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台大醫院新春團拜合影（2010年2月19日）　　　　　　　 　　（呂志成　攝影）

台大醫學院醫學傳承系列演講與會人員合影（2010年2月27日）　　 　 （林依伶　攝影）

第
27

卷
第3期　2010年

3月



2010年台大醫院新春團拜
時間：2010年2月19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呂志成

▲台大醫院西址魚池鳥瞰實景▲魚池整修後實景

▲新春團拜台大醫院陳明豐院長與同仁合影

▲ 左起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台灣大學陳泰然副校

長、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合影

▲ 左起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台灣大學陳泰然副校長、台大

醫院院長陳明豐、台灣大學包宗和副校長、蔣丙煌教務長

▲新春團拜會場實況

2010年台大醫院西址古蹟及魚池整修後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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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乃禎

整
形外科醫師在臨床上經常碰到組織缺損

需要修補的情況，例如因頭頸部癌症、

乳癌術後或重大創傷而需要重建的病人。組

織重建的方式可簡略區分成兩類：使用人工

植入物的重建法，或是採用病患自體組織來

進行重建。使用人工植入物重建，其手術較

為簡易，術後的恢復期也較短，但須考慮各

種填充材料之應用。外來填充物具有潛在之

危險性，即感染、變形、斷裂、組織萎縮、

植入物外露等問題，且有的植入物價格十分

昂貴。故傳統上，組織器官功能或結構上的

缺損須賴自體或異體移植來作為最終解決之

道，異體移植需解決免疫排斥問題，使用自

體組織，若為不帶血管之移植塊（graft），則

常碰到移植塊被部份吸收之問題。若為帶血

管之組織瓣（flap），則需有一組織供應處，

甚至需用顯微手術作組織移植，工程較為浩

大，手術時間較長，術後的恢復期也長。隨

著科學發展之日新月異，近幾年來蓬勃發展

的組織工程為此臨床困境提供新的治療方

向。它的目標是應用工程學與生命科學的原

理與方法，發展生物性的替代物，以便恢

復、維持、或改善生物組織的功能。其主要

的技術模式在於取得足夠數量的人體細胞，

種植於三維的多孔性鷹架材料，在體外透過

適當方法培養成組織或半成熟的組織，然後

植入體內以修補受損的組織。

近年來廣受囑目的幹細胞（stem cell）

亦被廣泛使用於組織工程的研究。幹細胞是

生物體內尚未分化的原生細胞（progenitor 

cell），具兩個特性：1.可長期自我更新複製

（self-renewal），2.能進一步分化成各種細胞

（multi-clonicity）。自從威斯康辛大學的Dr. 

James Thompson在1998年成為全世界第一位分

離出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的科

學家，這些全能細胞被發現具有無限的分化

潛能（pluri-potency），可轉換成身體的任何

一種類型細胞，然而其取得牽涉到倫理、宗

教等社會因素，能否臨床應用為一大問題。

相對的，成體幹細胞（adult stem cell）為存在

於成熟人體組織中的幹細胞，因其取得不涉

及上述法律、道德爭議，似乎更有機會應用

於臨床範疇。來自骨髓的成體幹細胞（bone 

marrow-derived stem cell）可以分化成脂肪、

軟骨、硬骨、肌肉、神經、甚至肝細胞，因

此骨髓也是一個有潛力的幹細胞來源，然而

骨髓的取得需要較具侵入性的手術程序，病

人會感受到疼痛與不適。在2001年美國Zuk



醫學新知

2010年3月‧第27卷第3期 �

等人蒐集抽脂手術的脂肪抽取液，從中提取

豐富的間質細胞，利用不同組合的生長因子

誘導脂肪組織來源的間質細胞分化成脂肪細

胞、硬骨細胞、軟骨細胞、肌肉細胞及神經

細胞，符合幹細胞多功能（multi-potent）的定

義。這項研究成果引起了許多研究人員的興

趣，因為脂肪是許多人眼中的累贅，每年有

很多人接受抽脂手術，雕塑其身材。這些抽

取自大腿、臀部和腹部的脂肪抽取液，一般

都是當成醫療廢棄物丟棄，但予以適當處理

成為脂肪幹細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

後，卻發現了一個廢物利用，垃圾變黃金的

機會。有鑑於脂肪幹細胞在再生醫學及組織

修復上具極高之應用價值，我在升任主治醫

師後即在醫學工程研究所楊台鴻所長的指導

下進行相關研究。又幸得台大醫院整形外科

湯月碧主任及當時外科李伯皇主任的支持，

我得以通過院方審核，以脂肪幹細胞應用於

組織工程的主題至國外進修。經與美國數間

醫學中心聯繫，由湯月碧主任多方考量推薦

下，最後決定以杜克大學醫學中心（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為進修目的地，於

2007年9月啟程赴美，至2009年6月中返國。

杜克大學位於北卡羅萊納州（N o r t h 

Carolina）Durham市，是一個僅有15萬居民的

小城市，隨處可見翠綠的森林。然而山不在

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因杜

克大學醫學中心座落於此，Durham亦被稱為

City of Medicine。雖然杜克大學並非長春藤聯

盟歷史悠久的名校，但是經營得有聲有色，

各個學院在全美大學中都有不錯的排名，不

僅是在美國享有盛名的一所大學，也是世界

各地學者學術交流的地方，在國際上享有不

少美譽。杜克大學醫學院成立於1930年，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每年公佈的全美醫

學院及醫院排行中，杜克大學總是在前十名

內。

杜 克 大 學 醫 學 中 心 前 外 科 部 主 任

（1964-1994）David C. Sabiston是享譽全球

知名心臟外科權威，著有Sabiston Textbook 

of Surgery更是所有外科醫師的聖經級教科

書。他本身對冠狀動脈疾病不論在臨床治療

或實驗室研究都貢獻良多，杜克大學外科

在他領導下形成一臨床與基礎研究並重的

優良傳統。我加入的外科生物工程實驗室

（Bioengineering Lab）所在大樓一樓即懸掛

Dr. Sabiston的大幅照片以表彰其貢獻，每天

經過時感受到畫中大師凝視的目光，不禁

深自惕勵，不敢鬆懈。該實驗室主持人Dr. 

Farshid Guilak本身並非醫師，但以他傑出的

研究表現獲聘為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外科終身

職教授，並且是工學院醫學工程系的合聘教

授。實驗室中的大學部、博士班學生、博士

筆者與杜克大學整形外科主任Dr. Scott Levi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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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研究員、技術員等加起來共三十餘人，算

是一規模頗大的實驗室。該實驗室在應用脂

肪幹細胞於組織工程研究上進行過許多重要

的研究，包括：1.證實脂肪抽取液中提取的

間質細胞雖具異質性，但稀釋至單一細胞層

次後大多數仍符合幹細胞多功能的定義；

2.以三維編織法製造高強度之聚己內酯多元

醇（Polycaprolactone, PCL）鷹架材料，此研

究成果刊登於Nature Material期刊，並獲選為

封面圖片；3.發現生長因子bone morphogenic 

protein-6（BMP-6）會刺激脂肪幹細胞往軟

骨細胞分化。Dr. Guilak之前於電子郵件中已

建議我朝軟骨組織工程方面作研究，因為軟

骨再生治療有很大的相關醫療需求，整形外

科方面有墊高鼻子、鼻翼擴大術、小耳症手

術等需要用軟骨的手術，骨科方面則包括年

輕人運動傷害或外傷引起的關節軟骨缺損，

以及老年人之退化性關節炎、關節骨缺血壞

死等。另外就可行性而言，軟骨組織本身無

血管、神經之分佈，使其進行組織工程的困

難度較其他大多數有血管、神經之分佈的組

織為低。於是我出國前亦特地向這方面的專

家，台大醫院骨科江清泉主任及劉華昌教授

請教，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因此對研究的

進行已有腹案。

我假設將軟骨組織以機械力量打碎並

予以去細胞處理並重組製成一多孔狀鷹架材

料，此海綿狀材料應會提供脂肪幹細胞長入

的孔道，同時釋放軟骨組織中所含的生物訊

號使其朝軟骨細胞分化。Dr. Guilak亦認為這

是很好的研究方向及實驗模式，於是我即著

手設計、進行實驗。上班沒幾天我就發現該

實驗室提供研究者相當好的環境，除了硬體

設備齊全，各類人員的支援也相當豐富，除

了實驗室中有經理人（manager）處理試劑訂

購、儀器維護等事務外，另有好幾位學有專

精的博士班學生、博士後研究員幫忙設計實

驗流程，評估實驗之可行性，以利研究之進

行。經多次嘗試及不斷的製程改良，我們終

於以均質化（homogenization）及低壓凍乾

法（lyophilization）來達到一方面保存軟骨

組織本身可能有的生物訊號，另一方面增加

鷹架的多孔性，使脂肪幹細胞可順利長入。

以此方法，我們用豬軟骨作成海綿狀之組織

基質，在體外實驗中已證實可引導脂肪幹細

胞朝軟骨細胞分化，這部分的實驗成果已被

「組織工程」雜誌接受。然而時光飛逝，轉

眼一年的進修期間已到，我向台大醫院申請

留職停薪延長進修獲得核可，於是將此軟骨

作成海綿狀之組織基質進一步改良，另一方

面並結合脂肪幹細胞進行軟骨修復之動物實

驗，以動物實驗進一步證實該鷹架材料應用

於組織工程之價值。
筆者與杜克大學外科生物工程實驗室實驗室

主持人Dr. Farshid Guilak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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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國進修以實驗室研究為主，為了

