生宿

舍”的招牌，那塊老舊的木板招牌，覺得很

親切，但是和現代化大樓顯得格格不入。估

計約有800到900床位，每個房間都裝著冷氣

機，和我當時住宿的簡陋宿舍相比，實在相

差很多。現在的醫學生真是好命，令我感概

萬千。

註：呂盛賢：大戰後の醫學生と學生宿舍—

追悼謝獻臣學兄。景福醫訊2001：19

（4）：2-7。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8年畢業，現任職於台

中市第一醫院外科部）

徐州路新建之醫學院學生宿舍
徐州路醫學院學生宿舍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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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NRÖSLEIN，野ばら，野玫瑰

文／林洪謙

2008年回台時看了電影「海角七號」，聽

茂伯仔騎機車唱「童は見たり…（warabe 

wa mitali）…」時，頓然想起這首歌，我很

熟悉。因為二次大戰末期，國小四、五年

級時，曾聽大我十歲的姑姑彈唱此「野ば

ら」，所以就記得此旋律與粗略的日語歌

詞。初中，國共談談打打時，學了「野玫

瑰」的華語歌詞。

此曲為奧國作曲家舒伯特（シューベル

ト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於1815

年他18歲時，以德國文豪歌德（ゲーテJohann 

Wol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在1771年所

寫的詩Heidenröslein為歌詞所做的。

日語歌詞是譯詞家近藤朔風（ 1 8 8 0 - 

1 9 1 5 ）在 1 9 0 9 年所譯作的，他畢業東

京 外 語 學 校 ， 他 所 譯 詞 的 歌 曲 還 有 羅

蕾萊（ローレライ L o r e l e i ）、野玫瑰

（野ばらHeidenrös le in）、菩堤樹（Der 

Lindenbaum）、舒伯特的子守歌、搖籃曲

（Wielenlied）、往事難忘（久しき昔Long 

Long Ago, Thomas Haynes bayley1797-1839）

等，原文以德文為多，但英文也有。可能是

時代的關係，他的日語譯詞是半文半白的意

譯。

華語歌詞是周學普教授（1900-），他

是中國浙江省嵊縣人，日本京都大學外文系

畢業，曾任教浙江大學、山東大學、台灣大

學。他的譯作以歌德的作品為主，哪一年他

做了野玫瑰純白話，直譯的譯詞，我查不

出，從他的出生年推斷應先有日語譯詞，且

我猜想周教授可能在留日時，接觸到此歌

曲。

五十多年前我們醫二、醫三，每星期有

二小時的德文課，是周學普教授與另一劉姓

教授教的。記得好像當時學了Heidenröslein這

首詩，奧國作曲家威爾諾（Heinrich Werner, 

1800-1833），也於1829以歌德的詩為歌

詞，做了「野玫瑰」的曲子，但似乎以舒伯

特的曲子較為人知。又作曲家蕭雨化教授

（1906-1985），中國江西萍鄉人，曾留日學

理論作曲，是師大音樂系創系主任，他也做

了野玫瑰的華語譯詞（不知哪一年做的），

但在電影裡所聽到的是較普遍的周學普的譯

詞。

我把歌德的詩（原歌詞）、日語、華語

的歌詞抄錄下來，與有興趣的人共享。

HEIDENRÖSLEIN         GOETHE
1. SAH EIN KNAß'EIN RÖSLEIN STEH'N,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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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N,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2. KNABE SPRACH "ICH BRECHE DISH,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RÖSLEIN SPRACH" ICH STECHE DICH,

DAß DU EWIG DENKST AN MICH,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3. 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S,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RÖ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MUßT ES EßEN LEI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野ばら　近藤朔風

1. 童は見たり　野なかの薔薇

清らに咲ける

その色　愛でつ　あかず眺む

紅におう　野なかの薔薇

2. 手折りて行かん　野なかの薔薇

手折らば　手折れ

思ひ出ぐさに　君を刺さん

紅におう　野なかの薔薇

3. 童は折りぬ　野なかの薔薇

折られてあわれ

清らの色香　永久にあせぬ

紅におう　野なかの薔薇

野玫瑰　周學普

1. 男孩看見野玫瑰　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　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2. 男孩說我要採你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　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要輕舉妄為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3. 男孩終於來折它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　玫瑰叫著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舒伯特、威爾諾、近藤朔風都在卅多歲

就去世，不禁令人為英才早逝而惋惜，而也

讓我們慶幸我們生在這個時代。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作者在厄瓜多爾的Galapagos島嶼上的

Darwin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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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us luna

文／葉弘萱

Luna Moth

Text from Henry David Thoreau 

Photographs by Elliot Porter

Introduction by David R. Brower

Attacus luna

Description: "Among the larger and more 

splendid moths of our own country is 

the Luna Moth, or Green Emperor Moth, 

Attacus luna is a large and beautiful 

species, common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e wings, which are drawn out 

into what appears like a long tail, are of 

a light yellowish-green color, marked with 

eye-spots near the middle. The expanse 

of the wings is four inches. The caterpillar 

lives on walnut-trees, and spins a cocoon 

of which silk might be made. Many of 

these cocoons may be picked up on the 

ground, in autumn or spring, benea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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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s frequented by these insects."

Source: S. G. Goodrich Animal Kingdom 

Illustrated

Last April, we visited our daughter’s 

home in Baltimore when our grandson 

turned three years old. He loves animals, 

especially the bugs and insects. We went 

outside and together we searched for 

them around the house. To our surprise, 

besides the ladybugs, ants, and bumble 

bees, we saw a large beautiful green 

butterfly hanging on a leaf of the 

bushes. She was so calm and practically 

motionless. She even allowed a gentle 

touch by my grandson. We tried to locate 

her eyes and count the number of her 

legs. It was a kind of butterfly, or actually 

moth, which I had never seen personally 

before, and obviously the fact applied 

to my grandson as well. We then came 

back inside the house and searched the 

information in one of his Insect Books. We 

got more than what we wanted to learn. 

It was quite a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my grandson, and for myself as well.

The other day, while I was flipping 

through the book “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 as I did now 

and then, a photo page of Attacus luna, 

or Luna Moth, instantly caught my eye 

this time. There is also a short descriptive 

note before the photo page. It is from 

the Henry David Thoreau’s Daily Journal:

June ��, 1���

"At the further Brister’s Spring, under the 

pine, I find an Attacus luna, half hidden 

under a skunk-cabbage leaf, with its 

back to the ground and motionless, on 

the edge of the swamp. The under side 

is a particularly pale hoary green. It is 

somewhat greener above with a slightly 

purplish brown border on the front edge 

of its front wings, and a brown, yellow, 

and whitish eye-spot in the middle of 

each wing. It is very sluggish and allows 

me to turn it over and cover it up with 

another leaf, - sleeping till the night 

come. It has more relation to the moon 

by its pale hoary-green color and its 

sluggishness by day than by the form of 

its tail. A frail creature, rarely met with, 

though not uncommon."

