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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徐美玟 於 2013.12.6

兩年前，即 2011 年，為了趕上第二十二屆亞太婦產科醫學會在

台北舉行的盛會，我提早兩年舉辦紀念先父 徐千田博士百年誕辰的

國際子宮頸癌研討會，並費盡周章把紀念會放入大會會程。這是極具

歷史意義的，因為徐千田博士不但是亞太婦產科醫學會的創始理事，

也是大會章程的起草者之一，至今許多的老會長們仍然十分推崇並感

念他。為了達成此目標，請出許多前輩，長達半年時間與台灣婦產科

醫學會斡旋，中間歷經許多挫折，也需要龐大經費；幸虧中興醫局同

門會在關鍵時刻又因此團結起來，熱誠地出錢出力，短時間便集資三

百餘萬，令老師的巨星光芒在他逝去二十年後又順利在國際醫學舞台

上閃耀。想必老師在天上看到他許多的高足如此榮耀他，也一定安慰

之至，含笑相謝。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將「徐千田博士百年誕辰紀念會」編篡成紀念

集。編輯的人員只有我及一位熟諳電腦製圖、排版的黃蕙宜小姐。因

她全職在巨匠電腦教學，每週最多只能來數小時幫忙，但陸陸續續也

終於完成了。我則負責將收到的資料---照片、文字檔等輸進電腦。

當我先後將傅泉箕醫師六頁密密麻麻的親筆手稿，及蔡煒東醫師的兩

篇遺作一字字打成電子檔時，常常被他們的深情感動得淚流滿面。現

在細讀所有十數篇來文，簡直看到父親又活了過來 ---- 他精彩的一

生經過不同學生的敘述，有如在我眼前一遍遍重演。每位醫師在文章

裡除了對老師感恩，更有那濃得化不開的孺慕之情，令我心有戚戚，

難抑悲懷。父親對學生之關愛勝過己出，對他們因材施教，諄諄教

誨，一切苦心都已得到滿溢回報。

因中興醫局同門會對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會之促成是功不可沒，自

應列入紀念集中，故當時誠請大家寫下記憶中在醫局生涯中的點滴或

感想。然而這一、二年來固然陸續有來稿，也許很多人太忙，沒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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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踴躍。只是為了要趕在今年、即老師百歲期間發刊才有意義，

只得暫行截稿。我的理念是今年先行把手邊的資料製作 DVD，為初版

( 未完全版 )，立即贈送與同門會員；因此內容並不完善。今後採取

不定期出版，目的除了計畫增加徐千田家族的許多照片，文章外也將

繼續收集每年一度的同門餐會集錦，同時持續向醫局同仁徵稿，並且

採納各方的指正、批評；集到相當豐富的程度時就製作增修版再度發

行。敬請期待。

走筆至此，敬謹向中興醫局所有可敬、可愛的醫師們致上最深的

謝意。希望您們每年都踴躍來參加同門會聚餐，老友團圓一堂，把酒

談笑憶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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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千田院長的生平紀要

蔡煒東

緒言
一代婦產科醫學大師徐千田院長，不幸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下午與世長辭，哀傷悲痛之餘，難忘其生平，諄諄教誨，事事躬親，

有擔當，大作為的處世哲理，奠定醫界不朽的醫學倫理，建立了醫界

的千秋大業，晚生有幸，畢生追隨大師左右，受其教誨恩惠，終身難

忘，爰就其生平豐功偉業，記憶所及，概略述之，以表敬悼、哀痛、

感恩之情於萬一。

（一）徐老師之家世與學生時代： 

徐千田老師是民國二年，出生於台南縣佳里鎮，高中畢業於日據

時代之「州立台南二中「，即現在之「省立台南一中「，其學業成績

一直是第一名，不僅是第一名而已，更是台南一中有史以來，總成績

紀錄最高的保持者，按當時的制度，就讀四年成績優越，可以被保送

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奈 因家境清寒，難以支付多三年的高昂學費，

放棄保送，謙讓與同班另一同學進入高等學校，自己在原校再苦讀一

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被保送進入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因而奠定了其

在醫學上的基石，台北醫專畢業時也以優異成績，而獲得師長與同學

的讚譽與尊敬。

（二） 進修與研究時期 

徐老師於台北醫專畢業後，與同班同學的日籍藤井先生進入當時

赤十字社台北病院，也就是當時台北醫專附屬醫院，進修婦產科，主

任是日人大賀征教授，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而且是岡林子宮頸廣泛

性手術之創始者岡林秀一之學生。光復前徐老師之學術研究，獲得當

時堀內院長、耳鼻咽喉科主任山下教授，婦產科大賀教授及內科筒井

教授等之賞識，竭力推薦，其優先於同期日籍藤井先生為講師，這就

是日據時代破例提昇，非有真才實學，難獲此殊榮，可見徐老師之智

慧超人，令人敬仰，後再升為副教授。更令人難忘的是徐老師講課時

從不看原稿，講來頭頭是道，當時耳鼻咽喉山下教授也是學生們最受



歡迎的。可見兩位老師的學識淵博，這是全體校友同學們所公認的。

( 三 )  徐老師的愛心與擔當：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

投降，台灣光復後徐老師接任當時

的赤十字社台北病院婦產科主任，

日人紛紛被遣送回國，台灣回歸祖

國後，可以說老師的時代從此得以

自由地發揚愛心、大展宏願。記得

當時有師叔劉新台先生，郮貴 分

先生、邱文虎先生等在醫局服務，

而實際上其第一代親人弟子卻是吳震春、陳家旺、莊讚元醫師及晚生

等四人，後來受到徐老師的愛心感召，到醫局實習受訓的醫師愈來愈

多，常常超過三十人，其中有薪俸的只有七人，其餘都是自願跟隨老

師學習而不支薪的。徐老師更顧念學生前途，全省各大醫院婦產科有

主治醫師或主任缺額時，總是憑著徐老師自己得的聲望及私誼，推薦

醫局的學生前去擔任，學生有優越表現，有特殊成就，他就欣慰萬

分。倘若有學生遇到困難，他必躬親去處理，去指導，幫忙排除各種

醫療上之困難。凡經徐老師推薦的學生，各大醫院均表歡迎，在民國

六十年前後，全省各大醫院婦產科之重要職位，幾乎三分之ㄧ以上皆

為徐老師傑出門生。學生家中不管有紅白事或醫療糾紛，勢必抽空前

往道賀、哀悼獲解決糾紛，當時晚生追隨其左右，高雄、台南、台中

全省各地奔波。還記得有一次，某位醫師的手術失誤，病人家屬想控

告某醫師過失，徐老師憑著他的醫療聲望與地位，對病患家屬說手術

事徐老師親手做的，請求病患家屬諒解，家屬也就不再追究了。這是

晚聲親睹的事實，相信有更多的事例存在。徐老師的此舉，充分發揚

了偉大的愛心，不但保護了某醫師的前途，更感動了某醫師在以後手

術的警惕，更逼得某醫師的苦心學習，創造更輝煌的前途。徐老師這

種犧牲自我、擔護學生過失的精神，志在鼓勵學生埋頭細心研究的苦

心，豈僅是偉大的導師而已，更是學生們的偉大家長。

（四）桃李滿天下盛譽杏林：

徐老師特別重視學術進修，當時各大醫院上午時間為門診，下

午則為學術研究的進修時間，其 每天下午必親至醫師室鼓勵學生看

書、研究，並指導學習研究方向與原則。一再強調要苦學、要有耐

心、要具有豐富的基礎醫學知識，才會有研究的興趣，才會有進步，

才會有突出的成就。

其本身更是發憤苦讀，晚七時前多在主任室看書或在生化教室研

究。晚七時候則到延平北路私人診所，為眾多的病患服務，更重要的

目的是想發現一些急需手術的病例，讓病人早日手術痊癒，也藉機為

學生做見習處理的事犯手術。現在的市立中興醫院，就是光復前的赤

十字社病院，後改為省立台北醫院。其時該院的婦產科病人特別多，

都是仰慕老師的聲望而來病院求診，或者從徐老師的私人診所轉來

的。這是為了讓更多的學生能有學習及開刀的機會。徐老師的苦心，

在當時很少人能了解。

徐老師常於凌晨一、二點才回家休息，有時來醫院抽查住院醫

師。徐老師回家還要看書、寫論文，早上八點準時來醫院主遲早會，

每天睡眠時間都少於五小時，有時晚還要應付急診。就是到了七十多

歲其看書或做子宮頸癌手術時都不戴眼鏡，手也不發抖，其體能、視

力逾越常人，可以說是特異秉賦。

（五）台北醫學院的誕生：

徐老師畢生奉獻於婦產科，從他手中誕生的新生兒何只萬千，但

他手下最大的新生兒誕生，卻是台北醫學院。

民國四十八年即一九五九年，徐老師與胡 水旺先生及已故的郭

宗煥先生等為了醫界的崇高使命，發揚醫學傳統理念，培養後代醫學

菁英，創辦了私立台北醫學院。徐老師當 第一任院長，至今畢業生已

有一萬三千多人，均為國家社會之中堅，更是醫界新生代的菁英，憶

當時其一再對晚聲說，北醫一定要與美日有名氣的醫學院教學合作，

始能提昇醫學水準，對醫教合作，更是不遺餘力。徐老師未完成畢生



的宏願，記得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徐老師對晚生及莊讚元先

生說，他可以透過特殊的人際關係，擬買下當時的廣州街的陸軍第一

總醫院土地，即是現在的和平醫院以及龍山國中等大塊土地，由我們

三人共同出資並貸款，一半土地捐獻給北醫做為附屬醫院，我們都非

常贊成這個構想，竭力推動，無奈北醫董事會意見分歧及其他因素，

結果胎死腹中。其對北醫宏願未償，就含憾以終，不獨 令全體北醫

人痛心，更是全體北醫人的一大損失，願老師在天之靈，保佑北醫更

進步、強大，為世界各大醫學院之林，完成老師生平宏願。

（六）關於開發子宮頸癌廣泛性手術之艱苦歷程：

台灣光復初期，沒有子宮頸手術之指導者及欠缺麻醉醫師之艱困

環境中，徐老師能獲得國際上的輝煌成就，其辛酸艱苦歷程，乃非今

天國際水準台灣醫療環境下的新生代醫師所能想像瞭解的。徐老師強

調，解剖學在手術時的重要性，他曾利用醫科二年級的屍體解剖時

間，同時與學生溫習解剖，特別是婦產科的局部解剖，死始能完全瞭

解子宮頸癌廣泛性手術之方式。他經常應邀出席國際性會議，並且一

定去觀摩、研習外國各大醫院關於子宮頸癌廣泛性手術方式，而截長

補短，完成世界公認的子宮頸癌廣泛性手術之標準方式，其錄影帶也

被列為教材。為了推廣國內外子宮頸癌廣泛性手術，除應邀前往國內

各大醫院做示範性手術外，並應變到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香港等

東南亞各地方及美國等去示範，而譽滿世界。

（七）愛國情操感人至深：

第二屆世界婦產科醫學會在 Montreal, Canada 舉行時，晚生追

隨徐老師同時出席，由於我國與 Canada 沒有邦交，學會並未準備我

國國旗，徐老師堅持抗議，會場一定要有中華民國國旗才出席，在此

緊迫情況下，徐老師親至 Montreal 中華民國商務辦事處，攜來一幅

國旗交給世界婦產科醫學會，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因而能飄揚於

蒙特婁 Montreal 世界婦產科醫學會上。

以後每次應邀出席參加國際會議時，徐老師為預備萬一，都帶一

幅國旗，從此可以看出徐老師不只是世界婦產科學會學童上的權威其

愛國情操更令人敬仰。

（八）國內及國際上婦產科醫學會的貢獻及成就：

關於維持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之名稱，也曾有一段波折。中共

使盡花招要更改中華民國國號，可是徐老師透過他個人的國際地位與

友誼，請亞太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們支持他修改大會會章，改為「在一

個國家如果有二個不同政體時，可以代表不同地區政體加入」，因這

案通過後，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之名稱才能維持。在亞太醫學會

中，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市是唯一能維持中華民國國號者，此實係

徐老師之功勞。

國內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是民國五十年，徐老師與魏炳炎教授

及已故邱仕榮教授創辦的。徐老師在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第一屆至

第六屆是常務理事，第七屆、第八屆是理事長，第九屆以後擔任名譽

理事，在學會有輝煌的業績，對學會的發展貢獻不少。民國七十二年

亞太婦產科醫學會，會後的學術演講會，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婦產科醫

學會第一次舉辦規模較大的國際性學術演講會，會場是圓山大飯店。

因這次辦得很成功，第十二屆亞太婦產科醫學會才能爭取到台北來舉

辦。

民國七十八年，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第十屆中華民

國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李鎡堯教授領導下，全體理監事及會員團結一

致，舉辦了第十二屆亞洲、大洋洲婦產科醫學聯盟學術大會 (AOFOG) 

即亞太婦產科醫學會，場所是使用剛完工的台北國際會議中心，也是

該中心第一次使用於國際會議，辦得有聲有色，而為國家爭光不少。

亞太婦產科醫學會能在台北舉行，徐老師幕後運作功不可沒。徐老師

在學術上的成就，已被世界婦產科醫學會肯定，而一九七四年獲頒美

國婦產科學院榮譽院士，成為全球第三位榮獲此殊榮者。而目前全球

僅有四位榮譽院士。一九八六年獲頒澳洲皇家婦產科學院榮譽院士。

關於其著作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刊物者，不下三百餘篇。其重要論



文題目，因限於篇幅，不及詳註。以上簡述徐老師享有國際上及國內

之學術地位及國內外之學術論文，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九）悼言：

涓涓滴滴、斷斷片片，敘述了徐老師生平業蹟的一部份，執筆至

此，晚生熱淚泉源，誨我恩我的徐老師，竟然悄悄地走了，能不令人

痛徹肺腑，其畢生未竟心願，願我北醫全體校友，秉承徐老師教誨恩

澤，克盡良知，努力完成，以慰一代宗師在天之靈。

默默虔誠地祈禱，我敬愛的徐老師，安祥靜靜地安息吧！

(轉載北市醫誌第三十卷 )

訪子宮頸癌權威

徐千田醫師

江淑華 專訪

台灣醫界雜誌 第 27 卷 第 1 及 2 期

中華民國 73 年 1 月 15 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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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of AOFOG 1981 executive Board



Professor Hsu Chien-Tien was the most revered elder 

Statesman of  the Asia & Oceania Federation of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and a Senior Fellow of  the Federation.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Asian Federation, and following 

its name change in 1979 to the Asia & Oceania Federation, 

Professor Hsu was a dynamic force as a formulator of  policy, 

advisor  and negotiator.  He was responsible for progress 

and high ethical standards that have been maintained by the 

Federation.

He was a quiet man, possessed of  extreme intellectual 

qualities, with a vast experience in his chosen fields 

of  Reproductive Endocrinology, Pharmacology, and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particularly the treatment of  

gynaecological cancer.

He never missed a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Beard, General 

Assembly and Congress of  the Federation, and he was the 
G. J. Bishop

President



Time：September 25, 2011 ( Sunday )  8am – 11am
Location：Plenary Hall,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3F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3F

22nd Asian and Oceanic Federation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第 22 屆亞太婦產科學會大會

Dr. Chien Tien Hsu 徐千田

Centennial Memorial Symposium “ Radical Surgery for Cervical Cancer ”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s

8:00 am

－

8:15 am
INTRODUCTION

Professor Tigris Tzu-Yao Lee 李鎡堯 
Professor Long S. Hsu 徐龍雄 

Dr. Jacqueline Whang-Peng 彭汪嘉康
Dr. Ming-Ta Hsu 徐明達

8:15 am
NERVE-SPARING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Professor Shingo Fujii
President, National Hospital Organization
Kyoto Medical Center
Kyoto, Japan

Dr. Chang Yao Hsieh 謝長堯
Dr. Sidney Chen 陳信義

8:35 am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ASSISTED RADICAL 
HYSTERECTOMY IN TREATING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Professor Chyi Long Lee
Chief,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Linkou and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Dr. Chii-Ruey Tzeng 曾啟瑞
Dr. Chiou-Chung Yuan 袁九重

9th Chien-Tien Hsu Memorial Lecture

9:00 am
PELVIC EXENTERATION-THE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EXPERIENCE

Professor Richard R. Barakat
Chief, Gynecology Service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ew York, U.S.A.

Dr. Pak-Chung Ho (Hong Kong)
Dr. Su-Cheng Huang (Taiwan) 黃思誠

10:00 am Coffee Break and Photo Session

10:30 am
TELEROBOTIC SURGERY FOR GYNECOLOGIC 
CANCER

Professor Young Tae Kim
Chief,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Dr. Kurian Joseph Alappat (India)
Dr. Chyi-Long Lee (Taiwan) 李奇龍

Organizing Committee
Honorary Chairman:  Professor Tigris Tzu-Yao Lee 李鎡鐃 ;  Chairman: Professor Long S. Hsu 徐龍雄 ; Co-chairman: Dr. Ming-Ta Hsu 徐明達
Scientific Committee: Dr. Jacqueline Whang-Peng 彭汪嘉康 ,  Dr. Chang Yao Hsieh 謝長堯 , Dr. Chii-Ruey Tzeng 曾啟瑞 , Dr. Sidney Chen 陳信義 



After graduating in Medicine at Kyoto University 1971, 
Shingo Fujii worked as the clinician for 6 years and then 
took a PhD at Kyoto University in 1981. After the work 
a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at Kyoto 
University, in 1991 he was appointed as a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t Shinshu University. In 1997, he returned 
to Kyoto University as a Professor and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He has 
been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Hospital 

Organization Kyoto Medical Center from 2007 for 4 years and from this April 
2011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tsuke Kofukai Research 
Institute, Kitano Hospital in Osaka. 

His mai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pathogenesis 
of smooth muscle tumor in the uterus, cervical cancer, endometrial cancer and 
ovarian cancer. As the successor of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that 
was established at Kyoto University, he accomplished the meticulous anatomy 
for Okabayashi’s method, which enabled him to operate on the surgery with 
the minimum amount of blood loss and preservation of nerve function to the 
urinary bladder.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clinics,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290 English papers in the peer review journals. 

He was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JSOG) in 2004. He was elected Honorary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nd The Society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of Canada in 2005, and Honorary Fellow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The Korean Societ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2007, and Taiwan Associat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2009. From the end of October in 2010, he started to serve as th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Gynecologic Cancer Society (IGCS) for two years.

Shingo Fujii

NERVE-SPARING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Radical hysterectomy had been often associated with severe bladder 
dysfunction and colorectal motility disorders. The uterus, vagina, urinary bladder 
and rectum are innervated by a motor and sensory autonomic nerve supply, both 
of sympathetic and parasympathetic origin. The sympathetic fibers come from 
T11-L2 which form the sup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The parasympathetic fibers 
come from S2, 3 and 4 at the pelvic wall as the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These 
fibers merge and form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which branch to innervate 
the uterus and the urinary bladder. Dur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the hypogastric 
nerve is often sacrificed when the surgeon divides the uterosacral ligament and 
rectovaginal ligament, the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when the surgeon divides the 
deep uterine vein in the cardinal ligament, and the bladder branch of the pelvic 
nerves when the surgeon ligates and divides the paracolpium. 

However, the anatomy of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encompassing the 
hypogastric nerve, the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and the bladder branch/the 
uterine branch from this plexus is complicated and is not easy to appreciate 
during the surger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nerve-spar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us to reveal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and 
to transect only the uterine branch from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By 
this procedure we can preserve the T-shaped nerve plane composed by the 
hypogastric nerve, the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and the bladder branch from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However, Wertheim’s radical hysterectomy introduced in 1911 had become 
the standard procedur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proposed 
by Piver et al in 1974 named class III for radical hysterectomy has been used 
in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anatomical descrip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This implies that under the name of class III radical hysterectomy, 
doctors are do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radical hysterectomy using vague 
conceptual surgical margins proposed by Piver et al. In contrast,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introduced in 1921 has much more clear anatomical 
descriptions.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separates the anterior leaf 
of the vesico-uterine ligament, thereafter separates the posterior leaf of the 
vesicouterine ligament that contains at least three vesical veins draining from 
the urinary bladder to the deep uterine vein. This procedure enables us to reveal 
the inferior hypogatric plexus. If we may remove the adipose tissues in the 



dorsal portion of the urinary bladder and in the lateral side of rectovaginal area, 
we can identify the bladder branch from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and 
can separate the bladder branch from the vaginal blood vessels (paracolpium). 
After this procedure, we can isolate and divide the uterine branch from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Consequently, we can preserve T-shaped nerve 
plane composed by the hypogastric nerve, pelvic splanchnic nerve and bladder 
branch. This is the ideal surgical process for the nerve-sparing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and the patient with T-shaped nerve plane is able to 
feel fullness of the urinary bladder, satisfaction of micturition and no residual 
urine after the surgery. However, because the type III method divides the 
paravaginal tissues together with the posterior leaf of the vesicouterine ligament 
and the paracolpium, many reported papers describing nerve-spar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of type III look like very difficult to reveal the anatomy below the 
level of the hypogastric nerve such as the inferior hypogastric plexus, uterine 
branch and bladder branch. Therefore, if we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nerve-
spar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the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shall 
become the standard. Moreover, we need not to have complicated classification 
on radical hysterectomy. We can just classify radical hysterectomy into two 
types: (1)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2) Nerve-sparing Okabayashi’s 
radical hysterectomy.

