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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總統參觀台大研發「蛋白微陣晶片」

(左起林啟萬教授、陳總統、李源德院長、林光華縣長等)。

時間 2001 年 9 月 8 日

攝影:李五郎

2 陳維昭校長致詞 O

4.許世明劃院長專題演講 。

←ιI} /, 
5 參加動土典禮的台大 VIP 1門 。 6 .出席典禮的各界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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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院務發展之我見

目u C:::::J 

自 1897 年創設

以來，台大醫學院一

直執台灣醫學教育的

牛耳，培育出許多人

才，貢獻實在很大。

過去百餘年中，也時

時面臨著嚴峻的挑

戰，雖然每個時期皆

有不同。 1950 年代

左右所面臨的是統治

轉移和時局動盪等大的外在問題，當時由於政

府財政的窮困，使得硬體設備和人才培育都有

嚴重的問題。 1980 年代之後漸入佳境，可惜近

年來隨著政府財政的惡化以及大專院校不合理

的擴充，使得國內高等教育受到嚴重的殘害，

而直接影響到台灣大學以及台大醫學院的發

展。同時，加上多所新設醫學院的興起，競爭

激烈。

在二十一世紀初，面對此一挑戰，台大醫

學院應如何秉承優良傳統，掌握時代脈動，開

創新局，自強不息，繼續領導台灣醫界，乃至

於在某些領域能領先世界，實在是我們無可迴

避的責任。而醫學院院長對這些任務的達成，

肩負有領導及協調的重要角色，這當然是定信

責無旁貸需要挑起的重擔。

2 

(陳盛茂攝)

陳定信

個人在台大服務

已達三十年，對於台

灣大學，尤其是台大

醫學院、台大醫院有

著無比的熱愛，由於

平時就積極的參與各

種業務，因而對於台

大醫學院的各項優缺

點發生的背景及緣

由，可以說非常暸

解，而且也有很強的

意願來和全醫學院的

同仁一起打拼，使我院及我校能更上層樓。以

下是我對醫學院院務發展的看法，在此提出，

就教大家。

理念和目標

台大醫學院之所以需要存在 r 教育」應

是最為重要的一環，因此所有同仁都需要有清

楚的教育理念。我們的教育對象，主要包括兩

大類，其一是各學系大學剖瑋垃(undergraduate) , 

其二是研究生 (graduate) ，兩者都很重要，但大

學部學生的教育，由於和專業的養成以及將來

進一步從事研究的基礎訓練直接相關，在醫學

院而言，目前可能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和精神。

對各系學生，希望能養成具領導氣質，富

有人文素養，關心社會而且優秀的各類醫事人

才，使於將來能成為舉足輕重的醫界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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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研究所的學生，希望能使成為具獨立

研究及有創新思考能力的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者，並期望他們能與指導老師一起創造也夠水

準的研究成果，而能造福更多人。

要達成這些理想，使台大醫學院成為第一

流的醫學院，需要有相關的策略及目標來加以

配合。雖然醫學院院長確實有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但這絕不是院長一個人的事情，因此一定

要集思廣益，由同仁大家一起來形成共識，共

同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我個人對台大醫學院的使命看法的]下:

“秉承優良傳統，教育出具領導能力且關

懷社會的優秀醫事人才，從事創新研究， 貢獻

於社會及全人類，成為世界一流的醫學院"

教學

毫無疑問，台大醫學院在教學方面由於過

去的投入，其表現在國內穩居龍頭地位，也一

直帶領著國內的醫學教育改革，令人覺得欣

慰 O 然而，無可諱言的，仍有有待改善的地

方。這些問題有的是源於先天條件的不足，例

如師資員額和資源的限制、空間的侷限、政府

法令的僵化、中小學教育的缺失、社會風氣的

沈淪...等，雖然短期內不易解決，但仍然要盡

力而為;而有些則是我們只要努力就可能獲得

改善的，以下略舉數例。

過去歷任院長及很多老師在醫學教育的改

革已作了不少事情，不論在小班教學或是 prob啊

lem-based learning (PBL ) 以及課程的整合方面

已有初步的成效。今後應該持續此一方向，啟

發學生，使其盡其所能，充分發展。但需要檢

討實施數年來的成效及優劣點，以便進一步調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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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俾使更臻完善 。還有在課程的轄合方面，

