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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醫院黃世傑副院長致詞 ▲附設醫院黃世傑副院長（右）致贈感謝狀予音樂

家莊天岳先生（中）

▲音樂家莊天岳先生鋼琴表演

▲音樂家莊天岳先生鋼琴表演

▲附設醫院黃世傑副院長（右）致贈感謝狀予極光

打擊樂團

醫師節感恩音樂會 時 間：2011年11月8日
地 點：臺大醫院大廳

▲附設醫院蔡孟昆醫師（左）與音樂家莊天岳先生

（右）小提琴與鋼琴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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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下垂體腫瘤手術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文／楊士弘

腦
下垂體位於顱底中央的蝶鞍部（sella 

turcica），分泌各種賀爾蒙來調控生

長發育、水分代謝、產後哺乳、以及甲狀

腺、腎上腺、性腺等內分泌器官的功能，是

我們內分泌系統的樞紐。腦下垂體（pituitary 

gland）一字源自拉丁文“pituita＂，為“黏

液＂之意，係公元前兩百年的著名解剖學家

Galen所命名，當時他認為腦室內的液體通

過下視丘，由腦下垂體收集後排入鼻咽部，

形成鼻黏液。Galen當時亦描述了圍繞在腦

下垂體旁的微血管網絡“rete mirabilis＂。

這些生動的描述在16世紀的繪畫家達文西與

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中均可見到。而一直要到

19世紀後，對於巨人症、侏儒症等疾病的研

究，才逐漸揭露腦下垂體的真正功能。腦

下垂體實際大小宛如一顆花生米，體積僅

一立方公分，重量約0.5公克，但此彈丸之

地卻是顱內腫瘤的好發位置，粗估十分之

一的腦瘤係源自腦下垂體，發生率僅次於

神經膠瘤與腦膜瘤。腦下垂體瘤（pituitary 

tumor）大多數為良性，依據其是否分泌賀

爾蒙與否，可以分為兩大類：功能性垂體瘤

與非功能性垂體瘤。前者可能造成巨人症或

肢端肥大症（生長激素瘤，growth hormone 

tumor）、庫欣氏症（腎上腺皮質促泌激素

瘤，ACTH tumor）、溢乳症（泌乳素瘤，

prolactinoma）、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

促泌激素瘤，TSH tumor）等內分泌病變；

後者在初期無症狀，但若腫瘤生長擴大壓迫

視神經路徑或其他腦組織時，則會導致視野

缺損、腦下垂體功能低下、或其他神經功能

障礙。當病患出現內分泌功能障礙或視野缺

損時，宜積極接受治療，方式包括藥物、放

射線、與手術治療等方式。藥物治療的對象

主要針對功能性垂體瘤，尤其多巴胺促效劑

（dopamine agonist）對於泌乳素瘤，可以有

效抑制腫瘤生長與調節內分泌功能；抗生長

激素（octreotide）對於生長激素瘤則有不錯

的治療效果。放射線治療近年來配合立體定

位技術來進行高準確度的腫瘤照射，新的儀

器如電腦刀（Cyberknife）、伽馬刀（gamma 

knife）對於腦下垂體瘤的療效亦十分顯著。

在手術方面，適應症包括：大型的非功能性

垂體腫瘤壓迫神經組織導致視野缺損或其他

神經功能障礙、功能性垂體瘤患者對藥物治

療反應不佳或出現副作用、急性腫瘤梗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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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pituitary apoplexy）等。神經外科治療

腦下垂體疾病源於19世紀末，百餘年的發展

迄今，已成為一項高成功率與低風險值的常

規手術，以下僅做概略簡述。

史上首例的腦下垂體手術係於西元

1 8 8 9年，由D r.  H o r s l e y以開顱手術方式

（transcranial approach）進行，但由於牽引大

腦額葉導致的併發症，手術結果並不理想。

20世紀初葉Dr. Scholffer等嘗試從鼻腔內的蝶

竇（sphenoid sinus）來進行手術，但需由臉

部的鼻側做一大範圍的切開，術後的傷口不

甚美觀。稍候Halstead與Cushing等醫師改從上

唇內牙齦切開，Hirsh則由鼻腔內切開，把鼻

黏膜從鼻中隔剝離至露出蝶竇前壁，打開後

即可抵達腦下垂體所在的蝶鞍進行手術。不

論是由唇內（sublabial）或鼻內（transnasal）

進行經蝶竇的腦下垂體手術（transsphenoidal 

pituitary surgery），早期由於照明設備與手

術儀器的限制，手術結果雖有進步，但仍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因此在20年代至60年代，

許多醫師逐漸放棄經蝶鞍路徑，而改回採用

開顱方式進行手術。另一方面，在50年代Dr. 

Guiot利用術中螢光照相攝影（fluoroscope）

來幫助經蝶竇手術中的定位，到60年代Dr. 

Hardy使用手術顯微鏡（surgical microscope）

來進行經蝶竇手術，解決了過去的技術問

題，從此奠定了此路徑成為腦下垂體手術的

標準途徑。手術顯微鏡配備明亮集中的光源

照明，並能夠放大手術病灶，與提供立體影

像，使病變根治率與手術安全性大幅提升、

合併症顯著減少。近半個世紀以來，神經顯

微手術成為包括腦下垂體腫瘤等深部腦神經

疾患，與其他顱底病灶及血管病變的主要治

療方式。

微創手術（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係近來外科手術的主流趨勢之一，內視鏡

（endoscope）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早在70年代，神經顯微手術蓬勃發展之際，

Dr. Apuzzo等醫師即嘗試在手術當中，使用

內視鏡來探查經蝶竇手術時，顯微鏡看不清

楚的死角。隨著光學儀器與精密製造技術的

進步，內視鏡的管徑變小、解像力與亮度提

高，部分神經外科醫師開始以內視鏡輔助顯

微鏡，或是使用內視鏡直接進行各種腦部與

脊椎神經手術。而結合耳鼻喉科醫師使用內

視鏡治療鼻竇疾病的經驗，內視鏡於腦下垂

體與顱底神經手術的應用，在20世紀末期迅

速的發展。Dr. Jankowski首先在1992年以內視

鏡直接進行經蝶竇腦下垂體手術（endoscopic 

transsphenoidal pituitary surgery），爾後Dr. 

Jho, Carrau, Cappabianca, Divittis等醫師發揚

光大，單純使用內視鏡來治療所有的腦下垂

體瘤病患，手術的成功率及併發症，與顯微

手術的成績相當。內視鏡的操作方式，並不

需要切開與剝離鼻腔黏膜，而是直接將內視

鏡伸入鼻腔，打開蝶竇前壁後，將內視鏡置

於蝶竇內腔，進行腦下垂體手術。對病患而

言，與顯微鏡手術相較起來，接受內視鏡手

術後，鼻腔內傷口的不適感較為緩和。對

手術醫師而言，顯微鏡的鏡頭透過狹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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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腔，約二十公分的距離來探查腦下垂體

與進行手術；內視鏡的鏡頭則直接置入蝶

竇，距離腦下垂體僅一公分，擁有更為放大

與視角寬闊的影像（參見附圖）。根據文

獻的報導與筆者本身的經驗，除了蝶鞍以

外，許多其他重要的解剖構造，譬如：視神

經隆起（optic protuberance）、頸動脈隆起

（carotid protuberance）、蝶骨平台（planum 

sphenoidale）、斜坡（clivus）等均清晰可

見。本世紀以來，Dr. Kassam與Cappabianca

等醫師將鼻腔內視鏡手術的應用範圍，從腦

下垂體更進一步擴展到難度較高的顱底手術

（endonasal endoscopic skull base surgery），

包括前顱底（anterior skull base）、海綿竇

（cavernous sinus）、前枕骨大孔（anterior 

foramen magnum）、高位頸椎等處的病灶，

其中一部分也能用內視鏡手術來做治療。不

過，以鼻腔內視鏡來進行腦下垂體與顱底手

術，有一些困難需要克服。由於內視鏡為單

一鏡頭，提供的是平面二維影像，而非顯微

鏡的立體三維影像。此外，大多數熟稔顯微

手術的神經外科醫師，開始以內視鏡來治療

腦下垂體手術時，需要一段時間的學習期才

能適應此項手術。最後，於顱底手術當中修

補腦脊液滲漏（CSF leak）的技術較為棘手。

醫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回顧百年來神經

外科的先驅們在有限的設備與技術下篳路藍

縷，發展經蝶鞍腦下垂體手術，到了今日已

成為神經微創手術的典範，在熟稔此術式的

神經外科醫師手中，係一高成功率與低風險

的治療方式。放眼未來，在內視鏡與影像導

航等技術的持續發展下，將使經蝶鞍腦下垂

體手術的根治率與安全性更加的提高，造福

病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為臺大

醫院外科主治醫師）

腦下垂體腫瘤手術示意圖。圖A，顯微鏡手術視野；圖B，內視鏡手術視野。內視鏡
的視野較顯微鏡的視野來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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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預期的不良或不幸的醫療後果
發生之後，「該怎麼辦？」

兼談「協議書」及「醫療指引」

文／游正中

醫
生絕對不是上帝，所以一定會出錯。

出了差錯「該怎麼辦」？一般人的直

覺反應是「不是我的錯」。這種否決性的、

反射性反應是相當平常的，但也是十分危險

的。醫療的成功常常是一群人的傑作；疏忽

或失敗也絕非偶然，常常是一群人接二連三

的、聯貫的產品。但在現代的醫療糾紛上，

常常只注意到某個人的錯誤，而加以懲罰，

卻未將整個醫療程序作出全盤的檢討，要求

改進，那將不會杜絕錯誤的根源，防止它的

再次發生。

筆者並非律師也無足夠上法院的經驗

來討論有關醫療糾紛及其訴訟的事。只是要

稍微討論一下在事故發生時的處理心態及方

法，以及它對醫療品質的影響。一般來說當

不幸有「不良的結果」（poor outcomes）或

突然的意外發生時，都會有所謂「不尋常事

件」（unusual event）的書面報告呈上給醫

院的主管部門。如果足夠嚴重的話，醫院

會馬上有專人或有「高危險性處理」（risk 

management）小組的成員出面瞭解狀況。如

果再有必要，馬上會向有利於醫院或醫護人

員的證據方面著手，以便將來處理醫療糾紛

時的使用。從行政人員及辯護律師的觀點上

來看，這當然是正常的，但對整個醫療的改

善或預防，常常無濟於事，反而常常讓真正

發生意外的原因被忽略掉或模糊了焦點。往

往越對醫院或醫護人員不利之處，越是需要

改善的地方。國外的法律為了讓醫護人員有

坦然自我撿討的機會，明文規定了在院內的

「品質改善」（Quality Improvement; QI）或

「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QA）時的

討論內容，不允許被用來作為指控醫護人員

不利的證物。不知臺灣是否有如此的明文規

定？若無，應及早循正當管道，促請立法單

位完成立法或修法。如此才能鼓勵醫護人員

勇於認錯、改善。進而提昇醫療的品質。

唯有如此明文的保障，醫院及醫護人員

應該利用所有不幸的事件，來自我檢討、反

省，進而充實自己、改善、預防此類事故的

發生。最好應在事故發生之後（最好及早在

二十四小時之內），趁大家記憶猶新之際召

集所有有關及參與的人員，開所謂「述職」

（debriefing）的會議。目的有二：一是將事

件的來龍去脈作個整理，同時讓大家把所有

的疑問提出來，說明白、講清楚，趁這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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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釐清所有的疑慮。因為時常在緊急處理中

