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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張上淳

因
應全球醫學教育之變革，經過多年的規劃，臺灣醫學教育體制自2013學年度（民國102年8月

入學）起，國內12所醫學系同步開始實施全新醫學系課程，即醫學系六年畢業後，再接受兩

年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我們稱為「新制醫學系」。

本期，將以兩篇文章來對「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做一些介紹，第一篇是針對國外

（以英國及日本為例）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做介紹（是由陳彥元醫師、朱宗信教授撰寫），第二

篇則介紹國內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此部份是轉載本人發表在醫療品質雜誌第10卷第1期（2016

年）之文章：承先啟後―PGY二年期的理念架構；希望能讓各位校友對臺灣的全新醫學教育體制，

尤其是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有更深一層的暸解。

張院長於院慶典禮時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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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先 啟 後 —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二年期的理念架構

在
過去的十餘年中，臺灣的醫學教育持續

有許多變革，在SARS流行之後，為了

強化年輕醫師的一般醫學能力，因而在衛生

署（現今之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

主導之下，開始了所謂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計畫（以下簡稱PGY訓練），先是3個月訓

練期間，而後進展到6個月訓練期間，再於

2011年進入全一年期之PGY訓練，也就是醫

學生畢業後先接受一年的不分科一般醫學訓

練，而後才進入分科的專科住院醫師訓練。

這期間為了推行一年期PGY訓練，衛福部、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

簡稱醫策會）、PGY工作小組、臺灣醫學教

育學會、各訓練醫院做了許多努力，從訓練

內容的規劃、臨床教師與導師的培訓、一般

醫學訓練示範中心的建立、訓練醫院的認定

與考評、教學獎勵補助經費的發放等，確實

是很不容易地將此制度全面推動。推行成果

雖不易以簡單方式呈現，是否已達成原本設

定目標也難以證實，但從受訓學員對各執行

層面的滿意度，以及對於PGY訓練制度的接

受度，可見到近年來多數學員對於在接受專

科住院醫師訓練前，先有一年PGY訓練制度

是抱持認同、可接受的態度，而對於所接受

的訓練內容、教師的指導等，多數也是滿意

的。

除了畢業後訓練制度的改變，畢業前的

醫學教育也有很大的變革，在全國公私立醫

學校院院長會議多年討論後，於2000年會議

上確定日後改為六年制（再加上畢業後PGY

訓練），並於2013學年度正式開始實施。

為此，各醫學院校醫學系也早早開始規劃六

年制的教學地圖、各年級的教學內容、課程

等。於此同時，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

議之下的「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持續邀

集12個醫學校院及醫學系代表開會，討論新

制醫學系課程內容規劃，尤其是臨床實習由3

年減為2年，應如何執行，以使畢業前該學習

到的內容均可達到；而又該如何評估學生的

學習成效，以確保各項臨床知識、技能均達

到預期設定標準。此外，與畢業後PGY訓練

如何銜接，以便醫學生畢業前、畢業後能有

一套完整、無縫銜接的學習，也是工作小組

成員關心、討論的重點。

對於新制醫學系之六年+PGY訓練如何由

舊制七年+PGY訓練轉銜過來，在新制醫學系

工作小組從2014年初起，就開始長時間持續

討論。各校代表的共同結論是舊制七年制的

文／張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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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在畢業前有3年臨床實習（或見實習）

期間，但新制六年制的醫學生在畢業前將只

有2年臨床實習期間，因此新制醫學系畢業

生要達成與目前七年級醫學系畢業生完全一

樣的臨床經驗可能是有困難的。但新制的課

程也不是只將目前舊制課程的第七年直接刪

除，而是將目前七年級臨床實習hands-on照顧

病人中學習的精神更加落實於五、六年級實

習中，使得六年制醫學生於畢業前還是能習

得各種成為一位合格醫師所需的基本知識與

技能；而畢業後之一般醫學訓練更是強化他

們在畢業前所習得的各種知識與技能，希望

在訓練結束後，學員們能確實具備執行醫師

的各種醫療作業能力，而後依個人志趣進一

步接受專科化住院醫師訓練。新制舊制轉銜

的概念架構大致如圖1所示。

雖然對於新制醫學系六年級醫學生於畢

業時所能達到學習程度的期待，很快即有粗

略共識，但對於畢業後究竟應採一年期或二

年期PGY訓練初期並未有一致看法。為了應

對新學制及規劃新制醫學系的畢業後訓練制

度，衛福部於2012年1月12日召集「因應醫

學系學制改革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由筆

者擔任召集人，在會議中達成初步共識，委

員們共同決議新制醫學系畢業醫學生的PGY

訓練朝二年制方向規劃，第一年（PGY1）

仍採不分科的各主要科部輪訓方式，第二年

（PGY2）則採分組的方式，分為一般醫學內

科、一般醫學外科、一般醫學內兒科、一般

醫學外婦科4組，各組的主訓科部可以有9個

月訓練期間。於此同時，衛福部於2012年2月

29日召集的另一會議也決議開始試辦分組訓

練模式，醫策會工作小組並據此規劃分組訓

練內容，進行試辦醫院招募，於2013學年度

由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3家主訓醫院開始試辦。2012年4月16

日的會議中確定分組的模式包括一般醫學內

科、一般醫學外科、一般醫學內兒科、一般

醫學外婦科，當然也同時有不分組的模式供

學員選擇，此種分組試辦的一般醫學訓練，

實施一年後，小組會議決議同意繼續辦理，

並於2015學年度擴大試辦醫院至7家主訓醫

院。

至於新制醫學系的PGY訓練期程之研

議，雖有衛福部專案小組會議的初步共識，

但在醫學教育界持續有不同看法，因此，

「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在筆者召集下，從

2014年初即多次召開會議，針對一年期與二

年期各自優缺點加以分析、討論，逐步達到

較多人均支持採二年期的訓練期程與模式，

於2014年4月24日工作小組會議決議：新制醫

學系畢業生之PGY訓練以二年期方向規劃，

並儘快擴大召開研討會以凝聚更大的共識。

2014年7月12日邀集了12所醫學校院、衛福

部、教育部、考選部、醫策會，以及PGY各圖1：醫學系新舊學制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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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訓醫院的代表，於臺大醫學院舉辦「2014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GY）研討會」，再次針對一年期與二年

期優缺點及實際面臨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並於分組討論中進行不記名投票，參與討論

的各院校、醫院代表大多數贊成採二年期的

規劃。此決議並於2014年10月3日第58次全

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議獲得支持，一致

決議，同意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所達成之共

識，六年制醫學系PGY訓練期程為2年，且

第二年原則上以分組方式規劃；並決議行文

衛福部，建議衛福部於政策最後決定時採納

院校長會議之決議，而衛福部於2015年4月初

表示，同意新制醫學系之PGY採二年期之規

劃，且PGY1採不分組的輪訓方式，PGY2採

分組的訓練方式。至此，新制醫學系畢業生

的PGY訓練期程及架構算是大致底定，惟仍

有許多細節有待研議及規劃。

在長時間的討論規劃過程中，對於採取

6+2年制的考量，仍著眼於七年制縮短為六年

制，其中臨床實習縮短後，雖然以加強五、

六年級的臨床實習做了補強，但臨床經驗及

實作，仍需於畢業後的第一年來加以強化，

故PGY1仍採目前的PGY分科輪訓架構，且保

持社區醫學訓練，以讓學員們對於基層醫療

均能有所認識，並有實際到各場域的經驗。

而採取二年期PGY制，一方面可避免2019年

同時有2屆醫學系畢業生所造成的問題，另一

方面第二年PGY採四大組分組訓練，可讓學

員們依日後可能選擇專科的傾向，再次強化

一般醫學照護病人的能力，例如日後要選擇

外科系各專科的學員，若再接受9個月一般醫

學外科的訓練，對於他們日後進入骨科、泌

尿科等外科系專科，必然有更大的幫助；日

後要選擇內科系各專科的學員，先接受9個月

一般醫學內科的訓練，對於他們日後進入復

健科、神經科等內科系專科，也必然可有很

大的幫助。基於此種理念，因此達成二年期

架構，且PGY1採不分組訓練模式、PGY2採

分組訓練模式的共識。

此外，PGY2分組的訓練內容，也一致

同意應與內、外、婦、兒各專科醫學會一起

討論、一起規劃，使其既符合一般醫學之精

神，也能達到各專科醫學會認為第一年住院

醫師應完成的訓練。另外，希望PGY之訓練

在四大科中分別可採認其所選擇該分組之訓

練年資，以選擇內科組之學員為例，希望該

學員的內科訓練資歷可被認可一年，若他繼

續選擇內科專科住院醫師訓練，於PGY結束

後，即可直接進入R2（第二年住院醫師）訓

練，其他各組也如是執行，如此，讓選擇四

大科的學員可提早成熟，較早一點完成他們

的專科住院醫師訓練。

因此，日後新制醫學系的畢業生於畢業

前與畢業後之訓練模式及搭配作為，以圖2所

示的內容為架構。除了希望畢業前的學習與

畢業後的訓練能有很好的銜接外，也希望整

體架構能有良好的搭配與整合，醫學生於畢

業前後仍會經過OSCE（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考試，通過後參與第二

階段醫師國家考試，完成後可取得醫師證書

與執業執照，但此執業執照為限定於PGY訓

練醫院執業，經2年PGY訓練完訓後，才改發

一般未受限執業地點的執業執照；若繼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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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四大科的專科住院醫師訓練，可由R2開始

