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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專科護理師（Ped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之教育養成與角色功能
文／高碧霞

序言

在臺灣，專科護理師人才養成及執業

規範等仍在起步階段。近年來的醫療生態與

結構改變甚劇，許多機構的住院醫師招募不

易，兒童醫療照顧人力短缺，致使兒童健康

醫療照護品質出現警訊。目前在缺乏兒科專

科護理師（ped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 PNP）

的學校培育制度下，部分醫療機構自行招募

訓練PNP來執行住院醫師的部分工作。台灣兒

科醫學會曾經草創PNP甄審辦法，定義兒科專

科護理師之資格、執業內容、訓練之核心課

程及實務訓練指導規範、訓練之醫院認定標

準等。最後，台灣兒科醫學會的訴求與衛生

署之專科護理師培育及甄審標準有了良善的

對話及交流。然而，PNP的培育甄審及執業服

務，是否真地可以滿足了兒童及其家庭的照

護需求呢？

兒科專科護理師之培訓與甄審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2011年2月25日公佈的

新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專科護理

師僅分有內外兩科別，皆以培訓規畫一般專

科護理師（general nurse practitioner, GNP）為

目標（行政院衛生署，2011）。臺灣在沒有進

行專科護理師人力需求調查下，自2006年至

2010年通過專科護理師甄審取得合格證書者

已共有2,546位，這與加拿大及澳洲的人才培

育速度大相逕庭（張及余，2010）。目前醫

院聘用之兒科專科護理師，因無兒科專科護

理師訓練認證管道，只能選擇參加內科之訓

練及認證。為保障兒童健康照護品質及兒科

專科護理師的執業安全，需有更理想的訓練

課程及甄審辦法。

2010年8月23日衛生署專科護理師諮詢

委員會之分科及甄審工作小組之會議決議，

專科護理師仍維持內科及外科，兒科組專科

護理師甄選筆試科目包括專科護理師通論、

內科進階照護（共同必選題50分及兒科選考

題50分）。2010年9月9日衛生署護理及健康

照護處針對訓練課程規畫案修正為：學科課

程（含基礎核心課程56小時、進階課程I 64

小時、進階課程II 64小時），臨床訓練504小

時、40案例（含7週168小時、15案例的基礎

核心實習；8週192小時、15案例的進階實習

I；6週144小時、10案例的進階實習II）。PNP

的建議標準訓練課程已經於2010年9月間委由

台灣護理學會、專科護理師學會及兒科醫學

會之代表完成籌畫。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

處今年度預定進行以聯合訪查或書面審查方

法選取合格之PNP培訓醫院，預定民國101年

依照衛生署之標準學科課程及臨床訓練計畫

進行訓練，102年進行PNP筆試、口試及OS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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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考等甄審。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鏡美國的PNP經驗

臺灣的PNP培訓及甄選制度，不應只是

解決兒科醫療人力的短缺問題，更重要地是

護理人員如何藉此拓展新角色，於三段五級

預防的健康照護體系中發揮獨立執業的功能

來提升兒童照護品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讓我們借鏡美國的PNP發展過程。美國的第

一個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課程，

其於1965年在University of Colorado之Denver 

Medical Center，由護理學教授Loretta C. Ford

及小兒科教授Henry K. Silver首創兒科專科護

理師（PNP）課程。其創立目的乃在於提供健

康及急慢性疾病兒童之健康照顧。最初的PNP

課程包括4個月的醫學中心密集兒童醫療、

護理照護理論及技巧，之後有20個月的社區

兒童照護訓練，藉由建立兒童護理站（Child 

Health Stations or Pediatric Nursing Stations），

提供兒童之預防注射、居家訪視、

病弱兒童之初步診察及後續轉診，

當初的社區化NP執業方式有效率地

執行低社經家庭的追蹤照護（Ford, 

& Silver, 1967; Silver, Ford, & Stearly, 

1967; Silver, Ford, & Day, 1968）。

在45年後的今天，美國執業PNP

均需完成研究所的教育課程與實習訓

練，接受國家的認證後，依照各州

執業規範於各次專科領域進行執業。

PNP課程的重點除了研究所的共同核

心課程外，更加強病理生理、臨床藥

理學、進階身體評估、兒科問題篩檢

判讀、兒科診斷、症狀及疾病處置等重要進

階護理課程。一份調查綜合2009年4月的美國

護理評鑑中心（America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 ANCC）資料，以及2008年6月的兒科

專科護理師理事會（PNP-Board Center）資

料，50州的PNPs人數共計有13,384位（Freed, 

Dunham, Loveland-Cherry, & Martyn, 2010），

圖1的資料顯示美國PNPs的分佈情形，密度集

中於中西部區域，23州的PNP可以獨立執業，

其中有13州的PNP除問題診斷處置外，有藥物

治療處方權。

除PNP所在地區分佈外，Freed等人運

用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of Nursing

（AACN）自1996至2008之資料庫進行趨勢

分析。由圖2明顯地看出，家庭專科護理師

（family nurse practioner, FNP）於各級學校

所開授NP課程的比率一直獨占鼇頭，自1996

年的80%到最近已趨近90%；相對地PNPs課

程約佔30%，逐年有些微減少趨勢，新生兒

圖1. PNP distribution and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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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atal）、兒童急重症（pediatric acute 

care）、學校（school）的NP課程一直未改變

太多。由圖3的NP畢業生比率之長期資料分

析，可明顯看出過去10年來NP研究生投入家

庭專科護理師領域的趨勢逐漸上升，而選擇

PNP的比率已逐漸降低，這現象也反映在其

他類的NPs上。值得注意的是，自1996年後的

FNP畢業生人數已呈雙倍的成長，也一直比

其他類的NPs人數來得多；相對的，Pediatric 

NP及Neonatal NP、Pediatric acute care NP、

School NP之人數未改變太多（圖

4）。

針對PNP及FNP的人數消長問

題的討論，許多論點認為與人口

結構的變遷有密切關係。Loman及

Clinton（2010）評論分析FNP執

業的時間雖有27%會服務於兒童

及青少年照護，大部分的照護對

象還是以成人及老人為主。在大

都會區之外的地區，尤其是醫療

資源不足的社區，FNP可以較PNP

有足夠知識與能力，來提供嬰兒

至老人的基層醫療照護。雖然臺

灣與美國的醫療照護體系與保險

給付的情況有所不同，值得讓我

們深思的是，兒童健康照護一直

倡議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模式，

面對少子化及連續性、長期性的

多重照護需求挑戰，兒科專科護

理師抑或是家庭專科護理師，誰

可以滿足兒童的健康促進、疾病

預防、急症處置及長期照護的需

求？

反思PNP的角色與功能

2 0 1 0年美國專科護理師學

會（American Academy of Nurse 

圖2.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 NP programs offering clinic 
track, 1996 to 2008.

圖3.  Proportion of NP graduates by clinical track, 1996 to 
2008.

圖4.  Number of NP graduates by clinical track, 1996 t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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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 AANP）對「專科護理師」的執業

範圍，再明確地規範如下：專科護理師是獨

立執業而領有執業許可證的專業人員，於門

診、急性或長期照護機構，負責基層醫療照

護或特殊醫療照護之護理人員。跨專業領域

的諮詢者，更是病人的代言者；基於其各自

的專精領域，為個人、家庭及群體提供醫療

及護理的服務，提供病人的健康促進及疾病

預防；除了針對診斷後的治療所開的醫囑、

執行醫囑、監督醫囑之執行與解釋醫囑等活

動，亦能獨立開業或與其他醫事專業人員協

同開業，以做好評估、診斷、治療與管理病

人的健康問題與需求。

至於PNP的角色與工作特性為何呢？資

料顯示PNP在不同的領域扮演傳統NP角色

功能，包括健康評估、健康問題確立診斷、

預防性健康照護、衛生教育、諮詢。疾病處

置及最重要的初級照護。美國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nursing division）強調進階執

業護理師除了拓展醫療能力技巧之外，應有

更多的護理專業實力，運用展現其專業及臨

床領導力，專業之間的協調合作，倫理決

策，專家指導及諮詢（expert coaching and 

guidance, consultation）及研究能力等。

Allen、Fennie及Jalkut（2008）調查13所

學校之碩士級PNPs，以了解他們的執業特性

及角色功能。其調查結果有63% PNPs在都市

中執業，其所服務的兒童有將近一半來自低

社經地位家庭，66% PNPs表示經常協助有醫

療補助（Medicaid）的兒童。PNPs經常照顧

對象依序為：慢性疾病兒童者佔86%、高風險

兒童者為83%、急症兒童79%、健康兒童67%

及重症兒童56%。不單只是在初級照護及學校

照護健康的兒童，PNPs需要照護各次專科的

住院或非住院的急、慢性甚至重症住院兒童

等的複雜性臨床處置及統合協調能力。許多

學者、醫療團隊成員及PNPs感受到2年的碩士

課程已不能滿足所需要的知識及技能。

對未來PNP專業發展的期待

於2004年，美國護理教育學會（Amer-

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 

AACN）提議：2015年之前將進階執業護理

師的教育程度提升至博士級。目前許多學校

NP教育已由碩士課程進階至Doctoral Nurse 

Practitioner（DNP）。AACN理事長C. Fay 

Raines於2010年3月21日的AACN年度會議中

指出，在美國36個州及哥倫比亞地區已有120

個DNP課程，自2002只有2校招募70位DNP新

生，到2005年之後新入學及畢業學生已逐年

急速上升，於2009年各護理學校的DNP入學

學生總數已達5,165人，DNP新生總人數首度

超越以研究為主的PhD課程學生數。

臺灣近年來由於少子女化的衝擊，造

成新進兒科醫師逐年減少，但父母親對於兒

科醫療品質的要求不斷增加中，為提升兒童

醫療的需求，衛生署已與各專門領域的護理

學會，徵求提出各科別及次專科「專科護理

師」，依所需的專業能力標準和執業範圍，

訂出分科訓練和甄審辦法。在目前階段，臺

灣PNP的培訓師資不足、經驗及經費有限、執

業法令規範未明確的種種限制下，尚需要由

醫院為基礎的培訓課程及進階實習。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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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的努力及準備，以加強師資培育及改善

課程規畫，朝向由護理教育體系來培育兒科

專科護理師。短期目標期待PNP能夠具備碩士

學位，長期目標期待能朝向擁有博士學位層

級發展。不容忽視的是，美國經驗已說明FNP

的趨勢及PNP所面對的挑戰，於臺灣PNP及

FNP的人才培育質與量，如何切合民眾的照護

需求，是您我都要關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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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開刀，護理師把關

