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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暨

『107年資深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時　間：2018年9月28日
地　點：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大醫院10 7年度

員工登山健行活動

時　間：2018年10月7日
地　點：劍南路→至善國中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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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竊是犯罪還是疾病？

竊
盜案在司法界為最常見之刑事案件，但

是在精神科臨床實務中卻較少出現在

診間，而多出現在因反覆發生竊盜行為而遭

法院轉送至精神科進行精神鑑定的刑事案件

中，此乃因為此種反覆出現的行為，經常難

以個人價值偏差來作為單純的解釋，而需考

量其為精神障礙的表徵之可能性，其中又以

精神障礙中之病態偷竊症（Kleptomania）最

常被提及。

Kleptomania一字源自古希臘字根κλέπτω

（偷竊）和μανία（瘋狂）。最早這樣的病態

式反覆偷竊行為被認定為一種瘋狂的行為，

與瘋子並無兩樣。但是這樣的說法遭到後續

學者的反駁，法國醫師Jean-Étienne Esquirol

及Charles Chrétien Henry Marc認為個案的行

為乃源自一種不可抗拒的驅力，而非道德淪

喪；啟蒙時代將所謂瘋狂做出醫學上的解

釋，認為精神障礙才是用來詮釋這些瘋狂行

為的根基。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多數人依然

認為這樣的狀況為女性生理期相關疾患，僅

發生在女性身上，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漸漸

捨棄這種偏頗的說詞。病態偷竊症於醫學上

的不明地位可由其在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系統的發展略見一斑，

DSM-I（1962）將其放在附錄中而未列入正

式診斷，到DSM-II（1968）則完全沒有納

入手冊，直到DSM-III（1980）才正式將其

放入衝動性疾患的範疇內，但將其放在特

殊衝動性疾患（impulse-control disorder not 

elsewhere specified）並一直持續到DSM-IV-

TR（2000）。在DSM-5（2013）出版前，曾

有聲浪認為因其可視為一種源自於其他疾患

（如憂鬱疾患或衝動控制疾患本身）的偷竊

症狀，而非獨立疾患，因此不應獨立成病，

然最終出版的DSM-5仍無此更改。由此可見

在過去二十年間對於此疾患的科學研究依然

充滿爭議性及不確定性。

症狀和診斷

2013年新發表的DSM-5病態偷竊症的診

斷準則如下：

A. 反覆發生無法抗拒偷竊物品的衝動，既非

個人有所需用，也非為其金錢價值。

B. 進行偷竊之前有精神緊張感增加。

C. 進行偷竊時感到愉悅、滿足或舒緩。

D. 偷竊不是為了表達憤怒或報復，也不是受

幻覺或妄想之指使。

E. 此偷竊行為無法以行為規範障礙症、躁症

發作或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做更好的解

釋。

病態偷竊症（Kleptomania）的主要特色

為個案無法抗拒偷竊對於非個人生活所需或

是具有經濟價值的物品之衝動，而這些偷來

文／王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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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常常會被個案送人、偷偷放回去、保

存起來或是偷藏起來。個案往往具有足夠的

經濟基礎，而非買不起才偷竊。

就如同常見的衝動控制性疾患，在個案

偷竊前常會感受到緊繃的壓力和不舒適感，

這種心理上的張力往往會在偷竊行為後獲得

緩解或是減輕。這些個案對於自己的行為感

到罪惡、丟臉以及尷尬，並可能因害怕被逮

捕而遭受極大的壓力，以致同時呈現出憂鬱

及焦慮的症狀。此外個案的人際互動常出現

障礙且其性格發展亦會有所異常。偷竊頻率

可從每月不到一次到每月高達120次以上。大

部份個案會於連鎖商店犯案，但也可能偷取

家庭成員的東西。

這樣的偷竊行為有異於單純的反社會

行為，通常為獨力完成，不會有事先計畫。

雖然個案很少會在容易被發現的環境下進行

偷竊，但是大部分個案即使曾被反覆逮捕，

當衝動產生時仍不會考慮被逮捕的可能性。

這樣的個案雖然在行竊後可能感到罪惡感或

是焦慮，但不會有生氣或是報復性的心態，

且其目的在於該偷竊行為本身所帶來心理上

的緩解效果，倘若個案行竊的目的為物品本

身，則不屬於病態偷竊症之診斷，而較有可

能僅為反社會行為。

成因

目前病態偷竊症的生理成因被認為與

衝動性疾患較為相關，與其他衝動性疾患類

似，常被認為跟腦部疾病及智能障礙有關。

曾有研究發現部分個案具有局部神經性症

狀、皮質萎縮及側腦室膨大的情形，而大部

份假說則注重於血清素的失衡。

社會心理成因方面，病態偷竊症的個案

常於生命中遇到重大壓力時發病，例如喪失

親人、離婚或情侶分手。某些心理分析學者

注重在行為本身的衝動侵略性，有些則以原

欲的角度出發，亦有些人則將重點放在行為

本身的代表意義、被偷的物品或是受害者之

象徵意義。Anna Freud（兒童精神分析大師）

曾提出所有偷竊行為都源於母子之間的關

係，這可從兒童會自母親的皮包中偷竊略見

一斑；Karl Abraham則認為偷竊源於被忽略、

受傷或是被拋棄的感受。

治療

病態偷竊症目前臨床上無確切證據支

持的治療方法，早期都會以強迫症的治療

方式介入。近年由於精神動力分析及精神分

析療法的成效不彰，因此傳統的心理治療漸

漸被藥物治療及行為療法取代，然而大多數

治療師仍認為傳統心理治療對於增強病人的

醫囑順從度有一定程度的幫忙。藥物治療方

面，大部分的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可能

有幫助，且其治療劑量可能較憂鬱症治療來

得高。若在第一線藥物治療效果不佳的情況

下，則可考慮加上其他藥物做為輔佐，如情

緒穩定劑或非典型抗精神病藥。雖然目前心

理治療並無有力科學證據支持其對於病態偷

竊症的成效，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於個案

在面對與因應疾病本身帶來的生活壓力時仍

有一定的治療角色。

結語

相較其他犯罪行為而言，竊盜行為雖

對社會危害較小，但若此類個案是因精神障

礙所致，且經治療可改善的話，對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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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及人際關係等所造成的影響必可大幅降

低。然而竊盜行為背後的成因多變，惟有賴

於現今精神科學更詳細的研究區分，試圖找

出除反社會行為外，更細緻而多元化的疾病

分類，進而尋求治療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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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附設醫院
醫師績效獎金制度的推動歷程

起源與構想

台灣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有國立臺

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和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三

院。因為是國立，直屬教育部管轄，院務運

作必須遵照政策和法令規定之管制，當然包

括主治醫師薪資制度與結構。

民國八十一年（1992），筆者自美國返

台擔任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

就任後即注意到當時主治醫師的薪資結構包

括有：基本薪資，專勤獎勵金（原不開業獎

金），和服務獎勵金（原衛生加給），這雖

然有年資和階級（醫學院教職：講師、［當

時還沒有助理教授制度］、副教授、教授）

之分，但基本上存在不同工同酬的不公平不

合理現象。

當時的財團法人醫院由長庚醫院起始，

實施依績效給付醫師薪資的制度，榮民醫院

隸屬退輔會，據聞也有部分參考醫療工作績

效的薪資，更因為筆者在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附設醫院服務時，

該院依據所謂「Rochester Plan」，專任主治醫

師（Attending Physician）的部分薪資（最高

可到75%）由私人病患（private patients）的診

療收入獲得，因此，大學負擔醫師薪資所佔

比率低，但超過薪資上限（over the ceiling）

的私人病患收入則醫院與醫師依此比率分

配，（受限篇幅，歉不詳述）。由於這些事

實和經驗，為紓解不同工同酬的不公平不合

理現象，以激勵醫師工作意願，並爭取合理

提昇醫師薪資，於是萌生應致力在國立大學

醫院設立主治醫師績效獎金制度的想法。

筆者深深了解，在政府體制下，改變

或創新制度的困難，但基於應該「做對的

事」，因此，仍勇敢上路，並做好萬全準備

以向教育部爭取。首先，必須收集了解台灣

既有的醫師績效薪資執行情形。為此，於民

國82（1993）年間督請企劃室張少寧主任和

秘書室許夙君主任共同收集台灣各醫院，主

要是長庚醫院和榮民總院的績效獎金相關資

料，經過無數次的院內會議，和各醫療科部

一再討論，再由企劃室依據這些資料擬出合

乎成大醫院可行的規則和制度，做過多次修

改並經院務會議討論後完成構想書，循序呈

報教育部審議。

文／黃國恩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6

難於獲取教育部首肯

呈報教育部的構想書，詳實載明醫師績

效獎金制度設置的意義與優點及相關施行細

則，尤其是資金來源及分配方法。乃於民國

83年（1994）由本人率企劃室張主任前往教

育部向政務次長楊朝祥先生做報告。感謝楊

次長在百忙中抽空接見我們並聽取報告，然

而，次長不認為本案可行，雖未告知理由，

但其意為“難准而須再議＂。於是本案暫時

擱置，但本人堅信這制度正確良好，對醫院

及醫師雙方皆有利，必須堅持不棄，應該再

接再厲。爰將構想書稍做變更，約半年後再

次求見楊次長，並更強調說明本制度對醫院

運作和醫師診療的合理必要性。楊次長仍然

不同意，本次接見似僅為禮貌性，我們難免

失望，但仍不放棄。

有恆則事成

民國83年（1994）黃鎮台教授接任教育

部次長，翌1995年初，有次得知黃次長南下

高雄下榻澄清湖招待所，趕緊求見也幸得應

允。本人和張少寧主任前往高雄，向黃次長

報告主治醫師績效獎金制度設置構想案。經

過前幾次的失敗，對於這次的報告本不敢抱

有太大期待，然而，出乎意料，黃次長當場

認為本案合理，值得考慮採用。這確實讓我

們喜出望外，驚喜之餘，我冒昧請問黃次長

是否財經管理部門出身，次長告訴我他是學

理工的。於是，我們興高采烈回台南準備呈

請教育部鑒核的函文如下：

「成大醫院捌拾肆年拾月壹日（84）成

附醫企字第5828號函，主旨：為改善原待遇

制度不同工同酬之缺失，本院研擬實施績效

獎勵金制度，以激勵醫院同仁之工作士氣，

提升服務及研究、教學績效，檢陳“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獎勵金實施要點草

案＂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獎勵

金實施要點實施績效獎勵金制度規劃說明＂

各乙份，請鑒核。」

喜獲教育部同意

經過筆者歷經兩年不屈不撓的努力，教

育部終於原則同意本院所擬績效獎金制度，

並正式函覆如下：

「教育部85年3月8日（函）台（85）人

（三）字第八五○一三八四四號函，主旨：

關於 貴醫院擬實施『績效獎勵金制度』及調

整醫師不開業獎金、專業加給乙案，宜請併

同現行待遇制度通盤檢討評估，並研擬具體

方案、預估經費來源後，循行政程序送部核

辦，復請查照。」

因為本案制度的改變牽涉所有國立大學

醫院，亦即臺大醫院和成大醫院，教育部於

民國85年8月間邀集臺大醫院戴東原院長和筆

者（成大醫院院長）開會並告知：教育部同

意成大醫院所提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績效獎金設置方案，並請臺大醫院提出獎勵

金實施要點，但兩院可自行訂定獎金分配辦

法。嗣，教育部於民國85年10月9日函文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字號台（85）人（三）自

