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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照護意識
─高齡者自立支援之照護

不
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當自己成為失

能者時，您希望獲得何種型態的照

護？是為了維護安全或延長生命而嚴格限制

行動的照護？還是期待繼續過自己想過的人

生？或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然而過去

許多長期照護機構礙於有限的人力與資源，

照顧的理念多半以提供基本照顧與維護安全

為優先，對改善機構住民的身體活動功能並

不積極。當住民有自拔管路、大小便失禁等

狀況發生，照顧者就以約束及包尿布等措施

因應，不但沒有評估住民的能力積極鼓勵住

民下床活動，更沒有將恢復住民的進食與排

泄功能列為護理目標。這樣的照護方式很可

能會造成機構住民產生廢用症候群（disuse 

syndrome）或是機構症候群（hospitalism），

不但使身體功能更退化，住民也會開始對周

圍事務不關心，凡事都採退縮或順應的態

度，對生活欠缺動機與熱情，嚴重影響其生

活品質。

為了解決高齡者日常功能退化的問題，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的竹內孝仁教授，在

40年前就開始推動養護機構「脫掉尿布運

動」，強調透過維持其水分、營養、排便及

運動的基本照護原則，改善失智症長者的認

知功能缺損。透過不包尿布、不臥床與不約

束，恢復高齡者獨立自主功能，改善其生活

品質，並減少照顧支出。經過竹內孝仁教授

的努力，「自立支援」（self-supporting）照

護概念獲得廣大的認同及迴響，日本更將自

立支援照護列在保險的給付項目中。現在日

本的自立支援照護模式不但在機構中運作良

好，也推展至居家長輩以提升其生活品質。

臺灣自立支援照護模式的引進，是由社

團法人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林金立理事

長，在2006年參訪日本東京，接觸到有關自

立支援概念時開始。林理事長對此理念非常

認同，不但實地到日本參加生活照顧的訓練

及實際操作，更將學習到的觀念與技術帶回

臺灣，於2013年在財團法人雲林縣同仁仁愛

之家與長泰老學堂日照中心開始運用。介入

結果發現接受自立支援的高齡者有40%在三個

月內有明顯的進步，機構的工作人員也能從

中獲得成就感與提升專業被肯定的感受。於

是林理事長開始大力推廣自立支援的照護運

動，2014年下半年在雲林縣實施自立支援工

作坊，2015年成立「自立支援學院」，開始

將模式推展到全臺灣。許多自立支援概念導

入之課程模組也在發展中，如︰「zizibaba深

文／林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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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體驗」讓學員包上用烏龍茶、味噌、麵粉

特製的排泄物尿布，被綁在輪椅上、臥床不

起，度過四小時的課程，親身體驗機構長輩

的感受，作為機構工作人員未來照顧長輩的

深刻提醒。此外還包括機構種子培訓、機構

實作與個別化督導訪視指導、團體輔導與技

能回覆示教等。至2017年底，臺灣已有近130

家長照機構導入自立支援照護模式。

自立支援的核心概念是讓失能的高齡者

站起來，重新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樂趣，主要

照顧目標就是提升其生活功能。照顧者與被

照顧者若能凝聚共識，雙方一起為現在與未

來努力，產生進步的意識，生活能力提升的

目標就可以達成。因此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是

「同體共存」的。在推動自立支援照顧時，

最重要的是讓長輩自己選擇想要的服務。對

於認知功能完好的高齡者，照顧者可以透過

良好的溝通瞭解長輩們是否有想要完成的事

或持續的責任，藉著完成這些事務與責任讓

長輩有充實的感受。針對認知功能缺損的失

智長輩，照顧者需透過仔細的觀察與陪伴，

不斷嘗試各種可能的途徑，找出有效的互動

方法，提供關鍵的照顧。透過均衡飲食、適

度運動休息與日常健康管理，鼓勵長輩積極

外出與人互動，創造生活意義與價值。執行

自立支援的重點是：（1）讓被照顧者做他還

能做的事；（2）與被照顧者或其他工作人員

一起討論他還能做到那些事；（3）協助被照

顧者達成目標，過他想過的生活；（4）從與

被照顧者的溝通交流之中，找到他的興趣、

想法、目標以提高他的生活品質。

或許會有許多人質疑，這樣的照護模式

需要付出多少人力成本？鼓勵長輩們活動或

吃自己喜歡的食物，跌倒了、嗆到了，醫療

糾紛如何解決？事實上，許多採用自立支援

照護模式的機構，照護人員的離職率不但下

降，還能吸引更多有相同理念的年輕大學畢

業生加入照顧的行列，改變照顧氛圍。研究

也顯示，約束並不是避免跌倒的唯一方法，

適當的運動提升肌力與平衡感會是更好的介

入措施。良好的健口操與適當的語言治療師

介入都可以增強長輩的吞嚥能力，插鼻胃管

不再是唯一的選項。許多小規模多機能的日

間照顧中心，在社區中可以為長輩與家屬

提供多元的照顧，照顧方式不一定有標準作

業程序，也不一定有圍牆分隔長輩與社區民

眾。照顧者沒有太多的否定與禁止，只要長

輩還行，種菜、為孩子唸繪本、幫忙準備餐

食、摺衣服、做木工……等，都可以擴充長

輩們的潛能。即使是失智長輩，只要透過良

好的引導，理解他們異常行為的可能原因，

避免挫折與不適感，通常可以減少長輩的躁

動。大多數的人不會忘記自己熟悉或喜歡做

的事，照顧者不需要給長輩與家屬太多衛

教，只要陪伴與鼓勵。大部分家屬都可以認

同這樣的照顧方式，因為他們可以看得出長

輩們有了更多的笑容與生命力！

自立支援照護模式的推展，需要改變照

顧者的文化。不是為高齡者做完每一件事，

而是要尊重高齡者的價值觀與想法，不去束

縛或限制，了解其行為背後的原因，經由改

變環境來改變高齡者的行為，讓高齡者產生

安全感，建立生活的信心。讓高齡者發揮尚

存的能力，盡力去生活。照顧者要以尊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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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態度細心觀察高齡者的需求，收集各種

評估資料加以分析，覺察問題發生的可能原

因，找出最適當的方法介入，以提升高齡者

的生活品質。成效指標不是只有「能力恢

復」，更重要的是讓高齡者可以「開始過自

己想要的生活」。如此才能提升高齡者的生

活品質與尊嚴。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9年畢業，現任母

校護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本國護理師證書

2. 具護理學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3. 能勝任護理教學，具臨床教學熱誠者優先

4. 擬應徵職級需符合臺大醫學院各職級教師聘任送審規定

（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s://www.mc.ntu.edu.tw/person/Fpage.action?muid=2041&fid=1368
 第13點「本院教師聘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暨送審論文績優研究評分辦法」）

5. 內外科及婦產科護理專長，具臨床研究護理師、專科護理師證照者尤佳

6. 教學場所包含臺灣大學本部及雲林分部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部定教師資格影本

3. 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

4. 五年內（即2014年8月1日以後）送審論文目錄表（表格下載如以下※說明）

 及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請自行標註主要代表著作

（上述1~4項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份，郵寄至本所，並請另附電子檔寄至：

 hyl@ntu.edu.tw）

5. 推薦函三封。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完成

https://www.mc.ntu.edu.tw/person/Fpage.action?muid=2056&fid=1383
1. 論文目錄表Ⅲ-1（須為SCI或SSCI）
2.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三、截止日期：107年12月14日（含）下午5點前截止收件

起聘時間：108年8月1日起聘

四、收件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胡文郁主任收（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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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周烒明教授

文／林靜竹

筆
者曾經寫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兩

位靈魂人物廖述宗教授及林宗光教授的

懷念文章登載於太平洋時報，並收藏於筆者

於2017年出版的第七本著作「愛心集」。頃

聞周烒明教授仙逝，他是我臺大醫學院的前

輩校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創會會長，

我對他的尊敬和接觸更多，決定寫這一篇懷

念文章來紀念他。

周烒明醫師和他的夫人吳秀惠醫師是前

後期同學，當我們在醫科三年級修習生物化

學課程時，吳秀惠擔任助教。她那希臘古典

美臉型和談話的溫文親切，我們同學都印象

深刻。後來認識周烒明，他是一位多才多藝

的美男子，真是一對天賜的絕配。他們更是

一對用心用力為台灣人的前途打拼，一生貢

獻台美人的模範夫妻。甚受台美人佩服和尊

敬。

由傳聞知悉周烒明在威斯康辛大學修

習博士學位時，1963年在校園成立Formosa 

Club，招呼威大的留學生。1965年在威大召

開台獨結盟大會，擔任台獨聯盟的中央委員

長。1968年周烒明前往西維吉尼亞大學任

教，1978年在全世界學術界被公認為傑出的

腦神經專家之一。在該校建校一百周年紀念

時被選為該校一百年傑出科學家之一，他曾

寄一份很深奧的「Slow Virus」研究論文給

我。

真正認識周烒明吳秀惠夫婦，是在1981

年周烒明轉職Cleveland Clinic以後，那時我

的岳父許乃邦律師，岳母洪金雀醫師長住在

Cleveland妻弟許世模家，我們常由Chicago開

車前往探訪時相見面。

1982年吳秀惠被推選為克里夫蘭同鄉

會會長，並於1983年被選為中西部年會的

總召集人，他們和大量的台美人接觸而活躍

起來。就在這段時間之後，呂秀蓮、張富美

等籌組北美婦女會。吳秀惠曾擔任第二任會

長。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於1980年成立，

周烒明見到教授協會的運作十分成功，產生

籌組醫師會的構想，盼望能凝聚台灣人醫師

的力量，從事對台灣有助益的事項。此構想

首先得到克城多位台灣人醫師的大力支持，

周烒明遂到中西部各大都市及加州鼓吹，由

芝加哥的林靜竹、聖路易的廖坤塗、洛杉磯

的陳惠亭等熱烈的響應。遂於1984年在克城

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周

烒明被選為創會首任會長。此後NATMA繼

續發展，一共成立14個分會。NATMA總會

長一任兩年，第二任會長為紐約的楊次雄醫

師，第三任會長為聖路易的廖坤塗醫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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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為南加州的陳惠亭醫師。第五任會長會

