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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歷任理事長與理監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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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年3月2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花火】

兒童節活動致贈病童禮物

時間：2013年4月3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將年輕男子的大腦白質神經束運用擴散性磁振造影技術與影像重組技術以三原
色方式呈現，除了跨越左右半腦的胼胝體之外，其他錯縱複雜的神經束也清晰
可見。色彩斑斕的線條將人類大腦中的白質結構化為怒放的花朵，也如同夜空
中絢爛的花火般令人目不暇給。

臺 大 醫 學 院 11 6 週 年 院 慶 典 禮
時間：2013年4月12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大廳

攝影：林郁政

▲楊泮池院長致詞

▲謝博生董事長致詞

▲專題演講―北美校友會莊武雄理事長

▲頒發感謝狀―感謝韓良誠、韓良俊教授捐贈墨寶
一幅

▲頒發感謝狀―醫科第16屆（1963）畢業50週年紀 ▲頒發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
念，班代表江漢塗校友呈獻母院捐款

景福醫訊
Jing-Fu Bulletin
目

第30卷

第4期

2013年4月出版

錄

教育制度變革專輯

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出版

2 全新上路之醫學系學制―六年制加PGY

第三十卷第四期 總號三三三
董事長兼發行人∕謝博生

張上淳

6 臺大藥學系六年制藥學教育 顧記華

社

長∕黃國晉

編 輯 顧 問∕林國煌、彭明聰、陳萬裕、楊思標

13 臺灣醫學教育修業年限之回顧 張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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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新知

16 免疫細胞療法 蔡博宇

編

輯∕商志雍、許秉寧、柯政郁、徐思淳、林艷君
林文熙、何 芳、范守仁、蘇銘嘉、陳文翔
徐明洸、陳世杰、李正 、林麗真、錢宗良

醫學論壇

王碩盟、柴惠敏、鍾國彪、陳偉勵、薛漪平

21 台灣最早的醫學倫理文獻及其在口腔醫學方
面的適用（上）

韓良俊

邱政偉
本 期 執 行 編 輯 ∕楊曜旭
副 執 行 長∕張皓翔、詹鼎正

回顧杏林

26 懷念林國信院長 周松男
校友小品

29 台灣醫師再度揚威2012年世界醫師網球比賽
蔡偉雄、林國信

31 鳳山生涯（中） 蘇重光

助 理 編 輯∕王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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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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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fu88@ms59.hinet.net

編後語

劃 撥 帳 號∕01410009
戶

本刊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不代表本刊立場

名∕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教育制度變革專輯

全新上路之醫學系學制
─六年制加 PGY
文／張上淳

本

（102）學年入學之醫學系同學即將進

於此同時，國內的醫學教育學者、各醫

入一個全新的學制：讀六年就可以畢

學院校的主管開始討論國內醫學教育究應採

業，畢業後需接受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俗

用現行的七年制，還是美國式的四加四之學

稱PGY訓練），PGY訓練結束才進入專科

制，或是六加二的學制，在經過相當長一段

住院醫師訓練。這與從光復以來醫學系需要

時間的討論後，於2010年3月之全國公私立醫

讀七年才能畢業，將會是大大的不一樣，可

學院校長會議中最後決定建議採用六年制畢

謂過去五、六十年來醫學教育的最大一個變

業之學制，畢業後再加上PGY之訓練，並於

革。

2013年入學的醫學生開始實施，此方案亦獲
造成這次學制大變革的前因在於七年制

得教育部認可。此外，自2003年7月起，謝博

醫學教育的最後一年為以實習醫師（Intern）

生教授有鑑於SARS疫情暴露出我國醫療體系

之身份進行臨床實習，希望能從照顧病人當

及醫學教育的缺失，尤其是一般醫學訓練不

中學習，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醫師，但

足，過早專科化的訓練，醫師無法執行全人

此時實習醫師並無醫師證照，照顧病人時開

醫療照護，因此大力推動所有醫學系畢業生

處方、開出檢驗檢查之醫令，是否符合法令

於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第一年均需接受畢業

規定，以學生身份執行醫療工作，角色定位

後一般醫學訓練，由第一年（2003年）開辦

不明，往往造成混淆。因此臺大醫學系在謝

時的三個月，到2008年起延長為六個月，2011

博生前院長的領導下，於1998年開始進行二

年起改為全一年期之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階段學程的試辦計畫，同學於五、六年級臨

這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為不分科的方式，一

床實習結束即畢業，畢業後以第一年住院醫

年訓練結束後才進入不同的專科住院醫師訓

師的身份接受第二階段的訓練，即畢業後的

練program。

一般醫學訓練（當時亦簡稱PGY訓練）。此

為使六年制的醫學系學程能順利推動，

試辦計畫每年均有十幾位同學進入此學程，

除行政上報請教育部同意外，更重要的是新

在進行數年之後，顯示學生接受六年的畢業

學制課程的規劃。臺大醫學系為迎接新學制

前教育，加上一年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的到來，於2011年底成立了六年制課程規劃

確實是可行的，學生的臨床訓練更為紮實。

小組，在醫學院楊泮池院長的指導下，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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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召集了人文通識、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的

原本五、六年級傍晚的臨床大堂課講授課程

老師代表以及學生代表，開始研議規劃新的

（包括部分選修課程）則將全部集中安排於

課程。其中分為負責一、二年級通識人文以

五年級時完成，六年級就全天都在醫院實

及共同必修課程的研議小組，負責三、四年

習，另也將安排有夜間實習的時間，讓同學

基礎整合課程與基礎臨床整合課程的研議小

仍然能較完整的在醫院中Hands-on學習。

組，負責五、六年級臨床實習規劃的研議小

另外一個較大的變革規劃為減少一、

組，經各分組進行課程規劃的初步研議，而

二年級共同必修科目的時數，例如微積分經

後三組再合併共同開會討論，每次開會除小

由與數學系主任與開課老師討論，精減教學

組成員外，並邀請相關老師以及學生代表參

內容後，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將由一年級上、

與討論。

下學期各三學分減為僅有一年級上學期的

經過許多次的溝通討論後，基本上均

三學分。經由精簡一些課程及減少學分數，

認同將來的六年制課程並非將目前的第七年

以使同學有更多自由選修各種通識課程的時

課程切掉即可，但亦非將目前的五、六、七

間，特別在低年級時希望同學可以有更多面

年級三年的臨床實習課程全部壓縮到二年完

向的學習發展。有關人文素養（特別是醫學

成，而是將目前七年級由直接照顧病人中學

人文）的課程則將由原來集中在一、二年級

習的Hands-on臨床實習精神，納入五、六年級

改為由一年級縱貫至六年級均有安排，使同

階段並確實貫徹實施，而部份七年級的訓練

學即使進入基礎臨床整合課程或在臨床實習

內容則移到畢業後之PGY訓練時段去完成。

時，仍能持續受到醫學人文素養相關的薰

本此精神，再加上目前臺大醫學系七年制課

陶，也儘量安排一些hidden curriculum，以使

程中三年級已是基礎醫學（解剖學、胚胎

日後培育出來的醫學生不是只重視醫學專業

學、組織學、生理學）全年整合課程，四年

知識、專業技能的畢業生，而是專業與人文

級則是病理學、藥理學、內科學、外科學、

並重，並且懂得病人身心靈均衡照顧的好醫

兒科學整合之基礎臨床整合課程，以後六年

師。（新、舊制課程規劃模式如圖一、圖二

制主要是將這些整合課程再加以精進，更加

所示）

完整的整合外，已無需太大的變革。因此新

搭配實施六年級新學制課程的是畢業後

學制課程規劃工作中需要最大變革的部份就

的訓練亦需整體規劃，銜接畢業前的教育。

是五、六年臨床實習的新課程規劃。將來五

國內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於2011年起已改為

年級會有內科、外科、婦產科、門診急診醫

一整年的不分科訓練方式，這些不分科住院

學、復健神經醫學、家庭醫學與社區醫學各6

醫師於一年中於主訓醫院接受三個月內科、

週的實習，六年級則會再次到內科、外科，

二個月外科、一個月婦產科、一個月兒科、

再加上小兒科、精神醫學（含倫理、法律課

二個月自選科（二科，每一科各一個月），

程）、以及6個自選科（每科3週）。此外，

以及在合作訓練之社區醫院一個月之社區內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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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傳統醫學系學生的教育

圖二：新制醫學系學生的教育
科、二個月之社區醫學訓練。此種畢業後一

能力，也奠定日後進入各專科訓練的紮實基

般醫學訓練在2019年後可能改為兩年之PGY

礎全人醫療能力（圖三）。

訓練（尚未完全定案），第一年保持目前之

新學制的實施是否可以比目前的七年制

不分科訓練模式，第二年可能採用分組訓練

更好，是否可以培養出更具人文關懷、更有

的模式，學員在第二年可以選擇內科組、外

全人醫療照護能力的良醫，將會是醫界、教

科組、內兒科組、外婦科組，其中9個月依

育界，甚至全民非常關注的大事，臺大醫學

其所選組別分別接受內、外、內兒、或外婦

系正以戒慎惶恐的心情，小心翼翼的集眾多

科之一般醫學訓練，另外三個月則可選擇其

師生們共同努力規劃，並力求可以朝理想的

他自選專科之訓練。如此，經由PGY之訓練

目標邁進中。

後，除補強畢業前尚未完全訓練之一般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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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一般醫學訓練（PGY）與醫學系新舊學制之銜接（草案）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母院副院長兼醫學系主任、附設醫院副院長）

鄭 重 更 正 啟 事
鄙作「景福醫訊」2012年3月第24頁痛失室友―在
日本強地震大海嘯失蹤之陳省方醫師乃以訛傳訛，由於另
一同學黃輝鍠醫師於電話中告云，他倆於2011年3月11日
後，已近兩年失去連絡且該時段陳醫師出診該處，想已不
在人間，乃匆促成文。
2013年4月12日本班醫科畢業50周年於臺大校總區集
合。江漢塗醫師（班代表）告云其實陳醫師正在台北隔日
回日本，此乃劉文彬醫師在釣友陳醫師之親戚同住加州省

陳省方（左）、李彥輝（右）

府得知，也在4月11日通話證實。我乃於蘇杭餐廳午餐時
特邀他於百忙中前來餐敘，終於陳醫師夫婦前來，接受我的道歉，且我們也給他慶「生」，如
此一來會活得更久，一笑置之。
其實陳省方醫師1963年畢業後任職馬偕婦產科，不久回南投開業，1988年前後深造日本
東京醫大心循環，為教授賞識前往九州宮崎市（而非宮城縣仙台）主持急診。與夫人林湘碧女
士育二女一子（子雅道心循環專科任職東京久我山病院），陳省方醫師赴日後改名林省二，目
前已退休於宮崎市下塚台東，祝他壽比南山，謝他對我「失察」之過。
李彥輝

201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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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藥學系六年制藥學教育
文／顧記華

隨

著生物醫學及醫藥科技的長足進步，藥

四年學制（藥學組）併行，自2009年（98學

物發展之快速及藥物作用之複雜，乃

年度）開始招生，招生時不分組，升大三時

至於臨床藥學及社會藥學領域中，對於民眾

才正式分為兩組，修畢六年學制課程者獲頒

用藥之專業照顧，在在都顯示四年制的藥學

臨床藥學士學位（Doctor of Pharmacy, Pharm.

