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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變遷到全人照護
─談臺大醫療體系的長期照護方向

去
（2015）年臺大醫院剛歡度了雙甲子

院慶，在前輩師長的披荊斬棘全心投

入下，臺大醫院百餘年來一直引領著臺灣近

代醫學的發展，任重而道遠。隨著臺灣人口

結構及社會環境的急遽變化，臺大醫院要為

下一個百年打下良好的根基，須思考調整前

進的腳步，往符合全民利益與需求的方向發

展。在可預見的未來，龐大的長期照護需求

及職場人力短缺將是全臺灣乃至於全世界各

先進國家不得不面對的未來。

在少子化及人口高齡化的雙重壓力下，

現今許多產業都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即

使是一般家庭，照顧人力也早已有所不足，

對多數銀髮族來說，要享有安全舒適的在宅

安養或機構式照顧，也還是個奢侈的期待。

而人力結構的困境，對勞力密集的醫療產業

來說更是首當其衝，臺大醫療體系自然也無

法置身事外。除了老年人口醫療照護需求勢

必倍數提升外，照護人力來源的短缺也是我

們無可逃避的挑戰。幸而近年來科技與資訊

不斷進步，有愈來愈多的友善創意及發想，

讓人類的生活與行動更加便利，在老年人口

的照顧上，也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科技輔助

產品，改善了銀髮族的生活品質。此外，在

面對人力短缺的困境時，「人」的角色及重

要性將不言可喻，在未來的醫療上，不能再

獨重照護人力，病人、家屬，甚至是一般民

眾，也將成為人力運用與規劃上非常重要的

一環。因此人力的運用與資訊科技的輔助，

將是未來我們生存的重要關鍵。

臺大醫療體系除了總院是以發展急重症

醫療為主外，其餘五家分院都有其各自的地

域性任務與定位，面對長照時代的來臨，除

了急性醫療外，也都有發展長期照護的條件

與需要。目前臺大醫療體系已有整合的資訊

系統，也有運作順暢的遠距照護科技，這是

我們的既有優勢。雖然人口結構改變所帶來

的人力困境無法在短時間內加以突破，但我

們能夠藉助資訊科技的輔助與運用，讓醫護

人員提供更有效率與更有品質的照護，降低

對照護人力的需求。此外，我們也可融合資

訊科技與衛生教育，來鼓勵民眾積極參與更

多與自身相關的健康促進、疾病預防與疾病

控制的活動，以增進民眾的健康、延緩銀髮

文／何弘能



2016年6月‧第33卷第6期 3

臺大醫院121週年院慶專輯

國立臺灣大學學院骨科誠徵新聘專任教師壹名
一、甄選資格：

1. 具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證書。
2. 有前瞻性研究能力及教學熱誠。
3. 從事教學與研究相關之工作兩年以上（報名截止日為準）。
備註： 惟其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且經本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骨科新聘專任

教師甄選委員會）認定者，不在此限。

二、檢具資料：

1.個人履歷（附照片）及五年內著作目錄表。
2. 三年內代表著作（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SCI論文2篇。
3.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計畫書。
5. 相關資料應於2016年7月22日下午5時前送達甄選委員會。（資料請備7份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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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下載請見臺大醫學院網址http://w3.mc.ntu.edu.
tw/staff/person/下載。

三、起聘日期：2017年2月1日

四、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7月22日（下午五時前須將申請資料寄達）

五、送件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骨科部主任室

六、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2137謝雪蜜秘書
直撥電話：+886-2-2356-2137
傳真專線：+886-2-2322-4112
e-mail：hhmi@ntuh.gov.tw

族的老化與病患疾病的惡化。從前端的健康

促進、疾病預防，以減少生病人口，到機構

的急重症醫療，再連結到後端居家、社區或

機構式的疾病控制與長期照護，藉此塑造一

個全新的臺大醫療體系全人照護模式，發展

出讓臺灣醫界得以參考的方向。

我們的及早思考與因應，將能為臺大醫

療體系的緊密結合與未來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與方向的調整，也為日後的自己及下一代生

活作更完善的準備。在這個以「人」及「科

技」為關鍵的世代，期盼臺大醫療體系的總

院與五家分院能夠共同面對這個嚴峻的長照

需求及人力挑戰，順利度過轉型難關，為臺

大醫療體系及臺灣的醫療產業，創造一個嶄

新的未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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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長照經驗分享

文／施至遠

老
年族群易罹患多重慢性疾病，併有生理

機能衰退，致生活功能退化，成為健

康照護體系中的弱勢族群。若老人獨居乏人

照護或地處偏鄉，當進入生命末期階段時，

因尋求照護資源與醫療決策上的能力有限，

相對弱勢的狀況會更加嚴重。目前我國安寧

療護體系，仍然無法涵蓋所有需要照護的病

人。因為安寧病房多位都會區之大型醫院，

且偏重癌症病人的末期照護，雖然設有安寧

居家療護的外展服務，但受限於人力不足以

及照顧範圍，導致照護資源城鄉之間分配不

均的現象，使得偏鄉地區民眾不易在地接受

安寧療護。因此，面對老年化社會，安寧療

護需求增加，不能只仰賴大型醫療機構，更

應加強社區中的照顧體系。然而，許多基層

醫療單位，雖然認同安寧療護的理念，當在

社區內遇到末期病患時，卻因諸多因素及限

制，無法實際提供安寧療護。此外，長期照

護機構的照護個案，也是相對弱勢的族群，

因為缺乏機構內的安寧療護資源，使病人在

生命末期階段仍需反覆住院。

因此，臺大醫院金山分院自2012年5月黃

勝堅院長任內成立居家護理所起，嘗試以偏

鄉的社區醫院為基地，建置多專業團隊，結

合社區資源，發展涵蓋門診、病房、居家與

機構的社區安寧療護服務，以補足目前安寧

照護體系的缺口。金山團隊成員包括：接受

過相關安寧緩和照護訓練之家醫科醫師、護

理師、心理師、社工師，以及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藥師、司機與行政人員，此外也有

專業的醫工協助各項輔具之定期巡檢及維修

保養服務。並與長照中心、衛生所與機構合

作，將衛政及社政資源加以整合，依據病人

與家屬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照護資源，協助

病人能夠安心地在社區、在家中接受安寧居

家照護，達成在宅善終的心願。

團隊成立之初，金山團隊由一般居家

護理個案開始發展社區安寧療護。因此，收

案之對象多為非癌病人，團隊成員從中辨識

出生命末期個案，主動與病人及家屬溝通，

討論末期治療決策。如此的發展模式，使金

山團隊不只限於照護癌末病人，拓展了社區

安寧的廣度。此外，團隊成員在院內亦需負

責一般住院病人之照護工作，也增加院內病

房與急診就診之病人啟動生命末期決策的機

會。在溝通過程，許多高齡個案表達出希望

在地往生、落葉歸根之心願，不希望再接受

不必要之侵入性診斷與治療。

金山團隊提供社區安寧療護時，將照

護歷程以病人與家屬為中心分期，不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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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自的照護重點。首要工作即為居家收案

時辨識潛在生命末期的病人，及早啟動與病

人和家屬相關議題的討論。對於生命末期的

判定，須由兩位相關專科醫師認定。健保對

於安寧緩和醫療給付對象，初期是給付癌症

與運動神經元疾病，2009年擴大至八大類非

癌症末期病人。近年癌症病人安寧療護利用

率已達約四成，而非癌末期病人仍僅有極少

數有機會接受安寧療護。在判斷是否應啟動

生命末期決策溝通時，金山團隊也跳脫健保

規範之框架，傾向使用「如果病人在未來一

年死亡，你是否會感到驚訝？」的問題來思

考，以落實「全人」而非「疾病」導向的末

期照護。在確認病患為生命末期後，金山團

隊通常在初次訪視時即召開家庭會議，達成

照護共識，並做好決策。

開始照護之後，末期病人可能會有一

段病況相對穩定的時期。除了常規的舒適

護理、症狀控制以外，應整合相關資源提供

身、心、社會與靈性照顧，協助心願完成，

以及開始擬定臨終照護計畫。當進入瀕死階

段，也是能否在宅善終的關鍵時期。此時病

況快速變化，且會伴隨許多瀕死症狀，照顧

者的壓力與負擔也隨之增加。金山團隊隨即

啟動瀕死密集照護，提供每日到府訪視的服

務，幫助病患和家屬面對死亡過程中，各種

症狀作死亡準備，同時第一線居家護理師提

供24小時諮詢電話、且必要時提供緊急訪視

服務，讓病人安心、家屬放心。當病患往生

後，團隊成員會盡量到宅協助開立死亡診斷

書，此舉不只是減輕家屬行政流程負擔，而

是表達在病人往生後，團隊對於家屬與照護

者的持續關懷。

病人往生後，進入悲傷陪伴期。以國

內現有的制度，當照護個案死亡，原照護方

案必須結案，後續針對家屬的追蹤訪視並未

列入給付。為了落實五全照護的「全程」陪

伴，金山團隊在病患往生後，會追蹤喪親家

屬悲傷調適狀況，透過定期聯繫訪視、舉辦

遺族關懷活動等持續追蹤，目前黃瑞仁院長

也大力支持相關的活動舉辦。事實上，悲傷

陪伴不是從病患死亡才開始，應及早評估及

介入，從收案會談時病人與家屬對過往治療

可能出現之情緒反應，乃至於瀕死時高品質

的照護與症狀控制，都能讓還活著的人得到

撫慰，有助於消弭悲傷。

生命末期的辨識、多專業的團隊服務、

醫療照護的連續性與社區資源的整合，皆為

金山居家照護之要項。面臨快速老化的社

會，如何整合全國現有一般居家與安寧居家

照護體系，將日趨重要。實務上，相關給付

制度的調整與專業人員的培訓，為是否能順

利推動之關鍵因素。

（作者係母校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

士 2012年畢業， 現任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家庭

醫學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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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北護分院長期照護經驗分享