CURRENT POSITION: 

Chief, Dept. OB/GY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t Linkou

Professor, Chang Gung University

Chairman of Board of Trustee, 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Endoscop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y (APAGE)
EDUCATION:

1976 - 1983 Bachelor of Medicine, (equivalent of M.D. in the U. S.)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007 PhD degree, Kyori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1991 - 1992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Taiwan Fertility Society
1992 -  Board Member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1993 -  Board member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Endoscopists
1998 - 2004 President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Endoscopists
2002 - 2006 President of Taiwan Association of Menopause.
2003 - 2005 President of 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Endoscop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y. (APAGE)
2003 - 2007 Board Member of ISGE
2003 -    Chairman of Board of Trustee, 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 Endoscopy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y. 
(APAGE)

2008 - 2009 Board of Trustee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sts (AAGL)
2010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Menopause   
   (TAM)

Chyi Long Lee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ASSISTED RADICAL HYSTERECTOMY IN TREATING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Chyi-Long LEE, MD, PhD*; Kai-Yun WU, MD*; Kuan-Gen HUANG, MD*; Pei-Shan LEE, 
RN, MSN; Chih-Feng YEN, MD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long-term disease-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outcome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Study Desig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ospectively registered patients of 
cervical cancer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surgery from June  
1994 to December 2005.

Results: Total 139 patients, with mean±SEM age 48.1±10.2 years and 
mean body mass index 24.3±3.4 Kg/m2, were included, in which 
60 patients were in FIGO stage IA, 76 in IB, and 3 in IIA. Mean 
operation time was 231.1 minutes. Median number of pelvic 
lymph node retrieval was 16. Major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luded 1 great vessel injury, 1 ureteral injury, 1 colon injury 
and 6 cystotomies. In a median follow-up of 92.1 months, the 
mean±SEM cumulative disease-free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91.01±2.77% and 92.78±3.06%, respectively.

Dr. Richard R. Barakat is the Chief of the Gynecology 
Service and Vice Chair for Clinical Affairs in the 
Department of Surgery, as well as the Ronald O. 
Perelman Chair in Gynecologic Surgery, at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He is a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known surgeon and clinical 
investigator who specializes in advanced robotic 
and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uterine cancer and 
radical procedures for debulking ovarian cancer.  Dr. 
Barakat was the lead investigator on several studies 
at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including 
a study to compare the benefits of laparoscopic 

vs. standard surgery for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cancer; a study evaluating 
symptomatic lower extremity lymphedema in women treated for uterine 
corpus cancer; and a study testing the efficacy of the Gynecologic Cancer 
Lymphedema Questionnaire (GCLQ) in detecting lower extremity lymphedema 
symptoms. He is a member and examiner for the American Board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wa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ancer Prevention 
Committee of the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for 5 years and remains actively 
involved with cancer prevention studies on that committee. He served as the 
Program Chair for the 2010 International Gynecologic Cancer Society meeting 
in Prague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secretary-treasurer elect for the group. Dr. 
Barakat is author or co-author on over 270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numerous 
textbook chapters, and he is also an editor of a surgical atlas on surgery for 
gynecologic cancer and an editor of the latest edition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one of the leading texts in the field.

Richard R. 



Pelvic Exenteration-The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experience
Youssef Rezk, Fanny Dao, Karen E. Hurley, Jeanne Carter, Bernard H. Bochner, Janice J. 
Aubey, Aileen Caceres, Nadeem R. Abu-Rustum, Dennis S. Chi, Richard R. Barakat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ew York, NY, USA

Objectives: We prospectively examined and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PE type and 
vaginal reconstruction on QOL.

Methods: 24 women with >6 months of follow-up were enrolled since 2005. 
Median age was 57 years (range, 28-78). Study battery (EORTC-QLQ-30, 
EORTC-CR38, BFI, BPI, IADL, CES-D, IES-R) was administered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PE. Additional 5-point Likert-scale questions supplemented 
these instruments. Partial PE (PPE; n=9)/total PE (TPE; n=15) and vaginal 
reconstruction (recon; n=10)/non-reconstruction (non-recon; n=14) groups were 
compared (Student’s t-test).

Results: QOL was comparable for all groups at baseline. At 6 months, overall 
QOL, ability to carry out daily activities, pain, fatigu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ocial functions were all comparable for the PPE/TPE (t=1.29, t=1.13, 
t=0.88, t=-1.46, t=0.95, t=0.46, t=0.75, p’s=NS; respectively) and the recon/
non-recon (t=-0.20, t=-1.83, t=-0.26, t=0.17, t=-1.64, t=0.37, t=-0.29, p’s=NS; 
respectively) groups. No group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sexual function 
between the PPE/TPE groups (t=-0.60, p=NS), but PPE patients reported better 
body image (t=2.19, p<0.039; 95%CI 1.38-48.49), the majority (89%) reporting 
moderate/extreme comfort with bodily changes and adapting sooner than or 
as expected (versus 67% and 53% for TPE pts, respectively). All PPE patients 
were moderately to extremely satisfied with recovery time versus 73% of TPE 
patients. For the recon/non-recon groups, body image was comparable (t=0.27, 
p=NS). Stress-related ideation was more common (t=-2.16, p<0.041; 95%CI 
-1.10 to -0.02), possibly due to younger age and/or significantly better sexual 
function (t=-2.78, p<0.011; 95%CI -35.74 to -5.21), in the recon group.

Conclusions: Patients at 6 months. Longer follow-up can determine if this 
domain is finally restored in TPE patients. Vaginal reconstruction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sexuality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feasible.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to enhance patient counseling/support.

PRESENT ACADEMIC POSITION :

Professor & Chairman, 
Division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CPO Box 8044, Seoul 120-752, Korea 
Phone:82-2-2228-2230
Fax:82-2-313-8357
E-mail:ytkchoi@yuhs.ac

http://blog.iseverance.com/ytkchoi   
EDUCATION AND PREVIOUS TRAINING :

Mar. 1980　Premedical Course, Yonsei University

Feb. 1982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oul, Korea

Mar. 1982　 M.D. degree from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Feb. 1986　Seoul, Korea 

Mar. 2007　Professor & Director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resent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Korea
HONORS: 

FIGO/Chein-Tien Hsu Fellowship Award (Gynecologic Oncology)

XV FIGO World Congress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1997)

Copenhagen, Denmark ($ 5,000)

Title; Expression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and c-erbB-2 
oncoprotein  in carcinoma of the cervix. 

32th Yuhan Medical Science Award

Seoul Medical association (1999)

Young Tae 



Seoul, Korea ($ 5,000)
Title; Underexpression of cyclin-dependent kinase (CDK) inhibitors in cervical 
carcinoma

9th Young Scientist Award 

9th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Gynecologic Cancer Society

Seoul, Korea (2002) ($ 2,000)

Title; Expression of cyclin E in placentas with hydropic change and gestational 
trophoblastic diseases

RECENT PUBLICATIONS

Kim YT, Kim SW, Hyung WJ, Lee SJ, Nam EJ, Lee WJ.

 "Robotic radical hysterectomy with pelvic lymphadenectomy for cervical 
carcinoma: A pilot study" 

Gynecol Oncol. 108(1):312-316. (2008). 

Jung YW, Kim YT. "Robot-assisted staging using three robotic arms for 
endometrial cancer: Comparison to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at a single 
institution." 

Journal of Surgical Oncology. 2010:101;116-121 (Corresponding author) 

And other 110 SCI articles

TELEROBOTIC SURGERY FOR GYNECOLOGIC CANCER
Young Tae Kim., M.D., Ph.D
Division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Dept. of OB/GYN,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Korea

Computer enhanced telerobotic surgery, or robotics, has emerged as an 
innovative minimally invasive method that is being used in gynecology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So far, the da Vinci Surgical System (Intuitive Surgical, 
Inc, Sunnyvale, California) is the only FDA approved and commercially available 
robot in gynecology. It is now being used in various surgical procedur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Korea, the Korean FDA approved the da Vinci system in July 13th, 2005 
and the first robot assisted laparoscopic hysterectomy was conducted at my 
hospital on January 31st, 2006. For the past 4 years, more than 5,000 cases of 
robotic surgeries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gynecology, general surgery, urology 
and thoracic surgery have been performed at my institution. For gynecologic 
malignancy, robot-assistance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radical hysterectomy 
or radical trachelectomy for cervical cancer and early stage endometrial cancer 
staging operation.

Over one thousand robotic systems have been installed worldwide and the use 
of the robot in surgical procedur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Due to enhanced 
precision, autonomy, ergonomics and surgical efficiency, the robotic system 
appears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of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Surgical management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surgeries may 
take full advantage of robotic assistance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manner. 
However, the safety of robot-assisted surgery in gynecologic malignancies 
regarding recurrence, long term survival, and oncologic outcomes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in future randomized trials. Multi-institutional data a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will be needed to evaluate both the drawbacks and benefits of 
robot-assisted surgery to ensure the best clinical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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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中興醫院 
婦產科之黃金時代

蔡煒東

摘自 99 周年院慶紀念特刊 

民國 93 年 2 月出版

作者簡介 :

蔡煒東

1945 年 入徐千田教授門下接受婦產科

訓練

1947~1954 年 任台灣省立台北醫院婦產科主

治醫師

緒言
要瞭解中興醫院婦產科的歷史，首先要瞭解中興醫院的歷史背景及

歷代婦產科主任的簡歷。 1905 年 2 月 20 日以「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

病院」的名稱成立啟用，這正是現在的「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的前身，至

1941 年 6 月「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於現址院社落成啟用，1943

年 11 月「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改稱為「台北赤十字病院」是第

二次名稱，1945 年台灣光復後，12 月由國民政府接收，改稱為「國立台

灣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是第三次名稱，1947年1月台灣省政府接收改稱為

「台灣省立台北醫院」是第四次改名稱，1968 年 7 月，台北市成為直轄

市，由台北市政府接收，1969 年 3 月 13 日再改為「台北市立中興醫院」

是第五次改名稱到現在，總共改五次名稱。

歷代中興醫院婦產科主任

第一任早田五助主任：

台灣病院（現台大醫院）市 1895 年於大稻埕千秋街成立，1898

年開設婦產科，由台灣婦產科的鼻祖川添正道教授及第二代迎諧教授

領導，1905年「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成立時沒有設婦產科，

這二位來支援「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而「日本赤十字社台

灣支部病院」正式設立婦產科是 1919 年 8月 18日，早田五助先生初

代專任婦產科教授兼主任，因此中興醫院初代婦產科主任是早田五助

先生，至 1935 年病逝。

第二任大賀征主任：

大賀征先生是畢業於京都帝大醫學部，畢業後入門當時日本國及

國外都很有名的岡林婦產科教室。岡林教授是「岡林子宮頸癌根治手

術」的開祖，大賀先生是他的門下生，也是岡林教授的女婿，很有前

途的教授，很可惜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擴大戰線，連醫專教授

也不例外被徵召當軍醫。



第三任徐千田主任：

台北醫專第十四屆畢業成績第一名，1935年畢業後入門「日本赤

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學婦產科，入門後不久因表現好就擔任學生指

導員，1940 年就擔任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講師，1942 年升

任副教授並代醫長 ( 現在稱代主任 )。當時是破例的。台灣人能勝任

副教授以上只有杜聰明教授，生化學董大成副教授及婦產科徐千田副

教授，也可以想徐千田先生的表現是特別，使學校方面肯定的結果。

因書面有限，第四任以後只有列出大名，沒有特別說明：第四任

陳景川主任，第五任張中全主任，第六任王苔德主任，第七任賴烱壎

主任，第八任許博智主任，第九任謝貫仁主任，至現在，就是題目的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婦產科的黃金時代」來說明。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婦產科的黃金時代
徐千田先生，1935 年畢業後入門婦產科，1942 年升任代醫長，

1943 年正式為醫長，1945 年日本戰敗，大賀先生回日本，中興醫院

的婦產科業務全部由徐千田先生來負責，台灣光復後，「台北赤十字

病院」改稱為「國立台灣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也是醫學院專修科的實

習教學醫院，對徐千田先生來說，也是可以發揮他的全方位的才華。

當時的台灣婦人比較保守，婦產科的院內門診、住院的業績是比不上

內科、外科的業績，因此畢業後進入婦產科的畢業生不多，醫院內婦

產科的業績至徐千田先生接任前都不理想，可是徐教授的領導有方，

另一方面台灣婦人漸進比較解放性，因此婦產科的業務節節上高。但

很可惜 1947 年突然改隸於台灣省政府，名稱也改為「台灣省立台北

醫院」，也可說中央級教學醫院被降為地方性醫院，這是對各科主任

來說是很委屈的，可是婦產科主任徐千田教授不受醫療環境的變化，

加強努力，婦產科病人愈來愈多，特別子宮癌的手術揚名中外。

對子宮癌的手術，徐千田教授特別利用學生的屍體解剖時間，志

願為指導者，透過實地操作，讓學生瞭解子宮骨盤內之局部解剖。且

徐教授在國際學會開會後都沒有去觀光，只有去子宮頸根治手術有名

教授的醫學院，實地看他們的子宮頸癌的手術方式及討論有疑問的地

方來充實自己，改良自己的手術方式，最後完成最理想的子宮頸癌的

手術方式，於世界婦產科醫學會發表，揚名世界婦產科醫界，不但台

灣省內，東南亞的子宮頸癌病人慕名而來看病開刀的不少，在中興醫

院婦產科拜師入門的畢業生也愈來愈多，醫局員 ( 即婦產科實習醫

師 )最多超過四十名，慕名來拜師。當時公立醫院門診只有上午，下

午是看住院病人、研究、讀書等等，因此只有上午看病，病人也不

多，徐千田教授為了培養 40 多名醫局員，讓他們都有病例來研究，

決心晚上在開業診所，吸收病人帶來中興醫院，給 40 多名醫局員有

病例可以開刀或可以增加臨床經驗。徐教授通常晚上8時開始看夜間

門診，到 12 時看病完後，一定來醫院查重症病人，有時臨時帶病人

來開刀。徐千田教授對本人說過，他是為了要找出多一點病例帶來醫

院給 40 多名醫局員，不得已夜間開業，他的心內苦心沒有人瞭解，

實際上很遺憾。我回答老師說「外人可能不瞭解老師的苦心，可是醫

局員都很感謝老師的苦心與培養之恩。」來安慰他。當時沒有像現在

的醫療環境，要開刀、要生產都自己去大醫院找醫師，只有徐千田教

授在中興醫院，當時的中興醫院婦產科知名度才那麼高，訓練出來的

醫局員有一段時間佔了全省的公立醫院婦產科主任一半以上。強將之

下沒有弱卒之名稱最符合這個時代的市立中興醫院婦產科的狀況。

當時醫局員被派擔任主任級者，北市有市立仁愛醫院邱文虎主

任，市立中興醫院張中全副院長，陳景川主任，馬偕醫院婦產科主任

吳震春主任，台北市立仁濟醫院婦產科陳家旺主任，台北市立婦產科

醫院蔡煒東主任，台北市立忠孝醫院婦產科鍾宏林主任，台中市省立

醫院婦產科張耀東主任及彰化市基督教醫院婦產科陳連生主任等，大

部份的省立醫院、市立醫院都有很多徐千田老師的門下生，可以說桃

李滿天下。中興醫院婦產科病床從 22床增加到 70床，外科被移到後

面第四棟去，外科病床全都讓給婦產科，病床增加三倍以上有時還不

夠，以推車作臨時病床，可以想當時婦產科的盛況及院長也重視婦產

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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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醫局中興醫局中興醫局中興醫局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徐千田家族徐千田家族徐千田家族徐千田家族 金金金金　 　 　 　 額額額額 收據日期收據日期收據日期收據日期

王中誠王中誠王中誠王中誠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18/201108/18/201108/18/201108/18/2011

王苔德王苔德王苔德王苔德 參萬元參萬元參萬元參萬元 08/25/201108/25/201108/25/201108/25/2011

江俊明江俊明江俊明江俊明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5/07/201205/07/201205/07/201205/07/2012

吳輝雄吳輝雄吳輝雄吳輝雄 吳輝雄吳輝雄吳輝雄吳輝雄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03/201108/03/201108/03/201108/03/2011

呂岡原呂岡原呂岡原呂岡原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24/201108/24/201108/24/201108/24/2011

李木生李木生李木生李木生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1/03/201201/03/201201/03/201201/03/2012

李世傑李世傑李世傑李世傑 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 09/19/201109/19/201109/19/201109/19/2011

李兆明李兆明李兆明李兆明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22/201108/22/201108/22/201108/22/2011

沈隆榮沈隆榮沈隆榮沈隆榮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9/20/201109/20/201109/20/201109/20/2011

阮正雄阮正雄阮正雄阮正雄 阮正雄阮正雄阮正雄阮正雄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9/09/201109/09/201109/09/201109/09/2011

官大弘官大弘官大弘官大弘 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 09/06/201109/06/201109/06/201109/06/2011

林林林林　　　　茂茂茂茂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9/13/201109/13/201109/13/201109/13/2011

林松齡林松齡林松齡林松齡 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 08/16/201108/16/201108/16/201108/16/2011

林國昭林國昭林國昭林國昭 林國昭林國昭林國昭林國昭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1/03/201201/03/201201/03/201201/03/2012

林朝枝林朝枝林朝枝林朝枝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11/11/201111/11/201111/11/201111/11/2011

邱孝震邱孝震邱孝震邱孝震 邱孝震邱孝震邱孝震邱孝震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3/28/201203/28/201203/28/201203/28/2012

洪祥富洪祥富洪祥富洪祥富 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 09/27/201109/27/201109/27/201109/27/2011

張俊傑張俊傑張俊傑張俊傑 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 08/19/201108/19/201108/19/201108/19/2011

張漢東張漢東張漢東張漢東 張漢東張漢東張漢東張漢東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8/16/201108/16/201108/16/201108/16/2011

曹英彥曹英彥曹英彥曹英彥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17/201108/17/201108/17/201108/17/2011

莊仁德莊仁德莊仁德莊仁德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5/07/201305/07/201305/07/201305/07/2013

郭雅美郭雅美郭雅美郭雅美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6/23/201106/23/201106/23/201106/23/2011

陳連生陳連生陳連生陳連生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31/201108/31/201108/31/201108/31/2011

傅泉箕傅泉箕傅泉箕傅泉箕 陸萬元陸萬元陸萬元陸萬元 03/04/201303/04/201303/04/201303/04/2013

葉文德葉文德葉文德葉文德 葉文德葉文德葉文德葉文德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3/22/201203/22/201203/22/201203/22/2012

葉頌熙葉頌熙葉頌熙葉頌熙 捌萬元捌萬元捌萬元捌萬元 07/21/201107/21/201107/21/201107/21/2011

劉名訓劉名訓劉名訓劉名訓 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 08/15/201108/15/201108/15/201108/15/2011

蔡國成蔡國成蔡國成蔡國成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8/19/201108/19/201108/19/201108/19/2011

蕭中正蕭中正蕭中正蕭中正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11/16/201111/16/201111/16/201111/16/2011

賴武雄賴武雄賴武雄賴武雄 賴武雄賴武雄賴武雄賴武雄 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壹拾萬元 09/02/201109/02/201109/02/201109/02/2011

鍾幼英鍾幼英鍾幼英鍾幼英 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伍萬元 09/14/201109/14/201109/14/201109/14/2011

羅士清羅士清羅士清羅士清 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壹萬元 08/22/201108/22/201108/22/201108/22/2011

徐明達徐明達徐明達徐明達 徐明達徐明達徐明達徐明達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3/08/201203/08/201203/08/201203/08/2012

徐美玟徐美玟徐美玟徐美玟 徐美玟徐美玟徐美玟徐美玟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9/18/201209/18/201209/18/201209/18/2012

徐龍雄徐龍雄徐龍雄徐龍雄 徐龍雄徐龍雄徐龍雄徐龍雄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6/27/201206/27/201206/27/201206/27/2012

徐懷達徐懷達徐懷達徐懷達 徐懷達徐懷達徐懷達徐懷達 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貳拾萬元 03/21/201103/21/201103/21/201103/21/2011

陳信義陳信義陳信義陳信義 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 01/03/201201/03/201201/03/201201/03/2012

彭汪嘉康彭汪嘉康彭汪嘉康彭汪嘉康 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貳萬元 03/21/201103/21/201103/21/201103/21/2011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計算截止日計算截止日計算截止日計算截止日

參佰陸拾參萬元參佰陸拾參萬元參佰陸拾參萬元參佰陸拾參萬元 05/07/201305/07/201305/07/201305/07/2013

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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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泉箕 陳連生 葉文德

賴武雄 邱孝震 阮正雄

王苔德 李兆明 官大弘

吳慶順 黃武雄 沈隆榮

林國昭 吳輝雄 林朝枝

子女

徐龍雄 徐明達 徐美玟

親友

回憶徐千田教授 -陳信義

傅泉箕

民國40年台大醫學院畢業

即進入台北醫院



師生緣厚
今年適逢偉大的老師滿百歲冥誕，我懷著感恩的心，注視我和老

師合照的一幀相片，追憶大師親炙，如沐春風的四十年歲月。我深深
地一鞠躬，默默地說聲「謝謝您，老師」。是這樣一位人師，相信您
我都對他有些印象吧。

老師高大健壯，精神弈奕，可以不眠不休地專注於他的學業和事
業。他意志堅強，非常努力而且心地善良，和他一起總有仰之彌高、
鑽之彌深之感覺，深厚的學養大大地令我敬佩，對學生的照顧更是認
真。我追憶老師的認真，可從一件小事可見一斑。那是我們值班半夜
的時候，病人出現緊急狀況，需要急救，一時想不出好辦法，在那深
夜兩點多鐘的時候，急著打電話向他請教，老師好像還在看書，鈴聲
一響，我就立即得到回應，老師就指示了處理的辦法。另外，我的岳
母患子宮癌在老師的診所開刀(當時的診所在現在保安街延平派出所
的巷頭 )，早上 6 點半就開始查病房，處置完了才到省立台醫院 ( 現
在的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區)開醫局早會，值班醫師須報告住、出院病
人數目及新病人等，所以老師二點多還沒睡，六點半就查房，睡眠時
間幾乎只有三至四小時。

老師的記憶力特別強，每天早上查病房 (現在的 Bedside teach
ing) 的時候，他都會講「OO 室 OO 床」的病人是 OOO，患什麼病住進
來的，主治醫師是 OOO。並且還要詳細詢問那位主治醫師病人的情況
如何？聽完後，老師就會指示特別要注意的事情等等。由住院病人多
為子宮癌手術後的患者，有骨盆腔炎，不能排尿等症狀的很普遍，老
師常仔細叮囑病人須治療到殘尿四十至五十毫升才可以出院。

