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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傳承人物專訪

謝 地 教 授 訪 談

訪問人／張秀蓉教授、杜芸芸小姐、呂怡燕小姐

撰文者／邱兆玲

訪
談一開始，耳鼻喉科權威、頭頸部腫瘤

專家謝地教授特別提到：「大約一個

星期前我碰到楊照雄，他跟我講過，就是讓

我們這些年紀大的寫一些什麼東西。」這是

非常強烈的使命感，一份想為台灣的醫療發

展留下紀錄的想法。謝地教授出身日本時代

「做風水的（修築墳墓）」艱苦家庭，他以

過人的聰慧資質，通過層層考試關卡進入台

北帝大預科，取得進入醫療殿堂的鑰匙。醫

生是當時台灣人能夠從事的最尊崇職業。升

上醫學院後，赤貧如他必須犧牲玩樂，用超

乎常人的毅力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一步一腳

印，謝教授所走過的求學路途，當可作為台

灣歷史發展中，菁英份子空手打拼、力爭上

游的最佳寫照。

窮苦出身，立志出人頭地

提到過去窮苦的歲月，謝教授表情泰

然：，「我生在新竹，是長男，上有一個姊

姊，下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我的父親本來

是幫人蓋房子的，四十五歲那年生我，算是

老了。那時所謂『人生五十歲』嘛！老了，

沒辦法爬高爬低，就改行蓋墳墓。」

可能是老天爺眷顧吧，這個泥水匠親手

打造的房子卻是地靈人傑，後來竟然孕育出

兩個頭腦一流的醫生子弟。「我們住的房子

是我出生時蓋的，我爸爸新蓋的，可能風水

不錯。我弟弟頭腦很好，和我一樣也是新竹

中學畢業的，他是第一名。考大學時不是聯

招，他考上臺大醫科和師範大學數學系第一

名，他選擇當了外科醫生。」

沒有顯赫的家世奧援，謝地教授雖然

很會唸書，但升學路還是走得曲折。「我父

母都沒有什麼學問，母親甚至沒有讀過書，

本來是住在山上的。我的父親倒是提過他的

養父賺錢供他讀過書，那時所謂讀書就是讀

漢文，大概是約略讀過書。他工作的關係必

須寫估價單，他念我寫，我記得他教我寫了

一個『磚』字，大概就是有些知識。」七歲

那年，謝教授進入『書坊』讀書，這與當時

很多小孩七歲進入公學校的學習背景，很大

不同。謝教授念的『書坊』是借用新竹關帝

廟當教室，學生必須自己搬桌椅上課。憶起

這段學習往事，謝教授說：「我九歲才念小

學，書坊大概是七歲去念的，念了兩年，主

要是讀漢文。最初讀的是三字經、人之初、

百家姓、千家詩，最後一年讀四書。我的漢

文基礎是有的，但只是小孩讀的是『唸書

歌』。」



2014年10月‧第31卷第10期 3

醫學傳承人物專訪

儘管所學粗淺，謝教授還是有點為自己

的漢文基礎高興：「記得我和大人走在街上

時，所有的招牌我都會看，大人們就覺得我

學問還不錯。」從小就顯現唸書天份，謝教

授的求學過程是否受到家裡的支持，答案卻

是否定的。「我們都是在家自己念的，沒有

補習。考中學時，家裡也不知道你有沒有念

書，不會關心的。」

在接受了兩年私塾教育後，謝教授九歲

的時候進入了新竹第一公學校就讀，開始學

習日文。日本時代，台灣人念的是公學校，

日本人讀的才叫小學，使用書本也不同。謝

教授為我們解釋這種差異性：日本人讀的書

有外賣，但台灣人不會去買。公學校用的課

本要花錢買，錢不多，開學時老師會問你有

沒有書？有時哥哥姊姊的也可以用。我有一

個同學，每年書買了就丟了，後來老師就要

他買兩套。……學校也沒制服，……鞋子，

則不一定要穿鞋，赤腳也可以上學。現在的

人好命，一定穿皮鞋。我有個鞋子的故事，

記得上中學時，我買了一雙新的布鞋，那

時叫運動鞋，最有名的是Asahi（朝日）運

動鞋。當時心想上了中學就穿『新』的鞋

去上課，在操場就被老師罵為什麼穿新鞋

來。……但上了中學又是另一階段，不是自

己愛穿什麼就穿什麼，而是老師要你穿皮鞋

你就得穿皮鞋。」

可能是晚入學的關係，謝教授在公學

校時期，就比其他同學來得思想成熟，成

績更是一枝獨秀，他是全班21人中，唯一考

上中學的。謝教授解釋升學率這麼悽慘的原

因，要歸因於：「日本人松井老師的教學理

念：他希望教導學生成為好的『社會人』，

他在教室裡要求自治，每天來都對我們講新

的事物，和他自己的想法，希望我們出社會

時，好好地做人。」這種獨樹一格的教法，

帶來的卻是升學率慘遭潰敗的後果。謝教授

表示：「小學五、六年級時有四個班，當時

如果要考中學的學生就特別編在一班，那時

教我五年級的老師不願意這樣編班，他告訴

校長他不要這樣分班，所以一到六年級都是

同一班。這樣也對，那只是個普通小學而已

嘛，所以他不要我們補習，我們那班21個去

考中學，結果只有我一個上榜（考上新竹中

學）。老師這才發覺不對，因為大家都以升

學多少來認定老師的好壞。」

經過這次低升學率打擊，松井老師反

成為謝教授求學路途的貴人。提到這段求學

歷程，一向冷靜自持的謝教授忍不住哽咽：

「我父親從事泥水方面的工作，年紀大了，

又有氣喘病，天氣一冷像是二、三月時就

犯，他就不能工作了。中學註冊費是25塊，

當時沒有錢繳，我就告訴老師：不要念了。

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沒有錢可以註冊。老

師就去找我父親溝通：因為全班21人只有我

考上，我再不去，他那班就沒有人上中學

了。他說他去找學校的『保護者會』借，這

個會類似現在的家長會，不知我父親何時能

還呢？我父親就說只要天氣一暖就可以，他

說那我幫你們借50塊。當時50塊是很大的

錢。就這樣向學校借了50塊錢註冊，否則我

就沒法去唸書了。……我的老師為我做了這

許多事，我才有今日，我也恰好遇到這位為

我著想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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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新竹中學，又得到老師義助，謝教