文／李怡萱

台
灣在1995年即已跨過7%的門檻，成為

老年國。根據內政部截至2015年的統

計，台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約為12%。

隨著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有愈來

愈多的家庭會面臨到老年人罹患慢性病，或

因身體退化、疾病、意外受傷而造成臥病在

床；且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老年族群，造成

長期照護的需求增加。身為長期照護團隊的

我們，責任更形重大。

臺大北護分院座落於台北市西門町鬧

區，為臺大體系中唯一的「都會型社區醫

院」，一直以來以整合性的健康照護體系

為核心工作。未來，本院將以三大方針：

以社區（community）為導向、與臺大總院

互補（complementary）、與社區夥伴合作

（cooperation）為圭臬來推動業務。本院的定

位發展「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的整合型醫療

服務」，是反應台灣人口的老化及整體社會

的需求，因此將任務著重在老年醫療及長期

照護的發展。本院提供的長期照護服務，可

大略分為居家照護、護理之家和社區式長期

照護三大重心。

一、臺大北護分院居家照護

1995年健保署核准本院設立以護理人

員為主導的「居家護理」機構，轉眼間從國

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居家護理至2004年

整併為臺大北護分院的居家照護團隊已走過

21個年頭。服務的個案數也從個位數到每月

活動案約有600位（表1）。以2015年服務的

1,098位個案為例，80.2%個案為在宅個案，

19.8%為機構個案。目前個案來源有約50%轉

介自臺大總院，臺大北護分院與總院互補，

提供病患由急性醫療回歸社區的連續性照

護。而近年個案疾病之複雜度增加，照護的

需求、困難度都明顯增加。居家照護團隊深

感老年長期照護之需求，不但是連續且是多

元性的，每一個案的照顧對團隊成員都是一

種挑戰。

本院居家照護團隊目前有護理長一名、

居家護理師九名、家醫科醫師兩名，以及總

院家醫部、老年醫學部每月支援住院醫師、

研修醫師居家訪視。居家照護團隊視個案

的「個別化」以提供「人性化」的服務，運

用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提供家屬及病人安

心的居家式照顧服務。居家護理一路走來，

個案及家屬對我們所提供服務的肯定，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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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撐著我們不管颳風下雨都出外訪視的動

力，時時將「個案需求」視為第一優先，因

為我們深信「心中有愛、時時關懷」是最美

的服務。

二、臺大北護分院護理之家

為因應社會變遷及我國民眾對長期照護

之需求，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於1996

年，成立臺北市第一家公立立案護理之家。

2004年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接受臺大

醫院整併，護理之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本院新大樓落成之後，護理之家於2013年1

月27日搬遷至內江街87號，共有三層樓（7-9

樓），設置59床（表2）。

本院護理之家主要提供以下三大類病患

24小時照護：（1）急性病後出院個案，返家

前需中介照護（intermediate care）者，（2）

照護負荷（care burden）大，照顧者需協助

的慢性病個案，（3）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的

個案。在生活照護部分，護理之家提供多元

性照護服務及活動（表3），依住民的個別

狀況，提供住民不同的需求、參與及選擇。

在醫療照護部分，多專業團隊（醫師、護理

師、復健團隊、營養師、藥師、社工師）依

住民病況擬訂照護計畫，並定期舉辦團隊會

議。家醫科、老年醫學科醫師每週回診，適

時提供醫療照護與諮詢。除提供完整、連續

性照護給住民外，本院護理之家團隊同時附

有教學任務，除總院家醫部、老年醫學部住

院醫師、研修醫師外，長期照護研究所、護

理系、藥學系、營養系、職能治療／物理治

療系的學生也相繼前來觀摩學習。

表1：2013-2015年度居家訪視業務執行成果

項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月個案管理數（人∕月） 651 661 663
新收案數（人∕年） 369 434 345

護理訪視次數（人次∕年） 7961 7926 7680
醫師訪視次數（人次∕年） 1943 1823 1669

北市長照專業人員出診（醫訪）（人次∕年） 5 5 3
北市長照專業人員出診（護訪）（人次∕年） 98 119 94

表2：北護分院護理之家樓層床數配置

三人房 雙人房 單人房 合計間數 合計床數

7樓（功能較好） 7 0 1 8 22
8樓 0 6 3 9 15
9樓（重度失能） 7 0 1 8 22
合計間數∕床數 14 6 5 2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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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大北護分院社區式長期照護

本院社區式長期照護，主要有三項重點

服務：（1）失能長者送餐服務，（2）輔具

租借服務，（3）參與喜樂人生社區關懷據點

活動，成果斐然（表4）。本院配合衛生福利

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協助失能老人無法外出用餐之不便及補充居

家服務失能老人午間備餐服務之不足。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是由有意願的村里辦公處及民

間團體參與設置，邀請當地民眾擔任志工，

提供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

務，並視當地需求特性，提供餐飲服務或辦

理健康促進活動，每個據點均可提供3項以上

的服務；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老人

留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

顧者適當之喘息服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

惡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

臺大北護分院的願景，除提供病患身、

心、靈的周全照護，也持續協助培訓長期照

護各層級人才，並於今年度開設「社區暨老

年醫學研究中心」，研討長期照護相關議

題，以期成為全國「老年醫學暨長期照護整

合型中心」之典範。

表4：北護分院社區式長期照護活動（2015年）

服務 失能長者送餐服務 輔具租借服務

服務人次 12,486 24

表3：北護分院護理之家活動

項目 負責專業

體能活動 物理治療師

音樂活動 職能治療師

園藝活動 護理師及照服員

身心機能活動∕Wii活動 職能治療師

寵物活動 社工師

點心DIY活動 社工師

才藝教室 社工師

靈性活動─臺大醫院愛心團契 臺大醫院靈糧堂牧師及志工

每月慶生會 社工師

每年2次戶外郊遊 活動組

蚊子電影院 社工師

感官活動 護理師及照服員

（作者現任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北護分院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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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新竹分院長照經驗分享

楔子

「我不需要醫師來家裡！」張先生不客

氣的擋在門口，「我不認為你能帶給我父親

什麼幫助，我們有自己固定看診的醫師。」

張先生的父親是本院居家收案病患，第一次

醫訪就在這樣尷尬的情況下結束。

歷史

本院創院於民國前十七年，初期負責桃

園、新竹、苗栗三大地區之醫療服務；民國

三十四年更名為台灣省立新竹醫院。民國七

十二年遷入現址後，擴充員額編制及各項醫

療設備，由地區醫院晉升為區域教學醫院。

民國七十六年本院成立居家護理所，成為新

竹第一家提供居家護理服務的單位，並於八

十年加入公保試辦居家照護計畫。民國一百

年七月一日，本院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於同年成立老年

醫學科（任務編組），並由老年醫學科醫師

主責居家醫療業務。

長期照護服務現況

本院居家護理所目前共有三位居家護

理師，每人每月平均訪視量約七十至八十人

次，截至一百零五年三月底止本院案管數為

二百七十三名。

以一百零四年度居家個案進行分析，女

性佔51.3%，平均年齡79.4歲，以85歲以上比

率最高，佔38.2%。主要照顧者中有八成為外

籍看護工。收案來源九成為院內轉介，服務

地點以新竹市最多，佔70.9%，跨足竹北、

新豐、芎林及寶山鄉，竹東、關西及北埔等

地區，則依個案需求轉介臺大竹東分院。疾

病嚴重度方面，管路留置以單一管路最多，

佔72.0%，其中七成為鼻胃管，三管個案則

佔1.8%。疾病分類主診斷以腦中風最多，佔

43.6%，其次是失智，佔14.2%；收案年限以

五年內佔多數，一年以下佔39.3%，一至五年

佔44.7%。

安寧居家方面，一百零四年共收案二

百四十名末期病患，平均每月照護個案數為

二十名，平均每月新案數8.8位。居家復健

方面，本院一百年至一百零四年間共服務三

百四十七名個案，個案失能程度以重度為大

宗，佔88.5%。依長照中心進行居家復健服務

品質調查，個案整體滿意程度總平均達4.5分

（滿分5分）。

改制臺大後的新氣象

一、增加醫師訪視的質與量

署立醫院時代，醫訪次數少，無法滿足

個案需求。改制為臺大醫院分院之後，於社

文／賴秀昀、洪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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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家庭醫學部下成立老年醫學科（任務編

組），由老年醫學科醫師專職居家醫訪，不

僅增加訪視次數，也致力於提升醫療與服務

品質。

有鑑於過去自洽或外院轉介的個案常

常無法在訪視前充分掌握病情，目前在訪

視前，會安排家屬或病患至老年整合照護門

診，量身訂做照護計畫後，再至家中訪視，

以期達到服務最佳化。

此外，過往的模式，居家病患往往由

家屬代為就醫，常有藥物重複、多重用藥、

或適應症已消失但藥物仍持續開立等情形。

有鑑於此，目前當醫訪時，會針對藥物進行

整合；並視家屬需求，提供書面資訊給原照

護醫師，或轉至本院老年醫學科進行後續醫

療。

二、醫訪病歷標準化

過去醫訪缺乏標準化病歷記載，為避

免遺漏重要資訊，方便團隊成員迅速掌握病

情，也作為年輕醫師教學之用，我們設計了

制式病歷。除一般身體檢查外，也加入了老

年功能評估、家庭社會評估、環境評估、藥

物評估、疫苗資訊、及預立醫囑，將周全性

老年評估的精神完整融入。主要區塊為節省

時間以勾選式表格為主，並預留空間書寫個

人化介入措施。

三、改善傷口照護

本院居家護理師處理傷口經驗豐富，然

而困難傷口仍需專業協助。目前居家護理團

隊能將個案傷口情況即時上傳，請傷口照護

師提供照護建議，必要時安排門診處理。

四、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儀

為提高留置尿管移除率，本院參考國外

「護理師主導留置尿管移除流程」，設計出

適合本院居家病患的尿管移除標準化程序。

並以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儀測定餘尿量，節

省導尿包耗材，也減少單導測定餘尿的不適

感。

五、加強團隊合作及服務

居家個案病況複雜，跨專業領域的團隊

合作是高品質照護的基石。本院居家護理原

本即有良好的跨領域合作傳統，改制後，除

了建立通訊群組即時溝通，也加入出院準備

小組，提供無縫接軌的服務。

營養方面，由營養師提供護理師即時照

會服務，必要時亦可隨同至家中訪視。在藥

事服務方面，為了辨識出高用藥風險病患，

本院的相關團隊經文獻回顧，找出七大風險

因子，符合病患一律照會藥師並回饋給開方

醫師。復健方面，本院復健部自九十七年即

接受長照中心轉介提供居家復健服務，本院

居家個案如有居家復健需求，大多能及時轉

介給本院物理治療師，更易於將治療狀況回

饋給主責照護團隊。

六、推動老年醫學教育

為使老年照護理念能夠往下扎根，居家

護理所於改制後提供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社

區課程教學，讓住院醫師實際參與居家病患

的評估與處置。自一百零四年起，亦成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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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家醫科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長期照護課程