會有質疑團隊中的成員作了「不當」或「不

對」的醫療決定或措施，但是礙於時間的緊

迫或不適時宜，不能質問對方或與成員討

論。團隊成員們可利用這個事後的機會弄個

明白，以免永遠的冤枉了團隊的成員，同時

也可藉此發覺可能肇事的原因。但需要注意

的是絕不應是情緒化的「手指相向」（finger 

pointing）的指責，應該只對事（issue）不針

對人（除非是明顯的單純的個人疏忽或不當

行為，譬如應參與而毫無理由的拒絕參與醫

療的服務）。二是用來試圖達到共識，探討

是否有解決之道？如何預防？作為另一次會

議的準備。如果適當也可指派適當人選，準

備資料作「職內」（in-service）教育的準備

或日後訂作「程序書」（protocol）、「政策

及程序」（policy and procedure）或「指引」

（guideline）的草案。

此次會議中若有發覺到需要改善的地

方，輕則訂出「職內」專題的再教育，讓所

有有關人員重新溫習有關的項目，就可結

案。否則如果事故發生的原因複雜、很嚴重

（high risk）或時常發生（high volume），

不妨另開一個深入檢討改善的檢討會。在會

中應對事故發生的可能因素，全盤檢查，然

後設計出一個可行的方案，如有必要則須共

同擬定一個「程序書」、「政策及程序」或

「指引」。最後在全體團隊同意之後，實地

演練（drill）一遍之後，才可結案。所以每當

一件「不良後果」或不幸的醫療事件後，都

應有如下的流程：

「不尋常事件」書面報告→述職會→

檢討會→新的「程序書」或「指引」→「職

內」再教育→演練。

如有必要，定時評估。若是輕微的「不

尋常事件」可以止於「職內」再教育，不須

都以完成「程序書」或「指引」為終結。如

果是舊的、重複的事件，已經有了「程序

書」或「指引」，則須重新評估或修改、再

教育、演習。國外很多醫院都有這種自我改

善的流程。每一個重大的事故都應該走完整

個流程才算過關。每當醫院評鑑時，這是一

個評鑑的重點。

簡單來說「程序書」與「政策及程序」

是相同的。而「程序書」及醫療「指引」是

很相似，但兩者雖相似但並不相同。兩者都

是針對某種醫療的方法（診斷或治療）有

了共識之後，大家同意的處理步驟（或原

則）的聲明（statement）。「程序書」比較

僵硬，是一種特別的指令（instruction），

以求達到某一個共同預定的目標，沒有太多

妥協的餘地。譬如說：「臍動脈導管插入」

（insertion of umbilical arterial catheter）的

「程序書」或「政策與程序」是用來規定何

時或需要如何插管或拔管，來防止可能的合

併症（complication）或不適當的使用（non-

indication）。一般來說較少爭議，常常用在

同家醫院、科系或團隊來求醫療的一致化，

來保證某種程度的品質。但醫療「指引」一

般適用於較有爭議性且時常可能有例外的治

療或診斷上，它常由學會經過專家、學者共

同制訂的，目標只求較少、太離譜的醫療或

給與年輕或非專科的醫護人員一個處理的概

念、原則及指引。（為減少篇幅在本文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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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程序書」含括在「指引」之內來一同討

論。如有特別不同之處會特別提出。）

「程序書」或醫療「指引」的起源、產

生本來是因應年輕醫師的需求而開始的。首

先由濃縮性的「小教科書」（manual），譬

如「新生兒照顧手冊」（manual of neonatal 

care）之類，之後變成更小型的「手冊式」，

例如「harriet lane手冊」（the harriet lane 

handbook）等，最後變為像燒菜式，一步一步

教導的「菜譜式」（cookbook-like）的執業指

導（practice guideline）。然後逐漸地被醫療

行政人員或醫療保險公司應用來作統一醫療

品質的方法。因為它已經越來越多，也已給

了臨床醫師很大的壓力。因此很多在基層執

業的醫護人員越來越感到厭煩，甚至排斥它

的存在。筆者現在就來與大家作些比較深層

的討論，來探討「協議書」或醫療「指引」

存在的價值、缺點及其一般制訂的流程。

醫療「指引」是「針對某一特定的醫

療問題包括診斷、治療或費用（cost）作有

系統的整理後，發展出來的聲明，以作為醫

生或護理人員在做決定時的幫助」。一個好

的醫療「指引」會給與清晰的原則，也會包

含絕大多數可能發生的情況下的處理方針，

但是仍然留下很大的空間讓醫護人員有獨立

思考、判斷、決定的地方。這是「指引」與

「程序書」最大的不同處。「程序書」幾乎

沒有獨立決定之處。

一般來說，決策者如醫療高階層的醫

護或行政人員、政治人物都十分喜愛「指

引」。而基層人員，相反的一般是恨之入

骨。一個好的醫療「指引」應有如下的好

處。首先須有「證據基礎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依據的醫療建議，讓臨床

醫師有做決定的依據，也可用來教導病人及

醫護人員最好、最先進的醫療以及可以分辨

出「一般科」及「專科」的不同領域，以求

標準化、有效率的醫療措施，進而有品質的

保證，甚至費用的掌控。醫護人員詬病醫療

「指引」的理由一般是：沒有彈性、醫師失

去獨立自主的權力，只是反應一小群所謂專

家的醫療，增強了地方基層醫師與教授學者

間的距離，常常也因為不能有因人而異的個

人化的治療，反而不是「最好」的照顧（best 

care）只有「一般」的照料（average care）。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筆者認為適當

選擇，小心準備，週全制訂的「指引」或

「程序書」如有充分的宣傳與溝通是絕對有

利於醫療品質及醫護人員的。

醫療「指引」的制訂也不應淪於泛濫。

就以美國兒科學會為例。過去幾十年來也有

上百篇的「指引」。可惜絕大多數都被忽略

掉，只有少數有關的醫師在個人有興趣的議

題上才會去注意到。這一方面是因為學會常

常為了包羅萬象，把所有可能的問題都包括

在內。因此常常把「指引」制訂得太長、太

多，又時常沒有詳細的實際建議。另一方面

常常只刊登於學會的期刊、不作媒體的宣

傳、來引起廣大的醫師、民眾的關注。最近

幾年美國兒科學會已作大幅的改善，而且有

些「指引」也有定期（四到五年）的改版修

正。所有的「指引」應該只在有實際需求的

題目上來制定。一般來說可以分成三類：首

先是高量（high volume），如出生後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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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黃疸，其次是高危險性（high risk），如臍

動脈導管或中心導管（central line insertion）

的插入，最後是高費用（high cost），例如共

振核磁（MRI）的使用。其他差異性高或爭

議性大的醫療，譬如感冒時耳鼻喉科的會診

或轉診的爭議也不妨用「指引」來給醫護人

員、健保局及社會大眾做參考。在制訂大的

「指引」除了醫學專科的專家外，統計學者

或醫學倫理人員的協助也時常是有必要的。

有時小型地方性或單一醫院裏也可自行制訂

適合自己的小「指引」。

所有「指引」制訂的成功及執行的成

敗有三點重大的決定因素：首先若是「指

引」的制訂是「由下而上」或「由內而外」

而啟動的。成功的機率最高。其次傳播

（disseminate）是經由直接開班授課一定比只

刊於期刊要有效得多。最後是執行後有定時

追蹤、調整改善，成功的機率將可預期的。

制訂「指引」一定需要小心謹慎。國

外許多醫療糾紛的判決，常常引用某些醫療

「指引」作為判決的證據。一個好的「指

引」是有程序可循的。首先須明確訂出要解

決的是何問題，清楚的規定適用的對象，

譬如一般病人（primary care）或專科病人

（specialty care）之別；門診或住院病人之

分。「指引」中也須列出不合適的情況或對

象，「指引」的建議必須客觀的、「證據基

礎醫學」所推薦的。若還無「證據基礎醫

學」的推薦也須有最佳的研究報告或正反兩

方面專家的共識報告（consensus report）作

依據。絕不能只採用某些專家或是廠商的片

面之詞，如此才不會有利益輸送之嫌。「指

引」勢必切合實際包括費用的考量，「指

引」當然一定要合乎醫學倫理的要求。最後

也當要有評估追蹤的機制。至於執行上最好

利用在職教育開班。一方面可直接傳遞正確

的「指引」內容，也可以趁機傾聽執行者可

能遭遇到的實際困難，或接納「指引」的程

度，做為修改的依據。

若國內兒科醫師及學會能與所有醫院

或大型診所通力合作，注意到每一個「不尋

常事件」的發生，而依循本文所提的檢討流

程，深加檢討改進，那才是全國兒童們及兒

科醫師們之福。譬如最近媒體操作的一件懷

疑可能是因保溫箱而引起的極度燒傷致死的

新生兒事件。大家不要只關心司法方面的問

題，也須利用這個事件來反省新生兒體溫的

觀察及治療。趁機自我來檢視是否在自己執

業的醫院內，需要有關新生兒體溫調節的

「協議書」或「指引」。當然這事件很可能

與燒傷或保溫箱的作業完全無關，但如果所

有的兒科醫師、產房、嬰兒室護理人員可以

利用別人不幸的醫療結果或可能缺失為鑑，

時時警惕自己，不要只是慶幸或甚至幸災樂

禍、「看別人的笑話」，才不會輪到自己有

一天也重蹈覆轍，而來唉聲嘆氣地說「該怎

麼辦？」。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曾於美國執

業小兒心臟、新生兒科及曾在花蓮門諾醫院

當小兒科顧問，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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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的「鐘點」規定

文／江顯楨

1984年，一位名叫Libby Zion的18歲女子發

高燒103ºF（39.5ºC），求診於康大附屬的

紐約醫院。當時病人躁動，兩位連續36小時

值班的醫師（一位Intern和一位R1），在沒得

到正確診斷之前，就匆忙給病人打止痛藥和

鎮靜劑。之後兩位醫師離去，護士發現病人

體溫攀升到108ºF（42.2ºC），幾小時內心臟

停止，便告死亡。Zion父親是紐約市有名氣的

律師，對女兒猝死難以接受，遂向醫院和醫

師們提出民事及刑事訴訟，控以謀殺罪名。

此案審判時證人眾多，過程經由全國電視轉

播，引起民眾及醫界關注，沸沸揚揚。最後

陪審團認定患者之死是住院醫師的疏失。醫

院賠錢了事，所幸沒人受到刑事起訴。

Zion家屬因此發起一個運動，要求對住

院醫師有較嚴格的監督。1987年，紐約州衛

生當局委託愛因斯坦醫學院家醫科醫生Dr. 

