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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裡共九個兄弟姊妹，食指浩繁。我是長

子，對家庭有無可迴避的責任，因此高醫畢業在

學校接受四年內科住院醫師及總醫師的訓練後，

我沒像其他同學先到海外求學，而選擇開業，幫

忙分擔家計。畢竟弟妹們都還小，家庭這麼重的

擔子，不能全由父母承擔。

照顧八弟妹扛起甜蜜負擔

談起我的弟妹們，可說是「甜蜜的負擔」。

大妹邱淑幸和我相差兩歲，小時候她很乖，會主

動幫父母照顧其他弟妹，忙得連書都沒時間念。

我功課不錯，課本讀過的重點都幫忙畫記好，讓

淑幸念起來不費吹灰之力，最後她也錄取國立師

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當過衛生署長的楊志良就

是她的學長。

淑幸後來嫁給中興大學森林系畢業，通過高

考並進入海關的李政雄，夫妻倆很重視教育，第

一個孩子宏儒屏東農專畢業後，到美國舊金山大

學念生物科技，拿了碩士學位後又到麻州專攻復

健技術，回國在民生醫院當復健師，他娶了一名

高職老師，現有兩個聰明活潑的女兒。

淑幸女兒李雅韻念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

畢業，在高雄市中山高中當生物老師，她丈夫是

高醫廿六屆畢業的耳鼻喉科主治醫師黃旭瑞，夫

婦倆生了兩個男孩，大的念中國醫藥大學，已在

高醫當骨科住院醫師，小兒子念台大醫科，將來

也會朝醫界發展。

白袍歲月憶往─首部曲之二
照顧弟妹展長兄風範  夫妻情深人生路相伴 
家族領頭立教育典範  兩代共出十六位醫師

二妹、三弟相繼辭世

二妹邱淑敏念商業學校，畢業後到稅捐處當

職員，後來嫁給交通銀行副理王正隆先生，他們

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國立海洋科技大學碩士，畢

業後留任學校當助教，從事研究工作。念商專的

老二在交通銀行當銀行員。念高雄工專小女兒，

後來也到銀行做事。但淑敏幾年前罹患乳癌，現

在已不在人世。

排行老三的大弟弟邱永吉，當時也栽培念到

高雄工專機械科，進台灣機械工廠當工程師，他

平日樂善好施，當過觀音慈善協會理事長，當選

過高雄第廿八屆模範父親，不過永吉有糖尿病，

身體不勇健，七十二歲那年也辭世。

永吉的太太陳惠薰畢業於台南家專，是保險

公司人壽部保險員，也和永吉一樣當過觀音慈善

協會理事長。平日她相夫教子，也行善積德。他

們的大兒子自玄奘大學機械系畢業後，進入私人

機械公司工作，當到經理。次子念到成大生物科

技研究所，2020年拿到博士。
資助叁弟、四弟赴美深造

叁弟邱永盈和四弟邱永豐，兩個資質都不

錯，我在美國UCSF當教授時，資助他們在舊金
山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永盈學成後在東方技術學

院當講師，後來做到證券公司總經理。

永盈的太太畢業於銘傳商專，他們有兩個女

兒，長女邱懷安文化大學法律畢業後，到美國洛

杉磯LA.Verne大學念碩士，返台後考入中華航空
當公關室祕書，並與車學義結婚。學義是中正大

文、圖／邱永仁

苗栗市正安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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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工碩士，目前是台積電副理，他們有一個三

歲兒子。

小女兒邱懷詠自高雄大學「財政法律系」畢

業後，考上刑事局警官。工作懷抱熱誠，處事依

法公允，曾獲選最優秀工作人員。

四弟邱永豐來舊金山大學念企管碩士時，和

我同住。學成後回台灣和一位醫師在高雄市沿海

路合開臨海醫院，他和永盈一樣，都娶了銘傳商

專畢業的妻子，大兒子送到美國念會統碩士，與

台大畢業的兒媳一起在美國Ohio的Chase大學念
會計碩士，回台灣經營安養院，從事長照事業。

另個兒子在東華大學畢業後也到華盛頓DC，念
到碩士回來。

五弟邱永福自國際工商專科學校畢業，我介

紹他到高雄三信合作社當會計人員，娶了屏東農

專畢業的妻子，育有二女一男，個個栽培到專科

畢業，各有工作，生活和樂融融。

叁妹第二代也多從醫

叁妹邱淑琴則畢業於護理助產專校，在高醫

開刀房工作多年，與骨科醫師林俊雄結婚後自行

開業，夫妻共同經營診所。他們育有兩男一女，

大女兒林沁儀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畢業

後，到澳大利亞念老人照護碩士，學成後考取專

業執照，現在大仁科大當講師，專教老人照護。

沁儀嫁給新陳代謝科醫師陳重元，重元自中

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在高雄國軍總醫院完成

內科住院醫師訓練，再拿到高雄醫學院新陳代謝

科碩士，後來當上民生醫院內科主任，現在自行

開業。

淑琴的大兒子林崇伊畢業於文化大學，拿

到法律與地政雙學位。畢業後在桃園立委彭添富

辦公處當兩年助理，回高雄後幫父親經營美容醫

院，專事外務及會計工作。小兒子林崇維到美國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念碩士，返國後在高雄市政府