文／周照芳

去
年媒體報導「某醫院醫師開錯腳踝」，

引起民眾恐慌及關心。其實各醫院都

應該知道，衛生署在前侯勝茂署長任內，就

大力推廣「病人安全」活動，特別針對骨科

及外科系手術，為確認病人及確認手術部位

（尤其是左右確認），訂定標準作業流程

（SOP），要求在開刀前一日，開刀醫師要

與病人及家屬，共同確認手術部位，並做註

記。在手術部位附近，以不易洗掉的簽字筆

作記號，由醫師及病人簽名（病人無法簽名

時，由家屬代簽）。在開刀當天負責的病房

護理師，要先查看確認手術部位的註記。負

責的護理師到病房時，會先請問病人「貴姓

大名」，「今天將作什麼手術」，確認無

誤，再確認手術部位的註記。將病人護送到

手術室門口時，手術室的外勤護理師，要再

查看確認該註記。如果發現沒有註記及醫師

簽名， 就要要求主治醫師前來完成註記及簽

名，才讓病人進手術室。如果再加上手術部

位的註記，照相存證貼在病程紀錄或手術紀

錄上，更可提高此SOP的執行率。

有家醫院在手術室門口畫著手掌向外的

圖就是止步（STOP SIGN），掌心寫著：「抱

歉！若無開刀部位之註記及簽名，請回！」

上了手術台，手術醫師、麻醉師、及護理師

還要停止工作（Time out），共同第三度確認

病人及手術部位是否正確。手術開始前，刷

手護理師打開紗布包，需先計算紗布數目，

並做紀錄。手術即將完成時，她要確認所有

的紗布數目，與手術前數目相同，醫師才可

縫合傷口，結束手術。當然，手術器械也要

點算無誤，以避免將紗布或手術器械遺留在

體內。醫護合作，互相尊重，共同維護病人

安全。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4年畢業，現任護

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常務監事）

第九屆國家公益獎

博愛醫院創辦人許文政（景福基金會常務監事）
榮獲個人獎（2011.11.02）

恭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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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 人 之 瞑 思

文／李清曉

最
近早晨起床面對鏡子時發現鬢髮更加

添白，老人黑斑叢生顯出名副其實之

老人面貌，恍然大悟已進入「老人」境界。

雖然我們同學已達80歲大關而超逾平均壽命

年齡之78歲，但仍然保持健康須謝天謝地。

隨著年齡之增加在臉部皮膚漸漸增加「老人

黑斑」，宛如歷經桑梓滿身瘡痍。生理上老

人黑斑是身體新陳代謝中產生的free radical即

脂褐質色素沈積所致。它與皮膚之老化或遺

傳gene有關。此外身體五官難免有退化之趨

勢。最早出現的是視力減退，經常視力茫茫

須帶老花眼鏡，日後又緩慢地惹起白內障。

據統計50歲以後容易發生，60歲以後70%均有

各種程度的白內障。其是由於水晶體內蓄積

氨基酸而失去透明性，可能由於蛋白分解酶

（protease）所致。因為老花眼不知更換多少

次眼鏡。

吾人自出生至80歲心臟自動跳動已有30

億多次，其機能自然衰竭而易導致各種心臟

疾病，使老人行走時尤其上陂道感到心悸。

加之脊椎之spondylosis（脊椎管狹窄症）及膝

蓋骨之退行性變性osteoarthritis（關節炎）引

起腰酸背痛致使蹣跚而行。夜間因尿急起床

多次，是因良性前列腺肥大（Benign Prostatic 

Hypertrophy, BPH）所致。據統計70歲以上

男性75~80%患此症狀。不僅如此其他器官

之退化性變化不勝枚舉。身為「老人者」除

了與親情家族分離居住而感到寂寞悲傷外，

行動亦不如意。吾輩老人者必須與此種生理

上變化要共生及克服其困難，令人感到做老

人之艱苦。惟在台灣65歲以上者可享受各種

福利，如乘坐市公車免費（老人每月1,000

元），高鐵或台鐵則半價優待，各種遊覽場

所又半價折扣，故宮博物院或其他博物館均

免費，乘坐地鐵時年輕人大部分（95%）會禮

讓坐位令人感到溫馨。老人因而時喜時憂，

猶如失之桑榆取之東隅。但畢竟那意味著已

將面臨人生終點未免杞人憂天。其實我們自

幼臥薪嘗膽，行荊蕀之路攻讀數學、高等代

數、解析幾何學、微積分等始能作醫學之研

究及判讀，例如解析統計學中之正常分布

曲線須理解二項式（binominal distribution）

即 (p+q) n= nC 0p 0q n+ nC 1p 1q n-1+ nC 2p 2q n-2……

+nCnpnq0以及或然率（probability），排列

（permutation）組合（combination）等等之概

念。有了物理化學、理論化學、分析化學、

有機化學以及生化學始能了解現代醫學之奧

妙genetics（遺傳學）及DNA。在漫長研究行

醫所獲得之學識不愧為「玉韞珠藏」值得讚

揚傳於後代。菜根譚曰「桃李雖豔，何如松

蒼柏翠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橘綠之

馨冽」。此詞句頗表現老人之尊貴。我在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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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行醫並無大學教授般之高深學術或巧奪天

工之技術，惟在長遠之人生生涯體驗了繁雜

之處世之道及臨床學問，我覺得吾人有義務

留於後輩子女作前車之鑑。

英國之Aubrey de Grey曾著一書《Ending 

Aging（註）, The Rejuvenation Breakthroughs 

that could Reverse Human Aging in our Life-

t ime》闡明了老化之機制。他說人類之老

化由染色體之mutation（突變）引起。於人

類身體內之新陳代謝過程中由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或蛋白質之TCA cycle中人類

由ATP（adenosin triphosphate）攝取能源時偶

而產生free radical之oxygen，而惹起oxidative 

stress，即oxygen radical變成H2O2使細胞膜產

生hyperoxidized lipid，致使細胞核之DNA損

傷。因此gene之encoding protein即DNA發生變

化最後變成染色體之突變。

此外，細胞外沈積β - a m y l o i d或

Lipofuscin使血管發生atheroma plaque遂而惹

起血管心臟之障礙。老人之巴金森氏病，老

人性痴呆症（Arzheimer病）亦是腦內蓄積

amyloid所引起。

Mitochondria是製造能源之器官，而ATP

產生過程中LPL被氧氣之free radical所污染致

使DNA損傷。人類之DNA末端有telomere，

後者在細胞分裂時漸漸縮短發生細胞凋亡即

apoptosis，此為器官老化之原因之一。人體內

有telomerase使telemere作用而延伸其長度，故

細胞繼續分裂成腫瘤或癌細胞。但人體內有

抗癌細胞因素控制細胞之異常增殖。如此之

homeostasis被破壞時產生染色體之突變遂而產

生癌細胞。

最近日本京都大學之山中伸彌教授

（Yamanaka）發現ips細胞（註）（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可以譯成多功能幹細

胞。山中教授利用Yamanaka Factors即Oct4、

Sox2、Klf4、cMyc使fibroblast變成ips細胞。

我們婦產科醫師施行試管嬰兒（IVF）時常

作blastocyst（囊胚）移植時可看到inner cell 

mass，後者是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後來分化成不同器官，如神經細胞、

骨細胞等。這是人類生殖之奧妙，我們在工

作之餘常感到驚訝。胚胎幹細胞於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及epidermal growth factor

下產生神經幹細胞（neurophere）。巴金森

病是中腦之黑質緻密部發生Dopamine傳導障

礙，而老人性痴呆症即Alzheimer’s病是腦中海

馬附近發生老人斑（senile plaque）所致。此

乃為β-amyloid之沈積。

此病是發生於老人，但神經幹細胞可能

使腦之機能引發rejuvenation（復甦）。心臟

之cardiomyocyte使心臟自動跳動，以色列之

Prof. Nissim Benvensty發現人類之幹細胞產生

cardiac precursor cell可恢復心臟機能。美國心

臟學會曾發表幹細胞可以治療心臟血管疾病

令人刮目相看。

醫學進步是日新月異，此種再生醫學

（regenerative medicine）可能使人延年益壽，

古今東洋人類始終尋覓永生之夢也許不久成

真，我們老人可以拭目以待，承蒙其恩惠。

老人生活中有各種模式，孰非孰是並

無決定性原則而只取決於個人之嗜好。孔子

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能從心所欲，不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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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在易經消息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吾人一生則哭一去則哭，此說法未免

消極。日本東京聖路加醫院之日野原重明博

士是該醫院之理事長，亦是知名之心臟專科

醫師。他著有許多養身之書並極力推展預防

高血壓及心臟病之工作而得國家文化功勞勳

章。雖然將近百歲每天在醫院工作。美國

之Tarsha Tuda（註）曾編寫100多篇兒童漫

畫，努力於啟蒙兒童之純真無邪心理而膾炙

人口，因此接受美國文藝大獎。她70歲退休

後繼續寫作，同時在Vermont州Cogville創設

Tarsha garden提倡愛護自然，享年96歲。他

（她）們之生活方式，可謂退休人之楷模之

一。在暮年更思落葉歸根時，我們可開拓洞

天福地，享受璀璨絢爛多采多姿之美麗自然

生活。陶淵明賦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此可謂吾人之心聲。

註：Aubrey de Grey: “Ending Aging.”

 立花隆：ips細胞，文藝春秋2010，九月

 NHK Hivision: Biography of Tarsha Tuda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6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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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故李鎮源院士遺留的影響力

文／蕭水銀

前言

恩師故李院士雖已逝世十週年，但他

留給後輩的影響力，不但永遠存在，而且不

斷的擴大，我想追憶一些難忘的往事，提

供給年輕學者們，明瞭如何在經費短少及

實驗設備簡陋的狀況，得以專精蛇毒毒素

（α-bungarotoxin, α-BuTX）的研究，名揚

國際藥理界。由於α-BuTX所具有的專一性

及不可逆性的結合乙醯胆鹼受體（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nAChR），因而促使

藥理學家得以研究而解開nAChR的化學結構

之謎，關於nAChR之研究，歷經100多年，

但限於分析技術及缺乏專一且不可逆性結合

nAChR的化合物，一直無法突破此瓶頸，直

至李院士及張傳烱院士分離到α-BuTX後，這

個長久以來，未能解決的問題，才得以突破

純化nAChR蛋白質，以便分析其分子結構，

開創藥物受體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引進研究新方法及專精於神經毒素的

研究

在1955-1972年間，李院士是藥理所所

長，他決定選擇蛇毒研究而捨棄原先杜聰明

前所長所重視的中藥及鴉片之研究，同時也

放棄在美國（1952-1953）與Professor Seegers

共同研究的蛇毒凝血作用（此研究由歐陽兆

和院士接棒），當時的研究策略，是專精一

項藥理作用很清楚的神經毒素，也就是針對

台灣雨傘節蛇毒（Bungarus multicinctus venom, 

BMV）中毒引發眼瞼下垂、四肢無力，嚴

重時呼吸困難致死原因的探究，這些中毒現

象，歸因於末梢運動神經－骨骼肌交接處

（神經鍵，synapse）。接著研究重點是BMV

中那一種成份產生這些致毒作用，於是李院

士從臺大化學系羅銅壁院士獲得分離蛇毒蛋

白質的方法及器具（starch electrophoresis，澱

粉電泳），從英國牛津大學Professor Bülbring

引進大鼠膈神經―橫膈膜分離及實驗方法，

自Professor Ginsborg引進小雞頸肌（內含神

經）的製備方法，以供研究純化的蛇毒毒素

對運動神經及骨骼肌的作用機制，在此研究

過程中，最重要是當時張傳烱院士自臺大化

學系畢業，於1950年進藥理所，是與李院士

一起研究的良好伙伴，另外，研究助手陳永

明（國小畢，就進藥理所，至60歲退休，終

身奉獻藥理研究）手巧，協助分離神經―骨

骼肌之研究，當時正值美軍在越戰行軍，遭

受蛇咬之苦，於是捐一筆經費委託李院士做

蛇毒研究，利用那筆美援經費，購買電生理

儀器，在當時看似簡陋的情況下，彙集所有



回顧杏林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的成功因素，α-BuTX及β-BuTX終於純化

出來，並首先證明α-BuTX具有專一性及不

可逆性的結合於神經鍵後終板（postsynaptic 

endplate）上nAChR，於是抑制ACh之作用，

導致骨骼肌鬆弛及呼吸困難。而β-BuTX則

抑制神經鍵前ACh釋放，本研究結果發表於

國外期刊Arch. Int. Pharmacodyn. 144, 241-257, 

1963.