授仍然花費了一番心理轉折，最後才下定決

心往繼續升學道路前進。由於家中長輩識字

有限，謝教授求教於家族中有名望，也是唯

一一個在當醫生的表哥胡水旺。他說：「還

有一件與我讀書有關的，就是我的表哥，叫

胡水旺，他是台北醫學院的創辦人，我告訴

他若讀中學卻不繼續升學沒有意思，不然我

去讀工業學校好了。當時台北工業學校（日

後的台北工專）很有名，他已經在台北開業

了，我寫信給他，他卻說如果將來真的要做

工，那就不必念了，現在就去工廠當學徒還

好一點。因此我才確定要繼續唸書。」

當時要考上中學十分不容易，一個班級

50個學生中，只有15個台灣人，其他都是日

本人，謝教授在這段期間感受到被歧視的滋

味。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我記得有次下雨

穿雨衣上學，回家時因為放晴了就忘了帶，

隔天我去找雨衣，老師卻說我穿的雨衣像個

乞丐，就是瞧不起台灣人。有的時候老師會

罵我們「清國奴」，這不是很多啦，多半是

常住在台灣的老師瞧不起我們，若是從日本

來的老師就不會了，他們比較不瞭解這個情

況，所以對比較會唸書的台灣人很友善。」

個性略顯拘謹、踏實，難得動容是謝

教授給筆者的第一印象，他說起過往語氣

是平和實在的：「我新竹中學讀了五年，那

時的制度是讀滿四年之後，可以考高等學

校。我那時沒考上。預科是我五年級那年設

立的。我就是讀台北帝大的預科。」為了填

補我們對那段歲月教育制度的好奇心，相當

念舊的謝教授又對著杜詩綿教授的女兒杜芸

芸解釋：「預科三年和高等學校一樣，我曾

在一本書寫過，高等學校畢業的人，日本全

國的大學都可以考，而大學的預科就不行，

一定要讀原來大學的醫學部才可以。所以讀

高等學校的人有的是為了考東京大學、京都

大學的。上東大不簡單的。我們預科的學生

沒什麼，而高等學校學生很厲害的。像你爸

爸（杜詩綿）從小學就考上高等學校的尋常

科，他國民學校五年級的時候就考進去了，

念完了就直升高等科。我們中學畢業考的就

是高等科。」

聽到這裡還是有點不明究理，謝教授接

續著說：「尋常科的學生頭腦是很好的，我

們臺大裡有好幾位呢。像杜詩綿、呂耀卿都

是腦筋很好的。尋常科是高等學校附屬的中

學，一年全島只收50個人左右。這些學生的

頭腦是真的很好。臺大的蔡錫琴也是，他們

頭腦都很好，從小就訓練，才能考得上。台

灣人要考這些學校不簡單的。」

嚮往醫生崇高地位，堅定目標追求

新竹中學當時畢業的學生就讀醫科的特

別多，最優秀的學生以當上醫生為最高讀書

目標。那時還沒有醫學部，謝教授說：「我

的表哥胡水旺為了考上醫專，考了好幾次，

甚至他哥哥都不跟他講話了。他是家族裡第

一個當上醫生的。」可見醫專考試有多激

烈！這位表哥後來執業開設耳鼻喉科診所，

謝教授考上帝大預科後，借住表哥家二、三

年，每日看他治療患者，終於奠定他日後走

上耳鼻喉名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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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地位在我小時候就很高了，

我記得看外國的電影，如果醫生一出場，大

家都把帽子摘下來的。台灣雖然沒有這樣，