的訓練場域。

七、照顧者支持

本院於一百零一年成立照顧者支持團

體，每半年定期舉辦活動，引導家庭照顧者

透過同儕互相激勵分享，成為彼此繼續走過

照顧歷程之力量。同時，將提供給家屬的零

散單張整理成「居家護理指導手冊」，另有

英文、印尼文、及越南文版本的照護須知，

提供外籍看護詳盡的資訊。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更多頻

次、更高品質的居家訪視。針對管路照護，

能與相關專業有更好的連結以利管路移除，

並增加鼻胃管病患接受經皮內視鏡胃造瘻手

術，以提升生活品質。此外，宜建立與原就

診醫師更通暢的雙向溝通管道，將病患家中

的評估結果回饋給主要照顧醫師。

結語

前述個案中的張伯伯，後來在家屬與

本院居家團隊的合作下，病情穩定。我們的

護理師還特別在假日加班，為了一圓張伯伯

想拍張沒有鼻胃管的結婚紀念照的心願；醫

師也協助聯絡胸腔科醫師處理氣切口出血問

題。

張先生從一開始的強烈質疑，到現在成

為我們最佳的代言人，常常介紹親友至老年

整合照護門診評估。希望居家團隊能夠持續

成長茁壯，帶給病患及家屬更完善的全人照

護。

（作者賴秀昀係母校公衛學院預防醫學研究

所2000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社區

及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洪冠予係母校醫學

系1988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院

長）

醫師協助檢視病患藥物 營養室主任至個案家中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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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竹東分院長照定位與展望

竹
東醫院於民國79年7月破土興建，82年

7月成立台灣省立竹東醫院，87年配合

前衛生署（目前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推動長

期照護業務申請開設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

88年7月開始居家訪視業務；10月正式設立

「台灣省立竹東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總床數

40床，100年7月改制臺大醫院竹東分院。104

年居家訪視服務量達129人次／月，護理之家

服務量為35人／月。

本院定位為地區型醫院，總床數約363

床，其中包含急性精神病床40床以及慢性精

神病床100床。因應醫院型態及社區需求，竹

東分院的長照業務可以分成以下三個部分：

1. 醫院與長照機構的密切配合
目前台灣地區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數的比

例年年增高，老年人常合併身體、心理、社

會面等複雜問題，其疾病的表現也容易因老

化而被忽略。老年人的健康問題不僅是疾病

的診斷與處置，健康功能狀態的變化更深深

影響其生活功能，因此「周全性老年評估」

即是在這樣的思維下因應而生。新竹縣老年

人口比例高達11.2%，且總院賦予竹東分院

的定位及角色為「以高齡照護及慢性病醫療

為主」，故竹東分院主動積極的與鎮上老人

養護中心合作，針對老年住民進行周全性評

估，由竹東分院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

進行周全性評估後，由分院的團隊與養護中

心團隊討論擬定個別化的照護計畫，同時召

開共同照護討論會，依個案狀況安排家屬與

團隊討論照護目標，並進行定期檢討與提出

改善措施。

養護中心共84位住民，年齡平均78歲，

最年長為104歲，其中年齡大於85歲者約占三

分之一。男性占47%，女性占52%。慢性病

種類為每人平均3.1種，需要服用平均5.4種藥

物，其中服用最多者達13種藥物。住民慢性

病種類盛行率最高的前五種分別為高血壓、

腦中風、糖尿病、失智症與慢性腎臟病。多

數住民都有多重用藥及肌耐力、肢體活動力

差的問題，透過定期評估與介入，整合各類

藥物的使用並由專任物理治療師安排復健室

復健與床邊復健，讓住民得到更優質健康照

護及生活品質。

經過本院持續的介入，發現住民整體平

均走路速度較第一次評估進步22%，顯示復健

運動訓練對於住民功能維持與提升有幫助，

SF-36的評估結果也顯示機構住民的心理生活

品質得分較高。透過醫院與長照機構的合作

可使住民的健康獲得更好的照護，周全性老

年評估是評估老年人問題的系統性工具，透

過此工具照護團隊可早期發現影響老年人功

文／蘇泓洸、趙育玲、張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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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問題以及早介入。

2. 護理之家與居家治療業務
居家護理除了提供出院個案後續照顧，

亦可減低家中因慢性疾病而住進護理之家所

造成之機構化合併症及減輕家屬經濟負擔，

提供給個案一個完整且持續性的專業化及人

性化的醫療護理服務，促使個別需求得到滿

足，也減少家人在醫院與住家間的奔波， 讓

個案與家屬有較多相處的時間，進而達到全

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的五全照

顧。

本機構以專業、服務、熱忱及回饋社

區的理念，除了於竹東地區提供居家護理

服務，更延伸至北埔、橫山、芎林、關西…

等地區，提供偏遠且不便就醫者居家護理服

務，無論是弱勢長者、行動不便、失能病友

或照顧病患之家屬均為照護的對象。

團隊成員積極拓展居家護理業務，近期

更計畫開展安寧居家護理，目前護理師已完

成安寧緩和基礎課程13小時，及居家安寧臨

床實習8小時之訓練。

本院護理之家年齡大於 8 0 歲以上佔

68%，居住於護理之家年長的住民，子女多散

居各地，甚至長年居住國外，因服務宗旨為

營造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故會針對住民需

求，提供個別化之服務，例如：協助完成百

歲人瑞爺爺「家庭生日」心願，讓45年未相

見，且散居各國的子女齊聚一堂慶生；另鼓

勵住民創作作品，佈置於住房及公共空間，

增加住民歸屬感，使住民與家屬對護理之家

感到安心、放心及舒心。

此外，院長積極投入長期照護，參與居

家護理及護理之家之相關活動，在完全不會

說客家話的情形下於1個月內苦練客家歌「客

家本色」，並於護理之家慶生會時高歌與住

民同樂，融入在地之客家文化；另於居家護

理所舉辦之家屬座談會，更是以其老人醫學

之專業背景，協助並提供主要照顧者獲得與

疾病相關照護知識及應變能力，增加家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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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照護的信心，進而提升住民及居家護理

個案／家屬對竹東醫院長期照護之品質與信

任感。

3. 慢性精神病患的長期照護
慢性精神疾病，包括思覺失調症、躁鬱

症、憂鬱症等，係屬病程慢性化、且極易造

成病患功能退化的疾病，其容易復發和病患

無病識感等特性，更會造成個人、家庭乃至

於社會的重大負擔。根據美國APA最新針對思

覺失調症的治療準則裡指出，約有10~15%的

思覺失調症患者為頑疾性病患，需要機構長

期照護治療。又，新竹縣市為精神醫療資源

不足地區，新竹市的各醫院皆無慢性復健病

房，因此本院肩負新竹地區主要的精神病患

照護責任。

竹東分院設有精神科門診，包含一般精

神科、老年精神科次專科、兒童青少年精神

科次專科及成癮精神醫學次專科，提供全面

性的門診服務，且設有急診，積極與衛生局

及各衛生所合作，協助精神病患的緊急醫療

服務。

在急性精神病房的醫療，針對每一位

病患的急性精神病症，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在暴力、自傷、跌倒等相關風險性也是照

護的重點，經過團隊的評估，針對病患疾病

症狀、病識感、生活自理能力、服藥遵從程

度、個人心理狀態、操作規劃能力、復健潛

能以及家庭特質等做完整評估，並針對有後

續精神復健需求的病患安排轉至本院慢性復

健病房接受治療。

在慢性復健病房的照護，針對每位病

人的職能功能評估，以及家庭支持程度與

期待，擬定個別化治療計劃，讓病患接受生

活自理功能訓練、精細動作復健、組織規劃

能力重建、持續力訓練以及社交訓練等，透

過不同的工作坊加強各項生活能力，例如：

「代工場」―針對手部精細動作的操作及步

驟的組織能力，「資源回收」―訓練體力、

持續力以及分類能力，「清潔隊」―加強持

續力及重複動作的單獨作業能力，「食品製

作及販售」―組織規劃能力及社交能力，透

過院內所提供由庇護性至支持性的協助，提

升病患的日常生活功能及工作能力。以往針

對工作訓練表現良好的病患，約30%~40%順

利返家或轉介至康復之家等社區復健機構。

本院為中小規模的社區型醫院，提供

全人、全程、全家及全院照護，長期照護團

隊具完整的八大專業，服務範圍包含健康促

進、急性醫療及後續照護。自105年起，與在

地的新竹東社區醫療群合作，連結新竹分院

以作為後盾，成立馨愛居愛照護團隊，整合

居家醫療，重度居家，及安寧居家業務，提

供無縫接軌的居家整合照護服務。目前，也

正在積極尋找場地 建置日間照護中心，完成

長照服務全程照護的藍圖。期許本院能以在

地化、小而美的醫療服務，以拓展新竹地區

的長期照護業務為基礎，達到臺大醫療體系

照顧園區之目標。

（作者蘇泓洸現任附設醫院竹東分院精神科

主任；趙育玲現任附設醫院竹東分院護理部

主任；張勤斌現任附設醫院竹東分院社區健

康營造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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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從醫院到社區連續性
全人醫療照護模式─雲林觀點