Bertrand Bell負責召集一特別委員會，研討住

院醫師繼續工作的安全時限，及適當的值班

制度。特委會終於建議：規定住院醫師工作

平均不能超過「80小時工作週」（註），連

續值班不得超過24小時，負責交班可加3小

時。此外，他們的工作必須主治醫師監督。

兩年後這些規定成為紐約州法律（Libby Zion 

Law）。2003年後，它更成為全國「畢業後醫

學教育評審委員會」ACGME（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訂定規

則的基礎。

探究計時，知易行難

Public Citizen是一個由消費者權益團

體領導的聯盟，2001年，他們上書美國聯

邦政府的「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局」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Administr-

ation），要求規範住院醫師的作息。OSHA乃

於2003年同意ACGME的新規定：住院醫師平

均工作不超過「80小時每個工作週」，平均

每週休息一天。最長的值班是24小時，為病

人的交接可以多6小時，但加起來不得超過30

小時。2007年，美國眾院能源商務委員會要

求IOM（一個獨立於政府外的非營利性組織

Institute of Medicine）做調查，提供公正而權

威的意見給決策者和公眾。翌年，IOM在四

百頁的報告中指出，住院醫師工作疲勞是醫

療疏失的禍源。他們建議連續工作的安全時

限，應該從30小時減為16小時。

通常在美國，這方面的改革都由ACGME

先作建議。這是一個私人非營利性組織，董

事會包括醫院、醫生和醫學院校各行業協會

的代表。今年七月，ACGME根據IOM的建議

更新標準。為更進一步保障住院醫師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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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他訂下最新規則：除了保持「80

小時工作週」之外，規定Intern和R1只准連

續工作16小時，兩次值班中間要有8小時的休

息。較有經驗的住院醫師（R2以上）則可連

續工作24小時，為病人的交接可加4小時，但

要尋找機會睡覺休息（strategic napping）。其

實，這整個規範，知易行難。首當其衝的是

剛從醫學院畢業開始培訓的實習醫師，今年

全美國共有114,115位，將受到這新規定的衝

擊和影響。

醫者造就，必經之路

回溯歷史，自從上世紀初期，美國醫學

院畢業生競爭有名額限制的位置。一到兩年

住在醫院裡的「見習生」（house pupils）經

驗，是夜以繼日不眠不休的辛苦工作，咸認

為此乃造就醫者必經之路，很少人對它有質

疑。一次大戰後，出現以醫院為基地的「學

徒制」（apprenticeship），包括各種會議、

臨床迴診、講課、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教

學。接著出現專科，現代的「住院醫師制

度」（residency）開始萌芽，培訓期長，有的

專科訓練可達七年。醫院認為住院醫師為大

量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既不昂貴也很適時，

又可藉此獲得醫學教育和經驗。醫院和受訓

者雙方雖然互惠，卻從頭就蘊藏著緊張態

勢。

不久，住院醫師的工作就有36小時值班

和120小時工作週的規定。大部分醫生認為此

乃專業實踐所作的準備，即使嚴峻，也得面

對。筆者回顧上世紀的60年代負笈來美，連

續以36小時值班和120小時工作週，完成長

達八年的培訓（Intern、一般外科與胸腔外科

residency、再加心臟外科fellowship），從未

聞今之所謂lifestyle。累積難以計數的外科看

病和進出手術室的經驗，心身交瘁，甘之如

飴。同僚之中有幾位受夠煎熬而半途轉行，

一位不幸還自戕了斷。其實，住院醫師的

「工作倦怠」（burnout）早在50年代就已經

存在。曾幾何時，數十年後才有人關心這個

問題。今日受訓者有工作時限，這保障是由

幾股外力聚匯而成，說來這是病人安全、加

上資訊收集和醫療商業化的結果。

捉襟見肘，拮据籌維

ACGME的最後結論是根據IOM建議，徵

詢140個醫療機構而作的修正。他們並不同意

每月要有一個週末的休假，至於連續工作上

限是16小時，還是比較傳統的24小時？若以

住院醫師的犯錯率來衡量，容或有擺動的空

間。若從財政的角度來看，這個改革引起的

負擔則是非常沉重。IOM估測，全美國教學

醫院為應付醫師值班的新規範而需要多僱勞

工，所增加的費用高達十七億美元。ACGME

的估計稍低，也在四億至十億之間。但是主

張改革的人士認為，這比起醫院為防患誤診

而花費的金額，還是相形見拙。

小部分的專科（如急診科、麻醉科）

住院醫師工作時限已經在新規則之內。除此

之外，內科、兒科、外科、精神科若要符合

新規則又要保持教學品質，就不得不尋找對

策。大學教學醫院像紐約哥倫比亞的長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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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耶魯的新港醫院、哈佛的麻省總醫院

（MGH），經費比較充裕，他們削除一些非

絕對必要的訓練，或僱用護理師（NP）、醫

師助理（PA）、或管家醫師（Hospitalist）

來值班。至於南加大教學醫院，所有住院醫

師均屬LA County雇員，現在瀕臨嚴重預算危

機，經費拮据，為避免捉襟見肘，只好做一

些醫事人員的調整和籌維，譬如：在不增加

工作時間的條件下，把病人照顧轉給較有經

驗的住院醫師和資深的主治醫師，或把病人

轉到非教學單位，乾脆避免住院醫師接受上

級醫師監督的必要。

培訓減時，兩個憂心

或許充分休息過的住院醫師較能好好

照顧病人，但實際上要如何操作才恰到好

處？需要學習的醫學知識與日俱增，醫學教

育家憂心，減少工作時間將影響他們的學習

經驗。看病過少，可以用延長受訓年限或

fellowship的方式來彌補。據我所知，哈佛大

學「旗艦」醫院MGH，一般外科培訓計畫從

今年開始，住院醫師不再輪值神經外科、泌

尿科、骨科和麻醉科。Intern可免去移植外

科，但得參與小兒外科夜班迴診。一個小統

計：自2003年發表工作時限的規定以來，經

過五年訓練的CR們在2008年結業，當中有2/3

的人選擇繼續受訓。這無疑增加教育費用，

也緩慢了外科醫生人才出線的職場管道。

另一個憂心又是病人的安全，數據顯

示：七成的醫療誤診起因於受訓者的疏忽，

醫師交班有如洗牌，次數越多出岔的機會也

越多。有關病人的重要資訊可能被誤傳，也

可能失之交臂，病人照顧產生中斷點。據說

2003年以來，芝加哥大學醫院的典型內科病

人，住院五天平均踫到15次醫師的交班，今

年情況將更糟糕，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運

籌帷幄輪番上陣，想用不同結構的團隊來對

付。譬如：每四天值一次過夜的班由住院醫

師和兩位Intern組成，從清晨七點到第二天中

午。其他日子值班的時限較短，CR保持24小

時值班，一個Intern則從早上開始14小時值

班，另一個Intern從傍晚開始16小時值班。

國情不同，好整以暇

過去美國醫界的傳統，要求醫者要為

自己開刀或治療的病人擔負照顧的責任，視

病猶親，可圈可點。但是現在的專科或家庭

醫生，都擔心美國的醫療制度將逐漸背離這

傳統。且看歐洲，他們早就有「48小時工作

週」的限制。國情不同，我不能想像他們如

何對待病人。基本上，歐洲的醫師可以到時

候向病人雙手一攤，說聲「我值班時間已

過」，然後走開。歐洲嚴重缺乏醫師，培育

醫師有如牛步，導致醫療照顧的斷點和醫術

不良的現象，當歸咎於他們過低的值班工作

時限。反觀美國的教學醫院，為應付醫師值

班的減時新規則，設法要多僱勞工來補償鬆

弛之處。IOM估測，全國醫院需要增加8,274

個住院醫師的位置。預算龐大，雖然到目前

為止，還沒有醫院對這作過積極的籌備。

美國是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但比起歐

洲、加拿大、日本、甚至台灣，美國遠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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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時代潮流。台灣在十多年前李登輝時代

就實施全民健保，美國國會則好整以暇，不

與白宮輕易妥協，到去年才勉強通過“Obama 

Care＂，全盤實施還得等待數年。夜長夢多，

為「全民健保」，聯邦與各州政治角力愈演

愈烈。最近美國第11巡迴法院與第6巡迴法

院，就強迫人民購買健保是否違憲一事，互

相逕庭，竟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釋，有待明年

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前些日子，國會也為

解決聯邦財政透支的問題辯論不休，朝野兩

黨相持不下。受到總體經濟不景氣的壓力，

相信聯邦政府也不會特別為醫院的改革資助

分文。

處理機制，關鍵何在

在這同時，好幾個消費者權益團體都主

張減短住院醫師的工作時間，有的甚至說16

小時還是太多。一位母親發起抗議醫療誤診

的聯合陣線（Mothers Against Medical Error簡

稱MAME）。她的小孩在某大學教學醫院手

術後死亡，據說是疲憊不堪和缺乏監督的住

院醫師疏忽所致。她認為超過12小時的值班

就是不安全。Public Citizen不停地催促OSHA

管制醫院，他們認為ACGME過於鬆綁。2004

年耶魯的新港醫院（有900位住院醫師）、前

年哈佛的MGH（有1,700位住院醫師），兩者

的外科培訓計畫都受到ACGME警誡，還一度

被置於監視之下。醫院為爭取每年的認證，

事關清譽，只好唯諾依從。

新規則要減短住院醫師的工作時間，他

們的學習機會也因此減少。好好休息過後就

可改善他們照顧病人的能力，目前我看不到

證據。到底他們需要多少睡眠？連續工作多

久才算安全？見仁見智，我覺得這些問題仍

然有商量餘地。其實在IOM發表報告的前後，

就有學者做睡眠和計時的生物學研究。專家

說，工作時間超過16小時，其精神不濟的狀

況等於血液酒精濃度0.05%到0.10%（通常法

律規定0.08%以上不准開車）。眾人皆知睡眠

之不可或缺，優先考慮睡眠與否，對整體衡

量，殊足輕重。但並不見得每一個受訓中的

醫師，都利用這短暫的工作空檔去睡覺。依

我看，要解決這「鐘點」問題，住院醫師如

何支配他們自由的時間，應該也是處理機制

的重要環節。16還是24，哪個才是關鍵的數

字？

註釋

註：根據Bel l在2007年給美國醫學會雜誌

JAMA信中透露，「80小時工作週」是

一位朋友在他家門口閒聊時信手拈來的

計算：一週有168小時，住院醫師工作

五天、每天工作10小時還算合理，五天

就是50小時，168小時扣去工作的50小時

就剩118小時。再把118除以四（表示每

四天值班一次頗有人道）就等於30。然

後50加30就得80，這就是「80小時工作

週」的來源。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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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1藥物研發策略
實務研討會」之心得感想

文／顧記華

很
高興也很幸運的能和中華景康藥學基

金會合辦「2011藥物研發策略實務研

討會」，所邀請的講者都是本系非常傑出的

系友。今天將演講全程聽完，內心有很大的

感動與感觸，非常慶幸自己是臺大藥學系的

校友，能擁有這麼好的資源，受這麼好的教

育，而且有這麼多校友，在事業有傑出成就

時，都能積極回饋母校及母系，而且對社會

做出貢獻，種種作為都令母系同感驕傲。今

天一早雨勢不小，依經驗推斷，聽眾人數應

會受影響而大打折扣，但九點一到，大批聽

眾湧至，最後竟超過三百名，而聽眾的熱

情，也感染了整個會場，主持人及邀請的講

者個個都熱情演出，呈現出最精華的演講內

容。以下是我個人的心得及感想：

第一位講者許照惠博士主講「Globa l 

ou t look  and  oppor tun i ty  fo r  Ta iwan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將她在業界數十年

的經驗，在短短的四十分鐘內，簡潔但精要

的與聽眾分享，並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議。

許博士分析了中國大陸及日本的藥品市場及

其成長率，並對照台灣的現況，清楚的點出

了我們的弱點及擁有哪些優勢，以及該如何

利用現有的優勢，如：在biologics方面的良好

基礎及技術。在演講當中，許博士也誠懇的

說出了，應利用優勢重點發展來協助病人，

如：發展罕病藥物（orphan drugs）來救助

這群被忽視的病人，也因此，許博士深深的

認為，她念藥學系是念對了、是值得的。我

聽了非常的感動，這些觸動也將是系上學生

日後的活教材。此外，許博士也說明了幾個

必須的要素，闡述它們對新藥開發、被核准

及商業化過程中所造成的影響。第一個要素

為Comparative Effective Research（CER），

CER的精神在創新研究，在於如何開創新

藥來超越舊有的藥物，甚至是舊有的治療

模式。許博士認為，除了safe、effective、

benefit/risk ratio外，CER儼然已成為藥物開

發的第四個急需克服及達成的目標。在2007

到2010年間，臨床III期試驗中有83個失敗，

其中超過60%是因為沒有比placebo更好，深

究其原因便可以知道CER的影響，而且也影

響到藥物上市的時間及花費成本，甚至是臨

床試驗後期才失敗的原因。第二個要素為

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有兩個

事實可以來說明EBM的重要性，一個為進

入藥物開發的計畫在早期便被終止了；第二

個事實為沒有意義的藥物治療。根據研究統

計，有太多已核准的藥物卻僅對部分病人有

益處，換句話說，很多藥物研發的錢及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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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藥物所花的錢可能都是浪費的。EBM對

