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醫院醫療品質獎急診服務台合影　　　　　　　　　時間：2011年1月3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藝術饗宴～心韻合唱團表演　　　　　　　　  時間：2011年1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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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景福醫訊望年會
時間：2011年1月25日
地點：上海鄉村餐廳（青年活動中心B2）
攝影：王亮月

▲陳維昭董事長（左1）頒獎予林隆光總編輯 ▲陳維昭董事長（右1）頒獎予楊思標顧問

▲陳維昭董事長向編輯們敬酒 ▲左起林明燦社長、蘇銘嘉老師

▲陳維昭董事長與景福醫訊團隊同歡 ▲景福醫訊團隊合影



本 刊 來 稿 文 責 由 作 者 自 負 不 代 表 本 刊 立 場

目　錄

景福醫訊
Jing-Fu Bulletin

中華民國一○○年二月出版

第二十八卷二期　總號三○七

董事長兼發行人∕陳維昭

社　　　　　長∕林明燦

編　輯　顧　問∕林國煌、彭明聰、陳萬裕、楊思標

　　　　　　　　洪伯廷、曾淵如、謝豐舟、余秀瑛

　　　　　　　　郭英雄、朱宗信

正 副 總 編 輯∕林隆光、方偉宏

編　　　　　輯∕陳偉勵、薛漪平、王莉芳、楊曜旭

　　　　　　　　柯政郁、許秉寧、商志雍、徐思淳

　　　　　　　　高碧霞、林文熙、范守仁、蘇銘嘉

　　　　　　　　陳文翔、徐明洸、陳世杰、李正 
　　　　　　　　林麗真、錢宗良、陳世乾、柴惠敏

本期執行編輯∕鍾國彪

副　執　行　長∕陳晉興、陳慧玲

助　理　編　輯∕黃秀麗

社　　　　　址∕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台大醫院景福館）

電　　　　　話∕(02)2312-3456轉67282
傳　　　　　真∕(02)2388-6161
印　　　　　刷∕益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北台字第一二六一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ISSN-1028-9585
網　　　　　址∕http://www.jingfu.org.tw
電　子　信　箱∕jingfu33@ms78.hinet.net
劃　撥　帳　號∕01410009
戶　　　　　名∕台大景福基金會

第28卷　第2期

2011年2月出版

醫學論壇

  2 與癌共舞　林靜竹

醫學新知

  5 台灣公共衛生教育的現況與發展　陳為堅

景福校友返校

  9 台大醫學院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黃國晉、王世晞

10 畢業三十年感言　邱仲慶

12 平凡、扎實的一群　李汝城

歷史文學

16 五十年代的醫療～續　戴鐵雄

21 Friedman及Friedland的醫學史上十大發現

（四）　許清曉

27 裴利第二次征日～一八五四年　李汝城

校友小品

30 尋找醫界的春天　李秉穎

35 萬象更新　玉兔迎春　戴鐵雄

編後語

封面照片：台大舊院建築之美系列

※ 窗台與洗腳池：位於西址大門入口東
側。昔進入醫院前必須在圖左下方淺池

洗腳。窗台呈對稱連續之美，而洗腳處

更具歷史意義。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教材組

※文字敘述：張天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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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癌　共　舞

文／林靜竹

我
於2010年8月29日在北加州東灣台灣

基督教會及東灣台美人社區服務中心

作一次醫學講座演講，講題為「與癌共舞」

（Dancing with Cancer）。茲將全文刊登於此

與讀者分享。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一個人

走上人生舞台，不論他是否有宗教信仰，不

論他的才學如何出眾，不論他待人處世的態

度如何，不論他看過世界百態，走遍天涯海

角，最後都要走出舞台，人生落幕。幾年前

我在北美婦女會北加分會作一次演講，講題

為「醫學、婦女、人生」，談到人生的五個

階段，兒童啟蒙期、成長學習期、成熟壯年

期、老化衰退期、以及重病死亡。從五十歲

到七十歲人體器官開始老化、慢性病叢生、

耳不聰目不明、頭髮變白、牙齒搖動脫落、

更年期的心理失衡、在生理上逐漸走下坡，

進入老化衰退期。這段時間正是癌症和心血

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的高峰期。

在台灣，在美國，死亡的十大原因都以癌症

和心血管疾病居首。由於醫療科技的進步，

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這兩類致命的老人疾

病與人糾纏不休，成為每一國家社會最重視

的保健議題。

癌症是什麼？一言以蔽之，人體內的

細胞變質成癌細胞，很多癌症細胞集結成腫

瘤。正常的細胞成長，分裂，以新生細胞修

補器官凋亡或損傷的細胞都會受基因促進成

長（growth promotion）及抑制成長（Growth 

Suppression）適當的控制。變質的癌細胞就不

受這種控制，任意分裂增殖而成為不會凋亡

的細胞。更進一步，癌細胞的集結成腫瘤又

會滋生許多新血管（neovascularization）、增

進血流、供應癌細胞的氧氣及營養分，加速

癌細胞的分裂與增殖，速度之快令人震驚。

癌症的形成是由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同

時存在，經過一段時間才產生細胞變質成癌

細胞。外在因素如吸煙（引起肺癌）、致癌

物質、放射線及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引發子宮頸癌，EB virus引發鼻咽癌，B型肝

炎病毒引發肝癌等等），內在因素則深植於

基因，所以癌症有遺傳性、家族性的基因。

以乳癌為例，有乳癌患者的家族病史，患乳

癌的機率增高。尤其是目前已知擁有BRCA-1

及BRCA-2兩種突變基因的婦女，發生乳癌的

機率增加兩三倍。多種癌症以目前的生物科

技都能檢測出尚未發病的人是否擁有這種癌

症基因。大腸癌、淋巴腫瘤等等，在1990年

代就有這種研究報告。

在1960年後期，我在台北的美國海軍

醫學研究所作染色體研究時，曾用手術取

出的子宮內膜癌、子宮頸癌和卵巢癌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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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作染色體分析。結果癌細胞的染色體數目

比正常的女性細胞（46XX）多很多，而且

增多的染色體的分佈很不規則。這個結果和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Howard Jones教

授的報告完全符合。2009年諾貝爾醫學獎頒

給研究染色體上下肢最後一節的末端稱為端

粒（telomere）和相關酵素telomerase的三位

學者，舊金山加大的Elizabeth Blackburn、

約翰霍普金斯的Carlo Greider和哈佛的Jack 

Szostak。telomere的功能是在細胞分裂時保護

染色體的完整，不讓遺傳物質流失。細胞分

裂時如果telomere脫落，使染色體下肢變短，

和人體老化有密切的關連。Blackburn的研究

團隊是在探討（1）用藥物或基因療法使染色

體的telomere加長是否能防止老化，達到延長

人類壽命的目標。（2）因為已經變質的癌細

胞不受telomere的控制，無限制增殖。他們研

究如何能使癌細胞的telomere改變，成為能受

控制，減緩癌細胞的分裂和增殖而達到治療

的目標。這兩項研究對未來醫學的貢獻是不

容低估的。

人體的免疫系統是癌細胞的最大剋星。

這個防衛人體受侵犯的系統擁有殺死侵入人

體的細菌，病毒，異體蛋白質的白血球及

淋巴球，包括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s，或稱Cytotoxic T-Cells），B淋巴球產生

對抗抗原的抗體及巨噬細胞（macrophages）

等等。癌細胞雖然由體內產生，但其細胞

表面釋出的異體蛋白或腫瘤標誌（ t u m o r 

marker）被免疫系統認為是一種抗原，使癌細

胞受到上述防衛細胞的攻擊。最近有一種學

說，正常人體內可能有已變質的癌細胞普遍

存在於各種器官，但因有強度的免疫力，所

以不發病，也不會有癌症發生。一旦這種免

疫力減弱，癌細胞就趨於猖獗，癌症就發生

了。例如人體老化時、婦女妊娠時、其他種

大病體弱時、還有愛滋病（AIDS）患者。癌

症的治療雖然靠手術、放射線療法、化學藥

物療法、荷爾蒙療法以達成，最重要的還是

保持患者體內的免疫力強壯才能成功。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防癌最重

要的原則。由此可以期盼百分之百的痊癒

機率。癌細胞變化多端，善於向周邊組織

或器官擴散，也易進入淋巴系統或血液循

環向身體各處傳播，形成癌症轉移（Cancer 

metastasis）。依其擴展程度分為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期別愈高治療

愈困難，痊癒的機率也愈來愈低。有些癌

症，有時病情會轉好趨於穩定，稱為緩解

期（remission），過了一段時間病情再度惡

化，稱為加劇期（exacerbation），這種現

象常見於白血症（Leukemia）、淋巴腫瘤

（lymphoma）等疾病。癌症經過治療，原

發的腫瘤消失，幾年後在原患器官或其他

器官再度出現。這種復發性癌症（recurrent 

cancer）也較難治療。所以癌症的治癒機率常

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來評估。

「與癌共舞」是要探討癌症患者的心

理狀態。本文要由軀體（body）轉向心靈

（mind）。一般人對於癌症都有恐懼（fear）

心理。當一個人被告知患有癌症時，會經過

否定、憤怒、憂鬱、認知的心理過程。最後

面對現實（reality）接受治療。這個診斷可

能是錯的，希望進一步的探討後有更好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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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怎麼會是我？上帝對我不公平，我的人

生完了，對我而言，這是世界末日的來臨。

由於新科技新療法的進步，我被治好恢復健

康的希望也愈大，我應面對現實，接受治

療。

癌症的治療過程會產生很多副作用。

諸如手術傷口癒合不佳，放射線的皮膚灼

傷，化療的嘴乾、嘴破、噁心、嘔吐、食慾

不振、腹瀉。大部分的療法也都能引起身體

虛弱、體重減輕、白血球大量減少、抑制體

內造血功能等現象，患者非常辛苦。療程過

後，苦盡甘來，癌症得到病情改善，或是痊

癒恢復健康。患者信心大增，心理上由失望

轉變成盼望。

近幾年來逐漸被重視的心靈與身體緊

密結合的醫療（mind-body medicine）帶給

患者心靈對身體有強大的影響力，輔助癌症

患者的治癒。反之，癌症患者如果有過度

的情緒反應，往往會造成很不平衡的心理

壓力（stress），大大地影響病情，使癌症

惡化。伊利諾州一個癌症治療中心的心理

治療主任Timothy C. Birdsall指出在治療癌症

時，如果能減輕這種心理壓力，會增強患者

的免疫力，對癌症的療效很有幫肋。另一位

中西部醫療中心的Katherine Puckett補充說

明「使用心靈身體療法，雖然不能保證癌症

患者的痊癒，但是對於生活品質的改善、疼

痛的減少、和壽命的延長，有相當明顯的效

果。」心靈身體療法的具體實施包括心理治

療（psychotherapy）、坐襌（meditation）、

想像（imagery）、催眠術（hypnosis）、瑜

珈（yoga）、宗教信仰（faith in religion）

與祈禱（prayer）、舞蹈療法、音樂療法、

美術療法以及支持團隊（supporting group 

therapy）。其中支持團隊，如癌症患者俱樂

部團員，可以相互交換經驗，相互鼓勵，排

除絕望感，孤獨感，非常有效。親友的支持

和鼓勵也是絕對需要的。

根據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U. 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統計，自1990年至2007

年，十大癌症中絕大部分的癌症的死亡率逐

年下降。一方面是早期診斷患者的比率增

加，另一方面則是治療方法的進步。人們也

逐漸調整「患癌必死、談癌色變」的恐懼

心理。實際上與癌共生（co-existance with 

cancer）的人愈來愈多。居於男性癌症發生率

首位的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如果患者

在七十歲以上，泌尿科醫師常給三種選擇；

手術、放射線療法及觀察追縱。後面一種選

擇是因該癌症如無擴散或轉移，病情進行緩

慢，患者多死於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而非

前列腺癌。

「與癌共舞」的觀念是在鼓勵癌症患者

在治療前、治療中或治療後都要以開朗的心情

應對，對於治療的前景要保持樂觀、盼望的

積極心態。再加上調整飲食、多運動、多旅

遊、培養生活情趣，以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也不妨嚐試上述心靈身體療法，將不安、失

望、憂慮等不良情緒束之高閣，為自己打開快

樂人生的門窗，踏上恢復健康的坦途。

（作者係母校1961年畢業，現為芝加哥大學

終身榮譽教授，現居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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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教育的現況與發展

