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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量；牛道明醫師追蹤77年至89年間出生

觀、關尚勇

立、譚中麗

的12例病童發現，此種治療方法不但減少病

雅、顧鳳儀

童抽脊椎液的痛苦，且成果良好，12位病童
平均智商高達97，其中有兩對病患為異卵的
影．

雙胞胎，病童在學業方面的表現甚至均優於

榮 總 人 月 刊

忠、朱幼喬

未患病的兄弟。
此一治療之研發成功，有許多幕後功
輯助理．

臣。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在20多年前建立此

徐佩佩

一健全、有效的新生兒篩檢系統，使台灣的
新生兒篩檢能夠達到國際一流水準。此外，
政助理．

與本院合作的兩家新生兒篩檢中心－中華民

王治雁

國衛生保健基金會及台北病理中心，採用最
牲假日，每遇到陽性個案便會在最短的時間
◆ 上圖：記者會由牛道明醫師、湯仁彬主任、衛生署李美慧技正、中華衛生保健
基金會新生兒篩檢中心高淑敏專員、台北病理中心新生兒篩檢室江宏執行長（
右起），共同主持。下圖：牛道明醫師於記者會中專題報告

內通知本院，務必讓每一個案在最短的時間
內，來到本院接受確認診斷檢查與治療。陽
明大學蕭廣仁及劉孜孜二位教授，協助建立
最完善的藥物型苯酮尿症的確診流程；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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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治療藥物型苯酮尿症，成效世界第

同時合併中樞神經中的神經傳導物質合成缺

一，病童平均智商高達97，此項研究成果

乏，臨床症狀比食物型苯酮尿症更為嚴重，

已被美國神經醫學一流期刊（Archives of

且因中樞神經物質傳導的藥物補充極為困

Neurology）接受刊登。不僅讓台灣在藥物

難，故又被稱之為「惡性苯酮尿症」。

型苯酮尿症之治療成果創下一項新的世界紀

治療此症最大的困難在於必須補充副作

錄，更顯示出台灣新生兒篩檢之成效卓著，

用極大的神經傳導物質藥物，如：Sinemet

及對罕見遺傳疾病優異的治療成果。

（心寧美）、5-HTP（五羥基色胺酸）等。

我國罕見疾病專家本院兒童醫學部主治

在西方國家一般採用定期腰椎穿刺檢查，採

醫師牛道明表示，苯酮尿症的致病機轉主

取病患的脊椎液，測量這些神經傳導物質的

要在於人體肝臟將苯丙胺酸（Phenylalanine,

濃度以判斷使用的劑量；但在我國一般的父

Phe）代謝成酪胺酸（Tyrosine, Tyr）的過

母較難接受頻繁的腰椎穿刺，且脊椎液中的

程中發生了缺陷，導致苯丙胺酸大量在體內

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亦無法正確反應病人對

堆積，進而產生了許多有毒的代謝產物，造

神經傳導物質的需要量。

成腦部的傷害。牛醫師說，苯酮尿症可分為

本院以臨床觀察代替頻繁的腰椎穿刺，

藥物型及食物苯酮尿症兩種，但藥物型苯酮

與病童家長間建立熱線，由家長觀察病童症

尿症更為罕見的，患者除了有代謝缺陷外，

狀，隨時以電話向醫師回報，醫師據以調整

February

高規格與精準的檢驗方法，工作人員常常犧

院優質醫療團隊，提供病人及家屬在醫療
上、社會資源上、心理上等等的協助與關
懷，病童的家長她們永不放棄的決心，牛道
明醫師契而不捨的精神，都是缺一不可的成
功因素。

（報導/公關組 張建城）

本院榮獲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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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什麼是「肝臟腫瘤」？

第一名就是癌症，而肝癌則是男性中首位，

榮 總 人 月 刊

ㄧ般人聽到「腫瘤」總會很緊張，事實

女性中第二位最好發的癌症，由此可見肝癌

上腫瘤有良性和惡性之分。良性腫瘤ㄧ般不

對國人健康的危害。至於其它的惡性腫瘤如

會持續長大或蔓延，也很少危及生命。惡性

膽管癌及血管癌，發生原因並不清楚，可能

腫瘤就是所謂「癌症」，大多數的惡性腫瘤

和基因變異、環境因素或化學毒物有關。至

會不斷長大、擴散及蔓延，會有生命危險。

於肝臟惡性轉移癌，則看原發部位在那裡，

肝臟腫瘤也有良性和惡性之分。常見的良性

有可能是由肺、胃、大腸或其它器官先產生

腫瘤包括囊腫（俗稱水泡）及血管瘤等。而

癌症後，才轉移到肝臟。

常見的惡性腫瘤，則包括肝細胞癌、膽管癌

惡性肝臟腫瘤的治療方法

及轉移癌。

學治療為較常用的方法。

如何預防肝癌的發生？
由於原發性肝癌和慢性B型或C型肝炎病
毒感染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若沒有這兩種
病毒感染，發生機會是很低的；若沒有B型肝
炎的保護抗體，則建議要接種B肝疫苗。C肝
迄今仍無疫苗問世，但在一般情形下，只要
避免共同針頭或其它高危險行為，則得到C肝
機會是很低的。最後，只要保持正常生活、

外科切除為原發性肝癌首選治療方式，

肝臟腫瘤為什麼會發生？

內科部胃腸科主治醫師 霍德義

但肝癌病患大多有肝硬化，因此許多病患無

不要過分勞累、避免菸酒成習慣、定期追蹤
肝功能，則必然能遠離肝癌威脅。

February

良性腫瘤發生的原因並不十分清楚，和

法接受肝臟部分切除。部分病患可考慮接受

生活習慣、身材高矮胖瘦也沒有關係。一般

內科治療，種類包括有動脈栓塞術、局部酒

霍德義醫師檔案：

由於良性腫瘤不會造成身體不適症狀，也沒

精或醋酸注射、無線電頻燒灼術等。目前亦

現

職：1.台北榮總內科部胃腸科主治醫師

有生命危害，因此不太需要治療。但惡性腫

有新的口服抗癌藥物，可給予所謂「標靶治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瘤就不同，如是原發性肝癌，大多和慢性B型

療」，亦可能有若干效果。原發性膽管癌或

學
專

長：肝臟學、消化學

或C型肝炎病毒感染有密切關係。此外，由各

血管癌，主要治療方式仍以外科手術切除為

門診時間：

種原因所形成的肝硬化亦有較高機會導致肝

主。若轉移的肝癌，則要先找到原發惡性腫

星期二、星期五上午胃腸科第2診（診間代碼：00402）

癌。根據衛生署統計，台灣十大死亡原因，

瘤部位，才能決定治療方式。一般來說，化

2.國立陽明大學內科副教授

癌症病人的心理反應
癌症病人的
心理反應及
及 支持
近年來對癌症病患身心醫學的注重，認知

認同感，此期約持續一至二週。

癌症中心護理師 張小玲/
護理長 梁麗麗

病人的移情同感。重新認識生命價值，打開心

癌病情緒反應是人們面對危機的一種自我防衛

三、平靜與調適期：接受患癌事實、積

心理；若能得適當支持和輔導，對其有莫大裨

極思考治療、尋求樂觀生活態度、恢復生活常

益。生理和心理學報告顯示，緊張會降低人體

規，此期約持續二週至數月。

靈感謝癌症帶給生命的另一收獲–學習「愛」
使我們人格更完整。
三、幫助病人自我肯定：家人支持系統的

對異常細胞的抵抗力，引起荷爾蒙不平衡，助

多數人經過三階段心路歷程，隨著病情

長惡性細胞。長期心理情緒困擾，壓抑人體免

進步，漸能恢復平靜，因人心理具自癒復原

疫系統，病患容易感染，減低抗癌能力，協助

能力，即使面對再大的壓力，都能恢復，僅

四、參加支持性團體：透過經驗分享，學

癌症病患及其家屬瞭解心理情緒問題，可幫助

約25%的人處於憂鬱狀態，應尋求精神科醫

習適應疾病技巧，達到社會支持的功能，積極

提高抗病能力。

師協助。

正向思考，重新檢視生活習慣，調適心境，學

癌症病人心理反應可分為三階段：

癌症病人的心理支持
一、協助尋求正確治療：以正規治療為主

悲傷、抗議、四處求醫、情緒麻木，此期約數

軸，鼓勵接受專業意見，建立良好醫病關係，

日至一週。

經由求知的過程培養正向態度，得以認識疾病
及其治療。

憂鬱、忿怒、失眠、厭食、心神渙散、生活失

二、鼓勵病人重新詮釋癌症：學習從不同

序，身體心像的改變，對自己的社會角色缺乏

角度觀看疾病意義，同理心傾聽病人，表達對

杏林
法語

定，同意接受捐贈人所提供之精子實施人工
生殖，並順利產下一子丙，試問丙法律地位
若何？

解析

紓解的適應模式，建構家屬適時完整情緒支持
系統。
六、包含心理、身體、職業與家庭的復
健：原則儘早使病人身心恢復至穩定狀況；
若身心許可，邊接受治療邊工作是調適心理
的良藥。
1項、第24條第1項分別規定：「妻於婚姻關

為以第三人

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子受

之精子為人

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妻於婚姻關

工生殖，即

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他人捐贈之卵子

所謂「借精

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亦即AID子

生子」（Artificial Insemination With Donor，

女雖與一方配偶無血緣連繫關係，但依法仍保

簡稱AID），不但成立通姦罪，亦違反公序良

有婚生子女之法律地位，且其法律地位除有該

俗，甚至德國1960及1962年法律草案，更進

法第23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前項情形，

一步對AID科以刑責。惟革命性的科技福音，

夫（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

逐漸淹沒了反對聲浪，AID遂為各國所採用，

於發見被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六個月內提起否

研考組 王富仙

甲乙夫妻因不孕，遂依人工生殖法之規

五、培養良好溝通與情緒表達：發展情緒

務上，均認

AID子女法律地位

案例

懷感恩寬恕之心，樂觀進取過生活！

習身、心、靈重組。

一、情緒休克期：包括震驚、否認、失望

二、求索與退縮期：疾病壓力、焦慮、

建立，人際關係的維繫，能欣賞生命之美，常

我國亦順應世界潮流，先後制定「人工生殖技

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

人從生命之發生、成長，直至消滅之過

術倫理指導綱領」、「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

年，不得為之）所定情形外，任何人均不得提

程，以自然為原則，人為操作為例外，人工生

理辦法」、「人工生殖法」以規範之。至夫

起否認之訴予以推翻。

殖技術突破技術障礙，以人為操作模式解決部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實施AID，則所生