個人部落格：www.yehtze.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

NAPA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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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許書劍教授九十大壽

文／侯勝茂

1977年我服完兵役，回到台大外科開始住

院醫師生涯，那年也是許書劍教授兼任外

科主任的最後一年，所以我們是許教授任內

招收的最後一屆住院醫師。

次年的農曆新年，大家循例到許教授家

中拜年，印象中讓我最深刻的景象是一進入

許教授的日式屋內就看到許多地方擺滿了臉

盆，還正在詫異臉盆的用途時，大家已開始

舉杯敬酒，而資淺的我們（R1）都以朝拜的

心態向學長及老師們一一敬酒，敬酒的規定

是R1要喝二杯才能敬R2一杯，喝四杯才能敬

CR一杯，而對教授之敬酒更是天量才可以，

過不久之後就會看到一幕─每位R1都捧著一

個臉盆，開始神志不清了，所以也不記得當

天我是怎麼樣回到家的，好像是陳宏基學長

好心地送我返家。第二天至醫院工作時，就

聽到有人打電話詢問許教授夫人「是否有看

到我的鞋子？」或「怎麼一雙鞋子竟會不一

樣大小？」， 許夫人回答：「趕快來換，這

裡有好幾雙呢」，事後據說許夫人還大掃除

一整天，屋內才清乾淨，但卻在鋼琴後面發

現了一位還正呼呼大睡的學長，真是有趣的

經驗。這些甜蜜的回憶，雖然過了數十載，

但確還是歷歷在目，讓我懷念不已。

 感激許教授引領我進入外科浩瀚無邊的

世界，我最記得在旁跟刀時他說的一席話—

「做好每一步驟，打好每一個結，穩重的前

進；沒有重覆、無效的動作，手術反而比較

快」。後來雖然走不同的次專科，但許教授

常常的關心我的近況，甚至於擔任繁重的行

政工作時，還不時受到許教授的勉勵。恭賀

許教授九十大壽，祝他永遠健康快樂。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新光

醫院院長）

 侯勝茂教授99年2月1日榮任新光醫院院長

 賀檢驗醫學科周文堅副教授、小兒部陳慧玲醫師、公共衛生學

院流行病學研究所方啟泰副教授榮獲財團法人青杏醫學文教基

金會98年度「青杏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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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先父與嘉義絃樂團

文／陳芳玉

前言

記得2005年剛過感恩節不久，欣接梁博

士基典從Illinois州寄來“荒漠音樂、善友樂團

風華”一書。在封面的內頁寫著“芳玉女士

惠存，基典2005”。從用音符及舊相片設計

的封面，再翻閱目錄，我就被吸住了，手不

釋卷地從頭到尾拜讀了一次，感觸良多時還

含著淚濕眼，讓我憶起在“善友”成立的同

時代，先父在嘉義也組管絃樂團的情景。後

來我在回梁博士的信中，附寄了一張1953年

“嘉義管絃樂團”演出節目單的複印給他做

參考。在2006年四月的回覆簡信中，他提到

在“善友”聯會時，曾把那張複印的演出節

目單給林東哲先生看，林先生在讀完後有非

常感慨的表情，就非常希望我能在“善友樂

團”第二版時，寫一篇小時候在嘉義的回憶

及這本書給我的感觸。梁博士（2001年我在

Chicago演奏時與他相識）在最近寄來的佳節

祝賀卡，又重述“善友”一書的第二版也正

在編輯中，所以現在我感到非常榮幸，以謙

虛的心，來寫一些從童年在嘉義的回憶，到

現在音樂生活的經歷與愛樂的朋友們一起分

享及共勉。

先父

陳聯滄，醫學博士，1900年出生於民雄

好收庄，1968年逝世於台北市，子女十人，

各有專長。先父在1924年春畢業於“台灣總

督府醫學校”時即已會拉小提琴，眼睛手術

名聞全台，著有“眼科學”（1949年出版）

及“磊園吟艸”（七百多首詩集，1960年出

版，“鷗社”會員，筆名韻絃）等書。曾在

故鄉好收庄創設“明元眼科醫院”，在住家

二樓設有室內音樂室，以樂會友。此建築物

經地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仍存在！

1929年負笈日本東京，入帝大眼科學教室，

深研眼科奧妙技術，繼續學習小提琴。

歸台後，則在嘉義市，繼設“明元眼科

醫院”，專心眼科治療業務。1940年續絃會

彈鋼琴的先母（2005年逝世於美國加州），

合奏音樂成為他們在忙碌生活中重要的娛樂

及享受！先父母在1944年大戰時疏開到山豬

湖口（內埔子）時，為了彈奏音樂，雇用牛

車把鋼琴搬到山上去，在物資、食物皆缺乏

時，我還記得曾到山上捉蝸牛及吃大老鼠肉

為生，那時先母就開始給我啟蒙，從此鋼琴

就伴了我的一生。



校友小品

2010年2月‧第27卷第2期 �1

疏開回家（1945年8月31日）

飄然情報達山鄉　羈客思家興倍長

時局平和消戰禍　故巢歸燕語雕梁

（抄自“磊園吟艸”詩作集，想讀者

有興趣念先父的感觸）

“嘉義管絃樂團”的成立，大約1948年

至1954年，搬回嘉義後，先父再度新築蝸居

及遭爆燒盡的眼科醫院，一如往昔，他的新

家在客廳之旁設有室內音樂室，牆上掛著一

張Leopold Auer（1845-1930，匈牙利人，當

代小提琴大師及教師）的大照片，有視聽設

備及唱片，用可取下的木板隔開，當隔間板

拿走之後，就成為一間可容納三、四十人的

大廳。剛光復不久，再經二二八事件，1948

年之後的嘉義市也就慢慢地安定下來了。因

我們家就在市的中心地區，離著名的噴水池

及中山堂都很近，交通相當方便，那時先父

母的音樂素養已有很多人知曉，所以一些愛

好音樂及會彈奏樂器的業餘人士，如開書店

的、鐘錶店的、做珠寶的、做木工的及水電

的，就陸續在我們的大廳合奏，傳為社區美

談。有一天，一位興致沖沖的朋友來向先父

說他聽到剛搬來的鄰居在拉小提琴，很好

聽，可是聽不懂，不久經安排便邀請他來家

裏見面相識。沒想到，他的鄰居竟然是著名

的小提琴家戴粹倫先生，知音成世交，先父

鼓勵他去台北就職，即被聘請為“台北師範

學院”音樂系主任。後來先父還為他及他的

胞弟（戴序倫，聲樂家），鋼琴家張彩湘先

生及聲樂家林秋錦女士在嘉義中山堂舉辦了

一場令人難忘的音樂會。

以下二首詩抄自“磊園吟艸”詩作集：

上海音專校長戴粹倫先生離嘉賦贈

清音雅樂奏諸羅　律呂深明內外多

動聽萬人同鼓掌　七情聲響協中和

嘉義演奏會留念（1950年9月11日）（圖1）

牙絃玉律協宮商　曲幻情幽韻抑揚

雲外霓裳聲宛轉　清音響遏冠東洋

生長在酷愛音樂家庭的我，大約在“崇

文國校”念小學二年級時，步行到離家不遠

的陳碧月老師（後來她也任教於台南的長榮

女中）家學習鋼琴。從四年級起，先母經常

在週末帶我乘二個多小時的火車去台南市學

琴。三位敬愛的老師是張晶晶女士、高錦花

女士及周慶淵先生。很有幸地，1993年7月11

日我在洛杉磯“台灣之夜”演奏時，周老師

也在場，令我感動及難忘！當時在我的小腦

海中，善化站過了台南就快到了，所以我對

善化有特別深刻的印象。可能也因為我學琴

的緣故，在無形當中，對常來家裏的音樂叔

1

嘉義演奏會留念（1950年9月11日）前排坐

者，由左至右：張彩湘先生、戴粹倫先生、

林秋錦女士及戴序倫先生。後排立者，左4先
父，左5先母；右3指揮嚴東波先生，右5陳碧

月老師與部份團員及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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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伯伯及阿姨，他（他）們的活動都令我