於藥物研發、創新研究及業界都有很深層的

影響，甚至對於法規comparative study design

及outcome measurement的設計及制定，都需

特別重視它。第三個要素為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這個要素會大大影響

病人群眾及健康照護系統的成本及花費，當

然也會對藥物開發及商業化過程造成影響。

解釋至此，許博士也有所感的說出，業界開

發藥物雖然會以成本為考量，但所賺的錢還

是要支持更多的創新研究，畢竟我們最終的

目的應該是「better medicine for patients」。

演講的後段，許博士說明了台灣有哪些機

會，台灣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在藥物研究審

查及核准有高品質的標準，有統一管理的健

康照護系統，可提供許多支援，而放眼大陸

市場，我們有語言優勢。此外，幾十年來的

教育深耕，台灣各地都有廣大的優秀的校友

資源，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最後，許博士

提出了一些想法及建議，她說近幾年來已有

非常多在海外非常有成就及經驗的專家已回

國來貢獻，這些人甚至100%的時間就在台

灣，都可以好好的貢獻在這塊土地，她強調

了「mentorship」，可以利用大家的經驗及

智慧來傳承及帶領後學者，可以形成更強的

團隊，也可以利用大家的經驗來好好的選擇

projects，將資源及力量用在好的計畫，也許

開發的成功率會從0.1%變成50%也說不定，最

後再利用其成功的企業化經驗，將開發的藥

物商品化，並將獲利又投入培養人才及造福

社會的循環裡，這樣才是藥物開發的目的。

第二位講者吳晉博士則是和大家分享

其在藥物開發中，25年的CRO（Contrac t 

Research Organizat ion）的經驗，以及與

美國FDA及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稽核員互動的寶貴經驗。吳博士

一開場便很認真的問大家，人類疾病有多少

種？鴉雀無聲幾秒過後，吳博士說了一個答

案：根據報導，雖然大家知道的並不多，

但人類的疾病有四萬多種。進入演講內容

後，吳博士告訴大家，在新藥研發的循環

過程中，現代較顯著的趨勢是，臨床前的

試驗大都由研究機構及實驗室負責，大藥

廠為了降低研究成本及風險，漸漸的趨向

以臨床III期以後的開發為主。此外，也解釋

了新藥開發失敗的原因，其中，安全及有

效性就佔了三成的原因。更深究其內容後

發現，藥物的DMPK（drug 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的問題是主要原因，也

因此，臨床前的研究便愈來愈重視DMPK問

題。藉著問題的衍生，吳博士分享了幾個例

子，說明新藥研發在進入臨床試驗前，如何

達到美國與歐盟的法規要求。讓我印象深刻

的是，吳博士舉例說明在test solution的成分，

其stability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分析方法的重

要性，應該盡早建立。其中更讓人聽得津津

有味的是，吳博士的公司在11年間，被查廠

12次，以及如何與稽核人員互動的故事，這

其中當然也告訴了聽眾，法規中許多重要的

地方。此外，吳博士也分享了經驗，告訴大

家，即使是實驗結果的簽註日期，也不能有

錯誤及便宜行事發生，因為FDA會因此而不

相信其數據，其影響甚為巨大，種種經驗的

分享，都讓人如獲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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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講者有顧曼芹博士、游丞德

博士、湯丹霞博士及許中強博士。顧博士有

非常多的臨床新藥開發的經驗，這是我第二

次聽她的演講，但還是學習到非常多東西。

她今天的重點在於臨床前研究及臨床試驗

有哪些設計重點，以及其相關性，其中也分

享了經驗說明non-qualified impurity如何成

為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reject的原

因，所以應該如何預防，並且說明了如何用

formulation的手段來補救compound之不足。演

講最後，顧博士也提出了非常誠懇的建議，

希望利用合作及交流的方式來做discovery及

development，達到共同的目標。游博士則詳

細的說明臨床試驗的項目及重點，舉例說明

了設計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自己參與，而不

是一味的讓CRO主導。此外，也舉例說明了

臨床試驗患者稀少及分布不均如何影響了統

計。游博士也花了一些時間，說明現今生技

新藥產業的特色，強調其中的市場、研發時

程、risk、資金需求及投資報酬率等，也以

國外大藥廠來加以說明。演講當中，游博士

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受試病人的compliance

是如何影響到試驗結果。他舉了傷口癒合試

驗，病人自我認知已痊癒便不再繼續療程，

這些未達成設計內容的case都算是withdraw，

這些實際案例都令人印象深刻。演講最後，

游博士也告訴聽眾，臨床試驗專業知識包

括哪些，以及哪些學科系的教學內容，適

合培養臨床試驗專業人才，這其中也給了

本系許多啟發，如何在Pharm D的課程內做

加強。湯博士的演講題目為「Biosimilars, 

Glob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Marketing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s」。我曾經在

某些場合聽過biosimilars的內容，但這次的

演講是最完整呈現的一次，讓我深深感覺一

個好的演講，果然獲益匪淺。湯博士清楚的

解釋了何謂「biosimilars」，亦即這些生物

製劑與parent製劑「highly similar」，而且在

安全性、純度、作用強度等方面，並沒有臨

床上有意義的差異。湯博士非常完整的說明

了美國現況，也分析了即將專利到期的生物

製劑，法規的因應，歐洲的經驗以及新興市

全家2009年到美國布萊斯峽谷公園（右一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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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機會。同時也清楚的解釋在怎樣的情況

下，FDA可能會免除analytical studies、animal 

studies、clinical studies等。這其中，湯博士也

強調了選題的重要性，也用了不少版面解釋

該重視哪些內容作為選題基準，在這精采演

講完後，國內一些業界及機構對此有高度興

趣的，也都提出非常多問題來請教湯博士，

相信大家都因這場精采演講受益很多。

最後一位講者是許中強博士，許博士

一開始便問大家「新藥開發成功率這麼低怎

麼辦？」，接著他提出了幾個做法來回答這

個問題，例如generics是個方向，prodrugs、

biosimilars是個方向，505(b)(2)也是個方向，

接著便是介紹何謂505(b)(2)？許博士用幾點

來解釋及說明505(b)(2)，第一，經FDA批准

並在美國上市的藥物，其新劑型或是新治療

用途；其二，就FDA足夠的已存資料來支

持其安全性及療效；其三，NDA（new drug 

application）approval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

臨床試驗；其四，若需臨床試驗，則有三年

專屬權。許博士清楚的解釋了為何要發展

505(b)(2)藥物，以及所要面對的挑戰，這其

中，許博士舉了幾個成功以及不怎麼成功

的例子。同樣的，505(b)(2)藥物也面臨了選

題的問題，許博士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因素

做為參考：unmet need、market size、market 

growth、growth rate、number of competitors

以及differentiation。這其中，許博士認為

differentiation特別重要，因為如此才能經

得起別人的競爭。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有所

differentiation，如針對病人方面則有：有效

性及副作用、生活品質、病人的便利性、以

及risk/benefit ratio等等。對於許博士自己開

發的IPX066用於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患者，他

講了一些經驗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他說

開發藥物者，一定要先徹底了解這個疾病，

接著他說做臨床時，病人及家屬的feedback

非常重要，例如病人在服用藥物後，幾年來

從沒睡好覺的，竟能從此有好的睡眠，這樣

大大提升生活品質，比起其他藥物就是有所

differentiation，這樣也大大提高了競爭性。

此外，他也提到一般藥物開發時，技術及創

新常常是選題時被優先考慮的因素，但以

505(b)(2)藥物而言，Market research可以先

做，輔以技術及創新的思考，才能激發起

product idea，我想，這就是經驗的精華所在。

演講最後，許博士也說了一些將IPX066與

GSK合作的故事，當時與GSK談藥物的製造

地點時，董事會質疑為何所有的藥物製造不

選擇印度或中國，而非選擇台灣不可，許博

士說明當時說不過董事會時，只回答了「因

為我是台灣人」，所有聽眾頓時響起如雷掌

聲，這真是讓人感動的一刻，更讓人感動的

是，許博士說他看到台灣所設的廠，雖然現

在僅只是上樑典禮，但他內心無比的興奮，

因為他說看到自己對國家有貢獻，很安慰，

頓時掌聲又不絕於耳，這真是令人感動的一

刻，就像景康基金會陳董事長為這研討會結

尾時所說的「所有講員都非常傑出，大家都

有一份心要使台灣進步」，這真是最真切的

結論，也在此誠懇的感謝並衷心祝福這些傑

出的校友。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母院

藥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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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半世紀同學會聚會（下）

文／蘇重光

「慕
谷慕魚」（Meqmegi）是太魯閣

族人居住地。依傍木瓜溪畔，要

申請入山證，才能轉乘小巴進入。導遊「小

白」膚色特別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

兩次要大家排排坐，聽他講課。包括保林造

林的重要，和當年太魯閣人和日軍奮勇爭鬥

的歷史。山川綠林的風光，是很特別。沿溪

共有八座發電廠，我們只能遠眺到一座，即

銅門發電廠（以前這一帶有銅礦，所以叫銅

門）。這一帶以製造山刀出名。漢東買了一

把山刀，和一座太魯閣的武士雕像站在一起

照相。他魁梧的體格真的可以相比呢！

一年前鄭俊達突然中招不能言語，幸好

很快就復原，但有的事還是記不得。他在車

上講了一則丈夫對太太不忠的故事，一字不

差。幾年前我得了Frozen Shoulder。俊達要我

做全身麻醉，然後他用功夫把我的粘黏住的

肩關節拉鬆，據說那時「格格有聲」。不到

三星期就完整如初。現在要舉手高喊「總統

萬歲」亳無問題。

最後的一頓飯，吃到「蘿蔔乾炒蛋」和

「清炒洋蔥」兩道別有風味的菜。來不及去

特產店買東西，我在火車站，乘排隊等進站

前，跑去販賣部，買了一盒「阿美蔴糬」解

饞。另外還有一個小遺憾，沒吃到臺東盛產

的釋迦，沿途可以看到成堆在路旁賣。（回

香港後，連吃兩次，味道鮮美極了）。晚上

坐觀光列車回臺北，途中頭城海面上有龜山

島。學生時期，我和江青雲一起去玩過。跟

著山岳協會的主辦人登上第二高峰。（帶錯

路，預定是要登第一峰的）青雲小罵一聲

「糊塗」。上船前，江青雲帶了一大瓶玻璃

瓶裝的汽水。那天天涼又有小雨，他一路上

手拿著汽水，原封不動又帶回家。

第五天，原本這次是四日遊覽，漢東

兄客氣，特別邀請回台北的同學去他家。漢

東嫂梁悅美是盆栽專家，也是三個大學的教

授。前幾天有好些大陸來的盆栽界人士來台

取經，她是主持人。漢東兄嫂請大家喝最好

的台灣烏龍茶和精緻的點心。梁教授穿着鮮

艷，帶著小麥克風，一一介紹他家的名畫和

古董。還大方讓大家拍照，也可以用手去觸

摸。到漢東家不輸參觀小型故宮博物院，大

開眼界。中午漢東、悅美請大家吃一頓豐富

精美的午餐。鄭俊達講他家旺旺去大陸設廠

的辛苦，第一家廠設在湖南長沙，當地出產

的米不適合做「米菓」的原料，得由東北運

來，真想不到「稻米之鄉」出的米會不如出

大豆小麥地方來的。俊達夫婦還送大家每家

十包旺旺米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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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悅美介紹她園中上百棵盆栽。百年