教育，已無法滿足藥學生的學習，也因此，

D.），係國內首創。為期學生面臨學制抉擇

世界各國大學也逐步地將四年制的藥學教育

前，能更深入了解兩種學制的內容及特點，

改為六年制，藉由六年的課程學習及專業實

本系輔導學生做法包括：（一）舉辦說明會

習，提升藥學生之知識與能力，進而提升其

與座談會；（二）雙導師制；（三）撰寫問

在執業環境中的專業能力，以及大眾之用藥

答集並公告；（四）開設「藥學體驗學習」

安全，這是一個先進社會所應提供的用藥安

課程（表一） ，此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協助藥

全保障。因此，教育部在2009年6月，核准臺

學系學生早期體驗藥學相關領域之執（就）

大藥學系增設六年學制（臨床藥學組），與

業情形，藉由提供各類藥學職場見習機會，

表一、藥學體驗學習課程範疇
本課程為安排本系學生到各類型藥學就業機構，隨著各單位指派的相關人員見習，見習項目及時間
規劃如下。（101學年度為例）
見習項目

見習時間

負責教師

（1）醫院藥局

2天

沈麗娟

（2）社區藥局

1天

何藴芳

（3）藥品製造

1天

郭錦樺

（4）政府藥政相關單位

0.5天

郭錦樺

（5）臨床試驗

0.5天

林君榮

（6）藥業行銷及法規

0.5天

孔繁璐

（7）學校或藥物研究單位

0.5天

顧記華

（8）整體座談會（每次安排半天，共1天）

1天

所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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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提早了解藥學各領域涵蓋層面、工作

學、藥品臨床試驗、藥學臨床技能導論等課

型態，獲得從態度、理念到實務面的體驗學

程，也增加了多項分科的藥物治療學課程，

習，做為學生規劃在大學之學習歷程，及思

第六年的實習課則以模組方式規劃，包括有

考畢業後可從事行業選擇之參考，也是學生

加護病房臨床藥學實習（含7個科別的加護

選組前的重要課程。然而，雙軌制併行並不

病房）、一般病房臨床藥學實習（含10個科

是常態性的設置，在併行一段時間後，應針

部的一般病房）、臨床藥學實習（含6個部

對多方面內容加以評估，走向單軌制，而這

門的實習地點），將醫院實習作全面性的規

也是為何本系即將在2014年（103學年度）全

劃（表二），除此之外，進階社區藥局實習

面實施六年制。

也是課程重點之一。藥師養成教育應涵蓋社

台灣藥學會與臺灣臨床藥學會參酌了

區藥局相關課程及實習，這是各校藥學系所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

了解及重視的藥學教育的一環，然而卻因適

（ACPE，美國藥學教育認證組織，提供藥

任師資與實習場所之缺乏及醫藥分業制度未

學專業學位以及繼續教育舉辦單位之認證）

完全上軌道，致使目前僅有部分社區藥局能

之規範，針對藥學教育之各項內容，包括:使

符合學校所需求之教學目標與功能，評定為

命、規畫、評估、課程、招生、學生輔導、

教學藥局，也因為如此，各校藥學系所開授

教師素質與評估、圖儀設備、實習場所與經

之社區藥局實習課程，現階段仍僅為選修，

費，在2005年12月制定準則，提出「2005 年

也成為藥師養成教育的隱憂 2。臺大藥學系自

台灣藥學教育白皮書」 1，做為台灣藥學教育

民國81學年度起開授初階、二學分之「社區

的遵循依據，從其內容也可了解六年制藥學

藥局實習」選修課程，其後各藥學校亦陸續

教育是必走之路。在課程內容方面，ACPE

跟進開授，此外，本系在陳瓊雪教授及何藴

建議藥學核心課程須有五大範疇，包括：生

芳老師的協助下，積極參與及執行衛生署委

物醫學科學、藥學科學、藥學社會學／行為

託之社區藥局相關計畫，辦理社區藥局實習

學與行政管理、臨床科學（藥事執業）及藥

指導藥師培訓及制訂社區藥局實習教學實施

學實習經驗。在四年制課程裡，上述五大範

辦法 2 ，辦法中也針對多項內容制訂準則與

疇的後三項，其課程內容多所不足，也因

規範，如：課程設計、教學社區藥局評選準

此，六年制的課程規劃中，將這些內容規劃

則、教學社區藥局之認定、社區藥局實習指

進來，讓臺大藥學系的藥學教育更臻完善。

導藥師之資歷及培訓與認證、社區藥局實習

在六年學制課程的第三及第四年級，將非處

指導藥師培訓辦法等等，在所有主客觀條件

方藥、社區藥局概論、社區藥局實習列為必

都已成熟下，臺大藥學系六年制藥學教育，

修科目，也增加了藥品資訊分析、流行病

將社區藥局實習及進階社區藥局實習列為必

學、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等課程，第五年的

修課程，期待學生們都能具有更專業的能

課程除了規劃有藥物經濟學、臨床藥品動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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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制藥學教育的架構下，社會藥

學生，另一個學習的機會，其修習第六年之

學與行政管理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社會

進階實習的學分數，甚至可以高達12個學

藥學相對於醫院藥學，是現代藥學中，為加

分，完全是以學生自己的性向與選擇為主，

強社會聯繫、社會責任、社會服務，將社會

此外，本系也已經獲得多個相關的實習單位

科學介入於藥學之中的專門學問。社會藥學

的承諾，制訂相關辦法及實習內容，這些單

的學習與體現，能更加有效率的結合藥師、

位包括多個國內藥廠與國內外各大公司、

醫師、護理師…等醫護人員及資源，提供更

CRA （clinical research associate）公司，以及

多更好的藥學相關的服務，並提升社會民眾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等單位；

的用藥安全。藥事行政及藥事管理的專門學

在實驗室方面，也鼓勵學生到有興趣的實驗

問，則是培養兼具藥學與管理學特色的人

室做專題研究，學習生物醫藥相關的技術及

才，使其具有能力應用管理學、經濟學、社

技能，以期有新穎的研究成果產出。

會學、統計學…等方法，來研究並管理藥
學／藥物所衍生出的繁複的問題，提供措施

總結

或手段來讓藥物更加安全、有效，藥價及給

1997年8月世界衛生組織在溫哥華所召

付更加合理，資源分配也能獲得有效管理，

開的會議，其中所探討藥師養成及訓練課程

社會大眾能獲得更公平的藥物資源及藥事服

之發展趨勢，將藥師在醫療體系的角色定位

務。對於現代社會，如此重要又專門的課

為照顧者、決策者、溝通者、領導者、經理

程，是藥學教育中所必須。在本系六年制的

者、終身學習者及教育者 3 ，而這些特質與

課程中，設計了與健康保健體系、藥事經

責任也是藥學教育的目標。擴大來看，這些

濟、流行病學及醫藥管理政策相關的課程，

目標也是所有藥學相關的工作者，所應具有

此外，也擴增實習單位，提供實習機會，包

的特質及追求的理想，而要達到這些藥學教

括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害救濟基金會、全民

育的目標，上述的藥學課程及年制規劃，則

健康保險局、食品藥物管理局（包括：食

是必須的，而這也是臺大藥學系所必須承擔

品、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管制藥品、

及負起的社會責任，也衷心期待六年制的藥

各區管理中心、製藥工廠管理…等組別），

學教育的實施，能讓我國的藥學教育更臻完

讓學生畢業後有能力從事、執行、管理、甚

善，病人的藥物治療更加的安全有保障，藥

至成為制訂醫藥政策的決策者。

物資源分配更加合理，乃至於我國的藥學研

在六年學制的課程當中，依然保有四年

究更加進步。

學制時的基礎藥學、藥學研究、藥廠實習、
藥業實習等等課程及實習內容，這一部分的

後附

實習課程，或是在實驗室的專題研究，主要

對於臺大藥學系施行的六年制藥學教

是提供對藥廠、藥業、或是做研究有興趣的

育，相信各界也會有些疑慮，以下是一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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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共同疑慮及我們的回覆：

念；大六為進階課程，學生有機會選擇個

Q：國內如果只有臺大藥學系為六年制，其他

別實習單元，會有更完整的實習經驗。藥

各藥學校都維持四或五年制，不論哪一學

廠實習大三實習時間較短，在多個部門實

校之畢業生都可參與藥師國家考試成為藥

習讓學生對藥廠整體作業有基本認識；大

師，那麼就讀四年制可以早兩年畢業，為

六實習會採單一部門，深入實際操作。

何要實施六年制？
A：現行之四年制或五年制藥學教育，皆難以

Q：六年制與四年制畢業後進修管道有何不
同？六年制畢業的學生，會鼓勵繼續念關

提供完整之臨床藥學專業實務訓練，以及

於臨床藥學的研究所？還是出國進修？

社區藥局實習，甚至是藥廠藥業實習，此

A：六年制畢業生可透過甄試或招生管道進入

外，社會藥學／行政管理等課程的訓練皆

臨床藥學研究所博士班（已通過校務會

為不足。現行之四年制或五年制，課程十

議）或是基礎學門之研究所。而四年制

分繁重，且課程安排也已呈飽和，如欲達

畢業生可透過甄試或招生管道進入臨床藥

成上述藥學教育目標，則須改變現行制

學研究所碩士班或基礎學門之研究所。六

度。六年制藥學教育可提供完整的專業藥

年制畢業生如想繼續升學，特別是藥學研

學教學體系，六年一貫性教學，除基本專

究所或臨床藥學研究所，學生於五、六年

業實務訓練外，並建立進階實習，達成完

級時可選修研究所必修課程，進入研究所

整的藥學專業教學，培育符合時代需要、

後，最快於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或於

以病人為中心、從事藥事服務的現代藥

三～四年後取得博士學位（年限以個別為

師，以及培育更具競爭力的藥學藥事專業

準）。出國進修或於臺灣繼續升學，仍以

人員。

個人需要和生涯規劃為主。

Q：社區藥局實習（大三暑假）與進階社區藥
局實習（大六）兩課程內容有何不同？

Q：藥學教育六年制的畢業生，於職場就業時
是否較四年制者更具有優勢？

A：大三為初階及中階課程，大六為進階課

A：提升專業技能方面，就上述所了解，六年

程；其中之進階社區藥局實習課程可提供

制畢業生之藥師或藥學專業人員，其專業

已修畢五年藥學系必修課程之學生，在實

訓練及學習都優於一般藥學系畢業生，就

習指導藥師引領下，將在校上課所學累積

薪資及職位而言，均更具競爭力。就與先

之知識與技能，運用於社區病人或民眾的

進國家藥學教育接軌而言，美國已於 2000

直接照顧相關活動中。

年全面實施六年制 Pharm.D. program，其

Q：大六課程藥業實習、藥廠實習與大三的藥

他國家五年以上的藥學教育畢業生，才有

業實習、藥廠實習課程內容有何不同？

資格參加其學歷同等考試，通過後才可補

A：藥業實習大三為初階課程，目的是要讓學

實習時數，參加藥師執照考試。

生對藥業各部門之工作內容能有一基本概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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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藥學系大學部必修課程
一年級
國文領域
英文領域
體育一
服務一
微積分乙上
普通化學丙
普通化學實驗
普通生物學乙上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上
藥學導論乙
體育二
服務二
微積分乙下
普通生物學乙下
普通生物學實驗乙下
普通物理學
合計