非常的有興趣，他（她）們是我的好榜樣！

在這期間，家裏的音樂大廳也漸漸地

在嚴東波先生的指揮下，每週末有固定管絃

樂的試奏及練習。團員們幾乎都自己帶把折

椅、譜架及樂器來，包括小、中、大提琴

（不記得有沒有double bass），木管、銅管

以及打擊樂器等。在大家坐定、調音之後，

嚴先生就發給團員們手抄複印的樂譜（大多

是改編的西洋小曲），開始專注、嚴謹地練

習。嚴先生不僅只有指揮，還邊教又做示

範，偶爾也指導我的鋼琴曲，他與每一位團

員的作樂態度及精神，在我的心目中有很深

的啟示及影響。

記得在試奏及練習中，很少有休息時

間。從分部樂器練起，困難的地方由嚴先生

及已經懂的團員（包括先父），耐心地指

導，把音符接成樂句，從小的地方和短的小

節先學習，鍛鍊信心及合作精神。他們那稱

心滿意的表情及有成就感的微笑和歡悅，連

靜靜坐在一旁的我，也禁不住地與他們分享

那份快樂！大約十點半，在嚴先生最後的交

待要回去練習後，大家就開始收拾。也就在

這時，從附近的飯館送來先父訂的小吃及甜

點。從學習、合奏至點心，在互道晚安中大

家才告別。後來聽說，先父常去訂小吃及甜

點的飯館，在我們離開嘉義之後，因生意清

淡，可惜地關門了！

以下四首詩抄自“磊園吟艸”詩作集：

題管絃樂團（1950年5月）

知音聚會各前緣　合奏鋼琴並管絃

一曲難忘古今事　清歌逸響譜中編

勞軍演奏會感興（1950年8月12日）（圖2）

悠場律呂雅音諧　舞扇歌衫艷影偕

陶醉心情同樂樂　連宵泥濘濕羅鞋

兒童音樂比賽大會鋼琴組一等第一名

作者謝汝銓（外公，1870-1953，字雪

漁，“瀛社”共同創立人及社長，著

有“詩海慈航”上下二卷、“奎府樓

詩草”一卷問世）

十二齡童獨占魁　大名鼎鼎響如雷

金科玉律人無敵　繡虎雕龍世共推

直唱大羅天上曲　卻看楚霸外無才

三神海上原仙骨　南北留傳也應該

慈善音樂晚會詩誌感

作者黃文陶（先父至友，“鷗社”顧

問，台大醫學院第九任院長黃伯超醫

師之父）

寡鰥孤獨殘廢人　誼屬同胞一樣親

度歲何堪無粒米　迎新希贈幾文銀

聊將絲竹團和氣　欲把聲歌謝濟貧

且喜士紳齊踴躍　欣參勝會暖如春

勞軍演奏會留影（1950年8月12日）前排坐

者，左1芳月妹，左5先母謝璧兒，右1芳玉。

後排立者，左1陳源銖（二哥，小提琴），左

8指揮嚴東波，左10先父，與部份團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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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樂團在社區的節日或有特別活動

時，會參與遊行吹奏、助興表演、勞軍演奏

及慈善音樂會。可是，讓我留下印象最深刻

的演出，莫過於1953年3月21日（也是我的生

辰）在中山堂的那一場。（節目單及圖3）那

是為了慶祝2月18日在“台北一女中”由“台

灣省文化協進會”舉辦的第一屆兒童音樂比

賽大會，我在30位鋼琴比賽者中榮獲一等第

一名。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從籌劃、改編及

整理管絃樂的樂譜、練習到演出，我先母不

僅要幫我與妹妹（芳月，1967年畢業於台大

醫科，現是美國資深皮膚病理科醫師。我們

只差一歲多，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都在同班

上課）準備節目單上的曲目、還幫二位聲樂

者及先父的小提琴伴奏，最後還有我與管絃

樂團的鋼琴協奏，大家共同努力，以最大的

熱誠做最佳的演出，使整場在歡慶中圓滿結

束。為了孩子的教育及注重音樂方面的栽

培，此時，先父母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舉

家搬到台北定居。在1954年6月我念完“嘉義

女中”初一，我們就離開故鄉嘉義，管絃樂

團也在當年結束五年多精彩的合奏及令人難

忘的經歷！

後記

匆匆提筆到此，文字已無法表達我對

“善友”、梁博士基典（雅名“小飛蟲”）

及林東哲先生由衷的感謝！從在我手中翻閱

精印的“善友風華”開始，我看到“善友管

絃樂團”的奇蹟歷史及對台灣古典音樂發展

的貢獻，同時好高興也讓我看到熟悉前輩的

大名，如先父的至友，李金土先生、周再郡

醫師、呂泉生先生等以及念到梁基典博士和

1965年畢業於台大醫科莊伯祥醫師的文章

（1964年畢業於台大藥學系的我，在1965年1

月考進Juilliard School後，改學鋼琴，莊醫師

與我在校時有些相識）。最可貴的是，從每

篇佳作的字裏行間，讓我憶起甜美蘊藏在腦

海中長達50多年之久，先父所組“嘉義管絃

樂團”的事跡。可惜最遺憾的事是，先父在

節目單

陳芳玉鋼琴獨奏會留念（1953年3月21日）前

排坐者，左4芳月妹，左5及左6先母及先父：

右4指揮嚴東波先生，右5芳玉。後排立者及

其他6位前排者皆為部份團員及友人。

�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生前所收集的絃樂團節目單、剪報及相片，

都已在不慎之中被遺失了，現僅存我這次提

供的3張而已！至今我仍懷念著那些努力上進

的團員，尤其是敬佩的指揮嚴東波先生，他

們的樂樂及敬樂的作風與精神，誠然開導了

我成為今天的音樂使者！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 1 9 6 4年畢業，現任

Scarsdale Woman’s Club的音樂顧問）

先父陳聯滄與先母謝璧兒在1951年（大約）

演奏會留念。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一名

背 景

說 明

本職缺擬徵聘專任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一名，主聘於公共衛生學系，並與本

院相關研究所合聘。

應 徵

資 格

為廣納優秀人才，需於起聘前取得博士學位，所需專長為與健康相關之公

共政策領域。有博士後研究或教學經驗者尤佳。

檢 具

資 料

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印本、領域相關著作目錄及影印本、3封推薦

信、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之規劃、近三年內已發表之一篇（含）以上可供

專業審查之學術期刊著作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截 止

日 期
99年3月31日（以寄出地郵戳為憑）

聯 絡

地 址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1樓123室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陳為堅主任　收