老樹在她巧手栽培修剪，小心扶養，成了一

盆又一盆的美景，巧奪天工，歎為觀止。她

有五棵盆景被選登上臺灣的郵票。徜徉在這

麼美麗的花園，又有親切解意的主人招待，

做神仙也不過如此。張家還有果園，有幾棵

矮小的葡萄柚樹，果子幾乎垂到地面，悅美

說可以摘下來吃。我這一輩子不知吃了多少

白柚、紅柚、文旦和番邦的葡萄柚，從來沒

吃過這麼甘美的好東西，汁多芳香是仙果

也。吃過此果，不必再像孫悟空那樣去偷吃

王母娘娘的仙桃了。

在桃園機場上，遇到榮亞英、潘文美

和Susan。我謝謝Susan送我的攝影錄影帶，

她這次旅行照的相全在其中。學到一個有用

的瑞典單字「Tack」，本意是謝謝，但可以

用為「再見」、「請」、「嗨」，瑞典人常

常連著用這字，外國人聽到「Tack、Tack、

Tack」像是機關槍「點放」。我問亞英記不記

得當年他是班上的籃球隊長，向我要口香糖

的事？他已忘記，三年級時我負責管班上的

財務；那時大家手頭都緊，只有小小一筆款

子。班隊要和四年級比賽前，亞英要我撥款

買口香糖，發給球員們吃。那時的我學問不

夠，不知口香糖和打球有什麼關連，榮二哥

連連說「沒有口香糖打不好球啦」。我拗不

過他，只好拿出錢來。

四年級班隊球員看到三年級的五虎將，

個個神情怪異，嘴巴不停的嚼動，不知練了

什麼神功？他們的得分之鑰李木鐸每次拿到

球，鼻前就看到榮二哥。身軀高大，眼光烱

烱，口吐香氣。嚇得手腳失靈，投籃率只有

十之一二，大為失常，結果我隊大勝。都是

口香糖的功勞。榮亞英事前不露一點口風，

不讓我知道；其實這種心理戰術「封神榜」

內早已記載。

我們60位同學，一起從師苦練速記功，

睜開雙眼，左眼看單眼顯微鏡，右眼看住白

紙用鉛筆打點子作圖。在暗無天日的第七、

八講堂「猛看」細胞小小的變化，或不怎麼

明晰的眼底變異。如果聽葉曙教授、楊燕飛

教授「聲若洪鐘」還可以打起精神，有時聽

到「蚊子叫聲」會使人昏昏欲睡。有時還免

不了受諸恩師的電療。千錘百鍊，頑鐵才能

成鋼。

七年同窗，還延伸到步兵學校做老爺

兵，芝山岩下升級做嫩士官（與「老」士官

有別）。太武山下開「忘月會」（政工官大

為緊張，以為是什麼祕密組織），聽敵炮單

打雙停，還有617、619十萬炮彈「歡迎」

再「歡送」艾森豪總統訪臺。俗話說「同舟

過渡，三生修得」，我們同學共同生活這麼

久，真是有緣。 

畢業後各位主催和協辦同學聚會的人

都有辛勞，還特別珍視這份感情，是「性情

中人」。還有一個比喻，是黃鱔堆裡的泥鰍

（黃鱔性懶不動，養鱔的人故意放幾條泥

鰍，活潑扭動，可以催逼黃鱔伸展身子，保

持活力）。我們這批參與者都覺得幸運，群

龍有首方能飛舞，群鹿有魯道夫帶頭，方能

跟著奔跑，謝謝諸位領導！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59年畢業，現退休家

居美國紅番州Okla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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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那魯道是「英雄」嗎？

文／韓良俊

近
日（2011年9月中）隨著國片「賽德

克‧巴萊」的上映，台灣社會對此片及

莫那魯道有熱烈的討論，甚至已有泰雅族耆

老蘇樣．瓦浪挺身而出，直指莫那魯道並非

英雄。這一現象呈現的，是台灣社會多元價

值觀的面相。而對於將莫那魯道美化為「抗

日英雄」的說法，筆者也有不同意見，且如

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從結論先講，莫那魯道可算是強悍的

抗日份子，頂多可說是「抗日烈士」，但如

將其封為「抗日英雄」，未免太過沈重！英

雄會濫殺無辜的婦孺嗎？就算對日人有極深

的怨恨，他（如果是英雄的話）可以堂堂地

攻打，或進行游擊戰襲擊軍營、警察駐在所

等，怎可只揀軟的，去屠殺手無寸鐵、只是

參加運動會的小學生、家長等來「出氣」？

難道莫那魯道竟然認為，那些天真無邪的小

學生，卻是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讎敵，非

將其從歡樂高峰的運動會，一下子推落、來

不及長大、萬劫不復的黑洞深淵不可？

筆者倡此異論的重點，主要著眼於莫

那魯道如何謀議起事、實際所為以及可意料

到的事件後果。根據史實，在1930年10月25

日莫那魯道和同謀者共八人召開密會，促請

諸社一致響應時，該族十一社中有八社（另

一說為六社）願意參加，其他三社保持中

立；另外還有夙處對立關係之陶渣、托洛克

二社尚且反成日方之「味方蕃」（親日的友

蕃）。而未參加之諸社頭目中，確曾有人勸

告莫那魯道，謂因日方擁有現代化武器，火

力強大，一旦起事後，必被報復無疑，且將

殃及族人，有被滅族之虞，故勸其切莫輕舉

妄動。可見在莫那魯道謀議之階段，其實已

有人預見後來發生之霧社事件悲慘結果：主

要六社原有壯丁人口1,236人中，戰死或自殺

者達644人，存活者不足原有人口中之半數；

筆者等之團隊進行檳榔防制宣導與口腔癌篩

檢常去並過夜之借宿處，在南投縣仁愛鄉春

陽地區，為賽德克族徐姓牧師夫婦（右三、

右四）之住宅。其他三人（右起）為廖正行

牧師、筆者和黃池麗子老師（黃瑞典教授夫

人），攝影者為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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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且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而使僅存

的298名族人又被強制遷村，被迫離開世居之

地移住川中島。這些大災難，難道不是原可

預見、避免的嗎？「英雄」如有智慧，會見

不及此嗎？

最無法令人肯定、苟同的作法，便是在

1930年10月27日所謂「起義」討伐的對象，

竟是在霧社公學校舉行公學、小學聯合運動

會的日人，大部分為兒童與家長，這些人全

是手無寸鐵的婦孺，共計殺死132名日人，外

加誤殺的兩名漢人，共計134人。即使莫那魯

道與其兩子、其妹，其他族人，和日人有多

少莫大的過節，但採取如此激烈、無差別、

濫殺無辜的大量屠殺行為，值得大家美化其

為抗日「英雄」嗎？相反地，這不就是早期

台灣版的恐怖行動（terrorism）嗎？

不管放在任何時空，這一行為絕對是

無法以文化特殊、時代不同而加以曲「義」

辯護的！因此，在望春風出版社出版、筆者

編註的韓石泉醫師著《六十回憶》一書中，

有如下的一句註釋，應屬公允：「莫那魯

道在賽德克族人中，依註者在南投縣春陽親

耳聽到的，其評斷實仍褒貶不一，未有定

論。」（p.117）此註可再補述如下：筆者

在近數年來曾一再造訪，進行口腔癌預防與

檳榔防制宣導，以及口腔癌篩檢活動的南投

縣仁愛鄉春陽地區，有一位經常提供活動協

助的原住民基督長老教會牧師，他曾親口告

訴我說，他們這一支與莫那魯道不同部落的

賽德克族祖先曾告訴他們，在祖先心目中，

莫那魯道簡直是一個地痞流氓，因為在霧社

事件以前，他們這一支（社）即常遭莫那魯

道欺負，不是經過其地時物品被搶奪，就是

族人婦女被侵辱。更重要的是，在謀議發動

霧社事件要撲殺日人時，莫那魯道曾來尋求

他們祖先的頭目加入，後者即曾向他分析，

大量殺害日人後必會引發的嚴重後果，可惜

莫那魯道不聽，一意孤行，才會闖下大禍，

殃及同時代賽德克族人以及後代。如此有勇

無謀，只是逞匹夫血氣之勇的作為，是一個

原住民三種不同的黥面圖案，圖右為托洛克社、圖中為陶渣

社、圖左為泰雅族一般所用者。（翻拍自1935年台灣總督府警
務局理蕃科鈴木秀夫編輯兼發行之《台灣蕃界展望》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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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所該為的嗎？可見，本文題目所引

出的問題，其答案已非常清楚。

※本文短縮版題為〈英雄非英雄〉，曾刊於

2011年9月24日自由時報之「自由廣場」，

此為完整版。

※轉載自2011年12月出版之《台北市台南一中

校友會13週年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曾任母

校牙醫學系主任及母院牙科部主任，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行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

主任委員、台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聯盟

主席）

霧社事件主角馬赫坡社的頭目莫那

魯道（圖中）。

親愛的臺大醫學院校友們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即將走入歷史，大紐約區的校友們決定不遺餘力

「最後一次」舉辦美加地區臺大醫學院校友聯合會。時間與地點已確定為

　　　　　　時間：2012年8月17至19日

　　　　　　地點：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

我們竭誠歡迎國內外各地校友前來共襄盛舉。所有細節，我們會陸續刊

登在網頁上（http://ntumc1973.com/NTUMCAANA-GNY.htm）。

您也可用e-mai查詢（NTUMCAA.NA.GNY@gmail.com）。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區分會

會長（2011-2012）黃清煌

理事會 張光敏、林清森、邱仁澤、周賢益、陳　彰、姚繁盛、王政卿

　　　 韓明元、王　緒、林景福、黃瑞煊、陳耀楨、李勃興、陳奕光 一同敬上

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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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y 與 Only You

文／林洪謙

日
本人所發明的Karaoke（空オケ）文化

讓不會唱歌的人也敢出來唱。我也是其

中之一吧。2010年12月17日晚，我班畢業50

週年同學會在喜來登飯店的惜別晚宴是由主

辦同學會的陳明庭教授做東。在腦子裡記得

幾百首歌詞的超職業水準的李靝順同學在做

個人表演時陳明庭教授居然拿點歌本給我叫

我選唱。我就選唱了My Way與Only You兩首

歌「鬥鬧熱」。

M y  Wa y原為法語歌 1 9 6 8年C l a u d e 

Francois作曲。原名為Comme d'habitude（英

譯as usual）原來唱的是戀情的終結，勞燕分

飛的悲情歌。Paul Anka改寫了英語歌詞而由

已逝Frank Sinatra唱出名。由英語歌詞可知它

變成一個人回顧人生，自賞其我行我素走自

己所選或該走的路，沒有做阿諛苟合捧人家

LP的歌。這多多少少代表許多美國人的氣質

或心態。所以有人戲稱這是美國國歌。我因

覺得我們大多數同學已足76歲，又我們既然

選擇當自由職業的醫師或多或少也該有這種

心態。在人生走到這裡這個場合唱這首歌大

概還合時宜吧。日本人照英語歌詞也做了日

語版的マイ‧ウエイ。其歌詞不是直譯英語

版。英語版的只是自己回顧所走的路而直截

了當地說出所感，而日語版的措辭較柔雅且

還勸告別人該走自己想走的路。喜來登飯店

的點歌機裡沒有日語版的。不然我也想唱，

因想或許有些在台同學日語比英語熟習多

了。日人著名唱這首歌的歌星是布施明。

以下就是英日語歌詞：

My Way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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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way

I've loved, I've laugh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augh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of one who kneels

The record shows I took the blows

And did it my way

Yes it was my way.