根
據103年底人口結構分析，臺灣老年人

口所佔比率已達12.0%，預估到民國106

年，老年人口便會突破14%，成為高齡社會。

其中，雲林縣老化人口指數122.28%是全台灣

次高的縣市，僅次於嘉義縣。這股銀色海嘯

的入侵，衍生出許多問題，尤其是對健康照

護的醫療負擔和公衛衝擊，中央健康保險署

的報告指出，從民國85年到民國97年期間，

老年人口數增加38%，所花費的醫療費用卻成

長了169%，其中伴隨老化所衍生的多重共病

老人急性病住院之醫療耗用，扮演重要的因

素。這是因為老年人在急性病症期間，老年

學症候群（包括：認知障礙、憂鬱、視／聽

力障礙、口腔／牙齒問題、溝通／行動／障

礙、跌倒、排便障礙、尿失禁、多重用藥、

睡眠障礙、營養問題及慢性疼痛

等）可能惡化，所以照顧的複雜性

比起較年輕病患繁複許多。由於老

年人日常生活功能比疾病多寡更能

反映健康狀態，因此，如何善用健

康照護資源，建立全人照護體系，

讓老年民眾出院後能夠維持生活功

能並延緩退化，是十分重要的課

題。

過去幾年，我們在雲林分院觀

察到每接受100位住院病人當中，有

50位來自急診，此一現象顯示有部分雲林鄉

親平日未能在疾病症狀初顯之際就積極尋求

門診就醫，反而拖到病情惡化，才被送進急

診治療。後續縱然經過住院控制住病情，出

院之後往往因故未能做好健康管理或有效追

蹤，直到下次病情惡化，才再由急診住院，

如此重複循環（圖1），不但民眾反覆承受

病痛折磨，對醫療資源利用亦是極大耗費。

台灣的急性及慢性病照護，賴於健保的支

持，照護品質有目共睹。然而，對老年人來

說，從急性病出院之後到可以完全自主生活

於社區，中間需要經過逐步功能恢復的過渡

階段。在英美等國家，便有提供這樣急性病

出院之後續照護，稱為亞急性照護（subacute 

care）或中期照護（intermediate care）。面

文／陳永銘、李玟儀、郭嘉昇、洪壽宏

雲林分院民眾就醫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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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重共病老年人口俱增的雲林地區，我們

亟需建立以民眾為中心的連續性醫療照護模

式，才能改善地方特有的經急診住院和再入

院的現象。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2016年3月份院慶國

際學術研討會主題―建構連續性的全人醫

療照護―從醫院到社區，Continuous Patient-

Centered Care, from hospital to community），

便是植基於以民眾為中心的臺大體系價值理

念，聚焦亞急性到社區的全人醫療照護。會

中我們呈現分院醫療照護特色（圖2~5），

並參酌與會學者專家意見，反思分院的醫療

現況，發現我們在雲林地區服務面臨三大挑

戰：（1）長照機構床數不足且水準參差不

齊：住民稍有狀況（未必達檢傷一、二級）

就逕送分院急診，徒增急診壅塞；（2）高齡

友善就醫環境尚未普及：大眾

運輸工具不足，民眾就醫習慣

找大醫院，徒增就醫負擔；

（3）家庭責任醫師概念尚未

完全落實：雖然已有健保給付

的社區醫療群制度，結合醫院

合作轉診作業，但因缺乏連續

性共照規畫，距理想模式仍有

些落差。有鑑於此，在

分院王崇禮院長主導，

透過臺大景福基金會謝

博生董事長以及「以體

系為基礎支共同健康照

護計畫」推動辦公室召

集人劉宜廉副院長的大

力協助之下，我們開始

嘗試建置雲林分院從醫院到社區連續性全人

醫療照護模式。目前初步已組成10位醫師（5

位基層及5位醫院）和6位護理師／個管師核

心團隊，擬針對高門急診利用率和重複經急

診住院的民眾，透過電話連繫提供醫護即時

健康諮詢和後續處置建議，希望未來能夠朝

向提升民眾自我健康照顧、分流機構住民就

醫管道和疏緩急診壅塞重複住院的多贏目標

齊頭邁進。

（作者陳永銘現任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副院

長；李玟儀係母校醫學系2002年畢業，現任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教學研究部主任；郭嘉昇

係母校醫學系2008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雲

林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醫師；洪壽宏現任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主任）

急性病房照顧多重共病長者

2

出院後精神病人居家藥物講解

3

4

護理之家機構式照護

5

居家安寧團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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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院對各分院的期待及回饋

台
灣老年人口在2025年將達20%，已逐

漸邁入超高齡社會，且根據衛福部推

估，約13%的老年人需要長期照護，臺大體

系各分院均早已開始發展長期照護系統，包

括北護、雲林、新竹、竹東及金山各分院，

已根據當地民眾需求、社區環境及醫院所擁

有的資源，積極發展適切的長照服務，包括

走入社區的居家照護到機構式的護理之家都

相當完整。臺大身為台灣醫療發展的龍頭，

自應走在時代前端，借鏡歐美、日本及新

加坡等國家發展長照的經驗，例如美國的

PACE（Programs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模式，日本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

照護模式（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Care 

System）或是新加坡以家庭醫師及基層醫師

為基礎的照護模式，配合政府的長照政策目

標，例如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推動從社區到醫

院的連續性全人照護體系，著重社區平民化

的長期照護模式，籌建國家級「高齡健康與

照護研究中心」，發展高齡社會相關醫療政

策與融合臺灣本土特色的創新照護模式，努

力實踐更完善的長期照護及社區醫療體系。

臺大體系為持續推展長期照護，已進

行數次臺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規劃討論會，

參訪國內外相關長照機構，並於民國105年4

月18日成立臺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委員會，

集合各分院相關主管進行全方位整合，統合

各分院包括醫療、護理、資訊、營養、復健

（包括職治及物治）、藥事及社工（包括志

工及照護服務員）的相關人力，將撰寫臺大

醫療體系長期照護計劃手冊，讓各界了解臺

大醫療體系在長期照護服務方面，從過去到

現在的努力，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的

發展將分為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短期目

標重點在於完成各分院在地長期照護服務內

外在環境評估，中期目標包括提升各分院長

期照護服務量能，積極參與衛福部長期照護

網計劃及長照相關教學研究，而長期目標則

是建立更完備的臺大醫療及長照綜合體系。

在短期計劃中，內在環境評估是先建

立臺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的願景及目標，

匯整各分院目前所有的長照專業人員及現有

服務內容，同時也需與外界資源整合，例如

總院及分院所合作的社區醫療群，了解各地

民眾及社區所需的長期照護資源，熟稔中央

與各地方政府推動長照政策的目標、策略及

文／林明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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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121週年院慶專輯

資源，擬定因地制宜的各項推動計劃。中期

目標則是藉由人力培訓，增加符合長照服務

法規範的各專業人員，建置體系內的長照資

訊軟硬體系統，使服務量能得以創新提升；

並配合衛福部的長期照護網計劃及借鏡先進

國家經驗，結合社區資源，與社區基層醫師

合作，提供全人醫療為基礎的出院準備、急

性後社區醫院照護及適當轉診機制的社區照

護模式，搭配健保署自105年2月起所辦理的

「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拓展各項社區及在宅服務，發展在地化居家

醫療服務，提供融合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器

依賴病人居家照護甚至安寧居家療護的整合

服務；在教學研究上，各分院也應多舉辦

長照相關議題之研討會，促進長照的教學訓

練，並與臺灣大學相關學院合作，進行各項

長照相關的研究計劃，發揮臺大研究創新能

力，鼓勵研發長期照護輔助器材。在長期目

標上，希望能將各項研究創新成果進行產學

合作，結合銀髮產業、社會企業、非營利組

織以及政府，照顧從健康、亞健康到失能均

涵括在內的民眾，未來發展提供居家式、社

區式及住宿式各項完整服務國家級的臺大醫

療體系長期照護園區。

隨著老年人口的巨幅上升，即使各國政

府努力推動發展長期照護，依舊面臨花費暴

漲、照護人力不足，醫療照護與長期照護之

連結協調不易等問題。臺大醫療體系目前所

規劃的長期照護系統，向前要銜接預防保健

及健康促進活動，避免長期失能的情況；向

後則銜接在宅安寧緩和醫療，減輕家屬照顧

臨終親人的壓力，同時減少長照負擔，以提

供「多元連續服務」的綜合性長期照護。總

院將藉由臺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委員會，引

領各分院積極參與並投入資源，以資訊系統

的開發建置、擴充符合長照規範的人力資源

及開拓各項長照服務內涵，為策略來克服各

項問題，並作為各分院的後盾，更希望在臺

大醫療體系的長期照護中，建立以人為中心

的照護模式，發展國家級高科技資訊系統及

創新服務內容，研發無障礙輔具及產品，推

動研究成果發表，舉辦研討會及教學訓練，

未來可規劃國家級整合型的臺大長照研究中

心，提供具特色且高品質的長照服務，以期

成為國家醫療及長照綜合發展的典範。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7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副院長）

為了因應數位時代潮流以服務校友，將出版一年以上的景福醫訊

上線，校友讀者可以進行全份文稿檢索，目前製作完成為21~31卷，

1~20卷將陸續製作，歡迎上網（www.jingfu.org.tw/jff_mgz.jsp）檢閱！

景福醫訊數位化全文檢索上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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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踝 扭 傷

相
信很多讀者在自己或朋友、或病人中有

看過腳踝扭傷的經驗，大概都是腳腫到

看不到腳踝（lateral malleolus），疼痛異常，

走路、踮腳尖尤其困難。如果沒有接受物理

治療，1-2週後，會逐漸消腫，不再疼痛，生

活也慢慢回歸正常。但也有一些人，持續在

脛骨遠端前方有水腫不退，但因為不影響動

作太多，也不太在意。如果你看完本文，還

是這麼想，那就錯了。因為前者是所謂的外

踝扭傷（lateral ankle sprain），而後者就是我

們今天要提的高踝扭傷（high ankle sprain）。

筆者在2009年參與高雄世界運動會的運

動物理治療師工作，首度對高踝扭傷產生好

奇。當時合球隊的選手告訴我，他們腳扭傷

很特別，不會腫很大，也可以繼續比賽，繼

續跳躍打球；完全不像是我們知道的外踝扭

傷。當時去查了文獻，知道是高踝扭傷；但

發現高踝扭傷非手術治療的相關文獻甚少，

直到2000年以後，才有較多的論文探討，因

此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高踝扭傷，又稱作脛腓聯合關節傷害

（ankle syndesmosis injury），最早文獻見於

90年代，1991年Boytim等學者追蹤美式足球

隊6年間所有的踝關節傷害，發現有18%是脛

腓聯合關節傷害。但1998年Fallat等學者發現

在急診室和職業醫學門診的脛腓聯合關節傷

害只佔所有踝關節傷害的5.7%。合球選手描

述的是高踝扭傷，與籃球選手常見的外踝扭

傷不同。主要是因合球比賽規則與籃球不一

樣，合球運動員不可以有運球移動的動作，

在手上的球必須傳出去後才可以移動，因此

腳踝關節承受較大的橫向外轉力矩（external 

rotation moment of foot），較易造成脛腓聯合

關節傷害。同理，美式足球因有鬥牛動作，

因此也易發生高踝扭傷。

後來我發現高踝扭傷比想像得還多，

因為過去診斷工具不足，很難確診，所以

發現比例不多。現在有超音波影像，加上臨

床人員開始注意，診斷高踝扭傷變成輕而易

舉。高踝扭傷是前下脛腓韌帶（anteroinferior 

tibiofibular ligament）扭傷，故超音波會顯

示該韌帶纖維斷裂或積水的影像。因此到了

21世紀，研究指出高踝扭傷的發生率逐年增

加，在2014年的報導大約是佔所有腳踝扭傷

圖1：高踝扭傷第三週只剩下脛骨前側的水腫

文／柴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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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1/4。