眾希望由芝加哥擔任，提名委員會屬意我出

來，但我剛於1989年至1990年擔任教授協會

（NATPA）總會長，深怕此任務會影響我在

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著作，便極力婉辭，並

推薦熱心的鄭天助醫師出任第五屆會長，我

仍擔任1991年至1993年的總會理事。NATMA

每年年會都有醫學再教育的醫學專業演講

會，我曾擔任1989及1994年會節目安排的負

責人。此後我便熱心參加NATPA, NATMA兩

會的年會。記得1990年代有一次醫師協會和

婦女會在費城合辦年會，周烒明吳秀惠夫婦

因他們對兩會的貢獻受到特別表揚。

記得有一次，岳父母短暫住在我們家，

周烒明專程陪同李鎮源教授到我芝加哥的住

所探訪岳父母。當我們去克里夫蘭時，周烒

明和我同為NATPA及NATMA創會會員，都關

心這兩個團體的運作和擴展，相互討論。

1988年周烒明和我同時為教授協會的理

事。陳文彥教授為第八屆副會長，就成為第

九屆會長。理事們想由理事中產生副會長，

我推薦周烒明教授，他卻客氣地說：「我已

經當過醫師協會會長，不想之後成為教授協

會會長」，而選我為第九屆NATPA副會長。

隨後我就有1990年NATPA年會在台灣召開

的計劃，趁年會的機會發問卷給會眾，得到

多數的同意。1989年10月就任NATPA會長

前後，利用參加醫學學術會議的機會到波士

頓、紐約、華府、休士頓、舊金山、洛杉磯

等分會，鼓勵會員返台參加年會。這期間台

灣正值多事之秋，1989年年底台灣有三合一

選舉，NATPA要組織觀選團。1990年春天，

有野百合學生靜坐要求廢止萬年國會及總統

民選。隨後有李登輝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還

有許多雜事，教授會都要關心與發表宣言。

除了廖述宗，陳文彥、周烒明是我主要請教

的對象。那時尚無電腦E-MAIL可供傳訊，事

事都要以電話或書信連絡，我在芝加哥大學

的研究工作荒廢了一年。

1990年的年會，教授會邀請30多位台美

人當講員，發現其中有18名被列為黑名單，

經過廖述宗、朱耀源和華府辦事處林尊賢副

處長的奔走協助，第一次減為13名，後來

更減少到兩名，即李應元和吳明基兩位台獨

聯盟的中央委員。周烒明於1988年曾隨醫師

協會團員返台參加台灣醫學會84週年大會時

簽證受阻，後由李登輝副總統出面，才獲通

過。此次周烒明、吳秀惠返台無阻，非常高

興。

1990年7月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

在台北馬偕醫院十一樓的大禮堂及四間寬大

的教室召開，大約一百位會員（連同家屬150

人）返台參加年會。共分15組，包括政治、

外交、經濟、農業、環保、醫學、藥學、教

育等等，和台灣的學者教授相互研討。周烒

明擔任生物醫學組召集人，有多位臺大醫學

院的資深教授參加。因行政院郝伯村院長的

阻撓，原定出席的台灣政要貴賓吳伯雄、黃

大洲、蕭萬長、余玉賢、郭南宏都臨時取

消。只有環保署長簡又新、衛生署長張博雅

出席參加研討會。原來預訂教授會十位代表

要晉見李登輝總統提出建言的事項也被取

消，這些挫折多少和李應元當時潛入台灣被

當局追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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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因臺大醫學院院長陳維昭出任臺

大校長，醫學院院長出缺。首次開放給海外

校友學者參選。我因時常返台講學，對於國

內教育環境，醫學研究的程度和展望有所了

解，對於從事醫學教育改革有信心，也有前

瞻性的理念，乃毅然接受友人推薦，志願為

臺大醫學院院長候選人之一。那時共有被推

薦人十二位，除了六位臺大醫學院教授，海

外有周烒明、何康潔、林靜竹、郭耿南、王

國照（高醫校友）、蔡芳洋（北醫校友）。

在國內六人，國外六人中，我曾作自我評

估，以臺大醫學院過去保守的作風，國內候

選人勝選的機率近乎100%，海外候選人最多

能成為遴選委員初選出線的陪選人。在六位

海外候選人中，學術成就最高的應屬周烒明

教授，但是他的不利情況是年齡過高，且因

黑名單的阻礙，居留國外甚久，對於國內醫

學界的環境最不熟悉。何康潔教授學病理，

且當時正擔任臺大醫學院客座教授，近水樓

台先得月，勝選的機率相當高。郭耿南教授

則因公關做得很好，以其行政能力勝出的機

會比別人大。我本人則各方面較為平衡，推

薦人朱真一教授曾猜測我可能在初選入圍。

在遴選委員會初選的結果，有五位候選

人出線，其中國內四位，海外只有我存活。

於是我返台作演講，參加座談會，拜訪等活

動，竭盡心力跑完全程。但是最後的決定是

由全院副教授及教授投票，選定兩位送請臺

大校長決定一位。這個方法已完全否定了海

外候選人，我只能敬陪末座了。

2002年我由任教25年的芝加哥大學醫

學院退休，搬移到接近子女的北加州東灣

康科德市定居。聽說周烒明教授夫婦由克里

夫蘭搬到位於奧勒岡州波特蘭市一座風景美

麗的豪宅。後來又搬到北加州舊金山接近他

在舊金山醫學中心心臟科醫師的兒子。之後

周烒明和我因同在灣區又常見面了。大部份

是在同鄉會集會的場所（教授會、醫師會、

美西同鄉會年會、協志會年會、婦女會等

等）。那時他已患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除了行動有些遲緩，手持柺杖之

外，他仍是談吐優雅、思想敏銳、外觀瀟灑

的一位紳士。也是台灣同鄉愛戴尊敬的領袖

人物。接下來20年，他以無比的毅力和病魔

纏鬥，並且照常拉小提琴、大提琴以自娛。

這種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絕不退縮的精神，就

如同他和國民黨兩蔣政權五十年的纏鬥完全

相似。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在2016年10月

在Las Vegas參加NATMA年會，他給NATMA

會眾一個動人的演說，NATMA總會頒給他終

身傑出成就獎獎牌。我也出席該年會擔任一

名講員，才有和他懇談的機會。會後周烒明

坐著輪椅在旅館出口處和許多NATMA的朋友

作者夫婦（後排）和周烒明、吳秀惠合影於

2010年北加州聯合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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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道別。我看他身體衰弱的情形，心中暗

自祈禱上帝祝福他，給他更多的時日。周烒

明教授終於2018年9月7日告別了這個世界，

奔向天家，享壽88歲。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博學多智，充滿

藝文才氣的教授學者，擇善固執、堅忍不拔

的勇敢鬥士，關懷後輩諄諄教誨的領袖。在

台美人各社團貢獻良多的模範先賢，值得大

家尊敬，永久懷念。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大學榮譽教授，現住北加州東灣康科德市）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誠徵

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數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證照
2. 具有教育部認定國內外大學物理治療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具臨床物理治療博士學
位（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

3. 近5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於5年內至少有2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SCI、SSCI
或EI期刊。

二、工作內容： 負責學系暨研究所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具肌肉骨骼系統物
理治療、呼吸循環物理治療、長期照護、社區醫療、醫學工程相關專長者優

先。預計起聘日為2019年8月1日。

三、檢具資料：1.個人資料（含學、經歷）
　　　　　　　2. 最高學歷及相關證照證書影本
　　　　　　　3. 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
　　　　　　　6. 相關學門副教授級以上推薦函兩封
　　　　　　　 申請表格請自網址下載（表11、13~17）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

html/form.html
　　　　　　　第1-5項請以電子檔案方式寄達（曹昭懿主任，jytsauo@ntu.edu.tw），
　　　　　　　第6項請推薦人以紙本方式於申請期限內掛號郵寄送達收件地址。

四、截止日期：2019年1月21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五、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 臺大物理治療學系（所）曹昭懿主任

六、聯 絡 人：高雅雯　　　　　　　　e-mail：ywkao@ntu.edu.tw
　　聯絡電話：(02)3366-81566　　　 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校友小品

2018年11月‧第35卷第11期 9

隨遇而安　簡錦標的故事

在
80年代初期，我搬來洛杉磯不久，認

識同是臺大醫學院畢業的前輩簡錦標

醫師。簡醫師是UCLA的精神科教授。非常熱

心。稍後，我們創立南加州臺大醫學院校友

會。簡醫師為創會會長，我做副會長。後來

他回臺做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我也接下校

友會棒子一段時間。

簡醫師建中畢業，以優異成績考上臺

大醫科。1959年醫科畢業後，簡進入精神科

受住院醫師訓練五年。後受林宗義主任介紹

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做研究員，學習精神藥理

學。當時新藥Chlorpromazine（Thorazine）上

市不久，治療精神分裂症（2014年更名為思

覺失調症）有療效。掀起精神疾病藥物治療

的風氣。以前都用胰島素休克或電擊療法來

治療精神病。漸漸地改以藥物來治療。從此

精神病人也不必再五花大綁於床，受非人的

待遇。

由於林宗義教授當時也是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心理衛生聯盟顧問，認識當時哈

佛大學精神科主任，也是美國精神醫學會會

長的Jack Ewalt 教授，得以推薦簡醫師到哈佛

醫學院進行研究。

簡醫師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第一代精神

藥物，如（Haloperidol或Thioridazine）及其副

作用的研究，證明治療不必一定要產生副作

用才會產生療效。事實上，一旦產生錐體外

症候群（Extrapyramidal syndrome），反而需

要停藥或減少劑量。那篇論文由Jack Ewalt教

授在國際精神藥理學會議發表，並登於全球

知名的美國精神醫學雜誌。

簡醫師的第二篇論文是大膽的減少精神

藥物給予病人的次數，從3次減到2次。結果

並沒有減少對病人的治療效果。這個發現減

輕了精神病院護理人員許多負擔，當時確屬

創舉。

簡醫師的第三篇論文是關於 G o o d  

Grooming（梳好頭），即協助精神病患者梳

好頭走出去，進入社區，當時也屬創舉。有

些家屬甚至告到麻省衛生局。幸好當時局長

Milton Greenblatt是林宗義教授在哈佛大學的

指導老師。他也了解精神病患不能永遠關在

如狗屋（dog house）的精神病院。如此，簡

醫師才能推廣他精神病患中途之家（midway 

home）的想法。

剛開始，要找到願意接納這些精神病患

者，也不容易。因為大家都以為這些病患會

傷害別人。最後，終於有一位黑人主婦，她

以前曾在州立療養院做事，是一位助理護理

師。她了解精神病患並不都是危險的。所以

願意接納他們。

從此以後，愈來愈多的黑人家庭就成了

中途之家。他們也因此得到社會局的補助。

幫助家用開銷。

文／張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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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之家也開啟了團體治療的方式，