份渴求子嗣人士的困擾。然早期外國法律實

子女之法律地位若何？人工生殖法第23條第

2 第287期 97年4月25日出刊

參考資料：王富仙，借精生子衍生親子關係之探
索，軍法專刊44卷7期。

本院客服專線：(02)28757796（受理建言、申訴等事宜）。服務信箱網址：http://www.vghtpe.gov.tw/vgh_service.htm，其中包含一般醫療諮詢、為民服務、各專科醫療諮詢等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聞 風 向 球

肝臟腫瘤的原因、治療及預防

家
兒童醫學部小兒腸胃科總醫師 張芳瑗

「吐血」聽起來是個可怕的名詞。一般

致凝血功能異常、維他命K缺乏、壞死性腸

內視鏡檢查，約五成是表淺性的胃黏膜破損

嘴巴吐出混含血液的嘔吐物時，首先要區分

炎、血管異常、敗血症到牛奶蛋白過敏都有

或胃潰瘍；40%是食道問題，如食道發炎、

是「吐血」、「咳血」，還是血其實來自於

可能。

食道潰瘍或食道靜脈曲張。
針對上消化道出血的處理原則，首要是

看是否有流鼻血、口腔潰瘍或牙齦出血。要

到小腸都須考慮，可能原因有：食道靜脈曲

穩定小朋友生命跡象，確保呼吸道暢通、避

區分咳血或吐血，則是從病人動作，若主要

張、消化性潰瘍、Mallory-Weiss tear(因強

免嗆入血液或嘔吐物、防止窒息及吸入性肺

是咳嗽動作，鮮血滲雜著痰液或粉紅色血混

烈或持續的嘔吐造成食道下段的裂傷)、過

炎，同時評估血壓、心跳。大量出血時，應

著泡沫，再加上病史有呼吸道疾病者，如肺

敏性紫斑症(Henoch-Schonlein purpura)、

給予靜脈輸液，並儘量維持適當血壓，避免

炎等，咳血的可能性較高；但若病人是以反

Crohn's

disease、腸胃道阻塞、全身性感

休克；在可能貧血情況下，供給氧氣以避免

胃動作表現，血絲、鮮血或血塊混著食物，

染或藥物使用及誤食強酸強鹼等。有些季

缺氧，同時考慮給予輸血。在病人生命跡

或吐出來的東西是褐色，或合併有大量黑色

節，許多病毒感染可能會引起急性胃炎，有

象穩定後，再做一些檢驗及檢查，包含血紅

瀝青便，臨床上病人以腸胃道症狀表現者，

時候也會引起出血。

素、血小板、凝血功能、肝腎功能；進一步

根據本院小兒腸胃科統計1996~2000

分辨血的來源，是嬰兒腸胃道出血而來，

中，發現近七成的病童是以吐血為首要表

或生產過程吞下母親血液所致。可利用Apt

現、第二多症狀則是解黑色瀝青便。在這些

test，因嬰兒血液內血紅素仍是胎兒性血紅

小朋友當中，有三分之一是本身有神經肌肉

素居多(HbF)，和母親成人血紅素(HbA)不

疾病或肝膽道異常，三分之一則是出血前有
一些發燒性疾病，但是也有近四分之一小朋

兒上消化道出血原因很多，從出血性疾病導

友是沒有其他病徵的。針對這些小朋友安排

化道出血位置及原因，才能對症治療。

財團法人
惠眾醫療救濟基金會
96年3月份捐款芳名錄

同，對試劑有不同顏色反應來作區分。新生

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各30,000

括約肌鬆弛，糞便才能進入肛管內產生便

臨床上常見的症狀
一、與腸道內累積太多糞便有關：如腹

意，再藉由意志控制下，使外括約肌鬆弛

脹、腹痛、食慾不振而生長發育不良，也容

齊芳16,000元；三重愛心慈善會、慈行慈善會

而排出糞便。當結腸對水分再吸收增加，

易造成腸內細菌過度生長，容易放臭屁、口

侯益藤各15,000元；台北內湖碧霞宮、林嬋

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02-23167586

年之間，因上消化道出血來就醫的小朋友

包含內視鏡、消化道X光攝影等，以尋找消

政風電子信箱：ethics@vghtpe.gov.tw

在新生兒時期之吐血或黑便，必須先

使大便變乾變硬，或感覺或運動神經失調

臭或腸胃發炎。

娟、邱炯明、金淼、童琦蓁、錢讚清殷麗君等

小兒便秘

榮 總 人 月 刊

兒童上消化道出血時，則從食道、胃、

February

政風檢舉電話：02-28757007

鼻腔或口腔。可從病史和簡單口鼻檢查，去

則比較像是吐血。

有 小 寶 貝

小兒上消化道
小兒
上消化道出血
出血

吳基滔、財團法人杜萬全慈善公益基金各
300,000元；劉黔生250,000元；財團法人瑞

兒童醫學部小兒腸胃科總醫師 張芳瑗

信兒童醫療基金會100,000元；葉思怡60,000
元；合作金庫46,243元；李延慧、財團法人

排便正常機轉來自直腸膨脹，導致內

元；莊景雲24,000元；陳怡玲20,000元；康

二、排便困難造成的症狀：如害怕大

各10,000元；曲憶秀8,400元；連敏淳8,000

便、疼痛，同時合併肛裂、痔瘡及血便產

元；無名氏6,792元；侯美枝、洪金愛、楊媄

從嬰兒出生後第一天開始，解出來墨

生；由於裂傷後更加重排便疼痛，小朋友反

蓁、劉柏娟各6,000元；士林區愛心服務隊、

綠色大便稱之為胎便，之後顏色逐漸轉為

而更畏懼大便而忍出便意，造成惡性循環，

榮總之友各5,000元；員工消費合作社4,792

綠黃（轉形便）。餵食慢慢增加後，大

越積越硬的大便更難解出。有時便秘久了，

元；國語日報社4,200元；朱文南3,600元；

便顏色多為黃褐色。第一次的胎便通常

糞便在直腸已變成糞石，造成糞水從糞石旁

王許卜、李雪珍、高家慧、張清江、陳煌裕、

在出生後24小時內出現，當有胎便延遲

往下滲而弄髒內褲，常被誤以為拉肚子而給

黃瑞明、黃瑞明黃國隆等各3,000元；吳昆泰

排出時，需懷疑是否有先天性巨結腸症

予止瀉藥，反而更加重便秘問題。

2,570元；停車場2,396元；羅明雄2,200元；

及大腸蠕動異常，都可能導致排便失常而
造成便秘。

（Hirschsprung's disease）或其他病理性

三、脹大的結腸和直腸影響到其他系

林雪琴、陳冠廷、陳彥廷各2,000元；張維宏

因素存在。先天性巨結腸症是指結腸部分

統：如泌尿道感染或遺尿，長期便秘的小孩

1,200元；上全實業有限公司、王明前、王園

腸管，因其神經叢發育有先天缺陷，以至

若合併有泌尿道問題，經治療便秘後，臨床

英、至上貿易有限公司、吳珠美、李宜樺、

該部分腸管無法產生蠕動及推動作用，若

上症狀也會有很大的改善。

李芸樺、李益智、李國鋒、卓秀玉、邱玉芬

影響的腸管長度長（長節型），會造成類

長期便秘的小朋友九成以上為功能性(機

黃正龍等、孫牽治、張嘉玲、黃茂村、黃陳

似腸阻塞的症狀；影響的腸管範圍小（短

能性)問題，但仍有少數為器質性便秘，如腸

蟳、澄維企業有限公司、藍金陵各1,000元；

節型），則可能以容易腹脹或小兒排便困

道結構異常(如先天性巨結腸症、肛門狹窄、

李怡600元；王天海、王奕偉、洪秀蓁、唐先

難來表現。

直腸角度異常)；內分泌或代謝上之異常(甲

媛、張富美、陳阿慧、陳俞傑、陳許冬菜、黃

另外有一些因素也會影響到排便次數及

狀腺機能低下、腎小管酸血症、低血鉀)；神

琦雯、薛金英各500元；朱孝篤、林益全、陳

糞便軟硬度，如在食物方面，增加醣分、水

經肌肉疾患(如脊柱裂、脊髓發育不良)等。

芊如、黃靜芳、楊孟凡、楊健超、潘玉梅、

分及纖維質攝取，可使排便次數增加，質地

所以長期便秘的小朋友，仍需至小兒科門診

蔡良宗蔡良和邱秀敏等各300元；王子龍、

變軟；相反的，高脂高蛋白的飲食則易造成

進一步診視，小心排除這些可能性，切忌在

王鎔輔、甘宜平、甘麒筠、吳陳水雲、林淑

便秘；甚至有些藥物會影響到腸胃功能者，

家長期濫用瀉藥或浣腸劑。

美、柯濠、胡勇恆、胡鳥岐、張婕、陳岱沂、

也會引起便秘。運動、生氣、情緒緊張時，
大腸蠕動會增強而促使排便；反之，憂鬱、
甲狀腺功能低下、或不愛運動則會使大腸蠕
動降低。

曾秀珍、楊淑娥各200元；陳嘉婧、楊東霖
張芳瑗醫師檔案：
現職：台北榮總兒童醫學部小兒腸胃科總醫師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小兒腸胃科

各100元；無名氏50元；謝忠良40元；台北
榮總員工愛心百元捐款92,300元，捐款總計
1,491,5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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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

乳癌保留乳房之放射治療效益

癌症放 射治
癌症放射治

癌病中心主任 顏上惠

榮 總 人 月 刊

乳癌已列台灣十大癌症及女性癌症之首

療效類似，但乳房外觀得以保留，且絕大與

雖癌症發生率因高齡及其他因素持續增

位，以94年衛署統計資料，女性乳癌有6593

原來類似外觀。國內二十餘年來也陸續推

加中，由於醫學科技進步，防癌宣導與癌症

新病例，若加上原位癌647位(約佔9%)則為

展，現在各大醫院皆普遍使用。目前放射治

篩選，半數癌症已可根治。從過去到現在醫

7240例，從30到69歲每十歲年齡分層中，女

療的進步，乳房保存之腫瘤切除後之放射照

學的發展，手術與放射治療在治癒癌症一直

性乳癌皆佔第一位。因診斷設備與技術之進

射，僅會有皮膚輕度變紅、變深暫時反應，

擔任重要角色。雖然化療在許多癌症全身性

步，病例數仍逐年增加，早期診斷比例卻增多

治療結束數週後，逐漸恢復幾近正常，有助

治療亦不可或缺，約九成五癌症之根治是經

了。本院同年度之新病則有306例，若含27位

於病人的外觀及身心平衡。預估未來數年國

由手術或放射治療，或二者合併使用。放射

原位癌(約佔8.1%)則為333例。

內乳癌之人數仍會增加，定期以乳房X光攝

治療發展一百多年，近三十年來因電腦斷層

影，可提昇早期乳癌之診斷率；局部切除加

攝影電腦科技與醫學影像之進步，放療之治

雖然乳癌之防治推展一直推動自我檢查，
儘管乳房X光攝影或超音波檢查之進步，可檢

放療，可達保留乳房器官及外觀之效益。

查出早期病灶，手指自我檢查仍是最為倚賴，
但配合適當年齡時定期之乳房X光攝影也是必
要的。我常對同事半開玩笑說：「想信你(妳)