乙醯膽鹼受體研究的突破

運動神經受刺激，分泌ACh與nAChR結

合及活化後，導致Na+及Ca2+進入細胞內，引

起骨骼肌收縮，此作用可為箭毒d-tubocurarine 

（dTC）抑制，此研究遠在1900年代，就已清

楚，唯一不清楚的是dTC結合的受體nAChR

的分子構造以及nAChR活化後，Ca2+如何進

入細胞內，全世界許多藥理學家紛紛投入

nAChR的研究，但是經過100多年，仍未能

揭開此受體之面紗，其中以法國巴黎巴斯特

（Pasteur）研究所Professor Changeux研究室

的研究結果最出色，當時他們假設nAChR與

ACh分解酶（acetylcholinesterase, AChE）之分

子，具有許多共同點，因此可能二者是同一

蛋白質，當時李院士反對此觀點，於是在冒

險參加以色列戰地（Tel-Aviv）之國際毒素研

討會後，轉往巴黎，帶α-BuTX去Changeux

研究室，談研究合作，以α-BuTX專一性的

結合於電鰻（electric eel）之nAChR，阻斷

Na+及Ca2+流入細胞內的作用，但絲毫不影響

AChE活性，此研究結果很清楚證明李院士的

正確觀點，發表於美國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7, 1241-1247, 1970），從此

Taiwan, α-BuTX, C.Y. Lee及C.C. Chang在一夕

之間，天下聞名，誠如古諺：「十年寒窗無

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自此後，李院士

儘量利用出國開會的機會，去歐美各大學演

講α-BuTX的藥理性質，因此，許多藥理學家

使用125I-α-BuTX為nAChR精製的追縱指標，

幾年後，nAChR的分子構造揭曉。

成名背後的重要因素

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很漫長，成功的因

素也很多，如選擇正確的研究方向，加上專

精，努力不懈及堅韌不拔的克服萬難，在此

過程中，李淑玉師母全力支持及陪伴，肯定

是李院士成功的要素之一，當時，教授月薪

低，參加國際會議飛機票昂貴，在精算每次

出國旅費後，如何充分利用出國期間，到各

大學藥理所演講，宣導α-BuTX之藥理特性，

或討論研究合作事宜，李師母曾經告訴我，

她都盡力配合幫忙，李師母原是臺大醫院心

電圖專家名醫，家中育有四女一男，內外兼

顧，實在令後輩望塵莫及，敬佩之至。

我與外子林仁混於1969年留美完成博

士學位後，回國服務，李院士告訴我，希望

能一起研究，如張院士一樣，十年後，自

己獨立研究。在這十年間，李院士有六年

（1972-1978）是當醫學院院長，因此，研

究室及研究生的事，由我負責管理，例如

教研究生分離及純化β-BuTX寄給日本大阪

（Osaka）大學Kozo Narita教授，合作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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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胺基酸序列及分子結構，另外，我們一起

研究心臟毒素引起骨骼肌攣縮及抑制AChE

之作用機制，對蜂毒（melittin）、水母毒素

（prymnesin）及蠍毒（scorpion toxin）等對

神經及骨骼肌作用機制之比較，並首先自銀

色雨傘節（Bungarus fasciatus）蛇毒成功純

化心臟毒素及神經毒素（J. Formosan Med. 

Assoc. 71, 350-357, 1972），這些純化蛇毒毒

素之胺基酸序列由羅銅壁院士及其學生繼續

研究成功。在此研究期間，由於李院士大方

向的指導，仔細修改論文（李院士對文章的

結構及書寫均有獨到之處），求真求實，做

事嚴謹的精神，教誨我很多，令我深深的感

激李院士給我這個難得的受教機緣，對我此

後研究及教學的生涯，留下一段很深遠的影

響。李院士所有的門生，都很清楚，李院士

嚴格及積極的態度，學生怠慢或做錯，馬上

被訓，因此，沒被訓到的很少數，我有幸是

那少數之一，我感覺我們做學問及做研究的

觀念很一致，因此不易發生衝突或不高興的

事，李院士及師母，我與外子常有機會一同

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圖一）及學校教員旅

遊的活動（圖二及圖三），另外，也有很多

次一同去國外參加毒素或藥理學術研討會，

當時，我們都很節儉，住的旅社是選大會代

訂最便宜的，吃的大部分是去超級大賣場買

烤雞（最大眾化便宜食物），麵包、牛奶及

水果，有幾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參加

1976年中美洲哥斯大黎加（Costa-Rica）國際

毒素學會，大會開幕典禮是在下午，於是那

天中午我倆與李院士及師母一同去找中國餐

館吃飯，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台灣人開的

圖一： 李鎮源院士（左三）、李淑玉師母（左二）、
林仁混院士與作者及其他同事參加學術研討會

（1977）。

圖二： 李鎮源院士（前排右三）、李淑玉師母（前排左
三）、林仁混院士（末排左）與作者（末排右）及

其他同事參加梨山旅遊（1977）。

圖三： 師母李淑玉（左）與作者（右）參加教員梨山旅遊
留影（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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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老闆娘很和藹，我們一起點菜吃便餐

後，去大會場參加開幕典禮，就在那天，李

院士很榮耀獲得Redi Award，這是國際毒素學

會肯定李院士對毒素研究貢獻最大的獎勵，

為了要讓李院士驚喜，所以事前都未公布，

大家都不知道。這是台灣在國際學術界所創

造最大的榮耀，振奮人心，也帶給後輩們很

大的鼓勵。（2）有一次在法國巴黎參加藥理

學會，外子與我提前一天到，已先去採購一

些法國麵包及食物，隔天，李院士及師母才

到，於是在我們旅社一起吃法國麵包，感覺

很溫馨，亦師亦友如同一家人。（3）另有一

次在英國開會，李院士得知我們的旅社每日

租金便宜2英磅，於是李院士也設法搬到比較

便宜的旅社，在當時台灣經濟比較差的情況

下，為了走進國際學術舞台，大家共同省吃

儉用的精神，雖然已是30多年前的事，但歷

歷如昨，李院士及師母好學不倦，並努力宣

揚台灣的學術研究，把α-BuTX介紹給國際

知名人士，而且開始國際交流及研究合作，

這些努力奮鬥的精神，留給後輩們的典範，

永遠刻劃在門生們的心目中，這種「樂學至

上，研究第一」的精神，源遠流長，做為李

院士門生之一，受到感召，也都能效法，傳

承下去。

一位影響力大的人，不但本身具備豐

富的學養知識，而且必須有人望，懷著一顆

善良的心，時時關懷別人，並且願意走出象

牙塔，廣為交往，李院士就是這樣的一位人

才，當他是藥理科主任時，科內所有師生，

非常融洽，猶如一家人（直至現在友誼仍

存，如於2009年，李師母88米壽，歐陽師母

首先建議祝壽，圖四）。李院士當院長時也

一樣，帶動全院師生，感情良好，臺大醫學

院傳統每年12月31日的望年會，除了醫學院

教師及眷屬參加外，校長及其他首長也都參

加，非常盛大（圖五、圖六及圖七）。我們

在教育界，重視培育人才及領導人物，李院

士雖已逝世十年，但他所做所為，所樹立的

典範，永遠保留，他所培育的人才，一直傳

承下去，真乃為我們醫學界永遠的楷模。

圖四：2009祝賀李淑玉師母88米壽。
前排： 左一，李淑玉師母，中，歐陽洪綉紅師母，右一，

林仁混院士

後排： 左一，蕭水銀，中，李明瑱教授（李院士長女），
右一，歐陽鍾美博士（歐陽兆和院士三女）

圖五： 李鎮源院士、李淑玉師母、藥學系顧文霞教授於醫
學院望年會同席聚餐（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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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圖四照片為作者提供，其他照片均來自

李鎮源院士的照片檔案。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61年畢業，母校藥理

所教授／前所長、毒理學研究所教授／創所

所長）

圖六： 左起李淑玉師母、李鎮源院士、閰振興前校長夫
婦、錢思亮前校長及魏火曜前院長夫婦於醫學院望

年會留影（1977）。

圖七： 在台灣舉辦國際學術會時，醫學院教授及長官們合
影（1977）。

前排： 左一彭明聰院士，右二魏火曜院長
後排： 左一楊思標院長，左三杜詩綿院長，左四宋瑞樓院

士，右二曾文賓院長，右三李鎮源院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2名

1. 應徵資格：（1）具有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以心血管及神經科學為優先）
（2）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3）具有獨立研究能力及藥理學相關教學能力者

2. 檢具資料：（1） 詳細履歷表及自傳（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重要獲獎記錄及有助於瞭解
申請者之資料，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過去教學及研究成果大綱　（3）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4）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5）完整著作目錄、三年代表著作、五年內參考著作（含電子光碟）

3. 截止日期：100年12月31日下午5:00（送達時間）

4. 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十一樓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傳　　真：886-2-23915602, 886-2-23915297　　E-mail：pharm@ntu.edu.tw

5. 預定起聘日期：101年8月1日

備註：1.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專任教師聘任之
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下載相關表格（著作目錄表
III-1、III-2、III-3及新聘教師專業發展說明書）。

　　　2. 相關研究獎勵辦法：http://homepage.ntu.edu.tw/~persadm/



歷史文學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麻省總醫院兩百年記慶
“When in distress, every man became our neighbor.”

 - Circular letter, Boston 1�10 

文／江顯楨

十
九世紀早期的美國，有錢人看病是在

家裡請醫生往診，或到醫生診所。窮

人生病通常是看「江湖郎中」，或根本不管

它。在波士頓，無家可歸者則死於街頭或濟

貧院。但那時波士頓是一個新興國家的新開

發都市，一些專業人士和政界領袖，鑑於費

城和紐約已有綜合醫院，遂配合幾位哈佛醫

學院首批教授，有志一同，群策群力。1810

年，外科醫生Dr. John Collins Warren與內科醫

生Dr. James Jackson兩人署名Circular letter，

呼籲波城富紳慷慨解囊，對貧困老弱病殘相

濡以沫。此乃美國第三個綜合醫院之濫觴。

翌年，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終於問世。

這醫院簡稱MGH。1811年，它興建於

波城的Back Bay，這是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出海灣區的人工堆填新生地。它與歷

史名區Beacon Hill為鄰，也是麻州政治經濟中

心的西隅。這精華地帶人口密集，自古以來

是波城之要衝。MGH與劍橋市的麻省理工學

院（MIT）一衣帶水，兩者隔河相對，以大

橋聯接，橋上有馬路和電車並行。1782年Dr. 