及精神病患回到社區之門。當然，療養院必

須定期派員到中途之家，查看病患有沒有吃

藥，房東是否好好照顧他們。

由於針劑精神藥物（injectable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的使用，使得照顧精神病患更為

方便。中途之家得以推廣。而廣大社會也更

為了解，精神病患是可以治療的，是不可怕

的。他們最終是可以回到社區共同生活的。

在A Way Out的片子，就是紀錄精神病患

在社區中的生活情形。後來在世界62個國家

放映。還得到最優醫學紀錄獎，佳評無數，

簡醫師更是從此名聞遐邇。

簡醫師再接再厲，在一項叫做啤酒試驗

中，發現環境對精神病患有顯著的影響。將

病人放在有他們的文化背景的環境，即使沒

有吃藥，對病情也會有幫助，這就是所謂環

境治療（milieu therapy），對老年人的療效

更好。簡醫師將此發現，在舊金山精神醫學

年會發表，受到包含Time、Newsweek及San 

Francisco Chronicle記者的注意及報導。簡醫

師集合精神病患文化背景，藥理及心理互動

的治療觀念，是一種創舉。他因此在39歲之

年就被升為Albany醫科大學教授。

簡教授在美國的成就，傳到台灣及大

陸。1986年，他受邀為南京大學的客座教

授。同時也受到臺灣國建會邀請回台講學。

1988年，他又受聘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的藥物審查委員。1991年，簡醫師

受臺北巿政府聘請為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

此後他全家也遷回台灣。

簡醫師秉著他獨立創新的思維，以企業

化的方式來經營療養院，使其轉虧為盈。他

又成立日間醫院。使精神病患者白天能走出

療養院，到一個咖啡廳似的場所，和家屬相

聚。病患也可同時經營這種咖啡廳。並和別

的病患交流，同病相憐，收到團體治療的效

果。簡醫師也著手改變病房佈置，讓它有家

的感覺。

在簡醫師接手療養院第三年，他將市立

煙毒勒戒所併入療養院，成立成癮防治科。

同時也建立急性解毒病房。簡醫師並推動煙

毒患者除罪化，以使他們受到更人性化的待

遇。

此時，簡醫師也同時在臺灣大學、成

功大學、國防醫學院、臺北醫學院等七所大

學精神科擔任兼任教授，不忘教育及提攜後

進。

很可惜他後來因為脊椎二度出血，使他

行動不便，必須以輪椅代步，使他在精神醫

學的領域繼續為社區貢獻的腳步慢了下來。

簡醫師著有116篇的論文登於美日英中知

名雜誌，可知他在精神醫學領域的成就。他

回臺擔任台北市療養院長後，對台灣精神醫

學界也有很大的貢獻。因此台灣財團法人董

氏基金會由楊育浩及張郁梵採訪簡醫師，整

理成書，並名為「隨遇而安：精神科教師簡

錦標的人生故事」。正表現出簡醫師無論在

美國或台灣，他都能隨地隨時適應，安之如

飴，且有很不平凡的表現及成就，應為所有

醫師的典範。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曾任南加亞

凱迪亞市市長及市議員，現於洛杉磯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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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頌”三首

文／李彥輝

1. 臺灣之最

最高的山是玉山 登頂遙望臺灣海峽 于右老的雕像曾矗立在山上

最長的河是濁水溪 高山出平原 帶來砂石 水源不足 使人惆悵

最美的山是阿里山 雲海日出神木 大好風光

最神奇的是太魯閣 懸崖危石深淵 使人心慌

最危險的是蘇花公路 清水斷崖 奪人命 近太平洋

最高建築的是臺北101 人來人往 好不熱鬧 登樓極目遠眺 四周風光 盡在眼底 天晴時可見桃園機

場

最大的平原是嘉南平原 綠油油的稻田 寶島米藏

最大的湖是日月潭 湖心光華島 玄奘廟 夜裡漁船點點 閃閃發光

最美的地方是臺灣人的心像

最好的心態是臺灣人的和平渴望

臺灣之最 說也說不完 數也數不詳

百聞不如一見 歡迎來寶島臺灣觀光

2. 臺灣真是寶島啊

拉拉山水蜜桃 斗六文旦 麻豆柚子 大湖草莓 莿桐枝楊桃 番路柿子 南投青梅 臺東大目釋迦 梨山

高山梨 屏東蓮霧 水果味美啊

阿里山高山茶 北埔擂茶 林內平頂茶 鹿谷凍頂 名聞世界啊

池上／關山米 甲仙芋頂 北港花生 南投茭白筍 北港大麻 西螺油水米 各領風頭啊

臺東柴魚 茄萣烏魚子 南投奇拉魚 阿里山鯛魚 口湖馬蹄蛤 澳底／布袋／旗津海鮮 臺灣漁產豐啊

寶島農漁特產真是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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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湖口米粉 大溪碗粿 三義粄條 阿里山竹筒飯 奮起湖鐵路便當 各有口碑啊

金門高粱酒 西螺醬油 岡山豆瓣醬 馬祖米醋 大溪豆乾 很受人喜愛啊

彰化肉圓 新竹貢丸 臺南肉粽 萬巒豬腳 金河冬粉丸 員山魚丸 清水筒仔米糕 府城小南米糕 令人

唾唌不已啊

蘇澳羊羹 新港飴 臺中太陽餅 金門貢糖 基隆綠豆餅 彰化酥糖 宜蘭金棗蜜餞 臺北／臺中鳳梨

酥 都令海內外旅客讚不絕口啊

旗山枝仔冰 臺中珍珠奶茶 霧峰芋仔冰 夏天透心涼啊

高雄／基隆蜂蜜 南北爭雄啊 寶島食品真是味色香俱全呀

苑裡藺草 大甲蓆帽 美濃油紙傘 朴子槺榔掃帚 很是美觀耐用啊

花蓮玫瑰石／閃石 澎湖珊瑚／文石 很好的收藏品啊

寶島遍地有不少顏值高的伴手禮呀

百聞不如一見 臺灣真是寶島吧

3. 玉山頌

您 氣勢磅礡 高大雄偉 臺灣百岳之首 不愧是臺灣人的聖山啊

您 領導群峰 挺立在臺灣中央 面向大海 阻斷東來颱風肆虐臺灣 真是臺灣人的守護神啊

多少生命在您的懷抱中 孕育生長 繁衍枝葉 您是大地之母啊

多少子民 絡繹於途 不怕艱險 爬山越嶺 登頂去膜拜 您真是台灣人信仰之神啊

多少機構商號公司 以您玉山為名 以您為榮 以您為傲 您真是臺灣人精神依託啊

多少文人墨客藝術音樂人士 為您吟詩寫歌作畫 您是臺灣人的偶像啊

盼您的聖靈 寬大胸懷 包容心 廣闊視野 能撼動天地 保佑臺灣更繁榮發展吧

獨立自主 立足世界 您是臺灣人的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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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景福基金會南部地區校友聯誼會 活動公告

舉辦日期：108年1月5日（星期六）PM 14:00
舉辦地點：奇美醫院 第五醫療大樓 國際會議廳

詳情請洽 景福基金會 王亮月02-23123456#67282
　　　　 奇美醫院　 施貞伶06-2812811#52108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校友小品

2018年11月‧第35卷第11期 13

T H E  S I N G E R  N O T  T H E  S O N G

文／南鄉泰

這
次參加穿渡巴拿馬運河遊輪之旅（圖

1），抱著“E X P E C T N O T H I N G , 

APPRECIATE EVERYTHING＂的心情，無意

間碰到船上戲院上演年輕時看過的舊片Song 

without End (1960)，能夠重溫舊夢，心中興

奮不已。這部由Dirk Borgarde演出的西廂情斷

（中譯名）描寫鋼琴家李斯特（Franz Liszt）

的愛情故事。他那充滿感情以及絕無僅有的

鋼琴技藝，把匈牙利狂想曲發揮到淋漓盡

致，盪氣迴腸。也讓我回想到當年深夜傾聽

Jascha Heifetz演奏小提琴名曲Zigeunerweisen/

Sarasate（薩拉沙第／流浪者之歌），百聽不

厭，餘音繞樑的味道。大師功力，畢竟非同

凡響。

年輕時，我常常逃課，自己一個人跑去

看電影。有時候，為了趕時間關係，還必須

買黃牛票。當年我個人比較偏好欣賞的三位

演員分別是Doctor Zhivago中的Omar Sharif，

From Here to Eternity中的Montgomery Clift，

以及本片的男主角Dirk Borgarde。他們三人都

具有一雙憂鬱而又似無辜的眼神以及獨特靦

腆的表情，一些鏡頭讓我印象深刻，雖經過

半世紀，仍然不能忘懷。Borgarde除了演戲之

外，還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他另有一部

影片，作品本身並不怎麼樣，但是片名“THE 

SINGER NOT THE SONG＂。卻深深嵌入我的

腦裡，多年來，困惑之際，經常浮現提醒，

見怪不怪，人性使然。

有人好奇問過我，為什麼當初留美會

先去K州？除了好友伯祥引介之外，Stephen 

Foster的名字深深吸引了我。不知為什麼，我

從小就喜歡Foster的民謠歌曲，其中My Old 

Kentucky Home以及Old Black Joe是我當年就

會哼唱的兩首英文歌曲，歌詞的意境，更是

令我感同深刻而共鳴嚮往；希望有一天能夠

身歷其境。

1977年底，終於來到Lexinton肯大醫學中

心。第二年就帶著全家開車到Bardstown的The 

Stephen Foster Story州立公園。當地鄉村景色

幽美，綠草遍地如茵，古老風味猶存而民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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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實，情境宛如Foster在他歌謠描述一般，看

著他栩栩如生的銅像（圖2），使人彷如墜

入百多年之前而回味無窮。當聽到合唱團唱

到… weep no more my lady, oh, weep no more 

today! 時，內心多少激動，百年前，Foster

曾在這兒待過！而寫下這首自1928年成為州

歌的曲子，至今仍然呼喚著我，…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ar away!

