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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看當代醫學長大的
─《當代醫學月刊》的傳奇

《當
代醫學月刊的傳奇》是我生平著

作或編撰的數十本書裡面最為

奇特的，因為我在當代醫學月刊40年（1973-

2013）中擔任總編輯長達26年5個月。這長

度，僅次於我的醫學工作，因此有強烈的責

任感，要把這一段歷史記載下來。

當年《當代醫學月刊》創立時，我只是

大五的醫學生。創辦這份月刊的年輕人，抱

定的只是錢花完就要死心放棄的刊物。沒想

到凡事因緣巧合，一個小觀念，竟然最後發

揮這麼大的影響力。

這一群人當年並不起眼，都只是小人

物，現在無論提到誰，說不認識他們，那您

可就算不上在醫界打拼過的人。

至於當代醫學月刊的影響力，即使她不

存在，伴隨的橘井出版社也沈寂了，可是隨

後的第七版《內科學》，卻得了罕見的臺大

醫院傑出著作獎，銷路甚佳，因為她是以中

文寫的四巨冊的本土內科學。而這書奠基於

前六版的內科學，而這六版內科學的出現，

是有當代醫學月刊肥沃的養料灌溉的關係。

我想經由這一本書的出版，喚起我們對

前輩的一些回憶。

1970年代初期的醫學界
臺灣醫學界在1970年代初期，師資或設

備較夠水準的只有臺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

和高雄醫學院。醫學會只有臺灣醫學會與中

華醫學會定期舉辦年會。醫學刊物只有《臺

灣醫誌》、《中華醫誌》和臺灣省醫師公會

出的《臨床醫界》。醫學書籍中文的只有葉

曙教授的《病理學》和陳登科教授的《皮膚

科》。

翻譯《佛洛伊德傳》吸引同好

1969年，廖運範醫師完成了大學同班

同學林哲雄（筆名「林衡哲」）醫師交代

的《佛洛伊德傳》的翻譯，由志文出版社出

版，列入當時的「新潮文庫」。

《佛洛伊德傳》的翻譯吸引了臺大醫學

院賴其萬、林克明、符傳孝等醫師，和文榮

光、楊庸一、鄭泰安、胡海國，和臺北醫學

院葉頌壽、葉頌熙兄弟等對佛洛伊德有興趣

的醫學生和廖醫師成為朋友，開始為「新潮

文庫」翻譯《佛洛伊德全集》。

除翻譯外，也經常聚在一起聊文學、談

社會問題，慢慢地談到臺灣醫師的社會形象

每況愈下，都希望能重振醫師形象、善盡社

會責任，為臺灣出力。

這樣的不定期聚會持續到1971年楊泰瑛

加入後，開始固定每月一會，留美的林衡哲

很羨慕地稱之為「譯友會」。當時廖運範醫

文／張天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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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最年長，是臺大醫院內科總醫師，楊庸一