充分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幸得台大醫院整形

外科湯月碧主任向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整形外

科主任Dr. Scott Levin請託，我得以參加一些

杜克大學整形外科的臨床教學活動。杜克大

學整形外科只有6名主治醫師，但皆各有所長

且著作等身，如Dr. Levin是顯微手術及手外科

知名學者，曾任美國重建顯微外科醫學會的

會長，Dr. Zenn則是乳房重建的專家，2008年

曾獲邀到台灣在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年

會發表演說。我例行性的參加每週一晚上的

期刊研讀會，研讀會形式與國內十分不同，

每位醫師人手一本當月期刊以口頭報告，速

度快但內容卻深入詳實，尤其他們一定會對

所報告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見解，可見他們對

討論會的事前準備相當充分。每週三一大早

的晨會則一般會邀請整形外科相關領域的醫

師、專家演講，或進行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

論會，討論中除有資深醫師之經驗談，更常

見的是以舉證論述的方式呈現出令人信服的

結論。

杜克大學之醫學教育系統十分注重研

究，甚至要求所有第三年醫學生去全美國各

大醫學院及醫學中心實驗室做一年研究。很

多醫學生甚至會再休學一年專門從事研究工

作或在繁忙課業之餘仍在實驗室工作到深

夜。學生熱衷研究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希望將

來以此資歷進入好的醫院或熱門科系接受住

院醫師的訓練，但這對於培養他們日後的研

究能力確有莫大的助益。至於杜克大學醫學

中心外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除了五年

的臨床訓練外，另有二年的時間要花在實驗

室中，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自己搜尋文

獻、進行實驗、分析成果，並將成果發表。

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新進主治醫師則不一定

在杜克本身接受訓練，而是網羅人才且都獲

聘為助理教授。醫學中心的三大要件即必須

兼顧醫療服務、研究、與教學，但要面面俱

到並均有傑出表現誠屬不易，故杜克大學醫

學中心允許主治醫師自行決定要在醫療服

務、研究上所花時間之百分比，年終時再依

此百分比評估其醫療服務及研究的績效。若

不喜歡實驗室研究，醫師專心醫療服務，發

表臨床研究亦可獲得臨床教職。想多作實驗

室研究，少看病人也行，但只要未在一定期

間內發表足夠論文達到升等標準，就必須離

職。由此可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的制度十

分有彈性，著眼於資源利用及產生效益的最

大化，同時對不合格者也是無情地予以淘

汰。

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十分重視病人安全，

我歸國後不久，陳明豐院長即率台大醫院高

層到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參訪，回國談話中也

對於他們的許多作業程序予以肯定。其實在

2003年，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曾爆發一起嚴重

醫療疏失，17歲少女潔西卡等了3年才等到

心臟和肺臟移植機會，手術結束後竟發現器

官捐贈者血型是A型，潔西卡是O型，幾天

後潔西卡就因強烈排斥反應而性命垂危，兩

個星期之後，醫院終於等到血型符合的心肺

進行第二次心肺移植，但最後潔西卡仍不幸

過世。這種醫療疏失發生在世界第一流的醫

學中心委實不可思議，但也提醒我們攸關生

命的病人安全事宜必須要建立嚴格的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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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並切實遵守，亦即目前台大醫院

推動JCI評鑑的最重要精神。但有些制度面

的事是莫可奈何，因美國昂貴的醫療與國內

無法相提並論。美國人民每年平均在醫療上

的花費是很可觀的，占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16%，等於每6塊

錢就有1塊錢花在醫療費用上。這樣昂貴的醫

療，才能造就具有優良品質的醫療服務，並

刺激醫療技術的進展，也吸引優秀人才投入

醫界。然而昂貴的醫療也造成窮人無力負擔

醫療保險，形成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景況，

造成歐巴馬總統要推動醫療保險制度改革，

卻也衍生許多爭議。這些複雜的醫療照護議

題非三言兩語能深入討論，令人憂心的是國

內的醫療品質因過度壓抑醫療費用成長而無

法提升，此誠非國人健康之福。

這次有機會出國進修，要感謝醫院及學

校中許多師長的鼓勵與指導。出國進修對醫

師成長有相當大的助益，不僅是專業上、生

活上的增廣見聞，參考不同環境中的醫學研

究環境及醫師養成制度，對長久以來在同一

系統中訓練的我而言，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刺

激。除此之外，以醫學的背景接觸工程學方

面的思考模式，也提供我許多另類思考的機

會，許多想當然耳、習以為常的事，其實不

見得如此。就一個臨床醫師而言，如何將臨

床上遇到的問題轉成實驗的模型加以研究，

進而使臨床與基礎結合，這是我輩需努力以

赴的。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9年畢業，現任職於

母院外科部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誠徵主任

應徵資格：1. 中華民國國籍，民國37年8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  教育部部定之教授或副教授，且具法醫學專門科目教學經驗，

有學術成就及領導能力者。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請準備8份）。

　　　　　2.  未來三年對本科發展規劃，含教學及研究計畫書；及其他有助

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請準備8份）。

　　　　　3. 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函。

截止收件：99年4月12日（星期一）下午5時以前，書面資料送達台大醫學院

法醫學科辦公室。

聯絡地址：10051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

聯 絡 人：簡淑芬助教

聯絡電話：（02）2312-3456 分機65489；傳真：（02）2321-8438

E-mail：mailto:ycchen1@ha.m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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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臺大醫院創造未來的契機

文／陳明豐

隨
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一切生活步調加

速，全球產業面臨的衝擊更是一波接

著一波，除非具有良好體質，否則都面臨倒

閉或重整的命運。而良好體質的建構除了原

本堅固根基之外，更要隨著大時代趨勢做不

斷的調整，才得以茁壯強大，屹立於驚濤駭

浪之中。臺大醫院亦將以「跨越」  的精神

做為策略來引領內部做改革，對外更要跨越

國界、領域和限制來展現臺大醫院的優質面

向，並吸收擷取別人的優勢精華，經過再次

淬鍊後，營造出臺大醫院的優良體質。

目前，教學、研究和服務的業務除既

有體系推展之外，更加入「跨越」思維的素

材。在醫療發展及研究資源利用則是著手進

行跨越科部，結合基礎與臨床的合作，以行

政措施來提供強而有力的整合平臺。例如99

年度即將開始的臺大醫學院及臺大醫院合作

計畫即是本此宗旨，來提供具研究熱忱新生

代資源，激勵他們發揮潛能，儲備研究能

量，藉以跨越現狀而進一步向外爭取資源。

兒童醫療大樓在2008年12月已正式啟用，使

服務可以有更好的品質。東址五樓的心血管

中心，和座落於西址中山南路旁的健康大樓

也在規劃中；我們亦不遺餘力協助籌劃癌症

醫院，公館院區的業務已於今年11月全部撤回

總院。

鑑於時代對醫療服務的新定義與要求，

我們在院內推展「感動服務」，要將醫療人

員「視病如親」的悲憫情懷化為窩心、貼心

的服務行為，更籌劃跨越醫療流程操作上的

缺失，期盼為病人提供更高品質，更安全的

醫療服務，亦為同仁提供一個良好專業操

作，避免醫療疏失與糾紛的工作環境，因此

我們正在全力動員，努力準備於2010年4月

接受JCI評鑑。我們也將結合臺灣在醫療和資

訊、電子等的產業優勢，讓醫療專業的應用

具更多面向，除了擴張臺大醫院品牌效益，

增進資源利用之外，也是善盡社會責任的一

部份。此外，「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

中心」的持續發展亦是未來重點，藉此建構

亞太地區的卓越臨床試驗中心，和成立以臺

灣地區和華人主要疾病為主體的轉譯研究中

心，其中含括癌症、幽門螺旋桿菌、心血管

疾病和感染症等主題。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潮流如何激盪，

臺大醫院永保一份不變的堅持，那就是前輩

先賢們累積與傳承的優良傳統與品牌價值，

「健康守護、醫界典範」的願景引導著臺大

醫院勇於向前跨越障礙，邁向未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母院

附設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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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景福校友會致詞

文／王緒

各位貴賓，各位校友先生、女士：

大家好！

我是王緒，畢業於1973年醫科，離開

母校至今36年。當年臺灣有首兒歌《來來

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因為五十年

前的臺灣，經濟尚未起飛，生活相當艱苦。

美國卻物資文明發達，為了追求個人更好的

生活，從小每個孩子都一心想要考上台大，

接受最好的教育，才能夠去美國留學，與老

美一爭天下。楊振寧、李政道都是我們的偶

像。當年留學之風非常之盛，主要是國內大

學後的研究所不足，要想深造得博士一定要

去美國。再加上美國醫學院畢業生不足，需

要外國醫學院畢業生充當廉價勞力，填補住

院醫師空額，所以在1973年之前，幾乎一半

以上臺大醫學院的畢業生都去了美國。到了

我們這一屆開始，畢業後有在國內服務兩年

的規定，領了醫生證書，兩年之內不能出

國，所以我畢業後在國內服務了五年才出

國。

我1978年去美國留學，進入紐約州立

大學外科做住院醫師，1984年畢業之後在美

國開業。1980年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成

立，由於前輩們的努力，校友會發揮很好的

溝通平臺。每年兩次校友會的聚會，我都儘

量參加。不過29年過去，前輩校友逐漸退

休，終於輪到我們這一屆來接任會長。當我

接了美東會長職務，卻發現美東年輕校友嚴

重不足。就醫學系的校友而言，許多屆都沒

有校友在美東地區，有的也只是少數一兩人

而已。主要是目前國內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

步，人民的生活，文化，教育情況大大改

善。新畢業的同學，不必遠赴美國，在國內

就可以獲得良好的求學與研究環境，在國內

就可以得到博士學位。目前美國經濟蕭條，

國力江河日下，公共建設十分破爛。臺灣卻

在各方面大有進步，尤其在公共秩序、環境

衛生、公共建設、交通建設、住宅環境、人

民公德心上已經超越美國，十分使人欣慰。

2009年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8月14日

至8月16日在紐約法拉盛召開29屆年會。出席

登記各科系校友120人加上眷屬共計200人左

右。這次校友會特別感謝，僑委會委員長吳

英毅學長，景福會董事長陳維昭學長，台大

醫學院院長楊泮池學長，台大醫院院長陳明

豐學長，蒞臨演講與討論，校友的參與也分

學術演講與非學術演講兩部分。非常感謝大

家的參與與工作人員的辛勞，使年會能圓滿

結束。會後從8月16日至8月18日有34位校友

參加會後旅遊團去Lake George旅遊，一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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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互相自我介紹、唱歌、說笑話、分享人生

經驗，十分快樂與美好。

目前擔任美東區會長的我衷心希望為大

家服務，我們正在籌辦一個討論會，題目是

《在美生存，傳承之道》，希望幫助在美東

的年輕校友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我非常希

望各位校友，到紐約來時可以撥打我的手機

（516）319-9920，我一定通知美東的同學，

大家聚聚，重溫往日的舊夢。謝謝。

2009年12月2日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現於美國開

業）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
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一、獎助對象、範圍及期程

（一）申請方式：國內設有醫、牙學系之大學校院（不含軍警校院），以校為

單位提出申請。

（二）獎助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醫學系畢業後六

年內之在職醫師，有志從事研究，並擬修讀國內外研究所博士學位者。

醫學系畢業後六年內之在職醫師，其畢業年限之認定以計畫收件截止日

為準，服兵役年限並得扣除。

（三）獎助名額：醫學系畢業後六年內之在職醫師就讀國外博士班者二名。

（四）獎助期程：以二年為原則，獎助期滿，得再申請一次，每人最長以獎助

四年為限。但就讀國外博士班者，除前往非以英文授課之歐洲國家或日

本外，獎助期限最長為三年。

二、獎助項目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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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參考國內公立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待遇，以其臨

床醫師薪資所得支付，每年最高以美金三萬五千元為限。

三、計畫申請及審查作業

學校申請作業：學校於每年6月30日前備妥計畫申請書一式七份送至本部，有

興趣校友請直接與臺大醫學系辦公室蕭小姐聯絡（電話：02-235600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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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醫學院第三屆同學歡欣迎接畢業60週年