マイ‧ウエイ

いま船出が　近づくこの時に

ふとたたずみ　私は振り返る

遠く旅して　步いた若い日よ

すべて心の決めたままに

愛と淚と　ほほえみに溢れ

いま思えば　楽しい思い出を

君に告げよう　迷わずに行くことを

君の心の決めたままに

私には愛する歌があるから

信じたこの道を　私は行くだけ

すべては心の決めたままに

愛と淚と　ほほえみに溢れ

いま思えば　楽しい思い出を

君に告げよう　迷わずに行くことを

君の心の決めたままに

私には愛する歌があるから

信じたこの道を　私は行くだけ

すべては心の決めたままに

為使更多校友分享中島淳日語歌詞的意

思，我做了下面的華語試譯，為忠於原歌詞

之意，我做的是生硬的直譯，又儘量使音節

符合以便這樣就可以唱。

如今接近出航的這個時候

我頓然停步 轉首回顧

那年輕時遠行走過的日子

都是隨著我的心所做的抉擇

流露著愛淚交織 和微笑

現在想來 那快樂的回憶

我要告訴你 不要迷惑地走下去

就隨著你的心去做抉擇

我因有我所愛的歌 我只要走下

這我相信的路

一切就隨著我的心所做的抉擇

流露著愛淚交織 和微笑

現在想來 那快樂的回憶

我要告訴你 不要迷惑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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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隨著你的心去做抉擇

我因有我所愛的歌 我只要走下

這我相信的路

一切就隨著我的心所做的抉擇

Only You是1955年由The Platters（黑人四

男一女樂團）唱出名的老式情歌。也是我們

當年在學生宿舍學跳舞時常聽且教我們跳舞

的一首歌曲。所以我開玩笑說這是當年給女

朋友灌迷湯時所唱的歌，請大家回想年輕時

回味一下。我本希望有人一起唱。但當時的

氣氛似乎不適合，沒人像幾年前我們唱「若

鷲の歌」時有幾個人跳出來一起唱。以下是

Only You的歌詞：

Only you

can make this world seem right

Only you

can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Only you and you alone

can thrill me like you do

and fill my heart with love for only you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For it's true

you are my destin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re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 you

Ah,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For it's true

you are my destin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re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 you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瑜珈半月型姿勢Ha l f  Moon  Pos i t i on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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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發電廠事故的回顧上

文／翁宗銳

回
顧日本福島核發電廠的事故，發現媒體

報導缺乏科學面的論述，才想到整理本

人收集的資料供各位校友和同學們共享並多

多指教。本文內容包括核反應爐的構造，放

射能的本質、核反應的種類和放射線對人體

健康的影響。

日本福島核發電廠事故的主要里程碑

●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福島縣發生九

級地震（接著被海嘯侵襲）迫使“福島第

一＂核發電廠的一號和三號反應爐停止運

作。

● 3月12日，一號反應爐釋放放射性蒸汽。

● 3月14日，三號反應爐發生氫氣爆炸（請見

本文解釋）。

● 3月16日，三號反應爐的圍阻體（請見本文

解釋）損傷迫使工作人員撤離現場。

● 3月16日，在一號反應爐附近的近海海域海

水中發現放射性碘。

● 3月27日、28日，一、二、三號反應爐冷卻

系統（請見本文解釋）發現高濃度放射性

汙染水。

● 4月2日，發現二號爐海水進水口附近的破

獲坑漏水。

● 4月4日，開始將低度放射線汙染水傾倒入

海工作。

● 4月5日，茨城縣年輕的沙鰍或玉筋魚（sand 

lance）發現有放射線汙染。

● 4月6日，停止汙染水傾倒入海工作。一號

爐開始注入氮氣預防氫氣爆炸。

● 4月7日，高度餘震襲擊宮城縣。

● 4月10日，開始移除有放射性破片的工作。

核反應爐的基本構造

● 燃料（fuel）：鈾235（235U）是基本燃料，

通常以氧化鈾UO2製成的小球排列成管狀

燃料棒。在大多數核反應爐這個管狀體由

zircaloy製成（鋯錫合金）。Zirconium的中

子吸收橫截面小所以是很合適的管材料。

Zirconium在高溫下會吸收水中的氧氣，剩

下來的氫在高溫下會爆炸。這是三號爐發

生氫氣爆炸的原因。

● 緩衝劑，是緩衝核裂變所產生的中子

（neutron,n）使其變成緩慢中子（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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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on）用做核裂變反應所需的中子。

（高速中子碰撞235U核會返衝，不會引起核

裂變反應）。通常用的緩衝劑是水（稱為

輕水）、重水或是石墨。如果用輕水為緩

衝劑，則235U燃料必須要濃縮到3.5%~5%。

如果用重水或石墨，鈾燃料不必經過濃

縮而可以直接用採礦所得的天然鈾同位素

（含有0.7% 235U和99.2% 238U）。

● 控制棒是在反應芯（reactor core）中控制核

裂變反應穩定進度的棒狀體。由能吸收中

子的Cd（cadmium鎘）、Hf（hafnium鉿）

或B（boron硼）為原料所製成。

● 冷卻劑（coolant）是循環在反應芯的液體

或氣體。其主要作用是從反應芯傳遞核裂

變所產生的熱量，轉用為發電機所需的熱

能源。在輕水反應爐所用的冷卻劑就是用

為緩衝劑的水。冷卻系統和數個副系統的

回路製造蒸汽。

● 蒸汽機，蒸汽機將蒸汽熱量傳遞到在爐外

的渦輪做為發電所需的熱能，在有些反應

爐蒸汽機是冷卻系統的一部分。

● 壓槽是很強壯的壓力容器，其中裝有反應

芯、緩衝劑，冷卻劑，有些核爐以一系列

的管狀體保護燃料棒。

● 圍阻體是保護反應芯的堅固構造體，由鐵

和水泥為原料所建成。阻止外界侵入同時

在萬一事故發生時保護外界的安全。

每一、兩年原子爐需要關閉，打開

壓槽補加 1 / 4到 1 / 3的新鮮燃料“加油＂

（refueling），在核裂變反應進行時238U變成
239Pu（鈽），後者提供三分之一的所需燃料。

Radioact iv i ty（放射、放射線、放射

能、輻射、輻射能）。放射是一個不安定的

原子核持續釋放各種粒子或是放射線成為穩

定形狀（configuration）時所產生的能量。一

個原子核如果有過多的中子(neutron）時會

釋放β-粒子（β-粒子是電子），同時釋放

反中微子（antineutrino，右旋、不帶電荷、

參與弱交互作用的輕子）中子就變成質子，

這個過程叫做β-衰變。如果原子核有過多

的質子（proton）時會釋放正子（positron，

也就是β＋粒子）和中微子（neutrino，自

旋量子數是1/2、左旋，不帶電荷的輕子），

原來的質子就轉變成不帶電荷的中子。這

個positron emission的過程稱為β＋衰變。

(positron emission的原理用在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原子核的質量過重時α粒

子會被釋放出來（α粒子是比較重的粒子，

由兩個中子和兩個質子所構成的氦的原子

核）。原來過重的原子核變成質量比較小的

另外一個元素，這個蛻變（transmutation）

稱為α衰變。能量過多的原子核會釋放高能

量γ線（光子）。變成能量比較小的穩定

原子核，這個過程叫做γ衰變。中子發射

（neutron emission）是另外一種放射性衰變，

例如質量比較大的氦同位素5He或13Be（鈹）

釋放中子成為穩定的4He和12Be。以上是比較

常見的衰變。自然界存在的不穩定的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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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崩潰，釋放放射線成為穩定的原子核。放

射線元素如uranium（鈾）、thorium（釷）、

potassium（鉀）的同位素容易崩潰成質量比

較小的元素。自然界存在的carbon（碳）、

bismuth（鉍）、radon（氡）、strontium

（鍶）等的同位素，經常在衰變成比較穩定

的原子核。各種同位素有其特有的半衰期，

由千分之一秒到幾萬年不等。

核反應（nuclear reaction）

核反應是兩個原子核或是一個原子核和

粒子（普通是中子）相撞引起核反應產生與

母原子核不同的原子核的過程。例如6Li和2H

（Deuterium）的核反應產出兩個α粒子（氦

的原子核）6Li＋2H→24He。自然發生的核反

應在宇宙線（cosmic ray）和物質之間發生。

因為原子的電子雲（electron clouds）互相擊

退，兩個原子可能反躍或組成分子，但是不

會發生核反應。核反應大多數在物理實驗室

或原子爐中發生。原子核與中子相撞沒有互

相擊退的問題，因為中子不帶電荷，所以核

反應得以進行。

核裂變（nuclear fission），質量高的原

子核與中子相撞後母原子核會分裂成一對較

小、較輕的一對原子核。在最初的核反應爐

所應用的核裂變反應：235U＋n→134Xe＋100Sr＋

2n，至今還在應用。以上235U分裂產生的一對

子原子組不一定是134Xe和100Sr，只要母反應核

中的中子（n）加質子和中子的總數等於子產

物的質子和中子的總和就能成立（235U＋n→
92Kr＋141Ba＋3n）。仔細測量子產物的質量總

和發現些小於母原子核和中子質量的總和，

這個質量差變成能量釋放出來（E=mC2）。核

裂變在自然地球環境很少見，但是有跡象證

明兩百萬年前曾經在西非洲發生過。

核聚合（nuclear fusion）。兩個質量輕

的原子核聚合成一個質量比較重的原子核，

同時釋放能量：2H＋3H→4He＋n。能量的來

源是母原子核的質量比原子核和中子的質量

大一些，這個質量差變成能量釋放出來，這

個核聚合，不能在地球標準環境條件下發

生，因為母原子核的正電荷有很強的靜電排

斥力，兩個母原子核不能接近。雖然如此，

上述核聚合反應發生在星星和太陽。這個太

陽核聚合所產生的太陽能是我們生存的基

礎。

中子捕獲（neutron capture）是核反應

的一種。在中子捕獲過程中靶標核（target 

n u c l e u s）吸收中子釋放磁電能（就是光

子）。靶標核和產品核是同位素，因為質子

的數目不變。在此順便解釋試驗性中子捕捉

治療法（neutron capture therapy, NCT）。NCT

有兩個成分，是基於二進制系統的癌細胞放

射治療法。第一個成分是穩定的10B同位素。

把10B連結到專門尋覓癌細胞的化合物把10B

送入癌細胞中。第二成分是用低能量中子的

射線照射已經在細胞中的10B，產生對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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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傷性高的α粒子和反衝7Li離子，這個方法