老師在國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台灣當年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是
老師的病人，為了她們一家看病，台北醫院的前棟樓上讓出最靠近老
師主任室鄰近的一間主席室當診療室。當夫人要來看病時，當時的院
長熊丸 ( 是蔣介石的主治醫師之一 ) 和總務主任陳國治就會到大門
口迎接她們，帶領她們到診療室。第一病房又要特別安排護專畢業的
Miss 楊當助手。

國外的友人中，八木日出雄教授是子宮癌廣泛性根治手術創立

者—岡林秀一教授的得意門生。他是在日本京都大學受訓後奉派至岡
山大學的。子宮癌的根治手術法有岡林式、Wertheim Lazko氏法，但
是總計來說，岡林式的五年治愈率比 Wertheim 好，Wertheim 之治愈
率是 I期 63.3%，II 期 49%；岡林式是 I期 84.9%，II 期 64.2%，III
期 37.2%，可是 Lazko 氏法沒有這樣的記載。

光復後老師對子宮癌的根治手術特別感覺興趣，乃請八木教授來
做岡林式根治手術的示範。記得當時台大醫院的李卓然醫師等，鐵路
醫院的賴守都主任等都曾來參觀。此外老師也曾請樋口教授夫婦來台
灣訪問。樋口一成是東京慈惠醫科大學的校長兼教授，該校是他的父
親所創立的。他自一九三一年從德國留學五年回日本開始做關於卵巢
腫瘤研究並完成其病理分類等一系列的研究，是當時全世界擁有最多
病例的醫師，因他請全日本的大學附屬醫院將卵巢腫瘤手術的摘出物
都寄給他做研究。其中也有現在看不到的破壞性胞狀奇胎 chorioade
noma destruems or malignant mole等。由此可見樋口教授的國際地
位和他在醫學研究和臨床上的重要性。另外老師也曾邀請一位日本教
授來示範陰道前壁六分鐘結紮，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只花六分鐘就
完成手術，堪稱頂尖的手術法。

老師待人和善，很重視醫局人員的婚喪喜慶。當時交通不便，老
師更是盡量抽空赴遠地參加年代醫師的婚禮，包括鄭伯群醫師 ( 在
新竹故鄉 )。家母過世的時候頭一個來上香的也是老師。又陳連生醫
師同屆黃博文醫師患大腸癌逝世於台大醫院，老師也帶我們去台大醫
院參加他的告別式。學生們、同仁們若有什麼困難，老師總是盡力幫
忙，當時有同仁患病住院，或家屬生產時，不但老師自己每天去探
望，還一定要安排師母去慰問並送禮物。又醫院的員工住院時，叮囑
主治醫師要特別小心照顧。

老師對先後輩請託的事，都是有求必應。例如現今中山醫學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創立之初，缺乏婦產科師資，請老師幫忙物色講
師，老師便一口答應下來，但是苦的是我們主治醫師們，必須利用周
日第一班火車下台中 (需要四個半小時)，下午一點開始上課，下課
回到台北家大約晚上十二點了。更有甚者，是當時省立高雄醫院恆春
分院也請老師派醫師去，又是沒有第二句就答應了。六十年前恆春相
當偏僻 ( 屏東到恆春、墾丁、鵝鑾鼻只有一條公路而已 ) 當然沒有



人想去，只好採用抽籤方式，結果是林繼材、范文壇、黃廷堂醫師中
籤。因為當時范醫師新婚於是請我代理，我那時還單身，又是同鄉學
弟，所以我答應去三個月了。那時我們三人都是R2，恆春當時只有一
條街，兩邊各有約三十家土塊屋，其他只有零星分布的茅草房，此外
全是樹林和草地。鄰近的墾丁有一個二三十頭乳牛的牧場。可是當時
恆春分院相當齊全，也有員工宿舍、病房，約十個病床，有內兒科、
婦產外科的外來診療室，只是院內只有院長兼內兒科醫師一位。當時
只有下午六點至九點供電是火力發電的，生活相當簡樸。

老師的博學，慎思，令人敬佩。每週四下午在會議室有 semin
ar，若有報告涉及荷爾蒙或藥物時，老師便會詳細地說明荷爾蒙的化

學，包括名稱，構造式等等，甚至解釋比例說HO

HO

H

其中的H的部份去
掉便成為什麼。他是台大醫學院生化學董大成教授的高兩屆學長。我
不能確定老師是醫專畢業後，先隨廣畑教授學生化，然後到日本紅十
字會醫院(光復後改為台大醫院第二附屬醫院，後來又改為省立台北
醫院)隨大賀教授學婦產科。但是博士論文的審查多半由廣畑教授安
排，足見廣畑教授對老師的信任。

老師可說是桃李滿天下，當時在台灣找不到比老師培養更多學
生，指導更多論文的教授了。自台灣光復後至民國八十年代，確實是
婦產科的黃金年代，那時候的醫學院畢業生第一志願是婦產科或外
科。連開業內科的學長也不少重新來學婦產科的，記得較年長的有謝
伯津、張癸森、蔡京梅、張有白等醫師。

對老師子宮癌的開刀非常認真，不知道老師為什麼對子宮癌開刀
那麼執着。我剛進醫局時，老師開子宮癌廣泛性根治手術約須七至九
小時。當時的第一助手是邱文虎醫師。

後來，老師又到美國、日本去進修，最後在美國學成血管縫合術
及輸尿管接合手術等。每出國進修一次，回來後的手術時間就會縮短
一點，後來便進步到二至三小時，這是岡林式手術的標準石時間。不
僅如此，他還經常受邀到新加坡、香港、澳洲等地開刀，他取出來的
子宮、卵巢、輸卵管、淋巴腺等一定要在紙上拍照後，才送去病理檢
查。準備拍照等的工作全是我一手包辦。

老師在學術界的成就無人不知，經常受邀到日本、美國、加拿

大、澳洲、菲律賓等地演講。一九七三年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滿場
通過授與 “Honorary Fellow of ACOG” 其後又為 Editor of “Am
erican Journal of OBS & GYNC”這是首位亞洲人獲此殊榮。

總而言之，我們能當老師的學生是一生的福氣，當時老師的名氣
如日中天，全台灣的子宮頸癌及其他疑難雜症都要找他，而他非常樂
意助人，並且把它拿來當寶貴教學材料和臨床實習傳給我們，所以我
們所學的遠遠超過當時的教學醫院。比方說罕見的腹腔妊娠之開刀及
其胎盤的處置方法等，還有腹膜外剖腹產、陰道式子宮全摘出術、子
宮脫出症之陰道式摘出術；子宮摘出後的膀胱及直腸脫出處理法與膀
胱膣瘻之陰道式手術等等。

還有我 R1 的時候，老師的門診病人超過一百個，助理醫師都至
少三位，自上午九時開始看診，大約要到下午一點半才結束。老師門
診看完後直接走進開刀房洗手、開刀。這樣的體力及精神普通人做得
到嗎？

算算老師辭世也有二十餘年了，我似乎循老師走過的路默默地走
著，門診所、到醫學院上課、陪實習醫師成長、研讀病理報告，多年
來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想著，這樣有沒有比老師做得更完美？答案總是
沒有。

退休後固然沒有天下要面對病患看診，但多年養成的習慣「想問
問老師」還是從腦海中浮現，該是前世因緣，不然何以如此師生情
厚。

老師對醫學界的最大貢獻還不只是濟世活人，他在六十年代籌備
台北醫學院 (現在的台北醫學大學 )的創辦。在那幾年，他除了看門
診、開刀外，比較少到醫院，所以這段期間的醫局新進後輩醫師與老
師的接觸時間不多，大概只知道「大將」很偉大，子宮癌手術市全國
第一，其他的就很少有機會接觸了。這也是我寫這些小事的原因吧。

二○一三年四月廿三日



陳連生

台灣省彰化縣人，1931 年 8 月 30 日
生，1957 年畢業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同年 8 月進入省立台北醫院 ( 台
北市立中興醫院前身 ) 婦產科為院聘
住院醫師。1960 年 7 月離開醫局赴彰
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任職。1962 年考

取中英基金會 (S.B.F.T.) 獎學金留英壹年，研究
細胞診斷學。歸國後升任婦產科主任。1966 年 9
月離職開業陳婦產科診所。1996年 8月歇業退休。
1957 年和吳溫英結婚，育一南兩女，孫捌名，長
女婿楊榮森任台大骨科副教授，長男陳忠義係不
孕症專科醫師，執業於台中市。次女婿游政華君
經營大飯店。



我在徐千田婦產科 
醫局的回憶

為什麼選擇婦產科？

畢業前醫學生對自己的未來走向都會有一番思考，選外科系或內
科系 ?留在大學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走學術界或是當臨床醫師準備
開業 ? 我記得醫六時已下決心走外科系的開業路，既然要走開業何
必留在台大醫院當Intern？如果志願去省立基隆醫院做Intern兼Re
sident，走捷徑不是更為明智麼？家父從商，對醫學是外行，對兒子
的規劃未表反對。

1956年7月按照志願派至省立基隆醫院，王金茂院長對台大破例
派遣3位Intern周神榮，黃博文，陳連生去該院，非常高興，規劃出
兩間新病房當為住院醫師宿舍。 直到翌年1957年 6月底畢業為止，
名符其實全天候當外科兼婦產科住院醫師，處理急診處的外傷，大手
術的助手，闌尾炎的執刀，負責全部正常分娩 ( 共接生 150 名 )，難
產和婦科手術的助手等，過了獲益極為豐碩的一年。 特別感觸的是
當嬰兒平安誕生的剎那，就解除產婦的痛苦，嬰兒的哭聲，家屬，產
婦的笑聲，在快樂的交響樂曲中充當指揮者。孕婦產前或產後的大出
血，生命危在旦夕之際，成功地從死神手中奪回，讓全家抱著嬰兒出
院的喜悅，盡力參與的成就感，選擇婦產科的念頭油然而生，成為選
科的目標了。

省立台北醫院院聘醫師

1957年 6月拿到畢業文憑，體檢未過，免除兵役，決定先成家後
立業，4 月 24 日與吳溫英小姐訂婚，旋即於 7 月 11 日結婚。按照畢
業成績 ( 第 20 名 ) 是無法擠進台大婦產科，說本來就不想進台大絕
不是酸葡萄心理，因為既然不走學術路，目標就訂在省立台北醫院徐
千田婦產科醫局。想盡辦法請某立委關說省立台北醫院，卻遭熊丸院
長拒絶，因為婦產科已有很多院聘醫師在等候名額。改請醫局出身台

中名醫張耀東博士推薦，面呈信函，內人陪同面談，當場獲得錄取，
令我喜出望外，於同年 8 月 15 日如願加入醫局，當起院聘無薪住院
醫師。 

徐千田婦產科醫局的全盛時代

1957年台大畢業生有 62人，其中 27名畢業就出國當美國醫生，
歸化美國籍，35 人留台，選擇婦產科者竟有 19 人之多，但能有機會
拜徐千田教授為師者只有 8 人，第一批 1957 年進入的有鄭永盛，林
仲聰，黃博文，陳連生等 4 名。一年後退伍回來再添鄭汾洲，董伯
勲，黃鐐珍，張簡俊雄等 4名，同樣都是院聘無薪住院醫師 (非公務
人員 )，8 名同學在同一醫局，好不熱鬧，日夜做苦工，毫無怨言，
因為大家有共識，寧願犧牲三年，學到技術，遠勝於公務人員領千多
元月薪。

進醫局後發覺前輩們私下都以”大將”代替徐主任稱呼。大將是
早期前輩傳下來的綽號，日語的大將 Tai Show 含有尊敬之外有老大
(親分 = Oyabun) 的親切韻味。徐主任當時 45歲，領導 30多名醫局
員，大家對他的崇高學識及開刀技巧由衷敬佩。這種威風在今日醫界
已不復存在。1957-60 本人在醫局期間可謂是徐千田婦產科醫局的全
盛時代。

大將請嚐牛排，諭示求學態度

記得進醫局不久某星期天晚上，大將約我們四位新進醫局員
到中山北路首流西餐廳 ROSE MARRIE 請吃牛排大餐，當然是由他
點菜埋單。第一次進高級西餐廳，在大將面前使用不靈巧的 fo
rk 和 knife，難免興奮又緊張，無法細嚼慢嚥，品嚐味道，印象深刻
的是強烈諭示求學態度，要我們注重學術研究，不要急於開業賺錢。
從此以後想要開業這句話就很難啟口了。

徐教授從 D & C，開始。Tubal ligation，Ectopic gestation， 
Cesarean section和Total hysterectomy，按部就班地親自指導。他
始終站在病人的右側，先劃一刀然後把手術刀交給擔任的住院醫師，



充當助手進行手術，除非有嚴重錯誤或意想不到，無法解決的大出血
之外，讓你全權處理，以訓練獨當一面的能力。事後喃喃自語說我做
的話半小時可以完成的手術陪你們卻要花費一個半小時。這就是當親
分 oyabun 的肚量，不是每一位教授都具備的。

岡林式廣泛子宮頸癌摘出術

徐教授的子宮頸癌手術不但凌駕於台大 任何一位 教授，而且更
是聞名於世界婦產科醫學會 (F.I.G.O.)，經常應邀到國外做示範手
術。他解釋是自創的改良岡林式廣泛性子宮頸癌摘出術，合併腹部大
動脈傍淋巴腺摘除術，很積極地開到第三期子宮頸癌，但是擔 任的 
醫師可累慘，手術前的萬全準備，充分的備血，麻醉，手術中，手術
後的平安度過，排便排尿的通順，長達一個月的住院才算完成任務，
本人知難而退，誓言終身不碰癌症手術。

大將的醫學倫理教育

早上的晨會值班醫師要報告昨夜處理的異常分娩，緊急開刀的經
過，主治醫師在大將面前毫不留情地提問砲轟，擔任的值班醫師要充
分說明處置，適合教科書的Indication，為何實施鉗子分娩，為什麼
非剖腹生產不可等問題。 徐教授的醫學倫理教育是避免不必要的手
術，保持低剖腹生產率。

最令我終身難忘的有兩件醫學倫理身教故事。第一件故事發生於
入局不久，有一個醫局開業前輩做了四個多月的流產手術後流血不止
送來的病人，徐教授當我的助手，我很成功地拿出胎兒頭骨，手腳等
殘留物，手術順利結束時，徐教授說現在你該抑制希望給家族看戰果
的心情，最好解釋說因子宮收縮不佳，很多血槐塞滿在子宮內，清除
後沒有問題了，這樣可避免醫療糾紛於未然。

第二件故事也是醫局開業前輩做了剖腹生產後，發燒不退，腹部
可摸到腫瘤的病患，經徐教授親自執刀，肚子打開後，馬上塞入數塊
紗布，然後連同腹腔內前手術遺留下來的紗布一同拿出，點了頭表示
這樣就可以，不要說出去，連護士在內， 徐教授親自向家屬說是發

炎造成，又避開了一件醫療糾紛。我認為是這是善意的欺騙，可以原
諒。

院聘無薪如何過活 ?

醫局在職的長輩都有夜間開業 (Neben)，白天上班晚上開小診所
看病賺錢，偶而有開腹手術，叫在職醫局員去當助手幫忙，每次有
NT200 元外快。住院手術病患，特別是子宮癌病人住院較長，出院時
的感謝紅包 ( 約 NT$1,000-1,200 元 / 人次 ) 賴以為生。三年級時偶
而奉命被派去醫局出身前輩的診所代診，行情是該診所全收入的三分
之一約 NT$12,000 元 / 月，其中繳十分之一 NT$1,200 元歸醫局當經
費，1957 至 1960 三年來是靠這些收入養活妻子和兩個小孩。 

離開醫局，開闢新天地

三年的住院醫師期滿後，除了癌症開刀外，已然成竹在胸，留在
醫局痴痴等候名額，不如回歸故鄉彰化，開闢新天地。 彰化醫館是蘭
大衛 博士於 1896年創立，爾後改名彰化基督教醫院，未曾設有婦產
科，直到1952年獨生子蘭大粥博士應聘來台繼承院長，夫人 高仁愛
醫師，創立婦產科，做產前檢查和接生，遇有難產需要剖腹生產或婦
科開刀就轉送外科，急需一位能獨當一面的婦產科醫師，本人應徵，
蘭院長 和 夫人高醫生同席面談30分鐘，夫人未徵院長意見就說;”
陳醫生 !請你明天就來上班”我說”請等一下 ! 請蘭院長寫信 向我
的老師徐千田教授要人”。就這樣結束了面談。 2000 年本人偕內人
重遊英國倫敦蘭寓，敘舊時蘭醫生透露出一個秘密( 高仁愛醫師已於
1993年去世)，說”1960年你來應徵那天，她一眼就看中你，深得高
醫生的青睞，堅持要我馬上寫信給 徐千田 教授，懇求派遣 陳連生 
醫師到彰基”徐教授接到信後毫不猶豫地召見我說已寫回信答應，不
過有個條件必須送你去英國深造。很難啟口的老師我要開業這句話不
必說，愉快地離開了醫局。

臨走時大將交代今後注重產科，不要寄望婦科刀，子宮頸癌開刀
不必學，預測將來可不必開刀，現在想起來，打 HPV Vaccination 預
防子宮頸癌的時代果然來臨。



徐千田婦產科醫局縮影
省北婦產科　名響台醫界

主任徐千田　博士兼教授

子宮癌手術　享譽全世界

台大畢業生　競取拜師額

名額似有限　檻高不易過

介紹若得宜　數目卻不限

院聘做苦工　無薪也無怨

額內得名利　缺額眾人望

大將若欣賞　聘書自然到

一年學接生　難產上級報

二年可執刀　刀法恩師教

三年操大刀　開業呱呱叫

四年治不孕　如虎添上翼

五年修膣式　習藝算完畢

癌刀莫期望　師父不輕放

君要修博士　名留學術界

需伺師父臉　眼神現關愛

賜君研究題　埋沒實驗裡

論文認真報　苦盡樂就到

開業速成營　三年可獨當

博士量產局　成績驚醫界

評論何其多　論定隨君便

(1957-1960 院聘住院醫師陳連生作 )

離開醫局後記

擔任彰基主任六年，其間考取中英基金會獎學金 (Sino-

British-Fellowship-Trust)留英一年(1962-63)，於1966年 8月 31

日離職，在彰化市開業陳婦產科診所，執業滿 30 年後，於 1996 年 8

月底，年滿 65歲時歇業，應聘黃俊榮醫院任職，迄到 2001 年改任楊

漢銘醫院婦產科顧問醫師至今。

My E-mail address is:leng1931@ms18.hinet.net

mailto:leng1931@ms18.hinet.net


舊照片說故事 
談青鴨隊高爾夫與千田杯

陳連生

2012 年 5 月 6 日參加去年成立的台

北市立中興醫院（前省立台北醫院）婦產

科同門會在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四春園聚

餐，把多年珍藏保存的青鴨隊千田杯（如

附照片１）親自搬來公開，參加同門會者

席開三桌，30 多人，包括徐千田防癌基金

會董事長徐龍雄，董事徐明達，執行長徐

美玟三位家族，餐敘間本人提起一段千田

杯的故事。

過去大家公認大將徐千田教授只注重學術研究，開刀看診，不重

視運動，不關心醫局員的健康。這是天大的錯誤訊息，早在民國 52

年醫局內已經有打高爾夫球之風氣，成立青鴨高爾夫球隊，定期邀請

醫局出身的開業前輩舉行友誼比賽，（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來講是絕無

僅有的）。徐教授出資訂製純銀的大獎杯命名為千田杯（如附照片２

中央）比賽得冠軍者刻名留念，另外第一次拿冠軍的副獎千田杯（如

附照片１）可永久持有。今天我不厭其煩，舟車勞頓坐高鐵帶我在41

年前（民國 60 年）得獎的千田杯，捐給基金會展覽，就是要證明大

家有誤解。

話說當年（民國50年代）和徐教授頗有私交的東京大學婦產科主

任小林 隆教授偕助理，專程來台光臨中興醫院做學術交流手術觀摩

之際， 謙虛地說若能在舊淡水球場有一場球敘是他多年來的宿願，

大將馬上說沒有問題，指名青鴨隊單差點名將;莊讚元，鄭伯群兩醫

照片1：青鴨隊千田杯

師負責招待， 據鄭醫師回憶說，兩位客人多年來的願望如期達成，

十分滿意，不僅保留記分卡，連印有淡水球場的餐廳餐紙巾，也珍惜

不使用，帶回收藏，連連道謝說這場球敘勝過任何款待。 臨走時在

機場對送機的醫局員稱讚徐教授有高超技術之外，對醫局成員高球水

準之高，有所讚嘆之語。

徐美玟執行長於 2012 年 5 月 7 日寄來一張舊照片（照片２）是

寶貴的歷史意義和價值。該照片是民國 55年 8月 21日青鴨隊豐原球

場比賽頒獎時照的。左起徐千田夫人，林火旺，徐千田，鄭伯群，莊

讚元名字待查，張耀東，三名待查，蔡煒東夫人（手拿女子千田杯副

獎）張耀東夫人，張中全（手拿千田杯副獎），蔡煒東，謝伯潛。中

央是純銀製的千田杯（失蹤中），冠軍得主可刻年度和名字保管一

年，這張舊照片就可證明青鴨隊高爾夫和千田杯的全部故事。

照片青鴨隊豐原球場比賽頒獎紀念照



葉文德

民國25年 9月 20 日生

台北醫學院醫科畢業

民國五十六年入醫局

民國六十五年離開醫局

同期有方俊傑、阮正雄、楊文博、陳明經、邱孝
震及李俊秀等

職位 :額外 - R1 到 V.S.