受訓（但須為同一科之分組PGY訓練），否

則仍由R1專科住院醫師起訓。此外，PGY2也

正規劃可以有一組仍屬不分科之訓練，其中

將有較長之選修時間；至於各分組、不分組

之訓練內容仍有待後續討論規劃。總之，新

制醫學系之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制度在經過

冗長的討論後，除依據過去的執行經驗規劃

外，最重要的是希望讓未來的新進醫師能在

畢業前、畢業後得到最佳的學習與訓練，以

培育出適合、能勝任未來國內醫療體制，且

有良好照護能力的新時代醫師。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母院

院長、臺灣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圖2：一般醫學訓練（PGY）與醫學系新舊學制之銜接

105年1~3月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備註

105/01 黃金海 4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9屆 家人MAIL告知

105/02 莊仁德 4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12屆 洪伯廷教授告知

105/　 王佳文 59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13屆 家人來電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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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以日本及英國為例

日本前期研修醫訓練

日本現行的臨床醫學訓練，包括了6年的

醫學系課程與畢業後第1年與第2年的前期研

修醫制度（相當於台灣目前推動之「畢業後

一般醫學訓練制度」），之後才能進入專科

及次專科醫訓練。這種六年制的醫學系學制

加上兩年前期研修醫制度，與台灣正在執行

之醫學系六年制學制加上將執行之兩年期畢

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制度的方向，有諸多相似

之處。

厚生勞動省（相當於台灣的衛生福利

部）將畢業後第一年及第二年的臨床醫學訓

練稱為「初期研修醫」或「前期研修醫」，

即「研修醫」（住院醫師）=「前期研修醫」

（2年）+「後期研修醫」（3-5年）。通常

使用「研修醫」一詞時指的是「前期研修

醫」。與「後期研修醫」意義大約相同的詞

為：「專修醫」（日文原文「専修医」）、

「修練醫」（日文原文「修練医」）等，每

個醫院各有其稱呼定義。（圖1）

前期研修醫訓練制度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1946年起（昭和

21年），仿照當時美國Intern制度，日本的

臨床醫學訓練開始了「臨床實地研修制度」

（日文原文「実地修練制度」）。在完成醫

學部課程畢業後，必須接受1年的「臨床實

地研修」，才能獲得參加醫師執照考試的資

格。也就是說，在研修期間，不具備醫師資

格的醫學部畢業生，為了取得參加醫師執照

國家考試資格，被迫以不明確的身份從事醫

療工作。

自西元1968年起（昭和43年），學生運

動抗爭的結果，導致日本廢除了「臨床實地

研修」制度。根據新修正的醫師法，醫學部

畢業生自畢業後，立即能參加醫師國家考試

取得醫師執照。而重新制訂後的「臨床實地

研修制度」，規定取得醫師執照後，鼓勵接

受2年以上非強制性的臨床研修訓練，又稱為

「研修醫」。然而，大部分的私立大學附設

醫院不把研修醫當作勞工看待，因此不讓研

修醫享有勞工應有的待遇，不讓他們加入社

會保險。其次，研修醫長時間的臨床工作，

但是僅得到數萬日圓的「獎學金」，為了生

文／陳彥元、朱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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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費不得不兼差或增加值班。再者，臨床研

修訓練被指出有集中於部分專科的弊病，無

法使研修醫的訓練更符合社會的期待。

2000年日本國會通過醫師法（日文原

文「医師法」）及醫療法（日文原文「医療

法」）修正案，該修正中針對臨床研修制度

提出三大原則，這些原則包括：第一、培養

醫師健全人格；第二、一般醫學基本照護能

力及全人醫療；第三、健全訓練制度。現行

臨床研修制度於2004年4月1日起實施（平成

16年），依據於2000年醫師法及醫療法修正

案所提的原則，規定為期2年的臨床研修為強

制性的必修課程。同時，給予研修醫適當薪

資，並禁止臨床研修期間兼差。

前期研修醫訓練課程內容

日本的兩年臨床研修醫制度，自2004

年開始，依據厚生勞働省的規定，課程內

容的規劃以2年為整體，每年4月1日為臨床

研修醫接受訓練的起訓日，課程內容必須

涵蓋7個領域，分別是內科學（日文原文

為「內科」）、外科學（日文原文為「外

科」）或麻醉學、兒科學（日文原文為「小

児科」）、婦產科學（日文原文為「産婦人

科」）、社區醫學（日文原文為「地域保

健医療」）、急診醫學（日文原文為「救

急」）及精神醫學（日文原文為「精神

科」）。再者，內科學訓練必須至少6個月。

圖1：日本六年制大學醫學教育及兩年初期研修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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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厚生勞働省對兩年臨床研修醫制度

的兩個要求，在訓練課程設計上，醫療機構

還是有彈性可以設計訓練課程。多數醫院提

供兩種訓練課程，分別是為了對內科學有興

趣的受訓醫師及對外科學有興趣的受訓醫師

而設計。

自2010年（平成22年）開始，更進一

步放寬了課程相關規定，臨床研修醫必修

的課程為內科學、急診醫學及社區醫學，其

中內科學必須6個月，其餘至少1個月。外科

學、婦產科學、兒科學、精神醫學及麻醉學

等5個領域，必須選修至少2個領域1個月以

上。可見自2010年開始的修正，賦予負責臨

床研修的主要訓練醫院，提供更加彈性的課

程方式。以東京大學附設醫院的前期研修醫

訓練為例，東京大學附設醫院綜合教育中心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於2015年4月1日

起，共計收訓127位前期研修醫，提供6種訓

練課程，許多不同的組合。

其中三種為Program A、Program B及

Program C，分別收訓31、42及41位前期研修

醫，受訓的地點以東京大學附設醫院及東京

大學附設醫院的合作醫院為主。訓練的課程

內容以內科學6個月、外科學3個月、急診醫

學3個月、社區醫學1個月、必選修3個月（兒

科、婦產科、麻醉及精神醫學中4選3）及自

選科別8個月。圖例如表1所示。

除了上述三種訓練模式之外，東京大學

附設醫院綜合教育中心亦提供了三種專科選

修訓練模式，分別是內科Program收訓9人、

小兒科Program收訓2人及婦產科Program收訓

2人。這種專科選修模式類似台灣目前正在執

行的內科組（內科受訓6個月）、內兒組（內

科受訓2個月及兒科受訓4個月）、外科組

（外科受訓6個月）及外婦組（外科受訓2個

月及婦產科受訓4個月）。東京大學附設醫院

綜合教育中心亦提供的內科Program、小兒科

Program及婦產科Program圖如表2所示。

表1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第
12
個
月

第
1
年

內科學 外科學 急診醫學

第
2
年

社區

醫學

必選修（4選3）
兒科、婦產科、麻醉

及精神醫學

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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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內科Program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第
12
個
月

第
1
年

內科學 急診醫學

第
2
年

社區

醫學

必選修（4選3）
兒科、婦產科、麻醉

及精神醫學

外科學 自選

小兒科Program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第
12
個
月

第
1
年

內科學 急診醫學 兒科學 小兒外科

第
2
年

精神

醫學
幼兒加護（NICU） 兒童加護（PICU） 社區醫學

婦
產
科

婦產科Program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第

12
個

月

第

1
年

內科學 產科學
女性

外科
急診醫學

第

2
年

社區

醫學

精神

醫學
內科學 外科學

女性

診療

幼兒加護

（NICU）
女性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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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修醫訓練制度檢討