February

的手一定很巧，回家亦需經常做功課，但診斷
早期乳癌主要不只要靠你(妳)手巧，也要靠乳
房X光或超音波檢查」。
本院2005年之統計：第一、二期分別為
87、129例，約佔侵襲性乳之七成，其中相
當比例可保留乳房之局部切除手術加上放射
治療及必要之藥物治療。歐美於過去三十年
對早期乳癌之治療由乳房全部切除，逐漸改
為局部/腫瘤切除及腋窩淋巴結取樣或摘除，
以同側全乳房放射治療可達到與乳房切除之

顏上惠主任檔案：

強度調控高能放射治療儀(IMRT)

現

職：1.台北榮總癌病中心主任
2.國立陽明大學副教授
3.國防醫學院臨床教授
學
歷：1.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2.美國華盛頓大學Mallinckrodt Institute
of Radiology放射腫瘤科臨床研究員
3.美 國 德 州 大 學 M . D . A n d e r s o n C a n c e r
Center放射腫瘤科臨床研究員
4.美國紐約州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放射腫瘤科研究員
專
長：放射腫瘤學；腫瘤學；頭頸癌中樞神經系統腫
瘤、胸腹腫瘤；提昇癌病治療效益之療法、技
術之研究
門診時間：
星期四下午放射治療科第10診（診間代碼：14210）

鼻咽癌的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
癌病中心醫師 黃品逸/主治醫師 陳盛鈺
鼻咽癌原發部位鄰近顱底，多為未分化型

3D-CRT)，是一種以醫學影像為基礎的治療方

的鱗狀上皮細胞癌，極易發生頸部淋巴結轉移

法，除腫瘤範圍可被精確定位而提高治癒率，

和遠端轉移，因此在鼻咽癌治療上，手術治療

腫瘤附近的重要器官及相對位置也可被界定來

的結果並不好。而鼻咽癌細胞又對放射線特別

降低副作用。

敏感，目前最主要治療方式是放射線治療。依

四、強度調控放射治療：最新放射治療技

據疾病期別考慮合併化學治療，以增加局部控

術是強度調控放射治療(簡稱IMRT)。強度調控

制，減少遠端轉移機會。放射治療是利用直線

放射治療和三度空間的順形放射治療的差異點

根據癌病中心強度調控放射治療的經驗

加速器來進行體外放射治療，而放射線治療的

主要有：1.每一個治療照野的放射強度，利用

(2003年至2005年)，鼻咽癌的三年整體存活

副作用、併發症或後遺症，也隨放射線治療的

動態多葉準質儀作強度調控；2.治療計畫是逆

率為89%，三年的無疾病進展存活率為82%。

進步而減少。過去的鈷六十治療設備在台灣已

勢進行－放射腫瘤科醫師首先開出理想放射劑

若以期別來區分，第I、II期三年整體存活率為

經被淘汰。

量分布處方，由電腦自動產生適當強度調控；

100%，三年的無疾病進展存活率為100%﹔第

放射線治療
一、放射治療照射範圍：鼻咽癌的放射

3.必須對強度調控電腦計畫做嚴格品管，因此

III期三年整體存活率為89%，三年的無疾病進

專業放射物理師的工作更為繁重；4.強度調控

展存活率為82%﹔第IVa期的三年整體存活率

治療範圍，除了必須涵蓋所有在醫學影像上可

放射治療比起一般三度空間隨形放射治療，更

為78%，三年的無疾病進展存活率為75%。

辨識的病灶區域，如原發腫瘤及頸部轉移淋巴

能處理治療緊鄰重要器官的鼻咽癌。

結，也得包括鼻咽癌可能局部蔓延侵犯，但在

化學治療
對早期已有淋巴結轉移或局部晚期鼻咽

黃品逸醫師檔案：

二、放射治療劑量：一般體外放射治療

癌，同步放射治療合併化學治療則是目前最主

是每日一次，每次1.8Gy或2Gy，每週五次，

要的治療方式。而已經發生遠端轉移的鼻咽

職：台北榮總癌病中心住院總醫師
歷：1.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2.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碩士
專
長：腫瘤放射治療
星期二上午放射腫瘤治療科第2診（診間代碼：04202）

整個療程約七至八週，原發腫瘤及局部淋巴轉

癌，則先給予化學治療，如果化學治療的反應

陳盛鈺醫師檔案：

移病灶之總劑量70Gy至72Gy。對可能被侵犯

良好，可再針對腫瘤及頸部施以放射治療。至

現

蔓延但無實體影像病變部位，包括仍未被轉移

於放射治療後或同步放療合併化療後的輔助性

的頸部淋巴，或未被侵犯的顱底部，總劑量

化學治療，其角色尚未確定。目前研究方向在

45Gy至50Gy之預防性放射治療，可達90%以

於新化學藥物及標靶治療藥物與放射治療的合

上之局部控制率。

併使用，及放射治療前或同步放療合併化療前

醫學影像仍無實體病變的部位。

三、三度空間電腦計畫及順形放射治
療：現代化三度空間隨形放射治療技術(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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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學

使用引導性化學治療是否對局部晚期鼻咽癌有

職：1.台北榮總癌病中心藥物放射治療科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兼任講師
學
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
長：頭頸癌、鼻咽癌、食道癌等同步放射化學治
療；各種癌症的化學治療
門診時間：
星期二上午藥物放射治療科第7診（診間代碼：04807）
星期二、星期四下午藥物放射治療科第7診

所助益。

（診間代碼：14807）

醫

題企劃
療效益顯著提昇；約有40%可根治的癌症，
因放射治療之使用可達到器官保留，相對

療 大 百 科

口咽及下咽癌的
放射線治療

治
治療的效益
療的效益

癌病中心主治醫師 王令瑋

功能與美觀維持亦有相當的效益。近年來放
療更由三維適形的功能，再進步為強度調控

及不同正常組織耐受劑量尋找出最適強度地

期癌症及長存活期癌患之晚期副作用大為降

包含扁桃腺、軟月咢、舌根等部位。下咽位在

圖，再衍生出許多角度照野組合。最後達成

低。本期介紹之乳癌、頭頸癌及攝護腺癌即

口咽下方，喉部(聲帶)兩側及後方，解剖上

「腫瘤得到高劑量，正常組織得到低劑量」

為此類典型例子。

包含梨狀窩、後咽壁及環狀軟骨後方等部

的目標。長達七週療程中，病人仍會有口

位。此位置癌症好發於抽菸、喝酒及嚼檳榔

乾、咽喉發炎、體重下降和皮膚脫皮等急性

的男性，發生率逐年增加。症狀常為吞嚥疼

反應。但只要遵從醫囑接受症狀治療，大多

痛或困難，下咽癌若侵犯至聲帶有聲音沙啞

可完成放療而達治癒目的。由於職掌吞嚥及

現象。手術治療為此癌症之重要選項，廣泛

說話功能的組織器官在放療後仍存在，功能

切除組織常影響病人吞嚥及說話功能，造成

損傷比手術切除來的輕微，在此癌症放療和

生活品質下降。放射線治療提供了器官保留

手術佔有同等重要地位。

癌病中心主任 顏上惠

)

的機會，對早期腫瘤治癒機會也很高。傳統

理想癌症治療除要徹底清除癌細胞外，

放療會有許多副作用，影響生活品質。由於

治療後生活品質的維持也很重要。放射治療

科技進步，放療技術由傳統二維空間進步到

使患者有機會保留器官，其技術也逐漸精緻

三維順形治療及強度調控放療(簡稱IMRT)，

化，副作用較前減輕。更可與其他療法如化

不但對腫瘤位置掌握更為精準，對正常組織

療及標靶治療合併使用，提昇治癒率。本院

如唾液腺、口腔黏膜之保護更為良好，治療

病人治療前皆經過多專科團隊討論最適治療

後慢性後遺症，如口乾、頸部僵硬，較傳統

方式，接受專家建議，才能得最佳療效。

榮 總 人 月 刊

口咽位在口腔後方、鼻咽下方，解剖上

February

及影像導引，使放療效益更為提昇，尤其早

放療要輕許多。
放射治療步驟，通常由固定模具之製造
開始。病人之治療姿勢由量身定做的面具固
定後，即接受電腦斷層模擬攝影。此部分數
位影像傳輸至放療治療計畫軟體內，由放射
腫瘤專科醫師將腫瘤之三度空間輪廓逐一描
繪出來，同時對放射線敏感之正常組織(如
腫瘤不會長的方方正正，新一
代的直線加速器已能在不同位
置產生不同形狀、不同強度之
輻射照野以包含不同形狀之腫
瘤區域。

唾液腺、脊髓等)一一標識清楚。假設使用
IMRT技術，電腦軟體會依據醫師處方劑量

王令瑋醫師檔案：
現

職：1. 台北榮總癌病中心放射腫瘤科主任
2. 國立陽明大學兼任講師
學
歷：1.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2. 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臨床研究員
專
長：頭頸部腫瘤、婦科腫瘤、加馬刀放射手術及
直腸癌
門診時間：
星期二、星期四下午放射治療科第6診
（診間代碼：14206）

攝護腺癌的放射治療考量

「攝護腺癌」是男性最常見的癌症之

癌病中心主治醫師 劉裕明

一，發生原因並不清楚。隨著年齡增加，發
生率也增加，一般好發於50歲以上男性。攝

症已轉移則需作全身性的治療，如荷爾蒙治

的患者因為餘命大於十年的機會較小，荷爾

護腺癌在臨床上沒有明顯症狀，只有當腫瘤

療。若只是局部的癌症，則局部治療即可有

蒙治療已足夠。畢竟較積極的治療可能的副

侵犯到膀胱、直腸或全身骨骼轉移第四期病

很好療效。攝護腺癌的局部治療，包括手術

作用較大。

程時，才有排便困難、出血或疼痛等症狀。

切除及放射治療，目前兩種治療方式在局部

患者一般多因攝護腺肥大有排尿困難症狀，

癌症的十年控制率相同。

攝護腺癌症的治療是非常多元化的，需
要評估的因素很多，患者最好伴同家屬與醫

意外診斷出有攝護腺癌。故對於50歲以上男

在患者健康狀況方面，須評估患者是

性，接受定期的血液攝護腺抗原指數檢查或

否適合接受外科手術治療。對不適合接受

肛門指診是有必要的。

外科手術治療或年紀較長者，放射治療是

劉裕明醫師檔案：

較恰當的。

現

疾病治療計畫不僅要考慮病情，還需
評估患者健康狀況及患者對於治療結果的
期許。

在患者對治療結果的期許方面，治療需
符合患者需求。這方面須先討論何謂「荷爾

在病情方面，需評估患者血液攝護腺抗

蒙治療」。攝護腺癌比較特別的是男性荷爾

原指數的數值、病理切片的報告、電腦斷層

蒙會促進攝護腺癌生長，故斷絕男性荷爾蒙

或磁振攝影及全身骨骼掃描報告。就血液

來源，可抑制攝護腺癌生長。就荷爾蒙治療

攝護腺抗原指數的數值而言，數值大於10

與手術切除及放射治療來比較，荷爾蒙治療

ng/ml風險較高；病理癌分化指數較高(≧8)