額內 -住院醫師到總醫師

結紮是外科手術最基本技術，結紮不對，或結紮不緊，常使手術

的組織脫落。有血管的地方結紮不緊，會引起出血，尤其在子宮癌手

術時因為要拿骨盆腔下腹部動脈，腹主動脈旁的淋巴，因而出血。若

結紮不確實，會在手術時或手術後大出血。因出血點都在骨盆腔深

部，會引起很大的麻煩；所以學外科的醫師最重要的第一步驟就是要

結紮確實。徐院長為了提醒剛學婦產科的醫師，就會給你一些懲罰，

以加強你的注意，使你永記在腦內。



我是民國五十六年醫學院畢業後，進入台

北醫院（今中興醫院）追隨徐千田教授接受婦

產科醫師的訓練，由住院醫師、總醫師到主治

醫師，共歷經七、八年的時間，當時的養成訓

練之嚴酷、生活之艱辛，是現今住院醫師難以

想像的。

大將神醫

恩師徐千田教授在台灣婦產科名醫系列

中，被稱為「大將神醫」，本為實至名歸；他

領導台灣婦產科的發展，尤其是子宮頸癌、骨

盆腔內淋巴摘除的根除手術響亮國內外，當時

被號稱為“世界五大子宮頸癌手術專家＂。

徐教授學校畢業後進入台灣帝大第二附屬

醫院婦產科服務（就現今的中興醫院，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改為台北

赤十字社醫院、省立

台北醫院，民國 56

年台北市改制為院轄

市時改稱「台北市立

中興醫院」），在大

賀征教授（大賀征教

授是子宮頸癌手術專

家，日本京都大學岡

林教授的高足）指導

下對子宮頸癌的手術

相當有心得。

台灣光復後民國

三十四年又到日本九

作 者 簡 介
葉文德 醫師

現任： 新北市醫師公會顧問

 板橋葉婦產科診所（家醫

科）診所負責醫師

經歷：台北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台北市中興醫院婦產科主

治醫師

 中華民國防癌協會

 台北縣防癌協會（今新北

市防癌協會）理事長

 徐千田防癌基金會董事

▲照片1 徐千田教授

一代婦產科宗師－徐千田博士
文╱葉文德  顧問

< 杏林深耕 >

州帝國大學學習研究生化學、生殖醫學及子宮

頸癌的根治手術，獲得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學位，四十歲那年以台大醫院教授的身份前往

美國賓州大學研究內分泌及婦產科。徐教授除

了在學校當教授、在醫院治療病人外做了很多

醫學研究，他發表的研究論文有三百多篇，範

圍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生化學及其有名

的子宮頸癌、絨毛膜腫瘤的研究論文等，都得

到國際婦產科醫學界的重視。徐教授是當時蔣

宋美齡（蔣中正總統夫人）的御醫。

中興醫局同門會

民國50~60年代，婦產科是醫學院畢業學

生的首選科系，當時慕名到台北醫院（中興醫

院）拜師學藝的人多得不得了，在台北醫院婦

產科跟隨徐千田院長一學就是5年至8年，每期

招收的住院醫師都有十幾二十位；但醫院正式

編制內的婦產科人員只有七人，所以主治醫師

以外，住院醫師至總住院醫師都是無薪給的，

民國五、六十年代，在婦產科一代宗師徐千田博士領導下，台北的中興
醫院婦產科成為台灣婦產科界的重鎮，本文僅記載其間歷經的小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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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就靠偶有前輩出國時去幫他們代診，

領取那一兩個月的代診薪水，來度過一年，當

時代診費相當高，一個月壹萬元左右，以一般

公務員每個月薪資700-1000元的當時，正好還

可以生活下去。

在民國60年左右，慶祝徐千田教授60壽誔

舉辦的醫局同門會，參加的醫局 師兄弟醫師大

約有一百多位，是當時全省婦產科醫師的三分

之一以上。

受訓紮實，住院24H
中興醫院婦產科早期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

是第一年學習生產，第二年開始有腹部簡單的手

術，如子宮外孕、卵巢腫瘤、子宮半切除，及困

難的生產如胎位不正的生產方式（非剖腹產），

第三年學剖腹產、子宮全切除，第四年複雜性子

宮手術，第五年總醫師負責教導下面住院醫師學

習早期的子宮頸癌手術等困難手術，並要當徐千

田教授子宮頸癌手術的第一助手。

記得住院醫師第一年下學期，就有機會在

徐院長子宮頸癌手術時當第三助手，也就是拉

鈎，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能站在手術台上和徐教授

一起做子宮頸癌的手術，雖然只是拉鈎也覺得很

光榮。首次輪到的那一次手術前幾天，每位醫師

都會很緊張，開始自行練習打Surgical Tie（打

外科結），用絲線轉兩圈，左手拉緊線的一端，

右手食指按住結節處，往下箝入弄緊以後轉90

度，此時必須打結的地方沒有鬆掉，再打平節下

去，這是要當外科醫師第一項需要確實訓練的動

作，因為這種打結如果萬一沒有打緊而鬆掉，造

成骨盆腔深部的血管結紮手術後出血，開刀要尋

找那條血管出血時會很困難。

所以在第一次當子宮頸癌手術的第三助手

時，或要被徐教授指導開刀時每個人在幾天前

就一直以絲線練習打外科結，打結打到一公尺

長，大約打幾十到一百個外科結，然後看看每

一個外科結有沒有鬆掉的地方。雖然在子宮頸

癌開刀時，第一年下半期的住院醫師只是當拉

鈎的第三助手，但手術快完縫合腹腔時，會讓

▲照片2 中興醫局(前台北赤十字社醫院)同門會聚會合影

你練習縫合腹壁，若結紮沒很緊，線會被剪斷

重來，小心你的手指頭會被持針器或組織夾重

重的打下去，在有許多醫師護士觀看下，是多

麼不好意思呢！

當「住院」醫師可是名符其實的「24小時

住在醫院裡」，除白天規定的工作外，晚上未

值班者也需要幫忙值班醫師的工作；因為每個

晚上差不多有1~3次急診需手術處理，所以雖

然是住院醫師第2、3年，因整天都在醫院裡，

看到學到的病例特別多，就已學到不少本應第

3、4年才能處理的困難病例。當時因為婦產科

醫師缺乏，在我們醫院裡第三年住院醫師受訓

完，就有好幾家省立醫院的婦產科要聘請去當

主任。

枝繁葉茂，綠蔭怡人

徐教授是國內最權威的子宮頸癌手術專

家，手術時圍觀的醫師、學生都不少，他執刀

時非常嚴格。在徐教授指導的手術時，通常會

先提問一下病人的情形，並解說手術的規劃；

在把病人腹部劃下第一刀後，就把手術刀移交

給你，然後邊幫忙邊講解；若遇到沾黏厲害的

組織或有異常變化，會指導你如何處理等；但

如果學生沒能按照他的方式或步驟去做而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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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或大出血時，常不客氣的責罵你あたまこん

くりーと（頭腦是 concrete，台語罵人死頭

腦），剛教過馬上就忘掉，你父母生你這種比

鄉下沒讀過書的農夫還不如，也想要當婦產科

醫師給病人做手術；此時還會獲得圍觀醫師、

護士們的一陣讓人難受的嘆笑聲，真讓人面紅

耳赤的一張臉都不知道要擺到那兒去；所以每

當要接受徐教授指導手術時，大家都會特別的

準備功課，以便被拷問時能順利地通過，上到

手術台時都集中精神、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懈

怠，謹慎地一步步完成手術。

人家說嚴師出高徒，在徐教授醫局接受最

嚴格的養成訓練出來的醫師，在各地開業或在

各地公立醫院領導婦產科的工作，都受到很高

的評價，例如邱文虎教授到台北仁愛醫院主持

婦產科、吳震春夫婦到馬偕醫院，另省立台南

醫院、台中醫院的婦產科等等，都由醫局訓練

出來的醫師去當主任，領導當地的婦產科。

徐院長在台北中山北路另有開一家徐婦產

科醫院，有30~40個病床，大多是子宮頸癌的病

人，由中興醫院每個月調派一位第三年住院醫師

輪流去當住院醫師，每天的工作相當繁忙。

水牛精神，無私教誨

早上六點半或七點鐘徐院長查房，當住院

醫師必須在那以前把所有病人的情形記好，比

如病人是開完刀第幾天？有沒發燒？傷口、排

尿給藥的情形等或是新近住院的病人準備何時

開刀？身體檢查、病情檢查的情況、心臟腎功

能有無問題等？查房後處理病人的問題，按照

院長的指示做各種檢查、開處方等。

接下來準備下午手術病人的事，在手術時

當第二助手（子宮頸癌手術時當第二助手，簡

單的手術就當第一助手）。晚上八點左右，跟

隨院長的門診、對新病人的問診等；直到晚上

一、二點左右把門診病人看完，有時還再查一

下特別病人或小手術，整天忙個不停每天睡眠

時間都很短。記得有位由海軍總醫院調來的前

輩，在大家抽簽要誰先去院長醫院輪值時，自

▲照片3

願說:「我是革命軍人，什麼苦都吃過了，我先

去。」一副很勇敢的樣子，結果去一個禮拜打

電話給總醫師說：「請趕快派一位醫師來替代

我，我忙到一個禮拜都沒有洗澡了，這簡直不

是人過的生活。」讓總醫師搖搖頭，趕快另派

一位醫師去替代。

在三年後的住院醫師常有受不了這種訓

練，不敢去徐院長的醫院輪值，提早自動離

職，自行出去開業，而沒能當到作總醫師的訓

練，因為住院醫師要當到做總醫師的完整訓練

得通過這一關；不僅要吃得苦中苦，還要訓練

每天只能睡五至六小時的磨練，這種魔鬼訓練

直到民國60年徐院長的大女兒由國外醫學院畢

業回來在徐婦產科醫院幫忙，輪到的醫師才沒

那樣受苦。

永恆的追憶

回想當時住院醫師的生活真的有苦有樂，

恩師如師如父的無私嚴格的教導、同僚之間兄

弟般的誠摯情誼，無怨無悔地努力追求醫學知

識的熱情年輕歲月，就在＂除了醫院還是醫院

“的情況下渡過。今應副總編謝坤川醫師的邀

請，隨筆寫下我們當時婦產科住院醫師未能記

入正史的小趣文，也許許多在民國 50~60年代

當時接受當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局同事們看到的

話，會有一個微笑的回味。

風
采
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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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武雄

民國58年進入醫局

民國 63 年離開醫局



追憶跟隨恩師 
徐院長的那些日子

我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考上台大醫院住院醫師，到了同年十月，

聽說徐千田教授醫術精湛，又採美國制度訓練住院醫師，因而考入台

北市立中興醫院，想去拜師求教的。

在中興醫院做了五年的住院醫師，直到當上總醫師為止，我一直

感受到：接近恩師受益無窮的滋味，更體會到恩師對我照顧得無微不

至的情愫。

記得 R1 有一次深夜 12 時多，我正在中興產房為產婦做陰部消

毒、舖消毒巾時，剛好恩師來院察看今日開的子宮頸癌根治手術病人

的情況，看完之後，經過產房走廊時，聽到產婦的哀叫聲，上級醫師

向他報告有產婦在生產。隨即他就進入產房看了產婦之后，就開始刷

手，穿上手術衣說他要教我們如何生產。那時上級醫師有三位，連我

共四位，產婦是第二胎，他教我們如何保護陰道，以免裂開，恩師的

手掌是蠻大的，他很靈巧地、細心地將嬰兒接出，又如何處理胎盤、

臍帶，如何讓子宮收縮，產後觀察也是很重要的接生一環，他有條有

紊地道說，叫我們要複習產科教科書。原來他所講的一切，正是與教

科書所敘述的是一模一樣。

我們R1共有五位，剛好宜蘭王婦產科生產人數很多，病人也多，

加上急診也不少，王院長一個人忙得不得了，所以請求台秀（徐院

長）派一個人去支援他。我們 R1 輪流每一個人去宜蘭一個月。在那

裏也學習了不少婦產科開業醫師之技巧。

民國 59年在我當 R2時，北港的楊婦產科醫院，其一家人要到日

本及歐美去渡假，他是中興醫局的前輩，向台秀（大將）請求代診醫

師，結果我奉醫局之令，南下代診。第一次一個人獨當一面，惶恐又

惶恐。幸好R1有到過開業醫那裡，有三個月之經驗，抱著“時到時擔

當，無米煮蕃薯湯”之心去應戰。當時鄉下的醫師很受尊敬，可能是

我稍微有禿頭，又長鬍鬚，又是從台北去的醫生，患者也都接納。那

裏的門診數量很多，接生也不少，管家歐巴桑及經驗豐富的助產士、

護士也很照顧我，使我更加地有自信，因此門診及接生大部分都還可

以應付，遇到不會處理的病，如子宮脫垂造成尿失禁，我就說到台北

找我的老師作手術，徵得病人及家屬的同意，我寫上病情摘要，再教

如何到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93號徐婦產科醫院。坐火車到台北車站，

下車後再叫計程車去。那晚就接到恩師的電話，說介紹的病人已住院

準備開刀，經陰道作子宮全切術。又說病人已停經，兩側的卵巢宜割

除。術后八天我又接到恩師寄來的病理報告，我將病理報告貼在病歷

上。又遇到子宮糜爛的病人，我一定先做pap smear及 Cervical bio

psy 子宮頸病理切片。如果病理報告回來是子宮頸糜爛，我就用電燒

法作處理，如果是子宮頸癌，或是零期癌，我就介紹給恩師去處理。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超音波儀器，只靠內診，有一位病人我摸起來肚子

大大的，不知是子宮肌瘤或卵巢腫瘤。我就馬上請病人到台北市去找

老師作進一步的檢查與治療。記得那次先生公（恩師之父）出殯，我

從北港直接到台南佳里去祭拜，老師看到我，隨即告訴我，三天前我

介紹去的病人情況。我不但從恩師那兒學習到做人處事之道，對社會

學又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為了「產鉗」的訓練，恩師還指派我到「台灣療養醫院」接受院

長 Dr. Vien 教授的指導。

R3 幾乎都守在中興醫院及徐婦產科醫院，跟隨著徐院長。

恩師親自指導如何作子宮切除術，當子宮頸癌根治手術的第二助

手，及照護子宮頸癌手術后的病人，工作量最繁重，責任也最大。

有時還要至台大醫院生化學科向董大成教授或林榮耀教授索取

雞母珠 Abrain 製劑回來治療子宮頸癌重病患者，觀察紀錄治療後的

成果。

R3 在徐婦產科醫院，清晨 5 時多查房，55 間病房，大多為子宮

頸癌根治手術之患者，其餘為子宮肌瘤或卵巢腫瘤，偶而有子宮外

孕，或急診者。查房時，必須仔細紀錄每一號房之 order，例如抽血

檢查、肝功能、Cretine、WBC、…等，或連絡會診施純仁教授、許書



劍教授…等，或輸血。然後檢查幾位患者，之後恩師就去北醫或中興

醫院。中午大部分都是由「來春」阿巴桑替他準備午餐。午餐大都是

他從北醫到中興醫院這段在車上時間裏解決，而後就直接至中興醫院

開刀房執行手術。下午 2點左右，鄭永盛醫師再來查房一次。之後就

要準備下午的開刀患者。開刀大都會在晚上8時以前完成。晚間之門

診從 8時開始，我必須為門診之初診病人問診，記錄於病歷上。通常

門診都是在午夜一時以後才能結束，而後會客，之後再上樓去查房，

交待要馬上處理之事，一般都在2點多才能休息。所以說恩師是天下

的奇人，一天睡不到 4小時。但是在開會或車上，他會很快地閉目養

神。說也奇怪，演講者的內容，恩師都十分清楚，提問時，他都能精

準地回答，真是一代「神醫」。記得除夕夜，在恩師家與恩師、徐大

夫、佐滕醫師 (SITO) 一起用除夕夜大餐，餐後有一盤水果是日本靜

岡之 melon，切成四大塊，一人一塊，那水果非常香甜，水分又多，

真是人間美味，至今都還念念不忘。

R4 那年，由於羅東「聖母醫

院」需要會開刀的主任級醫師到那

裡去，向「台秀」要人，當時總醫師

只有黃茂榮一人，於是醫局就派張

時昌醫師與我，兩人輪流去支援。

遇到子宮頸癌病人或許由於經濟因

素又不肯至「台北」去治療，我們將

這種情況向台秀（大將）報告，他

居然說利用星期日，他要專程到羅東去為她開刀。我與張時昌醫師就

從「台北」陪「台秀」乘坐他的座車，經「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

路」至羅東，先在那裡日本餐廳吃過午餐，就往聖母醫院去開刀，由

於我們事先有安排及邀請宜蘭縣內的婦產科醫師們說「徐教授」要來

開刀，當徐教授到達聖母醫院時，即有院長及一大堆院內與院外的婦

產科或外科大夫列道歡迎。爾後進入開刀房進行示範性的教學開刀，

讓大家眼界大開。他的乾淨、俐落刀法，展現世界級大師的風範。博

得大家熱烈的喝采。開刀完後，聖母醫院院長拿了一個大紅包給他，

而他只收紅包袋，而將裏面大把的鈔票捐給聖母醫院。那種正直、豪

氣，不愧為當代大師。

遇到子宮脫垂的患者，他也會從台北到羅東來教導我們，真是感

激、再感激。

在 R4 後半段，剛好有一個約聘住院醫師職缺，張時昌醫師與我

在張中全主任的見證下抽籤決定，我很幸運地被抽中，成為中興醫局

內首位由 extra R 進到 intra R，不過有一個附帶條件是當完總醫師

必須自動辭職。

R5 就是總醫師。

除了中興婦產科醫療工作外，行政方面也要參加，中興醫院院長

室的晨會，除了各科室的主任要參加外，各科的總醫師也要參加，偶

而熊丸院長也會到，但機會不太多，大都由副院長代行。另外安排

一、三、五下午「台秀」的開刀與徐婦產科開刀時間的配合。星期六

早上的徐教授門診要參與，當徐教授看病人時，我必須詳實地紀錄他

說的話，寫在病歷上。子宮頸癌患者癌細胞擴充到那部位，診斷 sta

ge I 或 stage IIa 或 IIb…等。還有一大堆的北醫見習生或中國、中

山的實習生都搶著要看。總醫師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也太複雜。子宮

頸癌的開刀，必須要總醫師當第一助手。開刀時必須聚精會神。還有

許許多多繁瑣的事項皆要由總醫師去作，去執行，也要去負責。

當完總醫師後，也等於說是要自動辭職，有約在先，也是維持醫

局的永續發展。一般當完總醫師都自尋開業之路。就在這時間，由於

政府體制改變，將「陽明山特別行政管理局」合併進入台北市政府，

因而舊有的陽明山管理局房舍改為新設立的「台北市立陽明醫院」。

恩師推薦我進入陽明醫院婦產科擔任主治醫師。惟當時是草創時期，

一切設備簡陋，又地處陽明山上，人煙稀少，患者人數更少，因而政

府有意另尋山下的士林地區重建現代化的醫院，不過建立醫院至少也

要花 3～ 5年的時間。也因此任職「台北市立陽明醫院」不到兩年，

經獲「台秀」的允許才辭職去新莊開業。

剛在新莊開業，當時新莊的人口不到5萬。大多數還是中南部北



上討生活的人，也因此有人找我開刀，或助產士、產婆較難接生找我

去幫忙，我都隨叫隨到，最遠到基隆、石門、三芝、鶯歌、山佳、樹

林、泰山、林口…等，皆可說是 (Call Dr) 應召醫師。自己診所慢慢

地隨著時間的過去，病人人數也與日俱增，再加上有些助產士、產婆

送來難產的病人需剖腹產，因此病房數也是漸漸增加，經過了幾年的

苦心經營，病人間的相互介紹，結果所租的房舍不足，剛剛我所租的

房子之後面正要蓋新房屋，我也一口氣地買下數間，前中後棟房子，

連成一串，有新的開刀房、產房、嬰兒室及單人房 20 間，剛開業之

次年我即在診所對面另創立一間 X光檢驗院，聘請 X光師、檢驗師。

承陳 堯教授之介紹，也買了一台剛剛誕生的超音波，因可清晰地看

見性別，也因此產科的人數大增。前輩們的珍言，有產科才有婦科，

開業醫師之名言，慢慢地小兒科、外科、內科也有人來看，當然小兒

外科有疝氣，我都請三總樂亦偉教授或台大陳秋江教授來執刀，麻醉

科我從開業以來一直都是由空總的殷長佑、陸汝勳、張江龍等主任醫

師來執行，我一直認為麻醉很重要。

在這一階段，有感於醫學日新越異，新儀器推陳出新，受恩師之

指示，有必要到美國去充電一下，也就毅然決然地到加州爾灣UCLA婦

產科短期進修一個月，期間大約有十位以上教授輪流授課，教授們也

都跟我們一樣在校園餐廳內吃自助餐。他們的研究精神也很可佳，經

常看見他們在晚上 10 時也還未回家，

留在實驗室裡。授課內容很 update。

一個月後拿到一張 UCLA 短期進修的證

書。

民國 71 年，家父過世，恩師擔任

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家父的後事

從頭到尾親自督促、指導處理、功德圓

滿。出殯當日，他整天在場，還護送到

墳地，主持葬禮，對我及家屬倍加疼惜、安慰、關切、照顧，充分地

展露長者風範與愛心。

民國 72 年，我開始另覓購買 400 ～ 500 坪的 5 ～ 6 層樓房，加

以改建成安生綜合醫院，擴增設備，引進新型電腦斷層描 CT 及新型

X 光機、胃鏡、支氣鏡、膀胱鏡……等，除了內、外、婦、兒之外加

設 ENT、眼科、復健科、牙科、放射線科、骨科、中醫科、擴大婦產

部門，遞增病床等各項醫療設備，加強聘請由大型醫院退休的主任級

專科醫師，都蒙恩師一一提示，躬親督導，務期盡善盡美。

民國73年年底，有一天恩師來電，囑我撥空招待新加坡大學婦產

科主任 S.S Ratnam 教授，當天有吳香達教授、趙灌中主任，與我一

同陪Prof. Ratnam。因S.S. Ratnam教授為素食者，特別到國賓飯店

指定素食餐，餐後至我的醫院住家，大家在一起一同唱歌或閒聊，整

個晚上都沒睡覺，直到東方發白，我與吳教授及趙主任一同送 Prof. 