第85084880號），主旨（略）：「有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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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獎勵金實施要點

草案』經修正。擬自八十六會計年度起試

辦，請 查照轉陳。」

行政院民國85年10月28日文號台85人政

給自第36748號函教育部、審計部、衛生署等

機關，如下「主旨：關於『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獎勵金實施要點』（草案），

擬自八十六會計年度起試辦三年，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

設醫院一併比照實施一案，請照核復事項辦

理。」

教育部民國8 5年11月8日台（8 5）人

（二）自第85097029號函，「受文者：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主旨（略）：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獎勵金實施

要點』，奉行政院核定自八十六會計年度起

試辦三年，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准予比照上開要

點同時試辦，請 查照。」

實施績效獎勵金制度

依據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的指

示，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及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三家國

立大學醫院同步開始實施績效獎勵金制度，

並回溯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起始。

制度的變革本即不易，但有道是：「只

要方向對，不怕路遙遠」，如果經由我們的

努力，能建立更公平合理的環境與工作條

件，有助於醫院的健全運作與永續發展，進

而提昇醫療服務水準且嘉惠病人，則過程的

艱辛都是很有價值的。也藉此感謝當年所有

一起努力的同仁暨各級長官的支持。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9年畢業，曾任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長庚醫院名譽

院長／婦產科教授）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7/7/19 林茂 10,000

畢萬邦 10,000

107/9/4 黃國晉 100,000

（醫學人文關懷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7/9/6 陳宏謨 350

107年7~9月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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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職能治療，幫您「每日生活復能」

2018年對臺灣而言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今

年台灣老年人口即將超過14%，成為世

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的高齡社會國家，

而今年我國長照2.0在新政府的推動建置下，

推出新的長照服務給付和財務支付制度，服

務翻新，給付調整，使長期照顧有一片新樣

貌。

長照 2 . 0新制度中，有一項「復能」

（reablement）給付，其來源係筆者和兩位臺

大職能治療的學姐：目前任教於臺灣大學職

能治療學系的毛慧芬助理教授，以及任教於

成功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的張玲慧副教授（現

任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理事長），在104年接

受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委託研究時，參考

北歐的“Reablement＂制度，所提出的規劃

建議。長照個案和醫療急性後期個案不同之

處，在於其神經肌肉骨骼系統的復原潛能，

已不具備高度潛力，因此在將會長期失能的

限制條件下，長照復能需要的是：在個案和

家屬最重視的生活項目上，讓個案盡量地自

己決定、自己做，靠自己，不要依賴他人。

然而，失能已是事實，怎麼還能自己做？自

己執行？這就要靠能夠分析、評估活動參與

能力與限制的職能治療師來幫忙。

舉例來說，一位髖關節骨折女性長輩

返家，最常見的就是因持續躺床，躺久之

後，關節活動度變差、肌力衰退、心肺耐力

下降等，很容易因為感冒肺炎，一再惡化而

撒手歸天。失能者失能之後「能做什麼」，

往往比起她「不能做什麼」還要乏人問津。

然而，不論什麼狀態、什麼階段，只要不是

神經肌肉完全喪失功能，大腦認知絲毫無法

運作，或是心理動機無存，每個人都必然有

「能做什麼」的能耐。問題是：有沒有機會

去做？想不想去做？

生活當中，必定有一些事項是個人所

在意的，例如：能不能隨我高興，在我想

要的時刻，戴上或摘下眼鏡？泡上一杯誘

人的咖啡來品嚐？或是洗個香噴噴的熱水

澡？失能者自然也有這樣的需求，但如果

她常常在自己想要做某件事的時刻，無法

做到，就會產生「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進而貶低又放棄自己的自主

權。如果這時候，有人可以幫助讓她做到自

己想做的重要事項，打破上述習得無助的

惡性循環，看見自己的「能力」而非「失

能」，便會讓她有信心想要做更多，進而啟

動正向的循環。

職能治療師透過活動分析，能知道個

案做一項職能活動時必須要有的能力、條件

與資源，也透過個案的評估，瞭解他／她身

體、心理、認知和環境條件，再透過個案能

力的訓練、活動的調整、環境的改造或工具

的使用，就能夠提升個人做事的表現，幫助

像前述的失能個案，再次參與生活，執行想

要、需要的職能活動。

文／蔡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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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

長照復能在新的2.0服務給付和財務支付

的制度下，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讓失能者、

職能治療師與其他健康照顧人員有更多的籌

碼，能夠去追求並落實復能的新思維和新模

式。

試想，2025年當臺灣邁入21%人口都是

65歲以上長者的時候，每五個人就有一位是

老人，其中還包括失能老人，到時候長照的

「照顧」人力，把屎把尿、洗澡、餵飯的年

輕人何在？根本就不會有這些人力！故唯有

失能者復能、提升生活能力，才是唯一能解

套的答案。在準備面對高齡與超高齡社會的

這七、八年中，復能的典範轉移、長照革命

已沒有等待的時間，翻轉社會的創新隨時間

累積後，臺灣就要面臨嚴峻的超高齡社會考

驗。2018年慶幸臺灣政府正視長照、重視復

能的時候，職能治療師，與咱們景福門下的

學長、學姊、學弟、學妹們，抓緊了這機

會，一起來加入這翻轉思維的浪潮中，幫忙

推動長照復能吧！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1993年學士畢

業、2009年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

士畢業，現任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助

理教授、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執委）

景 福 醫 訊 投 稿 須 知

　　為符合景福醫訊之投稿原則，即促進醫學教育及研究之發展、促進國內外醫學之交流、並以

校友聯誼為目的之宗旨，使更多校友能參與；本刊特將投稿注意事項修正如下，歡迎校友踴躍投

稿，包含學術性、生活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1000~3000字，以word檔為主，並請盡量附高解析度的彩色照片1~3張（勿使
用網頁圖片）。

2.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另，請勿使用網路複製資料方式撰寫。
3.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4.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88@ms59.hinet.net。
5.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6. 一年內同一人投稿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7.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適宜刊登，將通知退回稿件，
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編輯群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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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我的回憶、聯想和期許

文／韓良誠

三
十多年前，成大醫學中心在我的故鄉台

南，開始籌備、創建。當時夏漢民校

長曾經邀請我，以參加小組開會的形式，參

與開會，提供意見。記得最後一次開會時，

夏校長請我再提供最後一個、我自己認為

最重要的意見。我說：「以目前的台南和台

北相比，在生活條件上確實有不少的落差，

如果想邀請到好的老師，特別是在國外有成

就的學者返國服務，一定要興建好，在全台

灣所有的教學醫院中、『最好的』教職員宿

舍」。

事隔三年八個月之後，成大醫院在距今

整整三十年前的1988年6月12日開始「正式營

運」。這件事，在我五十四年漫長的「醫業

中期」路上，卻正如我預期地，提供了我繼

續學習、進步與教學相長的機會。因此，對

我個人而言，成大醫院確實也是讓我至今仍

能「樂在醫學志業中」最大的力量來源。何

況，除此之外，還有過許許多多的「溫馨回

憶」，使我對成大醫學中心，另有一份說不

出的、很特別的感情。

成大醫學系第一屆同學的基礎醫學課

程中之“Pathology and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parasitic infections＂、醫學倫理、生涯規劃等

課程；護理系學生的「老人的退休計畫」，

以及在通識教育課程中講述「心臟病及其預

防」、「病毒性肝炎」、「消化性潰瘍」…

等等，都是我整個教學生涯中，很難得的，

並且也是很有意義的回憶。

醫學院開課之後三年八個月，成大醫院

終於開始正式營運，就這樣讓我有機會接受

了第一任急診部主任吳明和教授的邀請，參

加急診部的教學與研討會，另外也參與了一

週兩次的，新住進急診部之病人的查房，以

及交班工作，前後整整三十年，至今不曾中

斷。這期間，歷經了吳明和、林錫璋、陳幸

鴻、蔡良敏、羅崇傑、蔡明哲、紀志賢以及

目前的莊佳璋等八位主任。承蒙他們不棄，

讓我繼續有機會在成大醫院急診部「教學相

長」，一直到現在。這種難得的機會，確實

是我時時刻刻，感念於心，不敢鬆懈急診有

關工作的原因。

過去，我在自家基層診所的門診、一般

病房和加護病房的工作上，在臺大內科的小

組教學以及床邊教學上，進而也在成大醫院

急診部的工作上，內科部的7C老人病房，

一週兩次的床邊教學，以及一週一次，有關

老年醫學的小組期刊閱讀，再加上因為參與

成大醫學中心的工作，因而有機會接受黃崑

巖院長，以及現任蘇慧貞校長的推薦，有機

會分別前往夏威夷大學以及哈佛大學的老人

醫學部進修。也許正由於這些層層的機緣，

使我對當年不太被重視的「老年醫學」，

比別人特別的敏感，因而導致我強烈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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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是要以國家的

力量，特別用心去照顧那些在年輕時，為家

庭、為社會、也為國家，貢獻他們一生最精

華的青春歲月，以致後來年老體衰，甚至罹

患慢性病，更嚴重的，竟變成殘障的眾多不

幸的老人。否則的話，我們根本就談不上是

生活在『大有為的政府』下的人民了！」

有感於此，我才會把握一個難得的機

會，懇請一向非常關心老年問題的、當年的

賴清德立委鼎助，以臨門一腳的力量，終於

在十三年前，在成大醫學院成立了台灣第一

所「老年學研究所」。之後，又進而透過賴

清德市長的安排，也在2016年的2月29日，

在我家和蔡英文準總統，大家一起詳談在成

大醫學中心，創建台灣第一個國家級的「老

年專科醫院」乙事。如果沒有意外，我想應

該在兩年之內，就會在成大校區創建台灣第

一家「老年專科醫院」。這個醫院不但可以

服務老人，我的初衷是，進一步也可以在成

大醫院的協同下，好好培育出，真正有「資

格」與「實力」的「老年專科醫師」。這是

我這一生，在晚年的最大「夢想」。如果大

家同心協力好好實現這個夢想的話，不但是

成大醫院再進一步，在促進國民健康上所做

的努力與貢獻，也可以大大地改變成大醫院

在國民眼中的形象。希望這個夢想，也將能

帶給我有機會，除了參與過成大醫學院、成

大醫院、成大醫院新門診大樓等的破土外，

或許是「最後第四次的」老年專科醫院的破

土典禮。

在《成大醫院二十週年院慶特刊》上，

我曾經提到：「對於過去的20年，我們不

忍，也不應該以太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成大醫

院，畢竟『做事起頭難』，許多『先頭部

隊』醫師們的篳路藍縷，我們應該是可以肯

定的。但此後的5年、10年乃至20年，醫學

的進步一定會加快腳步，不『加速前進』則

一定會被遠遠地拋在後面。懇請老一輩的教

授級醫師們（其實都還年輕），一定要負起

責任，帶領新一代的年輕醫師，要有『向前

衝』、『往上提昇』的動力，不應該只以

『已經成為南部醫療重鎮』而自滿、而自

喜，卻應放大格局，在台灣，也在國際上，

爭得一席之地」。

所幸在二十週年院慶後的這十年裡，

值得安慰的是，我們新一代的醫師，果真不

負厚望，確實也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亮麗

成績表現。不只在論文的質與量上，也在外

科新技術的開創上，表現出國際級的「好成

果」與「突破」。雖然我不必在這裡一一提

起，但確實也是足以在這三十週年院慶的現

在，可以讓大家感到欣慰的。更何況，成大

醫學中心擁有黃崑巖創院院長用心樹立的、

到處充滿人文氣息的風氣與工作環境，只要

在這裡工作的每一位同仁，時時刻刻把成大

醫院的創院宗旨：「生命、愛心、卓越、創

新」，銘記在心，付之於行動，則接下來35

年、40年的院慶時，我們將會有更美好的成

果表現，這應該是可以高度期待的。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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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從橋的那邊看
─回憶最近急診住院開刀的經驗