的此時，筆者謹以此文表達慶祝的心

意，並簡單回顧本班參與過的一些活動及展

現的成果。本班同學在剛進入醫學院一年級

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台灣台

北高等學校及醫學部的預科生30名與自日本

各地醫學部返台的30名學生合併編班，組成

新五年制醫學院的三年級。民國35年9月開學

後不久，本班同學就開始動手編輯班上的雜

誌「曙光」，當時是以日文撰稿，並且是以

手抄稿的方式出版，共分上下兩冊。雜誌的

封面則是由同學廖述仁的的父親、名畫家廖

繼春先生親筆繪製。

民國36年11月為了慶祝醫學院學生宿舍

設立三週年，本班同學與前後兩個年級的同

學一起合辦特別公演，在醫學院舊大禮堂演

出三齣話劇（請參見景福醫訊第五卷第二

期，民國78年）。民國37年時班上同學已經

在醫院實習，8月間班上有15位同學參加了精

神科林宗義先生所執行的安平地區精神疾病

田野調查。民國38年畢業時，適值國民政府

與大量難民遷台，畢業後的同學成為第一批

的固定實習醫師，並於民國39年昇任為第一

屆的第一年助理住院醫師。

民國39年吳耀津、黃謙道、曾柏村、陳

萬益與莊徵華等五位同學分別就任於潮州瘧

疾研究所，成為1950年代消滅台灣瘧疾事業

的功臣，之後他們全數任職於WHO，參與

世界各地公共衛生事務。民國46年有七位同

學就任新設的高雄醫學院教員，他們是鄭金

松、陳章義（內科），翁廷銓、廖潤生、陳

再興（外科），梁大東（耳鼻喉科），以及

林鴻德（精神科）。民國58年畢業20週年紀

念日當時，本班同學把前輩邱文雄醫師親手

鑄造的「醫師之像」獻給醫學院，它成為醫

學之象徵。

本班同學約有半數在畢業後不久即下

鄉開業，另一半則留在本校或其他公私立醫

院服務。留在母校醫學院擔任教師的有黃伯

超（生化科）、洪文宗（外科）、歐陽培銓

（婦產科）、尹國霖（皮膚科）、林憲及葉

英堃（精神科）。黃伯超同學曾榮任母校醫

學院院長，而許文政同學目前則榮任總統府

資政。60位畢業同學中，目前仍健在者正好

是一半30人，其中有10人旅居美、日等國。

（作者係母校醫科1949年畢業，現任母校精

神科名譽教授）

畢業60週年誌慶

文／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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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畢業班致詞

文／黃國恩

五
十年是個好句點，常聽到的就是半世

紀，是段蠻長的時間，但卻覺得那麼短

暫，怎麼已經畢業五十年了！？

1952年進台灣大學，經過七年醫科學

程於1959年畢業，不折不扣已歷經五十個年

頭。台大醫學系歷史悠久，時光恰似川流不

息，年年都有五十週年畢業生，只不過是今

年輪到我們，諸前輩諒必已敘述許多感言及

建言，我今天就代表我們1959年班簡略回顧

當年以做報告。當年的記憶免不了模糊，但

再不記述只有更加忘卻，我們班共七十人，

其中本地生五十人、僑生二十人，原本七位

女生，大二時轉出三位，從此就四美女同學

一直到畢業。記得入學考共分文理兩科，醫

學院（只有醫科）屬理科，考國文、英文、

數學及理化四科，沒有聯考，台大是台灣唯

一的大學，國文題有文言翻白話「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英文中翻英「舉頭望明

月，低頭思故鄉」，化學解析未知的化學構

造（答案是H2O2），物理計算雙鏡片的光折

度等等，其他已記不得了。

大一時週一、三、五上午國文課，週

二、四、六上午英文課，各依入學考成績分

班，只有理學院老師的課，全班才一起上，

碰面機會少。大二則有固定教室，是在文學

院西側的獨棟老舊木造教室，除有機化學到

新建的化學館，物理實驗到物理系外，整天

都在此教室，桌椅隨便放，有些雜亂，但在

此學習不少通識教育課程，如心理學課的

Development of Human Behavior，令人印象深

刻。升大三移師醫學院，宿舍由學生自治，

學生宿舍位於現在東址院區，入住需先拜碼

頭，當年的「總務」（宿舍總管）為六年級

李俊仁學長。三年級住本館，四年級住南

館，五年級住東館，六年級住西館，本館內

還有個自治圖書館，記得念過幾代館長以日

文書寫的「醫學院宿舍日記」筆記本，記述

宿舍的各種活動及要事，可惜後來不見了。

宿舍每年有「寮祭」（大家庭聚會），會邀

請教授參加，大夥兒難得酩酊大醉，開懷相

照。宿舍生另一特色為穿木屐散步新公園

（現228公園）及衡陽路。

醫四上病理科，首次著白衣穿越中山

南路，感到當醫學生的特殊興奮。醫四時南

韓來位留學生金貞旭，全然不懂華語，當年

恰好本人擔任班代表，特地照顧他，暑假公

共衛生到地方衛生所實習，只好帶他到家鄉

朴子，一起作息三星期，是另一特別記憶的

事。醫七實醫搬進醫院，起初分配住宿美國

海軍NAMRU-2的一樓，但不久搬到當時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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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胸腔科）的四樓，以病房為臨時實醫

宿舍到畢業。值班實醫對每一個當天住院病

人做血液、糞、尿常規檢查，實醫也負責每

天早上全棟病房的靜脈注射，開刀時拉鉤，

雖辛苦但因被稱呼「醫師」而自得意滿足。

產科實習最有意思且興奮，在住院醫師指導

下醫六生第一週觀摩，第二週接胎盤，第三

週可為經產婦接生。醫七輪值產房則有機會

為頭胎產婦接生，感受到當醫師的成就感。

1959年6月實醫結束就畢業，畢業典禮規定

穿軍訓制服在中山堂舉行，醫學院只有醫科

比其他科系老些，座位規劃在二樓左上角，

我們幾個曾經到場，但典禮開始前就離開。

醫學院參加者寥寥無幾，還好還是讓我們畢

業了。

大部份男生都當預備軍官，是第八期

第八隊（本人88號），是步兵學校基本訓練

的末班預官，校長特別叮嚀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把我們大頭預官整整訓練半年結業，轉

士林衛勤學校，一個月後分發部隊為醫官。

運氣好的當空軍，體格強壯的到陸戰隊，部

份同學到離島，1961年元月退伍，才算真的

畢業各奔前程，大部份留母校當住院醫師，

少部份自行開業設診所。

今年2009年剛好畢業五十週年，自從去

年夏天我們就開始規劃準備同學會，數位發

起人議定在11月台灣醫學會年會前安排島內

旅遊，預期同學會結束可以參加醫學會及景

福校友五十週年紀念會。但唯一遺憾是校友

會在2009年8、9月時決定把今年的校友返校

聯誼會改到12月19日，與往年不同而不與醫

學會開會同時，本班同學會日期已配合醫學

會（11月6-9日）排定在11月3日到6日，特別

是國外回台同學無法更改行程，只有放棄參

加校友返校聯誼會的機會。建議景福返校聯

誼會能夠配合台灣醫學會舉行，以便較多的

畢業同學參加。今天我們到此共襄盛舉，也

希望諸位和我們一同慶祝我們的畢業五十週

年。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9年畢業，現任高雄長

庚醫院婦產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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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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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四十年回顧

文／劉華昌

民
國 5 1 年（ 1 9 6 2 ）入學，民國 5 8 年

（1969）畢業的台大醫學院醫科的同

學們，今年（2009）剛好是畢業40週年。40

年是人生「不惑」之年。假若人生的前30年

是“準備期”，那麼醫學院畢業後的40年是

“工作期”，人生的精華，之後的十到廿年

是“退休期”，可以慢慢回味過去的種種。

先看看本屆同學的組成：入學時有100

位同學，其中本地生70位，海外來的同學30

位。畢業時有108位同學，乃因上一屆或上幾

屆的同學加修學分慢了一至六年，而加入本

屆畢業。再看看畢業時的心情。108位同學

中，在畢業冊留下感言者有61位（約60%），

其中以醫學生在學“七年”為主題者最多，

佔八位，感嘆七年太短或太長，宛如南柯一

夢。以“感恩”為主題者七位，感謝師長的

教誨，感謝父母的培育、同學的切磋等等。

令人驚奇的以「願為良醫」，「從醫救國」

等高道德標準為目標者也有七位。本屆同學

與往常的醫科同學一樣，似乎屬於中規中矩

的一羣。

畢業後，從海外回來就讀台大醫科的

同學大部分離開台灣到美國、加拿大、香港

等地。1969至1971間，適逢台灣退出聯合

國，加上中美斷交，台灣受到外來巨大壓

力，在風雨飄搖，風聲鶴唳之際，本地生70

位，又有40多位到美國去，留在台灣的不到

30位。到美國的同學大多數在專科訓練之後

懸壺濟世，但其中賴其萬同學（神經學教

授）在美國任教一段時間後返台，當過慈濟

醫學院院長，現在仍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改

革奮鬥（教育部醫學教育改革委員會執行

長）。另外在紐約的王政卿同學（血液科教

授）偶爾返台找同學挑戰高爾夫球，王大中

同學（神經科教授，美國）則少有聯絡。許

政治（麻醉科）、李明德（耳鼻喉科）、張

照男（小兒外科）、王鵬南（心臟內科）、

陳吉祥（呼吸內科）等則仍然留在美國執

業。陳茂元同學（成大病理學教授）、林從

慶同學（國泰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也先後

回台灣。留在台灣的同學中從事研究、教

學、服務者計有：魏拙夫同學（陽明大學外

科學教授、台北榮總外科部主任）、李英雄

同學（心臟內科教授、長庚醫學院院長）、

黃妙珠同學（內科教授、林口長庚醫院同位

素科主任）、施俊雄同學（骨科教授、林口

長庚醫院骨科系主任，現任台北中山醫院院

長）、沈慶村同學（小兒科教授、國泰醫院

小兒科主任兼副院長）、徐泰彥同學（中國

醫藥大學婦產科教授）、陳信夫（婦產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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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長庚大學）。留在台大醫院者有江千代

