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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醫療實力傳播臺灣愛與美善
陳時中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部長

《盤山過嶺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

在《盤山過嶺 林欣榮教授創新之路》這本書中，可以一窺林院長走向醫者的

成長歷程，更可見到他為了幫助罕見疾病及難症病人尋找解藥的醫者心，以及

埋首創新研發的一步一腳印……期待透過林院長新書，鼓舞年輕世代的醫療人

才，在醫療專業與人文上精進與投入，厚植臺灣醫療軟實力，邁向世界，亦讓

世界走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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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經外科修練
在影像造影中，有一簇糾結的蚯蚓叢。

戴著口罩，我仍然可以聞到空間中的

消毒水味，空氣中還參雜著大家的聚精

會神。手術房通常都是靜悄悄的，尤其

是在這麼棘手的手術中，只有呼吸器、

心電圖監視儀等設備傳來穩定又微弱的

嗶嗶聲。有時，它們安定又平穩的聲

音，對我們而言如同振奮人心的軍歌；

怕的是它們急促又雜亂無章時，就會撞

擊出令人擔憂的危機狀態。

從下刀到現在，已經過多久了？我沒

時間看時鐘，但我麻痺的雙腿正嚴厲地

警告著我——它可以隨時宣布罷工！我

只能用意志力苦苦哀求它再撐一下。

一瞬間，我想起躺在手術臺上的病人

前幾天求診時的面容，那是言語無法述

說的絕望。「之前的醫生說我這個病很

複雜，沒有辦法開刀；如果破了，不是

死，就是變成植物人。」或許只是想緩

和氣氛，也或許他想暫時脫逃疾病所帶

來的嚴肅話題，他又補充說，他來自臺

南新營，是我的鄉親。

「你怎麼會知道要來臺北找我？」我

好奇地問道。

「我的朋友是你的病人，他建議我可

以來找你試試看……」他的口氣並不很

是肯定，畢竟他根本就不認識我，而且

我看起來相當年輕——一個年紀三十出

頭的醫生，能治好被這個其他醫生宣判

束手無策的病嗎？

他難過地說，自己才三十幾歲，難道

就注定沒有未來了嗎？「為了這個病，

我每天都要吃藥，才可以控制憂鬱症發

作。」

我看著影像造影一會兒，這確實是

相當棘手的疾病，手術中只要一個不小

心，送他上黃泉的會是我，而不是病。

不過我還是抬起眼對著他看，笑著問

道：「你什麼時間方便？我幫你動手

術。」

選擇神經外科

十八歲那年，我的心一陣狂奔，來到

臺北找尋未來的立足之地；等到能喘口

氣時，七年過去了。一轉身，我已經從

國防醫學院畢業，並在一百八十三位畢

業生中取走唯一一張第一名的獎狀，獲

得留任三總、自由選科的機會。

「同學，你選婦產科吧！我們的太太

未來要生產時，醫院才有信得過的人可

以幫忙照應。」

在幾個好朋友勸說之下，我縝密思

索；事物自有順序，我明白選擇科別並

不是人生中輕輕一踩的青春印記，而是

終其一生要堅定追求的信仰圭臬。我當

年認為，婦產科不過就是子宮、卵巢這

些事，它的挑戰性並不足以吸引我。三

總是軍醫院，軍人在戰場上槍傷、刀

傷、骨折等外傷不斷，因此也練就出三

總外科的一身好功夫；既然要到三總工

作，當然要挑最有挑戰性、也是最權威

的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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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細分許多科別，其中以心臟血管