我
一生沒有住院或開刀的經驗，所以最近

因急症住院的經驗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不得不回憶一下，讓自己聰明一點。

大概有將近六個月，我忽然會感到肚子

有脹感，尤其在晚餐後。起初以為是晚飯會

多吃的關係。一夜過後也就淡忘了。我一向

胃口不差，但是覺得上了大把年紀後要減體

重是多麼的困難，所以就養成盡量吃到初飽

為止，而且每早必計量體重警惕自已。但是

那個脹感去了又回，回了又去，令人有點納

悶。八月中旬有次脹感突來，又覺得很累。

我乾脆不吃晚餐，叫太太給我熱水敷。奇

怪，腹部脹感突然消失，自已也睡著了，隔

天也沒事。八月下旬一個週末在看電視中忽

覺得全身奇冷，雖在夏天，還穿冬衣取暖。

之後接著發高燒。我以為尿道炎舊疾復發，

趕緊吃了一劑以前剩下的抗生素救急。睡著

了，燒也退了。

隔日是星期六，我無法找我的內科醫

師。我就開車去離我家不遠的急診診所。

掛了號，等了約四小時才見到護理開業師

（nurse practitioner）。我把病史整理給她聽。

她同意我應該作尿液檢查加上細菌培養確定

是否是尿道感染。她也開了五天份的抗生素

給我，回家後一直深信是尿道感染在作怪。

一週後我去看我的內科醫師。他替我

看了尿液的檢查結果。他一臉孤疑跟我說：

「奇怪喔，你的檢查結果沒什麼異樣，細菌

培養也陰性。或許是前列腺的問題。再注意

一下吧！」九月中跟醫學生在講堂授課中發

生了怪事。差不多二十分鐘開講後我突然聲

音變沙啞。我努力克制還是不行。有一個學

生趕緊出去拿了一杯水才解了困。我笑說我

講課三十一年，這是頭一遭。不過，回家後

覺得很疲困，竟然睡倒了。十一月初我又去

看內科因為總覺不對勁。內科醫決定送我去

看泌尿科醫生。這一等就是三個星期。泌尿

科醫師同意我的病歷不尋常，建議去照腹部

的CT。三天後放射線科的醫師打電話來：

「Dr.H，你跟你醫師都想找腎結石，是不？我

跟你說清楚，你沒有腎結石，但我看到二個

膽結石。而且你有輕度的胰臟炎。我勸你趕

快去找肝膽醫師把膽結石拿掉為妙！」我掛

斷電話後差點昏倒。

原來月來一切摸索都是誤入歧途！我

趕緊打電話給外科門診。約好下星期二看門

診。

十二月十六日是畢生難忘的星期六。早

文／黃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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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跟幾個朋友去作太極操，都沒事。下午

三點鐘後腹部脹感悶悶開始。五點鐘後下背

部開始有緊縮感。吃了一粒止痛藥後馬上躺

下。將近六點時腹痛加劇，開始嘔吐。我急

忙叫我太太時發現我根本站不起來。我叫太

太準備衣服就自已叫911。我跟接線生說我

的膽結石發作請他派救護車來。約莫七分鐘

後救護車已到門口。我說要去我服務的佛大

醫院的急診處。二個壯碩的醫護士把我抬上

車。他們先問我怎知道是膽結石發作。我說

我是醫師，幾天前作了CT發現有膽結石，症

狀很像。一位趕緊打好靜脈注射。另一位叫

我太太廚房熄火，關好大門後叫她去前座。

車子開始啟動後車上的紅燈也開了，但沒有

警笛聲，否則我想鄰居們一定都嚇壞了。車

子一路往前，看到一部救火車跟在後面。我

好奇問了醫護士救火車怎麼跟著我們。他說

救火車通常有四個大漢，萬一病人心臟停

止，連救護車在內共有六個人可以輪流作緊

急心臟按摩（CPR）。算是替我解了一個謎。

我問他們是否先給我止痛藥，因為腹

痛加上下背部的痛實在讓我受不了。他們說

不行，因為他們不是醫師。我只好在黑暗中

朝後面的小窗口探視。每次看到逝去的紅綠

燈及附近的建築物，我可以猜測到車子沿著

第十六線道向東行，到第十三街向南行，終

於到達佛大醫院的急診處。我被載上有輪子

的擔架送進室內。側頭一看，急診處擠滿了

人。我知道這裡週末一向是很忙的。我心裡

直叫苦，來的時間很不好！好不容易掛了號

後我就被推著走找個小房間。沒找到，只好

就在走道旁暫時停下等侯。過了將近二十分

鐘還沒人來看我。太太趕緊去找個護士來。

我說：「不瞞你說，我是這裡的醫師，我的

膽結石發作，我痛得快昏了，請你找醫師來

給我止痛好嗎？拜託。」一個住院醫師不久

出現了。問明病歷後先給我靜脈注射藥，不

久我終於被推入小房間內等住院。

房間沒有門，只有半透明的門簾。所

以所有急診處的吵雜聲都透進來。相隔不

遠處突有一個男性開始大聲咳嗽。好像咳不

出痰，越咳越大聲而且把咳聲拉長到幾乎快

斷氣。隔不多久又重新來，令聽的人非常的

不舒服。讓我回憶起十年前也跟住院醫師和

醫學生一起去急診處看病的情形。我們那時

大人小孩共用急診處，但是每個病人都有一

間病室，顯得安靜多了。或許現在病人太

多，或因流行性感冒開始在流行，整個急診

處都很吵，連閉目養神都很難。將近半夜時

終於有人來送我上五樓的外科病房。我因沒

吃晚餐，飢腸轆轆，跟護士說我餓得發昏能

否吃點東西？她說醫師的處置是要我NPO

（Nothing Per Os）。我說如昏倒了怎辦？

她說：「你現在身上有靜脈注射，綁上血壓

計，二腳有鬆緊帶，諒你要起身都很難，在

床上不易昏倒。如一定要昏倒，請便！」

外科病房在幾年前才新蓋的醫院南館

內。裏面的設備都很新，每一間都是單人

床，又有一張沙發床可以讓家屬休息。所以

進去後印象不錯。但是不久就發覺對病人的

拘束太多。我因為有靜脈注射，要常去廁

所，每次都要叫護士幫忙，覺得很煩。加上

病床雖然是新式的，每次要換姿勢或起床，

要花很大的勁。另外加了一個新玩意，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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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小腿就壓縮一次，大概是預防長期躺在

病床上的人發生靜脈血流阻滯之用。問題是

它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操作，想要睡個覺

也難。第一晚是迷迷糊糊挨到天亮。隔日是

星期天，一大早住院醫師們來查房。我說何

時動手？他們說了要主治醫師開的話要等到

星期一。我只好忍了。到十點，沒看到早

餐。只好提醒護士小姐。十點半飯盆來了，

大喜過望，蓋子打開才看到一碗清澈透底的

牛肉湯跟一小盆的果凍。三兩下就吃完了。

趕快問小姐：「天啊！怎麼那麼一點點，有

沒有搞錯？」她回說：「醫師的交待是給你

全液餐。」我只好閉目假眠，連眼前的電視

都沒興趣看了。下午覺得不洗個澡，除去晦

氣很不舒服，於是又叫護士小姐來拔線，去

血壓計和腿部鬆緊帶，搞得人仰馬翻後去浴

室洗了溫水澡。覺得心情好一些。雖然肚子

照樣餓，想想當個病人也蠻可憐的！

星期一終於到了。腸胃科主治醫師來打

招呼說今早在手術室見。結果一等再等，我

餓得幾乎不省人事。到手術室後一位自稱博

士後研究員拿一張肝臟、胰臟、膽囊和膽管

解剖圖給我解釋用內視鏡逆向透視膽囊胰臟

取掉膽結石的手術（ERCP）。才發現原來是

腸胃科主持這項手術。其實他解釋得很好。

再下來麻醉護士和醫師來向我打招呼時我眼

睛已張不開。蓋上麻醉口罩後很快就不省人

事了。醒來時已是下午一點半。主治醫師過

來看我時伸出右手五指。我不知那是什麼意

思。他笑說：「Dr. H，在CT影像看到你有二

個膽結石，我給你多拿三個，共五個了。」

我勉勉強強擠出笑容謝謝他。被送回病房中

忽然想起有些佛教高僧帶有很多舍利子的

事。但是舍利子是膽結石火化後的化身。而

且，聽說膽固醇的舍利子才美麗且多彩多

姿。我這五顆算老幾？但是主治醫師特別說

我的一顆是蠻大的喔！正在胡思亂想中，我

已被送入病房了。護士小姐們把我抬上病床

後，又是五花大綁把我穩住了。「怎樣？還

痛嗎？」，她們問。我說：「那不重要！

我們幾點開飯呀！主治醫師說我已正式開禁

了！」當晚廚房送來一大塊剁碎肉片、細長

豆、一碗湯和小盤水果。正在大吃特吃中主

治醫師又來查房。「我的天呀！你是餓了多

久了？是這樣子。本來外科主治醫師可以明

天就把你那已沒有功能的膽囊拿掉。不巧，

他星期四晚才回來。星期五會替你開。明早

你就先回家，星期五早上就直接去門診開刀

房，好嗎？」我謝了他。隔天就打道回府

了。算起來從急診處開始，在醫院待了三天

半而已。但是一進門後突然百感交集，大概

和一向自信金剛不壞之身在此刻完全破滅有

關吧！

星期五上午九時我準時到外科門診手

術室報到。結果還是等到將進十一點才被叫

進去。外科主治醫師，Dr. Hughes，馬上過

來打招呼，並解釋開刀手續給我聽。聽到說

要圍繞肚臍打四個洞，讓我嚇了一跳。他趕

緊解釋洞都不大。癒合後疤痕都看不見了。

我最後問他我要睡多久。他說四十五分鐘。

麻醉醫師把鼻子蓋上後我一下就睡著了。醒

來後Dr. Hughes說了，開刀後一週內傷口一

定會痛的。所以開了七天的止痛藥給我。一

看了藥單，我嚇了一跳。原來是鼎鼎大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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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cordon，就是每天上美國新聞的殺人兇

手！

回家後藥性發作。它會止痛沒錯，但是

走路時頓覺走在雲中，兼有經常性嘔吐感。

我禁不住在想，那些每天非吃Oxycordon不可

的先生女士們是怎麼過日子的？那天報紙還

報導，一顆Oxycordon在街上黑市賣美金四十

六元左右！

三個星期後，我回到外科門診去看Dr. 