同學（婦產科教授，台北市立婦幼醫院院

長）、林惠朗同學（眼科教授，現在三重市

執業）、李憲彥同學（耳鼻喉科教授兼主

任）、林信男同學（精神科教授兼主任，桃

園療養院院長，成大附設醫院副院長），宋

成銘同學（神經科教授，台北市立療養院副

院長），劉華昌同學（骨科教授，第一任醫

學工程學研究所所長）。其餘同學分散在

台各地，服務鄉梓。如郭俊彥同學（新竹

市，外科），彭瓊袞同學（新竹市，一般外

科）、許恆夫同學（高雄縣，耳鼻喉科），

李宗德同學（台北市，耳鼻喉科）、蘇雅信

（耳鼻喉科，板橋市），吳朝宗同學（神經

外科，彰化基督醫院外科部主任）、宋育一

（泌尿科，补子市）、周正雄（內科，苗栗

市）、陳光治（內科，臺中市）、高正敏

（小兒科，臺中市），吳建一（內科，宜蘭

羅東）、謝芬蘭（眼科，台北市）。王佳文

同學（內科）在台北市醫師公會學術組中工

作，表現傑出。蕭正雄同學（台北市，婦產

科）和石朝康同學（三重市，外科）是本班

同學畢業後的聯絡中心，不論在國內外的同

學有任何活動，只要通知他們，事情立刻搞

定。吳啟欽同學（台北市，皮膚科）上個月

嫁女，心情特好。張和雄同學（美國，麻醉

科）、韓明元同學（美國，內科）、李中憲

（胃腸內科，美國）在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

會都曾當過會長或努力進行會務。陳茂元同

學、施俊雄同學、陳吉祥同學（美國，胸腔

內科）、韓明元同學曾經為了本班同學的各

個周年聚會，出錢出力，貢獻良多。林惠朗

同學的文筆流暢無礙，曾記錄下同學聚會的

點點滴滴，是本班的文膽。

本屆同學往生者有三人，是不是醫科

歷屆中最少的一屆？不得而知。不過，畢業

後，大家常常相聚言歡，相互鼓舞“生之勇

氣”，該是長壽健康之道。同學的子女中繼

承父母之業為醫者，高達30人，當律師者也

有5-6位。成功的教育下一代，也算是對社會

的貢獻。

由此看來，本屆同學完成的工作算不得

什麼豐功偉業，所做所為不過是醫學滄海一

栗，大齒輪中的半齒而已。然而在時代的洪

流中，大家仍一本濟世的初衷，謹守崗位，

不浮華、不吹噓，做完該做的事。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夜夜安睡到天明，於願足

矣。醫學院畢業後40年的歲月是人生最精華

的部份。結婚生子，組織家庭之外，接受專

科醫師的訓練。拿到專科醫師之後，當主治

醫師，開始獨立作業。這段時間，還有人出

國進修，攻讀博士學位，回到大學，從講師

做起一步步升到教授。之後，當公、私立機

關的主管，從事管理行政的工作。在當大學

教員的期間，要服務、要教學、要研究。論

文要發表到越著名的雜誌越好。這些忙碌紛

擾的日子想不到一晃眼就過。無論酸甜苦

辣，絕對無法重來。

所以在此發表感言，首先當然是感謝父

母給的良好基因，師長和前輩學長良好的指

導，以及同事們密切的協助和忠告。其次、

奉勸後輩多與前輩、師長交流請益。長輩的

經驗不一定對，走的路也可能是錯，但是可

以把他們的故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評估，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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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以在嘗試與失敗中找到康莊大道。第

三、要多提攜後輩。在他們身上花的時間、

力氣絕對不會白費。最後一點、要誠實（Be 

honest）。凡事一步一腳印，所得成就才經得

起百年、千年的考驗。記得在1966年左右跟

一群外科前輩從事腎臟移植的實驗，大夥對

於“排斥反應”的避免、治療非常頭痛。忽

然哈佛大學傳出有研究上的“突破”，可以

在白鼠身上成功地移植“黑皮”。不久又報

導上述研究做假，只是在“白皮”上塗墨水

而已。這些新聞使人對“哈佛大學”印象變

壞。臺大醫學院的畢業生要讓母校引以為榮

才是。

醫師工作的報酬在政治力介入之下，

越來越少。不但在台灣，全世界的醫師遲早

都會遭遇到同樣的境遇。古書中早有記載對

醫者的告誡，謂替大官、富豪治病時千萬不

要想獲什麼豐盈的報酬，能保平安即可。目

前的時代情況變為更嚴峻，替任何人治病無

論貧賤富貴，都要有臨淵履冰的心情，不能

大意，不能出錯。醫師的天職是治病，其他

的不必再想，想要賺錢的人，改行從商即

可矣！

畢業達40年，同班的同學們漸漸從先前

的工作位置退下來。黃昭碩、張鑫本班一對

同學來函稱，昭碩同學在美國獻身慈濟慈善

醫療，已不開業。張鑫同學也將退休。李明

一同學身體微恙，已在家休養一年多。林信

男教授從台大精神科退休後，獻身基督教會

的松年大學教學工作，幫忙教養孫子輩。魏

拙夫同學、蔣富雄同學（婦產科），陳重光

同學（麻醉科）找到新伴侶，共度人生黃昏

美好的時光。

同學們漸漸步入“七”字頭的歲月，

在落日餘暉之中，如何把生命之火發揮最大

的光芒，相信是同學們心中重大的課題。有

人仍然繼續執行醫療業務，有人仍在探討真

理。在生命燒盡最後一滴蠟燭之前，希望還

能做些事情，讓我們年輕時景仰的母校，以

我們為榮。

最後，免不了要敬祝在場來賓「身體健

康、精神愉快」。王子哲學長（台大1965年

畢業，台北醫科大學內科教授）常提醒我要

注意三樣東西「魚翅、美酒和歌劇」，其意

是指要提升生活的品質，可以從吃、喝及從

音樂、藝術的修養開始做起，言簡意賅、令

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我願再加上「多做

體操、多散步」一項。因為年紀越大，身體

病痛越多，多運動能大大減少身體各處的疼

痛，而且身體的活動力增加，精神清爽。所

以把祝福的話改成「敬祝大家身體愉快、精

神健康」相對的顯得實際有用。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9年畢業，台大醫學院

骨科名譽教授，第一任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所

長）

賀母院小兒科張美惠教授榮獲2010年第3屆「台灣傑

出女科學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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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3 0周年慶致詞

文／林守田

國
立台灣大學附設醫學專修科修學四年後

畢業。在學時所受的學科與老師教授

簡記如下（老師姓名敬稱省略）。解剖學科

（金關丈夫，森於菟，余錦泉，蔡滋理），

生理學（細谷省吾，邱老師），生化學（董

大成），藥理學（杜聰明，李鎮源，彭明

聰），病理學（葉曙，黃當時），細菌學

（嚴智鐘，吳紹唐），寄生蟲（黃老師），

公共衛生（郭松根，陳拱北，李老師），內

科（郭宗煥，張天縱），外科（林天佑，鄭

澤生，徐傍興），婦產科（徐千田），小兒

科（林我澤），眼科（楊燕飛），耳鼻咽

喉科（許雲龍，楊喜松），皮膚科（陳登

科），泌尿科（傅文龍），精神科（林宗

義），放射線科（黃演燎，王光柱），牙科

（薛嘉祥）。幸得以上各位老師，大師之盡

力教導栽培，才有今天的我們。當時的大型

教學醫院只有台大醫院、紅十字省立臺北醫

院（台大第二附設醫院）、鐵路醫院、馬偕

醫院及陸軍總醫院等數家而已。實習在省立

臺北醫院實行，各科主治醫師也熱心傾囊教

導我們。

金關教授每次上課時只握著彩色粉筆指

向黑板畫出神經徑路解說，其畫鮮明美麗宛

如畫家般的素描。目瞪口呆的我們總是趕不

上抄畫描寫。教授頭髮捲曲，俊美猶如希臘

石膏像。森教授講解組織學很仔細，一站就

是四個小時，滔滔不絕不感疲倦反而是不少

學生被累倒。藥理學李鎮源教授嚴謹，講求

藥物作用原理點點滴滴絲毫未漏極詳細，期

末考被難倒的不計其數，因離不開其奧妙學

理而再留下一年深究其迷理難論。彭教授整

理消化好的講義易懂，疏而不漏的明快內容

頗受大家欣賞。董教授盡心講解代謝以龜殼

化學方程式緩述徑路，理路整然再讀一遍更

容易理解吸收。葉教授的病理以日本語講，

常加入日語笑話，聽之生趣盎然興味濃厚，

考試時以口試為副，各人抽一題由老師追問

到底至難倒為止，視回答的多寡來計分。吳

教授介紹病原體細菌之存在，而舉出發現細

菌學者如克霍Koch之偉大。林天佑教授講

評病患誤診之失敗經驗以資後學之鑑，甚為

敬佩其風度與教學之真諦。郭教授談論甚精

彩，他強調醫師倫理觀念。徐千田教授開講

第一天於黑板畫上特大女性特有解剖學構造

圖使滿座的級友嚇了一跳，繼之女性賀爾蒙

之作用機轉以化學構造式說明印象深刻。楊

教授講授耳鼻臨床微細構造功能兩小時不依

原稿只用一支筆不停的講完，整學期的筆記

能夠完成如一本教科書。字數不多只能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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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良師風範，還有多位名師遺漏遺珠之憾

請原諒。

民國38（1949）年畢業時值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不久日籍教授離開台灣遣回日

本，很多台灣本土老師接任之。社會各行業

尚未完全復興，環境衛生不甚理想，疫病如

赤痢、腹瀉、結核、瘧疾、傷寒、麻疹、百

日咳、白喉、腦膜炎、日本腦炎、嬰幼兒營

養不良症等流行，且死亡率相當高。社會急

需要醫療，因之同學畢業後陸陸續續各自分

道揚鑣奔回故鄉懸壺濟世投入醫療事業，日

以繼夜的服務，各人事業繁忙而失去互相聯

絡，至今全數46人中知道健在的約20人。我

們只有二人趙繼慶留在台大醫院麻醉科，我

在臺北醫學院小兒科當臨床教職服務。

年紀已屆後期高齡者，各種老化症狀

浮現，本人現在退休尚且於臺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當顧問服務，時常有事承受各科醫師

照顧，除了婦產科無緣以外都掛過號接受診

療。老化不能痊癒只求減輕痛苦與病共生的

狀態。日日生活保持快樂精神，清淡食物，

尋找好友歡談，偶爾喜吃小美食，看電影養

眼。老來健忘，家事天天記一個忘三個，電

話常話不對題還喋喋不休。

最後趁此機會感謝台大景福校友與北

醫同事對我健康之悉心照顧，李源德院長、

朱樹勳院長、陳明豐院長、吳德朗長庚最高

顧問溫馨的診療今天才能站在這裡，由衷

致謝。

（作者係母校醫學專修科1949年畢業，現任

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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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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導師─許書劍教授