擔任局處室祕書，並在空大教英文。而淑琴過去

在開刀房工作過，後來跟先生學習骨科及美容相

關技術，全力在自家診所幫忙。

差我十八歲的最小妹妹邱淑珍是高醫護理系

畢業，嫁給眼科醫師黃河東，大兒子黃繼德是高

醫藥學博士，在藥廠做研究工作，大媳婦是藥學

碩士，在嘉義衛生所工作，女兒黃怡嵐是國立師

範大學碩士，當國中老師。

我的弟妹們家庭都經營的不錯，第二代也都

有所發展，我這個當大哥的，昔日一切的辛苦，

都很值得。

捨吃便當常留菜給體弱四弟

記得小時候，四弟永豐身體不好，經常發

燒，醫師也查不出病因，因此大家對他特別忍讓

與憐惜。早些年我們家庭已不像祖父輩那麼富

有，一大群孩子要吃飯，一顆蛋得分成四人份，

通常我帶便當的那份菜，總會留給永豐，自己則

只吃白飯。

民國38年我由五甲國小轉學到鹽埕國小時，
我們家在鹽埕區的銀座賣布，銀座在日據時代是

鹽埕區最繁榮的商業區，民國34年台灣光復後依
然鼎盛。

民國39年我念雄中時，母親每天給我五毛錢
坐車，不過我都省下來，清早從銀座沿著愛河畔

步行到的火車站旁的雄中念書，初中到高中六年

上下學，都是用走的。

那時候高雄人口不多，愛河很乾淨清澈，魚

蝦優游，還可以游泳。路上除了鐵馬，難得看到

幾輛汽車，牛車倒是不少。

我從鹽埕區走路到雄中，單程差不多一個

小時，通常我會邊走路邊背誦英文單字，不浪費

時光。省下車錢，偶而拿來買學校對面的肉羹飯

吃，飯湯裡頭有些豬雜、碎肉，一碗賣五毛錢，

對正發育的我來說，真是人間美味。

「勤儉節省」、「努力用功」，是我求學的

年代學會的功夫，我也一直身體力行，因此，日

後在社會上能夠小有成就，應該都是當年練就的

基本功。

「大哥，是我們家的太陽」

長年以來，我很疼愛弟妹，盡其所能扶持他

們，弟妹們有所求，我能給的都會給，所以他們

都說，「大哥，是我們家的太陽」。

我做事肯埋頭苦幹，吃得了苦中苦，凡事

認真做，以身作則。賺來的錢則幫忙弟妹們繳學

費，扶助他們受教育、做事業，結果有弟弟經營

醫院，也有弟弟經營證券行。

幾個弟妹們以我為榜樣，也都很努力認真，

我告訴他們，大哥為什麼可以念到博士，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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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有自己的醫院，都要靠自己掙來的，唯有付

出，才能完成任務，不管做什麼事業都一樣。

做事沒有實力、沒有根柢，能夠有勝利的人

生嗎？其實生活環境中沒有擁有真槍實彈，是會

被打倒的。

勉弟妹不斷充實實力

像醫生這一行，知識不斷翻新，已經都進展

到AI人工智慧的時代。人若不汲取新知，充實實
力，一定就會被淘汰。我曾向弟妹們說，當你們

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起床念書了；當你們休

息時，我還在工作，即使到現在，都還沒想要退

休。因為學術是無窮盡的，必須一直努力，才不

會輸人，頭腦也不會提早痴呆鈍化。

我雖然已超過八十歲，不過肚子裡的東西愈

來愈多，記憶力也愈來愈好，不僅舊的沒忘，還

一直吸收新的事物。我做人處世的準則，都毫無

藏私教給弟妹們和自己的兒女，我很慶幸，兒女

們也依此精神傳承給他們的下一代。在他們的生

涯中，學會專業技能，能考上佐證實力的證照，

有好的工作表現，爭取到職場上應有的待遇。

我從小到現在，都保持進修的動力，做每件

事也都有計畫，再依進度推進。我認為人生是否

富有，並不重要，重點是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在

任何場域都能博得人家的鼓掌與讚賞，這樣才是

成功的人生。

牽手一甲子 夫妻鶼鰈情深
1964年6月我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後，先通過美國外國醫師鑑定考試（ECFMG）。
當時美國在打越戰，國內醫師每年不足三千人，

都由外國移入，我因而有了機會。

1 9 7 7年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加州首都
Sacramento市居住。來加州後，才知道要在當地
執業，需參加加州醫師鑑定考試（FLEX)，之後
我再取得加州醫師執業證照，取得開業資格。