Hughes。他先問我肚子痛不痛，傷口痛不

痛，和胃口如何，有沒發燒，吃了多少止

痛藥等基本問題。身體檢查後就笑著說了，

「你恢復得不錯，氣色也好，本來今天想要

安排一些血液檢查看看是不是都回歸正常。

我看也免了。你下次去看內科醫師時請他安

排就行了。」我說食物和運動呢？他說：

「什麼都可以吃，你也可以開始游泳了！」

我喜出望外，再三謝謝他。

回家後常常沈思這次得大病的經過。我

一定有誤導我的內科醫師相當長的時間。我

好幾次不舒服時就怪是尿道發炎。後來又懷

疑是腎臟作怪，或許是腎臟結石。試了幾次

抗生素，每次都一劑見效，所以誤導越深，

終於搞出大病。

不過這次當病人的際遇令我很感觸的是

二件事。作病人實在很痛苦。而痛苦的來源

來自於：1.無奈感。怎麼這麼倒霉跑出膽結石

這種病來？開刀會不會出事？怎麼胰臟炎和

膽囊炎一起來？2.等等等，一再地等。在急

診處時渴望馬上住院，住院後渴望馬上把膽

結石拿掉，又渴望趕快把膽囊拿掉，又是一

連串的NPO（一再的空腹），等等……。我

承認作一個病人實在很痛苦！但是為什麼長

了這把年紀得了病後才有這麼多感觸呢？忽

然讓我想起校友賴其萬教授，近幾年來在某

一台灣醫學雜誌上開了“醫病平台＂，讓醫

師和病人之間有可以溝通或交換意見的橋樑

這件美事。想了再想，忽然間恍然大悟，原

來我一輩子幾乎沒有得病過。對於生病這回

事，一向都是從橋的這邊看事。這次作了病

人後角色相反，從橋的那邊看過來。自嘆自

己也因生了病EQ也高了一點點。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為佛羅里

達大學小兒科榮譽教授）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備註

10709 周烒明 46 醫科第10屆 家人來電告知

107年7月~9月份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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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半日徒步遊─兼介紹首位留德
華人外科教授董良知校友

文／李彥輝

柏
林久仰其名，可憾過去因周圍在東德境

內很難進入，我雖1970及1980年代去

西德參加國際會議，但均只好望洋興嘆。終

於等到2017.6.13~6.22有柏林來回聖彼得堡及

芬瑞丹九日八夜遊輪旅遊。2017.6.12出發去

柏林前，想起於2006年，我屆（1963年班）

地中海郵輪旅遊時見了50年未見同時入學臺

大，他在牙科三年就讀不久就去德改學醫且

成為血管外科專家之董良知教授。試撥電話

過去，沒料到他自己接我電話，喜出望外約

6月12日在柏林中心車站附近我訂住之Motel 

One下午二時見。

6月12日搭柏林航空，中午到達Tegel機場

後就搭每十分鐘一班之機場巴士出發，到達

柏林中央車站，步行約200米就到網上所訂旅

館。

下午二時董教授依約帶手杖來見，他問

我是否可耐步行，我說沒問題，開始半日14

多公里步行遊：因時間關係多屬外觀而不入

內參觀，甚至對外開放之國會大廈也只外觀

而不拾級而上。

第一站 中央火車站（圖1）在柏林市中

心位於施普河Spree畔，曾是柏林圍牆之所在

地。2006世界盃開幕兩周前5月28日才開始啟

用，有十六個月臺分兩層―地下層為南北向

的火車線路，另有地鐵地上層為S-Bahn和東

西向之火車線路（其實地下月臺所提供遠程

火車），有如龐大玻璃宮殿，空中俯看是一

個雙十字型。被譽為歐洲甚至世界最美車站

之一。次日我乃由此搭火車4小時去了也許世

界上離市區最遠之遊輪碼頭Wanamunde。也搭

市內車去了1936奧運會場。不過站外之彫塑

更吸引我倆的眼光合照留念。

第二站  德國首相府即聯邦總理府（圖

2），1991年6月20日東西德統一後柏林成為

首都，乃在施普河灣進行投標，最後由建築

師Axel Schultes及Charlotte Frank之「聯邦紐

帶」得標。總理府由中間之九層主樓及較低

向兩側延伸之兩翼組成。建築上部有18米高

之半圓形主樓―標誌為一座四四方方白色印

象派風格混凝土塑造建築。主體為高36米之

立方體，代表強權之義，中間主樓共有九

層，第六、七層分別為內閣會議廳及總理／

首相辦公室，在東邊前庭有Eduardo Chillida

塑造之紅褐色鋼雕名為柏林「Berlin」。乍看

之下整棟建築因非圓穹或尖塔似乎像是洗衣

機，更適合作歌劇院，很驚訝沒見到持機關

槍之守衛。

第三站 國會大樓及大廈（圖3a，圖3b）

建於1884~1894年，由Paul Wallot所設計，

1894到1933年乃德意志帝國議會所在地，後

成為威瑪共和國議會會址。1933年被火焚，

1960局部翻修，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才由

Norman Foster在保持19世紀外表骨架，另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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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圓頂而復元。1995年為環境藝術家Christo

及Jeanne Claude夫婦將之包起來展示10天，

很是轟動。1999年才開始成為德聯邦議院會

址。整棟建築乃古典風格，但正後方的透明

圓形穹頂又是極現代、有如巨大玻璃蜂窩

（頂上圓屋頂閃閃發光很是奪眼）。雖免費

參觀，但需網上預訂，乃近前拍照後離去。

第四站 布蘭登堡門（圖4）乃普魯士王

佛烈德‧威廉二世於1788-1791所建來紀念

和平，從此之後見證了許多歷史上大事，尤

其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德／東西柏林在此分

界（可見地面上柏林圍牆之痕跡）。其實乃

建築師卡爾郎罕得靈感來自希臘神殿，其中

Quadriga乃Johann Shadows之以長翅膀之勝利

女神駕用四匹馬拉一戰車之彫塑，亦即頂端

有駕著馬車的勝利女神像（女神手持花環權

杖，上站著名一隻氣宇軒昂的老鷹，老鷹又

戴著普魯士的王冠最受矚目）。門內之浮雕

刻著希臘羅馬神話的大英雄赫克力斯及戰神

馬爾士及智慧女神米諾娃。二次大戰期間蘇

聯紅軍把女神炸了，戰後修復。

第五站 巴黎廣場

此區第一所得到重建之建築乃1907 Hotel 

Aldon之複製品，另一藝術學院乃1696腓德烈

一世所成立之普魯士藝術學院所留下。

第六站 美英法大使館區

乃使館區正逢開非洲國家領袖大會警衛

森嚴，尤其美使館區不能接近，只能遠望。

第七站 菩提樹下大街

乃德國著名街道之一，西起布蘭登堡

門、東臨巴黎廣場，向東延伸1.5公里，穿經

宮殿橋和柏林博物館島直到柏林電視塔，串

連了附近不少重要景點和遺跡。我們在西端

佇足遠眺一會。

第八站 歐盟連絡處

無意中經過，乃走入索取了歐盟旗及袖

珍小英語盟章。

第九站 城市宮一洪堡論壇預定地

此乃由前大英博物館長尼爾麥克格瑞格

來主持，正以近6億歐元重建。準備於2019年

完成而成為洪堡論壇所在地，用

來作為世界文化對話處，我們拭

目以待吧！

第十站  柏林洪堡大學正廳

（圖5）

洪堡大學乃柏林最古老大

1 2

3a 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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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1809年由普魯士教育改革者及語言

學家威廉馮洪堡及弟亞歷山大馮洪堡所建。

在此就讀或任教之諾貝爾得主有40名，多為

化學及物理，但也有醫學如1956沃納福斯曼

／1905羅伯柯霍／1910阿爾布雷希特科塞爾

／1935漢斯斯佩曼等人。在臺之傅斯年／俞

大維／羅家倫／朱家驊／溥心畬等，甚至馬

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俾斯麥／馮布

勞恩／海涅在此就讀過。愛因斯坦／普朗克

／赫茲／費雪／拜耳／費希特／叔本華／李

斯特等也在此任教過。此校1810年創校時迄

二戰結束稱柏林大學，1948冷戰期間柏林大

學分裂之後才於1949改稱今名。而董教授就

讀任教之由原柏林大學師生在美英法支持下

於1948於西柏林成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學」

（今名柏林自由大學）。我們到達時門前舊

書在出售，入內上樓參觀，兩側掛有和洪堡

大學有關之諾貝爾獎得主玉照，適有中國之

大學校長團來參觀，也正召開日本文學家森

鷗外醫師（臺北帝大森於菟醫學部長之父，

日本領臺時隨北白川能久親王以軍醫身份來

臺）研討會。

第十一站 博物館島

位在施普雷島北端，中世紀時由於地勢

較低乃一片沼澤，17世紀才被用來建起

一座休閒花園。179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

烈二世採納了Alois Hirt藝術家之建議，

準備在此建立一座博物館，1810年腓特

烈威廉三世頒令舉辦藝展，1822年城市

規畫師卡爾申克爾提出新建博物館，且

由洪堡大學創辦人威廉馮洪堡總其事，

1830建成島上第一座即今柏林舊博物

館，隨之1859年普魯士皇家博物館（今柏林

新博物館）、1876年國家畫宛（今舊國家藝

術畫廊）、1904年腓特烈國王博物館（1960

改名博德博物館）、1930年帕加馬博物館相

繼建成，因此1870年代末乃命名博物館島。

二戰中70%被炸毀，1950年開始復建。柏林所

有博物館都由此發展而來，目前主要有柏林

舊博物館／柏林新博物館／帕加馬博物館／

舊國家畫廊和博德博物館等五座。1999年被

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第十二站 柏林大教堂

乃柏林一座基督教路德宗教堂，位於博

物館島東部。曾是德意志帝國霍亨索倫王朝

宮廷教堂，建於1895~1905年。二次大戰時

被炸而火災，戰後1975年修復開始，1993年

重新開放。乃1894年尤利烏斯拉什多夫依威

廉二世之令所設計之文藝復興式，而非原來

1747年約翰鮑曼設計之巴洛克式風格建築，

來和梵蒂岡之聖彼得大教堂分庭抗禮。

第十三站  紅色市政廳（圖6）修建於

1861~1869年間，為義北文藝復興風格，由

Hermann Waesemann仿托倫舊市政廳／法里昂

聖母院而設計，二戰被毀，1951~1956年修復

為東柏林市政廳。東西德統一後1991年10月1

日柏林市政府遷入。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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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站 尼克拉區建於1220年沿施普河

距今770多年，以尼克拉教堂為中心，環繞有

咖啡館／酒吧／小店等中世紀風格，路乃石

子路。

第十五站 外交部大樓

沒什麼特別，不過規模似比英外交部

大。看了一下就離去。

第十六站 御林廣場

此區乃柏林富人所住地，有奢華旅館高

貴餐廳及酒吧。名字來自18世紀法軍駐普魯

士將軍之名Gens d Armes，內有1705成立之法

國及德國大教堂，各有千秋。初稱作菩提樹

廣場，在1688年由約翰安諾德內寧規劃，十

七世紀末普魯士王腓特烈一世將之開拓成腓

特烈市場，後來為了紀念1736年在此駐紮胸

甲騎兵軍團，因而在1799年更為今名。二戰

時被全毀但今已重建。

第十七站 柏林音樂廳（圖7）

原名皇家劇院，為德名建築師辛凱爾設

計，1818~1821年建成。毀於二次世界大戰，

1984年10月1日經5年重建，由原先3個劇院

改成音樂廳―柏林交響樂團所在地。廳外正

中央有席勒塑

像，來紀念他

去世前1804年來訪。內部每一細節如華麗席

紋地板／彩畫鑲枚／照亮彫像／白牆／金色

裝飾眺臺／欄板不銹鋼／耶姆利希管風琴及

水晶枝形大吊燈等，值得入內參觀。

第十八站  聖奧古斯丁啤酒餐廳（圖

8），此乃1328年已有之古老啤酒餐廳，在此

董教授請我吃了烤豬腳和香腸，也巧遇和他

代表德國學術界訪華之Lichtfuss工程教授夫

婦，我們乃合照留念。

第十九站 屠殺歐洲猶太人紀念碑林

經過17年籌備，2005年5月10日才落成，

為紐約建築師Peter Eisenman設計。在足球場

大之土地上擺了同大小、高低不同、象徵低

訴哀怨之2711塊似石棺之水泥板。可憾我走經

時沒什麼陰森感覺，董教授有些驚訝？

第二十站  勝利女神柱塔（圖 9），

此乃為了紀念1864年普魯士軍打敗丹麥、

1886年奧地利及1870~1871年法蘭西軍隊而

建。位在柏林最大之蒂爾加藤公園內，建於

1864~1873.9.2年間之紀念柱，高約67米以紫

花崗巖石打造（頂端是鍍金之勝利女神維多

利亞青銅像―高8.3米、35噸重），乃柏林著

名 標 誌 ， 高

聳 雲 霄 可 以

8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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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望。其實原本座落於德意志帝國議會（今