John Warren創立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簡稱HMS）。1810年該醫學院從劍橋市

搬到波城，兩番折騰，最後建在MGH之旁。

MGH成了HMS的教學醫院。

初期的教學醫院

當年Warren是波城豪族，醫生世家，祖

孫三代都是外科醫生。他們屬於「波士頓婆

羅門」（Boston Brahmins），這是指當地社

會有人文素養、哈佛畢業、英裔、屬新教派

的最高階層。Dr. John Collins Warren的父親

Dr. John Warren大學畢業後，29歲那年就做了

哈佛的首位解剖學及外科教授。他自己是豪

門巨室的長子，哈佛畢業後在倫敦和巴黎習

醫，回國後也成HMS外科教授和MGH外科主

任。侄子Dr. J. Collins Warren後來也繼承他的

衣缽。

1 8 11年M G H僅有一棟白色大理石的

Bulfinch建築，於今猶存。它的建築師Charles 

Bulfinch也是麻州議會和華府國會Capitol的創

造者。這棟MGH的建築，正中部分屋頂是玻

璃大天窗，下面有個古羅馬式帶有階梯觀眾

席的圓形「劇場」，當初外科手術都在此進

行。今天，MGH當局仍然保持其原貌，稱它

為Ether Dome，用它做學術演講和儀式的廳

堂。至於當初設在Bulfinch旁邊的HMS，正確

地理位置就在今日MGH正門右側。出入大門

熙來攘往的人，若稍留意，不難看到一個很

小的匾額，固定在「王安醫護中心」紅磚建

築外牆的一個角落。那是一張黑白褪色的歷

史小照（圖1）。照片下寥寥數行，說明此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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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原址，直到1906年它才搬遷到現今「長

木」（Longwood）醫學園區。

醫療管理大拼合

話說十九世紀末，波城南區人口劇增，

1864年HMS亟欲爭取當時的市立醫院為其

附屬醫院，向市府交涉掌控權未果，隨後市

立醫院轉屬於剛成立不久的波士頓大學醫

學院。正好此時一位房地產大亨Peter Bent 

Brigham，臨終捐出波城西南方Mission Hill

的大片土地給HMS，希望它十年之後，興

建醫院來服務此區的普羅大眾，這就是上

世紀初「長木醫學園區」的由來。1906年

HMS搬來此地，五座白色大理石建築圍繞

著四方形中院，屹立於園區，有“G r e a t 

White Quadrangle＂之稱。幾年之內，Peter 

Bent Brigham和Robert Breck Brigham兩醫院

相繼蓋成（1913-14年間建），加上此區已

有產科Boston Lying-In（1832年建）和婦科

Free Hospital（1875年建）。1980年四個醫

院合併為今日的Brigham & Women Hospital

（BWH）。

1994年，MGH和BWH兩醫院醫療行政

歸Partners HealthCare管理，但園區內還有幾

個不歸Partners管理的著名醫院：首屈一指的

Children’s Hospital建立於1869年的長木大道。

衛理教會的New England Deaconess Hospital

建於1896年，以癌症及糖尿病的治療照顧有

名，後來分出Dana Farber癌症研究院和Joslin

糖尿病醫療中心。一次大戰後，大批猶太人

流亡來此，猶太教會的Beth Israel Hospital建

於1916年，以研究和教學聞名。1996年，這

兩個教會醫院合併管理，為今日的Beth Israel 

Deaconess醫學中心（BIDMC），並以長木大

道分開為東西兩院區。它與MGH和BWH齊

名，在醫學史上各有世界首創的一些紀錄，

三個都是HMS的「旗艦」教學醫院，推本溯

源，其中最原始也是最大的「旗艦」當然還

是MGH。

Ether Dome之今昔
今年六月，吾家小女Sarah在MGH病理科

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同時，女婿也在BWH完

成神經病理學研究。這次，妻與我受邀於他

倆的結業典禮，我們遠從鳳凰城趕到。因舟

車勞頓，未能參加當天女婿在BWH的典禮和

晚宴。數天之後，Sarah結業典禮在Bulfinch

裡的Ether Dome舉行（圖2），特別晚宴則

設在市府中心的著名餐廳。典禮由MGH病理

科主任Dr. David Louis主持，他是Benjamin 

Castleman講座的HMS病理教授（圖3）。當

天出席者有MGH應屆畢業的住院醫師和研

究員，我們應邀參加，與有榮焉。我注意到

Sarah的指導老師全皆HMS病理各級教授，

群賢畢至。未來兩年她將是婦科病理Scully 

Fellow。坐在這充滿歷史的殿堂裡，我油然而
1855年歷史照（左為Bulfinch建築，右為哈佛醫
學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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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懷古之情。

1846年10月16日，Bulfinch的講堂裡充滿

醫學生、醫生和一些好奇的觀眾。牙科醫生

Dr. William Morton公開表演使用乙醚麻醉，

讓外科教授Dr. John Collins Warren替病人切除

一個頸部腫瘤。手術完成，病人清醒過來，

被問感覺如何，他說脖子完全不痛。觀眾驚

訝萬分，Dr. Warren隨即向所有圍觀者說：

「諸位，這絕不是吹牛（“Gentlemen, this is 

no Humbug＂）」。現代的外科麻醉立刻隨

著這句名言而誕生，並迅速散佈全球。儘管

這是美國醫學先賢對世人的偉大貢獻，一場

大悲劇卻接踵而至：要求專利的Dr. Morton、

上次在同一地方表演失敗而被罵為騙子的

Dr. Horace Wells、背後自認有功的化學家Dr. 

Charles Jackson，三人爭奪名利，一橫死一自

殺一發瘋。即使在今天，慘烈之餘音仍在歷

史長廊裡迴響著。美國內政部把Ether Dome列

為國家級的歷史紀念堂，對公眾開放，良有

以也。

參觀蘭德新大廈

今年正逢MGH兩百歲華誕，為慶祝新大

廈的落成，醫院當局把6月20至26日這週定為

Lunder Dedication Week，緊接女兒結業典禮之

後，我們參觀了這棟美侖美奐、費時三年有

餘、耗資近六億美元蓋成的大樓。因為這時

它還沒正式對外開張，MGH只邀請少數特別

來賓。我們由Sarah帶領，從Yawkey門診大樓

的Proton治療中心，步行經過天橋進入Lunder

大廈。這嶄新的14層建築全是鋼鐵結構和安

全玻璃製成的外殼（圖4）。六樓有一個寬闊

高聳直達天窗的中庭大廳。在這兒我們受到

導遊人員親切接待，她們讓Sarah模擬剪彩，

與主任合影（右起筆者夫婦，Sarah與Dr. Louis）

3

Ether Dome儀式（筆者一家四口坐中間第二排）

2

Lunder新大樓外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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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抽獎助興。過後自由參觀，我們也沿途留

影記念。

資料顯示，新大樓面積超過五十萬平方

英尺。首層是一個流線型的急診部，極為寬

敞，前面大門可從大街進入，後門則有遮避

風雨的大車坪，可讓多輛救護車同時停靠。

此外MGH最高樓頂上早就有停機坪，可供

救護直昇機升降，這些都是典型Level One 

Trauma Center所具備的條件。二樓以上的五層

是病房，有150張病床或套房。另外三層是28

個開刀房和手術室，配有最先進的設備。其

中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座嶄新的MRI，這台重

機器可以靠天花板上的固定軌道轉移陣地，

進入手術室供外科醫生使用。地下層有全國

最大的臨床業務支持系統，供應全院70個手

術室的消毒器材。最底兩層是放射腫瘤科，

有四座新的巨型直線加速器。

麻醉科滄桑猶記

三年前，我們陪女兒搬來MGH時目睹

Lunder大樓破土動工。這回，我從女兒手中

收到一份父親節禮物。那是一本有500多頁的

精裝書，叫做「乙醚的內涵」（Something in 

the Ether）。由Webster Bull和他女兒Martha

合著，是記念MGH兩百年歷史的文獻。我覺

得特別有意義。閱讀該書，興趣盎然。我集

中注意外科（包括麻醉科）和病理學系的演

變。儘管MGH以全身麻醉的起源名聞於世，

我很驚訝地發現，麻醉科成為一個獨立部門

還是1969年10月17日的事。算來這是Ether 

Day之後的123年又一天。在此之前，麻醉幾

乎沒有學術地位。因為沒有科系，他們的研

究論文只能以「麻醉實驗室」的名義發表，

何其遺憾。

這完全是因為當時外科主任Dr. Edward 

Churchill的行事風格所致。毫不諱言，他在二

次大戰前後，對胸腔外科貢獻甚多，但他反

對在外科領域分歧。當時美國的48個四年制

醫學院皆有獨立的麻醉部門，這使HMS對麻

醉學的承認遠遠落後於時代。等到1969年新

外科主任Dr. W. Gerald Austen上任之後，才由

這位心胸外科醫生，從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

（Presbyterian Hospital）挖取麻醉人才。他們

發現MGH的麻醉訓練不如哥倫比亞，麻醉住

院醫師缺少，工作環境不佳，幸好這情況在

Austen時代已迅速改善。MGH今天外科手術

質量之高且有9個不同專科的ICU，一旦有呼

吸道緊急事故都需要麻醉師的合作。

臨床病理討論會（CPC）發展的沿革
MGH病理學家當中，有史以來最負盛名

者非Dr. Benjamin Castleman莫屬。1950年加入

MGH，四年之內升為病理主任教授。他勤於

教學，把MGH病理科從一個小單位變成全國

最大的部門。1982年，Dr. Castleman逝世。最

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Castleman’s disease，和

“Castleman of the CPCs＂。他對病理學的貢

獻和留下豐富的醫學資產，影響許多後輩醫

生。同時代的另一位HMS病理教授Dr. Robert 

Scully，在MGH期間，他很快成為世界聞名的

生殖泌尿管道和婦科病理學權威。Dr. Scully

今年90高齡，身體康健，是目前MGH碩果僅

存的元老。

閱讀Bull的書之後，我才瞭解CPC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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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HMS教授Dr. Richard Cabot。早在1900年，

這位有創意的內科巨擘開始一種教學方法：

他把MGH病例的臨床與病理診斷作比對，

教學生如何辨別疾病，這是CPC的雛型。後

來他把這些病例報告和臨床研究集印成冊。

1924年起「Cabot病例」成為「波士頓內外科

雜誌」的定期專欄，該雜誌就是「新英格蘭

醫學期刊」NEJM的前身。Dr. Castleman維護

傳承，對CPC深耕不輟，主編MGH病例報告

共23年。1975年後Dr. Scully再接再厲，繼續

主編，創下27年空前紀錄。大家熟知的NEJM

每週都有CPC的文章，87年來從不間斷。這

些CPC所討論的就是MGH病例報告。如今，

MGH病理科有一個編輯團隊負責這項任務。

新世紀繼往開來

MGH各科系頻頻締造新猷，不勝枚舉。

然而，幾個醫學史上的里程碑，值得簡單一

提：除1846年乙醚麻醉首次成功之外，1881

年病理學家診斷闌尾炎；1905年內科教授Dr. 