聯 絡

電 話
886-2-3366-8011

傳 真

專 線
886-2-2391-1308

E - m a i l ntup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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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

文／王緒

一
生只能活一次，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

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我們從小就在環

境的影響下長大。我生長在眷村，物質缺乏

的時代。當年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教育。在

我17歲那年我還不了解父母的苦心，不了解

升學的重要。為了反抗父親的要求，我離家

出走，遭遇到人生第一次的磨難。當年1965

年我高二，教訓過後我才能接受讀書的苦差

事，苦讀了14個月，日以繼夜，週而復始，

沒有閑書，沒有電影，沒有遊戲，終於苦盡

甘來。我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醫科。我在臺

大醫科風光7年，交過許多女朋友，初嘗愛情

的酸甜苦辣。1974年我當時很心愛的女朋友

嫁給了別人，當然是我不好！我不珍惜她。

那時美惠對我特好，領我去教會，在她家招

待我，對我百依百順。由於美惠家世很好，

我們交往也很愉快。我1978年移民來美，離

開臺灣的時候，我就向美惠表示願意娶她。

到了美國，時年30到了Albany N.Y. 也有些

女生對我很好。但是我一開口就說我在臺灣

有未婚妻，我們是沒有結果的。中國女孩也

很自愛，自然就沒有進一步發展。我與美惠

在1979年10月20日結婚。結婚前我才驚訝地

發現美惠還未受洗。所以安排了先受洗再結

婚。我們的婚禮很簡單很隆重。總共花費不

到1,000元美金。在Elmhurst 證主教會結婚。

結婚儀式後，有一場見證會，我們夫婦先講

話，來賓一個個的輪流講話，場面非常的溫

馨，完全不像現在的婚禮場面熱鬧。但是我

們非常珍惜大家對我們的勸勉。我們沒有吵

鬧的音樂，沒有跳舞，沒有喧鬧，只有愛的

氣氛。  婚禮見證會在下午進行，或許有人

會失望，因為婚禮都要大吵大唱大鬧一番，

但是我們選擇平淡，充滿了溫情與愛。晚餐

我們來到Forest Hill的老東興樓，點了兩桌

99美元的合菜。老板十分驚奇，你怎麼沒說

是婚禮酒席呢？我只是笑笑，因為我們才開

始創業，美惠父母在臺灣，銀行存款不容許

鋪張，但是能夠娶到美惠，就已經是我的福

氣了，那些並不是很重要。我們婚後經歷了

蜜月期，然後來到困惑期，因為真面目露出

來了，然后進入爭吵期，冷戰熱戰不斷，那

時我真以為我結錯了婚，每天心中埋怨，很

想離婚，好在美惠的愛心，我也工作努力，

沒有不良嗜好。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在後來

的爭吵學習中，我們學到了和解與改變的力

量，最終我們可以進入甜美圓滿期。現在我

們有35年的堅強愛情基礎與30年的婚姻基

礎，有兩個可愛優秀的兒女。孩子長大了，

他們將要重複這一切。今天我要叮嚀還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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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朋友，要慎重選擇你所愛的人，也要叮

嚀所有結過婚的朋友，要珍愛你所選擇的

人。明天一定會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現任美東台

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徵求推薦所長人選

依 據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所長推舉辦法】公開徵求第四任所長人

選並接受推薦。

候 選 人

資 格

1. 具分子生物或分子醫學相關領域教授資格。

2. 具學術聲望、教育理念、領導能力者。

3. 就任時（99年8月1日起）年齡未滿62歲。

推 薦

辦 法

接受國內外分子生物學、分子醫學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或學術研究機構研究員、

副研究員三人以上推薦，並經本人同意。被推薦人應符合候選人資格。

檢 附

文 件

1. 被推薦人同意書一份。

2. 推薦信三封或推薦連署書一式一份。

3. 被推薦人履歷表（附照片）一份。

4. 被推薦人五年內著作表一份。

5. 被推薦人對本所短、中、長期發展計劃書一份。 
以上文件皆需電子檔，請在截止日前E-mail給推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芳仁教授。

收 件

截 止
書面資料請於中華民國99年3月31日下午5時前務必寄達，逾時恕不收件。

收 件 處
敬請以掛號郵寄至「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段7號2樓分子醫學研究所辦公室

（所長推舉委員會）收」

聯 絡 人 李芳仁主任委員

聯 絡

地 址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1段7號2樓分子醫學研究所

聯 絡

電 話
(02)2312-3456轉65730，65701；傳真：(02)2395-7801

E - m a i l fangj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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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醫

文／邱仲慶

醫
師與病人的關係往往建立在一個「信

賴」上，如果病人不能信賴醫師，那他

怎有可能將他的生命交在醫師的手上？我們

景福校友中有很多良醫，很得病人的信賴。

以前在醫學院，老師時常教導我們要立

志成為良醫，而不要成為名醫，個人也常在

思索何為良醫。我想WHO對良醫的定義應

是很貼切的。即一、具有優良的醫學專門知

識技能以服務病患及大眾；二、良好的溝通

者；三、終身學習者；四、成為學生典範的

良師；五、社會之領導者。良醫除了要有良

好的醫術、善於溝通、終身學習之外，還要

成為學生典範的良師。個人在習醫過程中很

仰慕的mentors之一，即當年在台大當住院醫

師時之外科部主任洪啟仁教授（前新光醫院

院長）。我在心臟外科實習時，有次晚上在

準備隔天morning meeting報告的病例，不會

看心導管檢查，幸得林芳郁醫師（現為北榮

院長）指導，隔天的presentation很perfect，

洪教授當下即稱讚說「你是cardiologist」，

這對小intern是莫大的鼓勵。住院醫師值班很

累，有時三更半夜還在上刀，隔天報病例時

不知病人情況，只好說半夜下刀太晚，洪教

授會笑笑地說「早上五點到七點半morning 

meeting之前不是還有二個多小時嗎？」讓

我們學到外科醫師該完成的事就是要完成，

累或是沒時間都不是藉口，當醫師就是要有

accountability。

1991年我在美國UCLA當神經外科Fellow

時，看到Johns Hopkins小兒神經外科主任

Dr. Benjamin Carson的傳記，得到相當大的

鼓勵。Carson醫師在Johns Hopkins神經外科

住院醫師訓練完後，沒直接留下來當staff而

是到澳洲一家醫院當fellow，那年他開了很

多刀，學習如何當一位獨當一面的醫師，結

果他說那年是他最辛苦但也奠定日後回Johns 

Hopkins當小兒神經外科主任的基礎。回想我

在台大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因成大醫院開

幕而南下，才第一年主治醫師的資歷，就在

成大孤軍奮戰，常常三更半夜要開急診刀。

足足兩年，成大神經外科就只有我一位「校

長兼撞鐘」。但在辛苦的過程中，也養成我

如何面對種種困難的手術，如何扮演負責任

的醫師以及好好教導學生的責任。Dr. Carson

常說他成功的秘訣就是“Think Big”，他取

其字頭來詮釋他的哲理，很值得大家參考。

T=Talent（天賦）；H=Honesty（誠實）；

I=Insight（洞察力）；N=Nice（和善）；

K=Knowledge（知識）；B=Books（多讀

書）；I=In-depth Learning（深度學習）；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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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上帝，信仰）。