文／陳為堅

台
灣的醫事人力之培訓，一般都會透過人

力規劃來設定各醫事學系之合適學生

人數，而在這過程中常常有公共衛生的教師

參與，尤其是早期的人力規劃案。但是幫別

的學系之人力需求規劃了這麼多年，公共衛

生教師卻從來沒有機會規劃公共衛生的人力

需求。這次因為國家衛生研究院在執行「國

家醫事人員暨教育人力發展之規劃」時，衛

生政策研發中心的郭耿南主任特別請江東亮

院長與我一起參與，因此有了有史以來第一

次的公衛人力規劃機會。由於公衛的專業屬

性與範圍相較於其他醫事人員較不明確，因

此，我們其實先花了不少心力瞭解台灣公衛

教育的實況。經過三年多的摸索與努力，終

於完成一本專書。在此想與景福校友們分享

部分的心得，特別是有關台

灣公衛教育的部分。

公共衛生學系、所知多少

1977年我剛進台大時，

那時全國只有四所學校設有

公共衛生學系或衛生教育

系。這次為了撰寫這份報告

書，回顧了一下各校設置的

歷史，才發現台灣的公共衛生教育在過去30

年來的快速發展。

自1939年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公共

衛生研究所之前身）成立開始，台灣踏出正

式培育公共衛生人力之路。二十年後（1959

年），台灣師範大學設立衛生教育系。就公

共衛生學系而言，台大公衛系率先於1972年

成立，隔年中國公衛系成立；六年後，國防

醫學院於1978年成立公衛系。整個1970年代

加上1980年代前期，台灣公共衛生學士之養

成，僅仰賴前述四所學校。

公衛之發展進入蓬勃成長期，大概是

在1980年代後期。自1986至1994年，不到十

年之間陸續成立五所公共衛生學系（高醫

1986、北醫1989、中山1990、輔大1990、慈

濟1993）；另衍生其他與公共衛

生相關之學系，如：醫學社會學

系（高醫1989）、醫管系（中國

1984、長庚1993、北醫1997、長榮

1998、義守1998、中山2001等）、

職業安全與衛生、風險管理（中

由陳為堅、江東亮撰稿之「公共衛

生教育與人力：現況與展望」（國

家衛生研究院，苗栗縣竹南鎮，

2010）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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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2001）、健康管理學系（亞洲2001）。從

系的名稱來看，至1994年時，台灣共八所大

學設有公共衛生學系。至此，公衛系的發展

可說告一段落。之後設立的學系，則以醫管

系、職安系為主要成長領域。例如，醫務管

理學系由原先的4個系進展至27個系；尤其是

在2000年至2008年時增加了16個系，是之前

總數兩倍之多，已達目前公共衛生相關學系

總數一半之多。職業安全衛生與其他類別之

科系在90年後亦有少量的增加趨勢。此現象

有可能反映相關產業在相關人力需求的規劃

上值得重視。

就研究所而言，早在日據時代即已設立

台大熱帶醫學研究所（1939）。二次大戰之

後，於1951年更名為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

以訓練在職人員為主；1961年才開始正式招

收碩士班學生。到了1980年台灣師大衛生教

育系增設研究所之後，公共衛生研究所、醫

管所，以及其他與公衛相關之研究所紛紛成

立，研究所的名稱也愈來愈專業分工取向，

如：環境醫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流行

病學、環境衛生、衛生政策與管理、傷害防

治、預防醫學、衛生福利、衛生資訊等。至

今共有34所公衛相關研究所。就發展趨勢而

言，1990年之前以「公共衛生」為名之研究

所居多。到了1990年代，則以環境職業衛生

領域的設立為多。但是到了2000年以後，則

改以設立醫務管理為主

另一項里程碑是公衛學院的設立：1993

年時，台大公共衛生學系與二個研究所（公

衛所與職衛所）從台大醫學院中獨立出來，

成為台大公共衛生學院。自此，我國對於公

共衛生人才的培育，更加完整。

目前國內具有完整公共衛生大學部學

系的院校中，北部有台灣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輔仁大學、國防醫學院，中部有中國醫

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東部有慈濟大學、

南部則是高雄醫學大學。在研究所方面，除

了上述學校外，北部的陽明醫學大學和南部

的成功大學另專門設置公共衛生及相關研究

所。其中，具備學院規模的學校為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

生與營養學院）、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與高雄醫學大學（健康科學院）。

除了一般大學之外，台灣的技職教育在

1970年石油危機之後，隨著技術密集產業被

定調為主力產業後，有了蓬勃的發展，技職

體系之學生人數也隨之大幅增加。到了1990

年代，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始快速成長，除了

增設許多的公私立大學外，專科學校亦逐步

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相關的博士

班、碩士班也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從1985年

到2004年的二十年間，專科學校因改制為技

術學院與科技大學的關係，全國僅剩14校。

在技職體系裡與公共衛生有關的領域，

可以簡單歸納為「醫療管理」、「環境工業

衛生」、與「工業安全衛生」類。以醫管

科系來說，最早設置者為中台醫管（1966

年），接續為元培、中華、嘉南。而在環境

工業衛生與工業安全衛生部分，自1977年開

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前身為嘉南藥理技

術學院）設置工業安全衛生科，到了1980年

代則有大仁工安衛、中華工安衛、與弘光工

安衛之陸續發展。直至1990年代後期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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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則有多間技職學校設立相關科系。

簡言之，從光復初期開始，當時僅有醫

學校一所。經過將近70年的歷程，國內的高

等教育體系，在多元發展之下，包含一般大

學與技職體系，已共有54個公共衛生相關學

系和34個研究所。

今昔師資與學生人數

隨著公衛教育的快速發展，公衛的師

資也有大幅擴充。在1987年初，台灣共有80

名講師級以上的公共衛生教師，平均師資年

齡相當年輕且學歷分布較全國師資平均為佳

（博士40%，碩士50%）。到了2009年，根據

教育部統計處之資料，全國公共衛生相關領

域教師總計共785位，其中有385名任教於大

學體系，約占49%。其中92%擁有博士或醫學

暨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僅占5-6%。

根據教育部1 9 9 8 - 2 0 0 8之每年教育統

計，在此10年間，公衛相關科、系、所之在

學人數增為接近四倍之多，由4,576人增加

至17,661人。其中大學在學人數從2,592人

（56.6%）增加至8,156人（46.2%）。若將領

域分成公共衛生、環境職業衛生、與醫務管

理三大類，公共衛生類之人數由原本65%減

為20%；環境職業衛生類則由原本10%小幅

成長至17.8%；而醫務管理類別則有大幅增

加之趨勢，在學人數從24.5%成長至56.6%，

為各領域中最高者。但是技職體系學生增

加更快速，由原本1,456人（31.8%），到了

2002年躍升至9,967人，超過總數之一半以上

（53.2%）；直至2005年後稍有下降，至2008

年仍有6,853人（38.8%）。碩士生的人數，

在10年間總人數從456人（10%）增加到2,203

人（12.5%）。以領域別來看，亦以醫務管

理最多，從112人增加到905人。在更進階的

博士生人數中，由72人（1.6%）增為449人

（2.5%）；但各領域人數比率比較穩定，並

未隨著年代有大幅變化。

公共衛生核心課程與基本學科能力測驗

各校之公衛系所因發展重點及師資專

長不同，使得相關之必修、進修課程規定歧

異性大，也缺乏全國共同之核心知能（core 

competencies）。面對各有所長之發展趨勢，

促使台灣公共衛生學會（我在2005-2010年

間擔任理事長）重視這個議題，著手規劃核

心學科基本能力測驗，藉以凝聚共識，以求

基礎公共衛生教育能具備一定之核心知能。

在參考了美國公共衛生學院聯盟（American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發表的核心能力架

構，先以五大核心知能為目標，將測驗科目

訂為生物統計、流行病學、衛生政策與管

理、環境與職業衛生、社會行為科學等五門

學科，各學科成立「試題委員會」。各委員

會遴聘各考科之命題委員與審題委員、決定

考試之綱要與參考用書、考試之出題方式、

測驗之閱卷方式與命題時程。二年來總共徵

得超過130位教師參與出題。2009年初辦時

期，決議報考對象資格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大學、獨立學院，設有公共衛生系（含衛

生教育）大三升大四之學生或畢業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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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修改報考資格，除公共衛生相關系所

外，其他有興趣者亦可報考，同時不限在校

或畢業生資格。一次應考五科，不接受單科

應考；每科皆滿60分者即通過考試，由學會

寄送成績單及證書。

2009年秋季，在台灣公共衛生學會主導

下，第一次測驗全國共計407位考生報考，

346位到考，到考率85%；2010年則有262人報

考，218位到考，到考率為83.2%。在學中之

考生的比率在第二次考試時有微幅增加。總

體測驗通過率，不論在大學部或碩士班中，

兩年來之總通過率均由原不到五成增加至六

成左右。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灣開始舉辦大學部

的公共衛生教育測驗，可說是一個獨特的經

驗。相對的，美國公共衛生專業認證考試

的參加對象均為已獲公共衛生碩士（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PH）者，因為美國目前

大學中設有公共衛生學系者極為少數，若

有的話也大都是以學程方式開課。主要的

專業訓練仍以研究所為主，特別是MPH的

學生。雖然美國進修公共衛生之學生人數不

少，但很多是醫師或其他醫療背景的學生去

念，大部分不一定會繼續留在公共衛生專職

領域工作。因此，我國的大學部公共衛生的

教育，相對來說，可以培養核心人力（core 

manpower），對於國家整體的公共衛生發展

未嘗不是一個優點。很多國家都面臨類似的

問題，我國的經驗可能對未來的發展有參考

價值。

公共衛生教育未來發展

各校因發展方向、教師專長不同，在公

共衛生課程規劃上面臨一些難題。例如，大

學的基礎教育應採通識教育或專才教育？是

否分組或分系？目前有「功能分組」者（如

台灣大學）或「實質分組」者（如中山醫學

大學）之學制規劃，學生大致可以就入學後

一至二年的基礎課程中涉獵部分核心知能。

在研究所學制上，幾乎都是MS和PhD兩種學

位。研習這兩種學位者，多數必須對某種特

定主題做深刻的探討，將來走向也以學術研

究或教學為主。但是在歐美尚有MPH和DrPH

兩種類型的學位，是為了訓練更具專業公共

衛生實務經驗，及更高階問題解決能力的人

才而設置。他們需要具備對於現有的公共衛

生問題能夠提出實際的組織、調查、及策略

制訂的能力。不過在台灣，並無像國外學制

細分至如此多種類，可能的原因包括國內大

環境的需求、師資的完備性等。目前僅有台

大於2008年開辦MPH學位學程。未來，是否

公共衛生研究所也需要做類似的學位分工，

增加研究所的選擇多樣性？甚至與更多其他

相關的領域（如法律、護理、社工等）結合

出新的學程？這些都值得相關專家學者再做

研議。

（作者為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為公共

衛生學系主任暨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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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文／黃國晉、王世晞

各位師長、各位學長姐、各位同學、各位學

弟妹，大家好：

今年是我們畢業20週年，今天很高興能

參加景福校友會的年度聚會並代表本屆同學

發表感言。

回想 2 0年前畢業前後的校園內外

環境，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就是“變 

（change）＂。就大環境而言，當時正值黨外

（那時還沒有藍和綠的稱呼）抗爭時期，三

不五時就見抗議群眾及噴水車在介壽路（現

稱為凱達格蘭大道）及中山南路對峙。學生

時代的我們，在二號館及病房角落近距離感

受此一震撼，也見證了台灣民主的成長。

另一個“變＂是台大醫院新大樓的成

立。大三進入醫學院後，從醫院新大樓打地

基、圍圍籬開始，一天一天的望著新大樓的

成長。雖然在楓城內活動空間變小，但是看

著醫院新大樓從無到有，從挖地基到15層樓

醫療大樓的設立，心中還是有無限的期待和

喜悅。另一個從未有的經驗是新大樓病房內

部整修完成，凌晨4、5點趁中山南路交通管

制時段，護送病患，可以走路的推點滴架，

可坐輪椅的推輪椅，重病在床的、壓著Ambu

將病人逐一安頓新大樓。轉眼間也已20個年

頭了。

這也讓我回想到今天在座的場面，有師

長們建立堅強而穩固的地基，才讓身為後輩

的我們不斷成長而茁壯。也讓我們要立志將

台大的傳統繼續傳承，讓將來的後進也能在

現有基礎上發光發熱。特別是看到母院光榮

的成就時，心中浮現的永遠是驕傲的感動。

本班同學畢業之後，絕大多數往臨床科

別執業，其中以走外科（15名）、內科（13

名）、家醫科最多（8名），婦產科、眼科、

及耳鼻喉科也各有6位同學。以職業場所來說

留在母校及附設醫院服務的共有21名，其他

醫學院或醫院有33名，於基層執業有36名，

4名走非臨床單位，另有4位同學留在美國發

展。不論在哪一科別或何處執業，皆秉持景

福精神兢兢業業在學術、服務、教學上不斷

求革新及進步，以期鞠躬盡瘁貢獻一己之力

於國家社會。

（作者黃國晉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

任母院家庭醫學科臨床教授；王世晞係母校

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台北市宜康內科診

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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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三 十 年 感 言