文／陳維昭

民
國47年我考上了臺大醫科，在台中一中

校友會的迎新會上，第一次見到了許書

劍教授。當時年不到40的許教授，外表英俊

挺拔、言行溫文儒雅，在眾多師長中顯得相

當突出，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讓我從那

時開始對外科有了好感，埋下日後走上外科

的種子。

醫學生期間，因為堂兄陳維東在沙鹿光

田醫院當外科醫師，每次暑假，我總是先回

神岡老家小住後，就住到清水伯父家裏，每

天跟隨堂兄到光田醫院見習，那時有幾位台

大醫院的師長，包括外科許書劍、陳漢廷、

許光鏞等醫師，每逢星期天就會到光田看診

或手術指導。我最喜歡跟隨的是許教授，因

為他對當時還所知不多卻常問些奇怪問題的

我，不僅不介意，還會細心、主動的提供指

導，讓我收穫良多，也更引發了我從事外科

的熱誠。

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之後，我依原訂

規劃申請回外科擔任住院醫師，當時的外科

主任是林天佑教授，不過林教授和科內的同

仁的互動相對較少，因此科裡的各項活動自

然而然就以許教授為中心。因為我走的是一

般外科，與許教授的互動也就更加密切。不

但在科內如此，即使出差到各地參加醫學

會，大伙們也都是環繞著許教授行動，因為

許教授跟地方醫院、開業醫師一向有很好的

聯繫，只要跟著他，一切都會獲得最好的安

排。

民國60年萬國博覽會在日本大阪舉辦，

在許教授的號召之下，我們幾位兼任主治醫

師，包括我、馮光憲、張武誼、王世名、李

治學、魏達成，還有林成德、陳漢廷、張簡

耀等幾位師長，有些人還攜家帶眷，一群人

浩浩蕩蕩追隨許教授夫婦，先到大阪參觀博

覽會，然後由大阪、京都、東京，到東北的

仙台、盛岡，再往北到北海道，轉回頭又到

能登半島的金澤，前後達一個月之久。不僅

遊歷了許多日本的風景名勝，也拜訪了許多

大學和醫院，在每個人心中留下非常難得的

美好回憶，也認識到許教授在日本寬廣的人

脈和受到的尊重。因為在這次的日本之旅拜

訪了東北大學，見到了葛西森夫教授，帶給

參加地方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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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的印象，而奠定了我後來留學日本的

基礎。

我從日本回到外科時，許教授已經接任

外科主任有一段時間，民國68年許教授因為

我從事靜脈營養的一些臨床和研究成果，推

薦我為十大傑出青年候選人，結果很幸運地

獲得當選。9月29日頒獎那一天，許教授夫

婦不辭辛勞，專程到高雄來參加我的頒獎典

禮，以行動來鼓勵和支持後輩，真是讓我衷

心感激、永生難忘。

在我的外科生涯中，許書劍教授一直鼓

勵、支持著我，也是我學習、景仰的對象，

是陪伴著我成長的導師。但是相信不只是我

個人，在台大外科，許教授也是許許多多同

仁，永遠懷抱著感恩和敬佩的共同導師，更

是台灣醫學界廣受敬愛的長者。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為台灣大學

前校長，現任母院外科部名譽教授，台大景

福基金會董事長）

大阪萬國博覽會 歡送許書劍教授榮退

參加十傑頒獎

東北大學葛西教授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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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醫界之典範—許書劍教授

文／李元麒

1975年，我們共八位新人進入台大外科當

住院醫師，當時的外科主任就是許書劍

教授，外科的工作相當忙碌，換藥、跟刀、

寫病歷與兩天一次的值班，忙得團團轉；與

許書劍教授的接觸，印象最深的是早晚會看

到他帶著一般外科兩位總醫師，所謂左右金

童，到二東二西查病房，非常關心病友；有

時候照顧到許教授的病人或是跟著上刀，他

總是和顏悅色地指導大家，很少發脾氣，他

的手術總是有條不紊進行，每一步驟都確實

做好，因此病人都能順利康復出院；當時的

感想是許主任文質彬彬，學問淵博，手術功

夫一流，人如其名“書劍”，是大家

尊敬的外科典範。

1978年心臟外科洪啟仁教授接

任外科主任，1979年，我完成心胸外

科總醫師訓練，雖然胸腔外科非常冷

門，與心臟外科相比病友相當少，幾

乎所有受訓完成的總醫師都選擇非

常熱門的心臟外科，我算是異類，認

為台大胸腔外科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毅然投入胸外領域，進入臨床醫學研

究所博士班就讀，兩年後奉派到沙烏

地阿拉伯霍夫醫院服務；這段期間

與許教授有更多接觸受教的機會，主

要因為我學生時代喜歡打網球，總醫師工作

後，能夠抽空重返球場運動，而許教授是網

球好手，打球非常穩健，以柔克剛，我們經

常一起代表外科比賽，有許多交談的機會，

給我指導與鼓勵，此外在沙烏地阿拉伯服務

當中，許教授以顧問身份到霍夫醫院指導我

們三個月，每逢假日許教授常與台灣醫療團

員一起共遊海邊、沙漠與綠洲，此外，內人

撥空幫他洗滌衣物，星期假日做較豐盛菜餚

時，我們也常邀請他與一些單身在沙烏地的

醫師一起用餐，在沙烏地這一年中，大家或

長或短，朝夕相處，禍福與共，建立了非常

許教授與霍夫醫院院長Cini、李元麒夫婦等出遊時，在

阿拉伯式帳棚下合影（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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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情誼，一直持續到現在。

從沙烏地回國後，我繼續完成博士學

位，並開始臨床診治工作，但求診病友非常

少，通常是個位數或十來位，許教授在外科

研究室走廊碰到我的時候，總是親切地關心

我，並邀我到他研究室坐坐，給我許多鼓勵

與教誨，其中我印象最深刻並且受用無窮的

一段話是：“你不要擔心沒有病人，不要

急，要認真把每一位病人手術好，照顧好，

自然而然地你就會有許多病人慕名而來”，

每當我遇到困難時，都會想起許教授這段話

來自我勉勵並追求進步。許教授的研究室總

是堆放著許多日本的醫療書籍與雜誌，我發

現他非常細心地研讀，如有創新的新知或技

術，他會介紹給我並要我注意這方面的發

展，使我受益良多。1984年，我申請到武田

獎學金要赴日本研修一年，經許教授的介

紹，到日本東京國立癌症中心進修臨床半

年，實驗室研究半年，受到許教授日本友人

的照顧，內心非常感激；也因為這些淵

源，我能略懂日語，隨後並與許多日本

著名的胸腔外科教授建立友誼與學術交

流關係，提升台灣的醫療水準與學術地

位。1985年從日本回國後，我的臨床與

研究工作逐漸發展起來，許教授雖在幾

年後退休，但仍持續貢獻於台大外科，

並常常指導我許多醫學新知與人生哲

學，成為我的良師益友；能多次感受到

他的溫暖，令人鼓舞與感恩。

許教授於日據時代畢業於日本金

澤大學醫學部，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日本

回台大醫院服務，當時正由日本教授

領導轉型到台灣人自己來發展，戰爭後百廢

待舉，許教授與他的前輩高天成、林天佑等

教授領導台大外科重新站起來，擔任過台大

外科主任、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高天成

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與台大醫學院院務發展顧

問等職務，即使退休後也以台大醫院為家繼

續擔任教學與臨床工作，貢獻達64年之久；

他的為人處事有許多值得吾人學習之處，包

括：真誠、樂觀、與人為善、淡泊名利與動

靜自如，長年以運動健身，身材從未變形，

即使年近90高齡仍健步如飛、耳聰目明，他

也是台大外科榮退教授中第一位慶祝90華

壽，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慶生會表達大家對許

教授的感恩與尊崇，也祝福他福如東海，壽

比南山。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4年畢業，現任母院

外科部主任）

許教授手握滿桶採收之海蛤蜊與陳明豐、曹永魁、李元

麒等教授（右起）合影於沙烏地海邊（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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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書劍教授九十大壽紀念

文／陳明庭

首
先在此祝福許書劍教授90大壽，我們大

家所敬愛的“一代外科大師”。

由日治時代延伸到中國國民黨的統治，

領導台灣的外科醫學走過超過半個世紀的歲

月。至今仍可以看到他一直趕上時代，手中

常常提著up to date的外科資訊參與討論會，

提供很多評論給年輕醫師現代化的外科觀念

（尤其是對癌症的新知、手術及治療的基本

概念）。他的思路真的令人無限的欽佩。雖

然外科醫師活躍在其專業上的壽命比內科醫

師短暫，許教授由Hand Surgeon到Oral Surgeon

以致於目前的Brain Surgeon，仍是非常持續的

堅持他的本業，這可令我們這些晚輩感到非

常敬佩，而須仿效的最好榜樣。

我們常常開玩笑的說“台大人”很奇

怪，看到別人就一心想要教他，有時還被人

嫌囉唆呢。這種執著在“想教別人”的動

機，是台大的傳統，不僅非常可貴，也是一

種無形的進步根源。

站在整形外科的立場來說，許書劍教

授是為台大外科把整形外科引進來的“引水

船”，也可以說，如果沒有他就沒有今天台

大的整形外科。在1973年台大外科缺了一腳

沒有整形外科的年代，他把我帶進台大兼任

主治醫師，直到1979年洪啟仁教授才正式邀

我進台大專任。這時我心裡也很掙扎，因為

當時進台大在經濟上是有點看緊的，但後來

我還是秉持著熱愛母校的一片熱誠，全心全

意的投入建立“台大整形外科”的行列，並

嫡傳給湯月碧教授及其屬下一大票的堅強人

馬。你可知道因此我們後來也製造高醫整形

外科、國泰整形外科、成大整形外科、慈濟

整形外科等一大串系列的副產品造福大社

會。

回到本題，許教授由台大整形外科的

同仁來看，是我們的大家長。回溯1957年我

醫學生時，許教授當時是副教授，就給我們

上過一般外科課程（引起我對外科的親和

力），直到1960年，我畢業時服兵役前，我

曾在沙鹿光田醫院打工兩個月，當時每一個

禮拜天就會碰到許教授來院手術，光田醫院

的外科技術員，均很怕跟許教授上刀，因為

許教授在手術台上很嚴謹，而且據說會罵

人，所以我就被推上去，我的立場是在那場

合看到許教授如同師生在異鄉相見，有真情

流露的感受。我是許教授的學生，當然就很

樂意上台去幫忙手術，但我發現他不但不會

罵人，常常在術中會教學，是一個典型的

“台大人”（喜歡教別人）的典範。於是我

也見識到很多胃切除及膽囊切除的技巧。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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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特點是手術時每一步都很謹慎小心，

所以術後很少有合併症。外科醫師的凶悍，

並沒有存在在許教授的身上。只有“仁慈”

兩個字可以形容許教授的待人表現。從此我

就非常崇拜著他。他在光田醫院曾經問我

說：「你將來要做哪一科？」我就毫無猶豫

的答說：「外科」，他笑著說：「外科是很

辛苦的喔。」從那時我就覺悟我須要走一條

很辛苦的路。如同我留美7年，一天有睡一

天沒睡，每天都紅著眼睛，半睡半醒的過日

子。雖然外科醫師碰到值班非常辛苦，但也

就是機會的到來，哪能不好好的把握那機會

呢？（但不一定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轉眼間，我回到台大，建立整形外科，

服務21年，65歲退休了。Time flies like an 

arrow！每次經過許教授辦公室都會進去聽他

的教誨及過去的台大外科英雄傳，很有趣，

都有片段的記下來。但有些可以寫，有些不

方便寫出來，只有藏在心裡，好好的自己回

味。在此再次的恭賀許大家長90大壽生日快

樂，感謝再感謝！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任母院整

形外科教授）

（一）應徵資格：申請時已具有博士學位。所需專長為流行病學領域。

（二）主聘單位：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99年8月1日起由流行病學研究所與

預防醫學研究所，兩所整併成立）

（三）檢具資料： 申請信函（註明申請職級為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個人履歷、學

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影本、三封推薦信、未來五年教學及

研究計劃書及其它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99年4月30日（以寄出地郵戳為憑） 

（五）收件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501室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