高踝扭傷的臨床症狀與一般外踝扭傷

不同。我們熟知的外踝扭傷的臨床症狀主要

是因為是外側韌帶受傷，所以當患者足踝內

翻（即俗稱的翻船動作）或踮腳尖時會產生

疼痛。不同的是，高踝扭傷的疼痛與腫脹位

置在脛腓聯合關節的前方或外踝上方，因此

患者最不舒服的動作是「在承重時無法踝背

屈」；簡單地講，就是無法全蹲。由於現

代人少有全蹲動作，因此日常活動影響

不大，還可以跑跳。不能全蹲的原因是脛

腓聯合關節在全蹲時會撐開，因此會拉

扯到前下脛腓韌帶。但跑跳時，脛腓聯

合關節沒有太多作用，因此所受影響不

大。然而脛腓聯合關節負責踝關節的穩定

性，因此如果不加以處置，經年累月後，

會形成慢性踝關節不穩定（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甚至關節提早退化。

由於過去較少探討高踝扭傷，因此治

療方式偏向消腫止痛；若是要上場比賽的

運動員，則使用白貼予以固定，然而效果

都不顯著。主要原因是前下脛腓韌帶於受

傷後會出現腓骨後滑的現象，因此在治療

上應先予以復位，再使用肌貼固定，就可

以加速其癒合。圖3顯示一名選手在施予

高踝肌貼前後的結果，左圖顯示未貼紮時

可以蹲下的最大角度。若予以貼紮後，馬

上就可以全蹲，前後動作判若兩人。這樣

的處置，雖然無法讓前下脛腓韌帶馬上癒

合，但足以讓他回到運動場繼續比賽。這

是物理治療師在運動場上最大的價值，也

是我們國家隊珍藏多年未發表論文的物理

治療技術。今天對此關節研究的團隊越來越

多，相信也會很快的被解密，因此先公開給

景福的校友分享。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1984年畢業，現

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有多年參與國家

隊隨隊物理治療師工作）

圖2： 高踝扭傷（左）與外踝扭傷腳踝腫漲的地方

不一樣

圖3： 一個高踝扭傷後第三天的選手，只能蹲到左

圖的位置；但施予高踝肌貼可以馬上全蹲，

治療效果極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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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嚴　箴言　慈善心

先
父余祖添是景福校友，總督府醫學校

第十二屆（1913）畢業（比杜聰明院

長早一屆）。他生於清末（1891），啟蒙教

育是漢人傳統式，受教於漢學老師讀古文聖

賢書。1895年馬關條約後，時代變遷，1898

年日本政府在地方上開設「國語傳習所」，

之後改成「水返脚公學校」，先父即入學接

受日本學制正統教育（表1）。祖父非常重視

兒子們的教育，除了接受正規的日式學校教

育，還希望下一代承傳祖先文化和美德，每

日清晨叫醒兒子們朗讀漢文四書五經，然後

上學。先父說小學時黎明醒來不敢翻身，只

要一動，就會被早就坐在床邊準備的阿公叫

起來讀書。每年暑假送去隱居深山的漢文老

師家寄居整個暑假讀漢文書經。因此先父的

漢文根底深厚，在日常生活中可適時適地引

經據典念出一些勵志教導含意的漢文詞句。

大書櫥滿是漢文線裝書，清晨朗讀漢文的習

慣持恆終生，記憶中，每日清晨天還沒亮，

我都在他的抑揚頓挫的台語朗讀聲中醒來。

父親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在

台北病院當實習醫師，1915年獲台灣總督

府醫業免許證，留任該院醫師（眼科、小兒

科）。兩年後返鄉開業，並獲聘任水返腳

（汐止）公醫兼校醫（表2）。所謂公醫即

公職醫師，是日治時代的制度，由官方指定

一名當地開業醫師要隨時待命執行地方政府

交待的任務。先父行事嚴謹公正，街坊眾人

皆知，幾年前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有關先父

的「台北士紳余祖添」的文章，摘錄如下：

「故祖添行醫治世，耿介不阿深具醫德，有

一例可顯示先生之風節：一日有犯人在獄中

遭刑求，祖添向官方陳述刑求不當的嚴重後

果，犯人開釋返家果真死亡；官方要求祖添

開具死亡診斷書，但不得將死者因遭刑求而

骨折之事載入，祖添不從，堅持據實以告，

所持理由為「他日死者撿骨，家屬必知真

象，豈能瞞騙一時？官員自知理虧，遂從祖

添。余公醫事必親躬，例如遇有因火車事故

身亡者，也親自揀拾屍塊，盡力為死者得完

屍。余公醫特別注重傳染病之防治，避免市

民受其感染。祖添長「疔瘡」屢治無效，連

日人也提供多帖秘方仍無效，腫痛依舊。祖

添經多方研究日文藥書，終於研製成「疔仔

膏」，風行本市數十年，嘉惠許多受疔瘡之

苦的人；公醫救人無數」。

在那個時空環境，能堅守職責道德據實

記錄而不迎合官方隱瞞事實，可見先父為人

處世正直不屈、擇善固執、盡責守法。

當時寄生蟲疾病相當普遍，先父診斷嚴

謹，在百忙中仍用顯微鏡仔細檢驗病人糞便

檢體，對症下藥，並且給予衛生教育，告訴

病人其寄生蟲的感染源：沒煮熟的豬肉（感

染絛蟲的病人）、赤腳下田（鉤蟲病人）、

文／余秀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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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吃蝦子、螃蟹（肺吸蟲病人）等（基隆河

流經汐止，有青少年到河川撈魚蝦螃蟹生

吃），提醒病人注意衛生習慣。也提醒家人

飲水食物要煮熟。先父坐著弓身、眼貼顯微

鏡手移動撿體玻璃片的身影印象深刻。

行正道，抬頭挺胸！
父親傳承父權至上的傳統文化和祖父

的嚴格家教，在家很有威嚴。他非常重視兒

女教育，要兒女專注於學校課業、好品行、

守規矩，他常說「行正道，抬頭挺胸」！對

兒女有相當期望，他的期望是品德與成就榮

譽，不是財富。

食う人惡い  食わせる人もっと惡い
（收賄者惡  行賄者更惡）

先父一生奉公守法，事事照規定，不

走旁門左道。看到報登賄賂貪污新聞時，他

說：食う人惡い 食わせる人もっと惡い（收

賄者惡 行賄者更惡）。

為人莫道成人易  守業方知創業難
我家大廳掛有一對木刻對聯「為人莫道

成人易 守業方知創業難」，別以為成功很容

易，要知道任何成就都是要經過一番辛勤奮

鬥而得。先父常說「還未娶某 勿當笑人某搞

走，還未生子 勿當笑人子愛號」（台語）。

提醒我們未身歷其境不知其苦衷，提醒我們

不要隨便批評別人。

表1　余祖添學歷證書［余秀瑛整理］

頒發年 學歷證書 頒發者

明治33年 1902 水返脚公學校第一學年修業證書（第26號）

明治34年 1903 　　　　　　　二　　　　　　（第20號）

明治35年 1904 　　　　　　　三　　　　　　（第14號）

明治36年 1905 　　　　　　　四　　　　　　（第8號）

明治37年 1906 　　　　　　　五　　　　　　（第5號）

明治38年 1907 水返脚公學校卒業證書（第5號） 校長 兼坂修　

明治41年 1910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修業證書

大正2年 1913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所定各科目修畢及格證明 校長 高木友枝

大正4年 1915 台灣總督府醫業免許證（第322號） 男爵 安東貞美

昭和2年 1927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認定證書（第119號） 校長 堀內次雄

昭和3年 1928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卒業證書（第302號） 校長 堀內次雄

昭和20年 1945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卒業證明書（第364號） 部長 安達島次

表2　余祖添經歷

姓名 余祖添

住所 台北州七星郡汐止街字汐止76番地

經歷 1913年台北病院醫師

1917年現住所開業醫 
1920年公醫兼校醫

信用組合理事

協街議會員

資料來源：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日文）

　　　　　1934/10/08 P.085

前排為作者父母，後排為作者

（左）和弟妹。（攝於作者高中

年代，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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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以濟世救人為志業，行善不勝枚