Ratnam 回飯店，爾後各回醫院。

民國74年3月的一個夜晚，我送一個子宮頸癌的病人到徐婦產科

去開刀，當時備好一些檢驗報告、X光片及切片病理報告書，當天 夜

晚與恩師閒聊，當時我有一個奇想，如何教導民眾對婦女癌症的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我建議以「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的名義由恩師

主講，在新莊地區作一場對民眾的學術演講，老師一口答應。昱日我

即找上了新莊市長周勝彥、省議員簡盛義商討，他們對世界級的大師

要來提昇市民的教育水準大表歡迎，並且願意無條件提供新莊市公所

大禮堂的場所及一切佈置。新莊市出身的立委謝美惠聽到這則消息，

馬上打電話給我，說她也要參一腳，當協辦。隨後我們就在市長室規

劃，如何動員市民們參加，包括去函各級中小學校老師們及學生家長

們來參加。衛生所人員、里、鄰長也全出動發傳單。為了確定日期及

講員名單，皆由恩師指定指派，徐院長當主講者，另外張中全主任、

吳香達部主任，高銓煙主任，阮正雄主任及我來作陪講者。兩個星期

後的「禮拜天」早上九時開始～十二時結束。演講當天，因事先規劃

週全，來參加聽演講的市民們竟將大禮堂全部的座位擁爆，坐在走廊

上比比皆是，盛況可謂空前。這回是靠恩師的魅力，大師的風采，精

闢的國台混合式的演說，深入淺出，人人聽得懂的演講。隔日的報紙

也大加讚賞。也讓「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發光發亮、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也使得市民們對子宮頸癌及乳癌及其他婦女癌症的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的觀念深入瞭解。

民國 75 年冬季澳洲皇家醫學院婦產科

主任 Peter Elliot 來台演講，恩師、吳香

達教授、趙灌中主任與我於來來飯店宴請

他，晚上恩師還有要事，囑附我們要好好招

待他。Peter E.教授因有鼻子過敏，因此他

喜歡收藏「鼻煙壼」。於是我乘機到古董店

去買了六支不同款式的「鼻煙壼」送給他。

Prof. Peter E.高與得不得了，那天，天氣

寒冷，在來來飯店吃宵夜，大概在十點鐘之

後，大家才盡興離開。Peter E. 教授也從來來飯店一樓上樓睡覺。

其他有美國或法國等地婦產科專家學者夫妻檔來的，我大都帶他

們觀賞「華西街夜市」，那裡有當場殺蛇、取其膽囊與米酒一起沖泡

而後飲之，或現殺燉龞加中葯，他們看了都嘖嘖稱奇，還有華西街台

南擔仔麵，大致上他們都會吃得津津有味。

我也偶而私下宴請「台秀」到華西街台南擔仔麵，他的評價也相

當高，除了有家鄉味之外，海產很鮮，菜色很美，餐具一流，可以說

色、香、味俱全。

醫院評鑑：民國 76 年開始，衛生署要求醫院要評鑑，也頒佈評

鑑的標準，無論軟體、硬體都要接受檢查。因此各醫院都卯足全力以

接受檢查。全院總動員，當時也是去請教恩師，得到恩師的開示與指

導，拼命去做準備。首屆的評鑑委員是以台大醫學院院長魏火曜教授

領軍，林天佑教授、陳萬裕教授、葉金川醫政處長……陣容浩大。恩

師也穿起大白袍來參加。經過3個多小時，各位委員仔細地去評估各

科軟硬體的檢查。兩個星期之後，頒佈通過地區綜合醫院合格證書及

教育部的教學醫院合格證書，這些殊榮也都是恩師之指導有方所致，

真是沒齒難忘，感激再感激。

民國 79 年第二次的醫院評鑑是由台大醫學院洪啟仁教授領軍，

也順利通過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

民國 79 年 10 月 26 日，徐院長因病進入台大醫院，由內科謝炎

堯教授主治，其間我常去病房探望，陪恩師，他還是那麼關心學生醫

院之事，還鼓勵我參加醫師公會或學會之事務。我也因此當過台北縣

醫師公會理事長、全聯會常務理事、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家醫科

醫學會常務理事。

民國 81年 4月 30日，恩師因心臟病衰竭，病逝於台大醫院，享

年 80 歲。81 年 5 月 1 日上午 8 時，中興醫院醫局前後輩醫局員集合

於台大太平間祭拜恩師大將神醫。

81 年 5 月 30 日上午，眾多門生、友人、醫學界、政界及全國各

界在台大景福館為恩師徐千田教授舉行隆重喪禮。

結語：

恩師之天賦聰穎，記憶超強，熱心助人，愛心廣披，視病如親，

待人寬厚，律己嚴厲，文武雙全，術德兼備，追求新知，始終如一，

卓績杏林，高山仰止，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對恩師有一種無限崇

敬，孺慕之情。謹以此文，為恩師徐博士千田 100歲冥誕安息為祈。



邱孝震

現任: 

聖心婦產科醫院  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  董事

   中華民國防癌篩檢中心 董事

   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 委員

   國際外科學院 院士

台北醫學大學婦產科  臨床教授

經師人師諄諄教誨 
追思徐千田教授百歲冥誕

恩師徐千田教授離開我們將屆滿廿年了，值此恩師百歲誕辰之

際，回憶過去，受教恩師的歲月，彷彿仍在眼前，從認識老師開始，

直到現在，一切歷歷在目，無法忘懷，每當要提筆寫些文章追思紀念

他，總是思緒起伏，難以平復。

師生情誼 始於北醫
徐千田教授是我的婦產科醫學生涯啟蒙恩師，認識他是我剛入學

台北醫學院時，我是北醫醫科第二屆校友，當時，台北市東區還是一

片荒蕪，吳興街只是一條羊腸小徑，進入北醫校園，僅有幾棟鐵皮

屋，還有四周的稻田與農家。有人在校園附近養

牛養羊，風吹草低見牛羊，同學戲稱在「蘇武牧

羊」，就在那個艱苦時代，徐千田教授像一盞明

燈，引導我走向未來人生的道路。他當時是我們

北醫的院長，德高望重，既有學術地位，又是臨

床名醫，所以早年我就很崇拜他，仰慕尊敬他。

將我引進徐千田教授門下的關鍵人物，是我的伯

父邱德金博士。邱德金博士是第一位獲得東京帝

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台灣人。他是第一任台大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及

馬偕醫院第一任內科主任兼教授。行醫之外，也熱衷參與社會運動，

曾任台灣文化協會副會長，會長是鼎鼎有名的蔣渭水博士，他們攜手

共同努力爭取台灣人的權益，曾赴東京向日本天皇請願，為台灣人發

聲。邱德金博士，畢業於台大醫學院前身的台北醫專，他與徐千田教

授是前後期同學，對徐千田教授了解很深，也有深厚的交情，因此，

他鼓勵我跟隨徐千田老師學習婦產科，所以在北醫求學時，就親炙大

師的風采，並學到很多基礎及臨床的珍貴知識，畢業後，我向徐千田

教授報告，想走婦產科為畢生志業，他一口答應，派我到台北市立中



興醫院婦產科，展開我的臨床婦產科漫長道路。

老師鼓勵 踏入婦產科
 因為有徐千田老師的鼓勵，我開始覺得做婦產科確實是最適合我

的學習年限，很想將來能成為學有專精的婦產科醫師。 當時婦產科住

院醫師的訓練，雖沒有硬性規定，不過大概訓練三年就算完成，可以

開業。第一年是產科，第二年是剖腹產、產鉗分娩、子宮外孕開刀

等，第三年是子宮全摘術，由於老師之盛名，病例極多，短短三年也

可以接觸相當多的病人，可以獲得不少的臨床經驗，我曾前往宜蘭邱

永聰醫師開設的新生綜合醫院服務，從事獨當一面的臨床生涯。

 徐千田教授是聞名國際的子宮頸癌手術專家，曾獲美國婦產科學

院榮譽院士，他治療的子宮頸癌病人，超過五千人，在全世界都很少

見。 除了國內享有盛名，徐教授也是亞太地區婦產科泰斗，據我所

知，他曾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御醫，深獲蔣家的信任與重視，蔣夫

人的婦科疾病都找他診治。此外，東南亞國家許多重要官員夫人也都

是他的病人，指定他來診治相關疾病。由此可見徐千田教授在國際醫

學界的聲譽與地位，無人能比。

受教門下 獲益良多
徐教授是最會放刀給徒弟的老師，在中興醫院及徐婦產科醫院

拜在恩師門下，我的許

多婦產科手術，如剖腹

產、子宮全摘除、子宮

外孕開刀等，都是在他

的教導下完成的。整體

而言，我的婦產科訓練

是由他啟蒙的。他對手

術的原則，是一步一步

地來，乾乾淨淨，清清

楚楚，不搶時間，對每一個動作都要求確確實實，熟練後，自然會省

時間，這些磨練對我日後從事婦產科開業時有莫大的幫助。

 徐千田教授在教學時，一板一眼是位嚴師，回憶當年徐教授在手

術房的情景，沒有人會忘記他那嚴厲認真的樣子。開刀時，如果你不

按照他所教的動作或姿勢去做，他會用現成的儀器（就地取材，例如

用 Kopper）往你的手指頭一敲，提醒你注意。

 那時，真正會動癌症手術的醫師很少，大部分的患者都會被送往

中興醫院---應該說，往徐千田教授那兒送。因為徐教授堪稱全國最

權威的子宮頸癌手術專家，所以他執刀時非常嚴格，一點也輕鬆馬虎

不得。

經師人師 菩薩心腸
在出了手術房之後，徐教授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又會好得令你

感動。例如，他一直對我很照顧，有時碰面互相問候之餘，還會關心

到我的家人與伯父邱德金教授的近況及健康情形；又如當我獨立開業

時，碰上難題，只要一通電話，他便迅速趕來解決。我們都知道他非

常的忙，有必要時，卻能隨傳隨到，貼心吩咐，他能這樣熱心的幫

忙，實在令人感激。

 恩師徐千田對教育人才也很重視，不遺餘力培養後輩，他以親切

的教學方式，健全的訓練制度，在中興醫院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婦產科

醫師。因而奠定了中興婦產科在台灣婦產科醫學界至高無上的地位與

影響力。也使台灣婦產科由傳統邁向現代化，與國際接軌，說他是台

灣婦產科的開山宗師誠不為過。

 後來徐千田院長鼓勵我出來開業，我先前往宜蘭市新生綜合醫院

服務，後來在保安街創辦聖心婦產科醫院，卅多年來，一直謹記恩師

的一言一行，為婦產科及家醫科奉獻心力，造福社會。

創新求新 腹腔鏡手術
徐教授要求我們不斷創新求變，不要守舊保守，因此在廿多年



前，我前往美國在北醫校友協助幫忙下，學習婦產科腹腔鏡的治療手

術，成為台灣第一位使用腹腔鏡的開業醫師，治療婦產科疾病。腹腔

鏡的運用，使我在婦產科領域視野更開闊，對於一些找不出原因的婦

女痼疾，治療起來更得心應手。這種治療只要在病人肚子打一個小

洞，不必住院，即可以完成子宮肌瘤、子宮外孕、子宮內膜異位及輸

卵管結紮、卵巢瘤切除、骨盆腔粘連等手術，這在當時是婦產科醫學

技術上的一大突破，我總共使用腹腔鏡治療超過 3000 個以上病例。

 聖心婦產科醫院在 1988 年完成醫院評鑑工作。在教學、服務、

研究上獲得評鑑委員肯定，通過地區醫院等級，也是台北市第一家完

成醫院評鑑的婦產科專科醫院。

 此外，恩師徐千田也提醒我們，醫生除了在臨床、教學、研究上

要下功夫，對於社會公共事務也應積極參與，1982年成立台北醫學院

校友總會，由北醫校友總會發行的北醫校友會訊第一期，我擔任發行

人，特別請徐千田教授為創刊封面題字。我於 1998 年曾擔任台北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2008年擔任台北市防癌協會理事長，任內創辦防癌

會訊，宣導正確防癌抗癌觀念；為慶祝協會成立十五周年，2008 年 3

月 9日在台灣民主紀念館舉辦盛大的婦女防癌健康專題講座，邀請多

位學者專家演講，介紹肺癌、乳癌、子宮頸癌等常見癌症，診斷治療

及預防新知，及癌症營養與保健、抗癌心得分享，獲得熱烈迴響。此

外，我也獲得國際外科學院院士殊榮。

 婦女防癌健康專題講座，當天出席貴賓及學者專家包括:中央研

究院院士、前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吳成文博士，他一手創辦的國衛

院，多年來致力我國基礎醫學及流行病學水準提升，貢獻極大；另

外，還有中研院院士、北醫董事張文昌教授，中研院院士、台大醫學

院院長楊泮池教授，國立陽明大學副校長徐明達教授、國泰醫院院長

黃清水教授、雙和醫院院長吳志雄教授、中華民國防癌協會理事長林

芳仁教授等國內重量級醫學專家，使這次活動非常成功。

目前本人擔任國防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委員，是醫界唯一

的代表，對軍中之不當處分或冤屈不平、官兵應享權益受到損害、兩

性關係糾紛等案件，做公平客觀的評斷處理，進而保障官兵合法權

益。多年來這些收穫，都歸功於徐千田教授諄諄教誨，獲得的成果。

相信可告慰恩師在天之靈。

感念恩師 謹守教誨
如今，我已年逾七旬，擔任台北醫學大學董事會四屆董事，希望

能對醫學教育貢獻一己之力，平日在臨床醫療服務方面，包括婦產科

及家庭醫學科，持續耕耘努力，時時刻刻以遵循徐千田教授的諄諄教

誨為念，不曾懈怠。

徐千田教授是我的恩師，有著無數的弟子，身為弟子之一的我，

除了一輩子感念外，也以恩師作為學習典範標竿，造福病人。因為有

他的引導，才有今天的我，有它的鞭策，我才有今天些許成就，最後

我要說 :「徐千田教授，我們永遠感謝想念您 !」。



阮正雄

民國55年北醫畢業

民國 56 年 7 月進入醫局

民國 63 年 11 月離開醫局

我最難忘的人 -恩師徐千田教授
我最難忘的人，除了父母親之外應數我的恩師徐千田教授。他是

前台灣台北醫學院(今已升格為台北醫學大學)院長，世界有名的婦

產科醫師及子宮頸癌手術的大師，更是一位生化學大師級的學者，對

台灣醫學界的影響，不僅在婦產科之國際化，生物化學及基礎醫學的

研究與後進的栽培，醫學教育的投入，台灣可以說無人可以向背之大

師。

在因緣際會之下，我進入徐千田教授的門下學習婦產科，而造就

我成為一位婦產科專科醫師。1966 年醫學院畢業時，原本想進入耳

鼻喉科跟隨許雲龍教授（原台北醫院，今改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耳鼻喉科主任兼北醫教授）從事眩暈與內耳液之生化學研究，