　　　　　　　　李文宗所長　收（E-mail：wenchung@ntu.edu.tw）

（六）聯絡電話：3366-8030，詹麗雪技士

　　　傳真專線：886-2-23511955
　　　E-mail：epidem@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病、生統與預醫學群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或專任副教授教師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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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書劍教授九十大壽感言
─永恆的長者風範

文／湯月碧

許
書劍教授是我當實習醫師時的外科主

任，當時各科招募住院醫師，對於女

醫師皆設限。當我考慮走外科時，很勇敢地

去主任室問他對於招收住院醫師的態度。他

說：完全看成績排序。我一直認為許教授是

我心目中最民主最尊重女性的長輩，一路走

來，此種感覺一直不變。

猷記得我R1那一年的新年，循往例被帶

去許教授家裡團拜，許教授則在家裡擺桌宴

客，當時老師住在日本宿舍，聽當時R2的林

靜芸學姊一再叮嚀：要記得將鞋子收好，否

則最後會慘不忍睹，每年許師母都會哭笑不

得。我後來才真正了解原來玄關是最危險的

地方，原來那天大大小小都很瘋狂，一進門

就被以1:3（大：小）之比例乾杯，因此不久

就會不支倒地，吐在玄關，鞋子就會遭殃。

許教授對我特別關照，一進門就手捧一瓶紫

色造型很美的土耳其葡萄酒送我，特別聲明

這一瓶是給湯月碧喝的。事實上我只喝一

杯，後來醒的時候才知道被廖廣義教授及江

千代院長帶回家裡，他們還不忘帶著那個空

瓶留給我作紀念，這R1時到主任家拜年的瘋

狂行徑留給我們那一代的young surgeons一個

難以忘懷的永恆回憶。

許教授真是一位溫文儒雅的長輩及學

者。他的開刀也一向不疾不徐，十分順利，

病人也很少出狀況。我R2時有一個周末值

班，到當時的VIP病房─九病房報到，護士小

姐向我報告某病房病人adhesion ileus，醫囑

病人需NPO，但是病人不聽話，執意要吃東

西，要我去向病人說明，一定要遵照醫囑，

否則病況會加重，家屬也同意加以勸說。但

是，過了半小時，病人吵著要回家，不料家

屬竟然翻臉，說不滿醫院的處理，執意要辦

理自動出院。當時醫護人員手足無措，我很

勇敢地打電話給許教授，預計可能換來責

罵。然而電話那邊，居然聽到許教授安慰我

說：沒關係，隨他們，只要不要跟他們打架

就好了。緊張的我，真的頓時笑了出來，許

教授真是一位合理，令人由衷尊敬的長者。

許教授於退休後，依然照常到醫院看

門診，親自幫病人做乳房切片，數十年如一

日。每當我看到老師單獨手術，沒人幫忙，

會趕緊找住院醫師協助，然而他老人家每次

都會說你們忙，我這老人工，慢慢做就好。

老師真是一位親切，體貼，從來無所求的耆

宿。同輩們有時討論為何許教授能如此地健

康長壽，頭腦清晰，個性應該是一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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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他是這麼一位無可救藥的不忮不求，

無為而治的智者，為台灣栽培了許多卓越的

外科醫師。

整形外科是許教授當主任時開始籌劃

的新分支。許教授只要看到病人罹患parotid 

tumor，一定馬上介紹到整形外科，因為他深

信整形外科的訓練絕對能夠很安全地切除腫

瘤而不會造成嚴重的顏面神經麻痺。每年整

形外科忘年會，老師一定撥冗參加，不斷地

鼓勵與守候著我們。整形外科能夠不斷地茁

壯與成長，許教授功不可沒。

欣逢許教授90大壽，學生們在此衷心祝

福敬愛的許教授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母院

整形外科主任、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理事

長）

2004年東京大學，照片人物：

前排（左至右）：陳楷模教授、許書劍教授、

　　　　　　　　齋藤英昭、陳維昭校長、

　　　　　　　　陳敏夫院長

後排（左至右）：吳明勳醫師、王明暘醫師、

　　　　　　　　林明燦主任、林芳郁前院長、

　　　　　　　　湯月碧主任、黃燦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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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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書劍教授、台大外科與我

文／林耿立

「許教授是我進台大外科當住院醫師時的主任，也是我高中最要好同學的舅舅，是我和兒

子兩代人的證婚人跟恩師，更是我敬重的外科老師中最有學問的儒者。」～～林佐武

和
許多人一樣，我會走上外科之路有一段

漫長的故事，啟明與發現，如同茂瀚森

林之中的光之道，許書劍教授扮演了很重要

的一個角色。醫道之長，猶如斗星燦爛，不

曾黯淡。

由於父親也是出身自台大外科，我從小

就常常聽說有關的故事。我隱約記得父親相

當尊敬的許教授，不只是我父母結婚時的證

婚人，而且手術技藝高超；父親常常強調，

大家都只注意右手，但是許教授的左手才是

他的厲害所在；能夠學到他一半的左手技

術，就足以縱橫天下。這件事我印象一直很

深刻，不過始終無緣見到許教授本人，直到

我擔任見習醫師時外放到國泰醫院去，才第

一次見到他。

當時的第一印象是，許教授是一位白

髮蒼蒼的老者，他的講課充分展現了學識之

淵博；很難想像，年過八十的教授居然可以

從分子生物學的觀點出發，探討癌症的病因

與治療。不知道為何，這樣的光景給了我很

大的衝擊；他是我當年想像中的外科醫師的

典範，不禁想跟隨他，多學一些在其他老師

身上學不到的東西。於是我私底下跑去找許

教授，希望能夠到他在台大的門診學習。許

教授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我開始利用見習

和實習的空檔，在週二早上到他的門診跟診

學習；病人雖然不多，但教授總是能夠各種

機會給予我適當的教學和指導。在這裡，外

科並不是充滿刀光劍影的血腥戰場，而是儒

雅書生探究學問的殿堂。雖然我也喜歡開刀

房那種寧靜清潔卻又充滿緊張感的氛圍，但

是在許教授的帶領下，外科以一種完全不同

的面貌展現在我的眼前，現在回想起來，和

許教授天馬行空地討論學問，聽他訴說過去

發生在台大外科的趣聞軼事，這應該是我的

醫學生涯中，最恣意醉心於學術研究的時刻

吧。當時我認為，如果將來能夠成為像許教

授這樣的一位醫者，我的人生就成就了一大

半；也因此，在實習時我就立下志願決定成

為一般外科醫師，也很幸運地進入了台大醫

院外科部，成為住院醫師接受訓練。

擔任住院醫師之後，因為繁忙的臨床事

務，我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門診找許教授討

論和聊天。偶而會在討論會上遇到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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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是寒暄幾句。他說：「現在的醫生太忙

了，整天忙著做事，忙到沒有時間好好坐下

來思考做得到底對不對。」看在老教授的眼

裡，醫師也許不再是醫師，而是一群終日忙

碌的工蟻吧。

在台大一般外科擔任總醫師時，我決定

完成終身大事，在選擇證婚人時，我第一個

就想到許教授。一次的偶遇中，我詢問了他

的意見，許教授很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表

示會自行前往，不必接送。婚禮當天許教授

彷彿又回到了他擔任外科主任時的風光，在

眾人的注目下在台上致詞。他不但是我們父

子共同的老師，而且也擔任我們父子兩代的

證婚人。看著許教授仔細而娓娓的介紹詞，

我才赫然感受到老師的偉大；他所帶給我們

的，不只是深奧博遠的知識和學問，更蘊藏

著無比泰然的處事智慧。也許和我同一輩的

醫師們難以感受到，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

遠是醫學界最兼具學問和智慧的老師，也是

印證台灣醫學歷史的活字典。

在許教授即將迎接九十大壽之際，我們

祝他身體健康，也祈求許教授播種在台大外

科的智慧種子能夠發芽茁壯，在台灣甚至全

世界大放光芒。

（作者現任職於亞東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神經科誠徵主任

（一）資　　格：1. 在神經醫學領域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具神經專科醫師資格之教授或副教授資格且在教學醫院擔

任專任主治醫師三年以上。

　　　　　　　　3. 99年8月1日聘任時年未滿62歲者。

（二）推薦資料：1. 個人履歷、所有著作目錄。

　　　　　　　　2.  簡述個人對於神經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

策略。

　　　　　　　　3.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連署推薦。

（三）截止日期：99年4月30日下午5時前送達台大醫院神經部主任辦公室。

（四）聯絡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台大醫院神經部主任辦公室

「神經科主任推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瑞美教授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44　許楨凰小姐

　　　直撥專線：（02）2356-2144
　　　傳真專線：（02）23418395
　　　e-mail：ntuneur2144@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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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醫多自苦中來》─序文
一位重視醫學良知

與生命之美的醫界奇葩

文／韓良誠

景
福校友林啟禎醫師繼二○○五年出版

《醫德不是是非題》之後，今年又有新

書《良醫多自苦中來》要出版。這兩本書，

對於希望享受並追求「生命之美」的一般民

眾讀者，確實是一大福音，因為文章內容不

少是具有極為珍貴，又能發人深省，也具普

世價值的人生哲理。此外，對立志終生從事

醫業的年輕醫師而言，「醫學良知」顯然也

在其中。但是，就如同書名《良醫多自苦中

來》，要窺見並進一步體會「醫學良知」的

醫師，當然也不能免於「來自苦中」。

身為成大醫學院的教授，林醫師在服

務、教學、研究之外，我們從本書的內容以

及他平常的言行知道，他很憂心於他深愛的

醫學教育，在時代的洪流之中，正在慢慢地

喪失崇高的理想和價值。此外，他也非常用

心在關懷社會，熱心地到各地演講，並參與

社區活動來教育民眾，並且藉以做學術界與

社會之間的橋樑，以期使台灣社會走向更健

康、更文明也更現代化的境界。最近他還為

了進一步對醫療生態中的「經濟法則」多所

了解，除了已擁有的醫學工程博士學位之

外，又進修完了醫界人士比較陌生的EMBA課

程。

看完了這部《良醫多自苦中來》之後，

再重新翻看了由日本國寶日野原重明醫師，

和日本的莎士比亞專家仁木久惠教授，兩人

共同翻譯的奧斯勒的經典不朽名著《平靜

の心》（平靜之心）（Aeguanimitas）。此

外，也重新看了成大醫學院林其和院長在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送給我的《生活

之道》（Osler’s “A Way of life”）。後者在

這本書的封面寫著：「這本書超越了醫學範

疇，是寰宇間的普世價值，奧斯勒在這裡對

醫者所期勉的，是每一個人都要學習的生命

智慧」。林醫師的這本書又何嘗不是如此？

書中每篇文章的內容，只要用心閱讀，你可

以看出林醫師深厚的睿智與人文素養，因而

導引你深思並獲致珍貴的生命啟示，進而可

「美化你的生命」。因此最近我深深地感

受到，台灣將來的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在他身上已然有了雛形，我除了欣

喜之外，也多了一份祝福和期盼。

最後，我還是想引用四年前自己寫《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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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是是非題》序文的最後一段話，作為本