醫師還只是大四。

《赫里遜內科學》翻譯後大賣的領悟

1971年臺大內科各專科，包括廖運範醫

師在內的6位總醫師，決心就專科分工，另

找一位住院醫師共七人，把當時被奉為內科

學聖經的《赫里遜內科學》譯成中文，由當

時的內科主任宋瑞樓校閱。花了一年，共譯

近500萬字，但完稿後卻沒人出版，只好7個

人自己成立杏文（取Seven音，七人也）出版

社。沒想到出版後，賣了好幾千本。

第一本的翻譯教科書能夠熱賣，讓大家

了解到許多人都有此需求，如果能把臺大醫

院教學內容變成雜誌，就可成為本土教材和

教科書。

年輕的理想與實踐

「譯友會」於是開始尋找同志，例如文

采出眾的總醫師周正雄、熱心認同的第三年

住院醫師張慶忠，加上臺大藥學系畢業的蔡

橫松，和林衡哲在企業界的弟弟林欽沂，積

極籌劃出版期刊。

若辦得起來達一年以上，我辦桌請客

剛好臺灣省醫師公會的《臨床醫界》月

刊快辦不下去，當時的理事長吳基福透過陳

炯明教授找我們接洽，但我們堅持必須付稿

費，且期刊要賣錢。吳基福先生很驚訝，認

為免費贈送都沒人看，賣錢更不可能。

我們則認為因不用付錢，所以沒人看。

但吳先生相信雜誌不能賣錢，甚至打賭：

「若辦得起來達一年以上，我辦桌請客」。

兩邊理念不同，只好做罷。事後證明我們是

對的，但他早已忘了做過的承諾。

當代醫學月刊的誕生

我們照原定計畫籌備一份新的醫學期

刊。陳炯明教授那時還在臺大，雖然第一年

住院醫師月薪僅二千多元，陳教授卻捐了2萬

元鼓勵我們，而我們也每人負責湊5千到2萬

元不等的資金，有人甚至是把結婚蜜月的費

用拿出來，最後湊足了登記雜誌規定的費用

―13萬5千元，並選在1973年醫師節創刊。

第一任《當代醫學》社長和發行人

我們拜託陳炯明教授擔任社長。負法律

責任的發行人，依規定公務人員不能出任，

而廖運範醫師那時在臺大是兼任主治醫師，

是唯一不具公務員身份的人，因此由他擔任

發行人，沒想到一做就是40年，幾次要求更

換發行人，卻無人肯接。

社長則自1989年起由謝文斌接任，2001

年再由留美歸來，剛卸下慈濟醫學院院長職

務的賴其萬教授接任至2013年12月當代醫學

月刊結束（表1）。

1973年醫師節創刊
《當代醫學》第一期（圖1）在1973年11

月12日醫師節創刊。我們每一期推出專文介

紹醫學家，並以之作為封面人物；我們也重

視醫學倫理，因此在第一期第一頁刊登醫師

誓詞，它是廖運範醫師的譯筆，這篇誓詞譯

文現己廣為醫界所用。

邀稿

初期邀稿困難，臺大主治醫師僅腎臟科

鄭仁澤醫師親自執筆，此外有宋瑞樓教授、

陳炯明教授及謝維銓教授指導年輕醫師寫文

章。此外，我們也動用各種關係拉稿，包括

另一半中具醫師身份的，如黃妙珠、張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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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幫忙撰稿，但還是得用不少翻譯文稿。

〈肝功能試驗之選擇與判讀〉是廖運

範醫師的第一篇稿子，由宋瑞樓院士校閱

後刊出；當時還是醫學生，後來成為臺大公

共衛生學院教授的王榮德則翻譯〈基礎與臨

床〉，介紹先進又與臨床相關的資訊。

另外的專欄有「醫學新貌」、「臨床藥

理」、「心身醫學」、「醫學史」等，並開

始轉載謝文斌醫師譯的《生死邊緣》，周正

雄在「醫林隨筆」寫了一篇很感性的《痛的

聯想》，再加上「醫學與音樂」等等。

由於內容多樣，加上執行編輯―實習醫

生鄭泰安的編輯長才，第一期就令人驚艷。

省吃儉用、得道多助

由於資金有限，社址設在廖醫師住家地

下室，免費；廖醫師與周正雄擔任總編輯，

免費；執行編輯鄭泰安當時為實習醫師，月

領台幣一干；廖醫師親戚一人負責初校，

一位負責雜務，也是月領一千，合計月支三

千，廖醫師全家三代，大小六人，每期出版

時充當志工幫忙雜務。

月刊出版除了印刷費、紙張費之外，還

按當年廖醫師翻譯《佛洛伊德傳》時出版社

給的稿費，每十字新台幣一元計。每期月刊

約100頁，以一頁1,500字計，字數大約10-15

萬字，約需稿費1-1.5萬元，總共一個月支出

2萬元左右，財務勉強可支持一年。一年後，

如果財務無法支持，辦不下去，表示我們想

要服務的社會或對象不需要我們，就應了吳

基福先生的預測。

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

《當代醫學》出刊第一期印三干本，每

本售價台幣40元，全年訂閱400元，出刊前按

醫師公會會員名單寄送宣傳單，反應零落，

還好適逢臺灣醫學會年會，按往例於醫師節

在臺大醫學院舉行，廖醫師請求學會總幹事

林國煌教授在學會免費給一小攤位擺放剛出

爐的月刊以為宣傳，沒想到他除了免費給一

小攤位，擺放剛出爐的月刊，還對我們的努

力大加肯定。

表1：歷任社長與總編輯及其任期

社長 任期 社長 任期

陳炯明 1973.11-1988.12 賴其萬 2001.10-2013.12

謝文斌 1989.01-2001.09

總編輯 任期 總編輯 任期

廖運範 1973.11-1976.07 賴明陽 1975.10-1980.06

周正雄 1973.11-1974.08 謝文斌 1976.08-1979.01

賴其萬 1974.08-1975.06 曾春典 1977.07-1987.07

張慶忠 1975.08-1976.07 蔡敦仁 1978.07-1984.07

廖朝崧 1975.09-1976.06 張天鈞 1987.08-2013.12 圖1：當代醫學月刊創刊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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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界的支持