但對醫生仍然敬重，我想早年的醫生比現在

更有能力的。」雖然對從醫抱持高度興趣，

謝教授的家庭卻沒給他志向選擇上的壓力：

「我父親告訴我，想念什麼都沒有關係，但

有兩項工作不能做：一是警察；一是律師。

不知為什麼？大概新竹不大，凡發生事情，

若覺得某人明明是對的。怎麼（上法院）卻

判不對，就覺得是律師辯護時將無理的事情

講成有理，所以他們看不過去；至於警察就

是台灣人老被欺負，所以他不許我去作這兩

種工作。

考上了帝大醫預科代表直升了帝大醫

學部的入學保證。高等學校畢業的則不一

定，他們可以任意選考大學，多數是去日本

念大學。謝教授上大學的時候，正值台灣光

復前後。學風自由，課程則是維持日本時代

的『講座制』。「不像現在每學期考試，我

們是到要畢業前才去考，及格就可以了。老

師是教書上課而已，不管學生其他的事，大

學一、二年級上解剖，解剖完也沒有立刻考

試，而是你去申請考試，老師再告訴你什麼

時候考試。所以我們不會有人去要求考試，

解剖學我們是畢業前才去考的。現在分成兩

段，基礎（醫學）通過了才能考臨床。我們

那時X光老師很難纏，大家都說等畢業前再去

考，那時就容易考過。因為我們前兩屆的學

生有人怎麼都考不過，只能重考。」

謝教授帝大醫預科念了二年半，醫學院

讀完四年，是改制臺大醫學院後第二屆。

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末期，空襲仍頻。

謝教授說：「一、二年級時遇到空襲，常

就沒辦法上課。早我兩期的同學讀了兩年

半，學業就只好結束。早我一期的當時也疏

散到大溪上課。大溪那裡有個臨時醫院，可

以讓他們高年級的實習。醫學院倒是沒有搬

過去，我們低年級的就待在台北上課。我聽

蔡克嵩說：搬去大溪的東西，有的都沒搬回

來。重要的都搬去了，搬回來的不是破的就

是壞的。」

學生一、二年讀基礎，在醫學院上課。

第三、四年才會轉移到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教學。學生一邊看講義，一邊看病人。

臺大醫學院那時還是傳襲日本的『講

座制』精神，這種學制學風和現在迥異。提

到當年考試形式，謝教授的神態明顯輕鬆起

來：大學的考試也很有趣，今年考不過的就

明年申請再考，最多的聽說有13次。也就是

你現在考沒過，過一陣子準備好了，可以跟

教授說好，隨時去考。有一次很有趣，有人

向老師申請重考，老師答應了，臨考時就把

上次的題目給他，結果他還是不會。老師問

他為什麼還不會，他說老師上次考過了，他

以為這次不一樣，就沒念。精神科林宗義老

師，考試時我們一個個在門外等，他一次叫

一個進去考，每人隨意翻一頁，他就問那頁

的內容。進去考的人出來就會告訴我們，他

會拿哪一本書出來，千萬別翻太後面他沒教

過的。

當時的老師教學不在於考倒學生，而在

於不厭其煩的培育學生作研究。謝教授繼續

說：「老師並沒有開書單給我們。上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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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講義，沒有教科書。只有日文、德文