於2004年4月1日起執行的新研修醫制

度，改善了過去研修醫制度的缺點，但日本

厚生勞動省亦發現了下列問題：

第一、醫師人力分布不均更加惡化

導入選配制度後，前期研修醫能夠自由

選擇研修地點，由於提供訓練前期研修醫的

名額，全日本共計是全國醫學部畢業生的1.3

倍，致使醫學部畢業生有許多選擇的機會，

造成前期研修醫集中於都會區醫院的現象，

造成非都會區醫院的前期研修醫人數（相對

於醫院及病患的數目）明顯不足。另外，在

2004年之前期研修醫在臨床研修訓練時可以

兼差（moonlighting）時，在都會區醫院接

受訓練的前期研修醫，可以利用下班時間至

非都會區醫院兼差，可以適度地填充非都會

區醫院的醫師人力，然而在2004年之後，前

期研修醫被禁止兼差，導致非都會區醫院非

上班日的醫師人力，因為缺乏打工兼職研修

醫的支援而更加缺乏。再者，大學醫院或是

訓練前期研修醫的都會區醫院，也因為工作

負擔日益加重，在無法大幅增加前期研修醫

工時的情況下，為了確保大學醫院或是訓練

前期研修醫的都會區醫院有充足醫師人力運

作，開始調回派遣到相關非都會區醫院的前

期研修醫醫師人力，進一步惡化非都會區醫

院醫師人力不足的問題。

為此，自2009年4月開始，厚生勞動省

規定，收訓前期研修醫的大學醫院或是都會

區醫院，對於遭受影響地區的非都會區醫

院，必須制訂特別的臨床研修訓練計畫，以

充實該地區的醫師人力。又，2010年4月起，

實施將臨床研修的必修科目集中於內科和急

診醫學等幾個科目縮短期間為1年，第2年起

即可開始在社區合作醫院的自選專科中進行

研修，藉以改善偏遠地區醫師人力不足的現

象。

第二、財源問題

新的前期研修訓練制度強調對於研修

醫提供適當的待遇，不過實際上政府並沒有

確保充分的財政來源，只是大略地將薪資及

各項經費總括一次發放給各主要研修訓練醫

院，由各主要研修訓練醫院自由分配用途。

也就是說，各主要研修訓練醫院有權決定要

發給前期研修醫多少薪資。因此，有些待遇

仍然無法得到適當的改善。根據厚生勞動省

的調查顯示全國前期研修醫平均月薪資達到

30萬日圓，但也被指出這只不過是待遇較高

訓練醫院與薪資較低的大學醫院和都市區訓

練醫院的總平均值，並沒有真正反應現狀。

第三、訓練的品質備受質疑

為了訓練研修醫多元的一般醫學診療

能力，新制度規定研修課程需包括內科、外

科、婦產科等許多科別。但是，因為有很多

受訓單位沒有訓練前期研修醫的經驗（或是

沒有短期訓練的經驗），如何確保訓練的品

質將是今後的課題之一。再者，短時間的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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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性訓練課程是否能有成效本身也受質疑，

也有意見指出被迫前往非志願科接受訓練根

本就是浪費時間。

第四、延長住院醫師取得專科的時間

另一項令人詬病的，即是延後住院醫師

取得專科醫師資格的年限。過去，自醫學部

畢業後即進入各專科接受訓練，6年後即可取

得外科次專科醫師資格。為了增進一般醫學

與全人照護的能力，2年的前期研修醫訓練必

須在各個專科輪調接受訓練，致使該2年的年

資無法列入專科醫師考試的資歷。雖然，在

2010年4月開始，許多大學醫院均開始出現專

科選修行的臨床研修訓練，但是折抵專科訓

練年限的可能仍未受到各專科醫學會的正式

認可。

英國一般醫學基礎訓練

英國的醫學系學制，類似於日本現

行的醫學系學制，亦即5或6年的大學教育

（undergraduate）加上2年的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其次，英國、日本與台灣均是高中畢

業生直接進入醫學系就讀的學士學制。在英

國，醫學系畢業後緊接的、銜接專科醫師訓

練的2年畢業後醫學訓練稱為「一般醫學基礎

訓練」（Foundation Programme），做為醫學

院校的醫學教育銜接專科或次專科醫學訓練

的橋樑。

英國（United Kingdom），或者說是英

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及威爾

斯（Wales）總共有25、5及3家醫學院，有志

習醫的學生，在高中畢業以後即進入醫學院

接受畢業前醫學教育（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畢業前醫學教育學制包含了5年

及6年兩種課程，取決於各醫學院對醫學教育

的理念、醫學院與附設訓練醫院的關係等等

因素，著名的牛津大學醫學院早在13世紀初

期即提供醫學教育課程，至今提供6年學制的

畢業前醫學教育。本文將以英格蘭的「一般

醫學基礎訓練」為例，討論目前英國「一般

醫學基礎訓練」的執行現況。

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制度變遷

與「一般醫學基礎訓練」緊密相關的，

即是1993年開始由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所頒佈之重要宣告―「明

日醫師」（Tomorrow’s Doctors）。「明日

醫師」提到英國的醫學系畢業生，必須符合

現代醫學的要求，特別強調整合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與具備溝通技巧、倫理及

法律觀念的臨床技能。

2003年英國醫學會公告新一版本的「明

日醫師」，特別強調臨床真實情境對醫學

系學生或是臨床醫師的重要性。 42009年公

告的版本，除了回應許多醫學教育領域關切

的議題之外，也聚焦於醫師與病人及醫師與

同儕間的關係，以及醫師的領導統御能力

（leadership）。

受到「明日醫師」的影響，新的畢業

後醫學訓練制度最早是由衛生部最資深醫

療顧問（England’s Chief Medical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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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Health, United Kingdom）、同

時也是英國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 e r v i c e）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唐諾森教授

（Professor Sir Liam Donaldson）於2002年

依據「現代化醫學生涯」（M o d e r n i z i n g 

Medical Careers）而提出「一般醫學基礎訓

練」，他建議將過去的第一年住院醫師（Pre-

Registration House Officer year）及第二年住院

醫師（the first year of Senior House Officer）

抽出進行為期2年的一般醫學基礎訓練，該

建議配合英國畢業後醫學教育（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的調整，於2005年正式開

始執行，所有將在英國地區執行醫療的醫師

都必須接受為期2年的一般醫學基礎訓練，

「一般醫學基礎訓練」正式誕生。同時，新

的英國畢業後醫學教育也隨之調整，請參考

圖2。

新的畢業後臨床醫學訓練制度，醫學系

畢業生必須先接受2年的「一般醫學基礎訓

練」。完成訓練後，再進入專科醫師訓練，

主要分成了各專科訓練（specialty）及全科訓

練（general practice）。一般而言，各專科經

過6年以上的臨床訓練後，經過評核而成為諮

詢醫師（Consultant）。

圖2：新舊英國畢業後醫學訓練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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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一年一般醫學基礎訓練的受訓醫

師（F1或稱FHO1）尚無法登錄於英國醫學總

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或稱GMC），必

須在某種程度的督導下（supervision）才能

執行醫療業務，因此，第一年一般醫學基礎

訓練受訓醫師的訓練工作，必須由原醫學院

承擔該義務，其位階類似目前台灣的實習醫

師，只是第一年一般醫學基礎訓練的受訓醫

師具備醫師執照及限制性的執業程度，而台

灣的實習醫師則不具醫師執照。

一般醫學基礎訓練課程內容

全英格蘭的25家醫學院即為25家一般

醫學基礎訓練的主要訓練機構（Foundation 

Schools）。然而，根據「2015年一般醫學基

礎訓練年度報告」（Foundation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2015）顯示，英格蘭有23家一

般醫學基礎訓練的主要訓練機構提供訓練，

有2家沒有提供訓練。23家訓練機構訓練了

156-876位F1（第一年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受訓

醫師）及172-879位F2（第二年一般醫學基礎

訓練受訓醫師），共計7554位F1及7817位F2

在英格蘭接受訓練。

在提供訓練的一般醫學基礎訓練的主要

訓練機構中，12家訓練機構一次甄選受訓醫

師直接接受2年的訓練課程，10家訓練機構一

次甄選受訓醫師接受1年的訓練課程，另有1

家訓練機構同時進行2年的訓練課程及1年的

訓練課程。所有的訓練機構均提供一次4個月

期程的訓練，受訓醫師一年可以有3個選擇。

少數訓練機構也提供一次6個月期程的訓練，

受訓醫師一年可以有2個選擇，以及一次3個

月期程的訓練，受訓醫師一年可以有4個選

擇。

受訓醫師均可以自由選擇在訓練機構

所提供的訓練課程，包括：一般內科、一般

外科等一般醫學訓練的科別，也可以選擇加

護病房（intensive care medicine）、心臟學

（cardiology）、眼科學（ophthalmology）

等等次專科的訓練，選擇受訓科別的自由度

較日本的前期研修醫訓練及台灣的畢業後一

般醫學訓練更高。根據統計（圖3及圖4），

在2014-2015年的訓練期間，76.3%的F1醫師

選擇了一般外科學（general surgery）、57%

的F1醫師選擇了一般內科學（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23.5%的F1醫師選擇了老人醫學

（geriatric medicine），仔細觀察2011-2014年

關於科別選擇的報告，可以發現多數受訓醫

師的選擇還是圍繞著一般醫學的概念，接受

一般醫學的訓練。

由於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可以自由選科，

亦有受訓醫師選擇較為次專科的訓練，像是

在2014-2015年受訓的F1醫師，11.8%的受訓

醫師選擇呼吸醫學（respiratory medicine）、

13.8%的受訓醫師選擇外傷及骨科學（trauma 

& orthopedic surgery）、8.7%的受訓醫師選

擇泌尿科學（urology）等等。其次，有一些

課程是台灣及日本的訓練課程中沒有的，像

是英國一般醫學基礎訓練的受訓醫師可以選

擇學術訓練（academics），如：教育相關

（education）及研究相關（research）等等，

讓受訓醫師有更廣的職業生涯規畫。

另外值得一提，有22家一般醫學基礎訓



醫學院院慶專輯

2016年4月‧第33卷第4期 15

練機構提供嘗試課程（tester），亦即在第二

年受訓的階段，F2受訓醫師可以選擇短暫的

嘗試課程，以2-5天的時間，選擇不曾接受過

的訓練課程，作為嘗試性的學習，讓受訓醫

師未來在選擇專科或次專科訓練時，可以有

更多的依據。

前期研修醫制度與一般醫學基礎訓練

制度比較

日本與英國的訓練制度，均有其長時間

的歷史脈絡可循，終於在2000年代初期展開

了性質頗為類似的訓練制度，其目的不外乎

是為了培育更符合社會所用的醫師。然而，

圖3：第一年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受訓醫師的科別選擇

圖4：第二年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受訓醫師的科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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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國不同的醫療體系與社會制度，在制