外科與腦神經外科最具挑戰性，也各有

名醫駐守：心臟血管外科有魏崢，腦神

經外科有施純仁。

魏崢教授是心臟血管外科的翹楚，

在臺灣創下了許多無人能及的紀錄與成

就。例如，他以三十八歲的年紀，完成

臺灣首例成功的心臟移植手術；而且，

從取心到移植，僅用了短短的五十八分

鐘。在我選擇科別的那一年，他還很年

輕，也還沒有創造出神話故事；不過，

這位國防醫學系學長的巧手與精湛的醫

術，早已傳遍學弟妹耳中。

偏偏如此不巧，我要進三總的那一

年，魏崢正好遠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

學攻讀醫學博士學位。他什麼時候回

來？沒有人知道。

另一方面，有別於魏崢的年輕、即將

大放光彩的未來，施純仁教授早已是臺

灣神經外科界的泰斗。出生在日據時期

的他，歷經烽火戰亂的年代，更親逢第

二次世界大戰現場。

就讀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系的

他，之所以決定走上神經外科一途，源

於他在戰場上看見：兩名傷兵腦袋卡著

子彈，雖然還有生命跡象，所有的外科

醫生卻都束手無策。當時他就想：「臺

灣沒有神經外科的醫生，腦部受傷的病

人誰來救？」

就這樣，他毅然決然地投身神經外

科之路，並到全球最頂尖的加拿大麥

吉爾大學的蒙特婁神經科學研究中心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進

修；回臺後，將當時臺灣最不看好、死

亡率最高的神經外科整個拉拔提升。全

臺灣罹患最難纏疾病的病人，無論居於

何處，只要有體力，一定會到臺北來找

施純仁。當時我有個親戚罹患腦膜瘤，

也是找他開刀；開完刀後，他恢復得很

好，得以繼續他最喜愛的教職，至今仍

健在。

他也是蔣中正以及蔣經國兩位先總統

當年的御醫群之一。醫術精湛的他，聞

名臺灣，許多大醫院也派任醫師前來拜

師學藝；他的權威遠播世界，連國外的

醫生也久仰大名。

還有什麼好考慮的？我毅然決然地選

擇了神經外科。

林欣榮院長與邱琮朗主任 ( 右 ) 為腦瘤病人進行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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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施純仁老師學習

我出生在施琅的開墾之地，拜師於

這位清代名將的後世子孫。在神經外科

界，施純仁老師著名的並非他身為施琅

後代的身分，而是貴為腦神經外科的典

範；要跟在他身邊學習，得要有吃苦的

能耐。

他是名師，更是嚴師。在他的領導之

下，我們住院醫師很少能夠休息，必定

得要收拾腳步，精進跟學。

「住院醫師通通集合！」

這個訊息時常出現，而且都不是正規

的上班時間，而是半夜十二點，召集人

就是施純仁老師。

此時如果有哪個住院醫師不在院內，

可就要被他念慘了。對施純仁老師而

言，住院醫師就是「住在醫院的醫師」，

得隨時待命，搶救病人的生命是生活事

項欄上永遠被置頂的那一項。

「病人的生命就掌握在你手中，你應

該分秒必爭！」這句話出自他的口中，

也烙印在我的心底。

外科醫師的訓練很嚴格，也很紮實；

當然，也分秒必爭。

當住院醫師的那六年，隨著日子一天

天過去，我們開始摸索出一套工作的節

奏。

一大早先去巡房看病人，七點至七點

半進開刀房，開始常規的麻醉，然後執

行腦瘤、脊椎等手術，一臺臺的刀執行

完通常都已經下午四點多；再巡視一下

病人的狀況後，接著又得開始忙碌。因

為，五點之後是下班的尖峰時刻，許多

車禍受傷的病人將會湧入醫院；急診室

一有需要，我們就得立刻衝去一樓支援

協助進行各項例行檢查。

當時，電腦斷層攝影還是相當先進

以及昂貴的機器，三總的預算有限，仍

未引進，只有私立的中心診所有這種設

備。因此，我下急診室看到病人的第一

個動作，經常就是趕緊拿起電話聯絡診

所，告知等等要過去做電腦斷層攝影，

印尼十五歲少年蘇霏安 (Sofyan Sukmana)，因罹患「纖維性再生不良症」而致眼球外凸、右眼無法

閉閤，在印尼慈濟人協助下來臺診治；林欣榮院長為其做各項檢查。攝影／邱淑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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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跟著病人上救護車到中心診所拍