當 1967 年服預備軍官役退伍時，部隊駐守金門，要回台灣，必需等

候船班而延誤，原有的住院醫師缺，已經被先退伍的人佔去，當時非

常徬徨，不知何去何從，去見董大成教授(前台大醫學院生化學科主

教授)時教授問起，目前從事那一科？我將原本想進耳鼻喉科而失敗

之事稟報之後，承蒙董教授引荐並帶我去見他的好朋友徐千田教授，

徐千田教授當時是台北醫學院院長及台北醫院副院長，日理萬機，只

有晚上才看門診，所以在晚上 10 點到他的門診面談，随後令我第二

天到台北醫院向婦產科總醫師報到，因此進入婦產科界。入門之後，

依照醫局訓練的常規，排班輪值，充當無給職住院醫師(當年許多人

慕名以無給職，拜在徐千田教授門下，學習婦產科手術)開始追隨恩

師開刀，診療及研究工作之參與，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們學生都

能夠感受到老師旺盛的企圖心(台灣婦產科界國際化，期使台灣能夠

在婦產科學界的國際舞台佔有舉足輕重的一席，培育後繼人材的迫切

心及愛護病人的慈悲心。凡事以病人的利益為優先:要求門生們要視

病如親，將病人當作自己的姊妹或母親般的對待 )，在其嚴格的身教

下，門生中許多人都能以醫局的素材，取得醫學博士學位。

剛開始入門時，許多門生幾乎都受不了，後來才逐漸忍耐，通過

磨練，記得有一位唐醫師 (老唐 )是海軍軍醫出身，當年持參謀總長



黎玉璽將軍的推薦函來，請老師幫忙海軍醫院訓練婦產科醫師，唐醫

師因為年齡比較大(當年海軍醫院要當到主治醫師以上，年齡都已超

過35歲 )，同儕都苦口婆心勸導，不要參與徐婦產科的輪值，但他很

堅持的拒絕，非親身體驗，接受直接指導不可，且說『身為革命軍人

沒有吃不了的苦』結果不到二週，就向總醫師要求換班了。

早年中興醫院，每天開診前都有早會，病例檢討及文獻研讀報

告，老師在講評時，都能一針見血，直下要害，許多我們沒有想到的

及可能引發的事，都會被指陳出來，每位參與者都會受益良多。

在醫局裡門生們通稱他為大將 ( 日語 ) 在手術的指導，更加嚴

格，從術前的準備到術中的執行，術後的照顧，都盯得很緊，要求完

美，稍微缺失即會被罵得狗血淋頭，手術中步驟不對，更會以長彎組

織剪直敲你的手指，真的讓你畢生難忘。看手術要作筆記，上手術台

之前，要默誦筆記本內的手術步驟及確實的綁紮絲線練習，學習手術

是要用心，隨時隨地的作瞑想式的開刀，有機會要多看別人開刀，看

高手開刀可學會竅門，看菜鳥新手開刀，可知道那些地方容易出狀

況，因此老師常說『手術者應要具備有第六感，才能達到藝術化的境

界』他只能教會你一般的常規，所謂『領你入師門，修為在自己』，在

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術中，必定要將輸尿管與血管分離，許多人常在

此失敗而發生術後廔管，見習徐教授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術者中曾經

有人問他輸尿管與血管如何區分，徐教授很妙的回應，當你剪下去，

流出的液體是紅色的，就是血管，流出的液體是水樣的，就是的，就

是輸尿管。

他常說『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三分錢』門生在修業三年內都會

學會婦產科的基本開刀術 ( 子宮搔括術 D&C，剖腹生產術 Caesarian 

section C/S，子宮切除Hysterectomy ATH)，不孕症手術，輸卵管銜

接術及嚴重性炎症沾粘的處置，列為第四年的課程，廣泛性子宮切除

extensive hysterectomy 列為的五年的修業課程，子宮頸癌廣泛性

根除術由徐教授親自主刀，醫局長 (總醫師 CR)為法定第一助手，70

年代曾有風聞徐教授不教人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術，其實是誤傳，70

年代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術尚未很完備，邱文虎教授形容子宮頸癌廣

泛性根除術有如陷入無底深淵的手術，何時會出差錯，或大出血都不

知道，骨盆腔內的解剖，組織架構沒有很清楚的認識是很危險的，徐

教授怕他的門生出差錯，所以不要門生亂開，當你的程度火候達到一

定的水準，自然會水到渠成。

門生有些學習到某種程度，足以應付開業的需求時就會向徐教授

要求墨寶題匾，離開醫局，自行尋找地點開業，開業中遇到難題也都

會將案例轉介回來給他，後來門生中有被他允許獨立施術者有邱文虎

( 仁愛醫院 )，張中全 ( 中興醫院 )，鄭永盛 ( 徐婦產科 )，莊仁德

( 莊婦產科及馬偕醫院 ) 及齋藤敏佑 ( 徐婦產科 )，蘇錫棋 ( 中興醫

院及徐婦產科 )，阮正雄 ( 婦幼醫院 )，另外在國內曾多次赴榮總，

三總及台中中山醫院示範教授子宮頸癌廣泛性根除術，每次手術後當

晚負責醫師，一定要將手術後病人的情況回報給他，他會交代特別要

注意的事項，他一有空或晚上看完門診，就會跑來查房，擔任病人的

負責醫師或值班醫師，必需能不看病歷，隨時能病人的各種狀況及檢

查值，隨時準備接受進一步的處置指示，臨床有趣的案例資料，要整

理送醫學會作成研究報告。

為了子宮癌的防治，在1950年代即開始推展子宮頸抹片的篩檢，

在徐教授 60 歲生日時，門生們致贈的賀禮，他以相對的數目，成立

『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鼓勵在外開業的門生作抹片篩檢的補助，

住院醫師第三年接觸他研究的一部份，雞母珠毒蛋白 Abrin 抗癌研

究，在鄭永盛出國後，我被指定接替他的教學研究工作，因此有幸成

為老師的研究助理(要24小時待命，等候差遣)，更有機會承受到他

的身教，當他快60歲時，他曾說60歲要退休，但過了60歲，他的幹

勁不但沒有消退，反而在化學療法及免疫治療上，投入更大的關心，

如將每位子宮頸癌的病人，施打卡介苗BCG提升免疫力，由子宮頸癌

的病人，取得新鮮癌組織作細胞培養與動物實驗，分離單株抗體，再

連接抗癌藥劑，希望能免除正常與不正常細胞在抗癌藥劑，化療之下

全部被消滅之副作用 ( 理想的化療只殺癌細胞，不殺正常細胞 )，到

70歲生日時說日本東京大學長谷川教授80歲仍然在開刀，到75歲時

老師對我說它一生中，最欽佩的人，除了杜聰明老師之外就是前嘉義



醫院婦產科黃主任(他兒子黃俊隆醫師目前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

院區麻醉科主任兼小兒科主治醫師 )，他在醫院接生時，因心臟病發

作而死在產檯之旁，徐教授說『身為外科系的醫師，應如一位將軍一

樣，最光榮的事是戰死在沙場上，而外科系的醫師，最光榮的事是要

死在手術檯旁邊』到此我知道徐教授他一生，不可能放棄手術刀，過

了 75 歲，徐教授還到台北市立婦幼醫院指導我開刀，該病例手術難

度很高，我們共站了 10 小時，輸血 7000cc，由此可見其體力之堅強

與耐力，不幸在 79 歲時病倒，住院台大醫院，住院期間，我每天上

班前都要先到台大的特等病房看他，並向他報告研究進度事宜，直到

他告別人間，徐教授是婦產科醫界的奇葩，傳奇的一生與狂熱的研究

企圖心，菩薩心腸，工作為人的身教，點滴在心頭，令我一生受用不

盡，畢生難忘。

備註 : 日治時代台北赤十字社醫院改名台北醫院為台北醫專實

習醫院即台北帝國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 台灣光復後改為省立台北醫

院.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後改為市立台北醫院後來再改為台北市立中

興醫院。

王苔德
本人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在花蓮市出生。父母在大陸泉州鄉下出

生。父親在二十歲左右與唯一的弟弟來台。

起初在萬華開商店，安定下來後，父親及叔

父一同回去泉州找結婚對象，後帶太太回

來台灣。父親在萬華的事業不錯，龍山寺裡

的石壁有刻著捐錢的人的名單，其中有我

父親的名字。

過一段時間後，父親及叔父想去花蓮

發展，由基隆港坐船去花蓮。船到花蓮卻因

當時花蓮港沒有設備，必須換坐小船登陸。

他們在花蓮開商店賣布料及雜貨，並代理

日本的生命保險公司等，經商相當成功。

母親大概回去故鄉兩次（戰後台灣戒嚴就不能回去了），由淡水

坐船到廈門，在廈門旅社過一夜後，坐公車約三小時才到泉州。

家中有五兄弟，我排行第四，沒有姐妹。父親對我們兄弟的教育

很熱心。除了大兄以外，我們四個兄弟都去日本留學。

本人讀「公學校」六年（在台灣的日本人就讀的學校稱為「小學

校」），而後考進就讀花蓮中學，為該校第二屆生。經過四年畢業，由

基隆港坐船，登陸日本神戶港去考第六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

落榜後去東京讀預備校，補習一年後考入日本九州久留米醫專。在該

校讀了二年多時，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45 年八月終戰，十月我

坐歸還船回台灣。經過228事件次年後，編入台大醫學院附設醫專補

讀二年畢業。

學生時代聽徐教授的講課，徐教授並沒有帶任何講課的原稿或小

抄，可以講課一小時或二小時，思路清晰、有條不紊，並在教室現場

畫解剖學的構造圖解讓學生容易理解，讓我深受感動，心想畢業後希

望能進入徐教授的婦產科醫局受訓。



畢業後，我幸運有機會進入台北醫院（後改名市立中興醫院）婦

產科徐教授的醫局，服務將近四十年，曾擔任婦產科主任，滿六十五

歲才退休。

我入醫局不久，當時的手術房沒有冷氣設備，手術台旁邊放置大

冰塊取涼，但還是熱。當徐教授的額頭流汗時，在手術台旁邊見習手

術的醫局人員隨時幫他拭汗，是我印象深刻的回憶。

李兆明
出生年月日：1933 年 6 月 14 日

畢業學校：高中 -省立嘉義中學  

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1959 年 6 月畢業

進入醫局 1961 4 月～ 1964 8 月

簡歷

1959.8 ～ 1960.3 步兵學校第八期預官

1960.4 ～ 1961.3 服務於金門

1961.4 ～ 1964.8 中興醫院婦產科醫師

1964.9 ～ 1965.11 省立宜蘭醫院婦產科主任

1965.11 ～ 1966.7 私立中山醫專副教授兼婦產科主
治醫師

1966.8 ～ 1972.7 婦產科主任 私立中山醫專教授兼
婦產科主任

1972.8 ～自行開業 李婦產科診所

現在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會員

台中市北區扶輪社創始會員曾任

台灣省醫學會會員代表

台灣省醫師公會會員代表

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

台中市醫師公會監事     Sept. 24, 1997



官大弘

民國60年，我是第二年住院醫師 (R2)

有一位懷孕三個月死胎的個案分配給我，需要人工流產，而很幸運

地指導我的老師是徐院長。雖然是簡單的 D&C，徐院長不厭其煩的按

部就班指導我，只是一個 D&C 就花了快半個鐘頭。經徐院長的指導

使我獲益良多。

在以後的 30 多年婦產科開業生涯中，D&C 卻是門診中最簡單和最重

要及實用的手術。每次都回憶起徐院長的指導。〝難忘吾師也。〞



吳慶順

北醫第八屆

憶大將院長恩師　　　　　　　
離開恩師回鄉開業已 30 多年了，最近晚上，突然夢見恩師，夢

中指導我們開刀。恩師已經當神了，還是忘不了我們這些學生，真是

難得啊！記得當年中興醫院張中全主任曾對我們說『從國外寄信到台

灣，只要寫名字 "徐千田 "這信很快就會送到恩師。但如果寫我張中

全，就是地址寫得很詳細，也往往找不到地址真的差很大。』大將名

聲之響亮，與我們比起來，簡直是月亮比星星。對大將我們是仰之彌

高，望之彌堅。

記得在中興醫院時，收了一位病人，眾將官都說不出這是甚麼

病？只好求救大將恩師，結果恩師不慌不忙地告訴我們『去讀讀婦產

科那一本書，第幾個 chapter，第幾個 section』，結果真的如恩師

所講，答案馬上出來，真神啊！！從此以後，任何疑難雜病，只要無

解，就請教大將恩師，請他幫忙。恩師的大腦，有如一部婦產科的聖

經字典，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猶記得同班同學在榮總當婦產科的Ｒ，有次大家見面聊天時，他

說他的主任吳香達，開子宮頸癌的刀，開得好快，只要３～４小時就

完成了，我不好意思的說『我大將恩師只要１～２小時』，剛好是大

將恩師的兩倍時間。其實吳主任是恩師的早期弟子，有如此速度，也

算是難能可貴了。我學長曾告訴我，有次大將到美國做子宮頸癌開刀

的 Deom，並且教洋醫師如何去拿淋巴，或許那位洋醫師手腳較慢，

害得麻醉師不耐煩的說：「徐醫師，您自刀開就好，不要教這位笨醫

師」，可見大將開子宮頸癌的刀，簡直是『神刀』跟隨大將恩師的日

子雖然不識很多，但總是讓人懷念特別多。

大將的名聲太響亮，病人特多，不僅是台灣人，還有白人，甚至

於黑人來找大將開刀，每天總覺得有看不完的病人，開不完的刀，還

要教學，還要主持學校會議，這種體力，實非凡人可能做到。記得有

天晚上八點多，一大堆病人在等大將看診，等著等著，大將喝一口

茶，然後開始看診。徐美玲醫師告訴我說『大將下午在日本主持國際

婦產科會議，開完會，沒有參加晚宴，直接坐飛機，飛回台北，沒吃



飯就開始看診』如此敬業精神，恐怕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人，而且晚診

經常看到凌晨午夜，然後還要查房。這種精神和體力，真真是人間極

品。大將恩師生肖屬牛，名千田。我私下想，牛要更千田，這擔子，

可真重呀！

跟隨大將的日子，一些生活點滴，總是難以忘懷，記得有次跟吳

輝雄醫師一起和大將查房，剛好一位前天開子宮頸癌的病人，大將問

我們說『有沒有”鑷子”－日本話的”發燒”』，吳醫師很快地跑去

護理站，拿了一隻鑷子過來，然後跟大將說，『恩師，”鑷子”在

此』。有次大將要開 Negacide 給病人服用，病人嚇一跳說，醫師您

要拿貓的大便給我吃。有次大將幫一位張先生介紹女朋友不成，大將

抱怨說這個”張先生自以為世界最漂亮的男人”，凡此點點滴滴都讓

我們一輩子難忘。當然最後我的婚姻也是大將恩師介紹的。我家貧務

農，又無背景，但恩師一言九鼎，他說這個孩子老實可靠我岳父也不

敢不答應。

生我者父母，養我者父母，教我者恩師，育我者恩師。又賜我婚

姻，恩重如山，如同再造父母，令人終生懷念，難以忘懷。

學生　吳慶順　敬叩 101.12.28



黃武雄

民國32年 2月 11 日生

學歷  成功中學

   台北醫學院民國 59 年畢業

醫局  民國 60 年 進入

   民國 64 年離開

現職  美明婦產科診所 負責醫師

   住址  台北市康定路 202 號

   家庭  妻子及一子二女 

近年因多次中風以致行動不便，體力視力也大不如前，故無法參

加今年 5月的餐敍，深感遺憾 .

隨函附上 :

1. 大頭照 1張

2. 與太太及女兒同遊北京合照

 

非常懷念及感謝徐千田院長的教導及中興醫局同事們的相互提

攜 .

 



沈隆榮

1) 台灣省立台北醫院 (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前身 )

 1960 年 3 月 1 日～ 1962 年 4 月 30 日

  額外婦產科住院醫師

 1962 年 5 月 1 日～ 1963 年 12 月 24 日   

  院聘婦產科住院醫師

2) 1964 年 3 月～ 1999 年 6 月

 開設新營區康樂街 56 號沈婦產科診所

 2004 年 9 月～ 2009 年 4 月     

 高雄市沈中章婦產科診所

3) 出生年月日 1932 年 10 月 30 日

 出身學校 國立台灣大會醫學院醫科

 通訊處  台南市新營區康樂街 56 號

 Tel (06) 632 7525，0911 303880



林國昭
民國56年北醫畢業

民國 57 年進入醫局

民國 63 年離開醫局

民國 64 年開設林國昭婦產科診所至今

師生相處軼事三則

林國昭口述    徐美玟記 102.11.25

一 . 記得在醫局時，有一段時間須到老師在中山北路診所輪值當助

手。老師晚上看診總要到凌晨一時後才能把擠得滿滿的候診病

人處理完。當時我注意到一個不尋常的現象：我每晚都見到一

位男士默默坐在角落，耐心等候到病人散盡，方才進入老師辦

公室與老師長談。同樣情況經過許多天後，我終於忍不住向老

師詢問那位先生是何人，來幹什麼事。老師告訴我他是吳火

獅，因他當時資金短絀，故來懇求老師出資相助他成立瓦斯公

司。想必他的誠懇感動老師，便

出鉅款投資，成為該公司的創立

股東之一；這是上市公司大台北

瓦斯公司的起源，老師擁有的股

票也是目前徐千田防癌研究基

金會的主要資產。

二 . 我由醫局出道後，自己開業，也

賺了大錢。有一天回去拜訪老師閒話家常，老師問起我的財務

規劃，我告以我多半投資在三商銀如華南銀行等。老師勸我著

眼王永慶的台塑。他非常推崇王永慶的為人處事，腳踏實地，

勤奮用心，是值得投資的公司，並追加一句：如果我買台塑，

他也會準備一千萬現金跟進。當時台塑約十幾元一股。但是我

猶豫不決、錯失良機，等漲到一百五十元才下場，卻遇金融風

爆、股市腰斬，又草草以九十元出清、大賠了事。現在回想，

後悔當時未聽老師良言，也十分佩服老師在行醫之餘、投資的

眼光也極精準。



三 . 老師病逝前兩年，曾召我去商議如何處分他的財產。當時我們

規劃出兩個方案：1. 成立投資公司處理全部資產、由五名子

女分享股權。 2. 全數捐入他自己成立的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

會做公益。後來老師在病中選擇了後者。這就是目前本基金會

的資金來源。

吳輝雄 
民國 56 年北醫畢業

民國 57 年進入醫局

民國 63 年離開醫局

民國 64 年開設林國昭婦產科診所至今



尊師莫若承志─盡心防癌報師恩 
二十年前，徐院長以八十歲高齡仙去時，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

【陪徐院長的那段日子】略述他老人家臨走前的幾個月，在台大醫院

陪他的經過與感想。十年後，又寫了一篇【防癌甘苦談】談我推動防

癌工作的心路歷程。如今又過了十年，值徐院長百年誕辰，再作此

文，一則懷念恩師及那段婦產科的黃金時代；一則記錄十年來為防癌

工作留下的一些雪泥鴻爪。此間推動婦女癌症篩檢，不遺餘力者，實

為恩師視病猶親的風範及痌瘝在抱的悲心所感動。古德有云：「尊師

莫若承志」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然志大才疏，乃敢冒不自量力、眼

高手低之譏，以承繼徐院長志業深自期許者，蓋欲有以報恩師栽培教

化之大恩於萬一也。

民國六十年代，可說是婦產科的鼎盛時期，產科方面正逢每年出

生超過四十萬的嬰兒潮，婦科亦如一片處女地，各種腫瘤疾病層出不

窮，正是年輕醫師接受挑戰、展現身手的時機。當時在徐院長領導下

的「台北中興醫院婦產科」，與「台大醫院婦產科」可說勢均力敵、

平分秋色，即使是每年醫學會上發表的論文篇數及品質，亦不遑多

讓。全國各地慕名而來求診的疑難雜症患者數以千計，儼然是子宮頸

癌手術的大本營。據說，當年中興醫院婦產科的收入就超過其他三大

科 (內、外、兒 )的總和，盛況可見一斑。由於徐院長的博學嚴謹，

教導手術更是一絲不苟，因此訓練出來的學生個個都是強將，出去開

業，大都業務繁忙，獨霸一方。

個人投入婦產科，並得師承徐院長教導，有一段特殊的因緣。民

國六十年在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實習時，婦產科的頭等病房，住了一位

南部頗負盛名的女醫師，不幸發覺自己得了子宮頸癌，她原以為美國

的醫學較進步，想到美國接受手術，美國的醫師聽說她從台灣來的，

告訴她說，他們子宮頸癌手術的技術是跟台灣的徐千田博士學的，於

是改變主意，回台灣接受徐院長的手術，可惜已發生轉移，沒幾年，

還是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位前輩是我大學同學的母親，住院

期間我常去看她，因著她的故事，改變了我的一生。那時我已通過美

國醫師考試(ECFMG)正準備申請到美國當住院醫師，後來心想，美國

的醫師都跟徐院長學，我又何苦老遠跑到美國跟他們學，因此決定放

棄出國，申請中興醫院婦產科，很幸運的被錄取了。經過了完整而精

采的住院醫師訓練課程，回故鄉頭份開業，開業二、三十年期間，業

務出乎意外的忙碌，經歷了多次風險，如超過八千 C.C. 的產後大出

血、敗血性休克、嚴重子癎症，都能鎮定處理，安然渡過危機，這些

都有賴於恩師當年嚴格的調教。

另一項受惠於恩師教導的則是論文的撰寫及辦事能力的訓練。

當住院醫師第三年 (R3) 時，碰到了一個產科罕見的病例－子宮頸懷

孕。有個病人流產後大量出血，卻查不出原因，只好做子宮切除手

術。手術後透過病理檢查才知道是子宮頸懷孕。這個病例徐院長特地

交代要在全國婦產科醫學會上提出報告。接到了這個指示既興奮又緊

張，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也是一大挑戰。從未寫過論文的我，

一方面請教前輩；一方面自己摸索，從查文獻、做標本，乃至找專家

拍照、製作幻燈片(當年可不比現在有電腦、單槍投影和powerpoint

可用 )，光是台大醫學院圖書館就跑了十幾趟，最後才著手寫論文。

在忙得不可開交的 R3 一年中，為了準備論文發表，幾乎耗盡了所有

的假日和休閒時間。記得初稿完成時，請當時的主任張中全前輩先過

目，張主任一字未改，還誇說我英文程度不錯。沒想到徐院長看了以

後，改得面目全非，不但語法、用字遣詞都被修改潤飾，連標點符號

都不放過。從此對徐院長的認真治學和文學素養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同時也對大師訓練、觀察學生的才華、能力的方式有所體會。“真正