文／邱仲慶

1970年代，台灣正是風起雲湧、風雲變色

的年代，老蔣總統的去世、中美斷交、美

麗島大審這些重大事件，在在影響了台灣的

歷史。我們這群“銀蛋＂在校園裡，碰到最

大的事情竟然是李鎮源教授的appendicitis是被

intern診斷出來的。Clerks時的醫服社是很多

同學的共同記憶，出團時沒想到王德宏、歐

陽培銓、李俊仁這些大牌的教授竟會帶我們

這些小毛頭下鄉，老師的身教也蘊育了同學

們熱心公益、慈悲為懷的醫者情操。果不其

然，今年榮獲醫療典範獎的簡守信同學正是

出生入死、以身作則，國內外醫療服務的表

率。陳玉祥同學在台大耳鼻喉科退休後志願

到後山台東基督教醫院從事第一線醫療，又

有太座曾芬郁醫師在背後的支持，精神讓人

敬佩。

1980年代，我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時，

大型的醫院如長庚醫院、國泰醫院、慈濟醫

院、成大醫院、新光醫院陸續成立，也讓同

學的出路更加多元化，台大不再是唯一的選

擇，雖然要剪斷“台大的臍帶＂是多麼地讓

人不捨。成大醫院在1988年成立，正也是我

們上、下屆學長學弟CR完成訓練功夫最好

的時候，也因此當年南遷的同學特別多，在

台南地區有大量校友回鄉服務的也正是那個

時候。如今同學有多人在南部醫療重鎮服務

及擔任要職。如王崇禮擔任台大雲林分院院

長，簡守信擔任大林慈濟醫院院長，林瑞模

擔任成大醫院斗六分院院長，邱仲慶擔任奇

美醫學中心院長。去年奇美醫院承辦南部校

友聯誼會，老中青校友齊聚，好不熱鬧。李

政昌教授現是南部大腸直腸的第一把刀，薛

尊仁教授在成大負責教學的重任。

同學們有80%留在台灣，其中在醫院服

務的大約佔60%。吳美環和鄭安理教授夫婦是

台大的模範生，屢屢獲優良教師及傑出獎，

是同學之光。吳寬墩教授熱衷於藝術，具職

業水準，是班上博物館型主治醫師；畢柳鶯

在當完台中復健醫院院長後也醉心於作畫還

舉辦畫展，夫婿黃東曙同學逆勢操作，在少

子化的時代，在台中投入鉅資蓋了婦產科醫

院，生產數竟比醫學中心還多，他們夫婦的

南極極地之旅更是讓人羨慕。李嘉哲醫師由

肝病權威銳變成國標舞舞王。林萍章在長庚

當過心臟外科主任，後念法律，現是國內醫

療法律的專家，經常上媒體。廖漢文、萬永

亮和俞芹英皆是國內影像醫學的泰斗。王主

科在兒童心臟闖出一片天，是媒體寵兒。班

上的大文豪當屬楊宏義莫屬！學生時代的大

作“祁教授＂轟動一時，可惜畢業後為了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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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錢和酒錢竟埋沒才華，很多人期待他能有

大作再問世。新一代的才子則是胰臟移植權

威趙世晃，最近鑽研易經，還出了“當心經

愛上易經＂（一本用心經心法解釋易經六十

四卦的書）大作，另外一本生活小品“把自

己嫁給自己＂字字珠璣，感人無數，如『愛

情就是這麼回事，吵吵鬧鬧之間，相敬如賓

之間，處處凶險，也處處生機』。

旅居美國的同學也心繫台灣，常回來教

學交流。詹慧明同學在德州大學當副校長，

她的夫婿葉篤行醫師是中研院院士，李鶴彰

在加州當G-I man，沈仁豐在紐約當radiologist, 

黃琛文在West Virginia當pathologist，何明道、

周瑞蓮班對經常回台灣，小孩也回台學習中

文，真是愛台的具體表現，他們現在德州各

自主持很大的眼科及oncology的program。

班上同學除了事業有成，大部分皆是

顧家的好男人、好女人。許永堅醫師（新竹

開業眼科）一口氣生了半打小孩，應該接受

內政部的表揚；陳文鐘院長除了努力將署立

新竹醫院改制為台大分院居功厥偉之外，也

貢獻了5個子女。陳英和是同學中第一位擔

任醫學中心院長者（花蓮慈濟醫院），卸任

後除在脊椎手術大放異彩之外，並享受天倫

之樂。班上同學擔任過公職最高的當屬“健

康娟＂林秀娟教授，從成大借調國民健康局

三年任內推動不少讓大家受益的政策，如與

紀政小姐推動的“每日一萬步，健康有保

固＂，本人現每天腰間皆佩有一計步器，即

是受益者。其他如癌症篩檢、乳房攝影政

策、罕見疾病政策等皆使人受益無數。6240

的成就和貢獻，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述及，想

起當年洪啟仁教授勉勵同學“When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are, whoever you are, Always 

try your best＂，大家皆秉持台大人的精神持

續在崗位上為國人的健康幸福而努力。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奇美

醫院院長）

投　稿　須　知
　　為符合景福醫訊內容，即促進醫學教育及研究之發展、促進國內外醫學之交流、以校友聯誼

為目的宗旨，及使更多校友的參與；本刊特將投稿注意事項變更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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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00字，以word檔為主，並請盡量附高解析度的彩色照片一至三張。
2.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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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33@ms78.hinet.net。
5.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6.  一年內同一人投稿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7.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適宜刊登，將通知退回稿件，
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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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凡 、 扎 實 的 一 群

文／李汝城

景福會董事長、校友們，大家好！

1960年6月17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醫科第13屆的69位同學，完成七年的學業，

離開此地，各奔前程，到今天為止，剛好是

50年又6月另一天。如果以日子計算，應該有

18,434天。

本人有幸度過這50年6個月又一天，能

代表本班站在此地報告這一屆同學們在所謂

Golden Anniversary的這一天，在這些年的情

況、經驗和各位分享。

我的報告分成五段如下：

一、過去的「歷史」

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教育

制度的變遷或是進步的過程中，我們這一班

是台灣大學最後一次的單獨招生而產生的一

班。當年雖然大專院校有台大、師範學院、

台南工學院、台中農學院、台北工專、行

政專科等，聯考的制度還沒開始；當然還沒

有所謂「保送」直升制度，我們都是真槍實

彈，而且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入學

考試中增加一科「三民主義」為考試項目，

當然，當年在「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大

環境之下，個個都是「思想純正、忠貞愛

國」的年輕學生！台大8,600名考生被錄取的

1,052名新生中，醫學院醫科佔70名。

七年之後，即1960年畢業時卻少了一

位，總計69位順利走出校門，這是因為經過

轉學、休學、上下變動，又至少有兩位出國

留學……等，畢業生中女生有6位，男63名，

其中包括僑生、革命先烈遺族、或其他項目

編入的有4位，所以極大多數（65名）是本土

學生。

二、分科情況

這批69名大夫們，究竟在這18,434天的日

子中做了甚麼呢？

1960年9月「體格合格、心身健康」的

大約有50名男生被召集服役於軍中，參加

「保衛大台灣」的偉大工作，分別在金門、

馬祖、澎湖、台灣海峽、南中國海、台灣本

土，「消滅共匪、打倒俄寇」，消耗了一年

的光陰，之後，大家還回民間，各奔前程。

根據調查，選擇內科為終身事業者14

位、婦產科11名、外科10位、小兒科8位、病

理科5人、麻醉科4位、骨科3名、整形外科2

位、耳鼻咽喉頭頸外科2位、眼科2位、全科2

名、泌尿科1位、放射線科1位、神經精神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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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公共衛生細菌科1名，以及復健科1位。

其中Academia有郭哲舟、劉奕銑、翁宗

銳、連倚南、莊壽洺、陳森輝、陳明庭、徐

茂銘、林清森、王乃三、童瑞恭、林秀三、

韓良誠、吳期平、陳友珍及吳競聰等16位。

懸壺濟世者53位。取得PhD學位者有劉奕銑、

王乃三、郭哲舟、林秀三、賴釗毓、吳期

平。擁有日本醫學博士學位的有李靝順、劉

奕銑、賴樺玉、徐茂銘、莊壽洺、韓良誠、

曹泗銓等人。

三、卜居狀況

到今天為止，69名同學中不幸往生作古

者有17名，佔24.6%，幾乎是每四人就喪失一

名，這個比例不可不謂偏高，可能是因經過

克難時期，養生不良所致，本人甚感遺憾。

不過，本班現有52位在世，在台的有19

位，旅居海外者33位，其中美國30名、日本2

名、加拿大1位，為甚麼旅居外國執業者佔大

多數？乃因當年政治經濟的大環境使然。

69位同學的下一代，總數在150名以上

（其中男65、女85），孫輩將近300人，曾孫

即第四代則還沒有出現。第二代從事醫療工

作的有75名以上。

四、平凡與平實

醫科第13屆是台大醫科七年制的第五

屆，69位同學是一群很自愛、扎實、平凡，

至今還沒有赫赫有名的人物出現，都是腳踏

實地，拼力貢獻社會的。如果以個人成就而

言：

1. 故王乃三同學曾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第

二任院長，不幸在中台科技大學校長任內

謝世。

2. 現代台灣復健醫學之父的連倚南教授，不

但在學術、醫療及教學上功勞不少，還是

一位令人欽佩的愛妻者，看他那樣全心全

力地照顧夫人的健康，實在為今世之楷

模。

3. 莊壽洺教授首創台大染色體檢查室研究中

心，有聲有色。

4. 陳明庭教授默默地整頓台大整形外科，

到今天的規模，對Hemangioma的研究有

相當的結果，新近有一位患者不幸遭遇

through & through gun shot facial injury，而

能在兩天之後進食，五天即在晚上偷偷地

出院，實在很不錯，台大整形外科的技術

已為世界第一流！

5. 徐茂銘教授建立現代化的台大耳鼻咽

喉頭頸外科住院醫師訓練的基礎，對

nasopharyngeal cancer的治療有良好的結

果。

6. 韓良誠教授在台南首創南台灣第一個

I.C.U.，並對老人病研究的興趣和對年輕

醫師的教學熱忱之外，南北奔跑於台大、

成大，並熱心公益，擔任台南光華女中董

事長，也可說是景福會最活躍的董事之

一，令人感動，新近當選大台南市長的賴

清德立委尊稱韓博士是他的恩師，韓教授

的領導能力、以身作則，令人欽佩。

7. 戴鐵雄醫師，這位文采豐盛的文豪和政論

家，著有等身的小說集，在醫術上和台南



景福校友返校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的韓良誠醫師同被選為台灣當代名醫之

一，並差不多每期的景福醫訊中都可以看

到他的文章。

8. 當代醫學雜誌曾選韓良誠、戴鐵雄兩位醫

師為台灣良醫！

9. 曾聰明在擔任台北市立仁愛醫院院長卸任

之後，還繼續在基層做外科醫師，難能可

貴。

10. 林秀三教授在華大醫學院教授細菌學及

研究malignart lymphoma &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with radiation有極大的成