國會大廈）對面之國王廣場（今共和廣場）

上，1938~1939因希特勒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亞

之需要拓寬夏洛藤堡路（今六月十七大街）

才移來此大星角廣場且對外開放。

就在我北歐旅遊期間，先有東西德統

一後之首位總理、任職16年之久歐洲一體化

積極推動者、建立歐元之赫爾穆特科爾，於

6月16日在德路德維希港住所去逝，享年87

（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又在聖

彼得堡6月17日陸上遊時遇上俄羅斯總統來督

戰2017年聯合會盃揭幕戰，看了俄以2比0戰

勝紐西蘭隊取得開門紅，再又6月25日中國

四歲雌大熊貓「夢夢」和七歲雄大熊貓「嬌

慶」由成都搭12小時飛機送來柏林動物園，

以便7月5日習近平主席訪德時揭幕，次日公

開展示兩位貴客。

在6月12日和良知兄半日遊時，我們邊走

邊談，他告訴我他師大附中畢業後沒考上理

想大學，次年1956才考上臺大牙科。1950他

家落戶北投時，北投鎮公所辦理戶籍時將董

姓寫成黃，父母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少了一

歲生日（記為1939年12月21日），小妹（她

姐即後來1989法國網球公開賽奪冠之張德培

母親）卻多了一歲。依此他1959年7月要出國

時尚未滿廿歲，合乎了當時外交部之「凡子

女未滿二十歲者可隨眷出國之條例」，因而

解決了他父外調北非利比亞，母親擔心他一

人留臺不放心之苦境。

至於我問他怎麼會選德棄美呢？他答說

來話長，會寄給我他前些年投師大附中所寫

之「留德拾零」。果然我北歐回美後打開他

寄來之電子信，知道他選德留學之因，他說

臺大醫學院有許多日本人留下之日文和德文

對照之書籍，給了他深刻印象，且當時國難

當頭，外放外交人員薪俸很低，而戰後德復

興很快，創造經濟奇蹟，上大學便宜且在臺

大修了四學期德文，因此決定留學德國。且

由他父帶去拜訪中德文化協會朱家驊會長，

得到他給他德國老教授之介紹信。去德途中

在羅馬受到駐教廷謝壽康大使照應，且請波

昂天主教學術交換中心負責人接機，並安排

住宿學生宿舍，後來在波昂大學上德文課時

認識了新聞局駐西德代表葉梅生。

1959年10月又得神父周克勤博士的幫助

去Universitat Munster註冊上醫學系，後轉去

西柏林柏林自由大學醫科。畢業後在大學直

屬醫院行醫作教研，專攻一般外科／血管外

科。他的團隊曾經用豬肝和狒肝以體外循環

方式救活兩位肝昏迷臨死病人，且在德很普

遍之外科教科書寫了一章「肝臟外科」。又

於1998得陽明大學榮譽醫學博士。他雖已退

休但很受德醫界稱頌，就在我扺柏林之前晚

他受邀參加觀禮德國家卓越獎頒獎典禮，且

2002年受邀參加柏林市長率領之代表團訪問

北京上海和香港。

董良知教授留德至今58年（1959~）比

我在美還長（1964~），乃或是華人有史以來

在德國當臨床醫學和外科教授之第一人。他

已退休且熱中歷史研究及打高爾夫球。盼母

校早日請他回來演說有關德國醫學之發展近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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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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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態保護區

圖文／葉弘宣

今
晨，風和日麗，循例漫步庭院。

仰望藩籬之外的山坡地，我名之為“大

自然生態保護區＂。

因為，那裏不曾留下人跡。

偶而，鹿家大小光臨探頭，松鼠在那裏

奔跑追逐，小鳥來回覓食。

它們不會喧嘩，只有腳下草枝落葉，拌

動的合音。

三十年來，我見生態循環。

老幹不支倒落地，又長新枝。

經年累月，風吹雨打，枯幹朽蝕漸成

泥，更加呵護長出的新生命。

年輕的族群，圍繞著老樹，欣欣向榮。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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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鴨子（Duck）」的故事……
懷念逝世二十週年的新生兒科前輩與

摯友Dr. Louis Gluck.（上）
文／路加

下
班回家不久，身上呼叫器又嗶嗶作響，

剛剛培養的睡意瞬時風吹雲散。反射性

瞄了下呼叫器上顯示的號碼後，隨即拿起床

邊電話回應。其實不用看也知道是NICU的呼

叫，只是想確定呼叫我或是我太太，因為枕

邊人在離大學醫院不遠的天主教醫院擔任主

任，也常常接到NICU的呼叫。由電話另一端

傳來熟悉的祕書聲：「晚安，對不起、打擾

你。又需要你的幫忙！現在就讓你與住院醫

師談吧？」

接下電話的是另一位新來不久的值班

fellow，他說：「這是一位出生不到24小時，

約35週期的女嬰。出生後因未足月直接送進

加護病房觀察。先是輕微呼吸急促、呼吸

困難，皮膚呈現紫紺現象。血液氣體檢測異

常，請過來協助我們排除先天性心臟病的可

能性。」

我回問：「血氧、二氧化碳以及血酸值

如何？」結果不僅血氧值低，二氧化碳值也

很高。心想這樣的數據無法排除或支持先天

性心臟病的可能。我接著告訴對方：「我現

在就出發前往重症病房，但因住家離醫院車

程約20至30分鐘，在這段期間請先試著將給

予的氧氣開到100%，同時設法讓病童血中甚

高的二氧化碳排出。如此可以排除呼吸功能

缺失所引起的血氧偏低。」

由於血液中二氧化碳的高低代表呼吸

功能的好壞，若能排除呼吸功能缺失的因

素，接著可以探討所謂「固定的由右向左分

流（fixed right to left shunt）」的可能，這

會發生在某些發紺性心臟病（cyanotic heart 

disease），或罕見的肺動、靜脈血管不正常連

接等情形。對這些疾病投予100%的氧氣，也

不可能把血氧數值提升到大於100 mmHg。這

個測試方法後來被新生兒科醫師們稱為「氧

氣挑戰（oxygen challenge）」。

正常人血中氧氣與吸入的氧氣量呈正

相關。空氣含氧約2 1 %，一大氣壓為7 6 0 

mmHg，因此氧氣分壓大約大氣壓的1/5，也

就是125-150 mmHg。一般人正常吸入空氣，

血中氧分壓理論上可達120 mmHg或更高，但

實際血氧數值只有約吸入氧氣的60-90%（75-

100 mmHg）。但若呼吸功能不健全、低落、

或肺壓過高，以及上述「由右向左分流」的

情形，或新生兒有嚴重先天性心臟病等，都

會引起血中氧氣過低現象。當時估計先天性

心臟病發生率約千分之8至10，其中半數患者

症狀較嚴重，出生後不久就需要醫生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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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此，新生兒科醫師訓練重要的課程之

一，就是當新生兒有可能患有嚴重先天性心

臟病時，必須及時尋求小兒心臟科醫師的專

業服務。

匆匆上車開上五號高速公路，往南駛向

位於巿中心的大學醫學中心。此時濱臨太平

洋離岸約一、兩哩的公路上已無車潮，快速

的穿越過兩個被薄薄的霧氣瀰漫著的低窪潟

湖，通過敞開的車窗，海風輕拂著臉令人睡

意全消，讓剛搬來聖地牙哥的我，享受了片

刻的清新夜晚風情。憶起過去7年在中西部留

學，經過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及Fellow的生

涯，夜間除了研究室、醫院，就是在家中陪

伴家人，絕少外出。如今在四季如春的南加

州，初秋稍稍帶著涼意、帶著微鹹的海風輕

輕吹撫著，有說不出的享受。

進入新生兒重症病房，已過晚上9點仍燈

火通明，如白天一般人進人出，但大伙兒說

話都壓低了聲音。裡面擠滿了病兒，分別住

在各式各樣的溫暖器或保溫箱，連接著由屋

頂吊下的一條條橘、綠、藍色管子，包括氧

氣管、高壓氣管、電線等管線，真有如24小

時營業忙碌的修車廠。這就是Dr. Louis Gluck

（1924-1997）商標性的「開放型新生兒重症

病房」。

Dr. Gluck是美國著名新生兒科教授，在

1960年離開史丹佛大學的主任一職，前往耶

魯大學開始了美國第一個專為新生兒重症病

患服務的新生兒重症病房。最初遭遇的障礙

是政府法令，不允許將嬰兒們集中於同一病

房照料，這個規定不僅造成病房的需求量變

大，也讓人數稀少的高技能專業新生兒護理

人員更為稀釋。因此他首先證明，要求所有

家屬及醫護人員在進出重症病房時，必須換

穿醫院提供的衣袍，同時嚴格要求每個人都

必須洗手，因此根絕了當時醫院常發生的院

內集體葡萄球菌感染。之後法令鬆綁，醫院

才能集中照顧需要嚴密監控的重症新生兒，

提供安全無慮且有效率的醫療服務。幾年之

後，這種24小時燈火通明有點嘈雜的病房，

稍作了一些調整，改為每天都有數次（每次

約兩小時）訂為「安靜時段」，讓病兒能寧

靜的休息。

洗手換上了醫院的白色衣袍，先找到

病兒做了簡短的心臟檢查。她的外觀並無異

常，只是呼吸有點困難，特別是呼吸急促。

心跳快但節奏正常，無需要關注的心雜音。

膚色有點白裏透紅，不像是被告知的低血氧

膚色，讓我有點意外。

一位剛升為第二年的女住院醫師趕來跟

我報告說：「您說得對，這嬰兒的問題是呼

吸系統，她的二氧化碳已降至接近正常值，

而且血氧分壓值也逐漸升高，一度超過了

150，現在氧氣供給量也從100%逐漸調降，血

氧值仍維持在正常範圍。病情已由壞轉好且

持續改善（turns around and opens up）！我先

生就是剛才在電話中跟你聯絡請求諮商的那

一位，現在正忙著和Dr. Gluck諮詢另一位病

人，隨後就會來向您報告跟討論」。原來這

位白人女住院醫師剛結婚不久，因為先生申

請到這家大學來接續新生兒次專科的三年訓

練，所以放棄了東部另一家著名大學的住院

醫師訓練，轉而來到聖地牙哥。

等待期間，就把病房外走廊上的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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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儀拖入病房，拉到病床旁開始超音波掃