前妻陪同赴美深造卻先行一步

我在Sacramento住了一年搬到洛杉磯，念書
外，也深入了解如何在美國異地求生存。後來從

Sacramento搬到洛杉磯才三個月，我的前妻李惠
美常犯頭痛，有次突然痛到暈厥，我們到洛杉磯

醫學院附設醫院，查出是腦部先天性動脈畸形。

「那個位置當時並無法開刀，除做腦血管攝

影外，沒有儀器可以檢查，更令人憂心的是，腦

血管攝影檢查常會引發死亡，風險奇高，當時不

像現在可選擇雷射刀拚搏，不敢做血管攝影的腦

疾患者，通常只吃阿斯匹靈止痛藥控制。而這個

惡疾讓我們舉家陷入愁雲慘霧。我不眠不休地照

顧她，希望挽回她的健康，可惜沒能如願，最終

天人永隔。

那時我的岳父母希望我能把惠美帶回來台灣

「落葉歸根」，我不得不帶著她的遺體和三個孩

子從洛杉磯回到高雄。我把惠美安葬後，在高雄

住了一年，之後為了孩子的教育著想，又回到美

國舊金山。

青梅竹馬學妹成日後伴侶

想起這點點滴滴，真是令人心痛啊。我前任

妻子李惠美，畢業於鹽埕國小，是少我一屆的學

妹。當時她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學生，我由鄉下

的高雄縣五甲國小轉學到鹽埕國小念五年級，才

認識她。  
惠美的父親是旅日歸國的藥劑師，那時在

鹽埕區最熱鬧的七賢三路開藥局和布店。她母親

在日據時代是台南女高畢業的高材生、也是當時

路竹鄉長的女兒。而我父親是獸醫師，在高雄市

政府屠宰場工作，母親則在鹽埕區最熱鬧的「銀

座」內開布店，光復不久，「銀座」還是當年高

雄市有名的商業區之一。   
惠美的父親跟我父親都留日，兩人認識後

成為好友，不幸我岳父在二二八事件時莫名其妙

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財產全被沒收，僅靠出清

布店剩下的貨品維持生活。因此他們家所有的布

就拿到我們家的布店一起賣，惠美每個星期日都

會來一起賣布，也因此和我培養出青梅竹馬的情

誼。 
惠美後來考上高雄女中，成績優異，她念雄

女，我念雄中，兩人都念甲組，課本雷同，經常

一起研究功課，每個禮拜天再一起賣布，我們倆

性格接近，都是埋頭苦幹、努力向上的孩子，她

高中畢業時因為家境困苦，為了節省學費，努力

拚上國立師範大學理化系化學組攻讀四年。

師範第一名畢業應聘雄中任教

惠美大學畢業後，希望能到雄中教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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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請教雄中老校長王家驥看看有無機會，王校長