就，是America’s Top Doctors in Cancer之

一，這個榮耀很不簡單。

11. 郭哲舟教授在研究tracoma virus，為世界

級的專家，極有成就，和林秀三一樣退而

不休。

12. 11位婦產科的朋友，多年來接生的嬰兒，

已超過十萬人，尤其賴樺玉博士創造了接

生萬人未有complications的紀錄，醫術超

群。

林洪謙醫師則退休後，和夫人周遊世界趴

趴走，每次旅行後，就寫文章刊登於報刊

上，讓大家同享他的樂趣。

李靝順醫師則醫療工作之餘，不但全世界

各地趴趴走以外，還會唱歌跳舞，他的唱

歌跳舞已超過professional的水準，可以暗

唱1,500首歌（professional singers平均能暗

記1,000首歌就不錯了），並且極樂意表

演，他只參加他夫婦能表演的會，今天有

沒有讓他表演？

 羅俊宏醫師雖然二年前遭受喪妻之痛，但

仍堅守崗位，繼續懸壺。

13. 吳天達醫師在執業之餘，到新加坡創立全

世界數一數二的薄荷（mint）工廠，現在

各位所用的藥用薄荷和糖果，是他的公司

出品就不會錯了。

14. 陳友珍教授，非但是小兒科的教授，也是

婦產科及病理學的教授，為遺傳學的權

威，有巨著超過1,000頁的Atlas of Genetic 

Diagnosis為遺傳學的經典之作，日前還退

而不休，繼續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州之間

飛來飛去。

15. 劉奕銑，這位PhD及日本醫學博士，是病

理學和內科教授 ，退休後還到基層當志

工。

16. 楊庚申、柯銀治這對班上僅有的一對鴛

鴦，在高雄「接手指」的microsurgery和踏

實的內科，目前繼續全勤，令人尊敬。

17. 黃基銘除了執業內科外，又鑽研中日古

詩，並享受漁翁垂釣之樂，如果有人要吃

新鮮的沙西米，可以和他聯絡。

18. 余福祺自美國留學回國後，和他的三位公

子一起開業，和九個孫兒共享天倫，為名

副其實的福祺，很有福氣。

19. 本班唯一在加拿大的古皓雲為全科大夫，

說是一妻無妾兩個孫兒孫女，在溫哥華懸

壺，於1995年首創華人糖尿病教育協會，

15年來指導華人糖尿病人逾四千人。

20. 李煙景，這位元氣百倍的整形外科大師，

仍然熱衷於攝影，繼續執業中，他有一位

女兒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內科教授，最近

獲取美國總統獎，恭喜！

21. 立花英昭，就是曹泗銓，在日本千葉懸壺

婦產科，繼續執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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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另一位值得提起的是倪雨珠同學，和本班

共同念完醫預科二年級後，渡美於哈佛大

學醫學院得醫學博士（M.D.），以後在南

加大醫學院執教外科，後來到夏威夷當軍

醫上校退伍，現客座外科教授於慈濟大學

醫學院及輔仁大學醫學院，對本班的集會

活動熱心參加，雖然在技術上非1960年畢

業生，但我們仍把他視為我們的同窗。

23. 陳德照留美回台後，帶回最先進的眼科手

術技術並訓練他的徒弟，全盤促進台灣眼

科在國際上的地位，在美期間創立北美台

大醫學院校友會，到今天已經有30年，最

近他樂捐新台幣一百萬元給景福會，為榮

譽董事之一。

24. 吳介成為唯一的泌尿科專家，在密西根服

務35年，全身而退。

25. 林聖培、劉滄波、陳維藩、陳俊國、林哲

雄、黃敏生、侯宗曜、蔡東京、黃國泰、

李汝城、陳淵泉、翁宗銳、劉榮甲、吳光

正、吳競聰，均完全退休、不問世事，安

分守己地過著美好的天年。

26. 當年台大醫學院的學生雜誌「青杏」以及

繪畫美術的綠野社，均為本班人士戴鐵

雄、羅俊宏、徐茂銘、李汝城參與成立

的。

五、Epilog

現在健在的52位同學中，正在全勤繼續

從事研究、醫療、教學工作的有18位，半退

休工作的有9位，如以接觸病患總人數來看，

估計已有550萬人次以上。台灣人口只有2,300

萬，也就是說24%左右的台灣醫療工作one 

way or other由1960畢業班年來負責，當然，

聽起來難以置信，有點膨風，但這個和政府

設立國立大學醫學院的目標完全符合一致，

可能各位聽起來不太順耳，因為43/69的大多

數（即77%）同學均在國外做研究、教學、醫

療工作，但請記住，醫療不分國界，醫師的

最終目標在於促進及維持全體人類的健康和

幸福。

近年來研究台灣醫療史者，對加拿大來

的馬偕醫師在淡水、台北，以及蘇格蘭來的

Dr.Landsborough蘭醫生在彰化，造福該地居

民的健康有極緬懷慈悲之心的敬意，但不要

小看我們自己，這五十年來，1960年台大醫

科畢業生不但參與台灣本土醫療事業，也在

異地回饋當年外人對台灣的醫療服務，所以

這歷史的事實以平凡、平實、平扎來和大家

分享。

最後，以一首拙作「五十同慶」作為收

尾：

銀髮鶴顏話當年

喜逢同窗五十乾

世間妙手盡回春

聲光覆地半百刪

祝各位永遠健康愉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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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醫療～續
老醫師的經驗

文／戴鐵雄

小兒科

看診小孩，先給個糖果，建立感情，博

取好感，大部分都可獲得小朋友的合作，讓

診察順利完成，下次來診，他會主動伸手要

糖果，友誼已建立，那就萬事OK，不管給他

脫衣、輕打細摸，肯定不動、不哭，順利完

成診察。就算非打針不可，事後在眼淚哭叫

中，再來個糖果，說聲對不起，大概都會在

滿臉淚痕中擠出一聲帶抽泣的「謝謝」，破

涕為笑離去。

一、發燒

打、服退燒針、藥後無法退燒或退燒後

不久又再發燒不敢再給退燒針藥的，有以下幾

個處理方式，用酒精擦拭或以大塊棉花泡酒精

後，鋪敷在小朋友胸腹部，以吸取熱度，降低

體溫。但必須以報紙甚麼的，遮隔口鼻，以避

免吸入太多酒精，傷害小朋友健康。

泡熱水：不可太熱，以免燙傷；也不可

水溫過低，反而不好；要大人先以手測試適

當水溫，才可雙手扶抱小孩泡入水中，小孩

已開始流汗了，或水溫已漸退了，就要趕緊

抱離，以乾大浴巾儘快擦乾，穿上衣服，一

定會退燒。

二、病毒感染

1. 小兒麻痺

當年小兒麻痺疫苗尚未普遍化，且用的

疫苗是針劑，施打疫苗反應經常發生，以致

影響家長接受施打疫苗意願。故小兒麻痺在

當年對小朋友是一大威脅。因四肢麻痺的發

生都在退燒時發生，且都是突發性的，所以

對小朋友的發燒，都儘量避免打針，以免突

發麻痺時，被誤會為「打到神經了」，可就

說不清了。

2. 耳下腺炎

在耳下腺炎流行季節，看到小朋友發燒

了2~3天，可大膽的預測要發生「豬頭皮」了

（即耳下腺炎）。會被佩服感恩的。

可告訴家長，小朋友先罹此症，較輕

微，幾天就好了，一點痛苦都沒有，若成

年後才染耳下腺炎，即痛苦到引發「睪丸

炎」，有可能會變成「不孕症」的。

內科

當年的檢驗設備還很落伍，內科診斷除

了X光、心電圖與簡單的生化檢驗外，就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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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醫者的五官及累積的臨床經驗了。

一、肝膽

肝癌大概都在末期才發現，當然是束手

無策。

膽結石診斷，靠的是右上腹部痛及右肩

胛，右肩放射痛。手術，在鄉下只能做到簡

單的膽石截取術（當年病人窮，到都市大醫

院，付不起龐大醫療費）。

膽囊炎，由上述症狀及發燒畏寒可推

知，緊急剖腹，用大毛巾包裹脹滿膿的膽囊

後，助手用二支無鉤止血鉗輕抓膽囊後，術

者左手執已開動吸引馬達的吸引器，右手執

刀，在中間小劃一刀，立即吸取洶湧而出的

膿汁，吸乾後，留置引流管至腹腔外，待發

燒控制了，再後送大醫院。

二、直腸

食指由肛門插入直腸，是當年診斷低位

直腸癌及攝護腺肥大的利器。大部分直腸癌

及良性攝護腺肥大，可因而早日發現。

三、腦

癲癇症：俗稱「羊暈」，無預警的大

發作可隨時隨地發生，發作時昏倒、全身抽

筋、閉氣、停止呼吸、口吐白沫，常常在外

頭、路上發作時會嚇壞路人，警察還會以為

是車禍。當年筆者常應邀前往急救，一眼就

可瞄出為「羊暈」大發作，以五指強力抓捏

腹股溝下內側的大腿肌肉，以抓痛刺激，很

快就會甦醒自然呼吸。

此法用於非疾病性昏倒或意識不清如

氣怒、傷心過度等，蠻有效的。有時藥物過

敏性昏厥還可有救急作用，少數可因而甦醒

過來，但應該有的急救動作如施打Bosmin，

點滴輸液，氧氣（若有則給，否則看呼吸狀

況，而作CPR，筆者有一位SM過敏而做CPR

救活）及其他應有的處理。

四、結核症

五十年代，結核防治尚未上軌道，結

核病患幾佔門診病人一成，尤其以肺結核為

甚。

1. 肺結核症

上門的年老病人主訴咳嗽者，應第一優

先考慮肺結核症，且要探查是否為會傳染別

人的開放性肺結核症。一旦證實，馬上要通

知衛生所做家庭成員訪視。當年醫師缺乏，

衛生所主任只做預防保健工作，待遇比一般

公教人員還低，【不像現在可以看健保，可

以有很優厚的分紅，醫療業務已成主要工

作，預防保健已成副業，幾乎由保健員與公

共護士包辦，衛生所主任已成醫界熱門肥

缺】，所以沒有醫師肯幹，大都由衛生技士

（所謂保健員）兼任。特別是小朋友，一定

要做X光胸部攝影，以排除結核感染，陰性

的也要給予INAH，做預防性治療。染肺結核

症經肺結核防治中心證實者，重症則送往TB 

center（肺結核防治中心）免費住院治療，輕

症者則均由地方衛生所免費追蹤。

當年原住民的罹病率非常高，與口腔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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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嚼檳榔）、肝硬化或肝癌，同列原住民

的三大死因。

2. 結核性腦膜炎

不像一般細菌性的，投予短時間抗生

素可治癒【（雖然當年的抗生素只有紅黴素

（Erythromycin）、金黴素（Aureomycin）、

鏈黴素針及藥（Strep tomycin）、土黴素

（Terramycin）、Rifampici l l in、康黴素

（Kanamycin）、磺胺劑（Sulfa-drug）、

白黴素（盤尼西林Penicillin，也有叫青黴素

的）等，但在抗生素還沒有被濫用、細菌尚

未產生抗藥性的五十年代，抗菌已足足有餘

了；尤其盤尼西林剛由發霉的黴菌提鍊成功

問世，已成萬藥之王，頑固高燒不退的炎

症，只要高單位盤尼西林打下去，都可藥到

病除，筆者曾一次用到一萬單位的，而且也

成了淋病與梅毒的剋星，更是軍中醫務室的

必備藥；在當年，性病與阿兵哥是連在一起

的。】

五、顏面神經麻痺（Facial Palsy）

很容易被誤認為中風。重點在手腳無

恙，腦筋清楚。筆者經驗是，針灸比打針、

吃藥、復健效果好且恢復時間快。

六、腦膜炎

一般腦膜炎的診斷很容易，但「鴿糞」

引起的Cryptococcal Meningitis，卻很容易被誤

診為細菌性腦膜炎或中風。有一位醫師同僚

酷好賽鴿，因而養了一大群賽鴿，終於身體

出了問題：歪嘴、斜眼、跛腳、流涎。自認

為中風，兩位醫師同仁也如此認為；只有筆

者主張為Cryptococcal Meningitis，最後送高醫

獲得確認為後者。

婦產科

一、剖腹產後的子宮縫合：縫合線不可縫穿

子宮內膜，尤其使用silk縫合時，以免以

後引起「找不到病因」的少量子宮出血

或感染。

二、手術後粘黏：發生率以婦科手術最高，

尤其卵巢囊腫切除與剖腹產後，因此要

小心的把切口以粘膜遮覆好，以防止粘

黏發生。（闌尾炎切除後居第二位）。

三、分娩困難的case，應儘早做剖腹產（當然

要獲得家屬同意），以免新生兒頭部在產

道中擠壓太久，引起腦缺氧或腦出血，影

響爾後腦力。在美國，產科醫師經常因小

孩功課不好而怪罪醫師分娩過程不當而挨

告醫療過失的。（在美國，精神科醫師因

將警察護送來不明身份的「醉臥路旁」

者，留院「保護」，而被其妻子以「妨礙

自由」【害她一個晚上沒有丈夫做伴，及

耽心害怕】而被提告的荒謬事）。若因而

導致胎兒死亡或子宮破裂，事情可嚴重

了，難怪在美國，婦產科醫師的「執業風

險」保費是各科醫師中最高的，骨科次

之，皮膚科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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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及性犯罪