舉，略述如下。

二戰時期台灣流行瘧疾，其治療用藥

quinine皆給本地駐軍使用，台灣市面買不到

quinine。眼見鄉民受瘧疾折磨缺藥治療，先

父甚不忍，於是吩咐在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

學習醫的女兒（余秀珍）在日本買quinine寄

回來，因此診所擠滿瘧疾病患。對於窮苦病

患，不收醫藥費，曾有病患多次沒錢交費，

帶其自家種的芭樂來稱謝。

有一位16歲的瞎眼青年由其父親牽著

來找先父就醫，經診察判斷可醫治復明。

病家窮困，表示生活都不夠，無法支付醫療

費用。先父收容此少年於自家，食宿如同自

家人，並治療其眼疾直到視力正常。此少年

童年時期失明失學，成年後不易找到工作，

且他想繼續長住余家。於是留他擔任打雜跑

腿，供膳宿且每個月付他薪水，他結婚時，

免費提供房子讓他成家。十幾年前我恰巧認

識他的外孫正在本系研究所攻讀學位，其外

公在天之靈必感欣慰，那敦厚模樣浮現腦

中。

定期到地方學校為全校學生健康檢查或

預防注射也是公醫的職務。先父關心學童的

健康和教育。汐止公學校有一位品學兼優的

即期畢業生，很有上進心，想繼續升學，但

因失怙家境貧困無力供他念中學。先父得知

後，徵得其母同意讓他來住在我家，白天在

診所藥局幫忙，晚上到台北就讀成淵中學夜

間部。為了配合他搭火車趕上課時間不要遲

到，家母每天特地為他提早預備晚餐，直到

他考取警官專校就讀，後來當了警官並成家

立業。日治時代台灣人能夠擔任警官必是品

學兼優。

有位小男孩每日清晨沿街叫賣豆腐，這

小男孩不慎打翻整盤豆腐而不敢回家，在街

上哭泣，先父得知，問小男孩整盤豆腐可賣

多少錢？就給他整盤豆腐的錢，叫他安心回

家。

不求珠寶粒粒貴，但願子孫個個賢
1945年8月二戰結束，百廢待興。校舍

破損，學制不明，師資缺乏，學校不知何時

上軌。先父唯恐兒女荒廢時日，急著從書櫥

找出一本三字經，每天晚上看完病人後，教

我和哥哥（余福祺）用台語朗讀，直到學校

開學。事隔70年，我現在仍能用台語背頌前

段。

在我大一時，父親得耳癌，1950年代

癌症無藥可醫，只有放射線治療。經濟支

柱病倒，儲蓄用盡又無收入，有七個兒女皆

在學中。母親是單純的家庭主婦，瞞著父親

借貸支付醫療費用。父親自知來日不多，唯

恐子女因經濟困境無法如願完成學業，交代

母親一定要讓兒女皆完成大專學業，沒錢繳

學費就賣田地，仍不夠就賣掉房子。他再三

叮嚀：「不求珠寶粒粒貴，但願子孫個個

賢」。沒能等到我和哥哥大學畢業父親就飲

憾長眠，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是箴言家訓和

為人處世典範，以及街坊鄰里對家父的讚

譽。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59年畢業，現任母校

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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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學導論》新書發表會致詞

文／韓良誠

張
院長、盧所長、張主任、各位同仁以及

各位同學、來賓，大家早安！

九年前能夠在故鄉台南的成功大學，

經過大家共同的努力，成立了在台灣到今為

止，唯一的第一所「老年學研究所」。九年

之後的今天，我手中拿著這一本，由這個研

究所出版的，同樣也是台灣唯一的第一本老

年學「教科書」《老年學導論》，我心中的

驕傲、高興與滿足，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

並且，這也算是初步達成了當初成立這所老

年學研究所的宗旨－想以，「學術的力量」

幫助在社會上屬於「弱勢族群」的老人－所

踏出的第一步。

最近，我看完了由哈佛大學醫學院著

名的外科教授Atul Gavande所寫的《Being 

Mortal》（中譯《凝視死亡》），因為本書

是紐約時報連續四十八週的最暢銷書之一。

看完之後，我寫了一篇我個人的感想、建議

和希望的「讀後感」，結果很榮幸的，被刊

登在「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最近出

版的這本《凝視死亡》。在結論中，我談

到：「一般人，在面對嚴重疾病開始威脅生

命時，或是急慢性重症病人在開始進入多重

器官衰竭時，以及人生晚年面對難以避免的

虛弱在加速進行時，醫護人員和照顧者，如

何對這些人施以「最人性化」，以及「最有

尊嚴」的醫療和照顧，來和病人以及家屬，

一起渡過瀕臨死亡期的整個過程，是很重要

的。這就是出版多週以來，在紐約時報最暢

銷書的這一本《凝視死亡》所探討的問題。

本人深信，《凝視死亡》可以提供給那些特

別關心「老年學」的醫療工作者，一些省思

和啟示，這本書，的確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好

書。」

同樣地，我也希望我們今天出版的這本

「老年學導論」，可以帶給那些在台灣關心

「老年學」的學者、老師以及有關老人工作

的從業人員，一些省思和啟示。

但是，各位都知道，不只是關心老人，

或是長期照顧老人的專業人員，像是醫師、

護理師／護士、社工人員以及照顧者之外，

更重要的是，老人福利政策的擬定者，特別

是行政院內政部、衛福部以及國衛院老年醫

學組…等等，都須要能時時刻刻從Bio-psycho-

social的角度去思考什麼方法、什麼政策，

是對老人不但不傷害，也是最有利的。進一

步更重要的是，能以嚴肅的態度去考慮到，

也要兼顧到，怎麼做，會是對待老年人最具

「人性化和尊嚴」，畢竟，這是一門很大的

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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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Biology＂的角度而言，對我們肉

體傷害極大，但是在台灣長久以來一直被疏

忽的「食安」問題；「空污」問題，特別是

PM2.5的問題，其他環保的問題…等等，執政

當局應有所重視、有所做為。

在“Psychology＂方面，人口結構的「高

齡化、少子化」，不但帶來一般民眾「人生

價值觀」的改變，也都直接或間接地，讓老

人產生許許多多，過去無法想像的「無奈」

和「無助」。

在“Soc ia l  s t a tu s＂方面，我們的社

會，很急速的，在短短不到半個世紀的時

間之內，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再進

入高科技的奈米以及網路時代。這些問

題，在目不暇給的時間之內，衝擊著我們

所生活的社會。因此，在許多政策方面，

特別是有關老人問題的政策「計畫」，永

遠趕不上老人「身」、「心」的急速「變

化」。因此，以同樣的邏輯，我們今天出

版的這一本書，也一定會有不少內容，需

要和台灣社會上老人的Bio-Psycho-Social 

面向，一起賽跑，一點一滴的去修改和追

加，並收集新的資料，而加以討論、分析、

做出結論。我非常希望，從今天就開始準

備，以便能夠，至少在慶祝我們的第二個十

年之前，可以會有新的第二版、第三版…出

現。因為好的書，特別是教科書，更是需要

如此。就像我今天特地帶來的這一本很厚的

Clinical Examination（註1），自一九九二年

的第二版，我看到二○一○年的第六版。但

是，現在已是二○一四年出版的第七版了，

結果我還來不及買這本書，而這本書，主要

談的是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註

2）。

各位想想看，就連身體診察方法都一直

在更新，更何況是複雜又瞬息萬變的，虛弱

老年人的「身心變化」。不只如此，還要再

加上生活環境的變化、老年人特需的各種的

醫療、照護，以及生活上的需要！不知在座

的各位，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心情愉快，謝謝

各位。

註

註1： Clinical Examination, by Nicholas and 

Simon O’Connor, Second Edition, 1992.

註2： Physical examination，過去被譯成「理

學檢查」，是錯誤的，衛生福利部已

自二○一二年，正式修正為「身體診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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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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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響　雜　感
文／李彥輝

前
言：頃讀景福醫訊第 3 0 卷第 1 1 期

（2013.11）每篇都有所感觸，因此讀完

後，不免手癢，提起筆來，就教於各位：

首先恭喜牙科及藥學系已邁入一甲子，

今年（2016）護理及醫技也成立六十年，

1956年也是我進入臺大之年。

胰臟癌乃所有癌症中最難診斷／治療，

存活率最短，未知何因近年來此癌大增，在

美成為第四癌症殺手。我在1963年當實習醫

師時，就有位嫁給師大藝術系米勒教授之女

立法委員黃節文（北京女師大畢業）住院，

疑患胰臟癌先在內科宋（瑞樓）P診治，後

來轉外科，疼痛時需打Demerol，於1963.3.25

由許（書劍）AP開刀，我因參加ECFMG考

試，而沒在手術室當助手，後來據說找不到

病灶，不久轉移去台灣療養院，死後結果解

剖證實為胰臟癌，可說就算開刀也無法診斷

出。不過我有一位朋友於（1980年代）經喬

治華盛頓大學醫院證明得胰臟癌，但他本人

堅信還很年輕，因此接受化療、中藥、食

療，甚至氣功、太極拳、俯地挺身，多方治

療竟得全癒，可說奇蹟，是不？因此病奪去

生命，除賈伯斯外至少還有「台灣公衛之

父」陳拱北所長…

如今對此癌若有如楊卿堯醫師文中

所述手術治療有所突破，加上近些年來對

此病之biomarker之發展，但盼化療也有進

步，有關胰臟癌，我曾發表文章於中文報紙

包括北美「世界周刊」及「太平洋時報」

（2008.3.26）。

近月來常在台灣報章及電視尤其「新聞

龍捲風」看到有小孩在車上沒坐在汽車安全

座椅也沒繫上安全帶。甚至2014.1在台灣南部

高速公路車禍有位2~3歲小孩被拋出車外，後

來才知該小孩是坐在駕駛車之父親膝上根本

談不上安全椅。也就是周弘傑「怎麼看兒童

安全座椅」似乎和台灣兒童車中不用安全椅

之現實差一大截，有賴全民教育不為功。

杏林弦樂團已成立六十年，在學（1956-

1963）時，常聽他們演奏，同學（台中一

中）何鎮坤於1961擔任團長，目前團員在

美不少包括周欽城、周烒明、莊明哲、李慧

嫻、吳聞咸、黃耀鐘、郭浩民、蔡智民、陳

素瓊、吳忠修、莊徵舜、何鎮坤、洪幸雄、

林光治、張信義、呂邦雄、李清木、洪芳

彥、陳芳玉、范揚森…等。

曾御慈醫師英年死於橫禍而非疾病真令

人悲痛，醉酒駕車似乎越來越多，馬路真如

虎口，每次回台最怕乃是摩托車（機車）橫

衝直撞，甚至最近有張德正駕砂石車，清晨

駛上高速公路沒人注意，憲警也沒攔截，如

入空城，後來由景福門加速連過三關衝入總

統府門，所幸為鋼鐵門擋住且沒有易燃物在

車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如此行徑，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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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怎麼他一年來在臉書暗示情治單位卻