人才，只需要交代大目標，一句話丟下來就要把事情辦好”。「良馬

見鞭影而馳」，信哉！此生何幸，我非良馬，只是遇上了良師。

有了以上寶貴的經驗及大師指導的心得，對論文的撰寫奠定了基

礎和信心。最近幾年，代表苗栗醫院在家庭醫學會年會上發表論文達

十幾篇，這在數十家署立醫院 (現改制為部立 )每年僅有 3至 5篇的

論文中，個人每年都佔兩篇，而且連續 7、8 年，不曾間斷，亦可謂

難得。前兩年，甚至有一篇研究機動式子宮頸癌篩檢費用及效率的論

文，獲選做口頭報告，這和我當年在全國婦產科醫學會發表子宮頸懷



孕的論文，整整隔了三十年。內人因此特地為我買了一套 Armani 西

裝在上台報告時穿著，以示慶祝。當天，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徐執

行長美玟及幾位董事—葉文德、林國昭、賴武雄等前輩都列席指導。

民國 90 年，參加在北醫舉行的徐院長逝世 9 周年的紀念會，當

時擔任頭份衛生所主任的我，大膽的提出一個「消滅苗栗縣子宮頸癌

計畫」，沒想到立即獲得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董事會通過，捐贈壹

部中型婦女防癌車，從此開始了我投身子宮頸癌防治的生涯。起初只

在苗栗地區進行機動式篩檢，後來獲得國際獅子會 300G 區的支持，

在總統府經總統見證，捐贈了全國第一部價值五百萬的大型豪華子宮

頸癌篩檢車，此後便把服務範圍擴展到桃竹苗地區。2005年值國際扶

輪百週年，Porite總監指派我擔任地區義工主委，全力推動婦癌防治

的工作，一年內跑遍了國際扶輪 3500 地區每個社，進行防癌演講及

篩檢，並獲得熱烈迴響。同年更獲得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凱利扶輪社，

透過總監辦事處正式的邀請我到該社演講，同時應邀到美國著名的僑

團，擁有三百多位學者專家的「美國東南學人協會」，在亞特蘭大的

年會上，發表個人在台灣推動子宮頸癌篩檢的經過和成果，這些都發

表在 96 年的《台灣醫界雜誌》＜赴美演講記＞ 。

民國 100年，為紀念恩師徐院長百年誕辰，在徐千田防癌研究基

金會大力支持下，於苗栗縣各社區推動100場防癌演講及篩檢活動，

獲得苗栗縣劉政鴻縣長及國際扶輪 3500 地區全力配合，劉縣長並撥

款五十萬給參與活動的社區(每個社區5000元)。年初於觀光文化局

大禮堂舉辦頭場演講活動，劉縣長、徐耀昌立委、國際扶輪3500地區

總監劉啟田醫師、苗栗縣社區大學理事長黃鼎松、前中國時報總經理

黃肇松、建國中學校友會吳坤光理事長、中華民國防癌篩檢中心秘書

長高偉華及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多位董事，包括謝長堯教授伉儷、

張漢東醫師、邱孝震醫師、葉文德醫師、阮正雄醫師、賴武雄醫師及

執行長徐美玟董事，當天冒著 5° C 的低溫，一大早趕來參加，支持

活動的熱忱令人感動。至於基金會提供的演講費五十萬元，則悉數回

捐，作為紀念徐院長慶祝活動的經費，聊表個人對恩師的敬意。

兩年前，為了籌備紀念徐院長百年誕辰活動，徐院長的二女公子

美玟，也是基金會的董事兼執行長，知道我對中興醫院婦產科醫局歷

史沿革較為熟悉，同時對醫局興衰也格外關心，因此要我起草寫信給

昔日醫局的前輩同仁。為了寫這封邀請函，確實煞費苦心，絞盡腦

汁。因為醫局由於諸多因素，沒落已久，從前每年舉行的醫局會停辦

達二十年，要用一封短信，喚起同門師兄弟的熱情，實非易事。經我

構思良久，終於不負使命的寫出一封「情文並茂」的邀請函，將冰封

多年的醫局前輩們的情感炒熱起來。在國賓飯店舉辦的籌備會，居然

坐滿五桌，多位前輩從高雄、台南、台中遠道而來參加。為了表達對

徐院長的敬意及當年教導的深恩，許多前輩紛紛捐款，原本估計籌募

一百萬的目標，沒想到，居然超過預期，達三百多萬元。席間這些多

年不見，年華雖老，熱情未減的前輩，慷慨發言，談到昔日徐院長的

恩澤情義，幾位甚至哽噎落淚，令人感動不已。大家約定，從此恢復

每年一聚的醫局會。我們這群失散多年的同門師兄弟，如今終於又重

聚在一起了。

世界首富也是大慈善家比爾蓋茲，談到他罹患乳癌末期的母親臨

終時對他的叮嚀“切莫辜負上天賜給你的才華和機會”，這席話深深

感動了我，並常以此自勉。自知資質平庸，幸運的是，遇到了一代大

師的徐院長，並得到格外的調教和陶冶，更難得的是徐院長走後的二

十年還能夠在他的遺澤中受惠。這些年來推動機動式子宮頸癌篩檢略

有小成，並獲得各界的支持和肯定，接受捐贈的金額超過壹仟萬元。

民國96年獲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發的「醫療奉獻獎」及台灣家庭醫

學會頒發的「基層醫師優良服務獎」。尤其感到榮幸的是獲得恩師生

前捐獻鉅資成立的「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董事會聘任為董事，竟

能躋身與徐院長傑出而克紹箕裘的子女們以及國內馳名的權威學者，

如中研院彭汪嘉康院士、前台大校長陳維昭教授、台大婦產科謝長堯

教授和多位醫局大前輩，共同為徐院長遺留下來的志業而努力。

推動防癌最重要的工作莫過於教育民眾，可是說服民眾接受篩檢

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十幾年來，演講超過四百場，有時一天二、三

場，聲音都沙啞了，亦不以為苦。期望的是多一些人聽、多一些人受

惠。可是，有時犧牲假日，滿腔熱忱，應邀到老遠去做演講，聽眾卻



寥寥無幾。有一次到社區，主辦者敷衍了事，目的只是向上級機關申

請經費，到場聽講的民眾居然不到十位，只好改成座談會。篩檢活動

亦是如此，一群工作人員和志工，開著上千萬的乳癌巡診車到偏遠地

區，等了半天，一個病人都沒有，碰到這種情況，說不會有挫折感，

是騙人的。

每當遇到挫折時，就會想起追隨多年的禪學老師張尚德教授給我

的教誨－「成就大事，最重要的是要守得住寂寞」。防癌救人，說起

來冠冕堂皇，其實是一份寂寞的工作。前些日子，在忍受寂寞中有一

番新的體驗，終於悟出平日背誦的「金剛經」中所說的“無住相布

施”的道理。布施是自我成就過程中一種心靈的修煉，不應執著於得

到的成果。防癌工作亦是如此，篩檢一百人和篩檢一個人，或竟一個

人都沒有，感覺上可以一樣自在。有了這番體悟，居然一改從前沒有

病人上門時，唉聲嘆氣、自怨自艾的心情，反而覺得偷得浮生半日

閒，享受一下月光下漫步或鄉間悠遊的閒情逸致，也沒什麼不好。心

境一轉，竟覺海闊天空。此中正契合一位大哲詮釋「善有善報」時說

的「善意的本身就是行善最好的回報」。願以這份心得野人獻曝，提

供給天下善心卻受挫的志工們參考與分享。

陪徐院長的那段日子
徐院長走了一年多，腦海中不時浮現他那碩健的身影。由於個人

的機緣，在恩師臨走前的幾個月裡，每個星期到台大醫院陪徐院長一

整天，大約去了十幾次。那段日子或陪他聊天，或幫他按摩，甚至默

默地在一旁靜坐，為徐院長背誦金剛經。我們師生間的距離，突然拉

近了許多。我深深地體會往日的嚴師，其實內心裡卻充滿著熱情與天

真。而他對學問和醫術的執著，乃是源自於悲憫眾生的高貴胸懷。半

生心血換來價值數億的資產，靜悄悄的捐給防癌基金會，那裡是世人

心目中唯利是圖的開業醫師所能做到的呢？

徐院長臥病住院的那幾年，礙於醫務，難得脫身，只有在開醫學

會時，伙同昔日的醫局同仁，每年探望個一兩回。前年二月間，在榮

總參加婦產科年會後，又隨同一群醫局的前輩去看徐院長，因為人

多，病床周圍盡是主任級的老前輩；自己的輩份低，只能站得老遠地

看著徐院長略帶疲憊，有氣無力地招呼著我們。頓時忍不住一陣心

痛，一向好強的一代名醫「大將」( 學生們對徐院長的暱稱 )，居然

臥病經年，群醫束手，乃至於一籌莫展，那份無奈，那份寂寞，真是

情何以堪 !造化弄人，竟至於此。

古德有云：「滴露之恩，湧泉以報」，心想自己能有今日的小

成，可說是徐院長的賜予，眼見恩師長期在病中煎熬，卻不能為他分

憂替苦，除了慚愧，只有在內心暗地裡期盼有回報老師的一天。果然

心誠則靈，幾個月後，放掉了醫院的業務，終於得以一酬宿願，稍稍

盡一份心力，服侍徐院長，陪他走過最後一段百無聊賴的晦暗歲月。

當初去看徐院長時，健康情況已經很差，說話時要戴氧氣，否則

會喘；兩腿無力，行動不便。我因學禪幾年，略知靜坐的效果，便建

議徐院長靜坐，或躺在床上時觀想，把思想專注在有生以來最初的記

憶，或想像烈火焚燒自己的身體，並建議他在意念中，儘可能將身

份、地位、學問、財富全部拋開。把自己歸到最清淨、最單純的境

界，也就是真正的自我，即禪宗說的「諸可返者，自然非汝；不汝返

者，非汝而誰？」。根據過去的經驗，能把自己歸到單純、清淨、了



脫塵世上一切的牽絆，則身體會慢慢轉好，即使不然，也會把生死都

看淡了。一旦悟到有生必有死，此乃是自然界的法則，人能無懼於死

亡，其他世上的一切就都好辦了。

說也奇怪，經過了一兩個月，情況顯著改善，講話時不用戴氧氣

管，並能在病房內走動，氣色也好了許多，幾位長期服侍徐院長的特

別護士都覺得意外。那時徐院長的二女公子美玟由美回來探親，見父

親健康大有起色，還特地到禪堂去聽我的老師—張尚德教授的課，希

望對禪有進一步的瞭解。後來個人因事出國一段時間，回來再去看徐

院長，情況已大不如前，脾氣煩躁，神智漸不清明，要他再恢復靜坐

觀想，已不可能。此後每下愈況，終於去年四月走了……。

雖然徐院長學生多達數百，但幾乎都是開業醫師，業務繁忙，即

使有這份心想經常探望老師，也抽不出時間。而且說實話，在徐院長

嚴格調教下，個個都對他敬畏有加，說是完全不怕「大將」，那一定

是騙人。因此偶爾有些前輩去探病，也只是很拘謹地請安問好而已。

我們算是最後一批親炙教誨的學生，有點老來子 (屘兒 )的味道。從

前在醫局，偶爾還敢跟徐院長聊聊輕鬆的話題，老一輩的學長聽了，

往往覺得不可思議說：「你們居然敢跟 『大將』開玩笑 !」

陪徐院長的那段日子，我們師生倆，幾乎無所不談，從醫界的往

事到時事，往往見人所未見，言人所不敢言。偶爾也跟徐院長談起自

己近幾年學禪以後的轉變，和把禪應用在臨床上的構想。他頗為讚

許，甚至提供一些建議，譬如禪坐以後，腦部可能分泌某種物質，使

腦細胞賦活，以致改變生理狀態…。我那時有份奇想，如果徐院長康

復了，以他的學問、地位來主導這個研究，效果一定事半功倍，可惜

機緣不夠，終究沒能實現。

我是民國60年進中興婦產科醫局的，在那個年代，流行到美國，

只要通過美國醫師考試，幾乎很少不去的，為了能跟隨徐院長這位國

際馳名的婦產科泰斗，毅然放棄赴美的機會。俗話說：「遠來的和尚

會唸經」又說：「身邊有佛不會求」，當年我就差點犯了這個錯，若

不是有位醫學院的同學，他母親的那段話，恐怕也到美國「求經」去

了。在中興醫院實習時，有位住婦科特等病房的病人，已住院兩年。

一次閒聊才知道她原來是大學同班同學的母親，本身是南部頗負盛名

的婦產科女醫生，不幸發覺自己竟罹患子宮頸癌，因為兒子在美國當

醫生，於是到美國的醫學中心，要求手術治療，那位美國的婦產科專

家，以為她是日本人，便對她說：你從日本到台灣很近，台灣有個對

子宮頸癌廣泛性子宮切除手術非常專長的徐千田博士，我們在這方面

的技術，都是跟他學的，妳何不到台灣去接受他的手術？後來她果然

回來找徐院長，可惜已經轉移了。就因著這樣，我決定留下來。

民國六十年代，中興醫院婦產科，可說是與台大婦產科勢均力

敵，平分秋色，醫局前輩，遍佈全國，且多獨霸一方。不過實在說

來，我們也並非浪得虛名。徐院長對學生的嚴格是出了名的，挨罵、

呵叱都是常事，有時候甚至用手術器械敲手指。聽說一些前輩，訓練

課程沒完成就離開，因為手指被徐院長敲得腫起來，不敢上班。徐院

長教我們手術，非常仔細，從綁線、拿持針器、用組織剪、到各種手

術的步驟，不准有絲毫的差錯。因此輪到自己接受徐院長指導開刀

時，總是又興奮又緊張，頭一天晚上就猛背手術的步驟，有些較緊張

的同事，一上手術台就開始發抖，甚至渾身大汗，腦子裡一片空白，

什麼方法、步驟全都忘光了，自然免不了挨一頓排頭。

開業以後，慢慢體會出恩師的苦心，徐院長教導我們這麼嚴格，

其實全是為我們好，他何嘗不想當好好先生，只是手術攸關病人的生

命和開業醫生的前途，稍有差池，就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因此寧願我

們在訓練過程中，多吃些苦頭，多忍受幾分緊張驚嚇，以期學生在開

業後能夠承受壓力，減少風險。

我們醫局有個不成文的傳統，凡是徐院長的學生，R3( 住院醫師

第三年)時每個人都要輪流到徐婦產科實習一個月，同仁們私下把它

稱「地獄月」，因為這個月和蛙人訓練的畢業考「地獄週」很相似，

而精神上的緊張，尤有過之而無不及。猶記得徐院長每晚查完病房，

都近一兩點，交代了一大堆 order，等我們做完了已是兩三點，第二

天一大早，聽到徐院長上樓梯查病房的皮鞋聲，往往驚醒過來。剛開

業的那幾年，還經常夢見徐院長上樓查房，而交代的事還沒做完，半

夜醒來，餘悸猶存。月底換班交接時，若慢半個鐘頭，一定挨前一班



的人的罵，至於自動提早去接班的，更是從來不曾有過。由此可以想

見「地獄月」的緊張。

徐院長的才華和努力，幾乎是所有的學生都熟悉且領教過的，即

使是最後那幾年，依然耳聰目明，記憶過人，交代下來的 order，不

要期望他會忘了。前一陣子跟陳景川主任聊天，談到徐院長的好學，

他自認不敢跟「大將」比，不管再忙，晚上總是要抽出時間看書，才

肯就寢。每回參加國際醫學會，更是心無旁騖，全力以赴，從來不肯

順便觀光遊覽。據說已故台北醫學院歐雲炎教授，有一次就忍不住跟

「大將」抗議說，以後再也不要跟徐院長一起出國了。

除了才華和努力，徐院長的定力和毅力也不是常人所能及的。我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輪派到徐婦產科，正值耶誕夜，徐美玲醫師又

到美國去，院內一連出了幾個 trouble，一個開刀後內出血，一個手

術後併發肺水腫，轉送中興醫院 ICU，一個開刀後兩個星期的病人，

散步時突然死亡。那天晚上開完內出血的病人，出來已經是深夜十二

點多，檢察官就在手術室門口等著徐院長問口供。大凡開業醫師都有

這個經驗，只要是出了一個trouble就六神無主了，那有心情看病開

刀，而徐院長單獨面對三個大 trouble，居然還能從容應付。醫局前

輩常開玩笑地說：「大將」的神經線比碧潭吊橋的鋼索還要粗。開業

後，每碰到 trouble 心煩意亂時，想到徐院長就又堅強起來了。二十

年來，每次危機都能安然渡過，實在應歸功於恩師的教化。

雖然徐院長嚴格出名，但也有他天真可愛的一面。指導手術時，

常談起他的童年往事，說他刻陀螺的技術有多棒，從選木頭、刀法、

到磨釘子，在在都有訣竅，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聽起來似乎比開刀

還要精采、有趣。要不就談前一天布袋戲的劇情，什麼史艷文、藏鏡

人，如何如何。從來不看布袋戲的我，輪到徐院長指導時，也不得不

把頭一天的布袋戲列入準備工作之一，以免開刀時徐院長問到劇情一

無所知。

許多人都熟悉徐院長講電話的習慣，不管跟誰，總是先喂兩聲再

報姓名。R1( 住院醫師第一年 ) 時，有一天跟當 R3 的前台北縣醫師

公會理事長賴武雄醫師，在產科護理站值大夜班，半夜無聊，賴醫師

在護士面前耍寶，學「大將」講電話的模樣，拿起桌上的電話，壓低

聲音，用台語模仿徐院長的口氣：「喂喂 !我是徐千田」結果對方傳

來的也是「喂喂 !我是徐千田」賴醫師愣了一下，臉都嚇綠了，原來

正好徐院長打電話來交代事情，老武仔連連對著話筒點頭說道：「先

生，失禮 ! 先生，失禮 !」每次在全聯會開理事會時，碰到賴醫師談

起這件往事，兩人都會來個會心的微笑。

恩師日遠，中興醫院婦產科醫局也不復昔日的盛名而日益式微，

尤有甚者，連整個醫界都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醫師」更不再是世

人艷羨的行業。於今思之，不勝神傷。但不管如何，徐院長在台灣婦

產科界的貢獻，永遠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學生的心田中。願與各位前

輩共同勉勵，切莫辱沒我們敬愛的「大將」!

附註 :原文刊載於台灣醫界雜誌 36 卷第 8期 (民國 82 年 8 月 )  



林朝枝

簡介:

服務中興婦產科期間 :

民國 68 年 8 月至民國 73 年 6 月

民國 73 年起於板橋開業設立優生婦產科迄今

基於對婦產科的興趣，加上大學五年級上婦產科時，自己剛好擔

任班代表，對徐院長比一般同學會有更多的認識與接觸，有感徐院長

雖然名滿天下，工作非常繁忙，教學卻非常的認真，永遠早到遲退，

連下課休息時間都減半 ( 連上兩堂才休息一次 )，當時教室沒有空

調，徐院長上課常汗流夾背，時值班代的我，一直都很戒慎恭敬的負

起供應毛巾與茶水的任務，對徐院長學問的淵博，教學的認真，為人

的耿直，只有讚嘆與佩服，在迎接與恭送之際，得知常有許多已是大

名鼎鼎的醫師，在其之前仍然必恭必敬的追隨在側，自己偶而也會因

逢盛會，吃上難得的一頓免費大餐，因此在求學之際，內心即逐漸萌

發追隨大師，以婦產科為志業的夢想。

退伍後，順利進入中興婦產科，實際學習與執行婦產科業務，常

會有機會跟隨著大師看診或手術，有時也會被輪派到徐院長自己的醫

院值班，由於大師的手術一般都較為特殊，第一年住院醫師時只能看

刀或或擔任第三助手，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後才逐漸升為第二或

第一助手或照顧術後需加護病房加強照護等重症病人，在這期間看到

為數不少的病人在眾多醫師束手無策時，卻能在大師手中起死回生，

心中總會激起無限的感嘆，想著大師大部分時間胸有成竹的淡定及有

時遇狀況時那份不屈不撓一心為病人拼活命的精神，真乃一代大將神

醫也，實令人尊崇，也益發追隨大師以婦產科為志業的決心，唯資質

或努力不夠或時空因素，時光一晃，轉眼自己即進花甲之年，卻沒任

一成就可與大師比擬，令人汗顏。而可告慰的是，我這輩子可以在求

學及婦產科訓練過程中可與大師相遇，受其薰陶，在學問醫術為人等

方面有標竿可依循，也紮實的渡過一段婦產科鼎盛的日子，該也無憾

才對。

時值大師誕生百週年紀念之際，內心百感交集，訴說一些陳年往

事，感念與感謝大師無私的教導，執余之手，傳授手術之精隨，將永

遠不會忘記，大師之風範永存我心，願餘生還可在婦產科有所突破並

一路走盡，並願大師之精神，源源流長，永遠為後世所緬懷與遵循。



徐龍雄

徐千田次子

醫學博士 腫瘤內科專家

現任  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臨床教授

憶 先父   徐千田
今年是先父百歲誕辰，回憶先父的片斷如海浪滾滾而來，不能自

已。謹以此文向他表達對他從未出口的愛與思念。

自小學起，父親就是我的偶像。我不記得小時候跟他談話，但他
以間接的身教方式影響了我的一生。小時候我常進他的書房，看到滿
壁書架上，擠滿厚厚的五顏六色的洋文書；終於被我發現了幾本英文
的百科全書，只會看圖，裡面的相片極多，從非洲土人部落到歐美都
市，輪船飛機等等都有。啟發了對這世界的好奇心，對知識的追求。
父親一向都是早出晚歸，數十年如一日，我們子女很少能見到他在家
中。但我與父親的片斷記憶很多。包括在雙城街老家附近草地上閒
坐，眺望田野。他帶我坐人力車去書店買書，帶我去赤十字醫院 (今
中興醫院 ) 切除膿瘡等等。我第一次見到赤十字醫院，覺得建築好
美。它對面是鐵道醫院。進初一時，父親到美國賓州大學留學一年。
他從美國寄給我的包括美國的英文課本，一包郵票(我很驚訝他怎知
我在集郵 )，還有一方塊巧克力，我每天啃一小口，三個月才吃完。
這些都孕涵了父親對我們的愛。初中時父親有幾次帶我與大哥去聽小
提琴演奏會，不知何時他告訴我他最喜歡的是夢德爾松的小提琴協奏
曲，而且是小提琴家Szigetti拉的最好。我到美國後終於找到唱片，
買下來大概是思念父親吧。

進台大醫預科後，父親便安排我暑期去周學普教授家加強德文；
去生化科跟林榮耀講師學習生化實驗，並抽取 Abrin。只是到大五臨
床時沉迷於古典音樂，與李泰祥等組室內樂團開音樂會。我想在校成
績一定不好，父親應該是很失望。因為他曾告訴我，他在醫專時每科
成績都是第一名。但奇怪的是他沒有責備我，大概是他自己也很喜歡
音樂的緣故吧。

大三時父親教生化課。他右臂受傷，但他在課堂上竟然能以左手
畫出 steroid 的構造式。全班同學瞠目結舌，不能置信。至今我同學
仍津津樂道。父親是絕不屈服於挫折的。他右手受傷，一定是勤練左
手，才不致於荒廢教學。

父親從不問我將來臨床要選哪一科。作 intern 時有一天護士跑



來家裡說父親找我去手術室。我登時嚇呆了，因為在台大醫院作林天
佑及其他外科教授的拉鉤助手，被罵是常事。而我也知道父親脾氣很
急很壞，我想這下子完了。結果父親只教我觀他的 Radical Hystere
ctomy，但他開得太快了，我只能略知大概。我當時回想起在台大醫
院也跟李卓然教授作拉鉤助手，看起來幾乎完全不一樣。

母親意外突然過世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打擊。他看來幾乎老了十
年。之前父母曾聯袂到 Cleveland 來探望我、美玲及美玟。我們開車
去 Niagara Falls，再去 Buffalo。父親告訴我，Baffalo 的 Roswell 
Park Memorial Hospital ( 紐約大學 ) 想要他去做教授，父親也很
心動，因為他美國朋友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大教授。但顯然他改變
了主意。如果他移民美國，也許我們子女的一生也隨之改變。母親過
世後幾年，他也常來美國參加學會，探望我們。我們子女很不忍父親
孤單，極力勸他續弦。我們甚至要求他與林女士 (醫生，已過世 )結
合，對他的生活及醫務都相得益彰，父親終不為所動。我們才體會到
他對母親感情之深。父親外表是很威嚴的，他不善於表達溫情，但我
們都感覺到它對我們子女們濃厚的親情。

父親一生第二個嚴重的打擊發生在 1975 年。當年我在康州大學
醫院作內科住院醫師。父親來探望我，帶來兩片胸部X光片給我看。
他的右上肺有一公分的陰影。他説在台灣，楊思標教授也看了片，說
不要緊，說那是老 TB 的疤影。父親也沒有咳或胸痛的症狀。那時還
沒有電腦斷層，只能作十幾片的連續斷層攝影。我拿去給胸腔科主任
Slavik教授看，他認為是肺癌。他肯定到說直接開刀、右上葉切除。
為了確認沒有轉移，父親作了肝及骨掃描、結果核醫科醫師發現肝異
常，報告是肝轉移。當日我幾乎是崩潰了。懊喪地回家後，大概也是
天意，我看到父親一顆顆地在吞很多藥。父親告訴我這一大堆藥都是
高劑量的維他命及其他補藥。我一計算成份，他每天吞下的維他命 A
竟高達 5萬多單位。因為我知道過量的維他命 A會堆積在肝臟，甚至
造成毒性。我堅決地告訴他除高血壓藥外，一切停用。父大概從來沒
有看到我的臉色如此凝重，竟然被我說服了。六天後我找了一個藉口
說肝掃描還要再做一次。第二次結果完全正常！真是天保祐。馬上去
安排開刀，很幸運的是內人林雪芳跟很有名的胸腔外科陸醫師太太很
熟，當時陸醫師 (Dr. Loo)是康州最有名的胸外醫師(來自上海)。

他的手術常排到一個多月。陸醫師答應一星期內就在康州最好的醫院 
Hartford Hospital 開刀。陸醫師可能也知道父親，堅拒收手術費)。
剛好我也輪值到該院內科。手術很成功，術後一點併發症都沒有。在
恢復室，父親尚未醒來。我看著父親，很少流淚的我，竟然眼淚一直
不停流下。因為父親一直是健壯，但此刻他竟是如此衰弱無助。回家
康復一段後，父親反而變成悶悶不樂，一直否認他有肺癌，說他被冤
枉拖去開刀。我只好帶他去病理科，取出病理切片，叫他自己看切片
還有病理報告。他看了幾乎有半小時，終於承認他有肺腺癌。在我家
康復期間，在美的台大及北醫校友們不停地打電話慰問，很多更是絡
繹不絕，越州開車而來看父親，使我很感動，但內人幾乎累死了。學
生們的關切與愛護是可預料的，因為父親在台灣對學生們都很愛護和
幫忙的。我都記得在家時，到清晨一點，父親從醫院回家後便坐在打
字機前一字一字敲打他替學生留學寫的推薦信。

之後幾年父親來美我帶他到醫院作各項檢查，他的肺癌都沒有復
發或轉移的跡象。但他常抱怨開刀處胸痛、我安排他作Nerve Block，
他都不肯多留幾天。到父親75歲那年來美，我發現他走路慢了許多，
作了全部心肺檢查也沒發現原因。我認為父親勞累了一生。體力開始
走下坡了。我要求他放下工作，來我家休養一段時日，寫他的自傳或
回憶錄，甚至是用錄音的。他說他要工作到倒在手術台下為止。內人
問他那手術台上的病人怎麼辦？他只笑而不答。

接到父親病倒進台大醫院後，我直覺到來不及了、在台大醫院陪
伴父親時，對台大當時醫療水準及照護感到非常挫折，甚至憤怒。每
日我都詳細研究病歷及檢驗報告也無法確立明顯的器官病因。每次回
來看父親發燒、感染等症狀一直折磨著他，真的很痛心，也預感到死
亡陰影移近。父親往生後，遵其生前指令，在台大作 Autopsy，其報
告我也詳細讀過，終沒有一個確切的病因。但病理切片完全沒有任何
癌症或肺癌復發或轉移。我個人的結論是多重器官衰竭，最後可能因
感染致死。作為一個醫師，父親最後奉獻自己的身體於醫學，試問有
多少人作得到？

綜觀父親的一生，自幼小就命運坎坷，自力奮鬥一生。他的精力
與工作的熱誠遠超乎常人，為了病人，教育學生，創建北醫，扶植後
進；學術研究揚名國際。他激烈地燃燒自己的生命直至最後一刻。他



的精神烙印在我們家人、學生及他所接觸的人心中。他留下的足跡也
永不磨滅。

作為偉人徐千田的兒子，我只能慚愧辜負先父之期望，也無能克
盡孝道，但對先父思慕之情與日俱增。願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能永
續先父之精神，啟發並鼓舞年青後進，再接再厲，挑戰癌症，為全人
類造福。

徐明達
徐千田三子

加州理工大學生化學博士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

紀念父親
一九九二年回台灣照顧父親一直到他過世，大概是我一生中和父

親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以前在母親過世時及後來父親有困難時也都
回台灣一段時間，但那時候他還是非常忙碌，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

我記得他在台大舊病房住院的時候，我們一直鼓勵他起來走路運
動，但他都不肯起來走動，剛好那時候魏火耀院長也在住院，有一天
魏院長來探望父親，在談話中提到他每天都出來散步運動，結果等魏
院長一走，父親馬上就從病床上爬下來說要出去散步，讓我們大家都
在那裡偷笑。

父親在台大治療，運氣實在很不好，每次病快好的時候就發生
sepsis，總共進了三次加護病房，到了第三次時已是無法挽救，當時
看到他散亂的頭髮，蒼白削瘦的臉孔及有時顫抖的身體，實在覺得非
常難過，在他快過世前他的一篇論文剛好出版了，葉明陽教授拿來給
我，我就在父親去世前念給他聽，研究是他一生的最大興趣，這是對
他最好的了結，讀完後我一直搖著他的身體 ---- 這是我和他相處的
最後一剎那。

我雖然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不多，但他總是鼓勵我多念書，他也沒
有強迫我去念醫，他來美國看我的時候總是會到我的書架上看看有沒
有什麼有趣的書，有的話就被”沒收”了，喜愛讀書是父親傳留給我
的遺產，我在台灣寫了幾本科普的書，也都是記念他默默的教導，我
永遠懷念我的父親 !