說，「我們學校只錄取第一名畢業的學生，才給

教化學」。我不知道惠美是第幾名，只央求校長

看看她的成績再決定，結果惠美竟是全校第一名

的畢業生，如願錄取為雄中化學老師。也因此，

我很多雄中畢業的學弟都是她的學生，大家也都

很尊重我的太太。

民國53年我自高醫畢業後到金門服役，當少
尉排長一年十個月，是義務軍醫。退伍後與惠美

結婚，兩人共同過了十三年半的時光，育有二

男一女。後來我們移民美國，1979年6月28日這
天，她因腦疾而歸天！ 
前妻驟然離世遺下三子女

惠美驟然離世，留下我和三名幼小的孩子，

遭逢如此的喪妻打擊，我的悲痛實在難以言盡。

而意外成為單親家庭，我只能打起精神父兼母

職，扛下照顧兒女的責任。以前我只會做學問，

從未進過廚房，當時我連木耳要先泡過水才料理

都不懂。

一個大男人要獨立教養三名子女，日子過

得很艱困，為了教養幼兒，只能凡事都不厭其

煩，以啟發及誘導方式教育孩子，後來為遠離傷

心地，我們從洛杉磯搬到舊金山Hillsborough居
住，讓子女們有更優質的生活與就學的環境，以

致他們後來都考上常春藤名校。

而我也順利申請進入UCSF做腎臟生理科博
士後三年的研究，順利取得教授資格，也在這裡

做了十年的研究及醫療教授。在UCSF做兔子試
驗成功後，再回高雄由我創設的永仁醫院跟高醫

合作做人體試驗，就這樣往返於台美兩地，每年

至少完成一篇著作，發表於美國有名的SCI雜誌
上。

顧慮孩子成長再找女主人

顧慮孩子的成長，我私下想為家裡再找個女

主人，卻又怕自己兒女會被後母嫌棄，始終沒能

付諸行動，找尋下一段的幸福。

當時我最小的兒子俊達在失去媽媽後，心理

壓力重，在美國加州念高一時，成績一落千丈。

加上當時我的工作，需常往返於美國及台灣兩

地，無法全力照顧他。

我思考再三，認為不能錯過孩子的成長，為

此決定放下台灣的工作，整整用一年半的時間全

心陪伴孩子，兒子想到pub或撞球間發洩紓壓，
我都跟著。後來他可能因此體會到老爸的用心良

苦，最終把心思擺回功課上，重回生活的正軌。

一個大男人獨力育兒，縱然不成問題，但孩

子畢竟都小，人格發展上欠缺母親關懷的角色，

總是怕發展失衡，就這麼過了三年單親生活，我

經一名當麻醉醫師的學弟介紹和他妻子的同學張

素美認識，學弟還對我拍胸脯保證，為此我鼓起

勇氣和張素美交往，一年後步入禮堂。

學弟引薦續弦娶台大妻

素美從台大經濟系畢業，廿八歲到美國攻

讀會計碩士，原是名獨立自主的女強人。她同學

的老公，恰巧是我學弟，我當內科總醫師時，他

是我的學生，他知道我是一板一眼的好老師，也

是名好的內科專科醫師，因此居牽線撮和我和素

美，並向素美保證，嫁給我肯定會美滿。我倆認

識後，素美沒有因為我帶著三名孩子就不交往，

後來我們結了婚。

圖1  父母到舊金山家裡小
住，幫忙照顧年幼的

三子女。

圖2  父母到美國幫忙照顧我三名子女。 圖3  前妻母親(中)的生日，我(左一)及母
親(左二)與妻舅，小姨子一起慶生
和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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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續弦後與妻子素美結婚周年合影。 圖5  每年清明時分，
素美總陪伴我

到墓園探視前

妻惠美。

圖6  一百零八年初偕
妻初到馬祖旅

行。

婚後，素美照顧我前妻遺下的三個孩子，和

我又生了一個女兒，她雖然頂著高學歷，但絲毫

沒有嬌縱之氣，勤儉持家且事奉公婆有加。也善

待我前妻的父母及弟弟妹妹，親如一家。我對前

後任妻子的親人，也無差別待遇，其中素美的弟

弟在我當立委時，做我的助理，我把他訓練成一

個好的公務人員。

素美視三幼子如己出 
 台灣有句俗諺，「後母不疼前人子」。但

素美她不分己出的愛，讓三個前妻所生的孩子都

記在心頭，也視她如親生的母親。她這份牽手

情，讓我銘感在心。

後來我回到台灣經營永仁醫院，素美為了

三個孩子的發展，把自己生的小女兒送回台灣娘

家，請母親照顧，自己獨留在美國照顧他們的生

活起居，只能利用寒暑假飛回美國探視我和小女

兒，三個孩子記在心上，努力奮鬥，各有發展。

素美每每提到這段往事，眼眶仍不覺紅了。

素美待在美國，悉心照顧孩子，直到三名兒

女都進醫學院就讀後，她才從舊金山回台灣，到

高雄市我開設的永仁醫院幫忙管理財務。她十分

善待年邁的公婆，我父親邱得旭病危時，九名子

女圍繞身側，他以顫抖的手所寫下的遺言，竟都

是「素美」兩個字，可見這個媳婦在兩老心中的

份量。

全力扮演老公背後推手

後來我要選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素美也

全力幫我，她笑說，如果選上了，老公就不是她

的了。但男人如果能實現理想，從中獲得快樂，

對一個女人來說，才是最大的滿足。   
人生沒有辦法十全十美，能夠過著安穩、平

定的日子，就心安理得。素美少我十歲，是個很

好的太太，我當第五、六屆立委，民進黨不分區

立委時，常被人亂造謠，壓力大到患憂鬱症，是

素美開導我，陪我度過難關。  
那時我當醫師公會理事長，承擔的責任很

大，有時自掏腰包處理會務，也遭人誤解，安上

莫須有的罪名，痛苦萬分。素美就會舉許多名人

的案例開導我，指從政就是要有被抺黑的心理準

備，若沒有她的鼓勵幫助，我恐怕精神負荷不

了。 
我的晚年，素美是我在台灣相依為命的伴

侶，她照顧我的起居，衣食住行。每周我到苗栗

正安診所及衛福部立旗山醫院看診，素美都陪在

身旁。

現在每周一，我倆一起到高雄市火車站附近

搭早上六點二十分的高雄客運車到旗山，八點開

始到晚上九點為尿毒病患做血液透析，再坐客運

回家，我們就在這種偏鄉行醫的日子，攜手共度

餘生，平淡卻很充實。

我因為有這麼好的妻子及孩子，至今雖然年

圖7  妻子素美伴我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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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八十二歲，仍感到身強體壯，人家說，人老心