一、戀童症

當法醫驗童屍時，因處女膜破裂位置在

12時位置，推知為被戀童症者抱在大腿上，

猛推女童屁股，硬把小陰道口塞入陰莖所

致。（正常人的強姦，應該是上壓姿勢），

因而找到戀童常習犯兇手。

二、修補處女膜

雖然背負共同矇騙善良第三者道德責

任，但被強姦者最值得同情，看到其婚後夫

婦恩愛，也就聊可心慰了。

三、陰道口整形

下陰道壁及口，三角切除再縫縮，屬簡

單手術，可幫助促進夫婦閨房樂趣，美事一

樁，何樂而不為？

四、Vaginismus（陰道痙攣）

女性於性交中突被驚嚇，會發生陰道痙

攣，緊抓對方陽具致無法拔出。筆者碰到一

對在旅館開房間，因警察「臨檢」致女子因

驚嚇而發生陰道痙攣求救。筆者以ISOZOL靜

脈麻醉女子，等其睡著後，由警員抱住男子

下腹拉出陰莖，始發現已略成紫脹，難怪男

子無法自行拉脫（嚇軟了手腳也有可能）。

當年臺灣尚實施軍事戒嚴，旅館住宿房客都

必須提示身份證讓旅館人員登記造冊向管區

警察單位報備，隨時備查臨檢，情侶臨時短

時間「休憩」也在內；旅館為了招攬不願曝

光的偷腥男女，常常違規不登記，這些就是

警察最喜歡臨檢的對象（讓他們有機會合法

的看到活春宮？）。

五、密醫騙姦

五十年代人工墮胎尚屬違法，若被檢

舉了，施術醫師要判半年以上有期徒刑，因

此正牌醫師大都不願替人施行墮胎。就是要

做，也是偷偷摸摸進行，而且一定要配偶陪

同；未婚者則必須父母同意，因此很多被始

亂終棄或男友不敢面對難題時，在走投無路

下，很容易（其實是不得不）被牽線者推介

給「密醫」。

有一個密醫非常惡劣，接到個案後，約

在一旅館前會面，告訴她，不能在家裡做，

以免被傳揚出去，以後小姐無臉見人，在旅

館內做較隱密。就帶到旅館租房間，利用西

洋床做診療臺，小姐解褲躺平彎起雙腳成內

診姿勢後，鋪以大浴巾，放鴨嘴（陰道內診

器的俗稱）入陰道時故意弄痛陰道，趁小姐

呼痛時誑稱「未生過小孩的小姐的陰道很

緊，很難撐開，要忍耐，不然無法替妳解決

問題」，再弄，當然還是痛，一痛再痛的，

小姐哀求說「有沒有辦法不痛？」，時機成

熟了：「有，先用我的陰莖幫妳的陰道通一

通，等陰道軟了，不硬梆梆了，就不會痛

了」。雖然小姐知道他要欺負她，但當年的

鄉下小姐都很閉塞，缺少這方面的常識與資

訊，加上一心急著要解決問題，雖然委屈不

願意，卻十有八九都會答應上當；該密醫也

就更肆無忌憚了，更可惡的是，還向朋友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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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其獵豔英雄事蹟。

後來有一位小姐於事後愈想愈不甘心，

將被辱經過全盤向其男友哭訴，乃由男友與

二親友設計，由另一少女出面央請仲介牽線

介紹，誘出該色狼密醫，如法炮製的跟進旅

館房間後，小姐佯裝害怕，奪門而出；在外

面候伺的三個大男人則一擁而入，迅即以一

塊破布塞入密醫口中，並將密醫以粗麻繩綑

綁後，以鐵鎚敲碎右手五個手指頭，褪下內

褲，拿一條細麻繩將密醫的陰莖，齊根打死

結紮緊，半小時過後，眼見陰莖已十分腫脹

發黑，才解繩相偕離去，雖然最後報警，惟

因無法提供小姐名單，當年又是尚未裝設監

視器的年代，警察對此性侵害事件也已早有

所聞，所以最後不得不結案。（以上是聽自

當年的藥廠業務員）。

六、繼父逼姦

國二女生，於生母外出工作時，被阿叔

（母親同居人）侵入房間，強行姦淫得逞，

事後警告她不可告知母親，否則要殺其全家

而封住了她的口，不敢聲張。以後每隔三、

五天必被性侵一次，半年後被小五弟弟無意

撞見，乃奔告母親，問明詳情，不理男人哀

求，憤而向筆者取得傷單（筆者任義務法醫

四十年），向警方提告，被移送後立被收

押，最後被以「利用權勢強姦」罪名加重其

刑定讞。

七、生父強暴

山地的國小畢業後，由其母親帶到縣

城唸國中（當年山地尚無國中之設），並住

在生父的警員宿舍，母親返回山上「顧」田

園。某日半夜，微醺回來的父親，侵入親生

女寢室，藉著七分酒意，強暴了睡意未褪，

驚慌失措的親生女。事後警告她不可告知母

親，否則要將其打死。兩年後，妹妹又被送

來，為了保護妹妹，每當父親喝酒回來，知

道父親必有性求，乃自動前往父親房間，滿

足其性慾。某日夜，微醺回來的父親令其到

隔街買香煙，她以夜深害怕為由要妹妹與其

同出為伴，被父親怒斥，乃半跑著去買香

煙，又半跑回來，才到門口就發現門被鎖上

了，還聽到妹妹的哭聲。心急之下，猛烈敲

門，過了許久，門才被父親打開，衝入房

間，只見妹妹衣衫不整地捲縮在屋角低泣，

看到姐姐，大叫一聲撲倒在姐姐懷裡，放聲

大哭起來。第二天一早，趁著父親未起床，

帶著妹妹一起逃回山上向媽媽哭訴，想不到

媽媽竟說不可聲張，否則爸爸被抓去關了，

家裡就沒有人賺錢了。還親自把二姊妹送回

縣城。上課後級任導師發現其靜默寡語，神

情有異，叫至導師室詳談後，才從低泣中聽

得上情，在報告校長、訓導後，緊急向縣政

府社會局報告，家扶中心工作人員立即趕

到，帶著二姐妹前來筆者處檢查處女膜及採

取陰道精液，取得驗傷單後，在知會分局長

後，立即向地檢署報案。最後，狼父被收押

判刑，姐妹則由社會局安置輔導。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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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及Friedland的

醫學史上十大發現（四）

文／許清曉

A l e x a n d e r  F l e m i n g 

(1881-1955)—發現penicillin

蘇格蘭人，到倫敦Royal 

Polytechnic Institute（皇家

技術學院）後，聽醫師哥哥

的建議，20歲進入St. Mary’s 

Hospital，當Dr. Almroth Wright（1861-1947，

細菌學家、免疫學家，做 a u t o g e n o u s 

vaccination，用killed typhoid vaccine）之助

手，1906年取得當surgeon資格，又繼續留

在St. Mary’s，於1908年獲得MB（Bachelor 

of  Medic ine，相當於美國、台灣的MD）

及BSc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 Scientiæ 

Baccalaureus）。他持續在St. Mary’s當講師，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入伍。1915年和

愛爾蘭護士Sarah Marion McElroy結婚。

1918年他再回到St. Mary’s，他的研究

興趣在於如何治療傷口的感染，反對用anti-

septics治療，因為對內部細菌無效，又對病

人有害。1922年，有一天他感冒時，鼻水

滴到細菌培養皿內［ugh!!想不出如何發生

這種事，又會繼續培養！可能是好奇心也很

強］，發現以後細菌會溶解。以後就在體液

及各種組織內中發現會抑制

細菌的蛋白質酵素，因為它

會溶解細菌的細胞壁，他

命名為 lysozyme［Fleming 

A. (1922) On a remarkable 

bacteriolytic element found 

in tissues and secretion. Proc Roy Soc Ser B, 

93, 306-317］。（這個酵素在鳥蛋蛋白中大

量存在；佔唾液、眼淚中蛋白質的3%。在

monocyte中也很多，是一種很鹼性之蛋白

hydrolase，容易結晶分離，其立體結構、酵

素作用部位已經很清楚，只會溶解革蘭氏陽

性菌細胞壁。因為分子量只有14.7 kDa，可

以在myelomonocytic, or monocytic leukemia

病患的尿中大量出現—尿蛋白的 p r o t e i n 

electrophoresis持續兩小時以上，就在很鹼性

的部位可以看到protein peak。這是Columbia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的Elliott Osserman所發

現—1969-1970我的上司）。1928年Fleming升

為細菌學教授。之前他就已經因為研究葡萄

球菌有名。

9月2 8日，他放兩週長假後回來實驗

室，要丟棄一些實驗室角落的細菌培養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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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現一皿有青色的黴菌斑污染培養皿

［可能是當時細菌室設備不佳，容易發生這

種污染］，周圍的細菌就沒有生長。他的前

助理Merlin Price看了就對他說：「你就是

如此發現lysozyme的嘛！」。他分離了這黴

菌，是屬於genus Penicillium，（Penicillium 

notatum）大概是樓下黴菌室污染過來的。

以後發現這黴菌的分泌物可以抑制多種革蘭

氏陽性菌，包括Stapylococcus, Streptococcus, 

Corynebacterium, Meningococcus，但殺不死革

蘭陰性菌Salmonella，卻可殺死革蘭氏陰性的

Neisseria gonorrhoeae；又對人體無害。

翌年，他將此黴菌分泌物稱為penicillin，

報告在Br. J. Exp. Pathol，但無人注意。因為

此黴菌不容易培養，分泌物更不容易分離，

細菌對penicillin的反應慢，他也相信penicillin

在人血清中也很快消失（現在已知其血清中

半生期只有30分鐘），因此對它的臨床用途

不樂觀。那時的一些臨床使用效果不佳的原

因，其實是因為他將其用為外敷的藥；不過

有時還似乎是有好效果。他當時沒有做很關

鍵性的動物實驗：用注射方式治療老鼠的細

菌感染。到1932年他已經放棄這項研究，只

持續維持這黴菌，提供給別人，一直希望有

化學家可以設法大量生產penicillin。

1 9 3 5年，德國的G e r h a r d  D o m a g k

（1895-1864）製造出第一個sulfa drug（磺

胺劑）Prontosil可以治癒Streptococcus感染，

是第一個可以治癒細菌感染的抗微生物藥

劑。（Gerhard Domagk治癒女兒的感染，免

得截肢。1939年被頒Nobel Prize，但納粹德

國禁止他去領獎，因為批評納粹政府的Carl 

von Ossietzky同年得到Nobel Peace Prize!雖

然磺胺劑的用途因為會有較高的過敏率，又

可能腎結石、骨髓副作用、抗菌效果也不如

penicillin，但是它的研究導致治療結核病的

isoniazid的出現。1947年，戰後Domagk補接

受Nobel獎章，但獎金部分因為過期，沒有

了。1959年成為FRS。以後他追求結核菌及

癌症的化學治療。）（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德國人，是German Peace Society

成員。1933年Adolf Hitler成為德國獨裁者，

Ossietzky批評自己政府違反凡爾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建立空軍，而被判決有叛

國罪，但被頒Nobel Peace Prize。他因為被關

在近Oldenburg的集中營，不能領獎。以後又

因為結核病未被納粹及早治療，病死。1991

年Univ. of Oldenburg改名為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ät Oldenburg。他的和平獎在Nobel 

Committee中也有爭執，兩位委員因而辭職。

1992年他的女兒企圖為其叛國罪名翻案，在

德國高等法院，但沒有成功。）

於1939年，Oxford University 的Howard 

Walter Florey（圖2）研究團隊（1898-1968，

澳洲人，在澳洲A d e l a i d e學醫，R h o d e s 

scholar，有一段時間在Oxford, Cambridge, 

USA, Sheffield，有BA、MA、PhD之後，1935

年回到Oxford，任病理學教授。被認為是澳洲

出身最有成就的學者），有一位從德國逃出

來的Ernst Boris Chain（圖3）（1906-1979，德

國猶太人，1933年逃到英國，1935到Oxford，

研究過蛇毒、tumour metabolism、lyso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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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化學技術，1939年加入Florey團隊，研究

出penicillin的成分及結構），能力很強。看到

Domagk的成就，也決定追查penicillin效果。

他們有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研究費，開始

分離penicillin。他們純化penicillin，以少量使

用在動物實驗，可救回有嚴重細菌感染的動

物，翌年他們將結果發表在Lancet。他們用

penicillin治療各種細菌感染的病人，效果驚

人。（Fleming聽說Florey的團隊在研究生產

penicillin，和Florey聯絡說將去拜訪，Chain

一聽，訝異地說“Good god, I thought he was 

dead!＂。似乎Fleming那時是已經銷聲匿跡很

久了。）

他們第一個治療的是一位警察A l b e r t 

Alexander，他因小傷口感染，引起身體各處

膿瘍，一隻眼已經被挖掉以減少痛苦，瀕臨

死亡。Florey等人給他penicillin，第一天後病

況就已經好轉。之後每天再從病人尿中又抽

取penicillin，再給病人，但第五天已經沒藥，

病再復發，死亡。可見大量生產是最關鍵的

一步。他們就改專注penicillin的成分分析及生

產，逐步改善。

Florey幫助政府在其他地區、及美國設立

工廠，大量生產。（1941年Florey 及Norman 

Heatley到美國Peoria, IL，在該處得到一Dr. 