Richard Cabot創立醫院社會服務部；1962年

住院醫師Dr. Ronald Malt領導外科小組完成

斷臂再植，皆世界首創。現在的病理學已經

從顯微鏡進步到分子層次的研究。MGH的研

究計畫每年預算超過五億美元，經費龐大為

全國之首。研究涉及許多醫學領域，包括愛

滋病、心血管、癌症、遺傳學、醫學影像、

退行性神經疾病、再生醫學、生物學、光

醫學、移植等。2009年MGH科學家Dr. Jack 

Szostak以研究染色體的Telomere & Telomerase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其實，MGH培植優秀

醫生科學家，有許多後來到其他學術機構高

就。據我所知，至少還有四位諾獎得主（包

括今年Dr. Ralph Steinman）都曾在此當過住院

醫師。

MGH建築從一座增加到今日30座。新大

廈將把MGH床位從907增到1057床。紀錄顯

示：它每年有4萬7千個住院病人，近150萬門

診人次，8萬3千個急診處治療，3萬7千個外

科手術，接生3千7百個嬰兒。去年，美國廣

播公司（ABC）選在MGH、BWH和Children’s

三院實地拍攝電視新聞紀錄片Boston Med，贏

得觀眾青睞和好評。全片分為八系列。每星

期有五百萬在電視機前的觀眾，看到這些學

術醫療中心的實際運作，醫護人員日以繼夜

為病患和家屬提供服務，醫病之間的互動，

使他們也感受到喜樂或哀傷、期待或失望。

雖然現在全球經濟衰退，全國醫療環

境丕變，這個醫院對病人的照顧卻能繼續維

持高水準，病人來自當地或世界各地。有人

說，哈佛大學「富可敵國」，校友與大慈善

家頻頻捐贈，使MGH財源蓬勃。「波士頓環

球報」報導說，該院2005年發起的募捐運動

要在2013年前完成，目標高達15億美金，打

破新英格蘭歷史紀錄。目前已募到10億（平

均每天50萬，持續三年）速度之快令人咋

舌。2009年2月，Ragon夫婦捐贈一億美金，

在院內設立一個免疫研究所，以研發HIV/

AIDS疫苗。這是該院有史以來收到最可觀的

一筆，禮物之大，讓人稱羨不已。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美國鳳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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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西址新手術室與供應室的蛻變

文／周照芳　整理／楊玨璿

早期的手術室

民國70年以前手術室所使用的器械，其

清洗、消毒、滅菌的工作主要是落在手術室

護理人員身上，除了負責清洗以外，還包括

器械的烘乾、打包、消毒滅菌等工作而且都

在手術室中完成，造成手術室的髒亂。而護

士的工作重點應該是在協助開刀，但也包含

了供應室的工作，所以每個護理人員都是身

兼數職，大部分時間都不務正業，較多時間

花在非護理的打雜工作。

手術用的紗布在使用過後都必須留下來

重複使用；因為多為血水膿水，由工友先清

洗污染的紗布，再由護士做後續處理，其他

還包括手術時所使用的手術帽、手術衣及口

罩，由於這些物品的材質都是布製的，則統

一被送到洗衣房清洗。在當時，並沒有所謂

的「丟棄式腳套」、「帽子」，手術房中的

工作人員大多穿木屐，走路時所發出的聲音

真的很吵，會彼此干擾。直到塑膠拖鞋的出

現才比較清爽安靜，也較方便清洗消毒。

由於手術房間及手術台經常不敷使用，

所以手術往往會安排到大夜班，半夜還在開

刀。有時大夜班甚至會排到十台以上，曾經

排到17台刀。醫師與護理人員都很疲憊。常

常晚上半夜開刀，指導教授及主治醫師都不

在，年輕醫師只好拿著書，一邊看書一邊開

刀也污染開刀的環境。常見的問題還包括每

一位主治醫師會依自己的習慣去要求手術室

購買個人所喜歡使用的器械，然而這些器械

在醫師離職後，便成為手術室堆積一堆呆滯

的器械，手術室也像報銷品倉庫。

改革（民國68年~70年期間）

在新的手術室完工之前，在楊思標院

長時，醫院已成立由外科洪啟仁主任所主持

的『手術室管理委員會』，委員會規畫執行

一些管理上的改革，例如手術用的器械管理

或縫線管理，讓執行方式盡量統一化及制度

化，降低呆滯器械及縫線。這些制度在新的

手術室啟用之前就已逐漸上軌道，然而硬體

改革及部分軟體制度方面的推動，則在魏炳

炎院長的堅持及監督下，以整套全新的制

度，例如美國公司協助策劃設計的『清潔核

心系統』clear core system及『個案器械車系

統』（case car system）應用在手術室與供

應室。這個全面的改革策略，使手術室有了

新面貌，讓護理人員能專心於護理工作上，

免除清潔、消毒、供應等繁雜的工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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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大量護理人力在清洗器械、打包等，而

將這些工作內容移交給供應室人員，讓每個

角色各司其職，發揮應有的功能。在手術室

中，所有用過的東西，經由污走道送離手術

室，直接到供應室，維持手術室的清潔整

齊。

新手術室的制度

手術室與供應室工作於民國70年切割

開，主要的規畫重點是在將清潔區與污染區

分隔。清潔區是指中央清潔走道病患被執行

手術的手術台區域；工作人員從手術更衣室

更換乾淨衣服後，戴上丟棄式口罩及手術

帽、並套上腳套才能進入手術室的清潔區。

巡迴護士推進供應室送上來的無菌器械車

（case car），由刷手護士負責處理這些無菌

的器械及布類。醫師亦是消毒刷手後穿上全

套無菌配備才開始實施手術，所有已使用過

的器械與布類再裝進器械車中，由污染區的

工作人員（工友）推到污染區，推過污染區

的污電梯送至供應室的去污區處理。

在手術室清潔區裡的清潔電梯是與供應

室清潔區裡的清潔電梯相連；而手術房污染

區裡的污電梯則是與供應室去污區裡的污電

梯相連。將供應室分兩邊就是清潔區與去污

區。

手術房硬體上的配套措施包含空調系

統：清潔區的空調提供透過加壓方式，經過

濾網（HEPA）後送出；再將清潔區的空氣往

外抽出至污染區後排放，所以兩區的空調系

統是獨立的。手術室改變成兩區就是污染區

及清潔區非常清楚。在清潔區幾乎無菌，在

民國70年代啟用時，成為國內各大醫院及東

南亞各國標竿學習的對象。

手術開始之前，供應室就必須依手術的

需要先備妥器械車，內容包括手術中所需要

的器械、布包及紗布棉球等，尤其是每天第

一台刀的器械車，需提早準備。手術房的工

作人員維持單行的方向進出手術室，例如開

刀醫師由更衣室換裝、刷手後進入手術室，

穿著無菌衣、戴手套執行手術，手術後從污

染區離開手術室，不能再由清潔區進出，且

離開前應脫除手術帽及腳套。除非重新換無

菌帽子及腳套才能進清潔區。護理部在啟用

之前辦一場說明會，多位教授嗆聲嫌麻煩，

由楊思標院長在現場安撫後，才勉強接受。

新供應室成立的過程

民國70年開始，供應室的運作完全是配

合手術室的工作。從去污區的污染電梯取出

污染的器械類，處理血漬等；在去污區中，

舊供應室全以人工清洗刷洗，耗費很多人

力。現在以清洗滅菌鍋（washer sterilizer）清

洗沖洗並做初步的消毒，清洗滅菌鍋的機器

是雙門，門的開口一邊在去污區，另一邊則

是在清潔區；用過的器械由去污染區進入清

洗滅菌鍋處理後由清潔區工作人員做檢查及

打包的工作，再送入高壓高溫滅菌鍋做正規

的消毒，消毒結束後送至清潔區歸位。在清

潔區的工作人員必須穿著清潔的工作服，工

作人員不能任意在清潔區及去污區移動，兩

區是分隔的。器械消毒的同時，洗衣房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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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的布類分類打包送至供應室的清潔區消

毒滅菌，器械車則再經洗車機（car washer）

高溫清洗消毒，消毒後的器械、布類及器械

車一同由清潔區的清潔電梯運送至手術室，

交給手術室清潔區的護理人員。供應室同仁

都能乾乾淨淨，操作機器不用耗費太多勞

力。

手術室的資深護理人員需派至供應室

協助指揮，教導供應室人員識別手術設備。

供應室的所有人員必須對手術用的器械及布

類相當熟識，所以在新供應室成立前3至6個

月，藉由訓練課程協助每個工作人員都能背

熟器械及布類名稱，才能讓供應室有能力依

據手術室所開立的器械項目及布類（稱為菜

單）去配置器械包等放入器械車。原本供應

室只是白天工作，但兩個單位作業系統需相

互配合，所以將供應室也改成三班制，排上

大夜班。第一台刀的設備通常由供應室大夜

班人員負責準備好推送至手術室中央清潔走

道，即使是最後一台刀所使用的物品，也在

下刀前後有人員協助處理。過程中，有許多

儀器都是新加入的設備，必須重新認識及學

習操作，例如car washer用來清潔消毒器械車

的。舊式的大型高溫高壓消毒鍋，滅菌速度

為一個上午一鍋，新的小型消毒鍋滅菌速度

則為4分鐘一鍋，外國的設計師來收集相關資

料後才估計約需要多少儀器設備，筆者當初

在看設計圖時認為消毒鍋原本就覺得不敷使

用，怎麼現在新的設計圖又減少了很多，詢

問之下才明白。因為新消毒鍋所需花費的時

間很短，且可視使用的需要量於夜班時加開

鍋數處理。

有趣的是供應室裡原有一群不認識英文

字母的工作人員，為了因應需求而開始學習

ABCD。而當時邱艷芬護理師協助整理器械及

布類名稱的中英文對照資料，提供給供應室

人員可以藉由對照而逐一認識及背誦。每一

天都會有訓練課程，關於儀器操作方面則由

美國公司的顧問及翻譯負責指導。供應室由

大批人工清潔、沖洗，完全改成機器自動化

推送至手術室中央清潔走道。既省人力，又

更有效率。新手術室及供應室，不但國內大

醫院都來觀摩學習，東南亞好幾個國家也來

標竿學習，已經不再是又髒又亂又擁擠的手

術室及供應室了。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 1 9 6 4年畢業，

1984-1992年曾任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母院臨床醫學研究所高嘉宏教授榮獲第55屆教育部
學術獎（生物及醫農科學類）

恭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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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生命的一雙手～謝豐舟教授回顧展
一位台大教授的醫療、教學、研究與藝術生涯