不老，才能活得長久，這是我所體驗到的人生。   
長女鈺淋從小嚮往跟隨老爸從醫

我相當重視孩子的養成教育，尤其是品德。

所幸子女們在我的身教及言教之下，都秉承父志

且學有專精。我的四名兒女加上女婿、媳婦，共

八人都是醫學博士，也都在美國行醫或任教職。

其中大女兒鈺淋在美國拚上腎臟科醫師，老三俊

達專攻皮膚美容領域，在舊金山開業至今，專幫

電影明星做美容。

鈺淋是我的大女兒，從小就嚮往長大以後要

跟老爸一樣行醫，我告訴她，「當醫生，是很辛

苦的差事」，結果她不改其志，在美國拚上腎臟

科醫師。

後來鈺淋在芝加哥大學訓練時，認識麻醉科

醫師林存欣，之後共結連理。我這個大女婿的母

舅，是阿扁總統時期的駐日大使許世楷，女兒這

份「姻緣」，也是後來促使我從政的「因緣」，

我因為受到許世楷的鼓勵，才決定回台灣為國服

務，最終在陳水扁執政時，當了兩屆不分區立

委。 
鈺淋在十二歲的時候，我前妻李惠美因為腦

疾突然身故。身為長女的她，失去了母親，卻仍

肩負起教育兩個弟弟責任。

這個孩子做事負責，誠實、賣力，認為「一

分耕耘，才會有一分的收穫」。她從小看我是名

腎臟科醫師，又當教授，每天忙碌於工作，在台

灣時幾乎只有舊曆年那五天放假休息，十分懂事

貼心。

我們全家也只有農曆春節，有機會相聚談天

說地。孩子們小時候，我常趁農曆新年帶他們到

天祥、太魯閣走走，那兒有溪流，空氣也好，短

短的幾天假期，讓忙於工作的我，有機會和孩子

們快樂共處。

鈺淋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腎臟專科完成三年訓

練後，考取了腎專，現在與同校畢業的腎專同學

在舊金山東區開設的聯合診所當主管及負責人，

專門替舊金山東區所有醫院的洗腎病人服務。她

的夫婿林存欣，是凱薩醫學中心麻醉科主任醫

師。

長子俊智取得胃腸科醫學博士

大兒子俊智，個性聰明又聽話，大學考上長

春藤名校布朗大學八年制醫科PLME，這所學校
的醫科只錄取六十人，但當時美國有五十州，兩

百萬名高中畢業生，平約一州才錄取一個，非常

難考，高中不念第一名是不行的。

俊智自布朗大學醫學院PLME畢業後，先完
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胃腸科博士班五年訓練，

拿到胃腸專科的醫學博士，並在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醫學院當胃腸科主治醫師及教授，妻子邱瑞

瑜是洛杉磯凱薩醫學中心腎臟專科主治醫師。

惠美過世的時候，俊智才只有十歲，他看

到母親突然離開人世，幼小的心靈烙下沈重的傷

痛。我記得妻子的遺體入棺時，這個孩子流著

淚，拿著兩朵紅玫瑰放入母親的身旁，他知道知

母喜歡紅玫瑰，送了花，伴母親最後一程，讓人

看了鼻酸。 
俊智小小年紀就很細心，知道母親的喜好，

圖8  我的四個兒女在美國奧瑞岡城，兄弟姊妹感情彌
篤四個長大後都是醫學博士。

圖9  父親與兩個弟弟全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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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忘東忘西時，也會提醒，是我的小幫手。

記得我到美國舊金山念加州大學分校時，四

個孩子都跟身旁念初高中，念高中的兒子俊智，

還跟著我到學校做兔子試驗。那時我約殺了一百

隻進行動物試驗。在台灣衛生署（現在的衛福

部）同意下，與高醫合作人體試驗，於台美兩邊

跑，最後在台灣完成人體試驗。

俊智有次跟我說，「爸爸，我也想當醫

生」，我回答他「當醫生很苦呢」，不過他看我

殺兔子做實驗，似是樂在其中，也決定走醫學這

條路。

路德島布朗大學八年制醫科，專挑優質生，

不論大學何種科系學生，只要每科八十五分以

上，就開放直升醫科機會。

這所大學一年錄取只錄六十人，全美每年高

中畢業有兩百萬人，五十個州，平均一個州約只

錄取一人，高中畢業沒念到全校第一名的，根本

沒機會。

俊智進入布朗大學，拿到內科醫師資格，為

了專攻胃腸科博士，後來又考入洛杉磯UCLA的
五年制胃腸專科念博士課程，學校當年只錄取兩

名，是美國唯一有胃腸博士班的課程的學校，他

花了五年拿到博士，之後留在當地當教授。

俊智的太太也是台籍留學生，是位腎臟科主

治醫生。他們夫妻倆育有三個孩子，成績都很優

良，一個女兒在柏克萊大學念生化，將來也可能

念醫科。

次子俊達專替國際明星美容

小兒子俊達，高中畢業後也以優異成績考進

路德島布朗大學八年制醫科，成為哥哥的學弟。

他從PLME畢業後，到哈佛大學醫學院接受一年

內科住院醫師訓練，再到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皮膚

科訓練三年，考試通過後成為皮膚科專科醫師。

後來回洛杉磯好來塢美容皮膚專科醫院從事高難

度的美容訓練，再到舊金山開業，專門替明星做

美容，妻子黃微茜是位牙醫師。

惠美走時，俊達年紀更小，或許想引起我這

個單親老爸注意，個性調皮。在台灣念書時，老

師要他寫「日」字一百次，結果這孩子只寫一個

大大的「日」字充數。老師氣得告訴他，「你雖

然考試考得不錯，但不聽話，所以老師永遠給你

第五名」。

俊達雖然叛逆，但腦筋聰明，小學時誘導式

的教學，要孩子寫汽車時，就聯想到要使用汽油

發動，念小四的他反向老師質疑，「不要汽油也

能發動啊」，他還舉例，蘇聯、巴西，用糖發酵

成酒精產生的動能，也能讓汽車發動。

這孩子小小的年紀，腦袋就挺「有料」，如

今證實，美國為了改善汽油廢氣，現在已有這類

汽車發電的模式。

么女鈺雯亦攻皮膚美容專業 
最小的女兒鈺雯，不讓兄姊們專美於前，

也考上布朗大學醫學院八年制醫科PLME，畢業
後，到St. Louis大學接受皮膚科專科訓練，成為
皮膚專科醫師，現在Oxnard市開業，和二哥俊
達一樣，專攻皮膚科美容。