有一個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在一

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對老夫婦走進一間旅

館要住宿一晚，但不幸地，飯店已無空房。

服務生說：「十分抱歉，今天的房間已經客

滿了，若在平時，我會幫二位找有空房的旅

館，可是外面風雨交加，你們何不待在我的

房間呢？它雖不豪華但也滿乾淨的，因為我

值班會待在辦公室。」這對老夫婦接受了服

務生的建議，隔天雨過天晴，老先生要前去

結帳，櫃檯仍是昨晚的服務生，這位服務生

親切地表示「昨天你住的房間並不是飯店的

客房，所以不用錢。」老先生點頭稱讚「你

是每個旅館老闆夢寐以求的員工，或許改天

我可以幫你蓋棟旅館。」幾年之後，這位老

先生（William Waldorf Astor）真的蓋了一棟

旅館即紐約聞名的華爾道夫飯店，1931年開

幕，即邀請當年的服務生George Boldt當總經

理，奠定了華爾道夫飯店的世紀地位。我們

要對人好，並不是因他穿華麗的衣服，或是

有高的社會地位，如果我們nice to others，別

人也會nice to us，有時候在無形之中就接待了

天使。

根據調查，病人心目中好醫師的條件第

一是要親切，第二是能夠好好地解釋病情。

病患或家屬不論是接受手術或治療，總是希

望醫師能即時好好地告知病情，將心比心，

親切的態度和詳細地解釋病情，應是成為病

人信賴醫師的基本條件。希望大家皆能努力

成為良醫。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奇美

醫院院長）

台大醫學院生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主任（所長）啟事

一、資格：生理學相關領域教授或研究員具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二、起聘日期：99年8月1日
三、檢具資料：1. 履歷表：包括完整學經歷和著作目錄。

　　　　　　　2. 闡述教學理念和推展科（所）務計劃。

　　　　　　　3. 推薦信二封。

四、截止日期：意者請於99年4月16日前將相關資料寄達。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1段1號
　　　　　　　台大醫學院　生理學科

　　　　　　　　　　　　　主任遴選委員會　收

　　聯絡電話：（02）23562216
　　傳真專線：（02）2396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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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學之樂趣與經驗的分享

文／曾淵如

醫
師養成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能因應社

會、經濟及專業知識急速變遷之有責

任感的醫療服務的醫師、醫療管理的人員及

醫學研究人才。醫療服務的醫師負責人民之

疾病的診治及健康的維護。一位優秀的醫師

必須受過以人為中心之全人的整合訓練，具

備人本、人文及關懷社會的素養，具有促進

病患安全及醫療品質的信念，重視專業（醫

學）倫理，遵守法律及企業經營之經濟的觀

念，加強書寫良好病歷及自我學習的能力。

這種醫師的養成是經由臨床醫學教育及臨床

實務的經驗，促進醫學生及醫師學員之臨床

經驗之組織化的能力，培養其終身學習，認

識問題之洞察力及動作反射力，以解決醫師

生涯中不斷面臨的問題。

臨床教學是醫師養成教育最重要的一

環，臨床教學的種類很多，包括門診教學、

病房教學、照會教學、手術教學及特殊處置

教學。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門

診教學及病房教學是最早之醫師養成的入門

學習及基礎的奠定，因而特別重要。門診教

學與病房教學的目標是一樣的，均經由處理

門診或病房之不同病人的各種疾病之經驗來

培養醫師學員之處理臨床問題的能力，並教

導各種疾病的病因，病理、臨床症狀及症

候、病程、處置與治療，以培養學員診斷技

能、判斷力及基於實證的治療方法。受訓學

員的學習項目必須包括：（1）病史詢問；

（2）身體檢查；（3）症狀及症候；（4）實

驗室檢查的判讀；（5）影像的判讀；（6）

鑑別診斷；（7）疾病的生理學、病理學、病

態生理學、臨床特徵、診斷、治療及處理；

（8）基本的臨床技術；（9）處方用藥；

（10）醫病溝通，建立良好醫病關係；（11）

病歷書寫；（12）實證學習、醫學倫理、醫

療法律及文獻搜尋的概念。

病人的處置，包括診斷及治療。疾病之

診斷的依據資料80%來自病史，10%來自身體

檢查，另10%來自實驗室檢查。病史的詢問、

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診斷的說明及治療

的實施都需要病人的了解及同意。因此，醫

生對病人的溝通技巧是格外的重要，是成功

診療病人的基礎。診療病人的揭序必須藉助

以病人為中心的溝通技巧，先了解病人的基

本資料，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的溝通行為，迅

速建立醫病的關係；再確認病患就醫的動機

及訴求，探討病人的情緒與感受，及其對健

康與生病的看法、顧慮及期待，了解病人承

受的生活衝擊與就醫的期望，建構醫生與病

人會談的目標；展開同理心之收集資料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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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適當地接納及回應病人的情緒，以關心