本文為謝豐舟編輯顧問提供的特展介紹

見證台灣醫學發展史

謝豐舟教授出身醫學世家，祖父謝唐山

為台東卑南族人，是台灣第一位外科醫生，

父親謝伯潛是南台灣婦產科名醫。謝教授家

族見證了台灣現代醫學發展的進程。謝教授

經歷了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轉變，參與了現

代醫學科技的起飛，體驗了電腦與網路世界

的出現，目睹了人類基因體定序的完成，在

這樣的背景下，謝教授走過了40年的醫療、

教育、研究與藝術生涯。

上醫醫國

繼承父志，從迎接生命的婦產科開始，

謝教授為台灣婦產科學開創了新局，拯救許

多高危險的孕婦與胎兒，也讓許多新生命免

於先天性殘障之苦。謝教授經由創立台灣醫

用超音波學會，推廣超音波醫學，讓台灣所

有醫生有可以透視人體的第三隻眼睛，整個

台灣的醫學因此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上

醫醫國」是謝教授的一貫信念，就是「藉由

建立一種方法或策略，使某種疾病完全消失

或減到最少」，在B型肝炎、唐氏症、地中

海貧血，連體嬰…等方面實踐了這個信念，

謝教授也因此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

「行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的肯定。

有教有類

身為大學教授，謝教授一向認為自己是

「教育者為先，次為學者，再次為醫生」，

因此在大學教育、通識教育、研究生教育、

醫學教育及公眾教育都不遺餘力。謝教授對

不同的教育對象都各有不同的要領，因材施

教，也就是「有教有類」。

基礎科學是醫學的基礎

在臨床醫學浸淫數十年，謝教授深覺基

礎科學是醫學的基礎，而生物學必須以「遺

傳―發育―演化」為主軸，因此謝教授除自

己勤於研讀自然（Nature）與科學（Science）

期刊之外，也開設發育生物學，基因體科

學…等課程，並致力於推廣果蠅、斑馬魚、

線蟲等模式生物於生物醫學研究的應用。

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五十歲以後，謝教授從醫學院跨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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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從事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在七個不同

的系所擔任合聘教授（醫學院：臨床醫學研

究所、婦產科、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工學

院：醫學工程研究所；生命科學院：生命科

學系、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程；社會科學

院：新聞研究所），也成立神經生物與認知

科學研究中心、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發育

生物學研究中心、生命倫理中心等校級研究

單位成為台大五年五百億計畫的主力。謝教

授認為腦科學將是21世紀的主流，因此自

2005年起致力於推動台灣大學的腦神經科

學，先後促進了「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

中心」、「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以及「台

大醫院臨床神經醫學與行為中心」的成立，

成為台大發展腦神經科學的鐵三角。因此腦

神經科學也是此次展覽的重點。

回歸「藝術」與「人文」

經過漫長的醫療、教學與研究生涯，體

驗人情世事的無常，謝教授認為還是應該回

歸「藝術」與「人文」，謝教授更深切體會

到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自己開設「從現

代生物學看人類行為」通識課外，還以策展

者（curator）的身份致力於「台大杜鵑花節藝

術祭」的推動。此一藝術祭是以台大每年三

月盛開的杜鵑花為背景舞台，結合「知識」

與「藝術」，使藝術的內容更深刻，也使知

識得以用藝術的形式呈現，自2006年推動至

今「台大杜鵑花節藝術祭」已具雛形。

謝教授多年來勤於筆耕，並藉由電子

信件與師生分享自己的理念，也常以塗鴉為

樂，至今已有數本書籍及畫冊出版。謝教授

將所有的手稿及畫作捐贈給台大人文庫收藏

保存，這些手稿及畫作將是此次展覽重點。

前瞻性收藏

謝教授一向認為大學的歷史可以反映

整個社會的歷史，而大學的歷史就是所有教

師大學生涯的總合。自己雖然只是台大歷史

長河中的一個微小波瀾，不過能「盡其在

我」，把自己台大生涯的文物加以保存整理

也算是為台大歷史的累積略盡棉薄。對於文

物保存，謝教授主張「prospective archiving」

（前瞻性收藏），也就是在退休前就把相關

物件整理捐贈，比起事後捐贈必然更為完整

與妥善。此次的回顧展就是這種理念的嘗

試，希望能為台大的文物收藏，創造一個可

以觀摩的案例。

公眾教育

此次展覽的另一個目的是公眾教育，希

望透過互動的設計，讓大眾尤其是學生能對

超音波、模式生物、腦神經科學…有一些親

身的體驗，而透過網路科技，觀眾又可以立

即連線到謝教授相關的論文與資料。

為使此次展覽多一分藝文氣息，在展覽

期間的周六、周日下午將有小型音樂表演。

與東京大學博物館「行動博物館」的概念類

似，此次展覽的部分內容亦將巡迴到其他大

學展出，以分享謝教授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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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沙看宇宙

40年歲月轉眼即過，不過這40年可能是

人類文明變化最劇烈的一段。就像偉大的小

說家常以個人的故事來反映大時代的變化，

這次展覽希望觀眾能抱著從「一粒沙看宇

宙」的心情，細細品嚐。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William Blake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2年畢業，現為母院婦

產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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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談 高 山 症

文／林孟暐

我
們所生所長的台灣，群山層起，峰巒相

疊，相當適合登山健行活動。在景福校

友之中，喜好登山者為數甚多，台大外科部

前主任李元麒教授亦是登山愛好者，每年總

是帶領我們胸腔外科團隊登山健行活動，除

連絡感情外，亦可強健體魄。然台灣三千公

尺以上高峰甚多，五嶽三尖皆為山勢險峻，

且海拔甚高之高山，特別是玉山、雪山、大

霸尖山等已成為較大眾化的路線，攀登人數

日益增加，在攀登這些高山的過程，常因上

升速度過快而引發高山症，每年亦不乏因高

山症處理不當或後送不及，因而造成病患死

亡之山難發生，故不得不重視高山症這個疾

病。本文分別針對高山症之症狀，治療與預

防詳加介紹，與校友同好們分享登山活動時

應注意的醫學知識。

高山症的定義

高山症（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

是登山者在攀登高山時所出現的不適現象，

主要症狀包括四項：GI upset（loss of appetite, 

nausea,  vomiting），fat igue/weakness，

dizziness/light-headness，insomnia，而更嚴重

的話會進展成高山肺水腫與高山腦水腫。關

於急性高山症的評估，可隨隊攜帶急性高山

症評估表（根據Lake Louis AMS Questionnaire

而定），可全面評估高山症的嚴重程度，以

及病程的進展。

高山症一般發生於至少1,800公尺以上的

高度，關於high altitude尚無統一的定義，一

般而言所謂中海拔指的是2,400-3,600公尺，高

海拔則是3,600-5,400公尺，超高海拔則是指超

過5,400公尺的高度。在高海拔及超高海拔的

高山從事登山活動，約有25%的人會有中度的

高山症（Lake Louis score ≧4分）。

身體缺乏水分是最常見的 n o n - A M S 

headache成因，須做鑑別診斷，給予病患喝下

0.5~1公升的水，以及使用一些止痛藥後，若

疼痛還是持續，則要高度懷疑可能該病患已

罹患高山症。

預防

預防高山症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急遽

的高度上昇。應該避免第一天就上升到超過

海拔3,000公尺的地方紮營，同時在高於3,000

公尺的海拔上，每天平均上升高度也不應超

過300公尺，連續攀登2~3天後（900公尺），

應多停一晚在同樣高度休息，有助於高度的

適應。以台灣常見的玉山攻頂行程為例，第

一天從登山口到排雲山莊即上升800公尺，第

二天再至主峰攻頂上升約550公尺，如此海拔

高度急遽上升的情形已超過建議的規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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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許多人都容易出現高山症的症狀，須謹慎

注意。另外，飲食應注意要有高比例的碳水

化合物以及低脂肪的食物，同時水分的攝取

需足夠。

階 段 性 的 高 度 上 升 ， 同 時 服 用

acetazolamide（diamox）有助於預防高山症的

發生，diamox對預防高山症的作用在於它會

增加呼吸的頻率；Diamox是一種利尿劑，因

此必須注意補充水分。預防高山症的服用藥

量是125 mg，一天兩次，從抵達高地過夜的前

一天清晨開始，而之後高度繼續上升時則每

天服用二次。而且在抵達最高高度之後，仍

須繼續服用diamox至少48小時。使用diamox

較常見的副作用為手腳輕微麻痺與刺痛的感

覺，diamox同時也有可能會破壞一些味覺，

造成味覺異常。

高山症的治療建議

一、輕度高山症

急性高山症常發生在海拔高度急遽上升

的登山者身上，最典型的症狀就是頭痛、失

眠、食慾不振以及噁心想吐，小孩發生的可

能性會比成人來得高。

治療建議：

1. 留在原地休息或是下降高度：當輕度的症

狀發生時，即應立即停止讓該病患繼續上

升海拔高度，除非這些症狀已經完全消

除。必須密切注意患者的症狀是否有繼續

惡化，或有可能發展成為重度高山症的情

況。通常患者會在休息1-2天後狀況改善，

然後可繼續前往更高的地方，但登山過程

仍須密切注意症狀有無復發。高山症的症

狀也會在下降高度之後獲得迅速的改善。

2. 藥物治療：如果有頭痛的現象，可以給予

一些症狀治療的藥物，如acetaminophen或

是NSAID類藥物。另可以考慮給予Diamox 

250 mg的劑量，一天二次。

3. 其他注意事項：應將活動量減到最低，並

避免安眠藥的服用。

台大醫院胸腔及心臟外科登山

健行活動留影，地點為台北內

湖金面山。筆者為後排中央穿

紫色格子上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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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度高山症

1. 高山腦水腫（High Altitude Cerebral Edema 

簡稱HACE）。

患者可能會有以下brain edema的症狀：

a. 運動失調（Ataxia）：身體動作失去協調

性。

b. 精神狀態改變（C h a n g e  o f  m e n t a l 

status）：如失憶、出現幻覺、混亂或奇

怪的行為、神情恍惚，甚至出現昏睡、

昏迷的現象。

c. 其他症狀：嘔吐、在服用了止痛藥後仍

然持續嚴重頭痛現象、嚴重的疲倦感、

可能發生短暫的眼盲、或者身體一邊部

分的癱瘓或失去知覺。

處理與治療：

a. 立即的下降高度：下降的高度至少必須

超過1,000公尺，或者下降到患者症狀

明顯改善的高度為止，這是最重要的處

置。千萬不要有任何拖延，更不要花時

間等候救援，若延遲越久，患者的生存

機會就越低。

b. 藥物治療：給予 D i a m o x  2 5 0  m g

的劑量，一天二次；給予類固醇

（dexamethasone）以降低腦壓。

c. 給予氧氣。

d. 如果無法進行立即的高度下降，可以將

患者放進攜帶式的加壓艙之中，這或許

可以緩和高山腦水腫與肺水腫造成的影

響。然而加壓袋仍然無法代替高度的下

降，它只是在無法運送患者下山時的臨

時處置而已。

2. 高山肺水腫（High Alti tude Pulmonary 

Edema簡稱HAPE）。

高山肺水腫通常發生在抵達高海拔之

後的第二到四天之間，最常發生在第二個晚

上。患者可能有以下的症狀：

a. 休息時呼吸困難：剛開始，患者會察覺

到明顯的呼吸困難，就算是一點小小的

動作，也會有吸不到足夠氧氣的感覺，

同時伴隨有乾咳的現象發生。

b. 泡沫性或粉紅色的痰：持續一段時間

後，咳嗽有可能出現帶有氣泡的痰。

c. 呼吸急促，脈搏速度加快。

d. 可能出現發紺的現象（嘴唇或指甲發

紫，表示血液缺氧的現象）。

e. 呼吸音有喘鳴聲（crackles or wheezing）。

處理與治療：

a. 立即的下降高度：是最重要的處置，同

高山腦水腫之處置。

b. 給予氧氣，使用nasal cannular每分鐘4-6

公升的流量。

c. 藥物治療：給予Diamox 250 mg的劑量，

一天二次；nifedipine可能有助於改善高

山肺水腫的症狀，用量是每8小時10-20 

mg。

d. 如果患者無法被立即運送下山，加壓袋

的使用可能會對病情有所幫助。

結語

高山症有其所謂的黃金定律：

Golden Rule 0.