Moyer之幫助，加速黴菌培養，將penicillin

產量增加到20 unit/mL，但以後合作不佳，

因為Moyer想要獨佔專利，不再提供消息給

Heatley！）。（Norman Heatly（圖4）：

1911-2004, 1936年取得Cambridge的PhD，然

後加入Florey團隊，在純化及生產過程，屢次

想出很實用的建議。但最資淺。Heatley的功

績要到1990年才被追認，Oxford University頒

給他榮譽醫學博士學位，是該大學八百年來

第一次頒給非醫師。）

因為他們的努力，到第二次大戰時，已

經有足夠的量可以治癒數百萬傷患。肺炎、

梅毒、淋病、白喉、猩紅熱、以及其他很多

小孩感染，都像變魔術一樣地被治癒。

1944年Fleming及Florey受爵士銜，1945

年Fleming, Florey及Chain三人被頒Nobel 

Prize。Fleming的發現更觸發了各種抗生素

從不同土壤黴菌

的分離，引起醫

學界一大革命。

1 9 4 3年S e l m a n 

Waksman在Rutger 

U n i v e r s i t y發現

另一種土壤黴菌

產 物 ， 鏈 黴 素
4

Heatley
3

Chain

2

Flo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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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r ep tomyc in），可以殺死當時人類大

殺手―結核菌。1952年得諾貝爾獎。他也

發現neomycin。其實John Tyndall（FRS, 

1820-1893，研究熱輻射、diamagnetism、大氣

層現象）在1875，D. Andre Gratia（微生物及

病毒遺傳學先驅）、在1925都分別發現黴菌

可以抑制細菌，但他們都沒有持續研究。

F l e m i n g當時也做了很重要的實驗，

如果把  penicillin稀釋，細菌不但殺不死，

還會產生抗藥性。他在1946年寫道：“ the 

administration of too small doses... leads to the 

production of resistant strains of bacteria.＂。因

此他主張應該限制這種抗生素給一般病人的

使用，一定要被診斷需要用才用，使用時不

可以用小劑量、不可以使用不夠長的期間。

感染症學、抗生素使用也成為極為重要的學

問。（當時的藥量每劑都只有幾十、幾百單

位，60多年後的現在，因為用藥需求普遍，

所有細菌抗藥性增強，penicillin用量，一劑

都常高達百萬單位！葡萄球菌已經無法用它

控制，台灣高達30%以上的肺炎球菌對它有

抗藥性，只有group A streptococci、梅毒菌及

Leptospira還普遍地有效。）

Fleming的第一任妻子Sarah於1949年死

亡，只一子Robert Fleming成為醫師。再婚，

娶一位同事Dr. Amalia Koutsouri-Vourekas於

1986年去世，1955年Fleming因心臟病逝世。

Fleming對於他的成就很謙虛，稱為“Fleming 

myth＂，稱讚Florey及Chain使實驗室的發現

成為實際救人的成果。Florey則將成就歸功

於團隊的合作―“Developing penicillin was 

a team effort, as these things tend to be.＂。又

謙虛地說他們著手這項工作，只是因為這是

一項很有趣的科學智力操練―“This was an 

interesting scientific exercise, and because it was 

of some use in medicine is very gratifying, but 

this was not the reason that we started working on 

it.＂。

Maurice Wilkins (1916-2004)—發現遺傳因子

DNA的結構

Maurice Hugh Frederick Wilkins（圖

5）是出生於澳洲的愛爾蘭人，父親是醫

師，六歲時搬回英國，在Cambr idge讀物

理學，1940年得PhD。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參與phosphorescence、雷達的screen、分離

放射性同位素等研究工作，也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參加過研究原子彈的

Manhattan Project兩年。對於投下兩顆原子

彈，殺傷平民，非常反感。

1946年物理學家John Randall（1905-1984, 

FRS-Edinburgh, cavity magnetron的研究導致

雷達的改善，及現在的微波爐）在倫敦King’s 

College開始負責研究biophysics，聘請Wilkins

等物理學家，用ultraviolet light microscopy

（Wilkins）及electron microscopy（Randall）

等方法，設法瞭解細胞的結構及功能。1951

年時Rosalind Franklin（圖6）也加入研究。

（Rosalind Elsie Franklin，1920-1958，用X-ray 

diffraction，和Wilkins同時做出最佳的DNA的

結構影像，Watson-Crick還用她尚未發表的

結果作研究，可見對他們的工作是有關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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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她也在RNA、病毒、煤炭、graphite

等的結構也有重大貢獻。38歲時就因癌症去

世。）

生物學家對DNA的研究始於1868年。瑞

士的Friedrich Miescher從外科紗布上的膿細

胞，作化學分析，知道細胞核染色體內有含

磷的物質，他稱為nuclein。Nuclein有酸性部

分―現在已知是DNA，又有鹼性的部分則是

一種包裝DNA的蛋白質類histones。這在鮭魚

精子內也存在。他分離這酸性的nuclein―亦即

nucleic acid的部分，懷疑這分子可能和遺傳有

關；但因為其分子內的成分很簡單，不能相

信這核酸具有傳達製造數千不同蛋白質訊息

的功能。很多學者仍以為遺傳的因子是蛋白

質（proteins）。

1928年，英國的Fred Griff i th（1879 

-1941）報告：如果將有毒性、會致病的肺

炎球菌（有capsule, smooth surface，稱為

S strain）殺死，和無毒性、不會致病的活

肺炎球菌（無capsule, rough surface，稱為

R strain）一起注射到老鼠體內，老鼠還是

會生病死亡；而且從死亡的老鼠身上可以分

離出有毒性R strain；因此他假設S strain有

某種因子（他稱為transforming principle），

使R成為S。到1943年，美國的Oswald Avery

（1877-1955，生於加拿大，Rockefe l le r 

Institute），Colin McLeod（1909-1972，也是

生於加拿大的美國人），和Maclyn McCarty

（1911-2005，美國人）延續Griffith的發現，

用取自S的DNA（用蛋白酶分解掉蛋白質），

加到無毒性的活R strain肺炎球菌，能使R變為

S，且一直繁殖（稱為transformation，也是被

認為值得Nobel Prize的突破性發現，是Avery

已經六十七、八歲，成為名譽教授時的研

究），第一次證明了DNA就是遺傳的因子。

1952年又有Hershey-Chase experiment（用T2-

phage感染細菌的實驗）又證明DNA就是遺傳

因子。

當時對核酸（n u c l e i c  a c i d）的瞭解

是，它由三種成分構成：（1）醣（ribose或

deoxyribose）、（2）磷酸鹽及（3）各種鹼

基=bases（由氮nitrogen及碳carbon構成）。

1920年代已知有五種bases：就是兩種結構相

似的purines（嘌呤），叫做guanine (G)、及

adenine (A)；又有三個結構相似的pyrimidines

（嘧啶），叫做 thymine (T)、cytosine (C)、

和 uracil (U)。到1920年代已經知道核酸其實

有ribonucleic acid (RNA)及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兩種。兩者相似，只差的是DNA裡

面的醣份比RNA的少了一個氧原子；還有在

DNA內的thymine (T) base在RNA是由uracil (U) 

base替代。這麼簡單的成分，如何能夠遺傳、

轉達製造數千種生物體內成分的訊息？DNA

6

Franklin

5

Wil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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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是什麼形狀？

1951年，Wilkins的朋友Francis Crick，

和來自Harvard的James Watson在Cambridge, 

Cavendish Laboratories的Max Perutz監督下

研究；該實驗室最高的負責人是Lawrence 

Bragg。那時Bragg和美國的Linus Pauling是

在競爭誰早發現DNA結構的狀態。（Linus 

Pauling, 1901-1994，德裔美國人，最有影響

力的分子生物學家、和平運動者、作家、教

育家；發現alpha-helix以及其他眾多的法則學

理，獨自得過化學及和平兩次諾貝爾獎。不

過誤以為DNA是有triple helical structure，終

於輸給Bragg團隊）。當時Wilkins對Crick介

紹DNA研究，說明DNA的重要性，使Crick對

DNA發生興趣。最後Watson, Crick及Wilkins

三人共享Noble Prize的榮譽。(Max Ferdinand 

Perutz, 1914-2002, 1962年和John Kendrew

為解決了hemoglobin and globular protein的

結構，而得到Nobel Prize 化學獎。）（Sir 

William Lawrence Bragg, 1925年，25歲時和

父親Sir William Henry Bragg發現使用X-ray 

crystallography可以算出原子在結晶內的位

置—Bragg’s Law，共同獲得1925年Nobel Prize 

in Physics。是最年輕的得獎者。）

Francis Crick（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2004）（圖7）的父親是商人，母

親是老師，買小孩用的百科全書給他閱讀。

1937年從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取得物理

學B.Sc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英國海軍

部研究水雷，對發明出可以對抗德國掃雷艦

的水雷有重要的貢獻。戰後，1947年才開始

學習生物學及x-ray 

crys ta l lography、

X-ray diffraction。

1949年加入Medical 

Research  Counci l

的Dr. Perutz旗下，

1 9 5 0年進入C a i u s 

College, Cambridge

修 P h D ,  1 9 5 4年

得到學位（博士論文是：X-ray diffraction: 

polypeptides and proteins）。1951年35歲時開

始，和來自哈佛大學23歲，已有生物學博士

學位的James Watson開始合作。1953年兩人發

現DNA結構之後，他又在病毒、各種蛋白質

的結構、蛋白質合成的機轉（導致很多RNA/

DNA的發現，成為“DNA/RNA dictionary＂）

等多項工作有重要的發現。1976年他轉到San 

Diego的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開始研究腦及意識。到他去世前，還在校改

論文。1940年和Ruth Doreen Dodd結婚，生一

子，七年後離婚。兩年後再和Odile Speed結

婚，生二女。他後來透露在四○年代曾經用

過極少量LSD（迷幻藥），也算是六○、七

○年代嬉皮的先驅之一（！）。除了相當晚

才得PhD，他早年工作也不是通暢：在得了

B.Sc.之後，可能因為拉丁文不佳，要申請進

入Cambridge 的大學被拒。他同輩的Wilkins

及Franklin則順利入學（分別是Newnham、St. 

Johns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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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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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利第二次征日～一八五四年
文／李汝城

美
國海軍准將裴利（Commodore Matthew 

Perry）於1853年陽曆7月8日，率領四艘

軍艦，直衝江戶灣（東京灣）三浦半島的久

里濱，在完成了向日本國「德川將軍」遞交

國書後，揚言將於翌年（1854）五、六月之

間，另率全艦隊九艘軍艦回航，要求和日本

簽訂能夠讓美國船隻進出日本港口。

幕府忍辱負重，在避戰之下，就地在久

里濱的海灘上，派了不是很高官階的官員接

受國書，而不堅持幕府一貫的作風，只能在

長崎和外國人（異人）談判接觸。這樣，幕

府260年來鎖國的法規已被穿破，幕府的上

下，的確不知如何處理再下去的發展。

百花齊放

裴利艦隊遠離江戶灣的十幾天後，6月

22日，將軍家慶病重逝去，遺言「今後的政

治，將委由水戶的德川齊昭和首席大老阿部

正弘來相佐處理。」兒子家定繼位為第12代

將軍，有名無實的家定的「御台所」（太

太）就是近期轟動全日本NHK連續劇的主

角篤姬。家定病弱昏庸，不久也死亡，再由

御三家之一的家茂就位。御三家即是德川家

康八子中真伝的尾張「義直」，紀伊「賴

宣」，水戶「賴房」等三家的後代。家茂娶

了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父親）的妹妹和官

為妻。就是所謂的「公武合體」即天皇和幕

府全盤合作來抵抗外力，「攘夷」之聲，變

成全國上下高喊的口號，沒幾年，家茂也死

了，有人懷疑是被人毒殺，但這一段歷史不

甚明朗，傳言很多！

這一切的一切，加重了整個社會的不安

和動盪。

1853年的7月底，家慶的喪事辦完，幕

閣召集所有的「大名」諸侯藩，要他們提出

意見如何對付異人（外國人），防止異人前

來江戶，並發佈告示，要所有的居民，包括

官員、藩士，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尋求「妙

方」，不管是否和目前的法規抵觸與否，

「暢言不予追究」即百花齊放也！

這種連小老百姓也可以公開發言的事，

是破天荒第一次，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當

然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其中最重要的是下

級幕臣勝海舟上萬言書，要即刻設立海軍學

校，訓練西式海軍人員購買軍艦大砲，以保

衛外力的侵略。果然幕府採取了勝海舟的建

言，在長崎設立海軍訓練堂，於1860年以勝

海舟為艦長的幕府第一艘戰艦「咸臨丸」橫

渡太平洋到舊金山。

幕府廣招建言「妙方」，使小老百姓也

知道，原來我也可以出聲，促進了後來的民

智開放，和民權觀念的樹立，而漸漸導致以

後推翻幕府，還政於天皇。

小老百姓的妙方如珠，有人進言，在

黑夜裡，潛入黑船船底下放置鐵棍數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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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時船底浮起，可弄破艦底而弄沈軍艦。