鈺雯是我和現任妻子素美所生，比最小的哥

哥俊達小十歲。她十分要尊重兄姊，念布朗大學

八年制醫科時，寒暑假沒能回來台灣，即輪流到

三個兄姊家各住一個月，她會主動幫兄姊照顧小

圖10  我八十歲生日時，全家在美國與妻小留影。

圖11  邱永仁（前排右一）與妻子素美（前排左一）
及四名子女，合拍全家福照片，和樂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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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也幫忙家事，很獲疼愛，相處融洽。

當時她想念皮膚科，小哥俊達特別幫她指導

論文，還推介她一起做腎臟皮膚癌的研究，結果

以兩篇極其實用的論文，順利進入聖路易斯大學

入學訓練，也成為一位成皮膚專科醫師。

我告訴她，做醫生不能只會看病人，要多充

實新知識，鈺雯聽進耳，每年都跟小兄到夏威夷

進行為期八天的皮膚美容繼續教育課程訓練。這

三年來，我也會到夏威夷和兒女一起上皮膚科技

術教育課程，課餘再到當地玩玩。

我很慶幸，幾名兒女都保持上進的心，像小

兒子俊達已通過廿年皮膚科專科的執業核許，依

然不斷進修，保持戰鬥的精神。在美國，專科醫

師除了換照需要的規定積分外，每執業十年，需

再經過國家專科醫師鑑定考試，如果不能通過，

就要失業了。

跟四個孩子在一起，我也不得不念書，否則

有些字彙，孩子一問不懂，那就糗了。  
鈺雯的夫婿吳禹倫是骨科醫學博士，哈佛大

學醫學院畢業後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骨科接受

專科訓練，之後在縣立Ventura醫學中心服務，
現擔任骨科主任。

她是在聖路易斯皮膚科接受訓練時，認識十

歲就來自北京、華盛頓的高材生吳禹倫。我這名

女婿的父親是北京大學物理教授，曾到美國普度

大學念材料學博士，跟陳唐山同期，阿公則是醫

學教授。

我曾到大陸親家在福建漳州的宅邸走訪，那

裡講台語也能通。而這趟行旅，我永遠記得，親

家家裡滷的美味豬腳。更難忘的是女婿高齡一百

○二歲的阿嬤，山東籍的她，早年是毛澤東時期

的俄文翻譯。身體十分健勇健。

注重身教言教 老爸以身作則
從孩子出生起，就相注意他們的教育，我以

身作則，用身教做孩子的榜樣，每個孩子在學校

至少都是前五名，後來都繼承衣缽，四兒女全都

當醫師，在美發展也都很成功。

每當我想起四個孩子幼年時候的童言童語，

就感到欣慰，記得鈺淋對著我說「爸爸，我們

以後要一起養你，你不要再辛苦了」，實在好窩

心。

我認為，一個人的成功不只要看事業，還

要看家庭，沒有良好的家庭，事業再成功也是缺

憾，如果培育的孩子危害社會，一生更是白費

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兒女們教好，讓他們在學校

不輸人家，成績維持名列前茅，平時我一定看兒

女的成績單、筆記簿，凡事都先做榜樣，所幸四

個兒女都當了好醫師，在美國也發展很好，這已

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

我本來要把醫院打掉，重建大醫院，交棒給

孩子，但兒女們各有專長，也分別在舊金山與洛

杉幾發展有成，我就不再勉強。

現在孫子輩各依興趣發展，鈺淋的大兒子

念芝加哥大學數學系，我不限制他們一定要再從

醫，就朝他們自己興趣發展。

我也將杜聰明院長當時勉勵高醫學生的「樂

學至上、研究第一」及陳啟川董事長「今日以高

圖12 前妻惠美離世後，父母來美國幫
忙照顧我的子女，大家同遊西雅

圖海岸，鈺淋笑開懷。

圖14  小兒子俊達二千年與微茜結婚。圖13 前妻惠美的母親（右）即
我的岳母，身體勇健，至

一百零二歲才離世。圖是

她逗弄俊達女兒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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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次子俊達女兒Ella惹人
憐愛，祖父母邱永仁

夫妻抱著合影。

圖16 我的小女兒鈺雯（左）考上布朗大
學PLME時，父女共餐。

圖17 三妹淑琴的長男林崇維結婚晚宴，
我的兄弟妹妹到場祝賀。

醫為榮，明日高醫以我為榮」的訓勉，轉為座右

銘，贈給兒孫，希望他們秉持這些治學的準則，

好好去飛揚，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兩代出十六位醫師 造就醫生世家
若要說人生最大的資產的是什麼？我的答案