三年級
藥劑學二
藥劑學實驗二
藥理學一
藥物化學上
生藥學
生物化學二
藥物化學下
藥理學二
藥理學實驗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微生物學實驗乙
生物藥劑學暨藥物動態學
非處方藥
社區藥局概論
合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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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學分）
上
下
3
3
3
3
1
0
3
3
1
2
1
1
1
0
3
2
1
3
18
16

二年級
體育三
有機化學乙上
有機化學實驗乙上
解剖學
生理學
物理化學
生物統計學一
中藥概論
體育四
有機化學乙下
有機化學實驗乙下
藥劑學一
藥劑學實驗一
普通心理學丙
生物化學一
分析化學丁
分析化學實驗
合計

學期（學分）
上
下
1
3
1
3
4
3
3
1
1
3
1
2
1
3
2
3
1
19
17

學期（學分） 四年級
學期（學分）
上
下
上
下
3
服務三
0
1
藥學倫理學
2
藥物治療學I：營養、各族群健
2
3
康與疾病防治
4
調劑學暨臨床藥學
4
4
藥事行政及法規
2
2
藥物分析一
2
2
儀器分析
3
2
藥品資訊分析
2
2
社區藥局實習
2
2
醫院藥學實習
12
1
流行病學
2
3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1
2
合計
20
15
2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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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上學期
4
4
2
2
2
1

藥物治療學II：腎臟、結締組織與呼吸系統
藥物治療學III：感染症
藥物治療學IV：胃腸道與肝膽系統
臨床藥品動態學
藥品臨床試驗
藥學臨床技能導論
藥物治療學V：精神與神經系統
藥物治療學VI：心血管、內分泌與重症照護
藥物治療學VII：腫瘤與血液疾病
藥物治療學VIII：皮膚、眼耳鼻喉
藥物經濟學
合計

下學期

2
4
4
1
2
13

15

六年級
群組名稱

必修
學分

群組D

3

學分

社區藥事經驗學習

36

至少修習

社區藥局

臨床藥學實習

9

學分

群組C

6

至少修習

一般病房臨床藥學實習

修習規定

學分

群組B

學分
6
6
6
6
6
6
6
6
6
6
3
3
3
3
3
3
6
3
3
3
3
3
3
6
各3
各3
各3
各3

至少修習

加護病房臨床藥學實習

醫院

群組A

實習課程
心臟內科加護病房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一般外科加護病房
神經外科加護病房
急診加護病房
小兒外科加護病房
小兒內科加護病房
感染科
腎臟科
腫瘤部暨化學治療
心臟科
胸腔科
小兒科
移植
家庭醫學部
神經部
精神部
靜脈營養
藥品療劑監測
藥事服務品質管理
藥品資訊
藥品使用評估
門診諮詢服務
進階社區藥局實習
專題研究（一）～（四）*
藥業實習（一）～（四）
藥廠實習（一）～（四）
藥政實習（一）～（二）

必修

1. A群組至少必修6學分，B群組至少必修9學分，C群組至少必修3學分。
2. 實習課程以一週、40小時為1學分；*專題研究實習以2週、80小時為1學分。
3. 每學期至少修習16學分。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11

教育制度變革專輯

3. FIP statement of policy on good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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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ractice. Approved by FIP Council

2006；10（3）：165-185。

in Vienna in September 2000.

2. 何藴芳等。近年國內社區藥局實習教學之
推動。藥學雜誌 2013；29：2-7。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90年畢、藥理所博士
1996年，現任母校藥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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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劉明謙

6,000

林泰璋

10,000

溫佩卿

2,000
US$10,000

郭宏光
趙瑞煌

10,000

黃明泰（吉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郭良彥

10,000

呂鴻基

30,000

3/12/2013

胡惠德

10,000

3/20/2013

吳彬安

6,610

2/2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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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

許守道

10,000

侯勝茂、劉秀雯

100,000

李志成

3,000

柯欽郎

29,500

教育制度變革專輯

臺灣醫學教育修業年限之回顧
文／張秀蓉

日

治時期是臺灣現代醫學教育的奠基時

後，醫學教育七年制自1950年暑假開學後實

期。1897年於當時臺北病院內設置土

施，一直到今年要改為六年制再加兩年PGY

人醫師養成所（醫學講習所），修業年限為

訓練，前後共實行63年。這關鍵五年的轉型

期4年，1899年設立總督府醫學校並發布官制

期間，除了學制改變外，其他包括住院醫

明訂修業年限，臺灣的現代醫學教育於焉開

師制度實施、講座制轉型為美式學系制，這

展。日後之演變請參見附圖

種揉合日、中、美的元素最後成為臺大式體

「臺大醫學院

發展沿革圖」。

制，請參見《臺大醫學院，1945-1950年》 。

1945至1950年是臺灣醫學教育的轉型階
段。1946年，中華民國教育部來文將醫學院
修業年限改為五年制

1

；1947年改為六年制

（未見公文，但臺灣新生報招生廣告刊登臺
大醫學院招收學生之學習時間為六年）

；

1949年由臺大醫學院主動改為七年制 。從四
年制改為五年制，又改為六年制，對在學學
生影響很大。兩次改制均有學生陳請書上交
醫學院院長，表達對突然改制之不滿，請參
見以下附圖

。

學制改變的結果是：一、學校其他學院
的第一屆畢業生是1946年6月畢業，醫學院
第一屆畢業生則是1947年6月，請參見附圖
―醫學院在校生恭賀第一屆畢業生之新聞；
二、學制改來改去，以致1952年6月醫學院沒
有畢業生；三、課程的安排出現同一學期有
六年制、七年制的現象請參見附圖

；四、

連教務長都無法審定學生是否可以畢業。
短短五年間醫學院經歷三次學制改變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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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醫學院41學年度7年制之四年級課程表

9

（作者係母校歷史系1965年畢業，現為臺大
醫院顧問、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研究群諮詢
委員、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工作委員會委
醫學院41學年度6年制之四年級課程表

員）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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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疫 細 胞 療 法
文／蔡博宇

簡介

忙，此時若調節型T細胞無法適時作用即時將
過度的反應抑制下來，就會造成疾病。

人體的免疫系統處於一個動態恆定的

由此可知，免疫細胞是調控免疫反應的

狀態，為了應付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以保

一個重要元件。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及

護身體免於外來致病物質的侵襲，免疫系統

臨床試驗顯示，多種免疫細胞具有治療疾病

必須隨時應戰，同時也必須維持恆定以避免

的潛力，如何將之應用於臨床達到治療疾病

免疫系統過度活化，對身體造成傷害。免疫

的目標即成為目前相當重要及熱門的課題。

系統是一個複雜的網路，由許多的組織、細
胞、不同的激素與分子所組成。免疫細胞是

免疫細胞

其中的靈魂，主宰免疫反應的走向趨勢，免
疫反應的趨勢常常與疾病的進程和嚴重度有

免疫細胞是免疫系統內的基本組成元

關。當免疫反應不足時，便不足以對抗細菌

素，有些免疫細胞會在第一時間去攻擊入侵

或病毒的侵襲，或是癌細胞的蔓延，例如在

人體的致病物質，例如巨噬細胞，或樹突細

肺癌的病人體內，發現樹突細胞（dendritic

胞會吞噬感染傷口的細菌，同時分泌一些物

cells）的分化發生問題，導致抗癌的免疫反

質去吸引其他的免疫細胞過來攻擊致病物質

應不足而使癌細胞容易擴散，同時在胰臟癌

或是已被細菌或病毒感染的細胞，有些免疫

的病人身上發現，癌細胞能誘發周圍的T細胞

細胞會攻擊不正常的細胞，例如自然殺手細

分化成調節型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 Treg

胞（natural killer cells, NK cells）會直接去殺

cells），調節型T細胞能夠壓制周遭免疫細胞

死被病毒感染的細胞，以免病毒藉由體內的

的活性，幫助癌細胞的擴散跟轉移。相對於

活細胞繁殖。此外，不同的免疫細胞之間，

免疫反應不足，當免疫反應過度的時候，也

會藉由接觸或是分泌訊息傳遞物質彼此相互

可能造成自體免疫疾病或是過度發炎。例如

溝通，有時會促進細胞的活性，有時候會抑

跟IgE相關的過敏免疫疾病，便是當免疫系統

制細胞的活性避免過度活化而傷害到正常的

遇到環境中有害的抗原時，所產生的過度反

自體組織。這些細胞之間綿密的溝通網路維

應。這些過度的反應就需要調節型T細胞的幫

持了免疫系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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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治療