又有人給「妙方」，要在江戶灣入口的海底

做一個木柵，木柵之間放置石頭以阻黑船的

進港……等等奇奇怪怪的想法，不切實際者

極多。

被徵求發表意見的五十四藩諸侯之中，

贊成以武力抗外者有八，同意取消鎖國與開

埠者有十四，其他都是騎牆派，沒有自己主

見的一群爛諸侯而已。

提早回航　簽訂條約

裴利原本要照預定於五、六月間再來江

戶灣，但是他的首航很成功地讓幕府在江戶

灣接受國書的消息，立刻傳遍全世界，英、

法、俄、荷蘭各國，莫不急於效法。為了趕

緊完成任務，不願有所差錯，提早於1854年2

月再率艦隊回航江戶灣。這次以七艘戰船先

到，另二艘於三天後再歸隊，全艦隊九艘巨

艦進入江戶灣，排列在灣內，再次給日本人

帶來威脅，恐慌和驚愕。

此時，日本已把年號由嘉永改成安政元

年，美艦隊停泊在羽田的海邊，並指定要在

神奈川（橫濱）和幕府交涉。談判由2月10日

開始，歷三個星期，簽訂了12條「日美和親

條約」，即和睦親善條約，又稱「神奈川條

約」。

條約的內容可以歸納為左列四項：

（一）開放下田、箱館兩港。容許美國船隻

自由進出，以供應船舶所需的薪材、

石炭、水、食糧。

（二）容許籌建下田、箱館兩港口近郊的美

國村，即美國人居住、遊樂區。

（三）對於遭遇海難的美國船隻，尤其是捕

鯨船及人員，不但要惠予救助，並提

交給美國政府代表，不得任意逮捕船

員或沒收船隻。

（四）容許美國外交人員駐在下田及箱館。

這就是費爾蒙總統要求日本同意的事

項。幕府政府一一答應，不敢質疑。

根據裴利本人的記載：

「若我稍微退讓，日人立刻以為他們已

勝利。事實上以堅定不移的態度，甚至以頑

強的毅力堅持為善。如欲和聰明而充滿虛偽

的對方交涉，一定要排除所有虛偽，而以傲

慢不拔的態度來對付……」可見裴利本人對

付日本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果然，其他異國（外國），聞風而來，

接著幕府於8月2 3日和英國簽了日英和親

條約。

12月21日，日俄和親條約……等等接踵

而至。

裴利本人一直以為他完成了總統交下

來的命令，和日本國王政府簽了和親條約，

其實，他只和幕府簽約而不是和天皇簽約。

這點證明了雖然赴日之前裴利曾花很多時間

鑽研有關日本的一切，甚至也親身就教於曾

留日八年的老前輩德裔荷蘭海軍軍醫施博德

（Franz Siebold），還是未能瞭解天皇才是日

本國王。

當時的孝明天皇（明治的爸爸），極厭

惡異人，絕不原諒他的臣民和外國人交涉，

但近三百年，「征夷大將軍」的德川幕府都

在攝政，而且幕府向天皇報告，簽的是和睦

親善條約而非通商條約，所以天皇也無可奈

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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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利和台灣

裴利在第二次回航江戶灣之前，曾在

台灣北部基隆港外下錨十天，並登岸勘查基

隆附近台灣東北部的地勢，海流以及礦產。

發現九份金山附近有煤炭礦區，大喜一場，

他即刻回報本國，如蒙允許，即刻佔領台

灣，因為台灣有蒸氣動力船隻所需的煤炭，

地處琉球之南，西向中國大陸。地理適合，

易防守，正如當年西班牙先佔古巴，進而再

深入北美大陸，他簽呈如能佔領台灣，就可

做為抗拒歐洲兄弟們來遠東的另一個據點。

可是，當年命令他往日本的總統費爾蒙已下

野，第十四屆總統皮爾斯（Franklin Pierce）

認為畢竟台灣距離美國本土太遠，而且無法

取得當時國會的同意，所以沒有再進一步下

手。

19世紀的帝國主義者，第一以自己的

利益為優先，第二還是看自己力量的多寡，

量力而為，什麼世界大同，稱兄道弟不過是

掛在牆上的一個口號而已。美國，當然自顧

自己的利益，要不然如果當時派裴利進佔台

灣，以後的歷史不知如何改寫？

結尾

總之，裴利的確完成了費爾蒙總統所交

代的任務，打開日本的鎖國，導致以後，幕

府的崩潰和瓦解，間接地促進明治維新。日

本的全盤西化，為了擠進世界列強，變成所

謂「亞細亞的一等國」，而併吞琉球王國，

出兵台灣、朝鮮，迫清朝把台灣割讓給日

本，併吞朝鮮，日俄之戰佔領庫頁島，九一

八滿州事變，蘆溝橋中日之戰，甚至在88年

後偷襲珍珠港，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等

反歷史的史實。

有趣的是，二次大戰後的「東京裁判」

法庭上，調問了當年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

莞爾陸軍中將作證時，石原本人在庭上大言

要請法庭調問裴利，因為他認為造成日本對

外國侵略的最大的元凶，就是裴利，如果

裴利不來日本，當然以後日本也不會侵略

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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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中日期除有註明陽曆外，其他日期皆

為陰曆。

（作者係母校1960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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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醫界的春天

文／李秉穎

2005年11月12日民生報報導，台灣環台醫

療策略聯盟協會發表「醫師健康行為與認

知」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只有三成多的醫師

覺得自己很快樂。原因或許與該報導所稱的

「工時超長、生活緊繃、壓力過大」有關，

筆者則認為最重要的是日漸惡化的環境。

愈來愈緊張的醫病關係

醫師的壓力愈來愈大，跟醫病關係緊張

很有關係。至於醫病緊張的原因，大多數人

都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風潮，或是自由開放

的必然。民眾要求愈來愈多，醫界就應該更

自律。

筆者初任兒科醫師時，常碰到打十幾針

打不上的兒童病患。家屬大多會安慰我說，

醫師辛苦了，休息一下吧。我問現在的住院

醫師，什麼是他們最煩惱的事情。他們說是

打一針打不上，被家長責罵。最近看到一則

電視報導，一位婦人靜脈注射打了幾針，出

現淤青，要求診所負責。心想，世界變了，

這樣也可以告上電視？那兒科醫師豈不一天

到晚被告。

世界的趨勢

醫病關係愈來愈緊張，似乎是世界各

國的趨勢，但有程度上的不同。一般來說，

愈貧窮的國家，愈沒有這種問題。似乎有這

麼一個道理：貧窮使人沒有太多慾望，也愈

容易滿足；富有使人要求更多，也愈容易挑

剔。

好幾年前，就聽說中國大陸的醫病關係

很差，告醫師、罵醫師、打醫師的情形不會

比台灣好多少。最近有位大陸婦產科資深醫

師告訴我，以前她都教學生，我們是病人的

朋友，應該用這種態度對待病患。沒想到她

的學生立刻反駁說，老師不對，病人是我們

的敵人！她頗覺不可思議，但最近的經驗，

卻也讓她逐漸認同學生的看法。這是同時存

在中國大陸與台灣醫界的一種代溝：資深者

對於醫病關係的體認，常不如資淺者敏銳。

台灣的自我風潮

病患的高姿態，是醫病緊張的重要原因

之一。這種高姿態不只表現在醫病關係，也

表現在其他層面。飛機乘客罷機，似乎只出

現在台灣。也有台灣旅客趕不上飛機，大鬧

巴黎機場結果被抓起來。近代的台灣人習於

自己仲裁，不考慮他人的感受與權利。台灣

虐童事件愈來愈多，虐狗、虐貓也不少見，

這是自由開放的必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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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1日教育部公布「日行一善」

全國民意調查，四成七民眾認為周遭的人不

太有或沒有公德心。天下雜誌於2009年7月發

表的「奧客大調查」，發現奧客的特徵是年

輕、居住北部、科技新貴，這些特徵符合前

述愈富有要求愈多的原則。要求愈多的人是

否愈快樂？答案剛好相反。2010年9月1日中

國時報報導，台灣人的壓力愈來愈大，一項

調查顯示四分之一受訪者都覺得容易苦惱或

動怒。

只要我喜歡症候群

2001年我受邀定期替康健雜誌寫專欄，

我以「只要我喜歡症候群」描述這種自我的

風潮（收錄於個人網站：http://olddoc.tmu.

edu.tw/pinging/comment/co017.htm）。我說

這種疾病發作時會持續出現「只要我喜歡，

沒什麼不可以」的囈語，病人只看到自身權

益，看不到別人的尊嚴與權益，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開始變得功利而無情。追溯這種疾病

的病因，最重要的是對民主與自由概念的過

度擴張。民主概念中的「服從多數，尊重少

數」，被擴張成「服從我！尊重我！」；

自由概念中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

圍」，被扭曲成「以不侵犯我的自由為範

圍」。

前述觀點算是自由開放主流思潮中的異

端，該文發表後，我的專欄隨即被康健雜誌

停掉。之後，我幾乎看不到類似批評。2010

年11月15日台大舉行八十二周年校慶大會，獲

頒名譽博士學位的胡佛先生致詞時批評，現

今社會風氣「散亂、貪婪、虛浮、功利」，

充斥放縱及民粹導向的價值觀。他又說，現

在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

以」，卻不懂尊重他人，導致社會「太放

縱、太民粹」，應該重拾共同的規範及道德

價值。

幾年過去，我終於聽到類似的聲音。但

是，台灣的沉疴已深。

醫師形象的低落

醫病關係愈來愈緊張，也與醫師形象低

落有關。當醫師失去助人者的形象時，民眾

眼中的醫師變成賺錢者、受雇者，甚至是作

弊者、貪婪者，自然常遭到指責。筆者認為

醫師形象低落的原因，跟醫界少數害群之馬

固然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媒體、健保與某些

基金會。

大陸醫師說，他們的新聞媒體不能批

評時政，所以常常報導醫界負面新聞，導致

醫界形象低落，造成醫病關係極度緊張。台

灣也是這樣，醫界的負面新聞具有高度吸睛

效果，媒體遂習於誇大報導，其見報率超越

了其他重大犯罪新聞。健保局則可能因為一

直被質疑未能有效監督，導致健保虧損，所

以不停釋出健保違規的訊息，以證實已經盡

力。這種邀功的作法，不但讓醫師形象日益

低落，反而讓民眾更相信健保費率根本不需

要調高。

誇張的新聞媒體

2005年1月的邱姓女童受虐事件，是媒體

誇張報導的典型事例。當時台北市立仁愛醫

院值班醫師判斷錯誤，將命在旦夕的受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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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從台北市轉到遙遠的沙鹿，大家把女童的