It is OK to get altitude illness. It is not OK to die 

from it.

得了高山症尚不必驚慌，但讓隊員死於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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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就是不智了。

Golden Rule I.

Any illness at altitude is altitude illness until 

proven otherwise.

在高海拔的任何病症，都應先假定是高山

症，直到證明是別的疾病為止。

Golden Rule II.

Never ascend with symptoms of AMS.

絕對不要帶著急性高山症的症狀上升高度。

Golden Rule III.

If you are getting worse, go down at once.

如果症狀正在惡化，應“立刻＂下往低海

拔。

Golden Rule  IV.

Never leave someone with AMS alone.

絕對不要將患有AMS的人單獨留下。

最後歸納結論如下：

1. 在攀登高山的過程中，頭痛、想吐、喘氣

以及嘔吐等現象都應該被當做高山症的症

狀，除非能夠證明這些徵狀有其他的原

因。

2. 有輕度高山症症狀的人不可以再往上爬

高，除非徵狀完全消失。

3. 任何人一旦有症狀惡化的現象，或者症狀

從輕度高山症轉為重度高山症，都應該立

即下降到較低的高度。

希望以上關於高山症的資料整理，可以

給喜好登山的景福校友們當作一些參考。若

能及早發現輕微的高山症症狀，以及給予適

度的處理，便可避免嚴重的高山肺水腫和腦

水腫的憾事發生。希望大家在享受登高岳而

小天下之快意時，一定要注意自己和週遭隊

友的身體徵候，並攜帶適當藥物，以便能及

時給予同行的夥伴們適當的初步處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3年畢業，現任母院

附設醫院外科部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藥學系誠徵教師 2至 4名
應徵資格：申請者須具開創性、獨立性及團隊合作精神，且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專長為藥劑學領域（含奈米生技、藥物動力學及工業藥學等），具有博士學位及
博士之後一年以上之研究資歷。

 2.  專長為天然物化學領域（含植物生化、植物組織細胞培養及儀器分析等），具有
博士學位及博士之後一年以上之研究資歷。

起聘日期：101年8月1日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五年內著作目錄及三年內代表性著作抽印本或影本（最多五篇）、未來

教學及研究計畫（上述資料請另附電子檔一份）、學經歷證件影本、三封推薦函。

上述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另可提供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截止日期：100年12月26日下午五時前送達藥學系系辦公室
來函請寄：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1205室，臺大醫學院藥學系顧記華召集人收
傳真專線：886-2-23919098
E-Mail：jhgu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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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半世紀同學會聚會（上）

文／蘇重光

紹
紀問我，怎麼在景福醫訊上還沒登出我

們班同學聚會的文章？我聽了覺得不好

意思，就扼要地把我們2009年11月間的盛會，

向諸位做一個報導。

11月3日早上由台北開往左營的高鐵火

車上，有好幾位白髮的長者，不好好坐在座

位，走來走去和別人聊天，就是我們這班同

學。最年輕的是一位女生Susan Nasman，她

是榮亞英和潘文美的大女兒，在臺大醫院出

生，現住在瑞典。這是Susan頭一次回歸尋

根。她活潑親切，替諸位伯、叔、阿姨、阿

嬸們照了許多相。

住在紐約長島的吳競輝，頭一次參加同

學會，應該罰他三杯酒。他的Better Half夏開

亨，高我們一班。黃國恩大約記得，打靜脈

針時，如果血凝針頭，用氣功排除故障的絕

招。

競輝和我是當年考進醫科，成功中學

三個人之二，我們由初一起同班，他經常拿

第一，我是永遠的第二。我的老爸常怪我：

「你怎麼拿不到第一啊！」，「既生瑜，何

生亮？」

吳、夏兩位經常去世界各地參加土風

舞表演。競輝的舞步是大動作，和文質彬彬

的「交際舞」大不相同。大將「吳明輝」居

然不識吳競輝，給他一個暗示，「和你的名

字只差一個字」。大將正襟危坐，苦思三分

鐘，還是搖頭叫不出來。都得怪競輝露相太

少，非將之罪也。

在左營站和其他同學集合，由旅行社

洪經理領隊，她的助手小洪精通日語。可惜

車上有幾位同學不曉得東洋話無法交談。譬

如本人只曉得「五月蠅」和「馬路夜狼」二

字。

黃國恩多次負責舉辦同學聚會，勞苦功

高。他還有一位能幹的好助手祕書吳靜芬小

姐，溫文有禮、做事周到。這回的安排很有

彈性，多數同學及夫人都參加整程四日遊。

有人只參加高雄一日遊，也有好幾位同學只

參加第一天在國賓飯店舉行的晚餐。我覺得

這樣的安排最好不過，以後再次舉行（一年

後？三年後？），照這樣辦就沒錯。

這次聚會賴烱壎夫人（張文英）、程珠

玉夫人（劉翠珣）、陳秋江夫人（張美雲）

和沈友仁夫人（余秀瑛）四位來參加。榮亞

英、潘文美兩位，特別出資負擔她們旅遊的

費用。大哥大嫂的風範，可以做我們的表

率。

班上同學中，有幾位院長、副院長，還

有好幾位教授；但是談到「官位」，最高還

數潘文美。她要大家朝左看，沒人敢把頭轉

右。她要我們慢走快跑，我們也得聽她的。

她下令時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她一個人

可以站著不動，做院長、教授的人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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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光的？潘大姐是我們班上的大隊長。一人

（劉教官）之下，68人之上，出口成令，威

風凜凜，有大將之風。

許博英一看到我，笑瞇瞇地跟我說了許

多話，聽得我「霧煞煞」。原來我去金元國

40載，為了糊口不得不學西番語。而博英跟

我說的完全是東洋語。想當年不才也曾由家

父（他是日本士官學校及炮工學校畢業的）

教日本話幾星期。但我不太用功，至今只記

得幾個單字，如下雨叫「阿妹護理」，再見

是「啥唷啦啦」。

李兆明笑容可掬，健談如昔。前些時候

他的心臟循環不暢。他的公子在台北做心臟

科。親手為老爸放三條支架，恢復健康。林

茂柏夫婦原已報名，不巧前幾天忽然中招，

兩人都得了H1N1流感，只得取消。

高雄市幾年沒見，市容整齊，街道寬

闊。最喜歡的是車不擁擠，不像台北市那樣

會塞車。國立美術館是第一站，講述員特別

介紹原住民藝術家的作品。接著去參觀歷史

博物館，是日治時期的「市役所」。大家坐

在市長辦公室的市長座椅上，照相過一番官

癮。剛好有前嘉義市市長張文英女士（賴烱

壎夫人）在，我們圍繞在她四周拍照更有意

義。

坐渡輪去參觀旗津半島（其實已被挖

成全島了），坐三輪車兜了一個小圈子。我

們的車伕是位健壯的女士，載兩個客人一點

也不吃力。有三百三十多年歷史的旗後天后

宮，是高雄最老的媽祖廟。古老的石雕、碑

板、匾額及香爐都很多。天后慈容前掛有七

條珠串半遮著臉。前庭頂上結滿幾百個紅燈

籠，很是好看。側面有告示牌說「凡是一次

捐獻五千元者可永留芳名」。真是出名的便

宜捷徑。

前清打狗英國領事館在愛河西子灣旁，

和淡水的紅毛城領事館一樣，都在小山上，

可遠眺海景。領事館內的監牢低低矮矮，老

人家進出室內都很吃力，得彎腰低頭。院子

裡有幾位美女在唱歌，還可以喝茶。最妙的

是山下入口處，有法輪功的宣傳台。除了大

廣告牌之外，還發小冊子，宣揚中共的九大

錯誤。葉炎林久居美國，不識練功的好處，

還以為是「反共抗俄」的國民黨宣傳站呢？

王德瑞約我們去他家，就在國賓飯店的

隔壁，他家住30樓，東望愛河、西觀壽山，

還可以看到低五、六層的國賓飯店的屋頂。

林鄱陽怕高不敢靠欄杆太近。攝影大師郭謙

義沒揹照相機令人驚奇，十年前他出版並贈

送給大家的「天鵝影集」是很精美的藝術。

他為了照出最美的相，可以在湖邊逗留大半

天，捕捉一霎那間的最佳美景。他的毅力和

精神，不是我們這些拿傻瓜數位照相機的人

可以想像的。

誨人不倦的張步良，還繼續在東西兩半

球執業授課。王德瑞、林茂柏、潘文美、榮

亞英、吳競輝、陳照雄、洪我萍都在上班。

敬業第一名的是恒春半島的高東輝，一星期

七天上班照顧病人。上半班的還有洪伯廷、

王秋華、黃森川、張漢東、黃國恩。伯廷最

近受了幾次刀刃之災，但恢復得很好，元氣

十足。王秋華看來變得最少，大約和她以前

運動有關。跨步如宰相的恩師楊燕飛曾說

過：「行路、做事、練功都要穩健，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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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快」。