書。我要畢業時，桌上疊了差不多這樣高的

書（約50公分），讀完一本就放另一邊。我

們都會日文、德文。只是德文現在不用都忘

記了。

『講座制』最大的特色是：教授將他

個人的研究教給學生，有點師徒傳承的味

道。當時，學生要修習的基礎―生理概論分

成第一、第二教授。內科則分成三科，就是

生理、解剖、藥學。藥學是杜聰明先生教授

的。病理的教授很嚴格，是日本人。謝教授

當時從桃園搭火車北上醫學院，常碰到空

襲，火車隨處停下，旅客則四處奔逃，有的

時候到教室晚了，總會捱上一頓好罵。

宛如苦行僧的醫學生生涯

大學生活應該是多采多姿的，謝教授

卻不然，他每日都要為生計操煩。他考上

醫預科後，先是寄住表哥胡水旺家。後來透

過胡水旺介紹，到桃園耳鼻喉名醫『矮仔醫

生』、也就是杜詩綿醫生的岳父家中擔任家

庭教師。每天桃園、台北往返通車，直到大

學畢業。住在「矮仔醫生」家時，又得到他

的介紹，到桃園初中當兼任老師，教授生理

衛生、物理、動物和醫學院有關係的科目。

一人身兼數份工作，真令人好奇謝教授的求

學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他說明：「現在說來

就好笑了。當時『矮仔醫生』說你以後反正

要去耳鼻喉科，耳科就不要上了，這個時間

去教書好了。反正你現在要念以後也要念。

那時他就和洪文治教授說了：『謝地啊，沒

有空，就不去上你的課了。』結果有一日我

沒教書跑去上課，洪文治就問我：『你聽得

懂嗎？』那時老師是不管你上不上課的，像

文科的學生都不上課，在圖書館讀書的。反

正講座制，考試能過就好啦！也沒有點名什

麼的。」

為了力爭上游，對於時間他幾乎是錙

珠比較，完全犧牲個人玩樂。他表示：「在

中學時候，台灣人不努力讀書不行的。像學

校的課外活動，我都沒有參加，因為沒有時

間。如果參加課外活動，就沒有時間可以讀

書了。」後來又因為父親過世，家中頓失收

入來源。所幸當時謝教授申請到新竹市公所

（市議所）一筆獎學金，這筆錢他交給姊

夫，當作母親借住他們那裡的生活費。

「日本俗語說：有將你遺棄的神，也

會有救你的神。當時沒有錢能讀書，但只要

稍稍努力就能完成學業。」就是這麼樂觀、

用力的生活哲學，謝教授1948年從臺大醫學

院畢業了，也順利留下來擔任臺大醫院助手

（即住院醫師）。早年住院醫師是無給職，

謝教授曾兩年沒拿錢（住院醫師改成有給職

是傅斯年校長在1950年才推動的）。對於有

沒有錢可拿，謝教授的看法倒是無所謂的：

「對沒有結婚的人很好！有住有吃，不用煩

惱。後來又有錢拿，很不錯。……待在醫院

裡看各種病的機會比較多，我是覺得畢業後

在醫院裡，有錢拿又有看書的時間，是很好

的 training。」「我在住院醫師兩年裡，吃

到什麼程度呢？天天吃鴨蛋煎的蛋包吃到

怕了。我們是每個月每個人交錢去辦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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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謝教授做了兩年無給職助教，第三年