的語句及徵詢的語氣來鼓勵病人發言，傳達

衛生教育資訊，提供診斷訊息，避免驟下斷

語，與病人討論再共同決策，做成結論，以

供病人處置的依據。

病歷呈現病人之疾病的過程。病歷

是醫療法的要求，可作為醫療品質評估及

醫療糾紛鑑定之依據，更可供研究及查考

的資料。因此，病歷必須清晰、詳實、完

整、整合、易讀、即時。病歷的內容包

括：（1）基本資料（basic information）；

（2）主訴（chief complaint）；（3）現在

病史（history of present illness）；（4）系

統覆審（review of system）；（5）過去病

史（past history）；（6）社會史（social 

history）；（7）個人史（personal history）；

（8）家族史（family history）；（9）身

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10）

實驗室檢查（ laboratory examination）；

（ 11）摘要（ s u m m a r y）；（ 1 2）評估

（assessment）；（13）計畫（plan）；

（14）簽章（signature）。基本資料包括病

人的性別、年齡、住址等。主訴應有主要症

候且有發病日或有持續時間。現在病史應有

主要症狀及症候之特徵及前後關係，並就發

生的時序作詳實的敘述。系統覆審應確實對

全身各系統之症狀及症候作確認及排除。過

去史包括出生狀況、健康狀況、既往疾病、

手術、用藥；女性應有月經狀況、妊娠及生

產狀況等。個人史包括職業、婚姻狀況、嗜

好。家族史包括父母、同胞、配偶及子女之

健康狀況及疾病。身體檢查必須完整，應包

括發育狀態及營養情況（包括體態、體型、

身高、體重），疾病之輕重緩急情況，意識

狀況，生命跡象，脈搏之狀況（如快慢、規

則性、脈搏強度、脈搏的特性），周邊阻抗

（peripheral resistance），身體體液狀況，頭

部及胸部（心、肺、肺肝邊界），腹部，四

肢，神經，淋巴及四肢動脈等。身體檢查除

視診、觸診外，應有頭部、頸部、胸部及腹

部的叩診及聽診，以得周詳的資料。實驗室

檢查，需要包含就診前其他醫療機構之實驗

室檢查資料的敘述。綜合以上的資料，依據

病態生理學的原則，做出診斷（diagnosis），

或臆斷（impression）或問題列表（problem 

l i s t）及安排實驗室檢查及治療計畫。因

此，病歷的記錄方式是問題導向（problem-

oriented）之SOAP記錄方式。S（Subjective 

data，自覺徵候），包括病人主訴症狀及各

種病史。O（Objective data，客觀資料），

包括身體診察所見及實驗室檢查報告。A

（Assessment，診斷評估），診斷或臆斷或問

題列表。P（Plan，處置計畫），包括各種處

置及治療，醫令或處方。

對於學員的學習成效，需要評估，做為

改進的參考。評估可藉由學員在門診直接的

診察病人或在病房報告照顧之病例，以評量

系統來評估學員交談溝通技巧，病史詢問及

身體診察的能力，實驗室檢查（包括生化、

生理、影像）的判讀能力，鑑別診斷的能

力，諮商組織的能力，關懷病人的表現，及

處理問題與解釋困難的能力。

醫師有三種工作，即服務（醫療及其

他）、研究及教學。醫療服務為醫師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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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研究及教學隨個人的時間及規劃而

調整。醫學教育具有傳承的意義，每位醫師

可以傳授個人的經驗給後學者，而提供教學

的貢獻。本人在醫學院畢業後，即從事三種

任務兼備的工作。從事醫學教育工作已有四

十多年，尤其在公職退休後，臨床教學的時

間更多，教導的學員更多，每星期平均有

30~40位的學員，讓我獲得更多的臨床教學經

驗，享受人生的喜悅。曾子曰：『吾日三省

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傳不習乎？』臨床醫學是薪火相傳的實

務，我將此生的臨床經驗傾囊相授，希望讓

後學者能早日成熟，達到『青出於藍』的成

就。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我在行醫的過程中，不但沒有遺忘所學的基

本知識，還不斷的尋求新知，遇到問題，搜

索資料，尋求解決之道，並進行相關研究工

作，以達『教研相輔』的成效。子曰：『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行醫中，經歷許

多不同病人的各種相同或不同的疾病，或不

同疾病的並存的病例，增進我的行醫知識及

技能，累積經驗。在教學中，我對不同層級

的學員提供各層級必備的知識。對於臨床的

初學者，他們的教材以認識臨床問題為主；

對於高年級的醫學生和住院醫師，除了入門

的臨床問題複習及測試外，他們的教材是有

關直接反應技巧的技術與知識，建立良好的

醫病關係之能力及全人醫療的觀念。我不只

提供醫學員的專業知識，診病處置及治療的

技巧。我也教導學生以閱讀推理小說的心

情，依據病態生理學的原則，利用既有的知

識及技能來作病人個案的處理，並補充學員

不足之處，啟發學員對診療處理病人的興

趣、邏輯思維與信心。各個病例和問題的分

析推斷，讓我的頭腦不斷地思考運作，避免

退化，而且享受「教學相長」的樂趣。尤其

在大講堂的討論會後，我對學員私下的請教

問題，均能盡我所知，給予解答。學員滿意

及感謝的態度，讓我忘記自己的辛苦。我也

以身作則，作為學員為人處世的學習榜樣，

期能培養學員健全的人格與醫者的素養。豐

富生動的教學內容，熱忱的教學精神，諄諄

善誘的教學方式，真誠的傳授知識，必能金

石為開，讓學員專注於自己的學習而獲得成

效。我的努力及熱忱，獲得學生的肯定，得

到「最受歡迎之老師」的頭銜及「教澤永

銘」的贈匾；教育部「教學特優」及「資深

優良教師」獎狀；醫學院「臨床教學優異

獎」、首位獲頒「北美校友基金會臨床醫學

最佳教學獎」。許多後學者在他們的感言

中，提及有關本人的教學使他們獲益的謝忱

與讚賞，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而深感欣

慰。

在過去的臨床教學中，我發現現在學

員的素質能力似乎有退步的傾向，真令人擔

心。其缺失包括：（1）必備之基本醫學知識

的不足，特別是病理學、生理學、病態生理

學、病態生理學與臨床症狀、症候的關連；

（2）臨床診斷之知識及技巧的不足，病史詢

問及身體檢查的基本要求及動作的不確實又

不完整；（3）實驗室檢查的判讀能力未達各

層級學員應有的基本要求；（4）缺乏邏輯推

理的抽絲剝繭的診斷步驟；（5）無法符合病

歷書寫之基本要求。常常在病史的詢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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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系統覆審；在身體檢查時常遺漏必要作之

觸診及叩診的步驟。許多醫院的初診或入院

病歷，已經沒有肺肝邊界的項目。無法做到

巨細靡遺，不放棄任一線索的思維。更有些

醫學生及醫師，竟能隔衣聽診或觸診。這些

能力的缺失與學員的出身學校有關，公立醫

學校的畢業生比私立醫學校畢業生的素質程

度較好。雖然，一般在教學醫院評鑑中，排

名越好、歷史越久之醫學校的畢業生的程度

較好，但較過去學員的程度似乎有些下滑、

退步。此外，許多評鑑通過之教學醫院之醫

師學員的程度不甚理想，其在病人的照顧上

令人擔憂。這些缺失與近年來的醫療政策，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醫學教育制度、醫療環

境的改變、及醫學教育者的理念與作法有密

切的關係。尤其教育制度的改變，沒有提供

各層級學員最基本的知識，沒有配套來提供

獲得必要知識的管道，缺少有經驗的師資的

指導。醫療制度的改變，造成醫師薪資結構

的改變，沒有基本薪資，不重視及獎勵教學

績效而僅以醫療服務業績做為薪資的給付，

澆熄有些醫師的教學熱忱。這種缺失，在非

公立醫院更為明顯。這些臨床醫學教育的缺

失，如無檢討及改善，未來醫療的品質及國

民健康的維護，更令人堪慮。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

長遠的工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不亦悅乎？我能夠教育優秀的醫科學

生及醫師學員，真是一件愜意的事。有關人

民健康之醫師的養成教育，是非常重要。目

前各階層醫師學員的基本能力及知識不足之

原因必須檢討改進，包括師資的增強、醫學

教育制度及內容、醫療制度及健康保險制度

的缺失。個人的能力有限，無法扭轉乾坤，

然而最重要的是做為熱心醫師的你我，花些

時間將正確的臨床經驗，傳授後學。那麼，

『青出於藍』的醫師指日可待，民眾的健康

將更有保障。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

科名譽教授、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Dear Alumni and Colleagues:

SAVE THE DATE, PLEASE!
Surprise! Surprise! We are going to have our 30th year annual convention and scientific 
sessions after all. The meeting is going to be held on December 18, 2010, Saturday in 
Taipei, combined with the annual homecoming celebration of Jing-Fu Medical Foundation 
and NTU Medical College. More detail will follow.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May your year of 2010 be full of Health, Peace and Happiness.
May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Sincerely Yours,
Jenta Shen, M.D. (1970), Chairman jentashen@aol.com
Min-Yen Han, M,D. (1969), President and Co-chairman minyen@embarqmail.com