度上與訓練方式上仍有不同。

英國的一般醫學基礎訓練被視為畢業前

（undergraduate）醫學教育的延伸，因此訓練

以醫學院校為訓練主責機構，讓眾多受訓醫

師安排在同一訓練機構下所轄之合作醫療機

構進行。而日本的前期研修醫制度，則類似

台灣目前的現況，以主要醫療機構為主責訓

練機構，所有受訓醫師在該訓練機構及其所

合作之醫療機構接受前期研修醫訓練。

英國的一般醫學基礎訓練受訓醫師在課

程選擇上自由度最高，可以選擇所有可能的

專科與次專科，甚至可以進行研究訓練與教

學訓練，為了讓受訓醫師準備其職業生涯，

也開放嘗試課程。日本的前期研修醫制度則

有必修課程的限制，但是必修或必選修的課

程亦逐漸開放，其科別選擇的自由度也較台

灣目前現行制度高。

日本的前期研修醫訓練制度所面臨的問

題，特別是「訓練的品質備受質疑」及「延

長住院醫師取得專科的時間」，隨著我們制

度的調整，正逐漸修正當中，相信未來兩年

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制度正式開始時，會

是一個更成熟與更符合受訓醫師醫療機構及

社會期待的制度。

結語

日本的前期研修醫制度與英國的一般醫

學基礎訓練制度，結合兩國的畢業前一般醫

學訓練，與台灣正在進行中的醫學系學制調

整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的改變，有諸多相

似之處，許多兩種制度所衍生的優點，值得

我們學習，然而，他們所衍生的問題，亦值

得我們未來在推動上仔細思考避免。展望未

來，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結果，讓台灣參與學

制調整與畢業後一般學訓練制度改變的學者

專家及先進參考，讓台灣的畢業前及畢業後

醫學訓練培育出更多為社會所用的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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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質體─舊發現，新角色

文／賴逸儒 

外質體的發現

1 9 8 3 年 時 ， 兩 群 研 究 胞 吞 作 用

（endocytosis）的學者不約而同的注意到網

狀紅血球（reticulocyte）會將運鐵蛋白接受

器（transferrin receptor）連同約50 nm大小的

微小囊胞丟到細胞外1。經過純化和電子顯微

鏡的觀察研究，這些微囊胞隨後被命名為外

質體（exosome）。剛開始，外質體只是被看

成細胞處理廢棄物的一種方式。直到1990年

代中期，研究發現B淋巴球所分泌的外質體

攜帶著第二群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I）分子，可

以活化特定的免疫細胞。於是衍生了把外質

體用於腫瘤免疫療法的想法，使外質體的相

關研究開始受到重視2。

目前所知，外質體是細胞膜形成的微小

囊體，大小介於30-150 nm之間（如圖1）。

體內多數細胞包括血球細胞、內皮細胞或腫

瘤細胞等皆會分泌外質體。這些分泌到胞

外的外質體也會隨著循環進到各種體液（如

血液）中。重要的是，外質體所攜出細胞外

的物件不僅有蛋白質，也包括訊息核醣核酸

（mRNA）及微核醣核酸（microRNA）等調

控基因表現的物質。此外，外質體的生合成

和分泌顯然是受到調控的。例如，某種RAB

蛋白質的表現受到抑制時，外質體的分泌也

會減少2。

外質體的生物功能

細胞所釋出的外質體接觸別的細胞時，

可以透過表面的配體―接受器結合，或者將

所攜的物質送入細胞內，而引起不同的生物

反應。所以，目前認為外質體可能是藉由循

環，旅行各處去運送所攜帶的生物物質，扮

演細胞與細胞間的信差（messenger）角色

（圖2）。

圖1： 電子顯微鏡所觀察到的外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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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質體在生醫領域的相關研究和可能

用途

目前關於外質體的相關研究集中在免疫

與腫瘤醫學。前者主要根據免疫細胞分泌的

外質體能夠誘發自體的免疫反應。後者則是

因為發現癌細胞可透過分泌的外質體去形塑

體內的微環境，以利於癌細胞轉移。例如，

胰臟癌分泌的外質體可以影響肝臟的吞噬細

胞（Kupffer cells）分泌fibronectin，以便後續

細胞的移行並定居在肝臟3。

由於外質體可以從體液中游離出來，

所以可藉由分析患者外質體所含物質（包括

蛋白質、核酸）等，做疾病的診斷或療效指

標。也可以結合腫瘤抗原和外質體可以活化T

細胞的特性，進行腫疫免疫治療。例如，樹

突細胞（Dendritic cell）是重要的抗原表現細

胞，能夠活化T細胞、誘發免疫反應。從樹

突細胞所分離的外質體稱為Dexosome，研究

發現Dexosome含有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等

分子，可用於誘發專一性的免疫反應。若將

腫瘤特有的抗原加入Dexosome內，再注入人

體，可使病患體內的T細胞針對腫瘤誘發免疫

反應。之前有兩個使用Dexosome於腫瘤免疫

治療的第一期臨床試驗完成4,5。除了確定使用

Dexosome於人體的安全性外，也確在部分病

患體內誘發免疫反應。

關於外質體研究的疑問

目前從游離、純化與分析鑑定外質體

都有一定的做法與參考標準。但是如何區

分外質體和其他細胞外的囊胞（extracellular 

vesicles），一直是許多研究者關心的議題。

再者，由病患體內游離的外質體，如何確定

其來源係來自異常細胞（如癌細胞）或者正

常細胞，也需更深入的研究。

圖2：外質體的信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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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目前對於外質體的研究

本校植微系沈湯龍老師與康乃爾大學

David Lyden團隊合作，發現癌細胞所分泌的

外質體若攜帶著不同的黏合素（integrin），

則會導引癌細胞轉移到不同的器官6。沈老師

與筆者合作的初步研究也發現，分析由胃癌

患者血液所游離的外質體內含物，可以預測

胃癌淋巴轉移的機會。

結語

經過30年的沉澱，近年來關於外質體的

發現受到新的矚目。利用外質體所具備的生

物信差特質，研究者不斷探索外質體在自體

免疫疾病與癌症轉移機制的角色，近來也將

研究觸角延伸至感染病菌所分泌的外質體對

宿主的影響。吾人期待這些研究成果能對臨

床診療提供新的思考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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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並行手術」之道德爭議