來自粗萃取物時，更可能對未知的抗原產生
強烈的過敏反應。於是許多免疫學家開始思

細胞治療即是利用細胞來達到治療疾病

考，有沒有其他更安全的方式可以來抑制過

的目的。廣義上來說，輸血、輸血小板、骨

度的免疫反應，其中直接利用免疫細胞來調

髓移植、肝臟移植等都算是細胞治療。隨著

控免疫反應，已經漸漸被許多科學家思考，

醫療技術不斷的演進，細胞治療一詞，觀念

並著手進行研究其可行性。

上已經漸漸成為利用胎兒（例如臍帶血幹細

調節型T細胞，具有調節T細胞及B細胞

胞）、自體（病人本身的細胞）或異體（非

的活化以及抑制免疫反應的能力，因此被認

病人本身的人體細胞），甚至異種（例如動

為是用來治療過敏疾病的首選。Treg細胞可

物的皮膚移植到人體）的組織細胞移植，來

分為許多亞型，其中自然型Treg細胞（natural

進行疾病的治療，因此細胞治療狹義的定義

regulatory T cells, nTreg），帶有CD4、

是指，移植胎兒、自體、異體或異種的細胞

CD25、Foxp3的細胞標誌在胸腺產生，天生

或懸浮組織到人體內，來治療疾病。

便具有調節免疫反應的功能。誘發型Treg細
胞（adaptive/induced Treg cells, iTreg）在周邊

過敏疾病的免疫細胞治療

組織或血液中遇到抗原刺激後被誘發產生，
具有抗原專一性的抑制調節能力。第一型的

避免不當的過度免疫反應發生，或是

Treg細胞（Type 1 regulatory T cells, Tr1）屬於

將過度的反應抑制下來，是目前對於治療過

iTreg。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健康人和過敏疾

敏免疫疾病的主要策略。臨床上使用的“減

病病人遇到環境過敏原時，體內都會產生抗

敏療法＂便是利用疫苗的概念，使用“專一

原專一性的Th1、Th2以及Tr1細胞，然而健康

性＂的過敏原，來誘發抑制性的免疫反應，

人體的的Tr1細胞的比例高於過敏免疫疾病病

來達到減敏的目的。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不

人，且病人體內的Th2細胞比例較健康人高。

同療程的專一性過敏原免疫療法（allergen-

這顯示病人體內的某些因素，導致Tr1細胞的

specific immunotherapy, SIT）會透過不同的機

數量和功能不足，使得免疫系統失去平衡，

制來改變B細胞和T細胞的免疫反應，例如SIT

這同時也顯示Tr1細胞在調節過敏免疫反應的

會誘發體液免疫反應（humoral responses），

重要性。Tr1細胞在臨床上的治療應用，已經

產生抗原專一性的IgG抗體，且主要的isotype

越來越受重視，也在許多文獻中被研究和探

為IgG4，此外，將Th2與Th1免疫反應的轉變

討。

以及誘發調節型T細胞亦是SIT的主要機制。
然而利用SIT來治療過敏並非全無缺點，

腫瘤的免疫細胞治療

越來越多的例證發現，SIT也有可能誘發更
強烈的過敏反應，尤其當使用的過敏原直接

介白質（interleukin, IL）-2是最早被用來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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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免疫療法的細胞激素，早在1965年，科

長，免疫細胞便會將之殲滅，例如腫瘤細胞

學家們就發現IL-2是維持T細胞分裂的重要因

表現出FasL，T細胞或是NK細胞會表現出

子，1983年IL-2的基因被選殖之後，便開始一

Fas，當Fas-FasL結合時，腫瘤細胞便接受到

連串的研究，目前得知，IL-2主要對免疫細胞

訊息進行細胞凋亡的過程。然而在有些癌症

的影響包括，細胞毒殺型T細胞（cytotoxic T

病人身上發現，NK細胞的數目與活性皆受

lymphocytes, CTL）、輔助型T細胞（helper T

到抑制，包括代表NK細胞活性的顆粒溶解酶

cells）、調節型T細胞、B細胞和NK細胞。在

（granzyme）B、穿孔素（perforin）、干擾素

癌症病人給予IL-2治療的研究發現，病人體內

（interferon）的分泌量降低，體外毒殺腫瘤細

的NK細胞的活性和細胞毒殺能力明顯提高，

胞的能力也明顯不足，這些現象也可能是腫

然而病人的存活率或復發率卻沒有改變。利

瘤細胞逃脫免疫細胞攻擊的機制之一。利用

用IL-2體外培養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hronic

自然殺手細胞來作為癌症治療的免疫細胞療

myeloid leukemia, CML）病人自體NK細胞，

法，是利用體外細胞培養的技術，從病人的

能夠有效的抑制CML細胞的分裂成長。癌症

周邊血球，培養出NK細胞，並利用細胞激素

病人體內的免疫環境，可能受到腫瘤細胞的

刺激，增加其活性，最後再打回病人體內，

影響，而失去對抗腫瘤的能力，利用活化的

去毒殺病人體內殘存的腫瘤細胞，以達到抑

免疫細胞來毒殺或抑制腫瘤細胞的成長與轉

制癌細胞轉移的目的。

移，是腫瘤的免疫細胞療法之一。NK細胞和
細胞毒殺型T細胞是目前被認為直接攻擊毒殺

免疫細胞治療的臨床應用

腫瘤最重要的兩種免疫細胞，與CTL相較之
下，NK細胞之毒殺性較強、較具廣效性、不

不管是Tr1細胞，NK細胞，或是毒殺型

受組織相容性抗原限制且不需要致敏作用之

T細胞的免疫細胞治療，這些細胞要打入人體

啟動就可直接發動對癌細胞之攻擊。免疫學

之前，必須先在體外進行分離或培養。免疫

家就認為如果能夠大量繁殖自然殺手細胞之

細胞的體外培養，需要經過不斷的實驗，尋

數量並將其回輸病人身上應可以達到抗癌、

找適當的培養基、培養器具，測試最佳的培

治癌及調節整體免疫系統之效果，這也就是

養條件，確保所培養的細胞處在活性最佳的

自然殺手細胞療法的理論基礎。目前的臨床

狀態同時避免污染。要將這些免疫細胞應用

試驗顯示可能有20%的病人對自然殺手細胞療

在人體的治療上，還必須符合人體細胞組織

法有反應。

優良操作規範（good tissue practice, GTP），

許多癌細胞能在體內生長蔓延和自然

因此必須建立了許多標準程序（S.O.P）以

殺手細胞以及其他的免疫細胞的功能不足高

確保每一批細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為了提

度相關，體內的免疫細胞隨時監控體內的環

高細胞的品質與避免污染，不同性質的免疫

境變化，當有致病物質入侵或是細胞異常生

細胞的培養，依據細胞不同的特性，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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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培養方式，這些免疫細胞的來源，從採

癌症的治療。而在接受追蹤的848位癌末患

血，去除紅血球，分離免疫細胞，培養細

者中，有將近五成患者的腫瘤在接受免疫治

胞，所有細胞、材料、培養基，都必須嚴格

療後，受到抑制或有顯著的改善，更有高達

遵守高規格的無菌操作規範，儘量避免與外

八成的患者感覺因罹癌帶來的長期疼痛感降

界接觸，杜絕污染的可能性。此外，培養的

低，連喪失許久的食慾及體力都有恢復的現

過程中，也在固定的時間點監測是否遭到污

象，生活品質也跟著提升。因為台灣法規尚

染，以確保所培養的細胞，能安全有效的應

未核准免疫細胞治療，因此有台灣人遠赴日

用在病人身上（圖一）。

本進行治療，效果顯著但費用不貲，需新台
幣100-150萬元不等。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在2010

結論

年4月核准西雅圖Dendreon公司的細胞疫苗
利用免疫細胞來治療疾病，已經有許多

Provenge，Provenge是利用自體免疫細胞進行

臨床研究正在進行，部分的研究也已經獲得

攝護腺癌治療的標靶疫苗，為美國首度核准

正面的結論。日本於2006年，美國於2010年

之免疫細胞治療。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

先後將免疫細胞療法納入治療癌症的常規醫

計畫中心並已於2011年6月30日將此藥納入醫

療項目行列。日本能合法在醫院進行免疫細

保範圍。另外，2011年8月賓州大學研究團隊

胞療法的治療，根據日本一家名為Medinet

首度發表以免疫細胞療法成功治癒三名血癌

的診所的統計資顯示，從他們開業到2010年

末期患者的案例。

為止，已經有一萬多名患者參與免疫治療門

在 2 0 11 年 免 疫 細 胞 療 法 治 癌 高 峰 論 壇

診，進行超過十萬次的免疫細胞製備，應用

上，美國國家癌症中心（NCI）公布的治療報

於胃癌、肺癌、肝癌、胰臟癌及乳癌等各種

告顯示，惡性黑色素瘤晚期合併內臟轉移的

圖一：免疫細胞治療流程圖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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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在接受免疫細胞輸入治療後可達72%的有

入臨床試驗，包括nTreg細胞、樹突細胞、造

效反應，其中更有高達40%病人的多處腫瘤完

血幹細胞以及間質幹細胞等等，這些免疫細

全消失。目前最新的研究方向則是朝向如何

胞要應用在臨床上，還需要許多實驗技術的

篩選更年輕、在體內存活更久的免疫細胞，

配合，包括體外培養法，GMP/GTP實驗室的

選擇更有效的免疫活化激素，以及基因改造

建置等等，相信在不久的未來，在各方面的

高效能專一性的免疫細胞，並應用到其他不

條件配合下，過敏疾病的免疫細胞療法將會

同部位的腫瘤，包括鼻咽癌、惡性肉瘤、淋

踏入進一步的階段。

巴癌、卵巢癌、大腸癌、乳癌、肝癌、非小
細胞肺癌和神經母細胞瘤等。

隨著免疫細胞療法的快速發展，台灣雖
然尚未通過細胞治療的法規，但是細胞儲存

對於過敏免疫疾病的改善，預防與治療

已經合法，因此近幾年有許多細胞銀行紛紛

並重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目標，SIT是目前最方

成立，以保險的觀念推廣免疫細胞儲存。隨

便且廣泛使用的治療方法，然而其有效性和

著細胞科技的進步，相信未來細胞製劑藥品

安全性仍受質疑和挑戰。越來越多的基礎醫

化的趨勢會越來越明朗。

學的研究和臨床例證顯示，免疫細胞治療對
於過敏免疫疾病而言，會是另一個較安全且

（作者係母校免疫研究所博士班2008年畢

有效的選擇。目前Treg細胞治療法已經進入臨

業，現任博士後研究員）

床試驗，未來應該會有更多的免疫細胞會進

人文關懷系列（四）
題

目：咱兜，咱的歌（我們的家，我們的歌）

主講人：簡上仁 教授（田園樂府團長）
日

期：102.5.15（週三）

時

間：12：00～13：30

地

點：臺大醫學院人文館1F大廳

還記得去年度體驗過『臺灣歌謠的生命力』的精彩演講嗎？田園樂府的簡上仁團長又將再次讓
大家領略臺灣歌謠之美！
報名網址：http://gfelh.mc.ntu.edu.tw
聯絡電話：23123456#88171蔡小姐 或 88914黃小姐
本系列活動均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2小時，歡迎本校師生同仁及校外人士踴躍參加！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體驗學習中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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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早的醫學倫理文獻及其
在口腔醫學方面的適用
文／韓良俊