序文的結束：「過去，我因為體會到林醫師

在病人心目中所留下的感恩，年輕醫學生的

景仰，以及他寫下這麼多感人的作品，曾對

他說『你的壯年沒有留白』。」四年之後的

今天，承蒙林醫師不棄，又有機會讓我為這

本《良醫多自苦中來》寫序，這一次我要

說：「你的中年也沒有留白」。現在我雖想

以這短短的序文，完整地描述林醫師的鉅

作，但這樣做其實對這位有教養（符合林醫

師長久以來的老師黃崑巖教授對教養的定

義）、「富於生命力」，以及「對人類受苦

的敏感度」（賴其萬教授名言）這麼高的林

醫師而言，是不夠的，也是不公平的。我誠

懇的希望，讀者自己細心閱讀，用心了解這

位林醫師，他不只是一位能帶給病人「全人

醫療」的良醫，他也是寫下第二本對我來

說，近乎是「生命與行醫哲學之百科全書」

的良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任景福基

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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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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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化甲狀腺癌的治療新展望

文／陳坤源

大
多數的甲狀腺癌屬於分化良好的，縱

使許多的甲狀腺癌病患是在很年輕的

時候就發病，多數的人仍然可以得到滿意的

治療成果，對於治療甲狀腺癌的醫師來說，

相信是比治療其他癌症的醫師壓力小多了，

也幸福多了。但是迄今仍有少數分化不良

（poorly differentiated）或是未分化的甲狀腺

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其治療效果不

佳，這樣的病患約莫占了所有甲狀腺癌的1%

左右。由於分化不良，所以這樣的癌細胞攝

取放射性碘的能力不佳，自然放射性碘的治

療效果就不好；再加上手術無法根除，長久

以來未分化癌病患的治療是令人失望的，醫

師往往束手無策。

近年來，甲狀腺癌的基因研究有長足的

進步，如位於MAPK pathway的RET/PTC、

R A S、B - R A F及位於P I 3 K  p a t h w a y上的

PTEN，皆可能因基因的變異而導致甲狀腺

癌的發生。在細胞實驗及轉殖基因鼠的研究

上，也已得到佐證。

由於Dr. Fagin過去在甲狀腺癌的傑出研

究，筆者於2007年9月前往Dr. Fagin的實驗室

展開為期兩年的進修，也由於他於2006年由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遷至紐約的史隆凱特

琳癌症醫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我也得以享受這兩年紐約的浪漫時

光。

史隆凱特琳癌症中心座落於全美第一大

城紐約市的曼哈頓（Manhattan）區上東城，

鄰近此癌症中心的研究機構還有康乃爾醫學

院（Weil-Cornell Medical School）、紐約長老

教會醫院（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及洛克斐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

初到中心進行研究時，對於這些醫院及研究

機構之間，如何能在相互競爭之間，又能分

享資源互相合作，感到非常好奇。

紐約市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大城市，一年

四季，總是非常蓬勃。院長Harold Varmus為

1983年諾貝爾獎得主，這樣有名的學者在領

導統御上也是很有方法，在一般的研究會議

上也時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博士生及博

士後研究員的輔導會議他也是非常重視。

我所參與的實驗室，是由Dr. James Fagin

所主持，隸屬於HOPP（Human Oncology and 

Pathogenesis Program）的一個轉譯醫學部

門。HOPP各個實驗室的主持人都是臨床醫

師，多數的研究主題都是由臨床為出發點。

本實驗室是以甲狀腺癌的研究為主，過去在

BRAFV600E Oncogene引起甲狀腺癌的致癌機轉

上有許多的研究結果發表，我所負責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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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究使用新的藥物抑制甲狀腺癌細胞株的

療效，並進行一個臨床前期的藥物試驗，我

們利用一個具有mTOR與PI3K抑制功能的標靶

治療藥物，驗證它在癌細胞株的抑制效果及

藥理機轉，並進一步評估是否可將此藥物導

入臨床試驗。

由過去對於甲狀腺癌的致癌基因的研究

上已知，多數的甲狀腺未分化癌的基因變異

是位在RAS及BRAFV600E Oncogene上。我所參

與的實驗室也曾發表了關於使用MEK inhibitor

在甲狀腺癌細胞株上的研究結果，由該研究

可知在具有BRAFV600E Oncogene特性的癌細胞

株上，MEK inhibitor可以有效的抑制腫瘤細

胞的增生。但是對於具有RAS Oncogene特性

的癌細胞株上，MEK inhibitor無法發揮抑制腫

瘤細胞的增生的效果。由此可知，對於具有

RAS Oncogene表現特

性的病人，仍然極需

要一個有效的藥物來

治療。

過去在細胞實驗

上曾經使用過mTOR 

inhib i tor來治療癌細

胞株，常見的藥物有

Rapamycin及其衍生

物，它可以有效的抑

制mTOR下游產物的活

化，如S6K、ribosomal 

S6等，但是對於甲狀

腺癌細胞株的抑制效

果卻不好。在其他的

文獻中也可以發現，

此mTOR抑制劑的作用主要是抑制mTORC1

（mTOR complex 1），但是在細胞實驗中發

現，抑制mTORC1後，卻可能誘發負回饋作

用，反而導致mTORC2及AKT的上升，以致無

法有效抑制癌細胞生長。

在本計畫中所使用具有mTOR與PI3K雙

重抑制功能的治療藥物，則可以有效的避免

這樣的效應；在實驗中可以發現本實驗藥物

可以抑制S6K、ribosomal S6、及AKT的訊

號，也可以在cell cycle的分析本實驗藥物可

以讓癌細胞停滯在G1 phase，達到抑制細胞

生長的效果。另外，我們又探討將此藥物與

MEK inhibitor結合使用，發現在甲狀腺癌細

胞株上，將此二藥物結合使用可以產生加乘

（synergy）的效果，未來將進一步在動物實

驗模式上驗證此一加乘療效。這樣一個新開

作者與兒子參訪紐約自然科學博物館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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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藥物，經由臨床前期的實驗，證明它在

甲狀腺癌上有治療的效果，未來將可進一步

導入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我們希望這樣

的新一代的mTOR抑制劑，將來可以順利通過

臨床試驗，為未分化甲狀腺癌的治療帶來新

的希望。

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中，經常會邀請

許多大師前來演講，我也得以在這段時間內

聆聽許多世界知名的學者暢談他們的研究夢

想；在越深入的了解他們的研究理念後，才

感到個人的渺小。醫院內各研究室的演講，

更是多到你只能在研究工作之餘，挑選跟你

的研究主題較為有關的演講去聆聽。

對於一個臨床醫師來說，沒有了臨床工

作的壓力，每天可以恣意浸淫在學術的探究

中，是奢侈的。史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工作

環境是非常友善，由各個核心實驗室提供的

服務，以及各實驗室之間的合作，可以看見

美國人所重視的團隊合作以及效率。搜尋研

讀文獻，與來自各國的研究同儕切磋，安排

自己的實驗進度與實際參予實驗室的工作。

在過去繁重的臨床工作之後，總是很難兼

顧。在這裡，感覺自己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學

生的生活，似乎想像力也開始豐富了起來。

縱然自己明白，自己已經接近了不惑之年，

仍然非常珍惜這樣的一個體驗。

紐約的生活是豐富的，也是浪漫的。紐

約有各式的藝文活動，舉凡百老匯歌劇、夏

日中央公園紐約愛樂的表演、及著名的重金

屬樂團Bon Jovi的表演，不一而足。在這個

城市裡，聽紐約愛樂不再是古典愛樂者的專

利，是通俗的，是屬於社會大眾的。不盡然

必須穿著襯衫正襟危坐地在林肯中心才能欣

賞古典音樂，在中央公園的草坪上，一樣可

以享受到。

紐約也有許多的博物館，著名的有大都

會博物館、MOMA及自然科學博物館。因

為兒子的關係，我們家去了數次的自然科學

館。許多人或許是因為博物館驚魂夜這部電

影而認識它，知道裏面有許多的恐龍化石，

我則是訝異於裡面的猿人化石收藏（仔細查

證之後發現可能大多只是複製品）。可是我

仍然記得初看到由非洲挖掘出來的最古老的

猿人化石Lucy的震撼。

在這樣的大城市裏，生活的花費令人咋

舌，有各式高級的餐廳，及奢華的享受。但

是收入較差的家庭，仍然可以擁有他們的休

閒，在假日的公園裡，親朋好友一齊圍著烤

肉，大人帶著小孩在旁邊進行飛盤或是球類

運動，一樣是和樂融融，不因花費少而有任

何的減分。在一位旅居西岸多年朋友的建議

下，我家則是愛上了在台北市少有機會從事

的露營及釣螃蟹。

回來熟悉的台北市，已經五個月了，兒

子也從初時滿口英文，到現在漸漸地趕上了

台灣小學的進度。我想這一趟紐約行，對我

對他都將是一個重要的經歷。

（作者係台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主治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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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心得

文／蕭輔仁

剛
剛把修訂好的論文寄給在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簡稱UCLA） 進修時的老闆Prof. 