實施住院醫師制度，才開始有薪水可領。

前面講住院醫師是無給職的，那大家

繳交的伙食費哪裡來？謝教授為我們釋疑：

住院醫師會去兼任學校校醫。前輩如果去兼

差，就會拿錢回來分給我們。意思是我到外

面做事，但醫院裡面的事情你作，所以我應

該分給你錢。」住院醫師有時候也會收到病

人一些感謝心意。「那時糖很貴，都特別運

到上海去賣。我們住院醫師過年時可以分到

糖，大概有病人是賣糖的關係。有一陣子我

們拿到很多襯衫。曾經我的櫃子裡疊了半個

人高的襯衫。」

一度臺大醫院的紅包文化，深為人所

詬病。謝教授提出解釋：「我們那時沒有薪

水的醫師不少。那時（日本時代）只有日本

人才能待在臺大醫院，我們台灣人至多一、

兩年就準備出去開業賺錢了，所以一、兩年

沒薪水，犧牲一下是可以的。紅包可說是台

灣人的一種文化，大家認為要拜託一位醫師

照顧自己的生命，要表示敬意嘛！自然就成

為一種習慣，倒也不是說拿紅包的才會特別

照顧，不會這樣的，未必每個病人都有錢

啊！……日本時代是沒有人會開口要求，都

是自動送的，光復以後才有人開口要。我聽

很多人這樣講，總住院醫師給不給病床都要

紅包，是不是這樣真的不知道。所以才有規

定不准拿紅包，也有聽說拿了紅包就送到醫

局充公，大家平分。」

日本據說：每一科只有一位教授，當

教授就要從講師一路升上去，要好多年。日

本人想當一科的教授，家裡要有錢、有田才

有辦法，這個過程是很漫長的。「施純仁就

說他就是家裡很窮，沒辦法兩年不領薪水，

才會跑到國防醫學院去。要有點本錢啦！不

然怎麼生活，所以很多醫生太太都是很有錢

的，以前大家想當醫生跟這個多少有些關

係，一旦考上醫專，大家都願意把女兒嫁給

你，可以嫁個醫生，能夠開業賺錢，生活就

會好嘛！」

擔任住院醫師時光衣食雖無缺，但耳鼻

喉科競爭是很激烈的，五個住院醫師一年淘

汰一個，大家都必須爭取最好表現，不太敢

任意外出，精神是很苦悶的。「第一代廖大

栽教授擔任CR（總住院醫師）時，他一年三

百六十五天都在院沒有回去，大概有時五、

六點回家，一下子又回來。所以我們住院醫

師很苦啊！都不能開溜。我有個同學已經有

家庭了，有一次孩子發燒，跟廖講了卻不讓

他回去，所以就鬧到林教授那邊去。……我

是在住院醫師結束前半年才結婚的，比較沒

有這方面的牽掛。」「我們以前一個月可以

外出一天半，我就跑去看電影、吃個點心，

再回來臺大睡覺，那種生活真是不錯！有時

我也和杜詩綿一起吃點心，在新公園聊天。

那時他也還沒結婚，有時聊到一、兩點，就

叫他『不用回去啦！』」

耳鼻喉科五個住院醫師逐步淘汰，後

來一個到宜蘭開業、一個去花蓮、一個去美

國，剩下了謝教授和蘇肇凱醫師。這時，謝

教授媽媽中風的消息傳到他耳邊，心急如焚

的他就拋下一切，回到故鄉，擔任新竹醫院

主任，就近照顧母親。新竹  雖然出了很多醫

生人才，但都跑到台北開業。謝教授來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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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醫院，才發現自己底下沒有人，「校長兼