Foster，這位有些人稱之為美國音樂之

父，不只是作曲家也是詩人，在短暫三十八

年生涯中，創作了超過二佰多首民謠歌曲，

其中不少之作品，簡樸純美，出自肺腑，傷

感抒情令人感動懷念，歷久不衰，流傳至

今，百聽不厭。

譬如最近我很喜歡聽的“ I  Dream of 

Jeanie with light brown hair＂（圖3）。發表於

1854，同一旋律，有三段不同情緒表述的歌

詞：

第一段：

I dream of 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Borne, like a vapor on the summer air

I see her tripping where the bright streams play,

Happy as the daisies that dance on her way,

Many were the wild notes her merry voice 

would pour,

Many were the blithe birds that warbled them 

over, oh…

I dream of 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Floating, like a vapor, on the soft summer air
描繪一位浪漫、天真、活潑可愛，含苞待放

的少女…

第二段：

I long for Jeanie with the day dawn smile,

Radiant is gladness, warm with winning guile;

I hear her melodies, like joys gone by,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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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ing ‘round my heart o’er the fond hopes 

that die;

Sighing like the night wind and sobbing like 

rain,

Wailing for the lost one that comes not again; 

oh…

I long for Jeanie and my heart bows low,

Never more to find her where the bright waters 

flow
道出懷念過去美好的時光，已漸漸模糊而消

失眼前，令人難過心酸…

第三段：

I sigh for Jeanie, but her light form strayed

far from the fond hearts ‘round her native 

glade;

Her smiles have vanished and her sweet songs 

flown,

Flitting like the dreams that have cheered us 

and gone,

Now the nodding wild flowers may wither on 

the shore

While her gentle fingers will cull them no 

more; oh..

I sigh for 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

floating, like a vapor, on the soft summer air
感嘆歲月如流，哀傷生命的枯萎，像似過眼

雲煙一去不回，不堪回首…

這三段短短歌詞，淡淡地道盡人生的

美好、轉瞬、傷愁與無奈！可說是出自作者

Foster內心深處，反應出其孤獨敏感而又善良

的靈魂，處處充滿著感傷，思情回憶，盼望

懷念的真情流露。歌唱者必須能深刻感受體

會這些情感上的變化意境，完整認知吸收，

才能充分唱出其中真如，感動人心，引發震

撼共鳴。也就是說同一首歌曲，不同的歌

手，因為各自不同的感受與歌唱技巧，將會

決定歌曲的呈現及效果。今日，從YouTube

上，很容易比較而選擇自己喜歡的歌唱家，

同是一首歌曲，不同的歌手，有的讓你心動

共嗚，有的淡而無味，有時候真的差別很

大。

民謠與歌劇不同，它們的演唱方式也

不一樣。它像鄉村音樂，主要出自感受與抒

懷，表達是比較自由的。因此歌劇演唱家來

唱民謠，除了音色優美，咬字清晰之外，結

果並不見得一定就比較好聽夠味，特別是需

要表達發自內心的抒情歌曲，更是有相當不

同的感覺。就如每次聽John McDermott唱The 

Band Played Waltzing Mathilda（註1），Mario 

Lanza唱Danny Boy，都會讓我感動不已。

同樣一首美國國歌（經常在重大球賽前

演唱），往往因歌唱者不同，詮釋表現有異

而有不同的味道及結果。事實上，一首歌曲

是否能廣受喜愛流傳，歷久不衰，歌手或歌

唱家的角色，往往會是決定其命運的重要的

因素。就如同是一部聖經，會因不同牧師的

解讀講道，其宣導或執行教義的效應，會有

很大的差異。

夜已深沉，我滿懷回憶獨自登上頂樓

第十五層甲板，漫步走到船頭，高高在上，

四周無人，海面一片漆黑。遠處幾道閃電，

斷續出現眼際，一閃即失，有如煙火；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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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萊爾所言，生命只不過是兩面永恆漆黑之

間的一道閃光而已！心中感觸而若有所失。

明天即將抵達巴拿馬運河，巨輪開始轉向東

南，突然之間，一輪明月穿雲而出，照亮眼

前，這才發覺波浪洶湧，而有｀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時´的驚喜。這時候，夏日最

後的暖風迎面吹來，腦中不覺哼起�floating 

like a vapor on the soft summer air... 正當自我

陶醉之際，剎那想起，新約上說｀Life, is but 

a VAPOR´，一時感到，茫茫宇宙，生也有

涯！今夕何夕，我何以孤自於此？不免迷惑

自思 Am I me? Or Am I not me? 天地悠悠，能

有此時此刻，雖然一事無成，未能活好或唱

好此生，缺憾只有還諸天地，夫復何求！不

是說人生中沒有一件事是“只不過如此＂，

它總是不只如此。塞尼卡說：只要一息尚

存，就繼續學習如何活下去罷。其實，不管

滿意或不滿意，所有一切都將不久結束；不

禁自問，Did I do it my way?... I wonder�I don’t 

know... 是自我選擇？還是命中註定？我心

中感觸就像J.M.Barrie所說：I am no longer 

young enough to know everything. 畢竟生命是

上天�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禮物，無論你喜歡與

否，就像牌局中所分到的牌一樣，是好，是

壞，怎麼玩下去，如何發揮，結局如何，只

能全靠自己了。我也明白Same wine, Different 

taste 的道理；有些事情，人各有志，而且命

運不一，一路走來，是旅程，也是宿命。喜

歡與否，都會抵達終點，因此也不必太堅

持了。愛因斯坦晚年曾說過：‘I never worry 

about future, it comes soon enough.´說的也

是。

W. Osler曾經指出人類沒有兩個完全一

樣的面孔，因此體外雖然相似，裏面也未必

完全一樣，他強調醫病之時，病人個人獨特

（individuality）的本質必須慎重考慮在內，

顯然各人體內器官狀況及反應程度有異。其

實醫師的個人本質因素，可能更為重要。同

樣是學醫的（註2），或者說同樣是臺大醫

學院畢業生，接受同樣的醫學倫理教育，其

最後蓋棺論定的結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是

仁醫、良醫、名醫、匠醫、庸醫、惡醫等等

有別，因人而異，不足為奇。顯然的，IT IS 

THE SINGER, NOT THE SONG.

註釋

註1：https://youtube/VktJNNKm3B0

註2：敬悼高醫畢業離島醫師侯武忠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UCLA退休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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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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文／路加

回
到病房，拿起超音波探頭做了完整的檢

查。結果左心房、主動脈的對比值只有

1.25-1.30，在正常值上限，或只是代表動脈導

管（ductus arteriosus）稍微張開而己，與其他

臨床症狀不吻合。

按照醫療研究方案（protocol），若有證

明「導管」仍然大大地開放的證據，病兒將

接受當時的實驗性藥物作靜脈注射治療。Dr. 

Gluck堅信這位嬰兒的「導管」仍是大大地開

放著，我也同意，但是我的超音波數據並不

支持那個診斷推測，實事求是的Dr. Gluck要求

我作解釋。

於是我向他及大家進一步說明，在某些

非常不成熟、週期短如30-33週的早產兒，

呼吸困難時，因為胸骨（sternum）非常柔

軟，往下擠壓到正下方左心房的位置，左心

房雖然增大，但只是向左右兩邊擴大，因此

前後掃瞄的超音波就不會顯示增大。心臟

科超音波醫師稱之為「煎餅效應（Pancake 

Effect）」。

經過討論後，我提議用「迷你型」的血

管造影術來解決這個疑問。利用照射一張胸

腔X-ray的瞬間，注射少許影像對比劑到主

動脈。不出所料，X光片果然呈現出一條相

當大，幾乎與主動脈一般大，有點像漏斗的

「導管」。證明了病兒確實有一條大大開放

的「導管」（是〝Mighty Duck〞！）。當晚

稍後病嬰接受了新藥indomethacin的注射治

療。

Indomethacin是一種抑制prostaglandins

合成的藥品，而prostaglandins是強烈的血管

活性劑，是身體接受刺激後所製造出的生理

物質，可促使人體血管（包括「導管」）擴

張、增加血流。而施打indomethacin等藥劑可

減少prostaglandin，使「導管」收縮降低血

流。而出生前胎兒就會受到這種藥物影響，

筆者在芝加哥大學小兒心臟科恩師Dr. Rene A. 