“Double booking is fine, if done properly.”（「雙重預約［的手術］是可以的，如果處理得當」）

— Dr. Keith Lillemoe, Chief of Surgery, MGH, 2012

去
年（2015）11月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兩名記者對「麻省總醫院」

（MGH―哈佛大學的主要旗艦教學醫院）

做深入調查，隨後一則獨家報導：「以醫

護之名產生的衝突」（“Clash in the name of 

care”） 1 把一些MGH開刀房裡的「秘辛」

公諸於世，引起社會軒然大波。他們發現該

院有一組「明星」級的骨科醫生，在同一

時段內，進進出出於一個開刀房裡的兩個

不同手術室，對躺在台上麻醉中的兩個病

人，進行不同的大手術。據說，MGH的各

級醫護人員，以及醫院的行政當局，上至醫

院主管、醫療長、下至開刀房秘書、事務會

計，對這種操作方式―「同時進行的手術」

（concurrent surgeries）皆有所聞，大家卻心

照不宣。唯獨切身當事者，也就是躺在手術

台上接受麻醉的那個病人，竟懵然無知。

調查報告並沒明確提到MGH對這種「並

行手術」放行已有多久，因此有人憑直覺的

印象加以臆測，說是「應屬不短」 2。他們

認為MGH每年在美國醫院的榮譽榜上都名

列前茅，確實是醫界的龍頭，恐怕其他醫院

群起傚尤者必眾。不諳內情的一般民眾看到

這報導後，皆瞪目傻眼，大為驚訝。也有人

十分懊惱與憤怒，認為這種手術方式，有不

同層級和不同經驗的醫生都參與了開刀，若

是領銜的外科醫生在手術當中，和他的助手

易位，則整個個案難免會有「張冠李戴」，

或「越俎代庖」之嫌。倡導病患權利的人士

（patient’s advocate）認為病人原本就有知

道內情的權利，實在不應該被蒙在鼓裡。社

會上更有一些非外科的醫學專業人士，看不

懂、也看不慣這種手術的方式，乃徑直斥之

為「罪行」。

時空操作，已行之有年

其實，「並行手術」是管理繁忙開刀

房的一個重要方法。目前廣泛使用在美國

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特別是開刀數量超

高的一些學術醫療中心，以及較大的社區醫

院。「並行手術」嚴格說應叫做「重疊進行

的手術」（overlapping surgeries），也可以

說是「雙重預約的手術」（double-booking 

surgeries）。它用來協調一個外科醫生或外科

醫生團隊，在一整天的時間內，涉及各種開

刀程序，以便在第一個病人手術尚未結束之

前，就在另一個手術室裡開始為第二個病人

做開刀的準備。（關於手術時間之定義，在

本文下面章節中會詳加說明。）這種開刀房

文／江顯楨



醫學論壇

2016年4月‧第33卷第4期 21

的操作方式，早已行之有年，可以說是自從

19世紀末，住院醫師制度設立以來就有的現

象。只要是在美國受訓過的外科醫生，皆知

此乃教學醫院之常規。

典型的「重疊手術」就是：一個領銜

的資深外科醫生（通常是「明星」級的外

科教授），他會在兩個互相鄰近的手術室進

出，同時照顧兩台的手術。若是碰到緊急狀

態又不能分身，他會斟酌情勢，指定他的助

手（通常是一位夠資格的主治醫生），繼續

主持開刀或完成手術。如果一切順利，他也

會讓「臨床研究員」（clinical fellow ―他們

是做完總住院醫師之後，更進一步專修次外

科的年輕醫師），或正在培訓中的外科住院

醫師，做一部分手術，像是手術前後階段皮

膚的切開與傷口縫合等比較例行的工作。培

養他們信心，逐漸增其經驗與能力，以期這

些年青人有朝一日，也能獨立自主負擔重

任，成為外科主治醫生―即所謂的responsible 

surgeons。舉個「重疊手術」最有名的例子：

德州貝勒醫學院的創院院長，心臟外科巨擘

Dr. Michael DeBakey，在他的外科生涯中，開

了超過六萬台次的心臟手術，（平均一年開

一千個病人，連續60年），數年前他以99高

齡去世，人皆稱他為「德州龍捲風」（Texas 

Tornado）。另一個也是非常馳名的例子：

Dr. Denton Cooley不遑多讓，三年前發表回憶

錄，提到他領導的外科團隊，在他創立Texas 

Heart Institute以來，已經開過「十萬個心

臟」。他倆之所以能達到巔峰，建立這驚人

的里程碑，就是因為他們善用開刀房的「重

疊手術」―通常他們只做個案的「關鍵」部

分，有必要時當然他們也會全程參與。

手術重疊，好處有多少？

除了上述的外科醫生培訓教育以外，重

疊進行的手術還被用於一些不同的理由，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創傷」（trauma）。在緊

急情況下，多發的外傷患者等待各個外科專

家的服務，這時亟需安排重疊手術。舉個近

例：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發生重大的恐怖爆

炸事件，一時造成民眾的傷亡。當時有許多

受害者，同時被緊急送進波士頓幾個不同的

醫院，最鄰近的就是MGH。這些創傷病人

需要立即手術，以挽救生命和肢體的損失。

如何優化使用醫院急診室病床、外科病房、

和手術團隊，此時頓成當務之急。其實，無

論在任何時間，開刀房都是每個醫院的最大

資源之一。手術室的空間供不應求，如何管

理空間和有效管控外科團隊的使用，才能及

時照顧危急病人？有一種做法可以實現這效

益，那就是手術室的交錯或重疊使用。它可

以減少「週轉時間」（turnover time），意指

手術團隊在兩個不同個案之間的空檔，也就

是完成第一個手術之後到第二個手術開始之

前，必須等待的時間。

有些外科專業領域不乏高需求和高容量

的「預定手術」（elective surgeries），因此

不見得容易冒然介入。「雙重預約」或「重

疊」安排的好處，還包括容易提供及時的會

診。重要的外科專業服務能否及時採用，攸

關病人福祉，不可不予慎思。「重疊」尤其

能使手術團隊在白天的時間，完成更多特定

種類的開刀程序，而不拖延到晚上或週末。

因為一些重要的輔助領域及配套設施，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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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實驗診斷科和放射科人員的服務和硬

體設備，白天和上班日均較齊全，隨時備

用。到了夜間、週末或假日，情況則不然。

預定手術若被擠到這些時段，當然不理想，

這也是外科團隊儘速要在昏晚週末之前，完

成手術任務的原因。

開刀時間，定義之說明

為了使民眾和非外科的醫學專業人士瞭

解外科開刀房的操作，讓我在這裡對一般手

術時間之定義作個說明。附帶的圖解相信讀

者看了都會一目了然。

（圖解資料由MGH提供）

• 整個個案的時間（Total Case Time）：從病人進入手術室，到病人離開手術室的總時間。

• 整個手術過程時間（Total Procedure Time）：從皮膚切開到皮膚縫合的總時間。

• 準備的時間（Prep Time）：病人進入麻醉，位置固定，開刀部位的皮膚消毒，到披好無菌罩單（“draping”）所花的時間。

• 甦醒過來的時間（Emergence Time）：病人從麻醉醒來，轉移到恢復室之前的時間。

• 個案的關鍵部分（Critical/key Portion of a Case）：醫院外科系統的各部門主管對大多數典型手術的關鍵組成，都已經設立定

義。但是根據病人身體的解剖結構和開刀當時的特殊病理狀況，這關鍵部分可能會有改變。若無定義可循，關鍵組成的部分

將由領銜的外科主治醫生來做決定。

倫理衛道，轉為舉報人

從波士頓環球報的立場看來，這是一位

資深「明星」外科醫生對一個負有盛名大牌

醫院的一場戰鬥。要問的是：外科醫生同時

進行兩個手術的操作是否正確？是否安全？

他們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這些開刀房裡的內

情，這是不是應該？這個不看好的衝突已經

持續好幾年，而且似乎還沒有結束的跡象。

MGH內部的一些醫生也持有不同意見，他

們頻頻搖頭，認為病人安全至上，怎麼可以

讓這種事情在開刀房發生？那些人就是麻醉

科醫師和不同組的外科醫生同仁。其中一位

資深的「明星」骨外科醫生就是Dr. Dennis 

Burke，哈佛醫學院骨科教授，髖關節和膝關

節的手術專家。數年前，他曾經為美國國務

卿Mr. John Kerry做了髖關節移植。2015年五

月，這位71歲的國務卿，在法國與伊朗外交

部長進行核子談判，幾成定局。沒想到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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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在日內瓦近郊的自行車賽路線上騎車

運動時摔了一跤，跌斷股骨。Dr. Burke特地飛

到瑞士，專程陪他回波士頓，並在MGH把他

的骨折開刀治好。

Dr. Burke對重疊手術的想法非常保守。

2011年，當他首次向MGH領導階層提出他

對重疊手術的擔憂時，醫院當局對他的指控

十分重視。他們還特聘一位前聯邦檢察官

Mr. Donald Stern，秘密採訪有關人士，獨立

評審之後，Stern報告與醫院主管和外科高

層共享，並不支持Burke的指控。Dr. Burke

無形中把自己塑成一個醫學倫理的衛道者。

當他拿MGH沒輒時，他竟不惜撕破面子，

向媒體透露真相。也甘冒大不韙，向州政府

有關單位提出檢舉，儼然成為一個舉報人

（whistle-blower）。對此案件，Dr. Burke一

直耿耿於懷，去年八月，他不但把自己近年

來在MGH的440開刀個案，還將醫院的一些

M & M會議記錄，複印給環球報。雖然所有

病患的姓名等資訊均塗黑，MGH認為Burke

既沒有維護病人的隱私權，也嚴重違背了醫

院的保密法規，於是立刻把他免職（summary 

dismissal）。

媒體v醫院，戰鬥之攻防
這場戰鬥的白熱化是2012年，MGH讓它

的脊椎骨外科主任Dr. Kirkham Wood同時照顧

兩台手術，一個為時7小時的腰椎手術和另一

個為時13小時的頸椎手術同步進行，重疊的

部分長達七小時之久。這些都是預定而非緊

急手術。Dr. Wood是哈佛另一位明星教授。

亞裔的頸椎病人術後併發嚴重的四肢癱瘓，

Wood隨後被告，吃上誤診官司，病人責怪

併發症的發生是重疊手術造成的疏忽。MGH

否認，有意護短，竟說他們已經盡力而為。

不過，醫院從此禁止脊椎外科的重疊手術。

Wood也放棄再做重疊手術的念頭，辭職轉往

史丹佛大學。聽說MGH以及國內一些研究的

數據，已經證明併發症的發生率在「重疊」

和「非重疊」的情況下，並沒有什麼區別。

MGH外科也在2012年誤診官司後，做了重疊

手術政策的重大更新，這策略獲得醫院上級

批准，用來指導日後重疊手術的實踐。

對付環球報的指責，MGH則辯稱：他

們更新過的重疊手術政策是全國最強而有

力的策略之一。並說，美國外科醫師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 ACS）同意

MGH的政策，認為它遠超國家標準。MGH還

強調，重疊手術只佔他們外科總活動的一小

部分。以2014年為例，MGH大約做了37,000

次外科手術。其中15%案件有一些重疊情況，

大部分發生在切開皮膚之前，或在縫合傷口

之後（見圖解粉紅色部分）。只有3%重疊

涉及實際手術的過程（淺綠色部分）。至於

關鍵時刻（深綠色部分）並無重疊情況。以

MGH開刀房的繁忙程度為例，這種「重疊

手術」的系統管理方式，是其他醫院可以傚

尤的最佳模範。但是環球報緊追不捨，認為

MGH一味追求成本效益，置病人生命安危

於不顧。「明星」外科教授們總是眾望所歸

（sought-after），脆弱的病人也有被告知的權

利，隱私權的保護固然重要，但是他們有權

要求領銜的外科主治醫生全程參與。MGH的

做法目前陷於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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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預約，要做得適當