De Salles，不禁又憶起在洛杉磯的愜意生活。

對許多人來說，加州應該是蠻熟悉的地方，

筆者僅就自己在UCLA進修這一年的感想，提

出部分和大家分享。其中或有井蛙之見，請

大家不吝指教。

其實在這次出國進修前，我也曾花了三

個月待在北加州，於Stanford學習電腦刀放

射手術。除了生活費稍高之外，感覺還蠻不

錯的，因此這次出國還是選擇加州當做目的

地。經過親戚的介紹，我們一家四口住在洛

杉磯東邊的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

那兒的華人眾多，以前曾有「小台北」之

稱，不過中國大陸移民的數量應該已經後來

居上了。無論如何，附近的中餐廳林立，絕

對可以聊慰思鄉之情。事實上，普通話基本

上是蠻通行的，就算是非華裔的店員，也都

能說上一兩句中文。除了亞裔之外，拉丁美

洲移民也不少。就我所感受到的，美西的種

族問題其實不大，他們對不同的人種相當尊

重，或許是因為美國基本上就是一個移民社

會吧。有一次功能性神經外科晨會上，大家

在討論大腦語言區的定位時，不知怎麼的談

到母語。我才驚覺到，出席的十幾個人中，

竟然只有一個人的母語是英語。儘管英語的

口音天南地北，大家的相處卻非常融洽。反

觀台灣，血統相對單純，卻常常聽到政客們

在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等

等，實在是令我相當慚愧。

對我而言，最感到困擾的還是「行」的

問題。洛杉磯的交通惡名昭彰，由於大眾運

輸系統不盡理想，大部分人都開車上下班，

尖峰時段高速公路就變成大型停車場。因為

UCLA基本上在洛杉磯的西邊，我得跨過市中

心才能到醫院，路程約20英哩。上班時間還

好，我早點出發通常可以把車程控制在四十

分鐘之內。下班就難過了，除非四點以前離

開醫院，要不然都得待在車上一個多小時。

不過問問同事，他們也都是這樣上下班的，

塞久就習慣了。老闆還安慰我說，他剛來

LA的前十年，算算剛好有一整年的光陰是在

車上度過的。他還建議我在車上聽有聲書，

我覺得還蠻受用的。台北的捷運雖然偶會出

包，大家還是應該珍惜我們擁有的大眾運輸

系統。

兩個小孩在公立學校分別上小三和小

一，原本擔心會有適應上的問題，後來才明

白我們多慮了。一方面兒童的適應力極強，

另一方面學校也有加強英語教育。事實上，

此學校大部分的學童都不是以英語為母語，

所以會安排時段依英語能力來分班，以便因

材施教。甚至如果家長願意的話，還有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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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後班來加強英語。然

而其他的課程，就依原來

的隨機分班，不因英語程

度而有所不同。美國的教

育和我們不太一樣，雖然

也要背乘法表（他們是背

到12×12），但是功課很

少，常常是要你自己選一

本書或針對一個主題，做

一個小玩意兒，也許是一

本小冊子，或者是一張立體卡片，做完之後

在全班同學面前發表並介紹自己的作品。反

觀台灣的教育，或許是民族性的關係，改革

了十幾年，依舊是換湯不換藥，學童的壓力

反而越來越大。雖然我們是外國人，美國政

府也給付大部分的營養午餐和校車費用。事

實上，即使是非法移民，美國也會保證孩子

受教育的權利，因為受教育被視為人權而不

僅僅是公民權，這種胸襟也蠻令我感動的。

我的老闆Prof. De Salles是巴西移民，擁

有拉丁美洲人熱情、幽默的個性，專長是放

射手術及功能性神經外科。而我算是臨床研

究員，因此時常就跟著他門診、開刀房到處

跑。由於我較有興趣的是放射手術，有很多

時間是和物理師們在一起，先把初步治療計

畫設計出來，再請Prof. De Salles和放射腫瘤科

Prof. Selch來修改，也算分攤了一部分的臨床

負擔。在UCLA他們給的放射劑量較Stanford

稍低一些，我也和老闆討論過這個問題，他

的說法是「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

為他曾看過許多放射性壞死的案例，因此寧

願保守一點。他進一步說，一個外科醫師的

成長其實也是如此，

當完總醫師時膽子最

大，總是認為自己什

麼刀都能開。然而，

隨著年紀漸長、經驗

累積，慢慢就會保守

一點，仔細想想，的

確如此。

老闆現任的夫人

Alessandra其實也是

一位年輕神經外科醫師，目前在攻讀碩士，

他們有一個兩歲的兒子。他們還蠻好客的，

過生日時都會請同事們一起到家裡開派對。

感覺Alessandra對寶貝兒子的生日還蠻重視

的，規格比老闆本身的生日高得多，除了事

前氣球的佈置之外，派對中還請了人扮米老

鼠來娛樂大家。老闆對自己曾離過一次婚倒

是不以為意，不但常常在同事面前自嘲，連

和病人聊天都時常提到。美國人的婚姻觀念

和我們果然不太一樣。

到了UCLA十幾天後，就在放射腫瘤科

遇到同樣是來自台灣的林群書醫師，他目前

在三軍總醫院服務，也是出國進修一年。更

巧的是，兩個月後，我老闆多了一位臨床研

究員，竟然是大學時代的學弟－陳建華醫

師。離開台大後，他在台中榮總服務，被派

來UCLA學功能性神經外科。他鄉遇故知，果

然是人生一大樂事。另外一件巧合是之前在

Stanford遇到的Dr. Percy Lee和物理師Steve，

也先後來到UCLA服務。不過Steve也帶來了

一個不幸的消息。之前在Stanford指導我電腦

刀放射手術並合作寫過論文，亦師亦友的Dr. 

蕭輔仁醫師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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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chers，竟然在一次輕航機飛行中罹難，真

令我感到難過。

我在UCLA的研究主要是腦部大型動靜

脈畸形（AVM）的放射手術。以往，放射手

術對動靜脈畸形的治療效果常用完全消退率

（complete obliteration rate）來評估。但對於

體積較大的動靜脈畸形，不管如何治療，都

不易令其完全消退，也因此很難找出好的治

療參數。在和老闆討論之後，我就開始用電

腦測量這類病灶在經過放射手術後的體積變

化，希望找出影響預後的因子。有了初步成

果後，我就在漢城舉辦的國際立體放射手術

學會發表。之後再整理一下，投稿至國際期

刊（Neurosurgery）。其實我也回顧了UCLA

利用放射手術治療其他幾個疾病的結果，由

於並不比現有的文獻更加優越，並沒有發

表。但在回顧這些病歷時，也讓我學到很多

寶貴的臨床經驗，其中很多是從期刊上的文

章學不到的。

當然，我所看到的美國也有許多不如台

灣的地方，尤其是在環保方面。光每人一輛

車再加上長時間的塞車，就可知道美國對石

油的依賴和對全球暖化的「貢獻」，當然，

我也貢獻了不少。雖然印象中北加州都已經

改用紙袋，洛杉磯的商店和餐廳還是在大量

使用塑膠袋和免洗餐具。此外，一般的民眾

是不做垃圾分類的，不管是資源、非資源，

全部丟進垃圾箱。有一些專門的企業或人員

在幫大家做資源的分類和回收。不過，他們

對環保的教育倒是蠻認真，除了每個小學生

都能琅琅上口的「reduce, reuse, recycle」外，

每次園遊會都會有許多環保的攤位。只是這

種重言教不重身教的環保教育不知能收多少

成效？

此外，出國這一年中剛好遇到金融海

嘯，美國受的傷真的不輕。很多店面都沒營

業，不是待售就是待租。許多銀行的營業據

點不是換招牌就是關門大吉。尤其是有一次

我再度回到矽谷附近時，看到的景象比起前

一兩年，實在淒涼許多。美國政府雖然有出

手拯救了幾家企業，不過很多錢聽說又被當

成紅利分給高階主管。由此可以窺見人性的

貪婪和資本主義的危機，不知道台灣是不是

也正在重蹈覆轍呢？

相對而言，我們比較不會玩，一整年都

沒有離開過加州。小朋友們還是最喜歡迪士

尼樂園，雖然他們都不敢玩太刺激的設施，

但去了八、九次卻仍樂此不疲。除了南加州

的一些必玩景點外，全家人也去了一趟優勝

美地，還看到了難得一見的野生熊。也曾經

到北加州去拜訪老同學，順便花了一個禮拜

待在舊金山遊樂。我們逛了不少博物館，或

許館藏不一定都很了不起，但卻都饒富教育

意義。相對於台北科教館的沒落，心中真有

無限感觸。

此次進修，除了要感謝教育部及醫院提

供經費之外，更要感謝科內老師的推薦。對

於出國的期間，科內同仁毫無怨言的分攤臨

床負擔，也在此一併致謝。對美國的老闆Prof. 

De Salles和這一年內朝夕相處的夥伴們帶給我

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唯一的報答方式大概

就是利用所學來服務更多的患者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母院

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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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紹勛

本
期的景福醫訊為虎年開春

後的首次出刊，承蒙許多

作者的熱心賜稿、醫訊編輯群的

細心校對與秀麗的鼎力幫忙，本

期刊物才能順利出版，在此衷心

地感謝大家的相助。

本期醫訊的「醫學新知」由

本院整形外科鄭乃禎醫師執筆，

詳細介紹目前最熱門的外科組織

工程技術與脂肪幹細胞之臨床

應用；母校醫院陳院長為言闡述台大醫院將勇於跨越橫亙於前方的障礙，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景福校友會美東區王緒會長分享其在美行醫之經驗與美東校友會之現況。我們也很榮幸地收錄了三

位分別畢業60周年、50周年與40周年校友們（林憲教授、黃國恩教授、劉華昌教授）的畢業感言以

及林守田教授的景福30周年慶致詞，透過他們的生花妙筆彷彿讓我們走入了時光隧道，重溫醫學生

時期的點點滴滴。今年欣逢台大外科許書劍教授的90壽誕，母校陳維昭前校長與母院外科部李元麒

主任特別為文慶賀，娓娓道出大師提攜後進之風範與令人景仰之醫德；相信不少讀者在親閱過陳明

庭教授與湯月碧教授的文章後，才得知許教授對母院建立整形外科堅強服務陣容的貢獻。許教授的

文士之風不僅令其學生—林佐武教授佩服不已，連林教授的公子（林耿立醫師）都因受其身教與言

教的影響而決定投身外科的志業，可見大師的一代風範，常令後輩如沐春風，興起有為者亦若是之

念。韓良誠醫師為文介紹「良醫多自苦中來」一書，期許後輩能以成為一位「全人醫療」的良醫自

許。母院外科部陳坤源醫師與蕭輔仁醫師分別為大家介紹未分化甲狀腺癌的治療新展望與放射手術

對於腦部疾病之最新應用，也分享他們在國外進修之生活心得。希望本期之醫訊能讓大家有所收

穫，也祝福大家在未來的一年都能福虎生豐，永保安康。

（作者現任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右一：胸腔外科徐紹勛醫師



2010年台大醫院器官
移植新境界記者會
時　　間：2010年2月2日
地　　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　　影：喬士明

▲ 何弘能副院長（左）、蔡孟昆醫師（右二）、楊

卿堯醫師（右一）與病人合切蛋糕

▲演講會場：台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器官移植團隊合影

▲ 左起葉啟娟醫師、李伯皇教授、何弘能副院長、

蔡孟昆醫師、楊卿堯醫師

▲ 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致贈獎牌給主講人侯書文

副教授

▲踴躍參加的與會人員

2 0 1 0年台大醫學院
醫學傳承系列演講
時　　間：2010年2月27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　　影：林依伶



2010年台大醫院新春團拜合影（2010年2月19日）　　　　　　　 　　（呂志成　攝影）

台大醫學院醫學傳承系列演講與會人員合影（2010年2月27日）　　 　 （林依伶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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