Arcilla（1925-今仍健在），早在1969年於J. of 

Pediatrics發表，因為孕婦使用aspirin因而導致

「導管」提早（premature）關閉，引發胎兒

產生心臟衰竭的第一個案例報告。

對胎兒血液循環而言，為何這條「導

管」如此重要？因為它是胎兒血液循環的

主要動脈之一。胎兒血液循環與大人不同，

出生前胎兒肺部充滿著羊水，沒有呼吸的功

能，所有氧氣吸取及二氧化碳排放都經胎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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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母體供給完成。血液就毋需經由肺臟，直

接由肺動脈通過一條短短的「動脈導管」，

繞過肺部直入胸腔主動脈供應胸腔、腹部器

官全部及下肢的血液循環。沒有這條「導

管」或過早收縮會導致心衰竭甚至死亡。

以藥物關閉「導管」的經驗，不僅

造福了那些必須及時關閉「導管」的早產

兒，也再度讓心臟科醫師明白，在出生後的

最初幾天，可以用藥物來操弄「導管」的

「開」或「關」。有些「導管依賴（Ductus-

Dependent）」的嚴重紫紺性心臟病或主動

脈狹窄等疾病，必須讓「導管」在出生後持

續開放一小段時間。過去患有這些先天性心

臟病的嬰兒必須仰賴緊急心臟手術來維持生

命。有了與indomethacin相反功能的藥物如

Prostaglandin E1等，就能暫時維持病兒的生

命，避免風險高的緊急心臟手術，直到病兒

稍成長後再來施行矯正手術，以增加手術成

功率。

終於跨出了重症病房門口，裡面仍然

燈火通明，雖是稍稍安靜下來，醫護人員還

是忙進忙出，值班的住院醫師及Fellow忙著

完成病歷，準備休息一下、等待下一個病人

的來臨。主任稍早與十號病床父母通過電話

後，離開病房回家休息去了。因為前任主任

Dr. Friedman應聘為UCLA小兒科主任，差不

多一半多的心臟科教職員及一半的Fellows跟

著離開聖地牙哥。新來的我雖然只到任二個

多月，也得身兼數職。不僅得處理一般的心

臟科病人、醫務（門診、心電圖判讀、超音

波掃描報告、預約或緊急的心導手術等）及

教學，還得花費相當多精力與重症病房的新

生兒科醫師共同執行PDA的全國性Protocol。

雖然忙碌倒也不亦樂乎，並且逼我盡快地能

夠獨立自主、獨當一面。此時已過午夜，驅

車朝向被濃濃霧氣籠罩著的五號高速公路開

去，返家休息準備新的一天。

隔天回到辦公室，開完簡短的例行朝

會。醫師們報告、討論過去24小時的特別

個案，讓所有心臟科同仁都知道彼此病人的

狀況。隨後回到病房迴診心臟病開刀後的病

人。然後來到了重症病房，參加他們每日例

行的早晨迴診。前一晚我作的心臟諮商個案

就是當天討論重點。其中一位新生兒科副教

授，正在評論昨晚病人治療的過程。主任突

然笑著打斷他說：「我的私人心臟科醫師來

了！就讓他教教我們吧！」。

當時有點驚訝，以為是一時的玩笑，沒

想到竟是他以後對內，或是公開場合把我介

紹給別人的稱呼。一年後主任心臟病發作，

悄悄地做了緊急「心臟繞道手術」，系內無

人知曉。他的秘書也是他的妻子Gloria，對

外說明是因主任出國演講，大家不疑有他、

信以為真，直到他回院工作大家才知道。見

到他時，我對他說：「怎沒跟我說，你心臟

病發作？」他幽默地回應：「你大概會給我

indomethacin或aspirin，哈哈……」。他跟你

熟了很快就了解他是多麼的平易近人。他嗜

好藝術，收集了許多大幅油畫，掛滿了整個

位於La Jolla山坡上的家的牆壁上，他也常常

上音樂廳欣賞歌劇。

說到病房迴診，他很隨意不拘形式，

常常先談談前晚的歌劇，開開聖地牙哥動物

園的玩笑也是家常便飯（他是動物園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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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及〝顧問〞，也曾帶領NICU醫護

團隊親自照料早產或新生但缺乏母親照顧的

動物），為的是讓大家，尤其是來自各地的

Fellows可以放鬆心情，不拘形式的暢談、學

習。但是若有錯誤也會擺起臉孔，正經八百

地指出糾正。當天早上他指名要我做評論，

又要大家到一間寬廣的教室坐下來討論。雖

在之前他們曾要我作簡短的病情評論，我也

是真的只是作很簡短的回應，這一次好像不

同，因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讓我有點擔心。

原來前晚值班的Fellow對我的諮商及說明

印象深刻，而且還坦白地說，他從未如此深

刻的瞭解，嬰兒如何由胎兒血液循環到出生

後大人血液循環的生理轉變。包括他以及一

些主治醫師，本來都以為第一例的女病嬰，

一定是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才讓他們的處置未

能改善血氧值。沒料到一位剛來不久的年輕

心臟科醫師，竟然能這麼清楚的了解呼吸系

統的毛病，比起過去心臟科醫師同仁，雖然

心臟方面的諮商做得很好，但從未，或許可

能不知如何作心臟科以外的教學。畢竟胎兒

血液循環對當時大部分小兒心臟科醫師也是

相當陌生的。

我首先問有多少時間可作教學。主任回

應說：「今天正好是我們的一週一次的定期

Fellow教學日。就用整個一小時來討論昨晚那

兩個案例吧！」。「OK」。

胎兒大約在受孕後8週時，與大人相似

的心臟基本結構大致已經完成。只是血液循

環卻是大不相同，主因是胎兒不必使用肺臟

功能，而肺臟要到接近足月才能完全成熟。

胎兒通過胎盤接受由母體供給的氧氣、經由

臍靜脈隨著血液，簡短的通過「下腔靜脈

（Inferior Vena Cava）」進入右心房。這些含

氧血液大部分隨著地理趨勢，直接通過左、

右心房間的缺口由右心房進入左心房，再經

左心室、主動脈供給胎兒上半身包括心臟、

腦部及雙手的氧氣。至於那些剩下的、較少

量由臍靜脈回流的高氧血則與胎兒本身「上

腔靜脈（Superior Vena Cava）」送來缺氧、

高二氧化碳血液合流，一同流入右心房、心

室，再由肺動脈送出心臟。這些血流量大約

是心臟總輸出量的三分之二（66%）。因為胎

兒的肺部尚未開放，肺血壓甚高與主動脈壓

相當，因此大約只有心總血量的6%會通過肺

部循環。其他剩下大多數的血液（總血量的

60%）通過被戲稱為「鴨子（duck）」醫學名

為「動脈導管（Ductus Arteriosus）」直接進

入胸腔主動脈，供給胎兒下半身器官及雙腳

氧氣及養分。最終這些血液經由兩條臍動脈

回到胎盤把低氧、高二氧化碳血液通過胎盤

交給了媽媽處理，這就是胎兒血液循環。沒

有這條「導管」，胎兒血液循環就不完整，

其重要性由此可見。

胎兒的血液循環有別於出生後的血液

循環。在大人，體循環與肺循環是串聯（in 

series）的。從生理學來說缺氧的血液經過

心臟（作泵浦的功能）送入肺臟吸取氧氣回

到心臟（泵浦）輸送到身體各部門，一路上

都是串聯在一起。但是在胎兒的循環，則非

如此一聯貫的串聯，它有兩個祕道來避開

還未成熟、無功能的肺部，作有效的繞道

循環。頭一個就是稍早提到的左、右心房

間的缺口，醫學上稱為「卵圓孔（For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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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le）」；另一則是剛剛提到的「動脈導

管」。經這兩條特別通道，胎兒血液循環時

常讓缺氧及充氧血液在不同的時段、在不同

地區混合在一起，例如於右心房、室，以及

肺動脈及和下主動脈。所幸胎兒在母體中，

新陳代謝低、氧氣需求量也低，因此平安無

事。相對的胎兒預備量（reserve）相當少，

稍有出錯極易受到傷害。幸好胎兒血球含有

與大人不同的特殊血紅素，便利於胎兒的吸

取氧氣。回到胎兒的心臟，在另一層面，這

兩個秘密通道，也讓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尤其

是紫紺性心臟病的胎兒，得以順利存活到出

生。然而一旦出生後「動脈導管」及「卵圓

孔」循例關閉，完成大人的串聯式循環時，

就會面臨死亡的危機。也正是因為如此，在

面對呼吸困難、血氧低的嬰兒，或是早產兒

患有「呼吸窘迫症候群」經治療後，雖有暫

時改善而仍未能完全解決呼吸困難的情況

下，新生兒科醫師考慮將這條「動脈導管」

關閉之前，一定要先確定嬰兒是否患有所謂

「導管依賴」的先天性心臟病。

回到昨晚第一個個案。單看低血氧�，

那可能是因為所謂「右（體靜脈、缺氧血）

到左（體動脈，充氧血）轉道分流」，簡

稱「右到左」分流。這種因肺高壓而產生的

「右到左」的分流，就如胎兒血液循環一

般，「導管」從未完全關閉，而且通過「導

管」讓缺氧血直入主動脈回到身體，稱為

「持續性胎兒血液循環」現象（現已改名為

「持續肺高壓」）。此時很容易被新生兒科

醫師誤會地聯想到，是先天性心臟病或其他

先天性異常血管連接，因為都是「右到左」

的分流。然而呼吸系統失靈也可能會有低血

氧的現象：就如剛提到的肺臟血壓上升血流

減少，或如早產兒因肺泡不完全張開產生的

「呼吸窘迫綜合群」，缺氣血只經過不全張

開的肺泡，或進入張開的肺泡減少，都會導

致體動脈血氧值低於正常。若醫師能將呼吸

衰竭或呼吸失靈因素排除，以二氧化碳值

代表呼吸系統功能好壞的指標，加上使用

100%氧氣，在超音波掃描的幫忙下，可以

相當精準的排除或證實先天性心臟病的可能

性。（一種罕見的先天性心臟病TAPVR是例

外，不容易單用M-mode超音波來作精確的診

斷。以及若要直接證明肺血壓上升，在只有

M-mode超音波也是有些困難。）

前晚的個案相當幸運，Fellow以手壓方

式，將呼吸功能重整排除二氧化碳，加上供

給100%氧氣，肺血壓就適時下降，病嬰自己

Opens up，替大家解了危。（如今利用Two-D

超音波檢查，利用右心房、室間的血液逆流

速，可以相當精準的估算肺血壓�。在那之

前，在這病例之後的一、兩年，筆者曾經須

要直接插入一條小管子經右心房、室到肺動

脈，去直接測量肺血壓，以求證明肺高血壓

的診斷及觀察治療的成效。）

同樣的一條「導管」在早產兒，如在昨

晚的第二個個案，卻有不同的生理現象。此

病嬰有典型的「呼吸窘迫症候群」。正常個

體在出生前，由於prostaglandins的支撐使「動

脈導管」維持開放的狀態；但正常出生後，

由於血氧突然的上升連同胎盤脫離等刺激，

prostaglandins的支持減少了，加速了「導管」

的收縮。此時肺部血壓也因空氣的進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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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空氣中的氧氣而急速下降。