四年前，筆者受邀於MGH嶄新的Lunder 

Building（圖1）開幕儀式，並參觀其開刀房

的設計造型，不愧是世界首屈一指。眾人皆

知波士頓環球報向來喜歡唱衰哈佛大學和哈

佛醫學院―即所謂的Harvard bashing。不過，

筆者同意MGH院方，雙重預約的手術並非

不可行，但要做得適當。現在MGH最受批

評指責的是骨科部門的手術，據我個人的了

解，骨科手術特別之處就是準備時間（Prep 

Time）比較長，那是因為骨科病患進入麻醉

後，位置需要調整固定。不同部位的開刀需

要不同的姿勢，固定之後，大多數的骨科醫

生採用一致性較高和可以預測的時間表。職

是之故，骨科手術比較容易做到重疊進行的

安排，尤其是擇期預定的骨科手術。至於漫

長而複雜的脊椎骨外科手術，筆者認為實在

不宜重疊。既然明知這種手術有高度風險，

為何還要做長時間的重疊？我說這是做過了

頭，不可思議！

目前MGH有72位骨科主治醫生，其中只

有6位資深者有權做「雙重預約」的骨科手

術。依我所知，最近ACS剛剛成立了一個十人

的專案小組，成員包括贊成和反對重疊手術

的外科醫生。ACS的執行長Dr. David Hoyt答

應，將儘速對這議題進行研究調查，謀求共

識。希望他們不久能為我們立下一個道德準

則（ethical guideline）。為了繼續訓練未來的

外科醫生，並且兼顧醫院的成本效益和病人

的安危，請告訴我們，甚麼手術才允許同步

並行？重疊進行手術時間的上限是甚麼？根

據一項尚未發表的維吉尼亞大學研究報告，

並非所有的開刀都適合同步並行；重疊進行

的部分，時間也以不超過45分鐘為安全極

限。再說，同時主持兩個以上的重疊手術，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安全堪虞，極為不妥。

這種「多重任務」（multi-task）的操作和設

計，違背了外科基本道德準則，是一個絕對

的禁忌。

註

1. J. Abelson et al: A Spotlight Team Report  

Boston Globe 2015, 12, 20

2. 劉鐘毅：「浮生小記」（麻州總醫院的道

德爭議）世界周刊第1656期 美國世界日

報社發行 2015, 12, 13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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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MGH現代感的Lunder Building（攝於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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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祖培從醫生涯
回顧台灣神經醫學發展史

一
如往昔，洪祖培教授堅毅的步伐帶著烱

然的眼神，總是在臺大神經部病房循循

善誘後起之秀以專業且深厚的神經學知識和

檢查，亦在國泰、萬芳、新光及中國醫藥學

院等友院啟發年輕醫師神經學概念和診療技

巧。數十年來，洪祖培教授桃李滿天下，培

育了無數神經學界的英才，也奠定了台灣神

經學臨床和研究的基礎，洪教授的得意門生

邱浩彰教授因此說道：『洪教授的成長，也

就是台灣神經界的成長』。由洪教授畢生的

從醫生涯，正可回顧過去台灣神經醫學發展

的軌跡和前輩篳路藍縷步步累積而成的制度

和成就。本文透過因籌辦洪教授九十大壽與

洪教授的數次訪談及參考難得的典藏歷史資

料，嘗試回溯台灣神經醫學的發展史。

一、神經醫學草創時期

洪祖培教授於西元1951年進入臺大醫

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當時神經及

精神科尚未分家，且精神醫學相對是學門的

主軸，神經醫學可說是台灣尚待開發之地。

洪教授在摸索中累積經驗，在嘗試中獲得體

悟。當時台灣醫界尚未有神經內科的診療

科，專攻神經內科的醫師只有洪教授和曾經

經過正統英國神經學訓練的彰化基督教醫院

蘭大弼醫師二人，洪教授經常向蘭醫師討

教，因而兩人有著亦師亦友的情誼，亦完成

許多重要的個案報告之論文，如多發性硬化

症和急性出血性結膜炎神經合併症之多個台

灣首例的病例分析。

早期於臨床神經領域，檢查和診斷的工

具不足，以致病變部位及病因較不易確定，

能進行的治療非常有限。於1954年，臺大醫

院林宗義主任引進台灣第一台腦波機，並由

洪教授負責管理，該時神經學的診斷方法原

只依靠病史、臨床診察以及頭部X光片檢查，

腦波機的發展輔助了臨床診斷的方向和後續

治療的想法，因而7、8年後，其他醫院也陸

續引入腦波儀器，並派醫師和技術員至臺大

訓練。直至今日，腦波所帶來的腦內功能性

訊息，仍能提供臨床診療和醫學研究上實質

參考的資料。

在 1 9 6 0年代，倫敦大學神經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urology, Queen Square）可說是

臨床神經學發展的聖地。洪教授於1960年至

該研究院深造，成為台灣首位接受正統神經

學訓練的神經科醫師。一年後歸台時除了精

進了神經學多面向的診療技巧，並帶回了最

新的神經學檢查觀念、顱內血管攝影方法和

蝶骨腦波的應用等。

文／郭鐘金、蔡力凱、林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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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經學發展時期

洪教授於1956年升任臺大醫學院講師，

並成為台灣第一位以神經科作為單獨教學的

老師。為了提升台灣整體神經學診療水準，

洪教授陸續於國防醫學院、高雄醫學院、台

北醫學院、中國醫藥大學及中山醫學院進行

指導，亦開放他院神經科後進至臺大醫院進

行代訓。在洪教授於院內院外奔走教學下，

不但培育了許多台灣神經學界的新血，亦吸

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神經科的行列。此外也

在臺大舉辦例行性聯合病例討論會，除了定

期跨科部共同就病案進行切磋和交流，也歡

迎院內其它科同仁和院外神經科同好共同參

與，甚至鼓勵各醫院醫師將困難神經科病案

提至討論會中討論。於1980年，臺大神經科

正式從神經精神科分出，並由洪祖培教授擔

任首屆主任，於後續幾年中，台灣在神經電

子診斷學、影像診斷學和醫療設備皆有大幅

度的進展，也因此增進了臨床神經學診斷和

治療的能力。洪教授另編著了許多神經教學

教材，如神經學手冊、系列神經學檢查指引

和神經學講義，這些珍貴的著作提供神經學

入門者專業、完整又實用的學習資料。

經過多年對神經醫學的耕耘，台灣神

經學界的人才漸增，於1977年，在包括洪

教授在內的幾位神經內外科前輩發起下，台

灣神經學學會正式成立，由神經外科權威施

純仁教授擔任第一及第二屆理事長，而洪祖

培教授於1981年被推舉為第三及第四屆理事

長。洪教授在神經學學會理事長任內，為了

提昇神經科醫師的素質，推動了專科醫師制

度，在當時，神經學會是台灣最早提出專科

醫師制度的學會。首次專科醫師考試於1985

年舉行，除了筆試，還包括對實際病患診療

的口試，此制度及傳統一直延續至今，為台

灣神經學界的永續發展打下基礎，而這也是

現今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制度的雛型。

三、神經學興盛時期

為了讓台灣和世界神經學專家和學會接

軌，洪教授經由台灣神經學會，代表國家積

極參與國際會議和交流。於1983年，洪教授

主辦第六屆亞澳神經學大會（Asian Oceanian 

Congress of Neurology），有27國代表暨超過

700位神經學界朋友參加，並首創『醫師繼續

教育課程』而獲得與會專家的肯定。世界神

經醫學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是世界重要的神經學跨國學術組織，在洪教

授用心經營下，其於1985年獲選為學會之指

導委員（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並連

任三屆共達十二年，且於1990年獲邀為學會

雜誌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的編輯委

員，此正代表各國專家對台灣的重視。

於1980年代，在洪教授的論述和推廣

下，腦死觀念逐漸在台灣取得共識，當時的

衛生署長施純仁為了腦死判定的立法，委任

洪教授主導相關會議、演講及研究的進行，

後於1987年促成『台灣腦死判定程序』的立

法，而腦死判定相關前瞻性研究，更客觀的

提供腦死判定的科學證據。1986年，洪教授

擔任台灣醫學會雜誌主編，經過多年的改革

和溝通，於1996年使雜誌被認可為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的一員。洪教授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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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台灣三組大型跨院際腦中風研究，成果勾

勒出台灣本土的腦中風資料，對後續台灣及

世界腦中風防治有所貢獻，洪教授也因此受

邀擔任國際腦中風學會（International Stroke 

Society）的國際委員，並於1992年獲選為國

際腦中風學會之世界大區域委員（Member at 

Large）。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台灣神經學界已

在國內外漸而站穩腳步，除了台灣神經學會

外，相關次專學會亦陸續成立並積極發展，

神經醫師會員人數逐年增加，他科朋友亦能

共襄盛舉。台灣神經學會、腦中風學會、動

作障礙學會、失智症學會、癲癇醫學會、頭

痛學會、和臨床神經生理學學會等，每年的

定期大會具有新知教育、國內外交流及凝聚

共識的效果，參與及舉辦世界級的醫學會議

提升了台灣神經學界的能見度，各學會亦能

在國家醫療政策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

外在洪教授過去對臨床仔細的分析和觀察

下，成就了不少經典的臨床研究論文發表於

世界重要期刊，在良好的基礎上，台灣神經

學界在後續數年來研究的能量持續累積，陸

續有高水準的臨床及基礎性研究論文受到國

際肯定，跨國性臨床試驗亦在台灣各醫院進

行著。值得一提的是，基於神經學的病患記

錄為臨床神經學的基礎，因此近年來洪教授

持續針對病歷寫作的結構和內容進行多方教

學，更嘗試將相關寫作實例和其謬誤編輯成

冊。洪教授雖然目前在行政角色上漸立於幕

後，仍不忘在許多醫院指導後進，並受邀為

榮譽顧問，他對病史、神經學檢查、病態生

理及醫學寫作上的專業和堅持，仍時時讓不

同世代的學生們有著醍醐灌頂的學習經驗。

四、結語

數十年來，洪教授一步一腳印，貢獻

2015年9月於臺大校友會館舉辦洪祖培教授九十歲壽宴，

洪教授不同世代的學生們皆給予永遠的老師最誠摯的祝福

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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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心力於台灣神經學界的常規診療、醫