不知，又府前障礙欄是否可裝上高壓電警告

一觸就會人電死車被毀。回到醉駕，在美若

酒醉，可請求警察送回家，車留下，酒醒後

再來取車，雖如此也有人「不領情」，不知

台灣有此「優待」不？

這又使我想起在美馬利蘭州有一案例，

有一位醉酒駕車撞死人，想多次醉駕入獄，

犯案累累，此次竟撞死人，難逃重罰乃前往

警局自首，後來在法庭上竟獲無罪開釋，

乃因警察在他自首時忘了宣讀美第五憲法修

改，（後來稱Miranda Rights）包括在被捕後

問話時有沉默不回答之權及有權去請律師。

其實雙方，警方及肇事人應該都要懲處，但

美法律認為執法人員犯法在先。

表嫂余秀瑛教授，退而不休，幾次擔任

日語譯員導覽「醫學人文博物館」，義舉可

圈可點，只不過每次都要麻煩她甚至蔡錫圭

教授，似乎有改進之必要，恕我提出下列請

有關當局酌情採用：

1. 所建立網頁，除內容有待充實（不

妨參照世界著名博物館）外，除中

文外，至少有英語甚至日語介紹。

2. 請求臺大英語／日語系甚至西班牙

文系支援，將展廳各項圖表附上簡

要之外文說明，甚至給予支援義工

加以訓練成為稱職之外文解說員。

3. 印製中、英、日文之介紹小冊，至

少標明各展廳所展項目如「台灣蛇

毒研究」、「醫學考古」、「中藥

研發」、「瘧疾防治」「寄生蟲病

之根絕」等，並予以些摘要。

4. 製作中、英、日文對團體參觀以Power Point

來作簡報於會議室。

5. 如可能配上中、英、日文解說之耳機，酌

收費用供參觀者選用。

末了，本人於2013年4月回母校慶祝畢

業50年時，承蒙導覽很是得益不淺，特此致

謝。

葉思雅醫師退休後，很是熱中於音樂

之推廣，沒料到他最欣賞舒伯特（F r a n z 

Schubert ,  1797-1828）與我不謀而合，我

2013.11所編「百首世界名歌集一新詞原譜」

（圖1）中採用了舒伯特之作品如下：

Zum Sanctus （至聖 蒼天） 上蒼 p3
Der Lindenbaum （菩提樹） 古榕樹 p9
Am Meer （海邊） 山上 p27
An Die Musik （音樂頌） 和平頌 p73-4
Staendchen （請聽雲雀） 請看杜鵑花 p91-2

（插圖臺大傳鐘之杜鵑花）

Adieu （死別） 上前線 p95-6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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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有如文中所言，「舒伯特埋葬

在貝多芬墳墓的旁邊」，我在2012到維也納

參加「歐洲台灣客家會聯合會」時，前一天

由我竹中同班同學―吳尊和（臺大森林系學

士／維也納大學森林學博士，首任維也納台

灣同鄉會會長）陪同到市郊中央公墓瞻仰音

樂偉人墓園。包括貝多芬、莫扎特（其實死

後屍骨未存只是紀念）、舒伯特、史特勞斯

及布拉姆斯等，有如中央公墓音樂家園所示

（圖2）舒伯特與貝多芬隔莫扎特相對而安

眠。回來後，有感而發，依史特勞斯之「藍

色多腦河」填了新詞「緬懷史特勞斯」（圖

3）。

江顯楨醫師乃我1963年醫科同班，以前

在校很少接觸只知道他來自建中，來美後，

也沒多大聯絡，直到1998年我將班代表職位

交棒給他才開始有所交流。2000年我因主辦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第廿屆年會受邀參加

景福返校日為北美校友代表，有天我們相約

去從沒到過之政大，聊天中方知他文學根基

很深，因他父親要他讀漢文，從小就請國學

大師傅宗堯先生（杜聰明院長的中文秘書）

圖2



校友小品

2016年6月‧第33卷第6期 29

來家任教。但他想要步其三哥的後塵習醫，

建中畢業那年，乃違背父意「離家出走」，�

在漢口街胡（水旺）耳鼻喉醫院並伺機報考

台大醫科，終於如願以償。時間跳躍到他在

美國開業從事心胸外科，接觸不少中外名人

軼事，均有歷史價值。我倆常在電話中閒聊

至少兩小時以上，欲罷不能。有一年我還去

�凰城他家訪問，同遊美國著名建築師Frank 

Lloyd Wright之Taliesin West，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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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煦院士為人景仰的

治學之道與大師風範
文／詹恭明

高山仰止

錢煦院士，桃李滿天下，當年錢院士在

哥倫比亞大學教過的許多醫學生及研究生，

回憶錢院士授課情景，仍津津樂道，錢院士

年年膺醫學系學生投票之年度最佳師資。動

人之一幕，是授完最後一堂時刻，全體近二

百位學生，起立鼓掌，感謝與致敬錢院士授

課之態度與精神。

如何複雜之生理現象經過錢院士分析與

比喻，是如此之清楚與明白，更可貴的是，

授課內容之豐富，因明暸而印象深刻，經久

不忘。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經常以錢院士授

課之態度與精神，作為最佳典範。

筆者受“中國醫學院士文庫＂之托，

撰文介紹錢煦院士為人景仰之治學之道與

大師風範。筆者從博士生至同事，教學與研

究，與錢院士共處近半世紀，今敘述見證，

有書不盡言，以及《論語》中顏淵：“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

感。

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結合

臨床醫學之根基在於基礎醫學，基礎

醫學之根基又在於更基礎之物理、化學、工

程等領域，這是錢院士一貫的治學之道。錢

院士之學位，兼俱台灣大學醫學學士及哥倫

比亞大學生理學博士，故兼具了臨床醫學與

基礎醫學之背景與知識。而醫學科學雖分臨

床醫學與基礎醫學，但實是一體兩面。如何

結合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於教學、研究及應

用，如何結合兩者相互促迸發展，更是古今

醫學科之重大難題與目標。

在錢院士實驗室，大部分是基礎醫學研

究員，同時也有許多臨床醫師研究員。錢院

士能夠因材施教，分配指導研究項目，包括

分子生物、細胞、動物以及人體，大家能夠

共同討論，將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之研究結

合為一體。因此，由於臨床醫學研究，不但

顯示了基礎醫學之應用價值，也促進了基礎

醫學研究之新方向與題材，反而言之，由於

基礎醫學之研究環境，大大地提升了臨床醫

學研究水準。如此完美的整合實是醫學科學

發展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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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功能與組織微構造之結合

錢煦院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理學系期間

之研究，與解剖學系密切合作。筆者博士論

文實驗之一部分，即研究紅細胞在慢流時為

何會串粘一起。錢院士安排筆者到解剖學系

學習電子顯微鏡技術，以電子顯微鏡所見之

微構造，得以證明理論之正確與錯誤。

生理功能與組織微構造，原是一體兩

面。功能若無構造為基礎，不能成立。兩者

之研究，互相補充，互相推動，以達修正不

明與錯誤之觀點。錢院士治學之道，甚為注

重微構造之基礎，是重要研究典範。

宏觀系統與微觀系統之結合

錢煦院士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主持

了血液流動學實驗室，研究血液流動之黏度

與阻力。在動物體從全身血液循環到各器官

血液循環，一直到在顯微鏡下測量微血管之

血液循環，與血液黏度及阻力之相互關系。

宏觀系統與微觀系統雖是一體，但是差別甚

大，這些差別對于生理功能意義甚大，而微

觀系統方面，自從錢院士到達聖地亞哥大學

之後，更進一層進入了更微觀之細胞與分子

生物學層面。在醫學研究上，如何結合宏觀

系統與微觀系統，原是醫學研究之理想，而

錢院士是實踐了此理想之典範。

生物醫學工程之先驅與締造者

在醫學科學發展史上，近代一項重要發

展就是形成了生物醫學工程領域，包括其教

學、研究與應用。其發展帶動了今日許多高

科技醫學研究與應用。而錢煦院士正是此發

展之先驅與重要締造者。生物醫學與工程科

學之結合，是兩領域學者長期之夢寐以求。

生物醫學研究之核心，以實驗為主，

表達方式是觀測結果，而工程科學研究之

核心，以理論為主，表達方式是數學及其方

程式。兩者之觀念與表達方式迥異，阻礙了

兩者之合作與一體化。事實上，實驗與理論

原是一體兩面。而錢院士能洞察、了解、溝

通、整合兩大領域為一體。此與錢院士之治

學之道有密切關係。錢院士對於工程科學用

語，即其數學及方程式，有著極強的理解能

力。

錢院士的實驗室，著重於血液循環以

及血管內皮細胞之研究，數十年來，經常見

到生物醫學與工程科學結合。研究過程之最

初動機，往往源於生物醫學之實驗現象，亦

有源於科學之理論推測。研究進行中，實驗

與理論相互交叉修正與指引，而終於至善。

如此實驗與理論之互動模式是錢院士重要的

治學之道，亦是當今生物醫學工程研究之典

範。

研究合作之精神與智慧

錢煦院士樂于與其他各領域研究人員

合作，經常是有求必應。筆者見證過他合作

的對象，有院內之基礎科系與臨床科系，亦

有院外及校外之研究機構，研究合作需要知

識、興趣與人品，而錢院士兼而有之，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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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合作者充分感覺共鳴與樂趣。而各領域

之合作者，也樂於派遣研究人員到錢院士實

驗室研究或學習。

對於每項合作計劃，在實驗開始前，

錢院士一定會對於研究之目的與方法，進行

清晰瞭解與討論，與合作者意見達成一致再

進行。在實驗階段，經常有龐大數據或是雜

亂數據，一經錢院士整理，馬上變成了易於

瞭解的圖表或圖形，一目了然，如此，或者

是結論出現，或者是因此而便利了下一步之

實驗，於是常見合作之歡喜場面。錢院士重

追根究底，明察秋毫的科學精神，亦有胡適

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創立精神。當研

究合作取得成果，錢院士之大家風範表露無

遺。功于雙方，歡喜合作。因為如此，許多

研究人員申請研究計劃，樂於邀請錢院士，

或為合作者，或為顧問，或請過目得到研究

計畫之修正，或請書寫介紹函，如此，一方

面能提升研究計畫之水平與申請分量，一方

面也能在日後得到錢院士的指教。

殊途同歸

錢煦院士在教學或解釋現象時，若遇到

難解處亦常比喻來說明。錢院士在哥倫比亞

大學為醫學生授課，解釋循環生理之血流，

曾以紐約交通與華盛頓大橋作比喻，也讓

醫學生感覺人體生理現象與日常生活所見略

同。

古今中外，為學者都在探索宇宙奧秘與

發掘宇宙運行之原理，真理，乃放諸四海皆

准。錢院士常受邀演講，或在校外，甚至在

社區，每次演講，都深深得到各領域聽眾，

無論是科學領域，或是人文領域之共鳴，因

原理與真理，一經錢院士闡述，各領域原來

都一致。正如常言道舉一反三，論語：“回

也，聞一以知十＂。演講結束，聽眾無論任

何背景都能聽懂，發出共鳴。

為人處世，大師風範

錢煦院士不但桃李滿天下，朋友亦無

數，與錢院士一席談，受益良多，因錢院士

能洞察深處，遠矚高瞻，雖是一談，問題總

有個答案。

錢院士家世淵源，秉承了先祖五代吳越

國王保國安民之精神，其父錢思亮先生教育

治學之精神，秉承胡適先生之自由主義，樂

觀主義及其治學風範。

為人處世，孔子強調禮與仁，老子強調

虛與謙，西洋人重視人人平等，人性尊嚴。

錢院士兼而有之，錢院士號仲和，亦是對自

己之寫照。學子耳濡目染，如《論語》中顏

淵：“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錢煦院士，平

易近人，和藹可親，大師風範，不愧為當今

一代宗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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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近一期的景福醫訊月刊，有一篇校友

的文章「何處是心靈的故鄉？」

按，故鄉乃「出生或長期居住過的地

方」，又稱家鄉，或老家。

人在他鄉的遊子，常說「人是故鄉親，

月是故鄉明」。

估且不談宗教信仰，那「心靈的故鄉」

又是什麼？

The grassland is home to those who love 

grass with all their hearts.