但這位早產兒因為某些現在仍未十分瞭

解的因素的影響下，「導管」的收縮從未完

全。雖然功能上可能是關閉了，但是其實在

「結構（anatomical）」上還未完全關閉，

隨時還可以開放，促使了血流重新通過。因

為肺部血壓低於主動脈血壓，「導管」若開

放，主動脈的血液就因而流經「導管」湧入

了肺部。因為充氧血與缺氧血混合在一起，

重新進入了肺部，此稱「左往右（充氧到缺

氧血）（Left to Right）分流」。這些剛由

肺部出來的充氧血被身體利用前，又提前回

到肺臟、左心房、左心室了，此時心臟如同

空轉的機器，不僅左心房、室血液的容量增

加，也增添了工作量。若時間拖久，或血量

增加太多、太快，心衰竭終會發生，也會發

生肺水腫或甚至肺出血。因為「導管」的開

放，動脈壓因此與低血管阻力的肺循環直

接相通。主動脈「舒張壓」因而下降，使

得「脈壓」增加，這是「開放性動脈導管

（PDA）」的一個重要病癥。小兒心臟科醫

師早就瞭解到「病態型開放性動脈導管」是

先天性心臟病的一種，而且可發病於人生任

何年齡。早在1938年Dr. Robert E. Gross就已施

行手術把這條「導管」紮結成功。但是在新

生兒、尤其是早產兒的情況比較特殊。他們

不但身體小多了，而且常常伴有呼吸困難的

情況，再加上這種PDA麻煩就多了。但是個

人認為，此種PDA只是發育性的適應不良，

非病態的先天性心臟病。若呼吸功能適時解

決，「導管」應會在出生後幾天內完全關

閉。但可惜的是在呼吸改善中或之後，PDA

本身會繼續造成呼吸系統惡化，進入惡性循

環。所以經過過去數年的臨床經驗，確定

PDA是早產兒初期呼吸困難的禍首之一，須

要積極處理與防治。手術結紮是一方法，但

是侵入性太高，藥物治療此較適宜。1976年

UCLA的Dr. Heymann和UCSD的Dr. Friedman

在同期N. Engl. J. Med.發表兩篇利用藥物關閉

PDA的重要文獻。那兩篇報告促成這個全國

性PDA臨床試驗Protocol的學術基礎。

時間超過了不少，主任站起來客氣的評

論：「我自己今天也學習了不少。Luke，你

不像一般的心臟科醫師，你應該轉當新生兒

科醫師。」（事後不久Dr. Gluck就主動的將

我這個心臟科主治醫師，破天荒地跨系排入

他們新生兒科迴診及Fellow教育訓練的教學

團隊。偶爾在新生兒科主治醫師們出外演講

及開會時，也請我幫忙輪值NICU主治醫師

迴診及晚上值班）。接著說：「昨晚第一個

案例，那女嬰幸運地逃過了不必要的心導管

術，來排除有無先天性心臟病的可能性，包

括稀有的TAPVR。病兒現在還繼續逐步地進

步中。至於那位患有PDA的男嬰早產兒，他

也因indomethacin的靜脈注射後，雖然尿量稍

減，但血氧值、二氧化碳值都已經大大的改

善」。

課後，大家一起下樓去看第二病例男嬰

的最新胸腔X-ray時，發現心臟腫大及肺水腫

都已消失了一大半。雖然那隻「水鴨子」仍

停留在胸腔的X-ray片上，但那位放射科教

授早上的手繪鴨子變小了，同時那隻小鴨子

還展開著雙翅，像是試著飛離嬰兒的胸腔！

看來又是另一次成功地完成了捉放「水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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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us）」的工作了。

在三、四十年後的現今，如何完美地處

治這隻「鴨子（Ductus）」的爭議雖較平息，

但問題還是仍然持續著。雖然讓這「導管」

暫時持續開放的決定，例如「依賴〝導管〞

的先天性心臟病」上的爭議較少。但在其他

病例，如Hypoplastic Left Heart Syndrome，利

用prostaglandin E1維持生命時，如何精準的開

放「導管」，開放多大？維持多久？仍是一

種醫療上的「藝術」。至於針對早產兒「呼

吸窘迫症候群」何時及如何關閉「導管」，

常常見仁見智仍未有完美一致的答案，依個

人及該NICU的經驗而有所不同。筆者謹以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聖地牙哥個人

經歷過的親身體驗，為歷史記下些微見證，

也對共事數年的新生兒學先輩，亦師亦友的

Dr. Louis Gluck表達萬分的懷念。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曾於美國

執業小兒心臟、新生兒科及曾在花蓮門諾

醫院當小兒科顧問，現任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Orange County及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Medical Center醫學倫理委員

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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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理念。
4.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三、截止日期：108年2月1日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四、未來工作地點：臺大醫院總院復健部。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復健科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7650黃小姐
傳真電話：02-23825734



同窗情誼

2018年11月‧第35卷第11期 23

人間一向重晚晴

文／葉弘宣

畢業五十周年記

咱們臺大醫學子，離校一過五十年，

今逢院慶百年會，大家相聚約在先。

同學分散台美地，各自成家又立業，

難得偶有台北聚，也是忙裏匆匆別。

首先台北領導人，定信先開高層會，

再向彼岸釋善意，半世紀事猶可追。

春暖花開有共識，四月十三來敲鐘，

各路人馬會杏園，文龍慷慨樂作東。

半個世紀不算短，鄉音未改老天真，

有人相見不相識，有人面對叫錯人。

隔日十四有院慶，各屆校友返校日，

共聚講堂一零一，聆聽現況與來事。

松男介紹六八班，回顧歷史又感恩，

校長院長三院士，不輸人也不輸陣。

四月十五星期天，全班一起環島遍，

台北車站北一門，普悠瑪號去花蓮。

俊龍慈濟醫總執，邀享慈濟蔬食餐，

親授大愛大慈經，餐後見識靜思堂。

國家公園太魯閣，清水斷崖燕子口，

立霧溪谷有氣派，峽谷峭壁千仞陡。

昔日天祥招待所，今日五星晶英店，

雙溪會流雨中行，山在虛無縹緲間。

馬太部落石煮魚，風月午餐紫米飯，

鸞山布農搗麻糬，百年榕樹會走彎。

池上坐上拉拉車，看盡田園好風光，

有人不識金城樹，笑問金城那人幫。

花東縱谷景緻佳，鹿野高台視野張，

知本入夜住老爺，露天風呂男女湯。

南迴公路南台迴，來到打狗高雄港，

碼頭貨櫃高高疊，商船軍艦排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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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振成又作東，頤品餐廳鬧轟轟，

有說有笑又高歌，直到門關方曲終。

台南參訪奇美館，主人有心又有品，

安平古堡熱蘭遮，德記洋行在近鄰。

日月潭景在晨昏，傍晚向山步道行，

遊艇遊湖繞一圈，拉魯島上秀美景。

台中國家歌劇院，伊東豐雄有美名，

新社農園種香菇，生態介紹採菇行。

萬家燈火回台北，大家惜別道溫飽。

人間一向重晚晴，更期黃昏無限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曾任加州州

立醫院內科醫師，現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徵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1名

一、資格：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學職能治療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具有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證照者。

3. 近5年內曾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職能治療相關領域論文於SCI或SSCI期刊。

二、工作內容：

負責本學系職業復健職能治療、機能解剖學等課程之教學、研究（含研究生之指導）與服務。

三、預定起聘日：民國108年8月1日

四、檢具資料：

1. 履歷表及博士學位及相關證照證書影本

2. 著作目錄（含抽印本或論文）

3. 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4.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5. 推薦函兩封

備註：

(1) 第1~4項請提供紙本及電子檔。

(2) 第5項由推薦人直接以彌封寄送或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系主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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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https://www.mc.ntu.edu.tw/person/Download.action?q_type=A01下載相關表

格。

五、截止收件日期：民國108年1月15日下午5時以前。

六、寄件地址：

紙　本：台北市100徐州路17號4樓 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曾美惠主任 收
電子檔：mhtseng@ntu.edu.tw 曾美惠主任

※來信請註明「申請專任教職」。

七、連絡人：駱小姐 電話：(02)3366-8183，E-mail: jamylo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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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加州探訪半世紀的同學：
San Francisco & Napa Valley Trip

7/21 (Friday)

2017年7月19日至21日在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Skokie, Chicago, IL）參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我於2017年7月21日

（Friday）上午九時三十分搭乘旅館呼叫的計

程車（車資三十美元），趕到芝加哥O'Hare機

場搭乘聯合航空班機，UA312準時抵達SFO機

場，但是機場空橋大門打不開，誤了四十分

鐘，害得葉弘宣、洪翠娟等得很焦急。

下午五時，弘宣直接將我們帶到賴明詔

在舊金山的住處，他們夫妻就引導我們四人

到附近Mission Delores Park，玩了約二小時，

根據轉述，附近居民大都支持同性戀『挺

同』。晚餐由明詔夫婦招待享用泰國料理，

飯後到聞名的TARTINE麵包店買甜點到賴明

詔家享用。告別賴夫婦，葉弘宣就開車載我

們到Napa County他們的家過夜。

7/22 (Saturday)
上午一大早葉弘宣夫婦就開車載我們去

Yountville小鎮，沿途看到Napa valley County 

所經營的Napa Wine Train觀光火車。參觀國

際聞名的餐廳《The French Laundry》，餐費

頗貴，USD 375/per meal，需要二月前預訂，

每日只供應80-90人份，使用的蔬菜採自家種

植的有機菜園。靜香與翠娟在頗富名氣的法

國麵包店（Bouchon Bakery）排隊買咖啡與麵

包、甜點。

午餐過後，我們繼續走訪小鎮街道藝術

文／周松男

賴明詔帶領我們參觀

三大巨頭分別代表舊金山、台灣、那帕郡、在

“Dolores Park＂舉行舊金山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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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貴婦賢妻緊鄰而坐。從此地可遠眺舊金山市區