邱智仁也在繼續看病人，還做研究。最

近他正在試把stem cell打到心肌梗塞的受損心

肌內。如果他研究成功，老人越活越久，生

活費要向誰要呢？黃森川的故事最多，他對

政治、社會、人生、醫學都有精闢的見解。

在遊覽車上，他常抽空打電話，據說是在研

判股市曲線的走向，看看走得對不對。

當年我們德文學了兩年，周、劉兩位

恩師盡心盡力教誨大家，只有幾粒種子發芽

成長。多半人都把當年苦學所得全部交回

恩師。陳照雄不但會唱原文的“Der Linden 

Baum＂，還能讀寫講德文，所謂「持之有

恒」是也。陳克孝退休後，種了許多蔬菜。

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們「以農立國」不

能忘本。他還在電腦上學圍棋，大約已經上

了幾段。

第二天早上，乘遊覽車出發，張紹元和

吳明輝夫婦站在車道旁跟大家道別。使我聯

想到去日本旅遊時，博物館、水族館或飯店

老板也常到巴士旁，向遊客鞠躬招手。古人

說「禮失而求諸野。」日本人的禮貌周到是

我們華人比不上的。車城的福安宮是全台最

大的土地公廟，也許是世界最大的，有六層

樓高。神像高大慈祥，身着金衣，鄉長住皇

宮，真不能小看他。住持許恒泰先生，原是

婦產科醫師，轉行來另一層次濟世救人。

此宮來頭不小，已有三百年歷史。當

初車城名「鐵錠港」。前清乾隆年間，林

爽文起義（因為他們打敗了，所以是「作

亂」）。他的手下莊大田盤踞這一帶。清將

福康安帶兵來進剿，兵不能勝又患瘟疫。福

康安來此廟拜拜請土地公保祐。果然土地公

有靈不但醫好眾官兵，還祭起狂風暴雨，使

莊大田的陣腳大亂。福康安得以平亂還朝，

奏請皇上為土地公勒石記功，以酬神恩。

熊記「萬巒豬腳」，不在萬巒鄉，顯

然是分號。說是客家菜，像一個「公社食

堂」。食客如過江之鯽，服務員急急忙忙，

一兩分鐘就出一樣菜，請他慢一點他不肯，

說「客人太多了」。有的菜碟得架在別的碟

子上，催年長者趕著快吃，噎住了誰要負責

呢？豬腳、豬頭皮是相當好吃，榮小姐吃完

還去食櫃另買了一包，準備晚上宵夜。

高東輝由恒春開車趕來和大家見面，他

還在每天看病人，服務鄉梓。我想考他吳競

輝的名字，他脫口就說，「這是吳競輝，誰

不知道」？97年他主辦「恒春同學會」穿著

拖鞋跳舞的情景，我還能記得。當年在醫學

院，東輝對Copyronil的葯理作用最有心得。

國立海洋生物館前的廣場，設有大章魚和鯨

魚的雕塑，其實這兩種動物都不是真的魚

類。風大無比，開門要費很大力氣。最壯觀

的是巨大海藻森林（Kelp Forest），諸多魚類

和海生動植物都靠著它聚養生息。企鵝館也

有趣，嘴啄是黃色的小企鵝，幾乎和爸爸媽

媽一樣大小。

去台東的南迴公路上，有好幾處八八水

災留下的坍方，車輛經過都小心翼翼開車。

天公不作美，把整年要下的雨一兩天就一鼓

腦傾盆而下，才造成那麼大的災害。古時有

人吹牛說「人必勝天」，還差得遠呢！知本

老爺飯店是很好的溫泉旅館，每間套房都有

溫泉浴池，泉水味輕而無色，溫度是攝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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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溫度計量的）（台灣溫泉中，關仔嶺

的「黑泥漿」溫泉是一絕）。旅館靠山有步

道可以散步。

剛巧北一女中五十週年同學聚會也來這

裡，兩隊人馬的平均年齡剛好差六年。

晚餐時有幾位年輕的少男少女們，穿

原住民服飾，打著鑼鼓進餐廳內繞一圈，宣

告他們的表演半小時就要開始了，就在旁邊

的露天舞台。卑南族的歌舞很精彩，演員們

也長得清秀。他們跳的竹竿舞和菲律賓人跳

的一樣，而且比我在國外看的難度還更高。

表演完他們還拉諸年高德劭的爺爺婆婆們上

台，一起活動筋骨。

當年我們隨公共衛生的老師去台東太麻

里做衛生調查時，洪我萍跟我說排灣族叫媽

媽INA，叫爸爸AHMA，和菲律賓人一樣。所

以台灣的原住民和南洋島民是同一系統。最

近我有朋友去大溪地玩，當地的人說他們的

祖先是由台灣去的。

第三天早上去參觀史前歷史博物館。

偌大一棟建築，那麼多展品，只給一小時時

間，只能讓大家走馬看花。導評員專門介紹

日人岩佐先生捐獻的南島文物。我請她帶我

們去看底層的卑南遺址出土的文物和複製

的石棺。因為是我們台灣自己的，所以更覺

親切。可惜沒能去參觀附近的遺址公園。

（1980年修築鐵路時發現）

布農族原住民的歌舞表演，有位年輕

的女歌星，是幾年前歌唱比賽的冠軍，金嗓

子是與眾不同。表演後主持人叫演員們拿出

CD、DVD和各種土產，向觀眾推銷。還要求

大家做布農族青年的教育贊助人，整整講了

15分鐘，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展覽館有許多

特殊的木雕，包括出草斬首像。據說布農族

的木雕最出名，但只刻大型的不作小東西。

在售賣部買到土產的樟木油和檜木油肥皂，

聞起來很特別。但回家仔細一看，是made in 

Vietnam，見聞多閱歷廣的老翁、老媪，也免

不了會上小當。收費的年輕先生一副晚娘臉

孔，好像我們欠了他錢，多時不還的樣子。

在布農村落吃的原住民風味餐，有山豬肉、

野菜及皮多肉少的溪蝦，想必膽固醇也少

吧，味道是相當好。

由台東到花蓮，汽車走的是山線，在北

迴歸線指標下稍停攝影為念。左側可遠遠看

到大山，導遊指說那是玉山。當年日本人來

台，測出此山高過他們的聖山―富士山，就

取名「新高山」。以前洪伯廷和陳紹紀曾一

起登過。紹紀說並不太難，用不著繩索鈎斧

之類的工具，也不需要氧氣。吳善德更是了

得，開心後還去登玉山。

「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在花蓮市

西南的萬榮鄉。20年前此林場已榮退。當年

日人發現這一帶有很多原始的紅檜和扁柏，

大喜過望。不少神社和宮殿的棟樑都由此供

應。此地有很好看的木雕館，用漂流木拚湊

成的螳螂及昆蟲造型，也能看到師傅親手由

整塊大木頭雕出工藝品。還有位老先生在賣

乾絲瓜做成的帽子和龍。

夜宿花蓮市南郊的「理想大地渡假中

心」。西班牙式的小樓房，環繞著運河和人

工湖、庭園和花木都佈置得很優雅。有好些

美麗女神的雕塑。剛進房間不久，就有輕度

的地震，有人完全沒感覺到。以前說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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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弱線上，所以不時有地震。但幾年前的

大地震，又不在這裡發生。晚餐之後，大家

為11月份出生的幾位同學及夫人慶生，吃壽

桃，再開始唱卡拉OK。幾天在車上也是歌聲

嘹亮，趕走瞌睡蟲，黃國恩和陳克孝常手執

麥克風。劉金燦的韻味十足；黃森川能到渾

然忘我的境界，吳競輝和陳照雄唱的西洋歌

曲，別有風味。

晚上在天幕劇場，有阿美族的歌唱表

演，一男一女彈著吉他伴奏。除了原住民的

歌，也唱流行歌曲；還讓觀眾點唱。聲音美

妙，大家聽得很高興，「安可」連連。

第四日一早，搭乘遊船遊人工湖一周。

一間特別華麗的房子，說是「總統套房」，

一晚只收台幣八萬八千元。曾有外國的總統

來住過，想必是那一位南太平洋島國的元首

吧。鯉魚潭在花蓮市郊，山景湖光相當好

看。湖邊停泊了五、六十隻遊船，但沒有一

隻在使用。湖邊的小徑走著很舒服，瞭望台

看湖景也不錯。最好的是男廁所，使用時還

可以由窗口觀賞風景。遠勝在大陸「面對牆

壁」，有清風徐來的感覺。

中餐吃的佳餚中，有「放山雞」，其實

是「放養雞」，和一般終生（由孵化到獻身

為止）關在雞棚內「終身監閉」的雞有別，

就是雞可以自由在野地奔走，味道比較鮮

美。另一樣是「山蘇」，原是寄生在大樹上

的蕨類植物，原住民「大膽」吃了它的嫩芽

沒事。以後就乾脆把它當蔬菜一樣種在地面

上，清脆爽口很好吃。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9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國紅番州Oklahoma）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誠徵專任教師二名

一、應徵資格：（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二）具中華民國牙醫師執照者。
 （三）具生物醫學相關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者優先考慮。

二、工作內容：負責牙醫系、所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與臨床服務。

三、檢具資料：（一）1. 個人履歷表　2. 近五年主要代表作（ㄧ式七份）及著作目錄
 　　　3. 過去教學經驗與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表格請至http://dod.ntu.edu.tw/main.php?Page=A1下載）
 （二）1. 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101年1月6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前寄達牙醫學系辦公室。
五、預定起聘日期：101年8月1日
六、聯絡地址：100臺北市常德街1號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 呂娟馨技士收。
七、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6856 呂娟馨技士
　　傳　　真：886-2-23831346　　E-MAIL：jsleu3@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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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碧霞

於
此歲末景福校友返校團聚前夕，接手第28卷第11期景福醫訊的執行編輯工作，要萬分感謝校

友們的熱心投稿、景福醫訊秀麗小姐的鼎力協助以及正副總編輯、編輯顧問、編輯群們的細

心審稿與專業編輯的建議，終於本期景福醫訊得以順利誕生。

本期的醫學新知為「兒科專科護理師之教育養成與角色功能」之介紹，因應台灣近年來兒童

照護的醫療系統的改變，作者對於兒科專科護理師之相關議題有初淺的論述，期盼學者先進有更

多指導及建議。第二篇由周照芳校友提出「醫

師開刀，護理師把關」的呼籲，在確保『病人

安全』的前提下，雙重的把關的確有必要。李

清曉校友的「耆人之瞑思」，敘述自然老化的

無奈及對再生醫學的期待。蕭水銀老師在故李

鎮源院士逝世十週年之際，藉由「恩師故李鎮

源院士遺留的影響力」來記實李院士的生平過

往，讓我們更了解他的貢獻非凡。江顯楨校友

的「麻省總醫院兩百年記慶」，論述該院成立

的來龍去脈及目前的概況。

周照芳校友另外提出「臺大醫院西址新手術室與供應室的蛻變」，使我們了解前人的努力，更

是造就時代不斷進步的基石。謝豐舟編輯顧問的「迎接生命的一雙手…」，透過此文，以了解他的

醫療、教學、研究與藝術生涯，回顧展也期待您的蒞臨鑑賞。而在壓力與日劇增的環境下，大家非

常注重健康，運動也自然成為維持健康的管道之一，但運動也會有一些傷害及危險，所以林孟暐校

友在『淺談高山症』裡，帶我們了解在高山如何注意身體所發生的癥狀，以及衡量本身的情況，不

要輕忽危險的存在，而提出他的經驗予校友們參考。五十年的光景不算短，蘇重光校友引領我們深

入同學間的情誼及趣聞，珍貴的友誼，一直是心靈慰藉的泉源。

校友們的心聲、建議及經驗談都是值得細細咀嚼的精神食糧，期盼與大家分享這一期的醫訊內

容。 更祝福大家　健康平安　吉祥如意！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職於母校護理學系所）

作者（後排右二）與同學、親友合影於臺大醫學

院杏園（胖媽）餐廳



▲致贈感謝狀　王明鉅副院長（右）、大提琴家張

正傑先生（左）

▲大提琴家張正傑先生

▲表演

▲表演

▲陳慧玲副執行長鋼琴表演

弦　外　之　音　團
～聽大提琴說故事　親子音樂會
時間：2011年10月5日　　地點：臺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