是，「家庭」。

我的家族，兩代共產出八位「高醫人」，至

少十六位醫師，一門都行醫，可說是陣容堅強。 
我本身是腎臟專科醫師，高醫第五屆畢業，

我的大妹邱淑幸的女婿。是高醫畢業的耳鼻喉科

醫師黃旭瑞。三妹邱淑琴曾在高醫開刀房工作，

嫁高醫骨科醫師林俊雄，他們的女婿陳重元，在

高醫接受新陳代謝科兩年的碩士教育訓練，並通

過此科專科考試及格，成為新陳代謝專科醫生。

么妹邱淑珍念高醫護理系畢業，嫁給同校畢業的

眼科醫師黃河東，他們的兒子黃繼德是高醫藥學

博士。  
四名子女繼承衣缽全數從醫   

我的四名兒女全都從醫，均念到醫學博士，

他們的另一半也都習醫，含我在內，一門共有九

個人是醫師。其中最大的兒媳邱瑞瑜，和我一樣

也是位腎臟科醫師，目前是洛杉磯Caser Hospital
主任醫師，她父親邱聰智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是

台灣有名的民法專家，也是台大第一位國家博

士。   
我這位親家翁當過考試委員，前總統馬英

九擔任台北市長時，擔任台北市政府的法規會

主委，雖然隸屬親民黨，卻是馬身邊的第一文

膽。而我自己出身民進黨，因為兒子婚姻的「牽

線」，讓我們成了跨越黨派的親家。   
我的大兒子邱俊智，生了兩女一男。長孫女

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念生化，將來也會念醫學院，

另一個孫女也預定要念醫學院。我的九個孫子

中，算算大約會有一半當上醫師。

親弟妹第二代也不乏醫者 
而我么妹淑珍的女兒黃怡嵐，男友是馬偕醫

院內科醫師，考上內科心臟血管專科執照後就結

婚，讓我們家族中兩添一員醫者。

早年我剛開業時，是在建國三路三百九十五

號開設邱內科醫院，當時醫院的地點恰是建國三

路與中華三路的凹型窪地，風水專家稱之為「水

蛙穴」，意即地主品格上有很強的魅力，具有集

水的效益，一般來說，「水」就是財，因此屬於

寶地。 
「水蛙穴」寶地開業起家 

那時候我花了十萬元，向一名賣蒜頭的地

主買地，再花了四十萬左右，蓋成三層樓高的醫

院。開幕後，每天約有三、四百個病人來看診。  
是否得利於風水寶地，我無從考究，不過我

在日本念完醫學博士後回來台灣開業七、八年，

每天都很認真在看病，讓我看的病人也都好轉。

當時還是自費的年代，一個病人一天的藥費約卅

元，拿個兩天藥是六十元，收費並不算高，不過

我的病人多，所以因此發跡。

後來我把醫療賺到的錢，再於鄰近自強路

口的建國三路四百一十五號買了一塊一百六十坪

的土地，1972年1月蓋成地下一樓，地上五樓的
「邱永仁綜合醫院」，建醫院的資金就靠這處

「水蛙穴」賺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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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內科醫院後來轉給我妹婿黃河東開眼