是屬抑制性治療，一般評估控制率是五年，

風險較高；電腦斷層或磁振攝影及全身骨骼

手術切除與放射治療為十年。以目前台灣男

掃描等影像報告，若證實無淋巴或骨骼轉移

性平均壽命接近80歲而言，70多歲的患者建

現象，則表示癌症是局部的並未轉移。若癌

議考慮手術切除或放射治療；對於接近90歲

師仔細討論，以決定最適當治療。

職：台北榮總癌病中心藥物放射治療科
主治醫師
學
歷：1.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畢業
2.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
3.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放射治療科臨
床研究員
專
長：三度空間、強度調控放射治療法；近接插
種放射治療；泌尿、攝護腺癌、婦癌之放
射治療
門診時間：
星期二上午放射腫瘤治療科第15診
（診間代碼：04215）
星期四下午放射腫瘤治療科第15診
（診間代碼：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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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在討論肝癌標靶治療前，先了解癌症是何

成有關的信息傳導路徑。

腸胃科副護理長 溫明寰
蕾莎瓦不可嚼碎，用開水（勿用葡萄柚

肝癌在台灣是僅次於肺癌的第二大殺

汁或牛奶）於飯前1小時或飯後2小時直接吞

在因素或內在基因缺陷與影響，產生突變。當

手，腫瘤血管新生在肝癌生長中扮演著重要

服，建議劑量為每天兩次，每次2顆200毫

這些突變的細胞再發生有能力不受身體內正常

角色，一種稱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簡

克，若忘記服藥則要儘快補服藥物。其常見的

的自律性約束時，將導致異常增殖。癌細胞的

稱VEGF）的蛋白是促進腫瘤生長及擴散的

副作用有手足皮膚反應或皮膚毒性：皮疹、紅

可怕是其具有侵犯性、蔓延性，會和正常細胞

重要因子。醫界已研發出「多標靶」的蛋

腫、疼痛、腫脹、脫皮、潰瘍、手掌或腳掌長

組織爭奪所需的養分。

白酶抑制劑（多重激酶抑制劑）－蕾莎瓦

水泡；臨床表現可能感覺麻木、刺痛，嚴重不

何謂「標靶治療」？就是一個能夠完全只

「Nexavar」，這種新的標靶治療藥物可以讓

適可能會影響工作。此時護理的重點建議：可

針對癌細胞，但不會影響到正常組織的治癌方

癌細胞無法獲取養分，延緩分裂生長，也干擾

穿著寬鬆衣物、棉襪、軟鞋且不宜久站以防足

式，這正就是「標靶治療」的發展初衷。「標

供應癌細胞血流的血管增生，預防擴散。依據

部受壓、避免洗澡水過熱。若有皮膚角化情

靶治療」這個名詞，大家會想成圓圈圈，一箭

本院臨床經驗，肝癌無法局部治療，患者服用

形，可使用乳液或依醫囑塗擦含尿素之藥膏以

正中靶心。其實標靶治療的正確說法應該是

蕾莎瓦，可能延長數個月壽命。蕾莎瓦為口服

軟化角質，減緩不適。治療期間可能有高血壓

「靶向治療」，也有人將之比喻成治療癌症的

錠劑，相對於傳統化療對病人來說很方便。目

情形，必須依醫師指示定期測量血壓。此外還

「響尾蛇飛彈」，這種飛彈只要擊發出去後，

前已獲衛生署核准上市治療晚期腎癌病患，但

可能出現食慾不振、經常性腹瀉、口腔潰瘍及

會自己去尋找敵方飛機的引擎散熱源，藉此精

目前尚未核准為肝癌用藥，故無健保給付，必

疲倦感等副作用，均採症狀處理。標靶治療必

準地擊落敵機。

需自費，每月花費約十八萬元左右，十分昂

須持續，若出現嚴重藥物不良反應時，則需儘

癌症的標靶治療是以細胞表面的各種較特

貴。臨床護理人員照護到越來越多使用蕾莎瓦

早告知醫師，依醫師建議減少劑量或停藥。

殊標記及細胞內各種訊息傳遞途徑之作用分子

治療的病人，指導病人正確服用蕾莎瓦及幫助

然而，肝癌標靶治療雖然在醫界頗獲好

作為標靶治療。分子標靶治療的藥物，大多是

病人了解蕾莎瓦的副作用，可以讓病人早期察

評，但也提醒民眾並非人人都有效；不過相信

以小分子化合物或是單株抗體的形式，進行破

覺症狀儘早處理以防進一步惡化，在標靶藥物

在未來，標靶藥物的研發將使癌症治療進入新

壞或阻斷與癌細胞增殖、分化、凋亡或血管生

成為癌症治療趨勢之下相形重要。

紀元，治療更精準，也讓病人有多一種選擇。

February

疾病Q&A
問：因扁桃腺反覆發炎高燒，醫師建
議切除扁桃腺，切除是否會造成
免疫力變差？
答：月咢扁桃腺位於口咽深處，張開嘴巴即可觀
桃淋巴組織，即使因病切除月咢扁桃腺，並不會
造成免疫力改變。通常月咢扁桃腺在12到15歲
左右就會逐漸萎縮，然而有些人因之前反覆感
染，或有細菌菌落寄居其中，沒有萎縮反而變

打呼缺氧，或常因扁桃腺發炎發燒
請假影響工作，這都需要考慮切除

扁桃腺。 耳鼻喉部喉科主治醫師 蔡東龍答覆

偏頭痛

蔡東龍醫師檔案：
現

職：1.台北榮總耳鼻喉部喉頭頸科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耳鼻喉科講師
學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
長：一般耳鼻喉科、口腔咽喉頭頸癌、打鼾及睡
眠呼吸中止症、慢性咳嗽、咽喉胃酸逆流
門診時間：
星期三下午喉頭頸科第3診（診間代碼：18103）
星期四上午喉頭頸科第3診（診間代碼：08103）

「偏頭痛」是一種比較嚴重的頭痛，60％
的病人頭痛發作時，侷限在一側的太陽穴，但
有時也會有兩側都痛的偏頭痛。頭痛的持續時
間從半天到三天不等，通常劇烈的疼痛就好像
心臟碰！碰！碰！的跳痛著；有時頭又好像快
被刺穿了一樣，常伴隨著噁心、怕光、怕聲
音，甚至嘔吐，病患會覺得生活失去秩序，因

問：我的脖子看起來腫大，是否有甲
狀腺問題，是看新陳代謝科嗎？

甲狀腺外觀上變化，如葛瑞夫茲病(Graves＇

而無法工作。事實上，頭痛是可被治療的，醫

disease)，除會有體重減輕、心跳變快、手

師可提供許多有效的方法來治療頭痛，但易怒

答：甲狀腺位置大概在脖子中間偏下方，分左

抖、盜汗等功能亢進的臨床症狀外，通常會合

和沮喪會增加頭痛的症狀。頭痛的診斷是需要

右各一葉。如懷疑有甲狀腺疾病，應至新陳代

併甲狀腺腫大變化。如您懷疑有甲狀腺方面疾

時間的，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嚴重的偏頭痛患

謝科就診。部分甲狀腺疾病，如甲狀腺腫大、

病，請至新陳代謝科就診，新陳代謝科醫師會

者，千萬不要自己醫自己，這樣頭痛症狀就會

甲狀腺結節、囊腫、甲狀腺癌等，如夠大時，

為您詳細問診、身體理學檢查及安排必要檢

慢慢減輕。

有時在外觀上可看出變化，但大多數從外觀上

查。 內科部新陳代謝科總醫師

無法明顯看出異常。另外一些甲狀腺疾病，會

黃維人醫師檔案：

以功能性失調來表現，如功能亢進或功能低

現

職：台北榮總內科部新陳代謝科住院總醫師

下，在臨床上會出現不同症狀，有時也會合併

學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搔癢性丘疹或小水泡的皮膚疾病。通常與某人

專

長：糖尿病、甲狀腺及內分泌疾病

內在因素，尤其是異位性體質有關。病理切片

黃維人答覆

濕疹
「濕疹」為一種界線明顯，聚集於一處的

檢查可見表皮細胞間或細胞內水腫，因感覺劇

問：臉上有一顆黑痣，每次洗臉時都
會流血，該如何處理？

找皮膚專科醫師看診，安排手術切除，做進一

癢而搔抓，導致病灶表皮破損，滲出及流水的

步病理化驗。基底細胞癌若早期發現，只要切

濕撘撘狀態，故有「濕疹」之稱。臨床上濕疹

答：若臉上出現易出血或潰爛不易癒合病灶，

除乾淨，不易有復發或轉移問題，算是預後良

分類有許多種，依臨床過程可分急性、亞急性

尤其是老年人，有可能是皮膚癌，最常見的是

好的皮膚癌。

及慢性三種；依病灶型態分錢幣狀、皮脂減少

基底細胞癌。基底細胞癌是好發於老年人頭頸

蘇靜怡醫師檔案：

部的皮膚癌。東方人的基底細胞癌常是黑色或
棕色病灶，易被誤認是一般的痣。但基底細胞
癌通常顏色較不均勻，變大速度較快，可能會
出現潰瘍或易出血。若有上述情形，最好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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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學
專

皮膚部總醫師

蘇靜怡答覆

職：台北榮總皮膚部總醫師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長：青春痘、面皰、香港腳、頑癬、灰指甲、汗
斑、 膿痂疹、癤、疥瘡、濕疹、富貴手、牛
皮癬、乾癬、過敏性皮膚病、皮膚電燒及冷
凍治療

性濕疹及慢性單純苔癬；依體質可分異位及脂
漏性濕疹；依病灶部位又可分面部白糠疹、手
部及陰囊濕疹等。治療原則為口服抗組織胺等
止癢藥，併外用腎上腺皮脂類固醇藥膏，亦即
內外夾攻，以加速療效。（編輯小組）