撞鐘」要親力而為的事情太多了：一個人看

診很辛苦啦！我天天都開刀，只有我一個跟

護士一起作。在新竹最辛苦是十一月到二月

間白喉盛行期間，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過年

圍爐都沒辦法，吃個飯就不斷有人來找我看

診。白喉是一定要看的，不然會死的，有時

一個晚上叫我好幾次。正月初一我帶孩子出

去玩，工友知道我到哪裡去了，就跑到我們

玩的地方找。」

謝教授很感激臺大的護士長江寶玉，他

的氣切手術還是江寶玉幫忙教出來的，「昨

天我還想起一件事，也許是我的個性，在臺

大時我沒做過的手術我不敢做。但有誰在開

刀，我都會去看一下，問一下。」但來到新

竹醫院後，他常必須進行氣切手術，所幸有

個護士幫忙他。「那個護士技術很好的，她

住在宿舍裡，一叫就來。」除了白喉外，耳

朵手術很多。一開始是因為一般人多不以耳

朵流濃、流鼻涕等耳疾為意，病人弄到併發

症了，像腦膜炎才就醫。因為已經很嚴重

了，謝教授一開始不敢動刀，就找救兵杜詩

綿教授（當時已經當臺大醫院副院長了）南

下新竹指導。「只要告訴他就會來。他教我

怎麼做，一次以後我就敢做了。當時氣管手

術，是以鐵管置入，觀看內部變化再治療，

他教我怎麼放進去，我自己再拉出來。……

反正在新竹除了特別的病，什麼都要管就是

了。」

耳鼻喉科是臺大最早成立的科別之一。

謝教授當住院醫師時，初診的病人是講師以

上的人要看的。以前因為病人不多，講師會

一邊看、一邊講，學生要記下來，病歷上寫

下怎麼診斷、怎麼治療。複診就是住院醫師

在看了，他們就看教授怎麼講，怎麼做，很

少有住院醫師看初診病人的。一直到杜詩綿

教授回來以後，才改成不分初、複診病人，

分成五診。都是住院醫師先看，看完以後將

病歷寫好，請主治醫師看，所以每個住院醫

師都有看初診的機會。

獨排眾議的上 癌三合一療法，為病

人盡心盡情

在新竹醫院「獨立作業」一陣子後，

謝教授還是回到了臺大醫院。他後來成為第

二個拿到日本武田獎學金的人，到日本繼續

深造研究。謝教授說明：「我出國用的是武

田的獎學金。看個人研究方向和履歷，向醫

院申請，通過後就可以留職停薪。留職留薪

也是有人拿的。如果由醫院派出去，美國的

錢是自己在那邊用，家裡這邊還有份薪水可

領。那個時候每年都有人出國進修，耳鼻喉

科的人幾乎每一位都出國過。」

當時日本方面有報告認為NPC鼻咽癌是

virus造成的，而台灣罹患這種疾病的又特別

多，謝教授就常常受邀，對日本演講NPC的問

題。這段時間，謝教授跟一位作腫瘤的日本

副教授，認真學習上 癌的治療。這也就是謝

教授後來廣為人知的『三合一療法』。那時

化學療法剛開始，有沒有效沒人知道，謝教

授大膽引進了這項創新療法：「三合一療法

就是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和開刀。開刀不

是唯一的，切除的範圍就不是那麼大。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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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一般是打針注射，全身都會有。因為不