必須一提的是藥界的支持，本土「生

達製藥公司」不但訂閱三百份，分送各地醫

師，讓《當代醫學》知名度擴散，還固定在

廣告費最貴的封面裡刊登廣告。

漸入佳境

第一期出刊後，訂戶不斷增加，第三期

1,300戶，第二年增加到二千多戶，第三年

三千多戶，1976年，訂戶已突破四千大關。

更重要的是臺大老師們也開始肯執筆為之寫

稿。

除鄭仁澤醫師外，第二期起新陳代謝科

戴東原醫師、胃腸科王正一醫師，然後是心

臟科謝炎堯醫師、胸腔科楊思標教授等，海

外留學的張昭雄也自1974年起陸續寫稿。

到第十二期，文榮光設計的《當代醫

學》標幟正式啟用。從此多次得獎，例如

1976年獲得新聞局第一屆優良雜誌金鼎獎，

1992年教育部優良期刊獎。

傳承

1974年7月廖醫師離開臺大醫院轉任榮民

總醫院主治醫師，周正雄醫師因家庭因素回

苗栗執業，兩位總編輯都離開大本營―臺大

醫院，由賴其萬接棒。1975年7月賴其萬出國

後，改由臺大內科總醫師中，理念相同，且

富人文素養者輪流出任總編輯，廖醫師每週

撥空回臺大與他們共商編輯大計，直到1976

年。

總編輯

總編輯中任期最長的是張天鈞，長達26

年5個月，其次是賴明陽、曾春典和蔡敦仁。

學長帶學弟，彼此重疊達5-10年（表1）。

這些新秀總編輯帶領更年輕的副總編輯，包

括許金川、賴美淑、陳慶餘、陳耀昌、蔡順

隆、黃天祥、黃冠棠、楊泮池、江伯倫等，

這些人後來在醫學界都赫赫有名。

除延續原有方針，不斷引進新點子，尋

找新稿源。比較投人者後來也加入成為〈當

代醫學〉成員，如賴明陽、謝文斌、曾春

典、蔡敦仁、蔡順隆與張天鈞。

此外，1975年並有非總編輯出身的臺大

陳定信和「北醫人文社」的醫學生陳勝崑加

入，後來久任業務經理的廖繡蘭女士也成為

一員。

臺大教授組成編輯顧問團

廖醫師離開臺大到榮總任職，有人擔

心期刊也會跟著發行人從臺大移植到榮總。

在林國煌與陳炯明教授奔走下，敦請臺大

教授群擔任編輯顧問，《當代醫學》創刊一

年後，發揮教授們的影響力或親自撰稿，讓

《當代醫學》的臺大色彩更加清晰，「臨床

病理討論」也從譯稿，改為林文士人教授主

持的臺大病理解剖實例和討論會內容。

此外把臺大內科教學內容變成期刊文

章。在宋瑞樓教授支持下，開始「肝功能

檢查解說」、「消化系統內視鏡」等文章，

還有每月一例的「胸腔病例解說」，由臺大

胸腔科郭壽雄醫師撰寫，楊思標教授審閱；

長庚醫院的臺大校友李英雄醫師也開始每月

一例的「心電圖」、李源德教授的「急診醫

療」，謝文斌醫師推出「臨床圖要」，陳定

信、謝貴雄負責「臨床免疫學」；接下去又

闢「專題討論」，第一個是「缺血性心臟衰

竭」，由中華民國心臟病學會主辦，連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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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然後是陳秋江、洪慶章、許書劍