科，做得也很好，之後有賣鴨肉麵的「鴨肉和」

租建國三路三百九十七號，他們的地也是「水蛙

穴」，做生意人氣也很旺，到現在仍常客朋滿

座，當然他們的東西也是好吃，所以老主顧很捧

場。   
醫師這個行業，一般來說比其他職業來得優

渥些。我的兒女們都從醫，雖然不像我當年移居

美國時，因緣際會可以住到最高級的住宅區，但

他們至少也住次高級的住宅區中。 
美國住宅分等級 居所洩露經濟實力

在美國，住宅區共分成九個等級。人家不會

問你賺多少錢，只要問你住在什麼區？大概就猜

想得到你的經濟水平。台灣去的醫師若肯認真努

力，一年如果能入帳四萬到六萬的美金，多半能

擠入中上的住宅區。而在美國不只醫師住得上好

的住宅區，各行各業只要能力足夠，是箇中的頭

人，就住得起好地段。 
我為了栽培兒女，用盡努力讓他們住到高級

住宅地段，因此才能念到最好的私立學校。幾個

孩子所讀的八年制布朗大學醫科，學費很貴，一

個孩子一年約需二百萬台幣，我的三個孩子年紀

接近，三個人的學費加總，一年至少需六百萬，

經濟負擔不小。 
所幸早年我的祖父很會做生意，我從小耳濡

目染，也遺傳到一些經商買賣的「基因」。在美

國，除了當醫師及做教授的收入外，我也會標些

土地買賣或做做股票增加收益，支應孩子們龐大

的學費。

走過這段歷程可以深切體悟到，「養孩子，

真的不是件簡單的事」，要培養一個孩子當上

醫師，當中花費的心力與財力，不是想像中的容

易。 

經營家庭 從言教及身教做起
談起教育，我從孩子一出生就十分注意。我

覺得一個人的成功不應只定義在事業，還要有家

庭，沒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孩子走偏變壞，危害

社會，一生就化為烏有。所以，我的觀念是一定

要把兒女教好，要求他們在學校的功課至少要前

五名，不能輸人家太多。平時我也一定會看孩子

的成績單、家長聯絡簿，隨時關注孩子成長的狀

況。

凡事自我要求 為兒女立榜樣
我更自我要求，要當個好榜樣，因此不論是

做學術研究、當醫師，我都戰戰競競，奮力做好

身教及言教，給孩子良好的教育。結果我的四個

孩子，果真沒讓我失望，四個都成為好醫師，在

美國的發展也都很成功。

當年在美國的歲月，基於教育兒女的需要，

我對於生活環境也是諸多考量。但第一次移居洛

杉磯時並不順遂，後來我們一家先返回舊金山，

從長計議。

那時我聽說有個銀行總裁要退休，他在舊金

山好區Hillsbough(赫氏堡)剛好有棟住宅要賣。
經朋友介紹，我買下這個房子。置產的同時我才

發現，美國這個自由、民主國家，居住環境上依

個人的經濟的好壞，還分成九個等級！

最上級富有的人，就住最好的區段，美國

人叫做Super Upper。最上級當中，又分為上、
中、下三個級數，而中級及下級，也一樣再細分

為上、中、下級，這樣一分，就是九級。

當美國人詢問「你住在那裡」？你給的答

案，人家大概就知道你是屬於哪個階層的人。

當時那個美國銀行總裁賣給我的房舍，剛好

是美國舊金山當地最好的區，社區內有一所最好

的私立高級中學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
男女各僅招收卅人，是一所很不容易進去的學

校。

在美國加州的學制，一到五年級是小學，六

到八年級是中學，九到十二年級是高中，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只有中學及高中，沒有小
學，因此一般家庭的孩子，小學必須念好區的公

立學校，才有辦法考上好的中學。

籌謀進住好學區 讓兒女贏在起跑點   
我們買到的房子位在學校隔壁的第二間，雖

然昂貴了些，但考量到孩子未來的教育，我不得

不買下來，讓兒女贏在起跑點，才有機會考上好

的學校。

我的孩子小學念的是那個區域內最好的公

立的小學，三個後來都順利考上私立的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儘管在他們年少時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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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過世，沒陪在身邊，不過三個都很用功，力

求上進。 
做一名單親爸爸，我需要父兼母職，為此我

的父母特地來舊金山幫我照顧小孩，使得三個孩

子都能以優異的成績，順利念完高中。

大女兒鈺淋到美國時，是從八年級下學期

（約台灣學制的國中三年級）開始念，因此英文

程度沒像美國人那麼好，結果她高中畢業後，

上不了最好的布朗大學八年制醫科PLME，而念
RPI and Albany Medical School的六年制醫科，不
過這所RPI大學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最好
的科技大學。

鈺淋在六年制醫科當中，寒暑假都沒得休

息，需補八年制醫科缺少的兩年功課，等於用六

年的時間念了八年的醫學課程。

俊智與俊達分別從七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

下學期念起，他們兩個英文程度稍能趕上，畢業

時都是名列前茅，也雙雙錄取布朗大學八年制醫

科，這是美國一所很難考得進去的貴族學校。 
最小的女兒鈺雯在美國舊金山出生，但先

送回來台灣交給外祖母照顧，七歲起念高雄馬

禮遜美國學校，努力念完七年再轉到美國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她和兩個哥哥一樣，都
以第一名畢業，後來也去念布朗大學八年制醫

科。

為了兒女發展  變身萬能老爸
「父母要付出代價，孩子才有機會往上

爬」，在美國想靠自己竄升爬上來的很少，當家

長的人必須為兒女付出許多的努力。

在兒女心目中，我這個爸爸給他們的印象是

「萬能的」。

記得大女兒鈺淋剛來美國時，我剛好在

UCSF完成博士後研究，所以沒機會帶著她做動
物實驗。不過到大兒子俊智時，我在學校已當上

教授，因此能帶著他與一個來自澳洲墨爾本大學

到UCSF做博士後研究的Dr. Reid主任，一起做兔
子的試驗。 

我們父子共做一百隻兔子試驗，實驗時需

找出牠們的血管，每半小時從血管打進藥物，兩

小時後把血抽出來，再分析牠們的反應，反應佳

的，就帶回台灣與高醫進一步做人體試驗。

兔子的血管非常細小，需用顯微針插進，那

時我眼力很好，俊智也跟著我學，後來這些動物

試驗報告，都刊載在美國最好的雜誌上。

勉勵兒女  想當醫師就要有膽
有些女學生做試驗時，看見血就會暈，但我

的兒女不會怕。我告訴孩子們，想當醫生就要有

膽，絕不能怕血。結果我的四個孩子，有兩個專

攻內科，兩個是皮膚科。養育子女的辛苦，點滴

在心頭。

我的想法是，人生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總

要一分耕耘，才會有一分收獲。像歐巴馬總統，

他爸爸是肯亞人，媽媽是住夏威夷的美國人。小

時候雖然由祖母隔代教養，但在他成長的階段，

父母若沒付出心力培養，他恐怕也無法當得上總

統。後來歐巴馬與妻子生的二個女兒都念了哈佛

大學，受到很好教育，顯見父母還是孩子教育的

重要橋梁，

早年，我苦心栽培了四個兒女，讓他們在醫

界都各有發展。而四個孩子看我退休後，至今仍

然在偏鄉小鎮行醫，曾打趣地說，「我們四個孩

手養您，您不要再辛苦了」。

其實，看到兒女們的一片孝心，於願足矣，

過去的辛苦，又算得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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