死亡完全歸咎於這錯誤的決定。部分醫界人

士馬上參與韃伐，說年輕醫師都是草莓族，

說這暴露出醫學倫理、醫德喪失的問題，說

醫療品質日益低落。

這些權威的講法，讓民眾相信台灣醫

師的倫理觀念愈來愈差、醫療品質則日益低

落。這些批評可以得到民眾的讚賞，但也重

擊了醫界、造成了誤解、加深了醫病緊張。

回想筆者的學生時代，只有少數主治醫師

例行巡視病人，一週查房一、二次就算認真

的，但是假日都沒有主治醫師。過去紅包文

化盛行，公立醫院醫師常常晚上兼差賺錢。

現在主治醫師包括假日在內每天查房，沒有

紅包、沒有兼差，剩下的是莫名其妙被罵得

滿頭包的所謂草莓族醫師。

當時電子媒體幾乎二十四小時不停痛罵

醫界，持續了三、四星期。罵一個月之後，

有位記者問我：台灣的白色巨塔是不是就要

倒了？真是可笑！媒體自我催眠到確認台灣

醫界已經極度腐敗而即將崩壞，相信很多民

眾也這樣被催眠著。

這次事件的確值得醫界檢討，但被引申

為台灣醫界極度腐敗，則是媒體的不公與醫

界的不幸。當時台北市市長兩度評論：「救

人的人一直被追究，打人的人好像沒人理

會」。這是當時新聞報導中，唯一由第三者

說出的持平之論。

醫病緊張的後遺症

有次對一位醫藥記者抱怨媒體過度宣

染，她承認媒體對待醫界比較嚴苛。但她說

這是因為醫師與個人生死有關，當然要受更

嚴格的監督。這種看法似是而非，醫師已經

受到醫師法等比一般行業更嚴格的規範，

濫加過度批評，並將不合理的要求與壓力加

諸醫師身上，對病患權益的保障可能有害無

益。

因為醫療糾紛太多，許多醫師採取防衛

性醫療，願意從事重症醫療的人才也逐漸減

少。一般人總認為重症醫療的式微與健保給

付有關，卻未認真考慮到醫病關係緊張這個

重要因素，更未找到解決之道。醫師既然與

個人健康生死有關，卻過度責罵助人之人，

或動不動就告上法院，是社會公義嗎？

自律的醫界

醫界面對各種指責，是不停地自律。

醫師被要求每年修習醫學倫理積分，醫院被

要求被不停地評鑑。好像找不到其他行業像

醫師這樣，收入急速減少、費盡心力提升品

質，卻被罵得愈來愈不堪。前輩驕傲地說，

2007年9月26日筆者（左二）於流感宣導記者
會上接受記者採訪。



校友小品

2011年2月‧第28卷第2期 ��

台灣醫師是所有行業中最自律的一群。但

是，這些自律並沒有讓緊張的醫病關係得到

緩和，醫療糾紛與訴訟案件仍然繼續增加，

對醫師不禮貌的行為則變本加厲。

醫界的代溝

病人對醫師不禮貌、不尊重的傾向愈來

愈嚴重，是大部分醫師的共同體認，但醫界

前輩似無所悉。個人認為，醫界一直存在著

一條嚴重的代溝。不合理的醫病互動大多發

生在年輕醫師，資深醫師被不禮貌對待的機

會較少。這就好像前述大陸婦產科資深醫師

的經驗，她在數年後才體會學生所說的話。

筆者一直懷疑，醫界前輩並不瞭解病患

日趨嚴苛的不合理態度。好幾年前，我曾經

就教於一位極資深的前輩，問他有沒有覺得

病患愈來愈不禮貌，那位前輩回答並沒有這

種感覺。最近我聽另一位前輩說，他最近覺

得病患的態度真的愈來愈不客氣。這就是醫

界的代溝，病患通常對資深醫師比較客氣，

所以前輩感受不到不合理的氣氛，有些甚至

已經不再行醫，但他們卻是醫界的代表與政

策制定者。

溝通不夠？

醫療糾紛的起因，大多被聲稱是醫師

解釋不夠、醫病溝通不良。大家必須注意，

醫學專業本就很難讓病患完全瞭解。例如最

近一次門診，我向病童家屬解釋罹患的是肺

炎。家屬則反覆詢問：是感冒嗎？不是感

冒是肺炎？是發燒太久引起肺炎？是感冒引

起肺炎？解釋半天，突然又冒出一個問題：

「是嚴重感冒嗎？」。要將一個肺炎的診斷

解釋清楚，有時就這麼困難。

此外，新聞媒體出現的負面描述，都會

被不滿的病患引用。除了解釋不清楚之外，

還常見沒有同理心、沒有愛心之類的指責。

這些濫加指責的情形，常讓年輕「草莓族」

十分苦惱。例如，兒科醫師沒有一針打上血

管，家長很常見的罵法是：妳（你）沒有醫

德！奇怪了，打針跟醫德有何關係？

各種醫療糾紛的常見原因，包括了家屬

的內疚情緒需要投射，或摻雜了金錢賠償的

因素。這些都幾乎不會出現在醫療糾紛原因

的統計中，因為病家會引述媒體常見的時髦

用語，來加強己方陳訴的正當性。

失衡的醫病關係

因為溝通不良被認定是糾紛的重要原

因，所以加強申訴管道被認為可以減少糾

紛。所有醫院都有這種申訴，而且大多會要

求被申訴對象說明回覆。筆者也三不五時要

寫這種「悔過書」，但很多申訴只是病方在

發洩情緒。例如有人投訴，這位醫師能力不

足，看病看很慢，讓他等很久；輪到看病

後，卻一下子就看完了。這位病家到底是要

醫師看快一點？還是看慢一點？他真正的要

求是，看別人隨便看，自己則要慢慢看。

申訴還算客氣的，有些則上網指名道

姓控訴醫師，將醫師所有作為描述得像牛鬼

蛇神一樣。在開放的社會，大家都有發言的

權利，但醫師沒有申訴的權利。不知道有沒

有人檢討過，這樣的申訴有沒有減緩醫病緊

張？是否會讓民眾愈來愈苛求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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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台灣醫界的春天

2008年一項研究發現，台灣平均每三個

月就有一名醫師被定罪，創下世界紀錄。在

這種環境下，無怪乎大部分醫師均自覺不快

樂。雖然此類事件很少見，但只要遇上一件

不合理的醫療糾紛或判決，就會嚴重打擊士

氣。台灣醫界的寒冬已經持續多年，希望睿

智的領導者能體認醫病緊張的真正根源，否

則春天將永遠不會來到。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台大

醫學院小兒科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復健科誠徵主任

應徵資格：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民國38年8月1日以後出生者。

　　　　　2.  於民國100年8月1日前取得教育部之教授或副教授部定證書，

且具中華民國復健科專科醫師資格二年以上者。

　　　　　3.  在復健醫學領域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

能力者。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符合上述應徵資格之相關學經歷證件
影本（請準備七份）。

　　　　　2.  簡述個人對復健科未來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發展目標與策

略（請準備七份）。

　　　　　3.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之連署推薦函一份。

截止日期： 民國100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以前，以書面資料送達
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辦公室轉「復健科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地址：台北市100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復健部

傳真專線：886-2-23826617

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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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更新　玉兔迎春
文／戴鐵雄

年
輪轉到潔潔淨淨，蹦蹦跳跳，活活潑

潑，惹人喜愛的兔子守護新的一年，

不僅將給――被心愛的白馬王子暱稱為我的

「小白兔」的戀中少女「綺麗美妙」的一

年，也帶給所有不分男女老幼可愛快樂的新

年。

因為喜愛上皮毛潔白似雪，兩耳長長、

尾巴短、兩眼晶瑩光亮的白兔，「嫦娥奔

月」時就一起把白兔帶到月宮，成為嫦娥的

終身伴侶，兩枚長長的耳朵，尖尖的嘴，兩

顆圓圓的大眼睛，短短的一雙前腿弓在胸

前，靠著兩長腿蹲坐的惹人愛憐形象，構成

一幅月宮的象徵性、代表性「圖象」，映入

塵世向上仰望觀賞月亮芳姿的世人眼簾底，

凡人都美稱牠為「玉兔」，「月中寶兔」。

行文至此，不禁令人想起一首兒歌「MI MI 

SO SO MI MI LO LO 我是小白兔，小白兔；

我的眼睛紅的，我的耳朵長的，我的尾巴短

的，我的衣裳白的」。

兔子的兩顆大門牙也相當突出顯眼，所

以天生長有兩大門牙的人，自然就擁有「兔

寶寶」綽號，藝人康弘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兔子的五官被引用的尚有先天性唇裂的「兔

唇」；先天凸眼或「甲狀腺機能亢進」引起

的凸眼都被描述為「兔眼」。

兔子生性怕水，若被雨淋，常導致死

亡，因此才會有「狡兔三窟」之設，以備隨

時可就地躲入窟洞中躲雨；因兔子在動物界

屬「弱肉強食」中被吃的「弱肉」，因此必

須在每一方向都備有逃命洞口，因此才有三

窟之設，後人卻以「狡兔三窟」喻「滑脫」

不守信，隨時準備「落跑」「兔脫」之輩。

兔子喜啃食蘿蔔、紅蘿蔔、蕃薯等，

「不認主，不認厝」，因此與人難建立感

情，所以很少有人肯圈養兔子，自古就沒被

歸入「家畜」之列。因此，要牠死的，負面

說法卻一籮筐，像「飛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意謂「兔子被獵殺後，捕兔

獵狗即失利用價值，而被烹煮為食。引申為

忘恩負義，有功的人被棄」。不過，在「動

物園」中，以大後腿彈跳的小白兔可愛模

樣，是蠻受小朋友們喜愛的。所以也有正面

看法，如形容動作迅速敏捷，比喻文思泉

湧，下筆準確快速，書法勁有力的「兔起

鶻落」；為同類傷亡感到悲哀的「兔死狐

悲」。

有個童叟皆耳熟能詳的「龜兔比賽」寓

言，結果是速度快卻喜歡吹牛又睡懶覺的兔

子輸了。還有一個「雞兔同『籠』的數學演

算題呢」。

「寅吃卯糧」或「寅支卯糧」，可解釋

為經濟短絀狀吧。一個人「大運走入『卯』

時」，應指走到了生命的終端，陽壽已了，

要與塵世道再見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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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國彪

擔
任景福醫訊的編輯，不知不覺已經進入第九年了，這也

是第五次擔任執行編輯的工作，在建國百年、2011年初

以及虎年尾、兔年初交替之際，也是汰舊換新、回顧與前瞻

的好時機，希望給各位校友一些有意義與有趣的訊息。

本期的內容共包括各類型共十篇文章。醫學論壇包含林

靜竹醫師的「與癌共舞」一文，鼓勵癌症患者在治療前、治療中或治療後，都要以開朗的心情應

對，對治療保持樂觀盼望的積極心態，加上飲食運動以及不妨嘗試心靈身體療法，踏上恢復健康的

坦途。在醫學新知部分，公共衛生學院陳為堅副院長「台灣公共衛生教育的現況與展望」一文詳述

公衛系沿革、今昔師資與學生人數、公衛核心課程與本科能力測驗以及公衛教育未來展望；校友活

動包含黃國晉、王世晞醫師「台大醫學院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邱仲慶醫師／院長「畢業

三十年感言」、以及李汝城醫師「平凡、扎實的一群」等三篇文章，分別敘述畢業後的心態以及同

學的近況與成就等；歷史文學有三篇文章，戴鐵雄醫師的「五十年代的醫學～續」一文從老醫師

的經驗提到小兒科、內科、婦產科、性事急性犯罪。許清曉醫師「Friedman & Friedland的醫學史上

十大發現（四）」一文內容承續前文提到Fleming發現penicillin以及Wilkins發現遺傳因子DNA的結

構，Watson, Crick及Wilkins三人共享Nobel prize的榮耀。李汝城醫師「裴利第二次征日－一八五四

年」一文提到美國海軍准將Perry率領九艘軍艦要求和日本簽訂能讓美國船隻進出日本港口，不僅完

成任務，也打開日本的鎖國，導致幕府的崩潰瓦解，間接促進明治維新等歷史的重大影響。校友小

品包含李秉穎醫師「尋找醫界的春天」評論台灣醫病關係的種種現象與問題，希望睿智的領導者能

體認醫病關係緊張的真正根源，讓醫界的春天得以到來；戴鐵雄醫師「萬象更新、玉兔迎春」一文

整理有關於兔子的各種成語、俚語及典故，討喜且俏皮的作為迎接兔年的到來。

猶記得父親在六年前過世，一晃眼也邁入第七年了，隨著老二的出生與長大，因緣際會，去年

竟意外地「增產報國」，多了老三，一句在家父生前曾說過的話「或許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會生個

男孩」，現在家中竟真的有兒子，還生了兩個，這應該是老天的賞賜與給父親最好的禮物之一。難

忘的是父母之恩，當然還有更多的天恩師德不能忘，也不敢稍忘，在自己的壯年以及晚年，不僅在

事業上發揮所長，更要持續投入畢生的志業中，報父母恩與天恩師德於萬一。

（作者係母校公衛系1986年畢業，現任公衛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台大醫院與葛蘭素史克（GSK）
簽約成立臨床研發中心記者會

時間：2011年1月13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兒醫大樓遊戲空間

時間：2011年1月18日
地點：台大醫院兒醫大樓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中）致詞

▲台大醫院與GSK成立臨床研發中心簽約儀式

　 左起陳定信教授、母院楊泮池院長、母院附設醫院陳

明豐院長、GSK亞太區副總裁Fabio Landazabal、
GSK台灣總經理魏廉昇

▲台大醫院與GSK簽約成立臨床研發中心揭牌儀式



台大醫院醫療品質獎急診服務台合影　　　　　　　　　時間：2011年1月3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藝術饗宴～心韻合唱團表演　　　　　　　　  時間：2011年1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第
28

卷
第2期　2011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