攝腦部斷層，一拍完就得馬上趕回三

總，準備進開刀房。

當護理人員打開手術器材的時候，我

拿著剃頭刀幫病人剃頭；剃刀很銳利，

一絲一毫都不容許閃失，否則很容易引

發感染。剃頭刀也是我們手中須善用的

一把刀；在住院醫師時期，我最俐落的

刀法，不是脊椎手術、更不是腦瘤手

術，而是剃頭的技術。等我剃好頭時，

護理同仁也往往消毒完畢——手術，正

式開始。

一連串的檢查、奔波，下刀的時間，

往往會落在半夜十二點。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Morning Has Broken》一曲既慵懶

又輕快地從收音機傳來，這是警察廣播

電臺午夜十二點的節目《平安夜》的開

場片頭曲；我們常笑說，這首曲子根本

是我們的午夜上班鐘。

《平安夜》主持人凌晨的聲音既低沉

又輕柔；午夜後的廣播主持人大多都有

這樣的聲音特色，似乎是想引領人們進

入夢鄉。但是，對我們而言，凌晨的選

歌相當對我們的味；在音樂的陪伴中，

我們執行一臺又一臺的手術。

手術結束都已經是清晨四、五點了，

我常笑說：「我們真是一群與時間賽跑

的午夜牛郎啊！」

稍微躺一下，七點又得起身巡房，有

時候甚至連這幾個鐘頭都沒有，才剛躺

下去就被搖醒：「你有個病人好像有狀

況，快去看！」這時也只能迷迷糊糊地

起身，走到病人的身旁時腦袋也剛好清

醒；處理好之後，再回去小憩一會兒。

能休息的時間相當有限，所以住院醫

師個個練就一身隨時隨地都可以入睡的

傲然功夫。有時候在結束一臺刀之後，

就坐在手術室的地上歇一會兒；等到一

切準備就緒，感覺到肩膀有人在輕輕拍

打、耳邊響起一聲：「病人進來嘍！」

揉揉眼睛，趕緊再起身動刀。

開刀、看病人、換藥、打病歷，開刀、

看病人、換藥、打病歷……每天就在這

樣的嚴謹訓練之下，足足過了六年的住

院醫師時光。沒日沒夜的日子雖然過得

久，但並未磨損我們的靈魂，反而添翼

茁壯，練就一身紮實的好功夫。

三十八小時的手術

來自臺南新營的鄉親正躺在手術臺

上，我打開他的腦，一團糾結的血管就

展現在我眼前。

這個病症稱為動靜脈畸形。動脈帶著

從心臟輸出氧氣和能量的血液，經過微

血管代謝後，再由靜脈送回心臟；但是，

有百分之零點一的可能，動靜脈間沒有

微血管相連，導致因血流壓力不均而糾

結生成一簇血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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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脈畸形是一種先天性的腦血管異

常病變，可能發生在身體任何部位；發

生在腦部的動靜脈畸形更是一顆不定時

炸彈，發病前幾乎沒有任何徵兆，只要

一破裂，隨時有失去生命的可能。

在當時的醫療環境，要處理動靜脈畸

形的方法就是直接開顱，利用手術將動

靜脈畸形切除，但是風險相當大。由於

腦部區域是屬於功能區，畸形的血管又

容易出血，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神經功

能損傷或是喪失的後遺症。

這是一個風險極高的手術，每一個動

作都得小心謹慎；除了眼力要夠好、手

要夠穩，還要慢，一絲一毫都急不得，

並仔細地處理到乾乾淨淨；不然，若是

出現大出血或是血管堵塞，就可能造成

中風、癱瘓。

這種手術平均都要耗上二十個小時；

但是他的狀況極其嚴重，這一次我足足

用了三十八小時才終於將手術完成。

「醫師，你的腳都出血了。」一旁

的護理人員提醒我；我往下一看，雙腳

正密密麻麻地一點、一點在滲血。我回

頭看病人，他也非常辛苦呢！因為躺太

久，屁股都腫了。

還好，手術成功。有這個結果就夠

了，我一點也不累。

之後，病人精神奕奕地回診；重獲新

生的他，笑得好燦爛地對我說：「醫生，

謝謝你！病好了，我的憂鬱症也不藥而

癒了！」

日本慈濟志工前往澀谷區代代木公園發放熱食予街友。林欣榮院長恰至仙台參加醫療研討會，把握機

會參與，協助熱食發放。攝影／吳惠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