描。當時可移動型超音波儀器只能做所謂的

「M-mode」超音波檢查。超音波利用聲波遇

到不同物質產生不同聲波反射的原理，收集

彈回的聲波經電腦快速處理、用線條沿著時

間顯示即為M-mode，若是照著幾何關聯形成

影像，可直接觀查心臟器官則為2D影像，當

時每年新儀器如同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來南

加州之前，雖然在中西部芝加哥大學接受過

「2 Dimension (2D)」超音波訓練也有使用經

驗，但是整座儀器相當龐大根本不可能隨意

搬動。

單用M-mode相當粗糙，比起現在的2D

或3D的影像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如此，大

部分常見的先天性心臟病，尤其是發紺性

心臟病，都可適時以這種「非侵入性（non-

invasive）」M-mode檢查做先天性心臟病的

診斷、後續追蹤、與治療效果的比較。除了

如肺高壓及肺靜脈與心臟異常連結等極少數

心臟病，難以單用M-mode超音波診斷外，絕

大多數都可用超音波幫忙診療。1970-1980年

代早產兒常發生的「呼吸窘迫症候群」，在

診斷「由左至右（left to right）」血液分流的

問題上，M-mode心臟超音波曾經幫了很大的

忙。當時很多的新生兒重症病房都會配備一

臺NICU專屬的移動性超音波儀器，Dr. Gluck

也準備了一臺NICU專用的儀器讓我使用。同

時訓練了來自拉丁美洲的Dr. Raul Bejar醫師

夫婦，利用同一臺的儀器做腦部血管、血流

和腦出血的掃瞄，創新了新生兒學腦出血研

究。

我剛做完超音波檢查一位深色皮膚的年

輕Fellow出現了，先問我檢查的結果，再次抱

歉他來晚了。接著我做了心臟諮詢的結論：

這嬰兒沒有重大（major）的先天性心臟病，

之前數小時的低血氧、紫紺及呼吸問題，應

是由於肺部血壓在出生後沒有適時的降低。

所有嬰兒肺血管在出生前是關閉的，

胎兒約有總血流量1/16流通到肺部，比起出

生後每一次循環血液都會百分之百的流通到

肺臟，出生前的肺血液循環確實少得多。關

閉的肺血管以及不明原因的肺動脈肌肉層增

厚，產生血管阻力引發高肺血壓。但在出生

時，肺血管受到吸入外界氧氣的刺激就會自

動張開，讓肺血壓即時下降，在出生後短短

幾天下降到體血壓的1/10。如此導引了全部的

體靜脈血通過右心房及心室，順暢的進入肺

部，來吸收新鮮的氧氣及排除身體製造的二

氧化碳。

基於某些特殊原因，如感染、不明原

因的動脈肌肉層過度增生、肺臟發育不良、

肺血管數量不足等，使肺血壓未能在出生後

適時有效地減壓，就會像這位小嬰孩產生血

氧值低、呼吸快速，甚至呼吸困難的現象。

當時醫界稱呼這種血液循環停留在與胎兒相

似的狀況的病變為「持續性胎兒血液循環

（persistent fetal circulation）」。現在已改

稱為較精準的「持續性肺高血壓（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由於二氧化碳相對容易自血管被排出

到肺泡，而氧氣由肺泡進入血管則較難。

因此這些病兒剛出生時最初的血中二氧化碳

含量可能還正常，有時甚至因為快速呼吸的

緣故，二氧化碳數值反而稍低於正常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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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情況未能及時改善，二氧化碳也隨之逐

漸增加。低血氧會令醫師聯想到先天性心臟

病，但是高二氧化碳值，也會造成被誤解是

“純粹＂的呼吸系統疾病。

今晚這位年輕醫師似乎學習到新的一

課：「心臟與肺臟很相近，時時會機動地

相互影響」，就如唇齒一般輕易的就會影響

到對方。新生兒科醫師要瞭解嬰兒呼吸困難

時，要先明白心臟的功能與影響，尤其由胎

兒血液循環轉為嬰兒正常循環時的機動性轉

變。

在1970-1980年代，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CSF）學者以羊為實驗對象研究胎兒血液

循環，有相當的成就。之後數年，Dr. Gluck體

認到這方面知識的重要性，對所有新fellows進

行訓練的第一堂課，常常要求我先為fellows講

解胎兒的正常血液循環與大人不同之處，以

及如何分辨心臟病與呼吸系統疾病的方法。

長期以來，小兒心臟科是小兒科的第一個

也是唯一的次專科，直到1970年代才有新生

兒科的崛起。但新生兒科次專科的發展，最

初並未與心臟科醫師十分密切的合作。心臟

科醫師有心臟病方面的專長，新生兒科醫師

是呼吸（肺部）方面的專家，心、肺各自為

政井水不犯河水。殊不知小兒心臟科醫師最

終也與新生兒科醫師，通過了一隻「小鴨子

（duck）」開始了長期的密切合作。

剛跨出重症病房門口，迎面而來的居然

是病房主任Dr. Gluck：「晚安，Luke正巧需要

你的幫忙！」他永遠是那麼的客氣，像個英

國紳士，面帶著微笑對我說：「你可以不可

以看看第十床的嬰兒有無PDA（patent ductus 

arteriosus,「開放性動脈導管」）？」我簡短

的回答：「OK」。

他對身邊的人都直稱其名，說話也總是

直接了當，但語中卻帶著不容你說「不」的

語氣。在眾人眼中是位被人敬畏的長者及學

者，是研究「表面張力活性劑（surfactant）」

的專家，開創L/S ratio的始祖，有人尊稱他為

「現代新生兒學之父」。然而對來自芝加哥

大學醫學院剛完成Fellow訓練的我，似乎有點

特別的感情與不尋常期待。共事數年後，才

瞭解我們之間似乎有許多相似處：在醫學院

求學時是MD/PhD program的學生，後來雖然

沒有完成PhD的學位，但對實驗的喜愛及研究

的執著從未消逝。喜愛照顧病兒，一旦遇到

未能解決的臨床問題，一定持續追根究底。

於是我又把才拖回到走廊角落停放的超

音波儀器搬入病房，而那位值班的fellow，也

就是才討論過前一位女嬰病情的深膚色年輕

醫師，急忙靠過來報告這個案例。十床是位

男嬰，也就是稍早我為一位女嬰作心臟超音

波掃描時，年輕fellow以電話向主任報告的案

例。

重症病房編制有包括主任的三位教授、

副教授級主治醫師，每人輪流值班一星期。

白天早上及下午各回診一次，晚上則為一位

fellow及一到兩位住院醫師值班，通常資深

fellow在晚上7, 8點會與值班的主治醫師在電

話中回診，報告新的病人及病人的新狀況。

大概Dr. Gluck聽取這位fellow的報告後有點

不放心，於是親自回到醫院瞭解並指示下屬

照顧方法。所有筆者待過的美國教學醫院，

無論是教授或講師級、年紀及年資，主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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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值班常常會依需要，不管多晚或多遠（除

非旅行在外）都會依病情需要親自回醫院照

顧病人。絕對不會因病人的身世與家庭背景

而有所改變。從我畢業後赴美習醫耳濡目染

的醫療文化，見到就算是那麼出色資深的Dr. 

Gluck，三更半夜親自開著那輛招牌的Porsche

跑車前來探視病兒，對我而言是理所當然不

覺意外。只是不清楚這位嬰兒的詳細病情，

為何會引起特別關注。

十床男嬰是出生三、四天的32-33週期

早產兒，體重大約三磅。出生不久就需要

氧氣，隨即就被診斷患有「呼吸窘迫症候

群」，需要插管及使用呼吸器。接受氧氣治

療後兩、三天，血液檢查看到明顯改善，血

氧及二氧化碳值都往正常值趨近，醫師們正

慶幸治療的成效，也擔心呼吸器使用中等程

度壓力會太高，因此在當天早上，醫師們開

始降低呼吸器的壓力作拔管前的準備。然而

從黃昏開始，貼在嬰兒肚皮上的血氧分壓值

稍稍下降，而二氧化碳分壓值似乎逐漸往上

升。住院醫師趕緊抽血以確認呼吸功能的變

化，果然血中的二氧化碳值上升，甚至血氧

也是跟著下降。

醫 師 們 緊 急 中 止 「 拔 管 前 的 準 備

（weaning）」，並且稍微往上微調呼吸器的

壓力。向值班的Dr. Gluck報告後，他們又替這

十號床位的嬰兒照了一張胸部X-ray，但尚未

抽出時間下樓研判X-ray片。

我循例先做了例行理學檢查，尤其

注重於心血管的狀況。病兒有輕微的心雜

音，心跳稍快，左胸似乎比較「用力跳動

（hyperactive）」，且胸骨朝下方凹陷，但這

些都不是特別突出的心血管檢查結果。較引

人注意的，則是例行觸診檢查肱動脈及股動

脈，兩者都「彈跳（bouncing）」得很厲害。

抬頭看了一下監視器裡的動脈血壓，「收縮

壓」還算正常，但「舒張壓」卻下降了不

少。使兩者之間相差的「脈壓」上升很多。

「脈壓」的增加，在人體若非「收縮

壓」上升（如在甲狀腺亢進症），就是「舒

張壓」的下降。「舒張壓」下降會發生在動

脈直接連接到血壓低的血管，如動、靜脈的

異樣連結，對出生不久的嬰兒而言，最常發

生這種情形。新生兒有一條連結著主動脈與

肺動脈的「導管」名叫「動脈導管（ductus 

arteriosus）」，當肺部血壓降低到接近正常

時，肺血壓及肺動脈壓就只有主動脈壓的

1/10。「導管」若維持開放，體動脈的「脈

壓」會自然而然地增加。這是一個相當突出

的病徵，單憑這個症狀，就強力的意味著

「導管」在開放狀態。

這 時 主 任 也 完 成 了 他 的 聽 寫

（dictation），加入我們的討論，我先告訴大

家，憑藉心血管檢查，「導管（ductus）」

現在是開放的，但是這個階段早產兒的「導

管」可開關自如，問題是不知「導管」開得

多大？心臟負荷多少？於是Dr. Gluck用他習

慣性的腔調笑著說：「我打賭它是大大地開

著。我們下樓去看X-ray吧！」

大伙兒跟著他下樓到放射科展視室查閱

X-ray。發現放射科醫師已看過片子了，並將

它擺在X-ray展視板上。放射科醫師也常常需

要工作到很晚，常在晚餐後回來辦公室讀完

當天傍晚及晚上的新片子。巧合的是，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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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又是那位對小兒科，尤其是新生兒特別