叫做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

α粒子和 7Li離子都是高LET（請見後）的

能量，它們所釋出能量路徑非常短，以12 

microns計，這是相當於一個細胞的長度。這

個高度選擇性是BNCT不但能夠有效治癌，更

能避免傷害癌細胞周圍的組織的原因。

核反應爐中的核裂變產品

核爐內主要輻射能的來源有三個，第一

是核裂變產物，第二是錒系元素（actinides

是原子序數89到103的元素），第三是激活產

物（activation products）。核裂變產物是頭

數百年間的主要的放射性核素，在1,000年～

10,000年間錒系元素是主要放射性元素。這些

核裂變產品成為延緩中子（delayed neutron）

的來源，連同中子毒物（neutron poison是放

射性裂變產物中能夠吸收中子的物質）來控

制核裂變進行的穩定速率。激活產物是中子

活化（neutron activation）而變成輻射性物

質，包括因為中子捕獲（請見前）而變成輻

射性的核爐建築物，冷卻劑、控制棒和周圍

的物質。核爐用兩個或三個冷卻環來處理這

些激活產物。主要的激活產物包括Tritium、
10Be（鈹）、24Na（鈉）、14C等20種同位素。

主要錒系元素包括234U、237Np（錼）、238Pu

（鈽）和241Am（鋂）。大多數核裂變產物會

發射β粒子或同時發射β粒子和γ線。錒系

元素則會釋放α粒子。在少數α衰變過程中

同時發生集群衰變。

衰變熱（decay heat）

所有留在反應爐中的放射性物質在核反

應停止後還會繼續衰變產生衰變熱。衰變熱

的主要來源包括反應碎片通過和周圍原子核

的碰撞，把自身的動能（kinetic energy）傳

遞給周圍的原子所產生的激活產物，反應爐

的一些材料在中子的照射下被活化，產出一

些放射性核素。裂變反應產生γ線被反應爐

所吸收轉化成的熱量等。如果核反應爐的冷

却系統發生故障或因為其它因素停止運作，

導致控制核裂變速率失常。當包覆燃料的

Zircaloy（請見前）超過2,000 ºF的熔點，便可

使燃料棒中的氧化鈾燃料洩出燃料棒引起反

應芯熔毀（reactor core meltdown），結果放射

性物質溢出壓力槽，甚至圍阻體（請見核爐

的基本構造）。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為小兒

肺功能專家，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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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進修見聞（手外科進修）

文／謝榮賢

申請過程

這次出國進修是到美國路易斯維爾

（Louisville）Christine M. Kleinert Institute

（CMKI）學習手外科。這個單位是美國最大

的手外科訓練中心，有12個主治醫師專門只

做手外科方面的手術，每年在這兒訓練的手

外科fellow約有20個，包括美國的fellow及來

自世界各國的international fellow。我們臺大

醫院整型外科湯主任和這個單位的蔡智民教

授、田惠元醫師很熟，這兩位醫師都是從台

灣到美國當醫師，所以湯主任建議我到這個

醫院學習手外科。

手外科是整型外科的一部分，裡面有很

多有趣的主題，很多不一樣的疾病。這個單

位也是在美國唯一台灣醫師可以上手術台幫

忙手術的單位。但要到這個單位進修，首先

要到那兒面試，所以我便於民國99年1月隻身

到美國Louisville CMKI面試。那兒的主治醫師

會安排時間和我面談，我也順便參觀這個醫

院和那裏的fellow交談。之後經過一個多月的

審核，我正式被接受去那裡當臨床的fellow，

也就是可以上手術台幫忙開刀。之後我考過

托福英文檢定，然後於99年8月開始去那裏當

一年的fellow。

fellow的生活

fellow的生活範圍，包括在急診、門診、

開刀房、病房的病人照顧、醫學會等等，以

下將一一介紹。

首先講有關急診，CMKI主要是在美國肯

塔基州路易斯維爾Jewish Hospital。CMKI專門

負責這個城市幾家醫院的手外科各種疾病的

治療，大本營是在市中心的Jewish Hospital。

在這個醫院有一個專門的手外科急診室，專

門只看手外科，不看其它疾病。病人來源包

括肯塔基州及附近幾個州。fellow要先到急

診看病人，然後向主治醫師報告。如果病例

比較容易便在急診室處理，如果比較嚴重則

到樓上手外科開刀房開刀。在平常日，有時

病人絡繹不絕，非常忙碌（這只有手外科病

人）。由於剛到美國時英文不太好，有時溝

通上會有點困難，便會覺得蠻緊張的。不過

在和病人溝通的過程當中，也相當於是在學

英文會話。肯塔基州的英文有特別的口音，

而一些日常生活用語和以前在台灣學的也不

太一樣。我們有專門的course是值急診班的，

分白班和晚班，每一班12小時，上完班後就

可以回家休息。在美國對於住院醫師的上班

時數有嚴格控制，不像在台灣，晚上值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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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隔天白天還要繼續上班，說不定以後台

灣也會走上這樣的制度。

另外我們大部分的course是跟各位主治

醫師的，主治醫師在門診我們便去門診，主

治醫師在開刀房，我們便到開刀房。由於主

治醫師常到各個不同的醫院服務，所以我們

常必須開車到各個不同醫院。好在Louisville

高速公路很多，交通方便，並不會花多少時

間。這裡的主治醫師主要是臨床工作，不是

門診就是開刀，臨床病人的量很多。在門診

fellow先看病人，然後再由主治醫師看，在這

兒門診型態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每個主治

醫師的門診大概有六個房間，病人先被安排

在房間裡面，然後醫師再到房間內看病人，

醫師穿梭在各個房間看病人，省去等候病人

的時間，病人在房間內也比較有隱私。這邊

的門診是整天的，由早到晚，不像在台灣，

以半天為一個時段。

在門診有很多護士小姐幫忙，包括換

藥、安排住院、拆線，每一個主治醫師另外

配一個專門的助理處理各種有關病人的事

情。在門診附近還有X光室，只要病人有需

要，可以馬上照X光片，並有專門人員打石

膏。如果病人需要開刀，助理便會安排手術

排程，fellow便跟主治醫師去開刀，可以知道

術前、手術中、手術後的照顧。

在開刀房，fellow當第一助手協助開刀，

有時主治醫師會讓fellow主刀，自己在旁邊

幫忙。開刀房護理人員分工很細，有人專門

巡迴，有人專門刷手上台幫忙，有人專門消

毒手術部位，一切都準備好之後，醫生才上

台。這和台灣不同，在台灣醫生必須負責消

毒手術部位。由於手外科常常要打石膏，開

刀房有專門的石膏車，所有器具一應俱全。

在台灣男護理人員較少，在美國男護理人員

幾乎佔了一半，有時大家都穿手術服，會分

不清楚誰是醫生誰是護理人員，這時候配戴

名牌便很重要。開刀房行政人員會強烈要求

大家都要配戴名牌，沒有戴的不能進開刀

房。

這邊的手外科手術大都是門診手術，病

人開完刀後就可以回家。並不是這邊開的刀

較小，而是因為這邊的住院費用很貴，如果

是相同的疾病，在台灣幾乎都要住院。在這

邊只有手指截斷重接、手肘關節置換、手部

嚴重感染等需要住院。如果主治醫師有住院

病人，fellow便要去看病人，病房護士小姐

會幫忙換藥，出院的時候我們要dictation；就

是打電話去負責打字的地方，那邊會錄音起

來，然後有人會專門負責打字。

在這一年fellow期間，總共去了三個地方

的醫學會：

（1）在波士頓辦的全美手外科醫學會，雖然

在fellow歡送會和Dr. Kutz, Dr.蔡合照（中
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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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美國手外科醫學會（ASSH），但

規模比全世界的還大，有很多人是從美

國之外的地方來的。

（2） 在辛辛那提辦的三個城市手外科會

議，這是local的會議。由Cincinnati, 

Louisville, Indianapolis三個城市，常常

一起合作的手外科醫師一起開會。

（3） 在芝加哥C h i c a g o辦的手外科複習

（Review）醫學會，這是針對手外科各

種不同領域，請專家來複習，演講的會

議。在這個會議裡可以學到手外科最近

的發展。

這個手外科中心是美國最大的訓練手外

科的中心，fellow數量據說是全美國最多的。

從這裡訓練出來的手外科醫師約有1,000多

人，形成很大的勢力。這個手外科的創立者

Dr. Kleinert已經90幾歲，他在89歲時才退休。

目前這裡的手外科醫師漸漸有再分次專科，

專門做手外科的各種不同的領域，包括手

腕、手肘、顯微手術、神經減壓等等各種不

同的次專科。這個中心並且是全美國執行手

移植手術數量最多的地方。

病人型態

剛到Louisville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

兒手外科疾病這麼多，在我歸納起來有以下

這些原因：

（1） 這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平均壽命也

長，大家對手部功能的要求較高。很多

疾病是關節炎、神經壓迫、手腕疼痛等

慢性疾病。在台灣，對於這些慢性手部

疾病，病人比較會忍耐，一般來講不太

會要求積極治療。

（2） 在美國社會生活較獨立，常常要修理各

種器械、除草機、除草等等，常常會造

成一些手部傷害。

（3） 在這裡運動風氣很盛，手部常因運動而

受傷，包括投球、打排球、做體操、騎

越野車等。

（4） 在美國醫院分科很細，常常某些疾病集

中在某些醫院，而CMKI是這附近幾個

州手外科的轉診中心，常有病人從其他

州轉過來。

這邊看到的病人很多是勞工階級，聽他

們描述，他們的工作真的很累，不如想像中

美國人有優裕的生活。另外可能因為最近經

濟不景氣的關係，也有很多人是待業中。在

台灣常要求高學歷，但在美國基本上只要求

高中畢業就可以。只要從事正當的行業，不

偷不搶，大家都會受到尊重。平均來講，美

國人的文化水準還算滿高的，他們懂得尊重

別人，在公眾場所不會喧嘩，開會的時候勇

在fellow歡送會，由右而左：作者、my wife, 
my son, Dr. Sunil, Dr. Sunil’s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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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言。美國人對環境美感要求較高，只要

有能力，門前都有草坪，並且會定時除草。

Louisville的人，即便是陌生人，見面都會打

招呼。根據調查Louisville是全美十大適合居

住的城市之一。

工作環境

在這兒的工作除了跟主治醫師外，也可

認識很多fellows。Fellow有美國本地的，也有

從其他國家來的，包括韓國、中國大陸、土

耳其、巴基斯坦、希臘、加拿大、墨西哥、

巴西、埃及、義大利等等。可以認識其他國

家的一些風土民情，並做一些交流。

主治醫師對於fellow，除了是上級對下級

的關係外，還有點像是朋友之間的關係。彼

此間的感情還不錯，CMKI常會辦一些聚會，

包括萬聖節、聖誕節、fellow結束之前的送

別會。這些聚會常常都要帶小孩一起聯絡感

情，大家彼此間的交流算是很熱絡。

朋友，家庭生活

剛到Louisville的時候，人生地不熟，很

多事不知如何處理。好在經由朋友的介紹，

認識這邊的教會―路城基督長老教會。教會

給了我們生活上很多幫忙，讓我們生活工作

能順利進行。假日除了值班之外都會去做禮

拜，有時牧師的講道會讓我有點感動，但還

沒有感動到受洗的程度。但無論如何，在這

個教會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假日有時也一起

聚會。

在這個教會我開始慢慢認識基督教，

我也開始讀聖經。我是讀英文版的，因為總

覺得中文版翻譯得不好，會令人看不懂。聖

經裡講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人要謙

虛（humble），在上帝及耶穌之前，是不可

以傲慢的。耶穌在新約聖經裡用了很多寓言

來講道理，啟發智慧。大家可能會覺得美國

人不太謙虛，但大家只要深入接觸美國人，

可以發現他們大部分是謙虛的。真的信基督

的人應該是謙虛的，因為整本聖經就是教人

humble。雖然西方社會，基督教世界也有一

些侵略者，但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傳教

士到世界各地散播愛。

在這段出國進修期間，太太小孩是一起

去的，小孩在美國讀小學三年級，除了學英

文外，也認識了很多朋友，美國的教育制度

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

（1） 美國老師教學很認真、活潑。在台灣一

般來講較不認真，因為老師要去讀碩士

班，進修，沒有時間照顧小孩。而且台

灣有安親班，會再加強學生的教育。

（2） 美國教育考試很少，台灣學生常考考

卷。

（3） 在美國上學較快樂，我的小孩回台灣讀

小學四年級，上學前常因緊張而肚子

痛。

（4） 美國上課常要做海報、作報告，較有組織

能力。

（5） 在美國上課壓力較小，不用功的學生學

業成績會較差。美國並不強調文憑，只

要不犯罪，做任何工作都會受到尊重。

東方國家則強調文憑、大學、研究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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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一路一直唸下去，相對的技職教育便