去

年（2012）6月14日至18日，第34屆

《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p.359-362）各

APDC（Asia Pacific Dental Congress）

書中，皆可查到〈醫師十箴〉。據此，在正

在台北舉行，由台灣的中華牙醫學會主辦，

式、公開、個人具名提出並寫成文字發表的

筆者受邀在第一天的會上以中文發表50分

資料中，這篇〈醫師十箴〉應屬台灣最早期

鐘有關醫學倫理的演講，題目是「台灣最

的本土性醫學倫理文獻。

早的醫學倫理文獻及其在口腔醫學方面的

為了查清楚在台灣是否有比〈醫師十

適用」。刊在這次大會英文Abstract Book

箴〉更早的醫學倫理文獻，筆者曾做了一

（D-40）的題目是：“One of the Earliest

番搜索，結果並未找到有如上述之正式、

Documents of Medical Ethics in Taiwan, and its

完整地寫出者。及至2012年4月，台大歷

Application to Dental Practice＂。以下依據這

史系退休的張秀蓉教授由台大出版中心出

次演講的PPT簡報稿，整理出本文如下：

版了她編著的《日治台灣 醫療公衛五十

談到醫學倫理、生命倫理或醫療倫

年》，筆者又翻讀了該書，才在該書第叁部

理，現在大家都會馬上想到美國倫理學者

二、「醫療文獻」的內容中看到〈後藤民

Beauchamp及Childress於1979年所提出的「醫

政長官訓辭〉（1902）、〈高木醫學校長

療倫理四大原則」，此即：一、尊重自主原

訓辭〉（1905）、〈後藤民政長官訓辭〉

則，二、不傷害原則，三、行善原則，四、

（1905）及〈長野代理醫學校長報告及訓

正義原則，然而在比這更早26年的1953年，

辭〉（1909），文中部分蘊含醫學倫理性

台南的韓石泉醫師即曾自撰一篇〈醫師十

質，但仍非純粹全部屬此；另在該書411-416

箴〉（註1）作為座右銘，並於當年的醫師

頁，也有一篇山口秀高的演講文〈台灣公醫

節公開發表。之後，又於1956年出版其《六

的本領〉（1900），編著者張秀蓉教授認為

十回憶》時，將全文完整地收錄在該書中

是「研究日治時代台灣公醫制度的重要文

（初版，p.116-120；修訂第三版，2009，

獻」，但亦非純粹論述醫學倫理者，只有部

p.234-237）。此外，在他於1962年出版、

分與此相關，引述如下：

曾刊載在台大醫學院的《青杏》第15期（註

「…其次，我要談談公醫的正面例子。

2），後來也出了單行本的《診療隨想》

遺憾的是這方面也（按，原書缺一「如」

（p.50-53）和2005年莊永明著、遠流出版的

字）前所述，也屬於少數。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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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 人 不 僅 身 為 公 醫 ， 更 精 通 人 情 、 風
俗、語言，熱心業務，獲得眾人的信
任。

人教育，可指各自職業上的繼續教育，這就
需要有組織性、繼續性的實施架構。
「二、醫師之使命，積極方面係運用其

二、 有人在醫術上雖無顯著成績，卻深獲台

專門知識和技術，意圖為病人減弱或消滅病

人信任，願意請他治療，甚至互有親密

因，增進人類健康與壽命，使人類獲得舒適

往來，為台人解釋官府法令之疑義，自

生活，享其天年；消極方面，繼續與病魔搏

然變成行政官的輔翼。

鬥，藉以減輕病人痛苦，消除威脅。」

三、 有人因獲得台人信用，因而連獰猛兇惡

［口腔醫學方面］：在台灣醫療史上那麼早

的匪徒也來請他治療，且安全與匪徒來

期，此條即已明確地提出疾病預防、健康促

往。或有人擁有狹隘卻可容納病人的房

進的觀念，完全符合現今公共衛生學「三段

子，而以病院組織方式行醫。」

五級」的理論。

以下就針對1953年韓石泉醫師自撰的座

「三、醫師之工作，須要機警、審慎，

右銘、完整的醫學倫理論述即〈醫師十箴〉

因其對象係機能、組織複雜之人體，毒性猛

全文，加上筆者追加的口腔醫學方面的適

烈之微細病源，所賴以運用之技術、藥物、

用，介紹如下：

方法，種類繁多，為期其適切有效，理宜慎

「一、醫師應具有博愛精神與高尚人

重選擇，並刻刻留意注視其結果。以現代相

格，研修現代必需基本學識，並要深刻把握

當進步之治療醫法，尚難期其必治之症尚

醫學有關專門知識和技術，並能適合運用；

多，甚至有意外轉變者，應不斷檢討，以求

且其知識和技術，須與世界醫學水準相
通，需要不斷獲得進步。」
［口腔醫學方面］：此與現今所強調、
推行的醫事人員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理念完全相同、契合，但提出之
時間，距今約在60年前，也早於UNESCO
提出者12年。可知韓石泉醫師的思想、觀
念如何的先進。
按，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之觀念，UNESCO始自1965，一般而言在
現代，教育之過程始自幼兒期，一直繼續
至老年期，可涵蓋家庭教育、學生期教育
以及成人教育（或社會教育）。狹義的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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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1956）及第二
版（1966）的《六十回
憶》封面，有杜聰明前院
長的親筆題字。

40年前，一位已無法言
語之ORN病人的親筆字
條，道盡其痛苦（內容請
參見本文中〈醫師十箴〉
之六處）。

醫學論壇

合理完善。」

「六、醫師面對因患病而陷於痛苦危

［口腔醫學方面］：此條強調治療使用之藥

險之人，因其精神與肉體均不能保持正常狀

物或方法、技術（含手術），應重視其適

態，應和藹親切，態度、發言尤須慎重，站

應症及禁忌，並提示臨床病例討論會（case

在醫療方面，僅有病體、病患，一視同仁，

conference）之重要。在引起醫療訴訟（含牙

無貧富、貴賤、階級之分，應以拯救其生

科）之案例中，因疏忽上述之適應症或禁忌

命、痛苦為第一要義，不遑計及其他，方克

而引起者，為數不少。而在牙科案例中，尤

完成神聖之使命。」

以植牙、齒顎矯正及拔牙相關者為然。

［口腔醫學方面］：同樣地，在牙科醫療糾

「四、醫療要達到完善，必須診斷確

紛的案例中，有不少原可避免、不必發生的

實，認清病因、病源及其所惹起之共同或特

「誤會」，多起因於，溝通之不足或不良，

異症狀，與其侵襲主點、進行路徑、身體之

甚至在言語上或態度上傷到病人。一個極端

反應抵抗等等諸種錯綜現象，運用可行之檢

之案例：多年前，曾有一位下顎骨ORN（放

查、試驗方法，參考最新之知識、學說，慎

射線性骨壞死）的病人轉述告知，其前面看

重作正確之判斷，以奠定治療之基礎。」

過她的醫師竟然對她說：「妳已活不久了，

［口腔醫學方面］：此條強調正確的檢查、

不必理會這個會變成長期的病痛，治療也沒

診斷、鑑別診斷、治療計畫與預後判斷之重

有用的！」此例完全違反此條倫理原則。

要。最近有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牙科之醫
療糾紛中，植牙相關者高達37%，凡進行植牙
治療的牙科醫師，宜特別留意此條所述。

40年前，另一位已無法言語之ORN病
人，也以親筆字條，向我道盡其痛苦：
「韓醫師：

「五、病患之輕重治否，雖可豫見，實

我的牙床這週來顯然更惡化，本來還勉

難逆料，自覺痛苦與他覺觀察，有一致者，

強可以開一點的嘴，現在變得更緊，而變得

有相反者，一致固屬當然，相反尤須慎重考

沒辦法打開，現在除了流質外，已沒辦法吃

究，盡力預防其可能發生意外之危險症狀，

任何東西，加以牙齒沒法清洗，變得更難過

以期預後推斷之正確。」

了，目前說話也相當困難，所以我現在很痛

［口腔醫學方面］：在問診與病歷記載中

苦，求韓醫師大開慈悲速速為我解決病痛之

必不可缺者，有病人主觀敘述（subjective

苦，使我的口能回復自然，那我真要感恩不

complaints or“S.＂）及客觀之徵象（objective

盡了。」

signs or“O.＂），此條提醒醫師，兩者可

「七、醫師對於病家及其有關之親朋，

能一致，甚至也可能相反，皆須加以正確判

於可能範圍，說明其病態及養生看護之法，

斷，可知臨床上診斷與鑑別診斷、訂立治療

預防其因缺乏認識及無知而可能發生之錯

計畫之間，還須有一項重要的「臨床推理」

誤，引導其向治療、預防上應行之正確途

過程。

徑。」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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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醫學方面］：現今強調的「全人照

生編印、發行的校內學生刊物，主要由醫學

護」，醫師應避免對其專長、專門之外的病

系同學編輯，後期有各系學生加入，最後一

人陳訴（complaints）毫不關心。對此，除應

期（64期）社長為陳德皓，副社長為吳俊

「於可能範圍內予以說明」外，至少在用心

穎，總編輯則係牙醫學系孫祖怡同學（第31

傾聽之後，宜思考是否有需要提供會診或轉

屆），該期編輯中有黃映綺（第33屆）和甯

診之服務，應避免回以：「你這問題非我專

秋華（第33屆），亦為牙醫學系學生。其他

門，與我無關，不必告訴我！」（此句亦為

編輯有詹偉弘、賴曉琳、林麗娟、邱顯智、

實例）。

黃薰慧、汪翠瑩；攝影編輯為葉樹人，廣告
由孫祖怡、陳德皓負責，當年（1991年元

註釋

月）總共印了4000本，景福基金會是「惠助

［註1］2013年4月12日台大醫學院116週年院

單位」。可惜本刊在21年前結束印行後，一

慶時，家兄韓良誠醫師和筆者聯名，決定將

直未再恢復，反不如牙醫系同學所編的《芽

這「韓石泉醫師撰〈醫師十箴〉、韓莊綉鸞

語》（此雜誌名稱係由筆者命名的），至今

女士墨寶」大扁額，捐贈給本院永久保存。

仍能維持出版。為留下《青杏》最後一期的
寶貴紀錄，順便就把該期的內容目錄，保存

［註2］《青杏》雜誌為早期台大醫學院學

如下：

目錄：

另有

文藝版目錄：

一、老人專題

韓石泉醫師傳

孫祖怡

共謀老者安之―老人醫療福利的現況與未來

「第一滴血」之啟示

老人社會學理論

大學教師也需要輔導 蕭水銀

老年人的社會形象與自我形象

台灣教育文化之批評

老年與未來

秋在落葉之後

江鳥

老年人口

變與不變之間

懶翁

退休制度

七星山遊霧記

陳永泰

老人的營養

貝爾格與伍采克

老年護理

籲請衛生署增設牙醫政處

老年人的性生活

續陌上桑

請把尊嚴還給他們―老人的社會角色與經濟問題

無題

二、論文
傅柯論醫學與權力
社區精神醫療工作與精神醫療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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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混
方鴻明