學教育、臨床研究和國際發展。洪教授教導

學生的，不僅僅是神經學之學識，更是一種

態度，一種堅持不懈盡善盡美的態度。在洪

教授和後輩學生們的齊心合作下，台灣神經

學界在近年來各領域於臨床、研究、交流及

制度上，皆已然建立了一定的規模。在台灣

的神經學後進們，有感於洪教授和前輩們努

力，更應該在既有的基礎下持續向前邁進。

適逢洪教授九十大壽，洪教授的許多目前已

是台灣神經學界主力的學生們，自各醫院趕

來同為洪教授慶生，洪教授面對徒子徒孫

們，仍不忘諄諄教誨且耳提面命，期許大夥

持續的堅持努力。就在洪教授眼眶所泛的熱

淚中，大家都切實感受到每個人對台灣神經

學界發展的使命。

（作者郭鐘金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

任附設醫院神經部主任；蔡力凱係母校醫學

系1999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神經部主治醫

師；林靜嫻係母校醫學系2001年畢業，現任

附設醫院神經部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放射線科徵求專任教師壹名
一、資格：

1. 具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中華民國放射診斷科、核子醫學科或放射腫瘤科專科醫師資格。
3.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照片）、相關證書及所有著作目錄表。（共7份）
2. 五年內代表著作2-5篇。（共7份）
3. 未來教學與研究計畫書。（共7份）
4. 個人優異表現之證明。（共7份）
5.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個別推薦函。
6. 相關資料應於105年06月07日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任室。
備註：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專

任教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表格下載，請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下載http://www.
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三、起聘日期：106年02月01日。

四、報名截止日期：105年06月07日下午五時前須將申請資料寄達。

五、 寄件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任室『放射線科新聘專任教師
甄選委員會』收。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570傅小姐
傳真專線：(02)2322-4552
e-mail:shiuchen@ntuh.gov.tw



2016年4月‧第33卷第4期 29

回顧杏林

──逝者如斯，追憶仁醫風采

今
年3月26日是陳烱霖教授的百歲冥誕，

回想去年，我們還在討論要如何為老師

慶祝百歲生日，未料2015年11月28日即迎來老

師安息的心痛消息，從此，台灣痛失一位偉

大的小兒科舵手，追憶往昔，陳教授恩師的

風采猶歷歷在目，令人緬懷不已。

臺灣小兒科界有兩位影響深遠的教授，

一位是魏火曜教授，另一位就是陳烱霖教

授。魏教授一生致力於小兒科醫學，復又著

力於醫院及醫學院改革，以及臨床醫療之發

展等；陳教授在魏教授兼任臺大醫院院長，

及接任臺大醫學院院長時，擔任小兒科代理

主任、小兒科主任，前後共帶領了臺大小兒

科25年。不僅開創了我國嬰兒室、小兒科心

臟門診、兒童心智科、人乳庫及周產期學會

等，並且闡明流行性感冒、新生兒黃疸及蠶

豆症等病因。陳教授一生作育英才無數，對

臺灣的貢獻既深且遠，醫界尊稱他為「臺灣

小兒科發展的舵手」。

陳教授對小兒科及兒童健康學之投

入及各種關注與用心，著實令人難忘。自

1963年開始，我國接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之援助很多，然而，1971年台灣

退出聯合國之後，UNICEF援助因而終止，

影響我國兒童的健康與福祉甚大。1975年陳

教授膺選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1979年適聯合國兒童年，陳教授就交待我，

時任小兒科醫學會的秘書長，撰寫申請書籲

請內政部對國內宣告「民國68年為中華民國

兒童年」，同年創立「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

會」，目標是促進我國兒童健康、幸福、快

口述／呂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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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地長大。

除了關注兒童健康福祉問題外，陳教授

也非常關心年輕小兒科醫師的研究及培養問

題。基於年輕醫師難以獲取國科會及衛生署

的研究補助，醫學研究又不能等待，陳教授

遂於1986年屆年榮退時，率先捐獻成立「陳

烱霖小兒科研究獎助金基金會」，鼓勵年輕

的小兒科醫師專心於基礎及臨床醫學的研

究，時至今日，屆30年的基金會已經幫助了

66位的年輕醫師。陳教授的長子陳垣崇教授

更克紹其裘，承襲陳教授的遺志，每年繼續

金援支持基金會運作。

陳教授一生盡獻我國小兒科，即使年事

已高，依然不忘督促政府正視小兒的健康與

福祉的需要。在我國發展已臻已開發國家之

列，兒童健康福址遠優於菲律賓及非洲等國

陳烱霖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左起陳寬墀教授、呂鴻

基教授、陳建仁副總統、陳垣崇院士、呂美環院長。

大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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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童之際，依然持續督促我輩繼續努力提

升我國兒童的健康與福祉。

陳教授對於我國小兒科醫學的影響並

不止於技術的提升、病因的發現，其更令人

蘶然敬佩的是不好功利，不講求地位，完全

無私奉獻的精神。我有幸師承陳教授，他不

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師長，做學嚴謹，待人

處事客氣、可親，且從不罵人外，最令我感

念的是他對學生的鼓勵是不餘遺力的，當我

於1965年赴美進修時，他到松山機場送行，

1966年他訪問美國哈佛大學時，百忙中還撥

空到紐約來看我，對於遠鄉遊子是何其大的

鼓勵！對我而言，陳烱霖教授不僅是專業的

恩師，也是做人處事的導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7年畢業校友，曾任母

校小兒科教授兼科主任，2000年退休。現任

母校名譽教授，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

董事長）

105年1~3月徵信錄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2015/11/30 黃國晉 100,000
2016/1/8 蔡洋清 20,000
2016/2/19 蔡東明 10,000

醫學人文關懷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4/12/30 怡延股份有限公司（邱仕文） 200,000
104/12/30 財團法人代謝暨微創基金會（林明燦） 100,000

醫學人文教育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5/1/5 陳勝雄 100,000
謝博生 1,000,000

105/1/12 陳勝雄 1,000,000
105/2/19 許守道 1,000,000

顏和明 500

口述作者：呂鴻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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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事》

讀 後 感 言

2015年年底，成大醫學院前院長林其和教

授再送給我一份他的經常性禮物―書，這

是今年的最後一本，《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

―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事》。因為洪啟仁教

授多年以來，一直是我心中的良師，因此我

真是喜出望外，於是在百忙的工作之外，立

刻想辦法排出時間，「廢寢忘食」般地一口

氣看完了這本書。

也許是和洪啟仁教授「久違」了，我立

刻覺得，讀起來不但「回味無窮」，也覺得

自己確曾「身臨其境」，怪不得會覺得這本

書是最近幾年所看過的傳記之中，「最打動

我心」的少數幾本好書之一。因此，緊接著

又看了一次，這次也同樣地，讓我邊讀邊流

下了感動的熱淚。

回想起來，1963年，我有幸，也有機

會，當了「最小的一名拉鉤助手」（第四

或第五），參加過臺大醫院第一例開心手術

以來，這一生常常感到遺憾的，莫過於失去

「直接」受教於這位良師的機會。我為了彌

補心中的遺憾，多年以來，只要看到我的病

人之中，有人接受過洪教授開過刀的病人，

我就會想辦法和這些病人，邊談邊問他們和

洪教授彼此間的醫病互動，為的是希望能從

談話中知道洪教授的近況，特別是有關我所

久違的他的「行醫風範」，以便藉以默默地

勉勵自己，以他為「典範」，服務病人。

看完書之後幾天，我心血來潮，動員

我診所的工作人員，從電腦尚未普及化年代

開始到現在的，大約四十萬份病歷之中，想

辦法找出當年洪教授寫給我的親筆函，可惜

的是目前只找到兩份，其實還有不少尚未找

到。

韓譯：

Dear Dr.韓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之後，情況似乎

不錯的樣子。

至於GI  upse t我想以助消化劑以及給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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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輕的制酸劑就可以了。重曹類（sodium 

bicarbonate，小蘇打）中，因為有Na離子之

故，對心臟並不好，我想應該盡量避免比較

好。

洪啟仁

敬具

如今，在這有電腦可以歸檔資料，很容

易找到舊資料的現在的年輕醫師看來，這是

很難想像的。當年「心臟醫學」可以說是在

「萌芽期」，因此外科的洪教授、內科的連

文彬教授，以及小兒科的呂鴻基教授，在我

介紹病人去臺大醫院之後，他們寫給我親筆

的信函，我都覺得如獲至寶，非常的重視，

並且如同對著「教科書」一般地，從中學習

醫學「新知」，而得到快樂，也得到信心，

憑著這些新的醫學知識，服務病人。

對年輕的醫師或醫學生，我常常會以

個人開業之初，經過失敗之後的「感觸」

與「反省」，教導他們，在行醫時一定要謹

記：

「守住自己能力的極限，不要做出超乎

自己能力以上的醫療行為，也就是―『知所

進退』」。

我覺得洪教授有點像日本歷史小說中有

名的劍客―宮本武藏。這個武士從年輕時的

「有勇無謀」，經過老和尚調教之後，不但

「刀法」進步，「武藝」更是提升到「知所

進退」的境界。宮本武藏和吉岡一門，在一

乘寺第三次決戰時，因不敵吉岡和七十多名

門下的包圍，而殺出一條脫困之路，也就因

此他才能在和天下第一刀的佐佐木小次郎，

決戰於「巖流島之役」時，之「前」，與生

死決戰之「中」，同樣地也因「知所進退」

而成功的打了一場轟動天下的勝戰。

連文彬教授在1979年一月二十二日寫給

我如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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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連文彬教授是我離開母院走入基層醫療