較差。

什麼樣的教育環境較好，很難有定論，

這只是提出我的觀察。

在美國進修一年，除了學了醫學技術，

也看到生活環境、人生態度的不同、東西方

文化不同，各有優劣，應該學習彼此的優

點。我們應學習西方文化的彼此尊重、創意

性思考；維持東方文化的努力學習。有空出

國去看看總是不錯的，可以有開闊的視野，

使自己的想法更多方面，希望以後能再有機

會出國學習。

我要再感謝CMKI的蔡教授和田醫師，他

們都是從台灣到美國CMKI當手外科醫師，在我

當fellow期間給予我很多工作及生活上的幫忙。

（作者係臺大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生理學科（研究所）誠徵主任（所長）啟事

一、資格：

1. 生理學相關領域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具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起聘時年齡未滿62歲（民國39年8月1日以後出生）。

二、起聘日期：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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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元月31日下午5時前將相關資料送達。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1段1號
　　　　　　　臺大醫學院　生理學科

　　　　　　　　　　　　　主任遴選委員會　收

　　聯絡電話：（02）23562216
　　傳真專線：（02）23964350
　　電子郵件：fclee@ntu.edu.tw

● 母院陳定信教授榮獲美國肝病學會2011年AASLD傑出
臨床教育家／導師獎

●母院杜永光教授當選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盟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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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醫學之夜Dream Express有感

文／蔡宗芸

想
說的話：當初憑著一股衝勁就接下了這

份總召的工作，在這過程裡學到了許

多，感謝所有辛苦的同學們，大家一起走過

的回憶是最珍貴的。

醫學之夜，是臺灣大學裡較大的之夜之

一，由醫學系多個年級的人共同合辦，總參

與人數超過兩百人，每年的醫學之夜觀眾席

及走道總是坐滿，甚至會有站在表演場地的

門口觀看到結束的群眾。

之夜，原來是一個學系對學系內的同

學的表演，隨著臺大越來越開放的風氣，現

在已經發展成一個系對全台大學生的演出，

也是一年一度每個系所最大的表演盛會。醫

學之夜的表演是醫學系學生在大學生涯中最

重要的表演，也是展現自己的才藝、氣度、

能力最佳的舞台，因此每到醫學之夜的籌備

期，許多醫學系學生會將許多時間花在練習

上，除了表演之外，宣傳、財務、贊助等等

行政組織也會處理表演之外的行政事務，讓

整個醫學之夜能夠順利完整的進行。

2010醫學之夜的主題是Dream Express

夢想快遞，我們這次的表演以傳遞「夢想」

給所有觀眾為理念。每個人都有夢想，無論

是小時候許下的願望，長大後想成為的人，

或者是成為奇幻故事裡的英雄，或是生活充

滿了驚喜，或是得到一段美好的戀愛，這次

的醫學之夜，我們在每個表演完成給予大家

的各式各樣「夢」，讓大家在驚嘆表演的精

彩之餘，也同時經歷了一段奇幻又快樂的旅

程。

「甚麼是夢想呢？」　年輕的醫師望著空蕩蕩的病房思索著

曾幾何時，所謂的夢想　早已是病入膏肓的最後一絲氣息，

在冰冷的手術刀和汨汨的鮮血中苟延殘喘。

「一次也好。」年輕醫師一廂情願地想著

請讓我在圖譜的摺頁中追尋夢的影跡

最好的腳本是青澀的戀情

咀嚼著拗口的拉丁文　吟詠動人歌聲

即便一次也好　請讓我細膩的舞出每個節拍

勇敢地向妳　表白生命中的怦然心動

―2010醫學之夜簡介　　　　　　　　　　　黃薇嘉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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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醫學之夜，有許多創新、歷年

來從未出現過的節目，例如在黑夜中閃耀的

螢光舞、利用人與螢幕互動演出的科技劇以

及爵士樂。這次的「夢想快遞」，即是以多

元、創意為主題，因此節目的多樣性比往年

多，而在幕後的加強，例如燈光的設計、音

樂的挑選與搭配上，也比往年多下工夫。除

了創新的部分，傳統的老人舞、舞劇、大一

劇、大二劇以及魔術劇不僅傳承下來，在各

個節目的時間以及內容，皆有進步和突破，

整體觀眾評價是成功的。

但因求突破與創新，本次之夜的幕後團

隊遭遇的許多挑戰，例如系上製作影片、美

工設計的人才不足、僅僅三個月的籌備期、

大二參加系上活動的動力降低等等因素，因

此在籌備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困難，也偶有

紛爭。因此，深度參與的人會從中學到許多

管理事務與待人接物的技巧，有過這段經驗

之後，同學們在協調事務、處理人際關係、

個人時間安排等等，也因為繁重的事物學習

到如何在壓力下保持風度並更有效率的利用

時間。「把事情做到最好」是許多負責人心

中的最終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即使籌備中

間出現許多大大小小的紛爭或不滿，大部分

也都處理的圓融恰當，因為當所有人心中朝

同一個目標前進時，團體的力量會化解一些

旁枝末節的小事。但是，也由於今年許多創

新、從未有過的部分，在與同學溝通方面會

需要特別加強，在這點上，我們的團隊可以

再檢討更有效率的傳達核心團隊的理念。

今年的醫學之夜圓滿結束，有待明年學

弟妹承先啟後，創造出更美麗的傳奇。

（作者係母校醫學三年級生，2009醫學之夜

大一劇負責人、臺大醫學系公關長、三系學

術交流會總召、臺大火舞社創社副社長、藝

文誌創刊號團隊之一、2010醫學之夜總召、

臺灣大學學代會秘書長、現任醫學系系學會

美宣部長）

科技劇　與螢幕中的人在椰林大道賽車

舞劇

樂團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林文熙

本
期的醫學新知特別邀請神經外科

楊士弘醫師介紹腦下垂體腫瘤的

手術發展，從最原始的開顱手術到最先

進的內視鏡微創手術，提供病患更佳的

治療效果。醫療行為充滿了不確定性，

醫生也是人，行醫過程不可能完全不犯

錯；游正中校友撰文，探討發生了不預

期或不幸的醫療後果時可以將傷害降至

最低，並從制度面的「醫療指引」訂定

及「協議書」的改良，從而減少醫療行

為出錯的機會。最近幾則醫師過勞死的

新聞引起社會關注，使長久以來醫療人員工作壓力大、工時過長的問題浮出檯面，也使醫學生畢業後

是否繼續走向行醫這條路裹足不前；江顯楨校友撰文「住院醫師的鐘點規定」，說明美國對住院醫師

工作時數的規範，讓我們了解，有健康的醫療人員才能提供更好的醫療照護。顧記華教授介紹現今台

灣藥物研發的現況。蘇重光校友的畢業半世紀同學聚會一文，令人感受到了老校友們的同窗情誼。拜

電影「賽德克．巴萊」之熱映，霧社事件再成為最近的熱門話題，而莫那魯道「抗日英雄」的形象深

植人心，韓教授藉著宣導及防制口腔癌的機會，多次親自拜訪賽德克族後人，對莫那魯道的形象有

不同的見解。My Way及Only You這兩首耳熟能詳的歌，在看過林洪謙校友文章後聽起來更有另一番

體會。今年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造成福島核電廠災變，舉世關注，台灣那一陣子也感受到一股「輻

射熱」，翁宗銳前輩專業地介紹核輻射的原理及對人體的危害。謝榮賢醫師剛學成歸國，準備大展所

長，撰文分享他出國進修的經驗。從蔡宗芸同學的醫學之夜有感，我們可以看到年輕人熱情充滿夢想

的心，祝福他們在未來的行醫路上繼續保持這種樂觀及活力。

時值歲末，新的一年即將來臨，在此先祝福所有的校友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外科部主治醫師）



蘭 陽 知 性 之 旅
台大景福基金會～東部地區校友聯誼會記實

文／陳慧玲、黃秀麗

2011年10月29日，正值入秋

時分，景福基金會在羅東博愛醫

院舉辦「東區校友聯誼活動」，

猶記得2007年6月也曾到羅東與

校友敘舊，今年適逢陳董事長任

期將屆，能再次造訪蘭陽與校友

聚會，更顯意義非凡。此行在許

文政常務監事貼心安排下，陳維昭董事長及夫人、溫文昭、張漢東二位董事、林明燦執行長及陳慧

玲、陳晉興二位副執行長等人搭乘羅東博愛醫院的休旅車造訪純樸親切的蘭陽。

許常務監事力盡地主之誼，在其博愛醫院同仁的精心籌劃下，聯誼會場寬敞高雅，而會場外

的庭園花木扶疏，雖已入秋時分，仍綠意盎然，生氣蓬勃，令人心曠神怡。而在人文方面，該院之

「藝術走廊」，提供在地藝術家作品的展示空間，不僅給予在地藝術家有揮灑園地，也提供病友

候診時觀賞的舒適環境，使醫院不再是一個僅為看病的地方，也為病友、醫療人員及在地民眾打造

心靈提昇、沉澱的優雅空間。聯誼會在許常務監事及其團隊熱忱接待下，緩緩地展開序幕，而此同

時，適逢母院物理治療學系師生在該院參觀，特邀請與會，在彼此互動下，整個會場更顯熱絡。

聯誼會首先由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創辦人許文政校友致歡迎詞、本會陳維昭董事長、母院附設

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之後林明燦執行長報告景福基金會會務現況及未來展望。學術演講即由母校

醫學院謝博生教授發表：「樂在學習～醫學人文體驗學習～」，使校友們了解醫學的另一領域～全

人醫療理念，探討及體驗學習身、心、靈的全人醫療服務及如何將全人醫療的理念植入醫學生的內

心，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使其富涵對生命與人性的關懷，此一課題也提供校友們更寬廣的思維。

誠如陳明豐院長所提，羅東博愛醫院在當地為一個歷史悠久的醫療服務單位，而多年來也見證

了它卓越的成長，對東部醫療發展及文化的貢獻，也令人印象深刻。而以醫者之心，不畏艱難及不

斷創新的精神，擴大對病友及社會的貢獻，著實為本校校友傑出楷模，對於學弟妹們將有莫大的啟

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已屆88高齡的曾文賓校友，仍偕同夫人一起從花蓮前來參加，與校友們分

享寶貴經驗並敘舊，值得感佩。

母校醫學院張上淳副院長在百忙中趕到會場時已是晚宴時刻，特請他代表母院楊泮池院長向校

友問候並概述母院近期的發展；隨後進行餐敘及卡拉OK，更使校友們互動熱烈，賓主盡歡。而在

享受美食及高歌之餘，董事長不忘邀約校友們踴躍參加今年12月3日舉辦的「醫學校區聯合校友返

校大會」，校友們在興緻高昂，收穫滿滿的氛圍下，不捨地互道下次再會。

（本文係由台大景福基金會祕書撰寫，陳慧玲副執行長審閱）

聯誼會會場聯誼會活動合影



香港中文大學蒞臨附設醫院參訪　　　　　　　　時間：2011年11月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基本課程團隊合影　　  時間：2011年11月23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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