詹偉弘譯
孫安迪

詹偉弘

江客

台灣醫學教育之省思
風雲際會

程劭儀

方鴻明

醫學論壇

此外，因該期《青杏》發行至今正好已

「希望在二、三十年後，當我的孩子翻

過了21年，不妨引用總編輯孫祖怡「同學」

到這本青杏時，我依然有足夠的勇氣、記憶

寫在刊首的〈編輯桌旁〉一文中之兩段話：

及心情，來告訴他這一年來的經歷。」

「如果你不能體會，我也只能說，或
許，二十年後，我們的後代學弟妹會來翻閱

（待續）

這本青杏，他們會說：『啊，原來二十年
前，有人這麼想過！』―一如陳子昂在登幽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州臺時，倘若能看到一點前人的足跡，他也

校名譽教授、台灣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聯

會覺得不再冷清孤寂。」

盟主席）

張 哲 孟 （ M1958） 的 成 績 單 與 您 分 享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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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杏林

懷念林國信院長
文／周松男

就

在今年（2013年）三月初我接到林院長

臺大醫院東址新建：世紀大工程

不幸逝世的訃文，緊接著在3月11日下

午又收到景福醫訊雜誌社王亮月助理編輯的

除了一般秘書行政工作之外，四年中

電子郵件及學長蔡偉雄醫師的客氣推薦，他

我參與院長室有關臺大醫院東址新建工程的

們知道本人曾與林國信院長在臺大醫院院長

例行工作會議，檢討→改進→再檢討→再改

室共事過一段時間，所以想請本人寫一些懷

進，其中最痛苦的工程難處是連接東址與西

念的文章，來紀念敬愛的林國信院長，晚輩

址之間的通道開挖，遭遇到地下水滲出的嚴

於公於私就義不容辭下來寫一些值得回憶的

重問題，最後終於在林院長、工務室主任陳

點點滴滴。

清地先生及許多工程專家的多次會議中逐項

林國信院長在民國16年（1927）出生於

完全克服。“景福通道（Jin-Fu Tunnel）＂冠

台南縣後壁鄉安溪寮村，中學就讀日據時代

上“景福＂兩字是出自於林國信院長與內科

的台南二中（現今台南一中的前身），民國

主任連文彬教授兩人的idea。臺大醫院東址新

43年（1954）從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七

建工程另一項奇蹟是預算的控制，當時中央

屆）畢業。林國信教授是聞名的小兒血液病

政府教育部撥給臺大醫院的工程預算總經費

專家，曾擔任臺大醫院院長八年之久（民國

是大約新台幣100億元，雖然歷經多年的物價

73年8月1日～81年7月31日），當時正值中山

上升，工期的延誤，但最後只花費大約95億

南路臺大醫院東址新建工程的施工期，林院

元，不但沒有追加預算，還節省了約新台幣5

長的任期正好落在此時間點，他可說是臺大

億元歸還國庫，不像近年來的台灣高鐵、核

醫院整建的舵手與大功臣。本人在林院長任

四電廠及台北市“世界花博會＂等工程不斷

期的後段四年（民國77年8月1日～81年7月

地追加工程預算，從這方面可看出機關單位

31日）進入院長室，擔任“醫務秘書＂的工

領導人的行事風格差異之大，林國信院長的

作，當時的我是全職的臺大醫學院婦產科教

典範值得我們後輩學習與敬仰。

授及臺大醫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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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西址遷入東址：世紀大搬遷

行規畫的還有台北捷運的淡水―新店線，在
原來的“新公園＂與“臺大醫院西址＂之段

東址新醫院興建完成，緊接著就是繁

落有一個捷運站的設置規劃，站名要如何定

雜的西址病床及住院病人往東址搬遷的大工

奪？台北市政府及鄰近商家傾向使用“新

程，要在數日內的白天時間將各類輕、重症

公園站＂，我們醫院傾向使用“臺大醫院站

病人（包括呼吸器病人、急診室病人等）、

（讚的諧音）＂，最後採用“捷運臺大醫院

診療設備及主治醫師的實驗室儀器穿越交通

站（MRT-NTU Hospital Station）＂，這個

繁忙的中山南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林國

選擇是來自於出席院務會議的本人及當時的

信院長的指揮下，院長室的三位副院長（洪

肝炎研究中心主任陳定信教授的強烈堅持，

伯廷、沈友仁及陳維昭）、本人及各部室同

當然最後要歸功於林國信院長的正確裁奪，

仁的同心協力之下進行多次的細緻計畫及沙

特別在此記上一段。這看來雖是一件小事，

盤推演，終於順利完成了臺大醫院有史以來

卻影響臺大醫院往後醫療服務的拓展相當深

最浩大的搬遷作業，臺大醫院也在1991年10

遠。
本人四年醫務秘書的工作是在林國信

月舉辦一場盛大的新址落成啟用典禮（圖
1）。

院長八年院長任期的後半段（圖2）；在跟
林院長共事的四年院長室工作生涯中，我發

捷運臺大醫院站：臺大醫院“讚”

現林院長的處事原則是秉持“守法＂、“是
非＂與“廉潔＂三大原則，而他的為人態度

當時與臺大醫院東址新建工程同時進

1

臺大醫院東址落成啟用典禮後，與會人士參
觀各層樓房。左起：林國信院長、林國煌教
授、作者。

是懷著“倫理＂、“人文＂與“誠懇＂三項

2

林國信院長與臺大醫院新舊交接主管合影留
念（199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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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林院長夫婦除了喜愛網球運動之外，

“Our respected Superintendent Professor Kuo-

他們夫婦兩人對書法與繪畫也都有很高的造

Sin Lin, he got all principles and then returned

詣，林院長夫人陳秀慧女士在臺大醫學院

to the Heaven peacefully.”

Apricot Garden半月軒的霧玻璃牆上曾寫上
一段字“杏園乃喻臺大醫學院培育醫者之園

補記

地＂（圖3）。林院長對於醫院所有同仁及部
屬永遠展露出和藹微笑的臉孔，沒有“官架

2013年3月12日（星期二）下午在由桃

子＂，能與林院長共事是我一生中學習的契

園返回台北市的高鐵上，陳博光教授與本人

機，也是一件非常快樂的回憶，真像是「如

同車，我向他提及3月13日下午是林國信院長

沐浴在春風裡」。

的告別式。陳博光教授轉述道：「當年的立

最後獻上一句心底的話，祝福我們敬愛
的林國信院長永遠安息：

法委員黃煌雄曾邀請楊思標院長、杜詩綿副
院長及陳博光三人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廚飯
店餐敘，黃委員談到台北榮民總醫院拆了僅
使用二十多年之久的舊院舍，蓋了一座美輪
美奐的台北榮民總醫院，身為台灣醫界龍頭

3

的百年老店“臺大醫院＂為何沒辦法向中央
政府爭取整建新醫院的預算呢？」事隔多年
後，不知道什麼原因，最後蔣經國先生終於
裁示給臺大醫院一筆可觀的整建經費，希望
蓋一所“足以代表國家的新醫院＂，其中真
相過程希望讀者去追尋。
總之，林國信院長“領導臺大醫院新建
工程＂的八年院長任期已確立了他的歷史定
位，林院長替我們臺大醫院後輩們奠定了百
年的根基，功不可滅。所謂「前人種樹，後
人乘涼」，在林院長離我們而去之際，臺大
醫師們實在更應飲水思源，知所勉勵。
林院長夫人陳秀慧女士的書法造詣
「杏園乃喻臺大醫學院培育醫者之園
地也」。（攝於臺大醫學院Apricot
Garden半月軒之霧玻璃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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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師再度揚威
20 1 2 年 世 界醫 師 網 球 比 賽
文／蔡偉雄、林國信
42屆運動與預防醫學學會（Sports and

共囊括五面優勝獎牌（圖3），為歷年來比賽

Preventive Medicine Society）年會及

成績最亮麗的一年。

第

世界醫師網球協會（World Medical Tennis
1

Society, WMTS）的網球比賽於2012年9月22
日至29日在義大利米蘭濱海渡假村（Milano
Marittima）的「海松旅館（Hotel Mare e
Pineta）」舉行，有27個國家和約三百多位醫
師參加比賽。
台灣醫師網球協會（TMTS）這次由國

台灣參加比賽的醫師名牌上印有“TAIWAN＂
（台灣）字樣及我們的國旗。

家衛生研究院的溫啟邦醫師率隊參加，成員

2

包括溫醫師夫婦及兒子溫宏晧、台北市內湖
執業的鍾兆智醫師和蔡偉雄醫師夫婦共計六
人。台灣醫師的名牌上印有“TAIWAN＂（台
灣）字樣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圖1），整
個比賽會場上我國國旗與美、日、義、德的
國旗並排飄揚，場景非常壯觀（圖2）。
這次網球比賽，台灣隊只有6人，其他
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至少都有30~40人參
加國家杯，台灣隊因寡不敵眾而未能在國家
杯奪標。但在個人賽方面：溫啟邦醫師連勝

在網球比賽會場，台灣的國旗與各國國旗一
同飄揚。左一、中為蔡偉雄醫師夫婦、左二
為領隊溫啟邦醫師、右二為鍾兆智醫師及右
一為溫宏晧。

首先二場男單，重挫日本首席選手及波蘭好

3

手；溫啟邦與鍾兆智的男混雙為台灣隊贏得
「男雙公開賽」優勝；蔡偉雄夫人王素香女
士贏得「70歲女單」優勝；蔡偉雄／王素香
夫婦贏得「70歲男女混雙」優勝。台灣隊總

台灣隊總共囊括五面優勝獎牌。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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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球隊的隊員在整個比賽的過程中