校友小品

2010年2月‧第27卷第2期 ��

虎
為猛獸名，居虎豹獅象四大巨獸之首，

毛色黃褐，帶黑色條紋，形象似貓，

因此在中國有稱其為「大貓」的；其性凶

殘，嗜吃人畜，因而人人「談虎色變」，而

有「肉包打虎，有去無回」，「肉入虎口，

無倖存」之說；肉體抗子彈，有如「送肉飼

虎」，穩死。因為老虎的體型、體力與利

嘴、能且敢與虎鬥者，就成「打虎英雄」，

「武松」甚至以「赤手」打死「景陽崗大白

虎」而名留青史；連監察院因只辦小案而被

譏為只辦小公務員的「蚊子院」，偶爾辦了

一位高官的大案，就被捧為「打老虎」，可

見老虎有多威風，多人見人畏，多嚇人；兇

悍潑婦被罵「虎豹母」並非倖致，難怪會有

「惹熊惹虎，勿通惹赤查某」之警語。所以

一聽「猛虎下山」，不僅人跑，連雞鴨，家

畜都要溜之大吉。而明知老虎可怕，卻又笨

得「縱虎歸山」或「放虎歸山」，就如同

「養虎遺患」，當然會留下無窮禍患；明知

虎會傷人，偏要「養虎遺（為）患」（當然

是指內奸，成心腹之患）；而富冒險，創業

精神的人，大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勇往直前，終能獲致成功；但被情勢

所迫，無法停止，肇致「騎虎之勢」的人，

當然絕不能半途而廢，這可是被逼的，與前

者情況有異；不過與事情處理不當至陷身其

中，左右為難，無法脫身的「騎虎難下」可

大大不一樣。

老虎也有溫情的一面，「虎毒不食子」

最具代表性。「劉備」生「阿斗」，造成了

劉備「虎父犬子」的千古遺憾，劉備當然是

希望養出一個「生龍活虎」般的阿斗來。

在叢林獸界，一聽「獅吼虎嘯」，萬

獸立須拔足狂奔逃命（人們會幻想出，佛教

密咒能「降龍伏虎」）。因此「虎威」比喻

威猛，多用於敬讚驍勇善戰的猛將，並尊

為「虎將」（所以球場有「五虎將」等之

譽），其指揮作戰的營帳稱「虎帳」，「虎

座」指主帥座席；「虎帳談兵」指在兵營裡

討論敗敵兵法。豪傑因應時運興起，或準備

開創一番事業，有如「虎嘯生風」，豪傑興

起矣。一地地形雄偉，有如「虎踞龍蟠」，

堪稱風景一絕。

假借他人權勢行惡者，是「虎而冠

者」，與「狐假虎威」含意雷同；「虎虎」

形容精神飽滿有生氣，「虎虎生風」更拉

風了；以貪婪眼光注視「獵物」，伺機而

動，撲而噬之或占而據之，咸喻為「虎視眈

眈」。以兇猛眼神注視，稱「虎視鷹瞵」，

英雄豪傑互相爭鬥，叫「虎擲龍拿」，不知

玉虎進寶　福虎生風

文／戴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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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鹿死誰手。

以虎之嗜殺成性，「虎穴」當然被列危

險境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意自

明，「虎穴龍潭」遂被喻為「危險地方」。

「虎尾春冰」形容身處危險之地，有如書

經：「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真的是虎尾

能踩嗎？凍人的春冰可涉足嗎？，與「搔虎

尾」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貪暴兇殘的國家如

「秦國」，皆被責罵為「虎狼之國」，遺臭

萬世。

「虎牙」絕不能碰，「虎鬚」不可摸，

虎口比虎穴更危險，要扳開「虎口」，除非

瘋了，所以「虎口餘生」，被公認為「福大

命大」，「祖宗八代燒好香」，才能從惡獸

口中逃生。「與虎謀皮」，跟「與狐謀皮」

般，別傻了，絕無成就！將容易肇禍死人的

馬路貼上「馬路如虎口」警語，再適當不過

了。

因此，把小昆蟲如蚊子、蒼蠅、小飛

蝶等，一口吞進肚子的「善人仔」誇稱為

「壁虎」，可真讓人心服；至於背、腹鰭等

傷人會劇痛發炎，甚至致命的色魚叫「魚虎

仔」；螫人會過敏，休克偶而也會致死的蜂

類稱「虎頭蜂」，可夠逼真；不過把稍為大

一點的鉗子稱為「虎頭鉗」可就令人不服

了。拿做事有頭無尾叫「虎頭蛇尾」可勉強

叫人接受。

在新加坡動物園，目睹了恐怖的「餓虎

撲羊」實況版。在場子中間樹立的枯樹上繫

吊一隻大死羊，柵門一打開，三隻餓了一天

的大老虎疾闖而出，捷足先登二隻，分別從

樹幹二側爬登樹頂，把後上的一隻踢掉下地

面，只一剎那就「狼吞虎嚥」的幾乎吃光死

羊肉，倒楣的一隻只好啃食剩下的骨頭了。

老虎如此可怕，於禍患前後逼迫，防不

勝防時，就會感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之慘境。

心術不正，隨時想害人、傷人，表面上

笑容可掬的「笑面虎」最是令人厭惡。「為

虎傅（添）翼」、「為虎作倀」二者，均指

助惡人為惡（倀；古傳言，若為虎所咬死，

其魂會跟隨虎旁，助虎害人；聽雨記談；人

遇虎，衣帶自解，皆倀所為）。而「扳虎

牙」應該等同找死，但「燕頷虎頸」是指面

有貴人之相者。

謠言確能以假亂真，市井本無虎，然

而若有三人言之鑿鑿，則眾人咸信「市井有

虎」，真是謠言可亂真，人言可畏呀！

虎也有衰尾時，因此才有「虎落平陽被

犬欺」之說。「畫虎不成反類犬」直接點出

了技術、謀略的拙劣，絕不能「馬馬虎虎」

看待；「虎鼻獅」諧稱，佳餚美食剛出爐就

聞香而來的親友；連兒時的遊戲都有「打虎

捉賊」項目。

某些婦人，一到「虎狼之年」，性需求

有如餓虎撲羊，嚇抖無數「弱勢」男人。

「虎姑婆步齒豆」是小朋友要半掩耳

朵、最喜歡聽的民間故事。虎姑婆冒裝『大

妗婆』騙吃大姊，嚼大姊指頭時被小妹聽

到，問說『姑婆在吃甚麼』，誑答『在嚼蠶

豆』。故事之齒豆，又名蠶豆。

最莫名其妙的是把「霍亂」的原名

「CHOLERA」，音譯為「虎列拉」，再簡

稱為「虎疫」，把法定傳染病染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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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連擦頭痛、腹痛的萬金油都冠上「虎