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02-23167586

察得到。在咽喉區除月咢扁桃腺外，尚有許多扁

醫學
小辭典

大，因而造成呼吸道阻塞，睡眠時

政風電子信箱：ethics@vghtpe.gov.tw

榮 總 人 月 刊

東西？癌症是來自人體的正常細胞，因長期外

政風檢舉電話：02-28757007

師齊把關 全 民 保 健 康

肝癌標靶治療病人之護理

生

國內較少見的濫用藥物(IV)：

笑氣與亞硝酸酯
內科部臨床毒物科主治醫師 楊振昌
笑氣進入體內後，絕大部分由肺部排出；亞

切不可與威而剛(Viagra)併用，否則可能因

nitrtie)、亞硝酸戊酯(amyl nitrite)或異戊

硝酸酯則主要由肝臟代謝為硝酸酯(nitrates)

藥物交互作用，產生嚴重之低血壓或引發心

酯(isoamyl nitrite)、及亞硝酸丁酯(butyl

或氨(ammonia)後排出。

肌梗塞(同理，威而剛也不可與治療心絞痛

nitrite)或異丁酯(isobutyl nitrite)，被濫用

吸入笑氣後，會產生中樞神經麻醉作

時之俗稱為「Rush」，多以小罐或安瓿(主

用、低血壓及反射性的脈搏加速、暈眩及幻

要為亞硝酸戊酯)外觀包裝，並可能標示為

覺。笑氣另外會產生欣快感，並可能產生臉

對於笑氣及亞硝酸酯中毒之治療，主要

磁頭清潔劑、室內芳香劑、皮革清潔劑、或

部潮紅、肺氣腫及氣胸。少數嚴重中毒者，

須注意呼吸道的保護、足夠的氧氣供應與心

液態芳香劑。亞硝酸戊酯曾被用於治療心絞

可能因腦部麻醉導致呼吸抑制或因缺氧窒息

律不整的監測及治療。由於施用者常會意

痛(類似的化合物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e及

而致死。長期使用笑氣者，約二至三個月後

識不清或行為失去控制，因此應注意適度的

硝酸異山梨酯isosorbide dinitrate等藥物，

可能產生周邊神經病變，如麻痺感、耳鳴、

肢體保護約束。亞硝酸酯中毒的病患，另外

仍用於心絞痛之治療)，目前則與亞硝酸鈉

平衡失調、反射功能變差等症狀；並可能產

應特別注意其血壓及是否產生變性血紅素血

併用於劇毒性的氰化物(cyanide)之解毒作

生精神疾病，如幻覺、失憶及憂鬱等。

症。如產生變性血紅素血症時，可給予解毒

的isosorbide nitrate或isosorbide dinitrate併
用)。

用。亞硝酸戊酯帶有獨特令人覺得不適的味

亞硝酸酯吸入後，其代謝物一氧化氮

道，盛裝的網線密閉安瓿壓碎後，會有黃

(nitric oxide)會導致血管擴張，產生陰莖海

笑氣長期使用時，可能因可影響腦中內

色霧狀物產生，且有劈啪聲，因此俗稱為

綿體充血、頭暈、心悸、反射性脈搏加速、

生性的鴉片類物質，而導致成癮性及依賴

「poppers」或「snappers」。

顏面潮紅、視力模糊、頭痛、步態不穩、全

性。至於亞硝酸酯則尚無生理成癮性或依賴

吸入性物質之濫用，在國內一向以強力

身倦怠無力、肛門括約肌鬆弛、大小便失

性之相關報告。

膠為主，但近年來國內也有人濫用原本長

禁、嘔吐等表徵。另外，亞硝酸酯也可能氧

期使用於麻醉的笑氣(一氧化二氮、nitrous

化血紅素內的二價鐵離子，導致變性血紅素

楊振昌醫師檔案：

oxide；笑氣自1840年起即被用於醫療用

血症(methemoglobinemia)致皮膚發紺；或

現

途)及具有醫療用途的亞硝酸酯(nitrites，主

產生過敏反應及皮膚灼傷；並可能因其易燃

要被男同志用於增加性能力；其中之亞硝酸

性而產生爆炸及後續燒灼傷。有報告指出，

戊酯於1859年即被發現)。笑氣及亞硝酸酯

男同志使用亞硝酸酯後，性行為會較浮濫，

進入人體後，經由肺部快速吸收。笑氣在

並可能因亞硝酸抑制人體的免疫功能，而較

吸入後約15-30秒即可作用，作用僅持續約

容易罹患病毒性肝炎及愛滋病。部分動物實

2-3分鐘。亞硝酸酯開始作用之時間與笑氣

驗則顯示，長期吸入亞硝酸酯，可能與免疫

類似，約10-30秒鐘；作用則約5-10分鐘。

力降低及罹患癌症有關。濫用亞硝酸酯者，

藥物甲烯藍(methylene blue)治療。

職：1. 台北榮總內科部臨床毒物科主治醫師
2. 國立陽明大學專任副教授
學 歷：1.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2.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博士
專 長：藥物流行病學、臨床毒物學、職業醫學、重症
加護
門診時間：
星期二下午一般內科第3診（診間代碼：10103）
星期三上午一般內科第3診（診間代碼：00103）

別來無恙?恙蟲病

內科部感染科總醫師 鄭元瑜

「恙蟲病」是由恙蟎媒介的傳染病，病

狀，約指甲大小。潛伏期約9至12天。無治

恙蟲病不會由人傳人，但患者要注意環

原體是恙蟲東方體Orientia tsutsugamushi。

療情形下，病程約14至21天，若無適當及

境衛生。鼠類身上的恙蟎，在叮咬患者後傳

此病最初的記載見於三世紀的中國，在晉朝

時治療，致死率最高可達60%。嚴重感染可

染疾病。個人工作或旅遊時，宜避免接觸草

葛洪所著的「肘後方」，對恙蟲病的症狀描

伴隨間質性肺炎、肺水腫、鬱血性心衰竭、

叢，並著長袖衣褲防止恙蟎叮咬。恙蟎性喜

述，傳染途徑和個人與環境衛生的預防方

濔漫性血管內出血、腦膜炎及腦炎。上述合

群聚，在一、二公尺見方之草叢可聚集大量

法，有深入記載。遲至十九世紀才出現於西

併症可能致死，通常發生於病程第二週。病

恙蟎，但相鄰之處可能一隻都沒有。因此一

方世界的文獻中。

患若接受適當抗生素治療，通常在開始治療

行人出遊時，可能只有一兩人患病，其他人

的48小時之內會退燒。首選治療用藥為四環

完全沒事。雖然台灣在衛生環境進步後，恙

黴素類，療程為7至10日。

蟲病的威脅不若以往，但從事戶外活動者，

恙蟎生活於溫暖潮濕的植物上，藉由叮
咬皮膚將病原傳入人體。初期表現為頭痛、
食慾不振、疲勞乏力、寒顫、發燒、出汗、

診斷上需詳問生活史及旅遊史，且要有

結膜充血。隨著病況進展，多數患者會有三

完整身體檢查。本院不乏有在腹股溝或頭髮

種症狀：高燒、嚴重頭痛、全身肌肉疼痛。

底下仔細找到焦痂，進而診斷出恙蟲病之案

發燒一週後，約半數病患會出現皮疹，特徵

例。對懷疑的病患，須通報疾病管制局，且

為不癢、斑疹或斑丘狀疹。恙蟎幼蟲叮咬處

抽血送檢確認。台灣每年約有二到三百例確

可能出現焦痂，外觀深紅至黑，形似燒焦

認病例，以花東離島較多。

榮 總 人 月 刊

亞硝酸酯包括亞硝酸環乙酯(cyclohexyl

February

本院客服專線：(02)28757796（受理建言、申訴等事宜）。服務信箱網址：http://www.vghtpe.gov.tw/vgh_service.htm，其中包含一般醫療諮詢、為民服務、各專科醫療諮詢等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毒品 說不

活 最 健 康

向

仍應對此疾病有基本認識，保護自已。

鄭元瑜醫師檔案：
現
學
專

職：台北榮總內科部感染科總醫師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長：感染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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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榮 總

我 們的宗旨
們的宗 旨

．副總編

朱任公

配合國家醫療政策，提供榮民、榮眷及一般 民
配合國家醫療政策，提供榮民、榮眷及一般民
眾最優質的醫療服務。

床位數：34張
醫療團隊：

我 們的願景
們的願 景
全民就醫首選醫院，國際一流醫學中心。

我 們的核心價值
們的核 心價值

大運動治療室

丁乾坤、于

王復德、王

榮 總 人 月 刊

一般復健科主任：高崇蘭

我 們的目標
們的目 標

許淑霞、謝

．編輯委

部主任- 詹瑞棋

視病猶親、追求卓越、恪遵倫理、守法守信 。
視病猶親、追求卓越、恪遵倫理、守法守信。

．執行編

王慧馨、朱

神經復健科主任：楊翠芬

吳玉琮、吳

一、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安全優質醫療。
二、 成為國際醫事人才培育與尖端醫學研究之
成為國際醫事人才培育與尖端醫學研究 之

骨骼關節復健科主任：莊天佑

何瑾瑜、林

主治醫師：周正亮、蔡泊意、邱然偉

林怡君、林

卓越中心。
三、活化管理，永續經營。

呂信邦、李

林志慶、林

邱方遙、況

總醫師：李思慧、吳珊珊、李翰文

卓淨如、翁

翁文松、高

黃志宏、黃

黃啟原、郭

February

本院復健醫學部提供完整臨床復健醫

位，對於開心手術及心臟移植病患提供完

諮詢及衛教。對於暈眩病人，本院復健醫

療，其中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與語言治療

整的復健計畫。此外，亦設有尿路動力學

學部設有「暈眩病人復健門診」，並備有

為國內設備最完善的作業部門之一；心理

及成立吞嚥困難及感覺統合治療小組，同

完善的復健。近年來，本院復健醫學部新

張誌剛、張

社會復健與職能鑑定更為國內首創的服務

時也通過評鑑，成為台北市及台北縣之發

設置「動態視覺手眼協調系統」及電腦軟

張豫立、梁

項目。有精密肌電圖儀器，做為肌肉及神

展遲緩評估中心，對特殊需要病患提供科

體，提供患者視動能力的評估與治療及視

經病變之診斷，同時亦首創國內脊椎神經

技合作下更專業性服務，成效極為卓著。

知覺、記憶等認知能力的訓練。在高齡患

楊仁鄰、楊

鄭乃誠、鄭

手術之手術中肌電波偵測。此外，對小兒

對於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患者，本院

者復健方面，本院復健醫學部亦積極參

加護病房及病嬰室之高危險早產兒，進行

復健醫學部發展出一套肌肉內電刺激的治

與，並與高齡醫學中心合作開設「高齡整

早期介入復健治療計畫，長年追蹤其運動

療方法，病人滿意度高達80％以上。另

合性門診」，成效良好。

及能力之發展。本部並設有心肺復健單

有復健輔具中心，提供輔具評估、檢測、

陳克華、陳

陳美碧、張

辜筱倫、賀

溫信學、楊

蔡泊意、蔡

劉瑞瑤、霍

謝慧觀、關

藍耿立、譚

蘇靖雅、顧

政風
園地

兩性平權新未來
民法親屬修正面面觀(2)