長久以來在「心臟學」，特別是在臨床方

面長期的老師，是「師生關係」，他以

「兄」稱呼我這個他的「學生」，實在不

敢當。

從這封連教授的信可以知道，吳○進先

生於1968年接受開胸（open and close）之後，

洪教授曾經建議，請病人等到臺大可以開這

個複雜的刀的時候再來。結果，1979年病人

才接受了洪教授成功的開刀。如今，吳先

生兒孫成群，正在享受天倫之樂。因為病人

的大家族幾乎都是我「五代」的病人，因此

每次有人來看病，常常會很自然的談到洪教

授的救命之恩，並且表示他們對洪教授有很

深很深的感激和懷念。吳先生家族，只要一

提到洪教授，他們一定會講到的一句話是：

「這個人，肚量足大」（台語）。

這正是洪教授之令人「肅然起敬」的

「功力」，更何況，當年他對手術前後的多

方面考慮，特別是「何時開刀對病人最好」

的決定也都「知所進退」，因此在書中他也

談到，當外科醫師一定要謹記：「不為開刀

而開刀」，以及「如果連開刀時點都失據，

是不及格的」。如今，所謂的「五大皆空」

找不到願意獻身於工作上「比較辛苦」的

內、外、婦、兒、急五科的醫師，這些科正

如洪教授所言「…這些科都是我們老前輩爭

相進入的科別」，因此從另一角度去思考，

洪教授所從事的「比較辛苦」的工作，帶給

他的不也是除了醫業之外，別的行業無法享

受的「溫馨」和「成就」嗎?

從書中了解到，洪教授之外，我們有

目共睹的是，當年在他的領導之下，臺大

醫學院許許多多，最傑出、也非常優秀的外

科人才，相繼投入在洪教授的門下，撐起臺

大外科，特別是心臟外科在台灣的「一大片

天」，並且至今仍繼續以他為「師」，服務

病人。

看完這本書之後，我靜下心來，很嚴肅

地，也很客觀地回想，這些人，每一位在各

方面的條件都比我好，並且優秀，當年，我

怎麼如此「不自量力」，也很「幼稚」地，

也想…。還好，這也許是上帝美好的安排與

引領，在這五十多年以來，我雖然走上另一

條「別人比較少走的路」，但是如今，我每

天都還「樂在醫學志業中」，並且還想，如

果各種條件許可，我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在1963年離開臺大醫院，投入基層醫

療，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經過六、七年的

「摸索期」之後，如今分析起來，1990年之

前的二十年，以及1990年之後的二十年，也

就是從1970年到2010年為止，這四十年間，

可以說是我行醫的「全盛時期」。特別是在

1970年之後的二十年，有不少被指派下來南

部當兵的學弟們，以及極少數的學妹，都曾

經在我極忙的時期，前來幫忙。因此，使我

有機會從他們的口述中，去了解母院內科的

謝博生、廖運範、陳定信、楊泮池…以及外

科的洪啟仁、陳秋江、魏達成、陳維昭…，

小兒科的呂鴻基等醫師…，他們這一些當年

的「少壯派醫師」，在母院活躍的情形。

在早年，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的洪啟

仁教授，對很想擠進臺大外科「窄門」的醫

學系畢業生來說，可以說是偶像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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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究開刀中的「好技術」，以及開刀後可以

在短期之內看到的「高成功率」，是一般人

評估外科醫師的標準。但是，對我來說，除

了這兩項之外，洪教授之所以能感動病人、

家屬，並且更難能可貴的是，「同業」中甚

至就像榮總的「對手」鄭國琪醫師，也對他

無懈可擊的為人，以及高格調的「身教」與

「言教」，相當心儀、非常的感佩。

2015年11月14日的台灣醫學週，我特地

北上，去聽「臺大兒童醫院心臟團隊分享」

的演講，為的是想好好去聆聽最後有洪教授

以「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演變及發展展望」的

演講。看到闊別四十多年我心中永遠的「偶

像」，風采不減、風度依舊，特別是他充滿

智慧，又發人深省的話，都令我有不虛此行

之感。

他在結語中談到：「醫者的養成，漫長

辛苦是必然，挫折是必然，但是，這也是將

負重大責任者應承受之必然」，善哉斯言！

我在回台南的路上，反覆咀嚼、思考

他的話，並且進一步「夢想」；希望台灣

會再出現第二位、第三位世界級的「良師洪

啟仁」，可以帶領新一代迷失「醫學的真

諦」，和忘記「學醫的初衷」的年輕醫師，

能以洪教授為榜樣，向他學習，以「有為者

亦若是」的抱負，朝著他至今仍以身教以及

言教，在教導我們的「良醫榜樣」為目標邁

進，則病人幸甚，臺大幸甚，台灣幸甚！！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我們敬愛的洪啟仁教授，於2016年4月6日清晨5點
在辭世，享壽87歲。

　洪教授一生仁心仁術，對母校醫學生的身教言教令

人受益無窮、永感懷念。

景福醫訊在此向洪教授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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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高興及榮幸擔任本期醫訊的執行編輯。本期景福醫訊首

先以醫學院院慶專輯揭開序幕，首先是張上淳院長對畢業

後一般醫學訓練（PGY）計畫二年期的實施理念及架構的介紹，

讓各位能對台灣醫學教育體制，尤其是對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及了解。另外藉由「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以日

本及英國為例」一文，仔細介紹及比較日本、英國與台灣正在進

行中的醫學系學制調整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的同異，學習優

點，審視問題來源，展望未來，讓台灣醫學教育體制臻於完美，

希冀藉此PGY訓練，能讓未來的新進醫師都能夠得到最好的學習及訓練，成為具有良好照護能力的

新時代醫師。

本期景福醫訊中的科學新知主要是介紹近年來在醫學研究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舊發現，新角

色「外質體（Exosomes）」，早在30年前即已發現的結構，經過多年時間的沉潛，近年來有新的角

色功能的發現，才又受到新的矚目。發現外質體可利用原本所具備的生物信差功能，具有調節自體

免疫疾病與癌症轉移機制的作用，期待這些研究成果能對臨床診療提供新的思考與協助。

在醫學論壇「《重疊並行手術》之道德爭議」一文中，將重疊並行手術的既存問題、病人觀感

及實施性等問題點出並進行探討。如文中所述，本編輯者亦認為重疊並行手術並非不可行，但要做

得適當，依據手術過程的非重要性、急迫性，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若能同時完成手術解除病人之

病患及痛苦，“Double booking is fine, if done properly.＂。藉著「由洪祖培從醫生涯回顧台灣神經

醫學發展史」文章，見證了台灣神經醫學發展的歷程，洪祖培教授數十年來，一步一腳印，奉獻一

生的心力在台灣神經學學界的發展，洪祖培教授不僅只是知識上的教導，堅持不放棄的身教更是令

人由衷敬佩；藉由「紀念陳烱霖教授百歲冥誕―逝者如斯，追憶仁醫風采」及《台灣心臟外科第一

人―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事》―讀後感言兩篇文章，感懷陳烱霖教授醫生及洪啟仁醫師在醫學上的

貢獻、努力與教導，其執事風範，令人感佩。

最後要感謝一同編輯此期景福醫訊的主編、各位編輯及助理編輯王亮月小姐的辛勞與幫忙，讓

本期醫訊能夠順利出刊，最後敬祝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2009年畢業，現任母校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助理教授）

文／王淑慧

作者與愛犬“阿醜＂合影



2016年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暨醫學校區聯合晚宴

時間：2016年4月9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楓城市內樂團 謝董事長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李明濱教授

左起：陳柏旭醫師、倪衍玄醫師、蔡克嵩醫師、

　　　吳德朗醫師、沈銘鏡醫師、李明濱醫師、

　　　邱義男醫師

慶祝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護理學系成立

60週年

大合影



張院長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伍焜玉院士

時間：2016年4月8日（林郁政攝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19週年院慶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