徐美玟

徐千田次女

現任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父親，母親
今年是父親百歲誕辰，媽媽如果活著也已九十八歲了。有句名言

說，每位偉人一定有位默默在後支持的女人。現在紀念父親不能不談
到媽媽。

母親是大稻埕商人顏龍光的六女，台北第二高女畢業，家道殷
實，是當時少數洋化的富家。有一幀媽媽學生時代的照片為證：見她
歪戴著法國扁帽，一條粗辮斜倚胸前，身著軟呢及膝洋服，腳上綁著
蝴蝶結皮鞋的沙龍照，眼睛明亮，嘴角含著頑皮的微笑，嬌美可人，
常令我生氣為什麼我不能像她?！小時候我最愛爬在媽媽身邊，聽她
娓娓道來當時爸爸如何穿著和服，蹬著高腳木屐來她家串門；外公又
是多麼欣賞爸爸的才華，鼓勵他研究醫學當教授，不贊成他當開業
醫。媽媽曾秀給我一張當時她訂婚後的相片，後面赫然有外公親筆寫
的「徐千田博士奶奶」，顯出外公精準的眼光與對未來女婿的期許。
父親也長說當時他仍是個窮學生，娶媽媽時為了租禮服，只有忍痛賣
掉心愛小提琴的往事。遙想當年他們婚後生活雖然因小孩多而不寬
裕，但夫妻倆一定十分恩愛。父親最愛回憶那時他多麼喜歡讓媽媽親
手梳洗他的一頭卷髮。當我指著他微禿的頭頂不信時，他笑呵呵的
說：「妳不知道我年輕時有多帥，是有名的竹雞仔 (帥哥 )呢，要不
然妳媽媽哪願嫁給我？有照片在此，妳看！」，得意萬分。

我三歲後父親事業開始起飛，買下陪我成長的中山北路的家。它
在馬偕醫院的正對面，爸爸的書房在二樓，俯視馬偕廣大樹蔭中散佈
著荷蘭式建築的美麗院區，是我們兄妹最愛聚集的地方。我常和媽媽
倚在窗前遙望西邊的觀音山日落。有一天媽媽說「玟兒，妳看，今天
夕陽多麼紅，颱風就要來了。」，果然不錯，是我永存腦海中的一
幕。父親年輕時對子女管教極嚴，然而自我記得事起，爸爸從未對我
疾言厲色。他下班回家遇到年幼的我在院子玩耍時，總會開玩笑地彎
著腰，笑咪咪的叫我「玟先生 (醫師 )！」。可惜長大後不喜讀理化
的我的我終究辜負了他對我的期待。年輕時的父親常帶全家出遊，我
印象最深的是去北投泡溫泉，烏來看瀑布與原住民歌舞。

父親名望大增後，白天便很少在家。媽媽總是安安靜靜，日復一



日地地做她的先生娘。我除了上學，其餘時間就是媽媽的小影子。媽
媽早上總是 10 點起床，處理家事，仔仔細細地記帳，之後上銀行，
下午2時一定睡午覺，到我放學回來時她總在梳妝台前邊吸煙邊看日
文雜誌。媽媽只有一個戒不掉的壞習慣，就是抽煙。我常笑說我是吸
二手煙長大的。吃過晚飯後媽媽就到隔壁 97 號的診所呆上一整晚，
幫忙包藥，扯棉球，收錢等。一直到午夜過後，父親看完最後一個病
人，才倂肩回家。我常常開夜車讀書等他們回來。那時可熱鬧了；爸
媽洗完澡後經常請按摩師來，一人躺一個沙發按摩除去一天的疲憊；
上床時都已近兩點。清晨 6時我們都還沒起床，爸爸已出門查房、上
班。周末我們母女檔就開心了，到西門町看美國電影，一邊啃老大房
的鴨翅膀，吃油炸咖哩麵包，之後再去吃上海油豆腐細粉等等 ( 平
常媽媽吃得極少，只有此刻胃口大開 )，再逛逛委託行，這是我最開
心的時候。媽媽走後，我聽過有人到處傳說媽媽一生愛打麻將，輸了
多少錢之類的惡毒謊言，這謠言到我這兒就不攻自破了。因我從幼至
長，每天都黏在媽媽身邊，是個標準的跟屁蟲，卻從未看到她碰過麻
將。

爸爸深愛媽媽，這從媽媽去世後，他風雨無阻，每週末都到陽明
山媽媽墳上坐上半日思念她，可見一斑。我們都對爸爸的柔情感動不
已。即便在媽媽生前為了高堂的執著，親戚的擾亂造成了夫妻間的磨
擦，也減不了爸爸對妻子的愛。只可憐媽媽一生都在親情夾縫中生
存，沒有人能幫她舒解。

父親是我這一生中所遇最用功最好學的人。以前我開完夜車到診
所去找他和媽媽時，總見他猶自埋頭書堆，不是在讀論文、醫學雜
誌，就是在研究英、日、德文。他三種語言的造詣都極深，令我非常
敬佩。就我能懂的英文來說，雖然他的發音帶有濃重日本口音，但是
他的文法，不論說寫運用卻都無懈可擊。這個長處讓很多外國學者與
他溝通都毫無問題，還非常佩服。他能做到這點，除了自修之外，常
不吝重金，聘請美國教授如趙麗蓮等為顧問，幫他改正文法及語意。 
他又最愛「吹噓」他在醫專時對各科如眼科，耳鼻喉科等都去涉獵
過，且成績還遠比專攻該科的同學強。後來甚至還「侵犯」到我的領
域---植物 (我是台大植物系畢業)。他最愛挑起一種青菜或水果考
我它的學名，我答不出時就教我，一面哈哈大笑，得意洋洋。他又很

贊賞我大女兒凱倫的英文程度，因他在凱倫 10 歲時常找隱僻的生字
考她，卻都難不倒她。父親的愛才也是出自肺腑。我常看到年青醫師
三更半夜來找他寫介紹信以出國進修，他不但有求必應，還幫忙改論
文。厚厚一疊英文被改得滿江紅是常事，也見得他不惜花費大筆心
力、財力及寶貴睡眠時間來造就人才。父親對一個肯上進的人是最疼
惜的。

媽媽害胃下垂，吃得極少，是個黛玉型的清瘦美人。她永遠穿著
由老駱師傅為她縫製的鑲滾細邊，長度至踝，質料高貴，寬鬆合度的
旗袍，纖細的腳著定製的中跟皮鞋，非常端莊淑雅。但真實的她卻非
常頑皮、風趣，常故意在穿衣鏡前搔首弄姿走台步，把我逗得樂不可
支。她極愛好藝術，音樂，喜歡哼唱台灣歌謠，更愛坐在鋼琴前幫勤
奮練琴的龍雄哥翻樂譜。她和父親還都是京戲迷，當年的名角如顧正
秋，周金福，名畫家藍蔭鼎都是他們的好友。我記不清曾陪著父母去
看過多少齣京戲，聽過多少場鋼琴演奏會，參觀過多少畫展。媽媽對
人親切，仁慈是遠近馳名的。母親有一股俠氣，經常救人急難，仗義
解紛，是遠近低收入者及貧困患者家屬心中的救苦菩薩。父親則是急
性子，找不到東西時就大發雷霆，把所有員工罵得雞飛狗跳。只要
看到來春歐巴桑狂奔回來，兩根食指豎在額前 ( 牛發角 )，大家就知
道爸爸又發脾氣了，立即作鳥獸散，各自躲起來，只剩媽媽一個人去
應付。還好爸爸的氣來得急去得也快，事情一解決他就像沒事人一樣
了。父親罵員工時，掛在嘴邊的是「低能」( 日語 )，「頭腦細胞三
粒」( 台語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被罵慣了，還
常拿來互開玩笑。說也奇怪，居然沒有一個員工被他罵走，一個個都
是死忠到底。記得小時候，傍晚來春歐巴桑常抱著一大堆沾滿血的手
術衣、巾到後院清洗。霎時後院瀰漫著一股血腥味，幾個佣人勤奮地
搓洗著，一面說笑，更像在開同樂會。我最愛蹲在旁邊聽她們講以前
作弄日本警察的糗事，大家笑成一團。可惜我現在一個也記不得了。

父親是美食家，吃遍世界各地的珍饈異饌。但他的最愛卻是簡單
的家常菜，如紅燒蹄膀、豆瓣魚，麻醬麵就令他十分滿足。飯後水果
更是一大盤瞬間掃光；吃葡萄囫圇吞，不吐皮仔，最常被我笑。他還
把我們丟得遠遠的的長滿蟲的水果揀來吃，說那才是最好吃的。托父
親的福，我從小就有吃不完的瑞士巧克力、南部捎來的芭蕉、活魚、



大蟳、日本運來的水蜜桃、溫室香瓜、各種稀罕葡萄，都是病人送的
謝禮。賴武雄醫師曾對我提到，當年他在父親診所幫忙時，也因常陪
父親吃飯而分享到那些瓜果，令他大開眼界。父親的最愛是肥肉與雞
皮，正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從小我都把那些可怕的食物挾給他吃，他
則還我以瘦肉，父女合作愉快。長大後當我勸他注意膽固醇時，他總
是滿不在乎的說：「玟兒，沒事，自己製造的膽固醇遠比吃進來的的
多得多呢。」

幼稚園時家裡已有自用三輪車，但父親多半騎摩托車上班。有一
天在隔壁消防隊前被一條野狗追逐而摔車，傷了大腿，害他一生都不
太能蹲下，如廁極為辛苦，恨狗入骨。但是最愛寵物的我們偷偷在他
赴美研究賀爾蒙的期間養了一隻小狗。隨即家遭小偷。我還記得那時
都是我陪媽媽睡，半夜小偷爬牆進來，就在我身邊開啟壁櫥，把媽媽
藏在衣服裡的珠寶、錢袋偷走，身段輕巧，沒人知覺，連狗都沒吠一
聲。這事件在當時相當轟動，雖然不久就破案，但消息傳到美國，父
親憂慮家中不能度日，遂忍痛結束研究，兼程趕回。他以後常半開玩
笑地說：「我沒得諾貝爾獎都是你們害的。」後來他事業扶搖直上，
我們就肆無忌憚養起各種寵物；從鸚鵡、九官、暹羅貓到各種名犬，
父親都沒空理會了。媽媽就是我們孩子王，比我們更喜愛那些鳥及小
狗。就在她去世那年，她鍾愛的萊西靈犬與會對著她叫「先生娘！先
生娘娘！」的綠鸚鵡都先後跟隨她去了仙界。

父親年輕時酷愛照相，還都自己沖印。我們許多小時候的生活照
都是出自他手，其中有一幀是我最愛：長髮披肩的年輕媽媽懷抱襁褓
中的我，站在雙城街家門前，三歲的明達哥哥拉著她的裙擺，至今仍
清晰如新，可見他功力之高。他也愛網球，後來他忙得連睡眠時間都
沒有，以至於我除了從照片印證外從未看過他打過一場網球或任何運
動。而小提琴自從賣掉後也沒時間再摸了。他常自我解嘲說，唯有看
病與開刀才是他的娛樂。

父親家鄉有則流傳至今，關於他幼時的神蹟；事情發生在他七歲
那年，他得了一場怪病，高燒不退，連身為漢醫的祖父都束手無策。
祖父將奄奄待斃的他裹在幾片香蕉葉中，丟在牆角等死。心急如焚的
祖母去求媽祖，據說媽祖指示要認父親為子來保佑他。說也奇怪，之
後父親慢慢燒就退了，健康如初。佳里鄉親就哄傳父親是媽祖的兒

子。後來當他與我們聊到此事時笑著說，他認為其實是冰涼的蕉葉讓
他退燒。但是他仍一生敬奉媽祖，媽媽走後，他每晚臨睡前三柱香，
一拜祖先，二拜媽祖，三拜媽媽遺照，直到他一病不起。

父親晚年已享盡國際盛譽，家中也添了十位內外孫，個個都是他
的最愛；當他來美參加醫學會時，一定周遊列國，極其公平的把分佈
各地的每一個子女都訪遍，辛苦可以想見。尤其最難的是到我那裡，
密西根蘭辛市地處偏僻，須在底特律轉小飛機，但他仍堅持要來；後
來我只得直接開車去底特律接他。記得在機場內看他胖胖的身軀，費
力的邁著腳步走來的親切身影，使我永世難忘，每次想起便淚水決
堤。父親與母親從不管教我們，但是他倆講義氣，負責任的行事作風
與忠厚仁慈的為人，看在我們眼裡，便是最好的身教。他倆離我已
遠，但與他們相處的快樂無憂時光仍歷歷如昨。父親最後長臥病褟，
飽受折磨，我不能替他受苦，是我心中永遠的傷痛；那段眼看著摯愛
的人受罪卻無計可施的無奈與悲痛的日子，至今仍不堪回首。

雖然想念父母而文思泉源，卻十分雜沓無序；只知我何其有幸，
今生能做父母親的女兒，享盡他們對我的寵愛、呵護，包容與寬諒。
父母恩澤如天，何以為報？只有克盡棉薄之力，好好把父親留下的基
金會長傳世間，以實現他的志業，造福更多人群，或可無愧於父母。



陳信義 醫師

財團法人徐千田防癌基金會監事

憶 徐千田 教授
摘要

台大醫學院生化教授 Steroid 構造式 1956

(圖 1) 北醫際遇 高銓煙主任介紹 6/23/1977 

(圖 2) FIGO 東京 Otani 難得的聽眾 10/26/979 

(圖 3) ACOG NYC 見面 4/1/79 

(圖 4) 見証子宮 Radical 手術 ,兩小時兩例 11/06/1979 

(圖 5) 亞太婦產科年會 12/2/1989 教授榮譽風光 

1992 臨終的鼓勵 

------------------------------------------

第一次見到徐教授是醫學院三年級生化課時,近學期末來了一住

穿白衣的教授 , 中等身材略為臃胖 , 頭髮微上退 , 但兩眼銳利有神 ,

授課時國語滲夾英語,但粉筆輕鬆的劃出天書Steroid 化學構造式,

對我這是難懂的外星人的符號,令我驚嘆,多年後才体會這程式是許

多荷爾蒙及腎上腺体素的核心化學架構 . 後來從同學側面消息 , 才

知道徐千田教授是台北婦產科名醫,且是台北省立台北醫院婦產科主

任 . 當年婦產科是賺錢熱門專科 , 他以六位名額薪水收教約 45 婦產

住院醫師,台灣一半的開業婦產科醫生,受教他門下.隨後進入臨床

課程 ,工作繁忙 ,無緣相會 .

但知醫學院上下屆好友多人

經他推薦到國外婦產科界名門進

修深造,如早一屆的李靝順到大阪

大學學精子免疫學,下屆葉思雅到

耶魯大學 Edward Hon 學胎兒心跳

監視,楊勝亮到賓大Mastriomiani 

學不孕症等,他對後輩到國外進修 圖 1



傾力幫忙 .

1962 年回台大醫院婦產科啟蒙 , 是在台大畢業服兵役一年

後.1964結伴四位好友同學同飛紐約, 又開始美國婦產科生涯,完成

住院醫師婦產科基礎訓練 ,1969 入紐約市西奈醫學院專科婦癌 . 準

備演講查子宮頸癌文獻時發現手術大師有紐約 Alexander Branshwig 

, 同時出現台灣的 CT Hsu 1964 年有美國婦產科學會雜誌三百例的個

人手術長期追蹤報告 .

1977年夏天出國後第二次返台省親,家住台北市基隆路,毛遂自

薦以交換婦癌心得為名,訪問附近的台北醫學院,台大校友高銓煙是

婦產科教授主任 ,“老年婦女手術的省思”演講 ,北醫早期創校以台

大教授享主 , 因此相識甚多 ,徐教授是當時院長也來捧場 ( 圖 1).

第二次與徐教授相逢是1979年 10月 26日在東京. FIGO會場Ot

ani. 弟報告子宮頸癌免疫研究論

文 , 熱心後輩的徐教授抽空來加

油,另我感動,那些年他是唯一自

費參加婦產科國際年會的台灣婦

產科教授 . 是晚在東京中華科理

餐館宴講參會台灣同仁 , 他精力

奇佳 , 也許是喜吃東坡肉的結果

(圖 2).

1979 年徐教挍與台北各醫李枝盈結伴來紐的參加美國婦產科年

會 , 本人與他巧遇 ( 圖 3). 是紐約州主石溪大學婦產科助理教授 ,

專心投入卵巢癌抗体研究 , 他對我勉勵有加 , 務必繼續 , 一定會成

功 . 我也召集所有來台同仁歡聚 , 集体向徐教授國際成就致崇高敬

意 .參加者有林靜竹夫婦、李靝順夫婦、洪正同夫婦、許英治夫婦、

蔣富仁夫婦 ,葉明能夫婦 ,黄榮章夫婦及徐教授替身徐明達夫婦 .

11/6/1979 本人持地回來見証有名徐氏手術 . 是在中山北路 93

巷徐氏醫院.下午一點時親自執刀根治性子宮及淋巴腺切除手術,麻

醉師是親女美玲 , 徐教授雖是七十開外体態略顯上年紀 , 手指圓胖 ,

圖 2

但一刀在握,出神利落,忽右忽左,刀路快

準 ,遊走精準線道 ,只一小時 ,一氣呵成 ,

成功了第一例,小休十分鐘,再六十分鐘完

成第二例 ( 圖 4). 我是呆住 , 因在紐約同

樣手術一例要四小時 . 可貴的是手術標本

請台大教材室陳攝影師照相 , 且送北醫病

理陳定堯教授切片檢驗 .

1989年是徐教授風光的年代.12日2日

亞太婦產科學會年會在台北新啟用的世貿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 台大婦產科教授李鎡

堯是會長 , 同時也邀請台大在美婦產科教

學校友參加盛事 , 弟尊命組了六人次專科

團 ,同時也舉辦台北、台中、高雄三場婦科學分講習繼教育會 .此團

成員有婦癌 - 陳信義 (石溪大學 ), 高銘憲 (聖路易大學 ), 產科 - 

林靜竹 (支加哥大學 )、葉思雅 (Temple 大學 ); 不孕科 – 吳忠修

(Jefferson 大學 ), 蔡繼智 ( 南卡大學 ), 場場受歡迎 . 是時我們一

起見証徐教授穿上亞太婦產科學會永久榮譽院士袍,亞太婦產科學會

給他的最高貢獻獎 (圖 5).

值得我樂道的是幫忙促成你百歲誕辰學術紀念專題演講於 2010

年亞大二十週年年會 .專題是你最投傾心入的子宮頸癌手術治療 .

1992 年再回台時 , 徐教授身体不適住入台大病房 , 見面時他在

病床握緊我的手,再三鼓勵在紐約石溪大學努力研究,不忘教學成教

授 .弟雖現巳退休 ,沒有辜負徐教

授的期望 . 此事使我憶起多年前

首次專程去他診所訪問,約定時刻

是晚上十點看診後,到時病患仍不

斷 ,送走最後病人後 ,我們一起經

窄樓階到他二樓書房暢談,印象最

深的是大書桌層堆文件論文,桌上

有兩台IBM Selectric 打字機,各



部機上夾有打一半的子宮頸癌論文,是研究不同的論文待產.可見他

的哲學是教學、行醫、研究。

徐教授是台灣難得的婦產科奇才。教育訓練婦產科醫師，教學、

研究、手術 ,服務病患於一身 ,教

育出眾的婦產科良醫,創辦台北醫

學院,推昇台灣婦產科學會到國際

學會 , 亞大、美國、FIGO, 且不忘

生後繼續獎勵研究婦癌機制,留下

徐千田防癌基金會,徐千田獎於台

灣婦產科學會 , 亞太婦產科學會 ,

國際婦產科學會FIGO.最可看到是

留下替身徐明達,研究治癌傳人徐龍雄.加上熱心女兒徐美玟日理基

金會 .

我以同行的後輩為你高興 , 你走過你要走的路 , 你身影有傳學 ,

你的婦癌研究教學防癌會永續 .

陳信義於台北  3/6/2013



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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