收養子女要注意的事
案例
現年30歲梁山伯與26歲祝英台已結婚
多年，膝下無子，遂與鄰居馬文才夫婦商

原職稱 眼科部主治醫師

條規定，可約定馬小強從養父姓（梁）、養
母姓（祝）或維持小強原來之姓（馬）。

案例

定，梁山伯與祝英台共同收養馬小強案，梁
山伯與小強年齡差距達20歲，祝英台長於
小強16歲，已符合該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
法院自得本於馬小強最佳利益裁定認可收
養。此外，依第1079條之3規定，法院裁定
認可收養確定時，收養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
時發生效力。馬文才夫婦同意小強被收養之
方式，依新修正民法第1076條之1規定有
二種，可擇一為之。其一可作成書面，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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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雁

1.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2. 美國梅爾醫學中心角膜科臨床
學 歷
研究員
3.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教 職 國立陽明大學眼科副教授

馬小強與梁山伯夫婦共同生活二年了，
小強似無法適應新生活，梁山伯夫婦與馬文
才夫婦商討後，認為小強回馬家，對小強未

「中餐烹調技術士」

來發展比較好，那麼梁山伯夫婦該怎麼辦？

衛生講習招生

問題解析
由於被收養人馬小強仍係未成年人，依
據新修正民法第1080條規定，梁山伯與祝
英台夫婦應與馬文才夫婦共同以書面合意終
止收養後，向法院聲請認可，由法院斟酌小
強之最佳利益決定是否認可，並自認可裁定
確定時發生終止收養效力。
政風檢舉電話：02-28757007
政風電子信箱：ethics@vghtpe.gov.tw
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02-23167586

對

象：餐飲從業人員、有志從事餐飲
服務者

日

期：97年8月12日（星期二）
97年11月26日（星期三）

時

間：上午8時30分至5時
（時數8小時）

講習費用：壹仟圓整（含講義、中餐）
連絡電話：（02）2875-7472
報名截止：各梯次50名，額滿為止

止
20:30

公證；或於梁山伯夫婦向法院聲請收養認可

．行政助

按鍵 語
動動跳號 )
※
(音 以
) 約掛號 含
( 查詢及取消 專
) 線 /(02)2873-2151(32
語音掛號 含查詢及取消 服務時間 每日
∼
全年無休
(
)
/
6:00
24:00
複診 現
㝁 21:00/
預 約 日 期 以 14
天 兩
※
/ 場 預 約 時 間 /8:00
(週 為
) 限額滿為止
開始 上
止 下
止 晚
當日現場掛號時間 早
/ 上 8:00
/ 午 科 11:00
/ 午 科 16:00
/ 上科
當日現場指定診間如已額滿 請
/ 改掛其他診間

依新修正民法第1073條第1項但書規

徐佩佩

於辦理收養登記前，依新修正民法第1078

歡喜之餘，乃檢具相關資料向法院聲請裁

問題解析

．編輯助

姓 名 林佩玉

筆錄。馬小強經梁山伯與祝英台共同收養，

終止收養要注意的事

裁定認可收養？

單 位 眼科部

時，以口頭向法院表示同意，經法院記明於

以書面同意，並經公證。梁山伯與祝英台

10歲)年齡差距未達20歲以上，法院是否

．攝

謝錦忠、朱

現職稱 眼科部一般眼科主任
（97.03.16起生效）

討收養其子小強，馬文才夫婦商量後，予

定認可共同收養，但祝英台與馬小強(現年

人事動態

榮總人月刊
鄒故院長濟
逝世二十週年

告慰鄒故院長
榮總人沒有讓您失望
鄒濟勳院長在榮總人月刊發刊詞中曾表
示：「榮總是一個無門戶之見、開放獨立的

百挫不撓的毅力，逐一完成，為榮總奠定了
厚實的軟、硬體基礎。

醫院，用人唯才，廣羅各醫事院校之菁英而

自73年榮總人月刊創刊至77年過世，

培育之…」。就這樣，我自台北醫學院醫學

鄒院長在月刊共發表了21篇文章，字裡行

系畢業後，力克強敵，考入榮民總醫院神經

間、心心念念都是榮總的發展，他把一生的

外科。

黃金時期都給了榮總，念茲在茲的都是如何

我們都是鄒院長看著長大的，我進入榮

把醫院辦好。87年鄒故院長逝世10週年時，

總做R1時，他已經是副院長了，看到他的資

榮總人月刊社將文稿匯集成冊，書名「榮總

歷真令人咋舌。鄒院長是陸軍醫科大學醫學

與我」，以竟其生前未能完成之願望。（鄒

系畢業，兩度赴美進修醫院管理，曾經擔任

故院長曾說退休後要寫一本書，書名都想好

過上海空軍醫院院長、台南空軍醫院院長、

了，叫「榮總與我」）

聯勤第四總醫院院長、陸軍第一總醫院院長
等，真可算是我國醫院管理的鼻祖了。

近年來本院迭創佳績，在基因、幹細胞
等研究不但領先國內，部分甚至領先世界。

67年至77年他擔任院長的十年中，積

神經再生技術的研發成功，器官移植技術的

極規劃推動榮總制度的建立、醫療業務之發

進步，如第一例跨國（越南）施行兒童活體

展、醫療學術之研究、醫院管理之改進、醫

肝臟移植，三人連鎖換肝，以百分百手術成

事人才之培育等，將榮總建設成了現代化國

功率，獲衛生署通過成為第一家免人體試驗

家醫學中心。此外擘劃成立陽明醫學院，為

可逕行胰臟移植的醫院，第一例兒童人工心

國培養醫事人才；後來又規劃成立台中分

臟植入術、心律不整電燒術的創新、兒童罕

院、高雄分院，在全民健保未實施前，為中

見疾病的治療獨步國內等，不勝枚舉；新建

南部的榮民袍澤提供了與北榮同等級的醫療

的醫學科技大樓即將竣工，這是國內第一所

服務；協助衛生署成立群體醫療中心，惠及

符合國際認證優良的醫院實驗室，未來啟用

全國同胞；參與國家醫療政策的制定，協助

後將有助於研究品質之提昇，相信會有更好

政府辦理中沙醫療外交，舉辦國際性學術會

的成果出現。去年醫院評鑑本院獲得特優等

議，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在我國近代醫療史

級、榮獲行政單位最高榮譽金斧獎，讀者文

於民國2年，陸軍軍醫學校大學部醫

上堪稱空前第一人。

摘舉辦讀者票選信譽品牌96年起增加醫院

科22期畢業，初任外科軍醫，後歷任

他首創專勤制度，提供醫師優厚之不開

類、本院連續二年獲得金牌獎等，篇幅所限

上海空軍醫院院長、台南空軍醫院院

業獎金，讓醫師全職、全程、全心在院工

無法一一例舉，此皆是全體同仁秉持先賢樹

作；要求醫師臨床、教學與研究並重，規定

立的優良傳統，不斷努力精進，所獲致的成

醫師門診不可遲到，會診要在規定期限內完

果。堪以告慰

成，匡正醫師收受紅包惡習，要醫師視病猶

鄒 故 院 長 ，

親，作仁心仁術的良醫而非名醫；率先全國

「榮總人」沒

採用預約掛號制度、醫院電腦化等。這在當

有讓您失望。

時都被認為難以實現，但以他的高瞻遠矚、

作者介紹：李良雄
現任：台北榮總院長
榮總人月刊發行人
曾任：台北榮總副院長
台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主任

本刊創辦人榮總第二任院長鄒濟勳將軍

本刊創辦人榮總第二任院長鄒濟
勳將軍，字孝威，湖南衡陽人氏，生

長、聯勤第四總醫院院長、陸軍第一
總醫院院長，著有勳績。民國48年
奉時任退輔會主委經國先生之命，調
任榮總副院長，67年6月1日升任院
長，77年4月12日任內病逝。

知人善用
鄒院長為榮總奠定濟濟人材
語云：「先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出開業，幸得鄒故院長勸我留下來，並在

我相信，很多很多曾經鄒院長提攜，在榮總

各方面大力支持，使我的建議和計畫得以

系統成為出類拔萃的學者、專家、主管和領

順利進行，也吸收到精英加入心臟外科行

導者的「榮總人」，都會同意，正因有鄒故

列，逐漸壯大，終於讓榮總心臟血管外科

一直在台灣醫療領域中追求卓越，創新貢獻

76年作者（中）完成我國首例合法心臟移植，
鄒院長伉儷（右）舉辦慶功宴，退輔會主任委
在國內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員張國英將軍（中右）親臨鼓勵，左起為姜必
我只是提出自身的一個例子。其實在榮
寧副院長伉儷、鄭國琪夫人。
總其他專科專業同仁，曾與鄒故院長共同胼

而領袖群倫。

手胝足，為醫療科技創新發展努力不懈的

逝世廿週年

榮總在1975年送我到美國接受心臟外

「榮總人」都曾有相似的經歷，現今榮總系

紀 念 之 日

科訓練，那時候，願意做心臟外科的醫師不

統從台北、台中到高雄，都能為國人提供最

子，緬懷先

多。我回國後，老師俞瑞璋主任退休，我一

優質的醫療服務，在教學、研究領域中也大

賢，寫下歷

個人面臨工作發展的大壓力，一度想離職外

放異彩，鄒故院長居功至偉。藉此鄒故院長

史見證。

院長的真知卓見和知人善用，奠定榮總人才
濟濟的的基業，才能讓榮總系統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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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鄭國琪
現任：高雄榮總院長
曾任：高雄榮總副院長
台北榮總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月刊創辦人
長濟勳將軍
週年紀念特刊

鄒院長與
鄒院
長與
北中 南榮 民總醫院
北中南榮民總醫院
時間過得真快，轉瞬，鄒院長離開他終
身奉獻的榮民總醫院已經二十年了。台北榮
總於民國48年11月1日開幕，鄒院長於當年5