標」，商品搞上「虎頭牌」，山名蓋上「虎

頭山」，藥物冠上「虎骨散」，不知拿吃相

「狼吞虎嚥」的老虎嚇唬誰？將英勇的空軍

健兒尊稱「飛虎將軍」、「雷虎小組」再恰

當不過了。而更誇張的是以「青龍白虎」喻

為「野菜、豆腐」。而極其貪饞的人還被罵

為「飢鷹惡虎」呢。

引用老虎習性，描述脾氣暴躁為「性

烈如虎」；用兵遣將防守時要「靜如山」，

進攻時要「動如虎」，才能百戰百勝。至於

「苛政猛於虎」，就不必多加詮釋了。

政治人物一旦掌權，為何一定要倒行逆

施，與民為敵，而不想「虎死留皮，人死留

名」呢？而軍隊添置最前衛新式武器，就能

「如虎添翼」般的保家衛國了。

不過將老虎吃相套用到「寅吃卯糧」

或「寅支卯糧」倒有些寫意；而以老虎陽物

「虎爛」代表「亂蓋」，誇大老虎陽具「虎

鞭」的壯陽作用，迷信的膜拜「虎爺」神，

出發點都因人們被老虎威所震攝之故。

皇宮或大臣官邸大門外或廟門口都只

建造「石獅」而不置「石虎」，係排斥老虎

兇惡面貌之故吧！一般老百姓家中可不能懸

掛老虎畫軸，否則家產會被老虎吃光（敗

光），甚至會家破人亡（只能擺在博物館，

就算官宦人家也不宜）；至於門前擺石獅，

肯定家中會死人的，且不只一位家族成員。

「白虎神」在民間是最不受歡迎的神祇

（據「隋唐演義，薛仁貴元帥是白虎神【一

謂白虎星，青龍白虎是民間信仰神獸】轉

世，剋父母，力大無窮，可獨扛巨木，一次

可吃四人份飯食。唐太宗李世民遠征高麗，

仁貴辭別共住寒窯中的已身懷六甲的髮妻柳

金花，應士兵招募從軍，喜穿白色衣甲，手

持方天戟，救征馬陷落爛泥海灘的太宗，應

了太宗出征前夢中賢臣之形像，乃被重用，

征戰12年，屢建奇功；平遼後被封平遼王，

衣錦返鄉，不意卻誤為貍獸，而將在打獵

中、從未見面的兒子薛丁山以箭誤殺；幸好

丁山命大，為仙人王敖老祖救活並授藝；藝

成奉師命，下山馳救被圍困的父親仁貴。薛

丁山征西一書中記載，於午寐時仁貴之白虎

元神出竅，在身旁護體，丁山誤以為白虎將

傷其父，白虎遂被丁山神弓一箭射殺，報了

少年時仁貴一箭誤射丁山之仇；薛仁貴也就

升天，白虎神歸位」）。聚賭時，屢輸的人

會歸罪在旁邊觀賭的人為帶來霉運的白虎

神，並罵其「帶衰」而將其趕走。總之，無

論是人事物，凡是被疑為帶來「衰運」的，

都會被指責為「白虎神」而被疏離。

過年，也即春節，與清明節、中秋節合

稱臺灣三大重要節日；不過在十二地支中，

寅年，也即虎年最不受歡迎，十二生相「屬

虎」的人，多數都不願透露自己屬虎，封建

年代，大戶人家絕不會迎取肖虎小姐為媳，

以免帶來霉運。結婚喜慶，屬虎者率多被列

入「犯忌」名單。不過近幾年此見解已漸被

忽視。無論如何，過年還是應該高高興興的

過，不是嗎？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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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初之際，接手第二十七卷第二期景福醫

訊的執行編輯工作，展讀一篇篇學長校友們

的豐富人生故事，收穫是充實及飽滿的，期待與大

家分享這些精彩的內容。衷心感謝所有作者的智

慧分享，以及醫訊正副編輯、編輯顧問、編輯群、

苑儒、秀麗小姐的鼎力相助，有了您們的賜稿與審

稿，本期刊物終能圓滿誕生。

台灣已進入老人國，正面臨人口高齡化之照

護挑戰，您是否想過「老年人的體溫值真的比較低

嗎？」醫學新知之首篇內容，與您分享戴玉慈校友及呂淑華校友，近年完成之系統性文獻評析及實

證研究的結果。第二篇由商志雍校友提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基因研究、藥物治療及行為規範

的處置方法，希望幫助孩子有快樂健康的童年。韓良誠校友之「醫病通函」，讓我們看到「視病猶

親」的具體實踐及最佳典範。許清曉校友藉由「非典型誤診」之感染症實例評析，讓我們再正視兩

岸醫學教育及醫療品質之懸殊差異。您還記得最早期杏林學生宿舍的光景嗎？吳坤煥校友，帶領我

們重回四五十年前之時空背景，同來享受「台大醫學院學生宿舍之回憶」。

當您欣賞林洪謙校友的德、日、華語版「野玫瑰」時，您腦海中浮現出哪些景象呢？葉弘萱校

友分享其祖孫第一次與「Attacus luna」邂逅，並運用書籍查證介紹，讓我們驚嘆蝶娥生態的精緻與

美麗。侯勝茂校友為文「賀許書劍教授九十大壽」，生動的場景不禁令人莞爾，也祝福許教授每天

身心平安快樂。陳芳玉校友的文章，讓我們走入時光隧道，一起領受了陳聯滄博士當年「嘉義弦樂

團」的場景，雋永的音樂饗宴及詩集小品令人懷念。王緒校友的「結婚三十週年記」，再次讓我們

省思「慎選所愛、愛你所選」之真諦。邱仲慶校友點出以病人為中心、為病人所信賴的醫病互動，

乃是「良醫」之要件。曾淵如校友「臨床教學之樂趣與經驗的分享」，讓我們深思如何由實際臨床

教學之潛移默化過程中，實踐「傳道、授業、解惑」之身教典範。丑去寅來，虎年來到，戴鐵雄校

友帶來生動豐富、多元風貌的「玉虎進寶　福虎生風」，真是饒富知性趣味的校友小品。最後，謹

獻上2010虎年賀春，祝福大家於新的一年：虎躍龍翔、平安如意。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博士班2003年畢業，現任職於母校護理學系所）

編後
語

左起陳晉興副執行長、余秀瑛編輯顧問、徐

苑儒、高碧霞老師（作者）、柴惠敏老師、

徐思淳老師



2010年
景福醫訊望年會

時間：2010年2月2日

地點：上海鄉村餐廳（青年活動中心B2）

攝影：王亮月

▲左起陳晉興副執行長、蘇銘嘉老師、徐苑儒、柴

惠敏老師、方偉宏副總編輯

▲左起高碧霞老師、余秀瑛編輯顧問、陳維昭董事

長、陳晉興副執行長、林明燦社長歡唱卡拉OK

▲董事長頒獎予林隆光總編▲景福醫訊陳維昭董事長致詞

▲左起林明燦社長、蘇銘嘉老師

▲左起余秀瑛、曾淵如編輯顧問



2010年景福醫訊望年會團隊合影　　　　　　　 （王亮月　攝影）

2010年台大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望年會升等教授與楊泮池、江東亮
兩院長合影　　　　　　　　　　　　　（郭英雄、喬士明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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