高樓林立，人們放鬆休閒的站／坐休息，享受草

皮、晴空美景。

周松男夫婦、葉弘宣夫婦晚飯後，到賴明詔住家客

廳小坐，喝茶吃水果。

簡老師藍色的小上裝，很搭配舊金

山市內電車的設計及車廂顏色。

“The French Laundry＂Restaurant 的招牌不很顯

眼。

隔著車道，我們站在“The French Laundry＂餐館

的前面。

在“Bouchon Bakery＂門前，遊客排長龍，買麵包

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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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景，並參觀Yountville（揚特威爾）附近的

三個酒莊：V. Sattui Winery (St. Helena, Napa 

Valley, CA); Robert Mondavi Winery (Oakville, 

Napa Valley, CA); and Domaine Chandon Winery 

(Yountville, Napa Valley, CA)。

7/23 (Sunday)
早餐後，告別葉家，葉弘宣夫婦戴我們

到TARGET購物中心與沈仁達夫婦、賴明詔夫

婦會合，開始今天的活動。

在TARGET購物中心門前會師後，繼續

前往三個地方參觀。(1) 參觀「加州CIA」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n) at Greystone (St. 

Helena, CA); (2) Calistoga, Napa County, CA; 

(3) Wine tastings and lunch at Alexander Valley 

Vineyards (AVV), Healdsburg, Sonoma Valley, 

CA。

7/23下午八人分坐兩部車，開車回到舊

金山。6:15 pm在金煌海鮮餐廳進用精美、豐

盛而新鮮的seafoods。林文釗夫婦及他們孩

子Gary，由於公司搬家又塞車，大約慢二十

分才到達。當天晚上我們夫妻就住在沈仁達

家。

7/24 (Monday)
早上依規劃拜訪UCSF副校長Professor 

Elizabeth Siegel Watkins，完成私人公務行程。

上午十一時離開UCSF Parnassus Campus之

後，沈仁達請我們夫妻兩人同吃越南牛肉炒

河粉，隨後到機場附近的冷飲店喝綠豆湯等

飲料，交換今年十月到義大利旅遊的米蘭市

旅館的名字，以方便台北市旅行社做最後的

確認。

7/24下午二時三十五分，沈仁達送我們到

Robert Mondavi酒莊正門入口的

噴水池及海豚（dolphin）石雕

Rock Mushroom Garden at Public Art Walk, Town 
of Yountville, CA, USA（石頭蘑菇園的解釋牌寫著：

Mushrooms are NOT available for individual sale）

今晚仍住在葉弘宣家，並享用豐盛的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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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O國際機場後，互道再見。

我們順利辦好登機手續，於18:55搭長榮

BR27班機直飛台北。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職為臺灣

大學名譽教授，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

沈、賴、葉、周四對夫婦相約，在

TARGET購物中心門前會師。

周松男夫婦臨時受到CIA通知，火速

趕回美國政府「加州CIA」總部，進

行為期一天的特別秘密勤務補訓。

AVV酒莊的漂亮 Logo

Nancy親自表演，直接從儲酒橡

木桶中吸出紅酒，原汁原味。

Wine tastings全程由仁達醫師的

病人Ms. Nancy Scott-Rogers講
解。

在AVV酒窖儲酒橡木桶前，大夥

八人攝影留念。

左起：沈仁達、林文釗、賴明詔、周松

男、葉弘宣，滿臉微紅。They enjoyed 
seafood plus red & white w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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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學海築夢─泰國瑪西竇

大學交流經驗分享

泰
國碩士層級的交流經驗是一次跨文化種

族的生命交流，文化衝擊擴充了我對護

理各層面的理解，Bronfenbrenner的生物環境

模式（bioecological model）帶領我從個體、

環境與社會交互作用下看見護理的彈性、創

造力與藝術性。

吃下一口泰國米飯，我便開始從個體

的生長環境開始探索，從飲食文化體驗，了

解東南亞圈依靠稻米經濟的人民世代累積，

過去依水而居的傳統居住形式在現代化的轉

變當中已不復見，人民交通方式、生活習慣

和家庭結構重組，護理照顧也隨之改變。另

外，走進社區中，更認知到區域性的地理、

歷史、宗教習俗等深深的影響了各種健康行

為，促使我進一

步思考如何在台

灣運行一套文化

適應性的護理模

式。從醫療、教

育等各機構中亦

可見君主立憲制

度之體現，其護

理核心知識與價

值培養始於初階

護理教育，階級

明確且分層完整，從教育到末端的醫療服務

輸出，採一條龍的模式，合作力量強大更滲

透進每一個小單位，是向心力和凝聚力共同

建構的強大系統，此共情亦來自於全國人民

對自己民族、文化、國土的認同，當然，也

受到泰皇九世之母的影響，她本身護理人員

的身份也使得此職位受到人民愛戴與景仰，

國家也因此投入許多醫療資源。藉此，更協

助我辨認不同國家發展脈絡之異同，並同時

思考台灣之相關健康機構、制度及措施的文

化脈絡又是如何，或許有助於研究發展，增

進台灣的護理照顧品質。

參與Wantana教授的公共衛生課程，對

於國際議題作深入討論，過程中可拓展護理

文／王語翎

泰國當地宗教文化交流Ramatibodi Hospital 母乳教學門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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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人員全球視野和多層面的觀點，同時也培養

人文關懷精神，思考如何針對全球健康問題

透過微小的改變作為改善的開始。課程中，

我收到兩樣禮物：研究者是人民發聲的一個

媒介，研究者的呈現不是基於個人好奇之發

現，而是讓大家看見人民的需求，這才是改

變的動能；另外，永遠都必須考量照顧對象

之社會文化背景，健康照顧者是透過不斷的

調整服務去配合人民，而不是規劃一套完美

的服務讓人民來適應。護理上位者不只是知

識傳播，透過親力親為帶領學子體會博愛與

關懷之精神，此賦權概念，貫穿了整個瑪西

竇的照顧輸出，是一個持續性且富有學習及

成長潛能的能力，從上位者、學生、護理人

員到病患以及病患到病患之間傳遞，其運用

場域包括護理教育、醫院和社區等。最後，

從中也觀察到同時存在在亞洲的醫療結構性

問題，包括醫療保險和分級制度，從不同體

制國家的範例中，反過來去探討島國醫療分

級又該如何建立。

這次交換經驗中，更體悟了不同歷史、

自然環境、國家體制和社會價值等是如何影

響了人民健康，也提醒身為護理人員的我

們，必須在生理、心理、社會、環境的複雜

網絡當中，運用整體性的觀點來提供健康照

顧，我想，這便是所謂「護理之藝術」。

（作者係母校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兒童暨家

庭護理組研究生）

與丹麥學生共同參訪特殊教育學校 病人自治團體參訪

社區及安寧共照對照顧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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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Universitas Gadjah Mada
交換學生心得

初
來乍到，走出機艙的迎頭大雨，揭開了

這趟學習之旅的序幕，一月果真是印尼

的雨季，回想這一個月在日惹的日子，還真

是雨傘不離身呢！

來到這裡的第一週，是由護理系的老師

為我們上語言及文化相關的課程，也才知道

還有印尼語和爪哇語之間的差別。在日惹這

個地區，仍有許多長者只會說爪哇語，因之

後要到社區見習，老師教了我們打招呼及簡

單自我介紹，幫助我們能跟長者對話，當然

還教了我們很多生活的詞彙，確保我們可以

去學生餐廳點餐，好比“MIE AYAM＂（雞肉

麵）這大概是我第一個學會而且用最多的詞

彙了。

透過母嬰護理相關的課，也更認識當

地的文化，理解印尼人對家庭關係的重視，

所有的孕產婦從懷孕到生產有許多不同的儀

式，而有一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這

裡的人們將胎盤視為新生兒的孿生兄弟，在

胎盤娩出後，他們會把胎盤裝在籃子埋在家

旁邊的土裡，在上面用竹簍跟蠟燭做成像一

盞燈，在產婦坐月子期間持續照耀40天，象

徵守護一家的人，雖然我依然不是很明白

「胎盤」究竟為何會被視為「孿生兄弟」，

但卻被這樣的意義給感動著，胎盤這一個孕

育新生兒的生命之樹，除了被視為醫療廢棄

物以外，也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賦予孕產婦及

家庭另外的意義，這是我未曾料想過的。

而在學校的附設醫院見習時更知道因著

轉診系統的落實，大部分的孕產婦都在社區

的健康中心（類似衛生所）產檢及生產，由

助產師負責接生，只有相當少數高風險的產

婦才會轉往醫院，因此當我們去見習時，病

房中只有兩名產婦，而其中在婦產科病房也

多為助產師，和工作人員一談，才知道在這

裡的助產師訓練是與台灣截然不同，依照荷

蘭的訓練方式，護理教育與助產教育從大學

就是分開的，也規定助產師不能做護理的工

作，護理師也不能做助產師的工作，有很清

楚的權責規範，而能讓專業分工。對於同時

具有助產師和護理師的我來說，除了好奇究

竟是如何落實與訓練以外，心裡更是好生羨

慕啊。

另外，不免講到在印尼的學伴了，在

聖經上有一段話說「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

旅」，在這裡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在和他們

的互動間，我深刻感受到他們待人的殷勤和

慷慨，正像是幫我上了一堂課一樣，也希望

文／謝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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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自己將來也能成為幫助客旅的人。