需要全身都治療，所以用局部、血管注射，

這樣藥只會跑到上 ，不會到其他地方，這樣

就可以開刀。我做這個很費時間的。引進之

後做了差不多五年，我報告的病例都是那五

年做的。」

『三合一療法』不用切除病人全部顏

面，是相當仁慈的手術。但費時費工，但因

為放射線科不願意配合，獨木難撐大屋，謝

教授耐心的進行了五年治療，治療了五十多

個病人，終於還是放棄了。「一年只能治療

十個，很費時間。因為打針之後腫瘤會消下

來，骨頭裡面潰爛的東西每天要清掉，普通

人沒有這個耐心。一個case要一個月，電療要

兩個月。另一個原因是上 癌患者減少了，可

能是早期發現就治療了，開刀範圍不需要這

麼大了。」

由於耐心治療病人，謝教授的醫病關係

很好，很多NPC的病人因長期看診，和他結成

好朋友。「我的NPC病人每幾個月就來追蹤，

最長的有三十幾年的。我常開玩笑地說：

『如果在軍隊裡，你可以當大將了』」

專職臺大耳鼻喉科主任

李鎮源院長時代，推動醫師專任、不

在外面兼差的制度，影響層面很廣。謝教

授說：「我來說的話，這有點對，也有不對

的理由。李院長家有錢，畢業就待在基礎那

邊。我家沒有錢。耳鼻喉科大部分的人都沒

有錢。……晚上開業是後來才有的，以前也

沒有。這是時機的變化，大家就是晚上看

診，多少賺一點錢。有錢的人覺得moonlight

能免則免，對臨床的人來說，在醫院上班看

門診很累，回家還要看病人其實是很累的，

耳鼻喉科的人家裡沒有看診的只有廖大栽，

他家裡比較過得去。以我來說，剛從新竹回

臺大時，已經結婚有孩子，光醫院的薪水實

在不夠。」

醫院方面有反彈聲浪，但還是要強制施

行。當時的彭明聰院長找謝教授談話，希望

他晚上不要看診，接主任職位。謝教授坦率

的表示：「要我馬上結束是不行的，請給我

六個月，我慢慢跟病人講。」謝教授後來就

升上了主任位置。

念舊情、重史觀的醫者

耳鼻喉科在臺大醫院是有相當歷史的。

有歷史的地方總有它不知源起於何時，別科

人沒有的習慣與傳統。從住院醫師起，如果

住在南部的，每年先回去圍爐一天，就趕

上來。到了大年初一，大家都會喝點酒，接

著輪去每個家庭鬧一鬧。後來演變成：大家

排班，早上九點開始先拜年，一家一、兩小

時，然後到隔壁家；杜先生總是第一家，再

來是廖教授家，順著路一直走下去。在我當

主任時，我家是最後一家，但一般南港蘇肇

凱的家是最後一站。每家的太太會準備吃的

喝的。就打牌什麼的，鬧到半夜一點多才回

家。那天的酒啊！威士忌或白蘭地，大概要

喝十多瓶，每一家大概兩瓶。大家湊一桌打

牌，坐不下的就去喝酒。……這是很好的傳

統，但我不當主任後，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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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凱南醫師還提過：謝地教授如果帶

學生開刀，就會要學生請喝咖啡，也是耳鼻

喉科一項傳統。這是頂溫馨的事情，謝教授

說：「比如住院醫師第一次開扁桃腺，他就

要請客。所以一個人有時候好幾次，這次是

開扁桃腺，下次是鼻竇炎手術又要請客。開

刀請客是請開刀的group。」如果我開刀到晚

上八、九點，我也會請他們到餐廳吃飯，慰

勞他們的辛苦！

熱心、勇於任事的謝教授後來還幫杜

詩綿教授成立「耳鼻喉科醫學會」，擔任

總幹事一職。提及這段經歷：「杜教授去日

本開會回來後，跟我說要成立一個學會，才

能跟世界各國交流。開始時很辛苦，大家沒

概念，光是會員參加、繳會費，我和杜先生

全島跑透透。那時又沒有法令，人家已經當

了醫生才拜託他來。不像現在，要開業就一

定要加入。」謝教授相當感念杜詩綿先生的

情誼，儘管已經八十多歲高齡了，應杜夫人

的邀約，每個月還去慈濟醫院一次。退休後

的謝教授忙碌依舊。臺大醫院一禮拜一次門

診，北醫每個禮拜一早上門診，新莊省立醫

院門診，還去高雄一家耳鼻喉科醫院幫忙看

門診，為高雄的醫生作解說。

謝地教授對台灣醫療發展投注相當多

的關心。他常發表的文章，寫出他所認識

的臺大。他準備著手寫回憶錄，對我們所進

行的訪談更是抱持著「有問必答」的認真態

度。前次訪談沒有談到的，這次訪談他若記

起總會特別提到，補充說明。真心幫臺大醫

院留下歷史史料，這點他的努力絕對是殆無

疑義的！這由他在『臺大醫院一百年』書中

撰文：「台灣醫學的開始可以說是從臺大醫

院的歷史開始，也可說臺大醫院的醫學教育

史即是台灣醫學教育史。……做為一位熱心

關切吾國耳鼻喉科醫學教育的我，回首來時

路，五十年已過。……前輩們為我們留下這

一份寶貴的醫學資產，我們必須要瞭解它，

承繼它，並進而發揚光大。」，我們得到了

進一步見證。

訪談總共進行四次

時間：2004年3月26日下午二時、2004年4月2

日下午二時2004年4月9日下午二時、

2004年4月23日下午二時

地點：臺大醫學院二號館二樓、臺大醫學院

第二會議室、臺大醫學院第三會議室

謝教授於2014年元月31日過世，享年92歲。

謝教授育有兩男兩女

家族習醫成員：謝教授的表哥胡水旺（台北

醫專畢業、創辦台北醫學院）、弟弟

謝泉水（臺大醫科畢業）、三兒子謝

虢錚（台北醫學院牙科學士，東京醫

學大學齒科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