與WMTS進一步連絡正式成為WMTS的一個

充分展現了「贏得真光榮、輸得真瀟灑」

會員國，林院長也因此被WMTS聘為理事之

的運動家風度，同時也為我國被壓縮的外

一。

交空間盡了一份國民應盡的責任。「台灣

第24屆WMTS年會於1994年7月2日至7月

（TAIWAN）」名字傳遍場內場外，嚮往「台

10日在芬蘭Vierumaki舉行，林國信教授夫婦

灣」的WMTS會員因而通過決議：2017年世

第一次報名參加，也是唯一從台灣前往參加

界醫師網球協會的網球比賽在台灣舉行。

的夫妻檔。林院長參加65歲組單、雙打及男

2013年8月17至23日將在東歐Latvia（拉

女混合雙打（女的60歲就可），林院長本人

脫維亞）Jurmala舉行第43屆年會網球比賽，

在前二項比賽得了第三名。林國信教授夫婦

2014年在印尼雅加達，2015年在荷蘭鹿特

（圖4）過去每年都報名參加WMTS的網球比

丹，2016年在秘魯利馬。希望在未來的世界

賽（2012年沒參加）。

醫師網球比賽中，台灣能有更多的醫師參

4

加；也更期待台灣政府當局能提倡網球比
賽，鼓勵並資助年輕醫師出國參加比賽，以
延續此項極具意義的國民外交運動。蔡偉雄
醫師返台服務也曾參加路竹會以NGO非政
府組織名義赴馬其頓聯合國難民營服務，
並在聯合國架構下爭取到台灣醫療團Taiwan
Medical Team的名義。

後記：臺大醫院前院長林國信教
授與台灣醫師網球協會
（TMTS）及WMTS的關係

第29屆WMTS網球比賽（1999年10月2~8日,
Fort Worth, USA）左一：林國信教授，左
三：林夫人林陳秀慧女士。

世界醫師網球協會（World Medical Tennis

2017年世界醫師網球比賽已決定將在台

Society, WMTS）於1971年由心臟病專家

灣台北市舉行，身為地主國的台灣，希望醫

Stanley R. McCampbell醫師等人提倡而成立。

界網球同好者能注意此消息，屆時踴躍報名

自從WMTS成立以後，每年舉辦年會一次，

參加。

輪流在各會員國舉行。
林國信院長及夫人林陳秀慧女士兩人均

（作者蔡偉雄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任

喜愛網球運動，1993年在愛好網球運動的60

台北市遠東聯合診所主治醫師；林國信係母

多名同道支持下，先在「台灣醫學會」下面

校醫科1954年畢業，曾任臺大醫院院長，於

成立了一個「網球委員會」，以後林院長再

2012年2月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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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山 生 涯（中）
文／蘇重光

五、禁足期

了，謝謝教官！」解說的人提到來受傘兵訓
練的，一來就把領章、肩章都除掉，少將和

入伍頭一個月不能外出，以免學生兵受

中士完全一樣待遇，不分階級，教官常是階

凡世的誘惑，才能專心修練武功。星期天只

級很低的尉官甚至是士官，身為將官的學員

能待在營區內活動。課程表上週末排的“自

也得服從教官的指揮及命令。

由活動＂，要大家割草或挖防空壕，真是名

之後我們也去參觀了陸軍官校，空軍官

不符實，怎麼不乾脆些說是“勞動服務＂

校、以及砲兵學校。頭一次看到噴射機和巨

呢？

砲覺得很新奇。
教師節休假一天不上課也不出操。早上

入伍兩星期後，隊長宣佈軍政時期開

開“慶祝大會＂。就是列隊聽訓一小時，沒

始；就是犯錯的人將被懲罰。有位同學槍擦

有追懷孔子先師的偉大，也沒有表揚教師工

得很不乾淨，又不服糾正，被罰在太陽下擦

作的重要。

槍。另一位學生兵對官長不禮貌，本來要處

會後安排的“康樂活動＂，就是各地區

罰他“武裝跑步＂（就是帶著鋼盔跑、背著

選出的同學比賽籃球，區隊長不允許我們旁

背包、兩手執槍跑步），後來減免為警告禁

觀者在樹蔭下觀戰，一定要圍著球場加油，

足。

晒著大太陽。指導員還特別闡明，打球的人

別的大隊有位同學集合動作太慢，區

是“康＂了，看球的人是“樂＂了。聽到這

隊長看得很不耐煩，猛烈地拉了他一把，不

種幼稚的話，覺得又氣又好笑。

慎跌倒。別人看到為他打抱不平，中飯時叫

開訓三星期後，有天安排參觀傘兵學

了“開動＂，居然全隊學生兵都不動。官長

校，頭一次坐卡車出營區。看到不穿制服的

們看了知道事態嚴重，一個個好言相勸。結

紅男綠女，車水馬龍，熙來攘往的人群，真

果還有一半的人拒絕吃飯，表示抗議。以後

是感慨萬分，感到好像是做了幾星期監牢失

那位惹起糾紛的隊長調到我們第八隊做副隊

去自由的囚犯被假釋出獄一樣。

長，那隊學生兵也有好幾個被調到其他中隊

參觀了傘兵的滑繩訓練，學員要不停的
呼叫：「第一個轉彎，第二個轉彎，終點到

去。
步校幫每個人打預防針，用偷工減料
2013年4月‧第3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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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同一個針筒同一個針頭連打十幾個

害羞地低頭不作聲。

人。輪到我時心中一直叫不要，但沒敢說出

她也提起牙痛去找臺大一位洪醫師看，

來，真是膽小如鼠。只希望在我以前的諸人

這位仁兄的功夫不到家，拔牙時麻藥用不

沒有肝炎。事後證明我猜的對。十年後我得

夠，她喊痛還是硬拔，真是鐵石心腸。過了

了肝炎，查血的結果是A型的，應該和步校

幾天傷口還會流血，她用手摳出了幾個小碎

的預防針施打沒關聯。步校諸醫官的水準低

石出來才停，所以這是位庸醫。內耳道長了

下，大約落後十五年。

一個小癤子，請了耳鼻喉科三位大小醫師

星期天南部同學的家人常常帶好吃的點
心來探訪，可以在教室裡面會面幾個小時，

看，都只給他塗些紅藥水紫藥水，一點也沒
效。

我們家在北部的，看了羨慕不已。好在許多

有次她讀完我的信，旁邊兩位同學看了

好友都很大方的讓我們分享他們的點心，可

很好奇，央她拿出來公開。起先她不願意，

以稍稍舒緩一下鄉愁。

兩人一再請求，說想知道“大文豪＂的信是

和未婚妻通信，是我在禁足期間很重

怎樣寫的，她勉強答應了，兩人讀完了都大

要的一環。晚自習是寫信最好的時間，偶爾

失所望，信中只記載日常生活起居，像記事

也可以在開討論會時偷偷寫上幾行。把一天

冊一樣，沒有卿卿我我，愛你之類的甜言蜜

的經歷，酸甜苦辣，一股腦都寫在信紙上，

語，讀了一點也不來勁。會寫文章的人，寫

幾乎每天都寫，信是每天或隔一天就發寄一

給愛人的信不過爾爾。我們兩人的通信，由

封。因為指導員的日常工作中，檢查信件是

鳳山、士林、金門直到解甲還鄉，前後歷時

很要緊的，寄出來的信都要“偷打開＂看；

18個月。

所有的事不能描述，如長官們官位、姓名、
行蹤，或畫圖標示教室操場的位置方向，這

六、解嚴─星期日還我自由

些算是「軍事祕密」。也不能發什麼牢騷，
批評長官或什麼事件，批評不自由等。「思
想太多」等於“思想有問題＂。

在步校監禁了33天，把諸學生兵的老
百姓癖性消除殆盡，才讓我們有自由的星期

每隔一兩天接到未婚妻的信，我是如獲

日。頭一次外出前，官長們一再叮嚀，要注

至寶，馬上藏起。找一個可以獨處的地方，

意儀表和禮節。要穿外出服和大皮鞋，不可

讀了一遍又一遍。她信上寫的，無非是在嬰

坐三輪車，走路時不得喧嘩笑鬧，也不可吃

兒室工作有多忙，娃娃多到三十幾個。有次

零食。在街上遇到官校學生最吃虧了，因為

小夜班生了九個新生兒，把事情做完了還能

他們穿得比較講究，急切間也不知他們的階

寫信給我，吃了什麼好東西，和親友看了什

級；我等步校生常常先向他們敬禮，好在他

麼電影。每次回到湖口老家，祖母怎麼疼

們也必回禮，我們吃虧也不多。

她，還不時垂問什麼時候要舉行婚禮，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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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晚上九點一定要回營，逾時不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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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受罰。班上的C君有天遲回兩小時，下

吃雞酒和油飯。他把嬰兒抱著在街口走一

一個星期天就被禁足，不得外出。還有H君

圈，習俗說這樣對小孩的命比較好。他的妻

遲回，他乾脆不走校門，爬鐵絲網下進來，

子在產期前有併發症，鄭兄請假不准，他居

正好被埋伏的仇大隊長逮個正著。被關禁閉

然不假外出，是位專情的人。

室，整天只有白飯鹽水，連一片菜葉也吃不
著。

智仁約我去麻豆他家，吃到當歸鴨和
蛙腿。他騎機車載我去繞麻豆鎮一周，去看

同學們多半坐公車去高雄。在步校33

“龍泉＂和台灣八景之一的“曾文溪日落＂

天中吃95頓素食，一上街就像剛投胎的餓死

〈也許叫“夕陽西下＂吧〉。邱兄的父母非

鬼，看到什麼都想吃。我個人的最高紀錄是

常親切，他倆老和子女間的關係和睦自然，

半天內吃了米粉，包子，鍋貼，牛肉餅，花

毫不拘泥，使我欽佩又羨慕不已。

生湯，紅豆湯，西瓜汁，西瓜，鳳梨，還

高雄市的大街小巷逛過好多次，就開

有三種甜點心。如今想起來還有幾分難為情

始去遊附近的名勝及小鎮。壽山的石壁像蜂

呢。

巢，有許多連通一氣的洞穴，山頂有日本神
除了吃就是看電影，通常一天看一或

社，可看到高雄全景，但可惜不許照相。旗

兩場。有天連著看了三場「天涯生死戀」及

山山下有一大片香蕉園，河畔種了許多瓜。

「海女」看完，又去看了一場低俗的「海女

山頂有日人三十三士殉難紀念碑，還有一塊

的挑戰」。看過的三十多部片子中，最欣賞

“招魂碑＂，紀念閩南客家兩族和好，不再

的是部法國片Les Amantes〈中文翻譯成“孽

爭鬥。想起古早事，不禁惻然。

戀＂〉，英譯是Lovres。導演和攝影的手法

去左營“春秋閣＂，三年前曾經來過。

都很高明，有美妙的意境。看了像是進入綺

現今湖水全乾，只剩下爛泥，還是有些烏龜

夢，不覺沉迷其中。描述的是不道德的偷情

在曬太陽。之後也去了林園和旗津。

故事，有丈夫孩子的中年有錢婦人，已經有

未婚妻來鳳山看我兩次。來去都是坐夜

一個情夫，遇到年輕的“考古學者＂，居然

快車，非常辛苦。每次只能在高雄見面八九

一見鍾情，離家和他開創新生活。此片在

小時，第一次我妹妹陪她，第二次她弟弟陪

Cleveland一家小戲院上映時，老闆被控放映

她來。來之前頻頻通信聯絡，約好會面的時

PORN（色情）電影，告到最高法院：Potter

間地點。非常興奮。見面後有說不完的話，

Stewart法官認定此片不是色情片。他說過一

快離開時就心神不寧，知道剩下的時間不

句名言：“I know it when I see it＂，說憑他的

多。送我上回鳳山的公車時，她總是要哭；

主觀就可以判斷是“色情＂還是“藝術＂。

惹得我這男子漢也免不了流幾滴淚。好在不

文高的家在高雄市，他家的“祭祖日＂

久就是新年和春節，都有假期可以回台北。

請我去，頭一次吃到麻油雞。茂松的兒子滿

父親也來看我。他由高雄搭公車到鳳

月，請了我和其他兩位同學去台南他家，請

山，走到校門再到我的隊上，引起了一陣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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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為他的軍階和校長一樣高。我跟他在