最後，也要感謝學校及系上給予這個

機會，讓我可以到Universitas Gadjah Mada

交流，正如申請時所寫道，我很好奇印尼政

府是如何透過訓練助產師達到降低孕產婦及

新生兒死亡率，又如何落實這樣的制度，我

不敢說，這一趟旅程已經完全解答了我的疑

惑，但在和一名助產師對話的過程中，她向

我說「在社區服務，這是我的責任」，這一

段話讓我一直反覆的思想，在我受了這麼多

教育和訓練之後，那「什麼是我的責任」，

我會繼續尋找。

（作者係母校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婦女健康

暨母嬰護理組碩士生）

作者（左三）在Universitas Gadjah Mada附
設醫院產房見習與助產師及醫師合影

作者（左四）與護理研究所婦產科組老師、同

學一同上課並報告臺灣婦嬰照護歷史與現況

恭 賀

臺大牙醫學系 第二屆

韓良俊 校友

榮獲國立臺灣大學107年度傑出校友

於11/15校慶大會中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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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醫院　綻放景福人精神

文／林高德

連
續兩年，臺灣大學醫學系學生在景福會

的安排下，到澄清醫院參訪，學習「景

福人精神的體會與延續」，我深受感動，告

訴他們：「景福人的精神，就是承先啟後，

不忘初衷的醫者情懷。」他們回眸以聰慧的

眼神，或許在穿上醫師白袍的那一天，他們

就會真正體會景福人精神的傳承。

看到小學弟學妹，彷彿又回到四十多

年前我的醫學生歲月。從擔任臺大醫院實習

醫師、住院醫師、回澄清醫院服務，到擴建

經營醫療體系，四十年的光陰始終走在臺大

景福人的軌道上，懷抱景福人永遠學習的精

神。

成長在病患最需要的情感裡

八十七年前，一九三二年還是日治的年

代，我的祖父林澄清博士從日本回到台中，

在平等街創立澄清外科醫院，在那個年代，

一家規模不大的醫院卻深受民眾信賴，遙

遠的歲月留下無數的溫馨故事。一九六七年

改制為「澄清綜合醫院」，我的父親林敬義

博士用生命寫澄清醫院的歷史，在求變中茁

壯，所賺的錢不去買土地，而投資在與病患

安危息息相關的醫療儀器，澄清醫院成長在

病患最需要的情感裡，成長在對病人最好的

每個情緣上。

我的父親林敬義博士學醫的過程，跨越

兩個政權，在日本讀醫科時因日本戰敗，返

回臺大醫學專修科就讀，接受台灣的醫學教

育，跟著台籍教授徐千田（婦產科）、林天

佑（外科）、徐榜興（外科）、陳登科（皮

膚科）一科科學習，最後選擇外科，二十四

歲畢業，回澄清外科醫院擔任院長。

以臺大水準來發展澄清醫院

我父親當選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後，

深深感到醫師進修的重要。有的資深醫師已林高德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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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學校太久，一些新的醫學資訊對他們應

該是有幫助的。在這個理念的架構下，他每

月在醫師公會舉辦一次學術演講，邀請臺大

醫院教授到醫師公會演講，讓公會的醫師成

員有機會再接觸一些醫療上的新資訊，對基

層開業醫師有所助益。

一家私立醫院的成長，要有很多的機緣

和不斷的堅持，機緣來自臺大醫院楷模，堅

持來自患者的信心。我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

醫師幾年後，回到澄清醫院，一再地告訴自

己：「要以臺大的水準來發展澄清，澄清醫

院才能走出自己」，臺大醫院的歷史比澄清

醫院還老、建築物比澄清醫院還舊，依然是

台灣醫療的龍頭。

臺大教授伴隨澄清醫院成長

醫院要發展，先從建立患者信心著手，

楊思標教授曾到澄清醫院開特別門診，一些

疑難雜症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對澄清醫院的

醫師更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另一位是謝博生

教授，他主張應全科培養醫師，每次前來澄

清指導時，特別重視回診教學。

澄清醫院不斷請臺大醫院教授前來開設

特別門診，並在院內教學，像楊思標、鄭萬

發、高壽龍、謝博生、李治學、韓毅雄、方

中民、楊泮池、郭鈺美、褚文銘、洪慶章、

徐劍耀、張慶忠、林俊立等臺大的教授，先

後都伴隨澄清醫院的成長，也使當時澄清醫

院的醫師們收穫良多，每次講課時，更吸引

很多中國、中山醫學院的學生前來聽講，臺

大教授進駐澄清醫院，對地方的醫療真是貢

獻良多。

一九七八年：升格為三級教學醫院。

一九九一年六月：升格準區域教學醫

院。

一九九四年四月：升格區域教學醫院。

二○○一年澄清醫院正式加入臺大醫療

體系，顯示澄清醫院與臺大的關係是非常緊

密的。

強烈使命感符合社會醫療需求

為什麼澄清醫院有這樣的做法，我認為

這與臺大醫學院的養成教育有些關係，強烈

的使命感、對病人與家屬的關懷，承擔社會

責任是一種順理成章，是一種符合社會需求

的自然付出，相信很多醫界人士都有這樣的

承擔，也是我們「景福人」最寶貴的精神資

產。

來訪的臺灣大學醫學系學生，曾經好奇

地提問：「在發展澄清醫療體系，您心中藍

圖是如何形成？」

我告訴小學弟學妹，我是以臺大醫院

的規格、水準在改造澄清醫院，不管是醫療澄清醫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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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設備或是醫務管理皆以臺大醫院為指

標，我希望能藉此走出自己，跨出原有的框

架，不能一直固守在原來的基礎上，「守舊

不前」與「不做了」沒兩樣。所以在二十三

年前，一九九六年在中港路（現台灣大道）

旁興建了醫療大樓，跨出去，發展新局。

敬德園區和敬義樓整合特色醫療

當初謝博生教授說：「澄清醫院中港

院區的建築和內部規劃，是目前台灣所有

醫院中，最接近日本式的醫院建築，在空間

規劃和利用令人欽佩，不是小而美，而是恰

如其分的精緻。」於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

震後，謝博生教授受政府之邀，結合臺大醫

院和中部醫院，執行鹿谷社區醫療群試辦計

畫，澄清醫院率先加入該計畫。

後來陸續興建敬德園區，成立發展護理

復健中心、產後護理中心、兒童發展中心。

於二○一五年，在中港醫療大樓旁又新建第

二醫療大樓，命名為「敬義樓」，以紀念我

父親林敬義博士不朽的醫者精神，敬義樓結

合產後、健檢、復健、醫學美容、婦產科、

小兒科門診等，是一棟整合特色的醫療大

樓。

一路走來與臺大醫院密不可分

就整個急性醫療體系而言，除中港院

區、平等院區外，擔任前哨急性醫療還有

霧峰澄清醫院、太平澄清醫院、烏日澄清醫

院、本堂澄清醫院、澄清復健醫院、里澄診

所、台中工業區診所，在各地提供優質的急

性醫療服務。

澄清醫院一路走來，與臺大醫院密不

可分，像中港分院的前任院長張金堅、現任

院長鍾元強，都是臺大醫學院畢業的優秀人

才。

澄清醫療體系有不變的傳統，是景福人

不變的精神，也有求變的堅持，是醫療與時

俱進的精進，每一步都是最深情的回眸，每

一段的改變都不離初衷，記憶猶新只是時空

不容留舊，推陳出新是醫療的本色。我的兒

子林哲鈺醫學博士已加入澄清醫療體系的服

務行列，四代堅守初衷，堅持在醫療細節的

完美；求新的發展，發展於最新醫療科技的

民眾需求，也是世代永遠不變的承諾。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4年畢業，現為澄清

醫療體系總院長）

敬德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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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碧霞

很
榮幸地擔任本期執行編輯，展讀多位校友前輩豐富精采的專業與人生經驗，心中充滿讚嘆及

感恩。非常感謝正副總編、編輯群們的賜教幫助及亮月小姐的用心完成編輯，幸有大家共同

努力提升編輯品質，真是美好的體悟學習。

簡介本期景福醫訊內容如下，「醫學新知」邀請專長於老人長期照護領域的林艷君老師，介

紹高齡者自立支援（self-supporting）的新概念，翻轉照護意識，強調「不約束、不包尿布、不臥

床」，尊重高齡者的價值觀和需求，強化長者的自主性及改善其生活品質。「校友小品」的系列

作品，首先由林靜竹校友著文緬懷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首任會長周烒明教授，張勝

雄校友分享南加州臺大醫學院校友創會會長簡錦標教授，二位長輩教授的身教典範讓大家感念學

習。李彥輝校友的臺灣頌，讓我們讚嘆臺灣真是寶島。南鄉泰校友帶領我們回味多首美國音樂之

父Stepher Foster充滿感情及美好回憶的好歌，由其中深刻反思生命意義價值。路加校友分享「鴨子

（DUCK）」的故事（下），生動描述開放性動脈導管的病生理、藥物及臨床處置。葉弘宣校友於

「同窗情誼」生動地記載畢業五十周年，全班環島旅行的大事，真是人間一向重晚晴，更期黃昏無

限好。周松男教授探訪美國加州半世紀同學的好友、美景、好酒、美食，也豐富了我們旅遊視角。

「學生園地」則邀請母校護理學研究生，王語翎到泰國瑪西竇大學（Mahidol University）交流及謝

婉瑜到印尼Universitas Gadjah Mada交換學習，有更多跨文化學習的經驗，以及整體性的觀點來反思

護理專業的責任及使命。最後，「封面故事」由林高德總院長娓娓道來祖孫四代經營「澄清醫院」

的大我精神，秉持「景福人」精神，以臺大醫院規格來精進發展澄清醫療體系特色醫療，承諾滿足

民眾的醫療需求。希望這期的景福醫訊內容，能夠滿足大家的期待，再次感恩所有投稿的校友們及

所有編輯們的用心努力，也祝福大家每日都平安美好！

（編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3畢業，現任本校醫學院護理學系所副教授）



時間：2018年11月15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地點：景福園

臺大九十 創新世紀研討會

時間：2018年11月2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90周年校慶創新科技專題講座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