有興趣且經驗豐富的中年教授進行判讀，證

據就在X-光片上他留下了商標性的解讀：病

人的左胸部位有一隻活靈活現的手繪「水鴨

子」。剛來這裡時，完全不明瞭它的意思，

經過資深fellow的解釋才知道它的涵意。「水

鴨（duck）」是「導管（duct）」的諧音。

當時的fel lows來自全美各地，也有非

正式、來自世界各國的小兒科醫師，包括來

自中國北京兩位性格完全相反的小兒科醫師

（一位由北京協和醫院派來美國進修新生

兒醫學稍微年長、老實謙虛、較有學問的學

者；另一位則較年輕，性格完全相反，口氣

不小但不學無術，我們偷偷地稱他為「紅衛

兵」）。大家都操著各自家鄉口音的英文，

〝duct〞和〝duck〞發音常常混淆不清。這位

愛開玩笑的放射科醫師，於是開始用手繪水

鴨子代替口頭診斷報告，應該說是「看圖識

字」了。因此無論他是否在場，一目瞭然十

分傳神，大家也都不在意報告不夠正式。後

來若有開放得很大的PDA案例，於是將水鴨

子升格為“Mighty Duck＂示意著大開的「導

管」，就這樣的傳承下去。

看著X-ray，Dr. Gluck得意地笑了，放

射科醫師果然同意他的臨床診斷。除此之

外，X-ray片上還顯示出心臟的影像大了一

些，全部的胸腔也出現了水腫。這是間接證

明患有「開放性動脈導管」，相當典型的胸

腔影像。原來，當「導管」呈現開放時，由

於主動脈壓10倍於肺血壓，使血液由主動脈

被引導通過「導管」回到肺部，再度經由左

心房、心室出來。在肺部及左邊心臟增加不

少血液，久而久之肺臟形成水腫。同時左心

房、室血量增加，使得心臟呈現腫大。這些

經由「導管」回到肺部的情形，就像是「空

轉」一般浪費力氣。身體氧氣需求量是維持

不變的，實際輸送出有效的血液與氧氣因空

轉減少，因此又必須增加心臟工作量，設法

提供身體所需的氧氣及血液。久而久之心臟

呈現衰竭，就需要治療。

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為何對這條小小

的「導管」做這麼多的討論？「導管」在

出生後就該關閉，足月嬰兒或小孩若沒自動

關閉，那就是「開放性動脈導管」疾病。

如果發生在小孩或甚至大人，筆者則稱之

為「病理性開放性動脈導管（pathological 

PDA）」，當然屬於心臟科診治領域，小

兒心臟科醫師很早就很熟悉這個疾病。但對

剛出生不久的新生兒，當前心臟科醫師則從

未太關注過此種「病理性的開放性動脈導

管」。

直到1970年代後期，隨著新生早產兒

照料的提升，這條「導管」開始引起新生兒

科醫師的注意，認為是一種心臟科毛病而求

助於心臟科醫師。其實發生在早產兒的「開

放性動脈導管」與病態的「導管」不完全相

同。只因為早產兒出生太早，本來正常的

「導管」未能適應新環境關閉所引起，不能

適時關閉的原因包括血氧不足、肺血壓不協

調等，因此心臟科醫師認為心臟沒有問題，

而是起源於新生兒呼吸功能不足及治療所導

致。產生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互相推

託的情形。

直到UCSF Abraham Rudolph group的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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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mann及UCSD的Dr. William F. Friedman

（1936-2005），（筆者短暫的老闆，但也是

永久的導師），合作研發可以關閉「導管」

的藥物之後，新生兒科與心臟科雙方醫師終

於在這短短的「導管」上相遇、攜手合作。

1980年代初期，全美小兒心臟科醫師在哈佛

大學教授 Dr. Alexander S. Nadas（1913-2000）

領導下，集結了包括UCSF、UCSD等著名大

學醫院的新生兒重症病房，進行一個龐大的

心臟科與新生兒科臨床藥物實驗。

這計畫中遇到新生早產兒發生「呼吸窘

迫綜合群」，若有「開放性導管（PDA）」

的疑慮時，就由心臟科醫師進行包括超音波

掃描的完整心血管檢查，先排除其他可能依

賴「導管」開放的少數先天性心臟病病例。

同時測量左心房的大小（代表血液由肺部回

流的血量），是以主動脈的大小作基準進行

比較（主動脈大小不受血液量的影響）。測

出左心房與主動脈（LA/AO ratio）對比值正

常範圍小於1.2。若大於正常值，就代表肺部

回流心臟的血量增加，嬰兒期過量血流回流

肺部是因「導管」仍然開放，而對比值越大

代表回流血越多，也可藉以推測「導管」張

開越大讓血液通行無阻。而當時的超音波掃

描還未能直接看到「導管」及通過的血流。

（未完待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曾於美國執

業小兒心臟、新生兒科，曾任花蓮門諾醫

院小兒科顧問，現就職於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Orange County及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edical Center醫學倫理委員

會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應徵資格：

（一） 具有生物醫學相關專長之博士學位，並具博士後研究二年以上經歷者（以起聘日期
計）。

（二） 有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熱忱者。
二、工作內容：負責本所相關領域之教學，未來研究主題必需以口腔生物科學相關之研究為主。

三、檢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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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三年主要代表作（至多四篇）及近五年著作全文（含表Ⅲ-1,2,3），一式七分。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1,2項表格請至http://giob.ntu.edu.tw/下載）
（二）1. 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107年11月30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前寄達口生所辦公室。
五、預定起聘日期：108年8月1日。
六、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號，大牙醫專業學院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朱雪華助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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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886-2-2382-0785　　電子郵件：hhch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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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四十六屆公共衛生
暑期工作服務隊─活動心得

我
選擇加入服務隊中的環境調查組。在這

七天的服務過程中，透過隊聚、組聚

和實際行動，了解實地的對話溝通、服務分

享檢討的重要和意義。事前的實驗和家庭訪

問練習只做了簡單的演練，雖然知道操作內

容，但對於整體的概念還是不太清楚，果然

還是需要實際的操作才能真正了解實驗原理

和需要注意的細節。在這幾天的實作後，感

覺在很多技能方面提升不少，像是搭訕陌生

人、快速操作實驗流程等，在這幾天的生活

中也看到不同以往的生活現場和組員們對每

件事情的想法抒發。

彰化縣大城鄉地區的生活水平狀況和我

小時候的居住地區差不多，來到大城就像回

到童年，熟悉的味道、視野和天氣，附近一

樣有小型工業區偶爾排放著廢氣廢水，但水

的硬度品質卻相差甚遠。相同的盥洗方式頭

髮卻特別毛躁，臉也特別容易出油，正好符

合水質硬度高的實驗結果。此外，在長輩們

較多的地區，良好的衛生觀念通常都是較缺

乏也較難改變的。無論是水的保存、利用，

還是平時的生活衛生習慣都沒有正確的觀

念；在部分家戶飲用水中甚至能培養出大腸

桿菌，加上地下水源容易遭受汙染等問題，

在這多重因素影響下影響著當地居民健康。

當地人口老化，導致許多獨居老人沒有對

話、訴說心事的窗口，對於強勢的外來汙染

源也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或許也是影響老人

健康的原因之一，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讓他們

顯得消沉無生氣。當地最大汙染源，某間紙

廠的廢氣、廢水排放帶來的酸臭味和河水的

色度上升，村民們想改變卻又無能為力。想

要在紙廠工作維持溫飽就得忍受長期飄散在

空中的酸臭味，想將紙廠趕離卻又有紙廠的

金錢和勢力干預，讓在選舉期間承諾解決紙

廠問題的候選人為紙廠的行為背書，在進退

兩難中漸漸丟失健康。

小時候對於附近工廠排出的廢氣只會動

動嘴皮抱怨個一兩句，事後也沒有任何追蹤

和關心，就和大城鄉的長輩們一樣。對於沒

有立即性危害的事物漠不關心，甚至視為理

所當然，服務隊後再次注意住家周遭的工業

區，仍然有偷排廢棄物的情況。但是大家仍

然對任意排放廢棄物的現象沒有很高的危機

意識，這或許是我們該想想如何改善和解決

的社會風氣。

在這次的服務隊中，受衝擊的來源不

是當地的生活狀況、汙染情況，而是在隊

聚和組聚時每個人分享的心得感受。從不同

的視角切入同一件事情中，剖析背後成因、

文／公共衛生工作服務隊（楊佳蓁、游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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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改善空間和分享個人的感官心靈

衝擊。也從隊聚與組聚中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的不同面向和不曾思考過的問題，不再只有

以自我觀點為中心的主觀思考。就像組員說

的：你以為是你以為，看似替對方思考周全

的想法不一定對方就能接受；你以為的解答

不一定就是對方想要的答案，多一些的傾聽

和多一些面向的思考，不再侷限自我思考模

式。依現在所學到的知識、收集到的樣本資

料和現有能力，也許不足以改變現況或帶給

大城鄉一些回饋，但我們可以帶著這次服務

隊中所見所聞和學習態度，反思生活周遭所

面臨的問題，並在未來遇到相關知識和問題

時能夠聯想應用並做出相應措施和提出解決

方法。

在這七天的服務活動中獲得最多的，不

是當地居民從我們的造訪中得到多少服務，

而是我們從這個活動中學習到的觀念、態度

和改變。像是居民無論是在環境相關問題的

反饋，還是其他健康議題的回饋，都給了我

們不同以往的思考。同學們不同的背景、知

識激盪出的想法觀點，也讓彼此有了更多更

深入的學習。這七天的生活像生活了七個星

期，也像只過了七個小時，太多的衝擊、思

緒和回憶填滿腦袋卻又顯得短暫。期許自己

在明年的服務隊能夠好好把握七天的時間，

將大二學習到的新知識加以應用，並吸收更

多自己不足的部分。

（楊佳蓁）

做實驗 心得分享

採水樣 彰化芳苑街景 普天宮外海―蚵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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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出服務隊前心情一直不太好，一

方面是籌備時間有點趕，覺得自己還沒有把

教案設計得很好而煩躁。雖然這是第二次參

加「以服務為名」性質的活動，但因為這次

打著「衛生教育」的名號，出隊規模也比較

大，所以對於衛生知識的專業和其他事情的

作法都有些期待吧！至少希望自己做得比之

前更好。然而過程中發現大一的知識和專業

不足以支撐特定領域的衛生教育，加上一些

無可避免的考試作業無法全心全意準備，因

此對自己的表現和付出有一點失望，知道有

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都沒有做好，對於

即將要面對的小孩們也有點愧疚。

另外一個層面是自己其實已經開始承

受那些預設會有的情緒，包含永無止境的無

力感、愧疚、憤怒和難過，三年前第一次去

服務學習的那些事情和未解決的情緒重新浮

現，加劇了出隊前的擔心和害怕，擔心這是

我最後一次去服務隊這樣的活動。

但出乎意料的，這是一次「開心的」

服務隊經驗。沒有每天被這些事情壓得心

很累、幾天下來眼淚的量連一瓶養樂多都裝

不滿。每天早上開心地和小孩們說早安，彼

此陪伴度過一整天，放學時看他們牽著家人

的手慢慢走遠。晚上檢討會時總是七嘴八舌

分享他們可愛的故事，誰又說了什麼天真的

話、做了什麼貼心的事。其實沒什麼時間難

過或嚴肅，但把情緒抽離的同時，反而更能

好好做事，空出腦袋想些實際有用的東西，

把自己和其他人照顧好，珍惜當下的相遇。

那幾天最期待的事情是每天晚上的隊

聚和組聚。雖然白天幾乎不會見到其他組

的人，但隊聚的時候總會感覺到大家都在不

同的地方努力著。尤其是社區健康組的分享

讓我印象深刻，對於要和年長者提及生死議

題、安寧照護這些事情，還有他們帶著阿公

和小朋友互動 團康遊戲

小組討論 練習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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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拍身體、帶笑笑功的活動。組聚時間是