所以，草原是愛草人心靈的故鄉。

板橋，是我出生及長期居住過的地方，

是我的故鄉，家鄉，或老家。

板橋，童年的板橋，是我終生懷念喜愛

的地方，是我心靈的故鄉。

我心靈的故鄉，我童年的板橋，是個純

樸無華的村鎮，那裏沒有高樓大廈，沒有車

水馬龍。

只有寧靜的山，水和田野。

每次回到我心靈的故鄉，總會站在老家

門口，遙望前方遠處的觀音山，掃描周圍綠

油油的稻田，瞧那後方圓山，隱隱約約的圓

通寺；在夜晚，東邊遠處的指南山上，仙公

廟的燈火，明滅閃爍；春夏之際的晚間，螢

火蟲在四周草叢中點亮閃閃微光。

也常想起，「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

塘處處蛙。」，「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

聲一片。」

還有，每當中秋夜晚，與家人共賞一輪

明月冉冉升起的喜悅。

我心靈的故鄉，永遠深藏我心底，隨時

等我回去。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

NAPA內科）

Moon rise from Glacier Point, Yosemite, CA by 
Ansel Adams

心 靈 的 故 鄉

文／葉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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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級 英 文 字 源

文／林隆光

遠
在現代的電檢分級制度之前，已有不少

衛道人士想盡辦法，希望不讓他們認為

見不得人的文字出現。其中較著名者或許首

推英國的Thomas Bowdler醫生，行醫未久卻因

傷病不再執業，遂隨其姊接觸文學，發現某

些名著的內容必須「淨化」，故於1807-1818

年出刊了家庭版莎士比亞刪節本全集；他認

為那樣子才能讓家長放心地教導兒童英國文

學。姑不論孰是孰非，至少他的名字流傳下

來：bowdlerize即指「刪除不當字眼」之意。

常見用語中，有不少表面看似無妨，但

其出處卻還是值得追根究底，才不致失去原

旨。學者，尤其醫界，喜歡舉辦symposium和

seminar以表示專精。其實柏拉圖的Symposium

（飲宴對語錄，sym=together，posium=to 

drink）描述的是蘇格拉底和學生們一起喝

著酒，各自發表對於愛情的看法。我們不清

楚「子曰：盍各言爾志」之際，是否有在喝

著酒，但您知道嗎？孔子是喝酒的，而且相

傳酒量很大；他「不為酒困」的限度是「不

亂」（唯酒無量，不及亂）。作者並非鼓吹

開會時喝酒，但會後聚餐沒酒喝，總讓人覺

得「名不正，言不順」；因缺少酒後的靈感

就不能暢所欲言，盡情討論研討會中的議

題。

而seminar源自seminarium（養殖場），

原是十九世紀德國的特殊進階研究小組，菁

英成員就教授指定之主題自行鑽研，發表心

得後，再一起討論。因semen即指「精子」

或「種子」，喻為菁英再合適不過。seminal 

vesicle中文為貯精囊，insemination是「播種

或使受精」之意，而不管種子、精子或癌細

胞，dissemination的意義就可以想像了。

古希臘人除喜好「社交飲酒」（social 

drinking）外，也很注重個人的身、心健康

（fitness）。許多城鎮均設有讓人陶冶身心

的公眾場所，市民在此運動或省思哲理。為

了表示對神的敬意，也更能接近大自然，他

們都是像天體營般不穿衣服的。gymnasium

的gymno即指naked（gymnosperm不是擅長體

育的精子，而是“裸子植物＂），您總該知

道，對希臘人而言，裸體絕非新概念，正如

創於西元前776年的奧運會就是（男性的）

裸體活動。現代運動似乎已淪為祇為勝利和

排名而在賣力，沒有天體觀念也罷，缺乏人

文哲理的修鍊，運動精神變得不重要才是

問題重點。gymnasium指體育館／健身房，

gymnastics則為體操，二者均可簡稱做gym。

而且運動員講究服裝，穿著華麗，作者總覺

得如此時髦，幾乎喪失原意矣。據說不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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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仍保留些著重青少年修身養性的gymnasium 

school呢！

您相信嗎？蘭花orchid命名的字根，竟是

來自它的根，形似testicle，故名orchis（拉丁

文），例如orchitis, orchiectomy等。以testicle

為字源的尚有號稱營養價值很高的酪梨，

原產中美洲；avocado由西班牙文的aguacate

演變而來，而其字源則是Aztec印地安語的

ahuacatl，意思即為testicle，此乃因掛在樹上

的果實看起來就像那玩意兒。

L - P的解剖學術語為 t e s t i s（複數形

testes），若在體內（undescendant）則似不宜

稱為testicle？而testis的原意是witness（見證

人），相傳羅馬時期在作證或發誓的場合，

男人須手握自己的L-P，表示所說的是真心話

――這也就是英文testify和testimony的字源。

麝香（musk）給人感覺似乎有點曖昧，

其初始字源為閃語mushka，意為scrotum），

由名稱很容易聯想到它來自麝香鹿musk deer

（Moschus moschiferus），因其下腹部有陰囊

狀的麝香腺囊故名。其實不少動、植物也能

散發出此種令人陶醉的味道，較熟悉甚至也

飲嚐過的如麝香葡萄（或稱蜜思嘉moscato或

muscat品種）酒和麝香貓（civet）咖啡。

英文pen和pencil的字源並不相關，前者

源自拉丁文penna意指羽翼，原本一千多年前

的筆乃取自鵝羽（quill pen），便於吸墨並寫

字。直到1884年才出現方便實用的現代自來

水筆（fountain pen），1935年又有了原子筆

（ball-point pen）問世。

而p e n c i l則源自p e n i c i l l u s（d i m . o f 

penis），小尾巴之意，原指藝術家的刷形

畫筆。青黴素（penicill in）是1929年英人

Fleming從Penicillium屬黴菌提製出來的，因

後者在培養皿中長得像刷筆般。又，pencil

（鉛筆）內含石墨（graphite, from graph,“畫

字＂之用），十六世紀當時以為是某種鉛因

而得名（lead pencil），日文的enpitsu亦指lead 

brush，十八世紀人們才知道石墨是碳。由前

述可知，penis的原意應是尾巴（象的penis可

能較像尾巴？），拉丁字源為pendere=to hang 

down，懸吊之意。

瓷器porcelain來自義大利文porcellana，

指cowry shell（瑪瑙貝），因瓷與貝殼的光澤

相似也。而porcella則為小母豬（porcus）之

意，古老說法謂小母豬的外生殖器長得像瑪

瑙貝殼。女性的陰道，拉丁文vagina原意是

sheath，指（刀）鞘，相對的男性寶貝gladius

是刀劍之意。“小尺寸＂（dimunitive）的

gladiolus即指劍蘭（sword lily，鳶尾科）。讀

者們應不致於誤會invagination的字義吧！但

還記得tunica vaginalis指的是哪個部位嗎？

自古即有許多名詞與生殖器有關，為

了避免直接使用敏感字眼，以隱喻法（或外

文）似可讓人覺得較委婉，讀者稍加想像或

就可意會。知道cock, dick何指吧！而cunt, 

pussy（可不是很多pus的意思）呢？似乎感覺

上還是有點粗鄙，若maiden-head（in Romeo 

and Juliet: Act 1, scene 1, line 23-25）不夠文

雅，換成cherry又如何？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現任附設醫

院眼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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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惠敏

在
炎炎夏日、期末考出考題、報告結案、幫選手準備奧運參賽等多重壓力之際，負責編輯景福

醫訊，變得時間非常緊迫。幸好有亮月秘書不斷地提醒與催促，才得以如期刊出。非常謝謝

亮月，經過這次的訓練，他的心臟會更強壯。

本期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臺大醫院121週年院慶專輯，感謝何弘能院長與各分院的長官分享臺大

醫療體系的長期照護的方向、模式、展望、以及總院的期待。如眾所知，2015年6月3日公布了長期

照顧服務法，並將於兩年後實施，因此這幾篇文章會讓大家更瞭解母院因應長照服務法的方向與作

法。

在醫學新知方面，本人提供我們研究多年的高踝扭傷，讓久傷未癒的民眾有新的福祉。而校友

小品方面，有余老師的懷念父親的生平以及詹學長的對錢煦院士的素描，讓我們一睹先人的風範。

有韓學長的從不同面向看老人醫學、李學長的對醫訊文章的迴響，字字珠璣。還有葉學長對故鄉的

懷念，有不如歸去之嘆。最妙的是壓軸林隆光前主編的「限制級英文字源」，讓我們大開眼界，原

來我們常說的話竟然是如此限制級，以後上課時

不知道要怎麼開口？博君一笑，希望大家喜歡。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母

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有多年參與國家隊隨隊物

理治療師工作）

2016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會後。由男子十

項全能運動金牌連宏御（左一）、銀牌王鉦

元（右一）選手及本系博士候選人黃崇舜提

出，與編者合影留念以感謝多年照顧。



各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時間：2016年5月22日、2016年6月3日、2016年6月5日　攝影：各學系提供

物治系 醫學系

牙醫學系 職治系

護理學系 藥學系

醫技系 公衛系



時間：2016年5月30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醫院105學年度實習醫師宣誓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