鄒故院長一生奉獻醫療事業，除

月1日，由台北陸軍總醫院院長任內，調來榮

了將榮總建設成國家一級醫學中心，

總擔任副院長。當時院長盧致德老師主掌國

更參與國家醫療政策制訂，大力推展

防醫學院，榮民總醫院是兼職，除大政方針
外，一切院務及行政管理，多由鄒副院長執

國際學術交流、出版醫學刊物、設立

行，前後竟達19年之久，直至民國67年6月1

醫學研究基金、獎勵後進，籌辦國立

日升任院長。

陽明醫學院、培植醫事人才、設立榮
總台中分院及高雄分院，連貫北中南

台北榮民總醫院建院之初，全院僅有600
張病床，門診容量每日200人次，服務對象
限榮民及其眷屬。由於辦理績效良好，立法

鄒院長參加台中分院開幕典禮，與羅光瑞院
長（右）及北榮總務室李用珷主任（左）

榮民醫療體系、成立惠眾醫療基金、

院主動修法，開放部分病床，為公勞保及一

幫助貧病等，犖犖大者不可勝數，一

般民眾服務。為此則增建思源樓，將病床擴

高雄榮總選在楠梓，地屬高雄郊區，當時土

些對榮總發展史了解的人常說，沒有

充至千床以上，但仍是經常全院暴滿，一床

地不到五千元一坪（現已漲二十餘倍），創

難求。於是鄒院長掌院不久，便建議政府，

院院長選定台北榮總感染科主任鄭德齡擔

改建原有使用二十餘年老舊（病床設施已遠

任，他任事積極、正直不阿。緣於台中榮總

不如當時一般住家水準）院舍，為現在之中

建院經驗，高雄榮總的創建則更為順利，於

正樓。當時提出之預算為四十億元，可說是

民國79年10月31日開幕。當完成鄒院長的遺

天文數字。所幸那時國家財政充裕，民意代

願時，他已離開我們兩年半了。高雄分院開

表支持，終於達成鄒院長的宏願。可惜在中

幕後，不到三年的時間，由於發展迅速，即

正樓結構完成，並在四樓以下開始啟用時，

獨立為高雄榮民總醫院，是南區公立醫院唯

鄒院長不幸罹患急性白血病，於民國77年4

一的醫學中心。

鄒院長，就沒有今天的榮總。

月12日辭世，未能目睹整棟大樓於次年8月
完成啟用。

鄒故院長與夫人白婉玉女士伉儷情深，於結
婚紀念日同遊日月潭在月老祠共許緣續來生
願，鄒夫人相夫教子、賢淑共稱；語云，成
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性，鄒夫人
當之無愧。

憶鄒濟勳院長
大家敬愛的鄒院長先生仙逝瞬忽二十年，
記得往生前一天下午，我從台中北上到117病
房探視病情，向他老人家問安，只見他面色紅
潤，毫無病容，神情亦如往常，說過什麼話已
不復記憶，只記得告辭時他老說：「回台中路
上開車要小心」。自己罹患不治之症，卻掛心
著我回程平安，著實令人感動至今不忘。
記得老中央大樓的急診室，位於第一棟樓
東側，面積約四十坪，連走道都放了推床躺著
患者十分擁擠，病人和醫務工作人員都感到不
便。到中正大樓設計規劃時，鄒院長便想到新
的急診室的醫療服務一定要以病人為中心。由

以上所述，三個榮民總醫院的改建及
新創，都是出自鄒院長的卓越貢獻。鄒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的新建，鄒院長是主要

長對醫院的經驗與管理，有其獨到的主要

推手。起因是地區榮民眷的要求，以及民意

政見，如「三一」及「三房」政策。所謂

代表反應。原意是在台中建一分院，以600

「三一」，就是辦理一個好的醫院，要人才

張病床為建院目標。我當時任台北榮總胃腸

一流、儀器一流、服務一流。三房政策是硬

科主任，做夢也未想到被鄒院長點名為創院

體管理，即病房、廚房及茅房（廁所）都要

院長。初任台北榮總副院長（任務編組）兼

做到整齊、清潔及合乎時代的水準。我在

台中榮總籌備處處長，該院於71年10月31

榮民總醫院系統服務28年，其中三分之一

日正式開幕，不久即發展為中部地區醫療重

的時間，是在追隨鄒院長對三個榮民總醫

鎮，中區第一個醫學中心。台中分院一直延

院的改建及創新

續六年，在我調任台北榮總後，才正式獨立

行政工作，感受

作者介紹：羅光瑞

為台中榮民總醫院。

良多，特為之簡

曾任：台北榮總第三任院長
台中榮總第一任院長
台北榮總副院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的建立，也是鄒院長的

述，作為對鄒院

規劃，不像台中榮總院址是輔導會的土地，

長的懷念。

於有好幾年急診室主任由內外科資深主治醫師

託，孜孜經營，醫療品質日上。

輪流擔任，任期一年，談不上有什麼經驗，但

作育英才不遺餘力，成為台灣地區年青

實務上如何設置，大家都各說各話，莫衷一

醫師進修急診醫學之首選。由於急診同仁在

是。他老斷然決定以後的主任要專任，如此方

急診醫學學術方面優異的表現，經政府核准

可用心耕耘。他相中了年青的李建賢醫師，更

在陽明大學成立急重症研究所，此一在二十

派他環繞地球一週，參訪各國著名大學醫院急

年前冷門的「學科」，到今日的顯學，不由

診部。李醫師返國後，將觀摩心得撰寫以病人

得懷念和欽佩鄒院長他老人家對醫術、對醫

為中心的急診室，那便是放射（包括CT，國

學和病人照顧的

內醫院開始引進不久）、檢驗、藥局、手術室

醫學倫理的高瞻

作者介紹：彭芳谷

及內視鏡都近在咫尺，方便病人診察醫療。此

遠見和一貫之實

構想獲得他大力支持一并得到實現，成為台灣

行毅力，值得後

地區各醫學中心急診醫學部設置規範，更是外

學者景仰學習的

曾任：台北榮總第四任院長
台中榮總第二任院長
台北榮總副院長
台北榮總一般外科主任

賓參訪重點，無不讚譽有加。李醫師不負所

模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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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和欽佩。鄒前院長
掌理台北榮總期間，求

榮總人月刊創辦人 鄒
逝世二十週年

新求變，建樹良多；醫

卓越貢獻

師專勤制度之建立以及
醫院資訊電腦之興辦，

台北榮總鄒前院長濟勳將軍逝世二十週

極有助于醫療服務品質之提昇，台北榮總更新

年，榮總人月刊將出專刊紀念，承囑為文。個

計畫之推動更屬創舉。猶記興建更新計畫大樓

人追隨鄒前院長工作，擔任副手前後五年，特

時，所需經費高達百億左右，個人陪同鄒前院

將感觸所得，記述如後，以表達讚佩之意。台

長前往經建會簡報，目睹其奮力爭取預算之苦

北榮總能有今日之規模及成就，絕非倖致，鄒

令人難忘。在醫院人事制度興革方面，鄒前院

前院長多年之領導奉獻與苦心經營，居功厥

長知人善用，分層負責，培育後進不遺餘力。

偉；其高瞻遠矚之理想，妥善詳實之規劃及講

各單位發展計畫，均可獲得醫院支援。在醫院

求效能之管理，時至今日，仍為大家所樂道、

管理方面，鄒前院長倡導落實病患優先理念，

重視細節，定期帶領一級主管巡視院內清潔及
各項設施，並追蹤各項改進成效。在拓展榮民
醫療系統方面，如陽明醫學院之初期規劃，台
中、高雄榮總之興建等，多由鄒前院長之參與
或主導，貢獻良多。鄒前院長待人寬厚，平易
近人，與部下相處和諧，備受愛戴。古人有立
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事業，鄒前院長實已一
身兼備，台北榮總
史上，永垂不朽。

作者介紹：于俊
曾任：台北榮總副院長
國立陽明醫學院校長

令人景仰而懷念的-鄒院長
有時，他也提供新猷。記得，他曾訓示我做

護理部同仁與鄒院長及夫人（二排中）出遊的
喜悅，中左為作者

一個主管，不能光憑「耳聞」，那會有偏

助，中沙斷交我們才撤回。這些援沙的人員，

差，還要「眼到」、「手到」、「腳到」，

榮總同仁稱之為「沙幫」，還不時相聚、懷

才能落實，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念那段難得、奇特的經歷。去年該院院長Dr.