自動幫忙救人護送。隊長特別在朝會上嘉許

公車站排隊，有兩位學員請他排在隊頭他不

他。邱兄這樣見義勇為的的舉動，在台灣是

肯去。好在一上車馬上就有人讓位。

少見的。美國人一般來說，救急救難的人相

老爸軍服肩上的那兩粒星星在閃爍，走

當多。

在高雄大街上，引起許多軍民好奇的眼神，

有些同學從街上租來一些武俠小說，大

大約他們從來沒看過步行的將軍。雖然他是

家傳著閱讀。有位壞人叫“了因和尚＂，武

中將，但是官拜國防部參事，是個閒差，屬

功十分高。一位工專姓邱的同學，生得濃眉

於“出無車（HU）＂的階級。每天上下班，

大眼，我們就叫他“賽了因＂，他最偉大的

和別的兩位將軍，共用一部吉普車。

功夫是“耐熱功＂。早上天涼大家穿上棉背

先有八位軍人看得發呆，居然忘了向他

心，太陽出來氣溫高到二十五度，大家紛紛

敬禮，我這個上等兵，因為緊隨著將軍，不

脫下背心，但「賽了因」可以硬穿一整天，

必向任何人敬禮算是沾了光。

面無懼色，其實他是一個守規矩的老實人。

陪將軍上館子，看電影（他也是一個影
迷。）遊壽山公園。一路上我都幫他提一個
很重的公事包（不知裡面有什麼重要物件，

七、開學典禮，總統嵩壽，讀訓，軍
人信條

很可能有兩本厚書。）分手時父親很嚴肅地
指出我的姿勢不夠挺，制服也沒塞得太好。

真不知道步校長官是怎麼想的，明明

我聽了覺得有幾分沮喪，在回校的公車上難

我們第八期諸學生兵九月初就入營修練武

過了一陣子。

功，直到十月底才舉辦「開學典禮」，足足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有人在鞋底安裝了

晚了一個半月，為了這次大典，諸士兵不知

鐵蹄釘，在馬路上走起來有清脆的聲音，顯

花了多少個鐘頭來演練，汗水是流了又乾，

得有幾分威風，可是整天玩累了回校，大家

乾後再流，重複的動作練了又練，先請總隊

走路沒精神，鞋跟在地上刮非常難聽；像是

長來視察。他說我們動作尚可，但大家太沒

一群游兵散勇。沒多久校方就下令，所有的

有精神。隊長們聽了大為緊張，除了每天補

蹄釘都得拔掉。

上基本操練之外，還特別實施“個別加強訓

有功及績優的學員會得到特別假。外出

練＂，劉隊長還不時教全隊大聲呼喚，值星

可以提前出營或晚歸一兩小時，譬如擔任實

官大叫“第八隊！＂全隊要猛吼“有！＂連

習值星官表現良好，射擊成績特優，得到上

叫了好幾次，隊長認為滿意了才終止。

級長官的嘉許等。至於辛勞辦伙食採買的同
學，清掃廁所有功的，可以給整天假。
有次邱智仁回營晚了兩小時多，被記小
功一次。因為他在路上遇到車禍受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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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隊長跟大家約好，如果檢閱後
總司令說很好，就放大半天假，如果他只說
“好＂，就可“在營休息＂。萬一將軍說
“不好＂，大家要上一整天的基本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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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總司令羅列是一級上將，他長得

陽明山。他發表了無數指示和訓詞，文書把

一表人才，談吐溫雅。如果要吹捧他的話，

他的一言一詞都記下來印成書冊，手下的大

可以稱他為“儒將＂。講的話都中肯有內

小官員都奉為圭臬，要全國軍民知曉奉行。

容，話也不長。他對我們的表現，只有幾句

古人說「子曰，子曰……」，今人就說「總

很客氣的評論，由於他沒特別誇讚，我們只

統 說 …… 」 「 毛 主 席 說 …… 」 意 思 是 一 樣

得了二獎，在營休息。因為是慶典，吃飯時

的。

“又＂有葷腥。

「讀訓」成為國民黨，救國團和三軍中

蔣中正生日那天，早餐不吃大饅頭了，

的一大項目，重要性還超過“三民主義＂。

改吃壽麵。在慶祝大會上有位學員暈倒，被

每天早上最好的時光，要用來讀訓。五年前

送去軍醫院。會後大家在大禮堂內看電影

我參加救國團辦的暑期活動游泳大隊。每天

「民族救星」。先是很漂亮花朵盛開，鳥兒

六點半起床，立刻走到郊外，坐在小板凳上

啁啾婉轉，溪水潺潺的流著，報幕人形容這

讀訓。空著肚子聽講很不好受。在生活檢討

美麗祥和的情景，不多久鳥兒停止鳴聲，溪

會上我建議把讀訓排在早飯後。指導員聽了

水的流動也靜下來。報幕人輕聲的提示：

大皺眉頭，當場駁斥我，說讀訓這麼重要的

「怎麼鳥鳴安靜下來，溪水的流動也停了

課程，怎麼可以在飯後上？！言下之意是，

呢？……」原來此溪不是普通的溪，它位于

聽過蔣公的訓詞後，飯吃不吃都無所謂了。

浙江省奉化縣，“溪口＂剛剛出生了一個男

大操場邊有五個大學碑，分別是主義、

娃娃。娃娃哇哇叫了五分鐘之後，鳥叫得更

領袖、國家、責任和榮譽。這是國軍的五大

起勁，溪水也流動得更快，原來此娃非同凡

信條（口號、箴言、座右銘），比West Point

響，他將來注定要領導全國同胞，建立富強

軍校的motto（座右銘）；Duty，Honor，

康樂的國家，是中華民國的救星。

Country多了兩項。這可顯出東方人守舊的

老實說這影片拍得相當巧妙，吹捧幾分

傳統心理，始終忘不了“頭頭＂。我中華民

並不肉麻，不像“歷史＂上“記載＂諸開國

族確實比西洋人高明，人家有三大信條，我

或豐功偉績的皇帝們，母親懷孕時常和龍，

們就有五條。人家有三權（行政，立法，司

神人，或太陽有什麼瓜葛。出生時常是“赤

法），我們就再加上兩權（考試，監察。）

光照室＂或有異香，經時不散。史官們為了

有五隻腳的鼎絕對比三腳鼎穩得多。

歌功頌德，一定要套這樣的公式來討好皇
家。

（待續）
蔣公年享88，大半生都在掌權。他初

到台灣，隱居在草山，苦研王陽明「知行合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9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一」的哲學，把名字很土的「草山」，改為

國Oklahoma州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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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文／楊曜旭

天

氣慢慢回暖，樹上枝頭紛紛冒出新綠，杜鵑緊接著山櫻亦開得花團錦簇。四月，是個溫馨且
重要的月份。兩個節日，清明節與兒童節；慎終追遠是我們固有的傳統美德，提醒忙碌的大

家記得找個時間掃墓祭拜祖先，更不要忘了對身旁的國家未來主人翁多一點關懷與重視。除此之
外，一年一度的醫學院院慶將首次與北美校友會年會於4月12-14日共同在醫學院盛大舉辦，期盼各
位校友踴躍出席共襄盛舉。
為配合醫學院院慶活動，本期景福醫訊專輯主題訂為「台灣醫藥教育之變革」。我們特地商
請醫學系張上淳主任，藥學系顧記華主任，及張秀蓉老師為文，文中分別對於台灣醫學教育發展沿
革，未來醫學及藥學教育的走向有詳細的闡述。醫學新知方面，免疫細胞在免疫系統的調控中扮演
關鍵的角色。蔡博士在文章中分別介紹了不同免疫細胞的特性，目前利用這些免疫細胞治療各種疾
病的發展現況，以及未來的展望。「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前臺大醫院院長林國信教授不幸
於年初過世，透過周松男教授的文章讓大家更清楚林院長對臺大醫院的辛苦付出與貢獻。林院長除
了是一位讓人尊敬懷念的醫者，也相當熱衷於網球運動，曾任「世界醫師網球協會」理事一職。加
入這個組織，讓台灣醫界網球喜愛好者有機會與其他國家同好相互交流切磋球技。醫學倫理是行醫
的基本準則，韓良俊醫師幫大家回顧台灣早期的醫學倫理相關文獻及其在口腔醫學領域的適用。另
外，延續上一期，蘇重光醫師將繼續與大家分享當兵時期的各種甘苦。
最後要謝謝大家，特別是亮月小姐的幫
忙，此期景福醫訊才能順利出刊。除了景福
醫訊編輯，從去年開始也擔任景福校友關懷
小組委員，有機會為廣大校友服務個人備感
榮幸，也誠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景福醫訊多
多投稿，感恩！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2005年
畢業，現任母校小兒科臨床副教授及臺大小
兒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
作者（左一）與家人共遊武陵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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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第 33 屆年會
時間：2013年4月13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基醫大樓101講堂

攝影：呂志成

▲周滿滿會長致詞

▲李嗣涔校長致詞

▲專題演講―張秀蓉教授

▲專題演講―程正禹總經理

▲校友輕鬆談―藥學系北美校友會湯丹霞理事長

▲出國進修旅居國外學者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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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3年3月2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花火】

兒童節活動致贈病童禮物

時間：2013年4月3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將年輕男子的大腦白質神經束運用擴散性磁振造影技術與影像重組技術以三原
色方式呈現，除了跨越左右半腦的胼胝體之外，其他錯縱複雜的神經束也清晰
可見。色彩斑斕的線條將人類大腦中的白質結構化為怒放的花朵，也如同夜空
中絢爛的花火般令人目不暇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