等三位教授策劃的「常見外科急症之處置」

等。此外，李鎮源、蕭水銀教授也發表「蛇

與蛇毒研究及其作用」等本土研究成果的綜

述。

慢慢的，翻譯文章愈來愈少，自己寫的

文章愈來愈多，本土的《當代醫學》終於成

形。

本土內科學的誕生

1987年張天鈞教授接總編輯後，積極

推動臺大內科撰寫「內科學講義」，逐期

刊載，並於1994年，在臺大內科主任李源德

教授號召下，出版單行本「臺大內科學講

義」，成為各醫學院學生爭相閱讀的教科

書。以後定期更新，以橘井出版社名義共出

六版。第四版起，作者已不限臺大系統，因

此更名為「內科學」。

《當代醫學》於1986、1992年再勇奪新

聞局優良雜誌獎，另外1981-1995年間，共獲

八次教育部優良科技期刊獎。

黑白變彩色

《當代醫學》也受到小兒科陳炯霖教

授、神經科洪祖培教授、外科陳秋江教授、

婦產科陳皙堯、李鎡堯教授、耳鼻喉科徐茂

銘教授、精神科林憲教授等大力幫忙；呂耀

卿教授也開始「中國人皮膚病圖譜」專欄，

《當代醫學》從黑白變彩色，並得到海內外

重視，甚至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也可看到《當

代醫學》。

後來廖醫師與長庚同仁簡榮南教授等和

病理陳東榮醫師合撰連載超過6年，計七十四

期的「臺灣肝臟病系列」，以及廖醫師寫了

十八期的「挑戰B型肝炎」，病理部分也以彩

色刊出。

呂教授的皮膚病圖譜刊完後出四巨冊單

行本，廖醫師的「挑戰B型肝炎」也於增補

後出書改名「迎戰B型肝炎」。這和之前由

宋瑞樓、陳定信及廖運範醫師，三位院士集

臺大、長庚專家編撰的《肝炎、肝硬化與肝

癌》，成為最暢銷的本土醫學圖書，呂耀卿

教授的專書且於1985年獲優良圖書金鼎獎。

封面的變革

張天鈞教授本身除了醫師以外也是畫

家，他接總編輯後，期刊封面的醫學人物自

171期起改用「疾病影像或病理」圖片代替，

自347期起改用張教授的畫作作為封面，內文

則由張教授親自執筆寫「封面故事」。

社論對醫學界提出諍言

《當代醫學》中的專欄―「杏林論

壇」，也就是「社論」，專門針對醫療政

策、體制，乃至事件各方面做評論，包括談

開業醫師的再教育、醫德的提昇、病人健康

的維護等等。

醫學人文

除了醫學與音樂、文學等專文之外，

也加入醫學倫理的文章，如嚴久元（筆名）

先生的「病人與醫德」；此外亦將藝術、文

學、音樂等文章編輯出版《藝術、人生與醫

學》。

此外，嚴久元先生也從文獻上搜集了很

多雋語，以筆名「丁朱」，把早期醫學名家

的話，翻譯後加上註解，在雜誌上連載了一

百多篇後集結成可以隨身攜帶的《現代醫學

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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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也寫科學研究與醫學寫作，教人

如何進行研究，以另一筆名「惠靈」連載並

出書《醫學與其他生命科學寫作的藝術與倫

理》。

其他如北醫人文社陳勝崑醫師的《中國

西化醫學史》等，陳醫師還到師大念歷史研

究所，投人醫學史的研究，可惜英年早逝，

實為醫史界莫大損失。

醫學與法律

《當代醫學》也加入法律專欄，由李

鴻禧教授、李聖隆律師相繼開了「醫學與法

律」專欄，增益期刊的廣度。

成立橘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出書，《當代醫學》於1982年出

資成立了「橘井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橘井」乃喻藥到病除，濟人救世之善事，

典故出自晉朝葛洪《神仙傳》卷九之「蘇仙

公篇」。

雖然大部分的書都不是暢銷書，但卻是

「長」銷書。

為臺灣醫學家立傳

《當代醫學》也介紹當代醫學人物。由

於先選科普名著《肝炎聖戰》中的主角宋瑞

樓院士最無爭議，於是委請陳勝崑醫師夫人

廖雪芳小姐訪問並寫成傳記。

文章雖佳，訂戶和廣告日益減少

近十幾年來，網路科技日新月異，醫學

資訊取得容易。《當代醫學》雖有本土醫學

資訊，仍難敵網路熱浪；健保實施後又壓低

藥商獲利，因此廣告收人也銳減，《當代醫

學》終於出現虧損。

長期留美的同仁，包括UCLA講座教授林

克明、紐約大學符傅孝教授，都「被迫」重

做馮婦，努力寫稿、開關精采的專欄，但最

終難以為繼。

階段性任務達成

《當代醫學》旨在作為醫學生補充教

材、醫師繼續教育與醫學本土化，前兩者隨

著各醫學院教師陣容的改善和加強，加上資

訊的發達，都已不是問題，本土化也有了不

錯的成果，《當代醫學》的階段性任務可說

已經達成（圖2），因此選在2013年12月停

刊。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它是這本書我想

要表達的重點。過去是這樣，未來也將是如

此。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為母院

名譽教授）

圖2：當代醫學月刊最後一期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