因為他主張護理人員的學術內涵要提昇，
所以我遵命鼓勵同仁在職深造，才培育了榮總

Mutabagani來訪，大家見面，相談甚歡。
我們懷念

鄒院長，不能不提他的一件大

台北榮民總醫院創立於民國48年，台中

今天有多位的碩博士同仁；在那不容易辦理出

功勛─中正樓的興建。他興意創建此大樓時，

和高雄榮總也隨後接踵成立。這三所醫院的誕

國的年代，他也每年贊助護理同仁前往國外見

龐大經費難籌，但是他告訴大家，他必須要努

生、進步，有輝煌成績，鄒院長濟勳先生都功

習與觀摩。多年後，護理部同仁前往美國、法

力做到，還說：「現在不蓋，將來會後悔」，

不可沒。

國、南非者，比比皆是，吸納許多實務經驗與

於是他全力以赴，投注無數心血。在建造期

專業知識；以後，我們又遵循協助陽明醫學院

間，他經常巡視，看著一磚一瓦的鋪陳，77年

成立了護理學系，由本人兼系主任六年，與美

1月五樓以下完成，他搬進了位於四樓的新辦

周美玉將軍都是來自國防醫學院，我有幸能

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建立「泛文化護理」交

公室，令人遺憾的是他未及親眼看到整棟大樓

追隨

流，互派師生及同仁往來學習與觀摩，成績蜚

的落成就離開了……。

榮總與國防醫學院有很深的血緣關係，
第一任的院長
鄒院長是

盧致德先生及護理部主任
周主任的邀約。我原非習

護理，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因家父

王永

然，也是開風氣之先。

鄒院長不但是個好長官，也是一位親切的

安將軍亦在國防醫學院任系主任，便引介我

67年10月本院與沙烏地阿拉伯新吉達醫

長輩，他對我們施出父親般的愛護與關懷。記

去該院護理系教英文，隔年獲得CMB獎學

院簽約協助建院及醫療合作，鄒院長不辭辛

得他與護理同仁一道旅遊，有一次是個寒冷的

金，赴美改習護理，回國後服務於榮總。鄒

勞多次率領主管人員親訪勘查規劃。記得有

晚上，他與我們一起圍著毛毯擺龍門陣，談天

院長的領導風格令人崇敬，對部屬兼施尊

一次，行到半途，聽到

說 地 …… 。 這

重、鼓勵、支持、監督及關愛。由於他的信

消息，

于

廿年以前的往

作者介紹：王瑋

任，我們護理部才有相當發揮的空間。我向

俊副院長繼續前去吉達。沙烏地新吉達醫院創

事，就像昨夜

他提的意見，每多獲得鼓勵、讚賞及協助。

曾任：台北榮總護理部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主任

立後，本院派遣大批醫護技術等人員前往援

的一場美夢。

孫運璿院長中風的

院長與夫人斷然折返回國，我與

榮總的領航人-鄒故院長濟勳將軍

頭的地位。
讓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民
國73年11月

「榮總以我為榮、我以榮總為榮」，這是
本刊創辦人鄒故院長濟勳將軍為榮總定下的精

是位當家作主的副院長。

院長與陽明醫學院于俊院長、一般外科雷永耀

67年6月6日院長就職的第六天調我任秘

主任赴德與西柏林自由大學簽訂建教合作合約

書工作，當時我在婦產部任組員職，記得一聽

並專程至發明世界首台腎結石電震波碎石機製

始終我都以做為「榮總人」為榮，每當有

吳香達主任告訴我時，就開始發抖了，因為過

造廠Doriner工廠參觀，在預算尚無著落的狀況

人問我在哪裡工作時，我會很光榮的說，我在

去我們遠遠看到的鄒院長永遠是一張嚴肅不帶

下，毅然簽下訂購合約，在回程機上一夜未合

台北榮總工作。

笑容的臉，傳聞脾氣大且急，但我還是接受了

眼，寫好了報告，返台第二天一早上班，便叫

榮總能有今日之成就與地位，除了每一位

這份榮譽和挑戰。上班第一天，院長交給我一

我連絡立即往見退輔會主委及行政院長，親自

榮總人勤奮努力，主要是因為她有一位偉大的

張秘書的工作守則，是以他獨特的「鄒體」親

說明、努力爭取，六千餘萬的預算終獲批准。

舵手-鄒院長，是他將榮總帶上成功之路。

自用鋼筆寫在一張本院的西式信紙上。這張紙

一年後我國第一台腎石碎石機在本院啟用，由

我一直奉為圭皋，遵行、保留至今。

於鄒院長的勇於擔當，從此千千萬萬腎結石病

神指標。

院長是被經國總統欽定的副院長，據前輩
們說，民國48年創院之初原來有2位副院長，

可能沒有人比他更愛榮總了，早上七點不

患免去一刀之苦。本院許多的先進設備，如國

因為意見時常相左，導致業務滯礙難行，經國

到，院區就能見到院長巡視的身影，晚上應酬

內第一台的加馬刀、3T核磁共振儀、已然成

總統時任退輔會主委，一怒之下免去那2位副

很多，絕大多數都是為了醫院的發展，杯酒笑

為天母地標雄偉的中正大樓等等，都是鄒院長

院長，將時任陸軍第一總醫院鄒濟勳院長調

談之間，預算到手，最新的醫療儀器一件件購

契而不捨、百折不回爭取來的經費，如此的胸

來，鄒院長不計個人職務，在這個副院長職位

入、大樓一棟棟的興建、醫師一批批的送出國

襟、氣魄令人折服。難怪行政院孫院長一聽到

上一做就是19年。但這位副院長非比一般、可

外進修，短短的2、30年將榮總推上了醫界龍

鄒院長來見，便說又是來要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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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鄒故院長濟勳將軍
週年紀念特刊
民國59年我到台北榮民總醫院接受外科
住院醫師訓練，當時外科部主任是盧光舜，副

憶鄒濟勳院長
沒多久在沈主任及鄒院長之提拔下，我也升任
了泌尿科主任。

張心湜

讓我先獲得了台灣第一部體外震波碎石機。
鄒院長能獲得全院上下一致擁戴不是沒有

院長是鄒濟勳，院長是盧致德。那時對鄒副院

我做泌尿科主任才一年多，外科部主任沈

道理，他工作認真，無畏無懼，不計利害，一

長的印象是他一口的湖南腔，因為我在湖南出

力揚教授病重住進加護病房，有一天鄒院長叫

天到晚想的都是如何讓醫院更好。他喜歡那些

生，小時侯接觸的多半是湖南人，所以聽他講

我去他辦公室，說要我準備接沈主任的位置，

三步五時向他要人又要錢的部屬，他認為這都

話倍感親切。初時接觸的機會不多，但此後直

我聽了真是驚恐莫名，因為外科部主任的責任

是肯做事的人，他都會想辦法支援。

到民國77年他逝世為止的18年內，一直受他

重大，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立刻想要找理由

我做外科部主任第三年，很遺憾的鄒院長

照顧並多次提拔。

推卻，但他正色地說他已向蔣總統經國先生報

離我們而去，至今匆匆已二十個年頭了，但他

告過了，不可能改變，就是火坑我也得跳。

的音容及行誼永遠

民國64年完成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升任泌
尿外科主治醫師。民國66年5月經盧主任的推

民國74年我接了外科部主任，千頭萬緒，

薦，鄒副院長批准由我接任急診室主任。那時

精神緊張。有一天鄒院長到我辦公室來看我，

醫院有提供急診室值班住院醫師三餐的服務，

要我不要一天到晚板著個臉孔，好像別人都欠

菜色一向比照頭等病房的膳食，但我接主任後

我債一樣。他看我辦公室完全沒有窗戶，是間

就改了，送來的餐食顯然差了很多，幾經與

黑屋子，要替我找一間有窗戶的辦公室，以抒

主管單位總務室(當時營養室尚未獨立)斡旋未

解我的壓力，因我婉拒而作罷。

果，一怒之下，我衝到鄒副院長辦公室，把

我接外科部主任不久，退輔會也換了主

早餐連同金屬餐盤子往他桌上一丟，因聲音太

任委員。有一天新任主任委員來榮總視察，鄒

大，把他嚇了一跳，問清原因後，他先勸我脾

院長率副院長以下所有一級主管恭迎並座談。

氣不要這麼大，接著立刻把總務室主任叫來罵

新主委在講話中對榮總有很多誤會及嚴厲的批

了一頓，從此急診室又恢復了頭等伙食。

評，但多不是事實，因此在他講完後，我因一

留存在我心內。

作者介紹：張心湜
曾任：振興醫院院長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台北榮總外科部主任
台北榮總泌尿科主任

永念孝公
承先啟後 人才輩出
追求卓越 永着先機

任急診室主任一年後，盧主任替我安排出

時氣憤不平，站出來據理力爭，言語上頂撞了

國進修泌尿科一事也已成熟，成行在即。鄒副

他，頓時氣氛凝結，但他不愧是陸軍上將出

院長要我找接替人選，我便推薦了外科部資深

身，一看苗頭不對，馬上改變口氣，承認多是

優秀的彭芳谷醫師，彭醫師自接急診室主任後

聽來的，希望都不是事實，他願意把話收回。

余於民國48年6月，蒙尹杰公函呈經國先

表現優異，深獲鄒副院長賞識及不次拔擢。

事後我警覺到如此頂撞主管我們醫院的頂頭

生進入榮總，承 孝公雅愛勉勵有加，迄79年

進修回國後，鄒副院長已升任院長，我便

上司，實非明智之舉，便至院長室向鄒院長道

2月退休，在職歷時30年8個月，朝夕銜命，

向鄒院長及時任外科部主任之沈力揚醫師（原

歉，不料他却反過來安慰我說我講的沒有錯，

戮力從公，唯孝公有大將之風，為人爽朗，

任神經外科主任）提出詳盡的本院泌尿科改進

不要緊、不用怕、不必擔心的。之後有一件事

處事明快，雖為醫事專才，卻蘊含有統治大

方案，包括醫療、教學及研究三方面之多項建

可以證明他不怨我，而更積極支持我，就是他

業之氣魄，追曾左之遺風，承孔孟之道統，

議，其中醫療方面請求購置十項台灣當時都還

破除萬難，親自跑到德國替我買了一部我夢寐

數千員工無不心悅誠服，兢業事功，加之病

沒有的先進設備，需要龐大經費。經我向他

以求的體外震波碎石機。那時榮總還未購買核

患眾多，每日流動人口常以萬計，廚餘及廢

一一說明這些設備的迫切性及重要性，盼能分

磁共振儀，二者都是非常昂貴的儀器，但他却

棄物亦多，孝公乃令余成立農場，養豬數百

批購進，沒想到他竟然批示一次全

頭，養蜂並養魚，後者後續不繼，前者成果

部都買，令會計室全力籌款。他的

輝煌。記得51年7月，余於颱風夜巡察農莊，

全力支持造就了榮總泌尿科能在短

路遇精神病患，遭致襲擊，險絕生機，得以

期內做出輝煌的成績而傲視全國。

保全生命者，孝公福佑，祖德昭彰也。傷體
初癒，又命余籌建員工眷舍，選購建地，申

說他是第一公關高手一點也不

貸國宅，整合意見，倍極辛勞。迄至53年落

為過， 黨政軍界、民意代表、士

成啟用，三十坪建屋連土地僅需新台幣陸萬

農工商，皆建立良好情誼，這些關

數千元，並享受十五年分期低利貸款，時至

係都成為推展院務的最大助力。記

如今，市價已值新台幣貳仟餘萬元，造福員

得為爭取興建中正大樓預算，邀請

工利莫大焉，此皆孝公院長之決斷領導大力

立委諸公來院參訪，拜託饒穎奇委
員代為安排，結果不分黨派老少來了
近百位委員，盛況空前，下午由我代

支持有以致之。及後命余接長總務，掌管技
鄒院長（照片右4）主辦中華民國醫院行政協會暨亞洲
醫院聯盟研討會，左5為本文作者。

工工友千二百餘人、警衛巡護隊五十餘人、
財產與出納管理、文書與通訊管理、車輛調

表院長向委員簡報，晚間餐會，當時因院長

師要辭職，更令他有腕肉之痛，必盡一切努力

派、環境清潔維護、宿舍配住、工級人員運

心臟病初癒，不宜飲酒，便命我代表他逐一

挽留之；對於認真工作的人從不吝於誇讚，記

用，尤以配合工程單位興建中正樓、拆除舊

向委員敬酒，記得喝了百杯以上，酒名從此

得一回從立法院審查預算回來，將我叫進辦公

五棟中央大樓、病人及設備之搬遷，繁重無

在外；然院長為了表示誠意，不顧醫師的叮

室，轉身向我鞠了個躬，並說「Miss 張謝謝

比，在孝公之鼓勵下，員工無怨無尤達成使

矚，還是喝了幾杯，結果當晚就進了加護病

妳，立法委員都說你的服務好」。

命。而今全院高樓林立，宛若大學城區，亦

房。另一個例子，本院326戶職務官舍，便是

鄒院長是醫界的奇才，管理高手、是一位

似新興城市，巍巍乎榮總，傲視國際的一級

向婦聯會捐來的（鄒夫人在婦聯會工作），

好長官，慈悲的長者，他為榮總樹立了良好的

教學醫院，諺曰：前人植樹後人納涼。滾滾

除了節約了巨額公帑，也能讓醫師就近居住

典範，他將

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青山應長在，

便於照顧病人、免於奔波之苦。

永遠活在我

鄒院長從不積壓公文，白天會議多，沒
看完的公文，下班叫工友送到宿舍，次日一早
再去取回。他知人善用、愛惜人才，優秀的醫

們心中。

作者介紹：張建城
榮總人月刊副社長
台北榮總公關組組長
67年-77年擔任鄒濟勳院長秘書
77年-79年擔任羅光瑞院長秘書

仰止故人情。而今，孝公離我們而去瞬已
二十年，音容永
在，訓誨難忘。

作者介紹：李用珷
曾任：台北榮總總務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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