少數可以好好沉澱和充電的時間，回想白天

的所有點點滴滴，也從大家身上重新獲得能

量。

特別喜歡那幾天一起相處的人們，讓那

些崩潰的時候不那麼崩潰，一起做完某件事

情的感覺真的很好！儘管我們是真的很渺小

的存在。謝謝陪在身邊的所有人。

回台北之後幾天，和一位高中同學聊到

這次出隊的事情。有些事情突然變得明朗，

所以想好好記下這些事情，儘管很久的以後

我可能又有別的想法。

之前因為無力感太重所以一味地強制

將自己抽離，希望不要一再地犯錯，為彼此

帶來傷害。但卻因為這樣反而什麼事情都沒

做，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心情也卡在回來的

那時候而不上不下，有點因噎廢食。做越多

事情就越覺得自己渺小，但在體悟到這件事

情的同時，應該看見更多可以做的事情。也

曾經想過，這會不會是我們自欺欺人、為了

找藉口而努力說服自己的方式？好吧！但就

算是藉口也好，我們總是要找一個讓自己可

以做下去的理由吧！

然後這次控制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們

常常放了太多情緒在服務上，過度而不必要

地推己及人，反而對這些事情「過敏」，自

以為是設身處地，其實是把自己放到奇怪的

地方，用四不像的角度去詮釋。我們需要堅

持咬牙完成一些事情，但也要留點空間給自

己。有一些轟轟烈烈的感覺，但如果那可以

變成實際的力量或許更有用一些，畢竟感情

是不能吃的。

最後我記得高中參加我的第一個服務

隊前，有一位學姊來教室分享他們上山的

某個故事。那是一個很多星星的晚上，他們

躺在小學操場上，輪流說出自己未來想做的

事情。其中一位學姊說，她希望可以愛更多

人。聽到這個故事的當下，我覺得自己沒辦

法像她一樣，那時候只希望在我有限的愛和

力氣範圍內，好好愛著少少的人就好。

但現在突然也這麼希望了，愛更多人。

希望這些事情在我心裡可以很輕很輕，讓我

有辦法帶著它們繼續走很久很久。在努

力善良的同時，還要記得勇敢。

（游皓婷）

※ 此活動部分經費由台大景福基金會贊

助。

（作者楊佳蓁與游皓婷係公共衛生學系

二年級學生）

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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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外的天空2.0
─從敏盛到盛弘

從敏盛到盛弘

2014年我受邀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演講，

以父親楊敏盛醫師（M1966）創立的敏盛醫

療體系為主題，介紹敏盛是「高度整合的民

營營利性健康照護系統」，並且將之作為敏

盛的定位。過去台灣的觀念是醫院不能講營

利，醫生更不能談錢。但我曾在美國第二大

連鎖醫療體系Tenet任職，親身經歷該集團從

80家醫院透過併購和組織整合後的價值，不

僅醫院擴大至200多家，營運也是跳躍式成

長。因此回國後就開始參與敏盛醫院的轉型

升級工程。自2005年力邀甫自臺大醫院院長

卸任的李源德教授出任總裁，打造敏盛醫院

成為桃園的臺大醫院；2006年敏盛成為全台

首家通過JCI國際醫療評鑑的醫院；2007年更

與ING集團合作，將經國醫療大樓以30億元賣

給ING再租回，創下亞洲第一個醫院資產活化

案例，這些都是為敏盛進軍國際創造條件。

敏盛的策略是建構完整的醫療體系，整合互

聯網、大數據，讓盛弘／敏盛能成為大型國

際平台策略合作的對象，並在海外複製，有

效突破台灣市場規模的限制。

台灣醫療水平高，全球排行第三，不論

是ICT或是醫師人才素質都很高，何以無法

產生連結綜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太小和

健保的框架。我認為健保制度已經太成熟，

醫師和醫院的思維必須更大膽創新，用更靈

活多元的商業模式，擴大醫療服務的範圍，

前進國際市場，複製台灣成功模式。我曾在

2013年以一年時間改造王菲與李亞鵬的嫣然

天使兒童醫院，用敏盛擁有的成熟醫院管理

經驗和方法論，去完成王菲與李亞鵬當年創

立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初衷――建立兼具醫

療技術和服務品質的醫院，也順利讓嫣然醫

院能在一年內通過JCI認證。

兩岸醫院的差異性

目前大陸醫院的狀況是「不患寡而患不

均」。2萬多家醫院中，1千多家的三甲醫院

擠滿了病人，而為數眾多的一、二級醫院卻

門可羅雀，主要原因就是中小型醫院的治療

水平和品質還不能讓民眾所信賴。自2000年

以來，大陸即持續進行醫改政策，有效分散

三甲醫院的人潮，並提升地方醫院的治療水

平，而醫管中的效率和品質都是台灣強項，

很有競爭利基。但進入大陸市場的方式絕不

僅僅是賺取醫管顧問費，而是應該要更進一

步和國際資本平台合作，以收購、整併、上

市為發展策略。

文／楊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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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共享經濟帶進健康事業

政府推動長照，年商機上看400億元，而

台灣目前11萬張長照床，占床率卻只有75%，

如果盲目擴張新床，長照就會進入紅海市

場。而盛弘將已經上線運作的智科長照網定

位為長照市場的Airbnb，就是透過共享經濟的

概念，整合平台資源，讓長照市場發揮最大

的綜效。以我在史丹佛擔任1年訪問學者的經

驗來看，矽谷新經濟最重要的關鍵即是“共

享＂和“免費＂。充電免費、wifi免費，連電

子病歷的使用也免費，在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逐步顛覆下，customer base被視為產業最重要

的利基，只要customer base夠大，就能衍生出

夠大的商機。而新經濟的精神就是互聯網、

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加上免費，要有共享經

濟的概念，才能在這一波矽谷新經濟中脫穎

而出。台灣有48萬失能人口，但11萬張長照床

的全國平均占床率是75%，這說明了有些有名

的機構是一床難求，甚至待床時間要10年、

20年，然而有些機構卻是門可羅雀，占床率

未達飽合。若是一味擴床，只會讓資源更浪

費。敏盛醫院有8個機構，800張長照床，如

果用傳統思維每年興建200張床或是收購300

張床，5年之後就變成2、3千張床，甚至有可

能成為台灣第一大長照機構，但這樣只是規

模的擴大，並不會提升價值。因此，智科長

照網搭建的平台就是用新經濟與移動互聯網

的概念來建構長照的服務，協助全台灣這11萬

張床的機構，把病床資訊與服務資訊放到平

台上面，讓有需求的人去做媒合，也就是把

Uber及Airbnb經營模式帶進長照產業，讓產業

再升級創造新商機。此外，共享經濟最大的

特色就是評價，智科長照網已經開台，網站

跟手機APP都開放了，客戶除了可根據需求找

到合適價位的照護服務外，也讓800張床的住

民可以每個月都進行評價，透過和客戶端的

良性互動，讓長照服務效益做到最大。

未來發展

盛弘繼完成敏盛醫療體系的建構擴張

及醫療價值鏈的整合後，也開始孕育小雞。

旗下子公司―敏成在接獲美國品牌大廠大單

後，將力拚第四季申請上櫃；而躍獅、瑪科

隆和盛雲的醫藥流通事業體則將在2年內拆分

上市，另外，創櫃版的智科長照領域，也正

一步步往此方向前進。

盛弘的策略是先架構完整健康醫療價值

鏈，透過醫療互聯網、大數據的資源整合，

讓盛弘／敏盛成為大型國際平台策略合作的

對象，並將觸角延伸至海外市場之外，旗下

子公司也能擁有自己的利基市場，甚至可獨

立與國際大廠合作。

目前盛弘投資的事業中，獲利十分穩

定的敏成，是以口罩濾材起家，為了因應敏

盛醫療體系的需要，逐步開發出氣球導管、

血管支架等醫療器材，近年開發的材料更應

用至鞋子、建築及汽車等非醫療範疇，而車

用隔音材更已打入德國車用製造大廠的供應

鏈，今年敏成還接獲美國品牌醫材大廠醫療

用口罩濾材大單，為營運添加新動能。

另外，近年整合方鼎、耀聖和展望後而

成立的盛雲，專攻診所電子病歷系統HIS聯結

藥品採購平台；今年5月以1.7億元併購瑞商裕

利醫藥集團（Zuelling Pharma）旗下87家躍獅



封面故事

2018年10月‧第35卷第10期 35

連鎖藥局，加計自營的17家盛康藥局，全台

連鎖藥局通路家數將達104家，可望搶攻每年

1,200億元的藥局產值商機。這兩個併購案將

為盛弘電子病歷結合藥品電商、藥局通路整

合的創新商業模式取得關鍵且有力的支持，

期許能建立新市場生態系統。

從敏盛的傳統醫療服務到盛弘積極佈局

醫療互聯網新模式，整合旗下雲端採購、精

準健診、長照APP以及連鎖藥局等多項事業

體，期望打造敏盛完整醫療價值鏈，創造更

大的價值，讓台灣的醫療真正能夠走上國際

舞台。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職敏盛

醫療體系執行長、盛弘醫藥公司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二名
壹、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2名
貳、應徵資格

1. 專長為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
2. 具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相關領域博士或醫學系學士學歷

參、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1份（可參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如以下※說明）或科技部
個人資料表）

2. 學經歷證件影本1份
3. 送審論文目錄表（如以下※說明）
4. 近五年內（2014年8月1日以後出版）與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相關之代表性著作至多四篇1份（含抽印本）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1份
6.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7. 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請簽名密封）
以上1-6項皆需提供電子檔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完成。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
　2. 論文目錄表Ⅲ-1送審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5年內論文目錄
　4.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肆、起聘日期

2019年8月1日
伍、申請截止日期

請於2018年11月30日下午5時前將參、「檢具資料」紙本各1份（含推薦函三封）及電子檔逕寄或送達。
陸、收件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2樓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
（所）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收。

柒、聯絡資訊

聯絡人：何淑德小姐 E-mail：shuteho@ntu.edu.tw
電　話：02-23123456分機88762 傳　真：02-23935254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36

文／商志雍

有
幸能擔任這一期醫訊的編輯，並讀到各位

校友溫馨的文章，真是在心中感受到一股

清新的暖流。在醫學新知方面，王宗揚醫師不但

精要地介紹了病態偷竊症的臨床症狀，更是從根

本的層面使我們反思疾病與犯罪之間的差異，也

讓人重新思考疾病的本質是甚麼。黃國恩校友在

建立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之績效獎金制度一文中，

非常詳細地描述了當初推動的歷程，讓人體會前

輩醫師對於建立完善制度所付出的心血。蔡宜蓉

校友努力推廣老年族群的每日生活復能概念，

使我們對於長照服務工作有了新的認識與了解。韓良誠校友在回憶成大醫院的點點滴滴時，也不斷

鼓勵和期許後輩醫師能有更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就。黃碩文校友描述了自己住院開刀的心路歷

程，也從病人的角度來同理患者的痛苦與不便。李彥輝校友在柏林半日徒步遊一文中，除了導覽柏

林幾個重要的景點之外，也讓我們認識首位留德華人外科教授董良知校友。葉弘宣校友在自然生態

保護區一文中，透過自然現象的描述帶出人文氣息的深遠意境。路加校友在介紹小兒心臟外科的專

業知識之外，也同時緬懷美國新生兒科前輩Dr. Louis Gluck。楊佳蓁與游皓婷兩位同學在公共衛生

暑期工作服務隊的經驗，使我們看見她們充滿熱情與活力的一面，以及大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積極

參與。封面故事由楊弘仁校友介紹了高度整合的健康照護系統，讓我們看見科技與醫療產業之間的

整合模式。希望這些校友們的心血結晶，也能為每位讀者帶來更多的溫暖與熱情，讓我們一同期待

更美好的明天。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母校精神科專任副教授）



臺大醫學院

『106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暨

『107年資深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時　間：2018年9月28日
地　點：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大醫院10 7年度

員工登山健行活動

時　間：2018年10月7日
地　點：劍南路→至善國中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107年醫療品質指標改善競賽頒獎典禮

時間：2018年10月5日 地點：西址第七講堂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