雖然已作了十年左右，有些課程仍然需要共同

授課的老師們大家一起再行討論，作更進一步

的整合，讓同學的學習效果更好。在臨床醫學

方面，應儘量將五六年級的 「臨床見習」改為

「臨床實習 J 以強化床邊教學的效果。現代

臨床醫學的泰斗 Sir William Osler 的名言 r Learn 

by doing J '迄今仍是臨床醫學教育的金科玉

律，而事實上目前本院已在試辦中的二階段學

程，正是這個精神的貫徹，應該要繼續下去，

但相對的配套措施也得要完善才能達到理想，

否則說不定會畫虎不成反類犬。 如果有可能，

這種經由實務來從事教學的精神也可以考慮推

廣到醫學系以外的科系，不過一定要考慮到這

些學系老師的人力能否負荷得了，同時也要得

到這些學系老師的同意才是。教學的品質一定

要不斷的提升，尤其在大專聯考敢消之後，主

要是申請入學，加上我們加入 WTO之後的開放

政策，如果教學品質不好，甚至會影響到學生

入學的意願'可見其重要。

在醫學系及牙醫學系，由於大學部修業年

限較長，有前兩年預科的存在，對這段時間的

課程過去訐多年已經改得比以前好多了，但仍

應深入了解，並思考有無必要再加以改善或是

調整教法，例如在一年級時，就讓剛由高中來

(最有理想色彩的時候)的年輕學生和醫學院

或是大學裡大師級的老師在人文的課程中互

動，使我們的學生能早一點在人文的關懷及通

識的素養奠 F深厚的基礎，這樣或許比較容易

達到我們所期望的培育出「具領導氣質，富有

人文素養且關心社會的優秀醫事人才... J 的目

的。過去幾年，人文教育從點到面，目前已漸

揖棄以前大講堂式「醫學倫理」的教學，代之

以各種實例的課程，且以小班討論方式實施，

成效頗佳。未來在量和質上，應繼續加強;除

3 



了在前兩年預科時期以外，進入臨床教育時也

應在床邊教學的時候時時強調，更為重要的是

主治醫師及老師們本身應作為楷模，在日常診

療時就應兼有身教，使同學能耳濤目染，潛移

默化，所謂身教重於言教是人文和倫理方面最

有效影響同學的方式。還有，住院醫師是同學

學習過程中關係最密切的小老師，對同學的直

接影響比其他任何老師都大，絕對有必要在我

們台大的住院醫師訓練中，把教學當作很重要

的一環。大學部的教學一定不要太專科化，要

注意一般科及富啟發性的教學。除醫牙兩系之

外，其他科系的課程，也應分別加以審視，由

各科系老師，參考學生的看法，共同來加以改

進。由於現代社會脈動的快速及專業的複雜有

增無滅，管理學方面的知識也有其需要，應讓

學生有機會進修這些新知。

JING FU 景禍醫訊|

生前年在本院實驗室製造 MDMA 的不法事件，

不僅影響到學生本身，連老師也一起受害，我

們也因而折損了一位年輕人和一位好老師，令

人痛惜。還有，將來研究生的研究題目及內容

都一定要更加強「創新性 J (innovation) ，儘量

減少 "me-too" 的研究，在日常討論時就要強調

此點，建議也可以在畢業論文的指導及評審中

加重「創新」這一項的比重，這在博士生尤其

重要。另外，由於國際化是擋不住的趨勢，也

是持續提升科學水準所必需的條件之一，有若

干比例的研究所課程應該以英文來授課和討

論，除了可以訓練外語溝通能力，對外國學生

前來本院交流學習也有莫大的助益。

研究

為了要有夠水準的教學，老師們必需從事

研究，日新又新，才有能力給學生最好的教

還有在臨床教育中，病歷的撰寫也很重 學。另一方面，產出優異的醫學研究成果，創

耍，在學生時代就養成優良品質的病歷記載是 造新知，追求卓越，不僅是台大醫學院同仁的

將來成為良醫的必要條件之一，醫師以外的醫 責任和義務，也是我們對社會和人類作出貢獻

事人員亦然，在現有師資人力之下，如何落實 的一種方式。

這一點，也是迫切需要檢討的。

台大由於學風一向自由，畢業生常被評為

缺乏團隊精神，容易淪為單打獨鬥。這種習性

在目前亟需團隊合作的醫療是負面的，為改善

此點，應鼓勵同學多了解其他醫事人員工作的

內容及內涵，另外也可請同學多參加可以培養

團隊精神的各種活動，例如加強鼓勵各種球隊

的組成，積極參賽，使同學們能夠同心協力，

能贏能輸，除了可以鍛鍊身體，對培養團隊精

神也必有正面的影響。

老師們在學生和助理的協助之下，應從事

有深度的研究。研究的題目如果能和社會上的

問題息息相關，例如各種癌症的防治、心臟血

管疾病的防治、傳染病的防治、以及糖尿病、

檳榔、自殺等等問題，使社會更能感覺到台大

醫學院不但在為大家養成優質的醫事人員，還

充分關懷國家杜會及民眾的問題，這樣的話，

不僅可以進一步增加本院的影響力，還可以使

本校及本院獲得更多來自政府或民間的支持，

間接也會解決一部份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許多問

題。雖如此，有些基礎研究所探討的課題，雖

在研究生方面，目前較需改善的是指導老 然看來與社會問題或疾病沒有直接相關，但卻

師和學生的互動，有的老師，對研究生的指導 也非常重要，有可能解決非常根本的問題，對

及進度的掌握顯然不足，或許因為這樣才會發 於這樣的研究，也應該全力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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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和基因相關的研究，動則牽涉到各種

不同學門，需要數學、物理、化學、工程、資

訊、光電......等專門人才的參與，因此我們一

定要和台大校本部的老師們共同努力，才能在

基因體學、蛋白體學、結構生物學、生物資訊

學方面作出貢獻。今年三月初台大本部成立了

「生命科技教學研究推動小組 J 由陳校長親

任召集人，這將會是個契機。此外，台大醫學

院也將和中央研究院密切合作， 一起進行基因

體醫學相關的研究和教學。這些事之所以能促

成，很不簡單，但也只邁出了一小步，仍應繼

續努力，以竟全功。

男外還有一個問題要在這裡提出，不少同

仁和我最近都感覺到本院同仁研究的士氣有待

提昇'一定要儘快改善，否則後果堪慮。首先

應該深入去了解其原因，如果是研究經費的問

題，就應設法加以改善，例如可請研究成果較

為傑出的同仁組成研究團隊，多與專長相關的

其他同仁互動，使大家都能提出優異的研究計

畫，提高獲得經費補助的可能。男外也可多鼓

勵基礎和臨床研究整合，和附設醫院的同仁大

家一起來，使基礎和臨床的老師都能共同為本

院及本校來努力。同時，各科系所也應自省，

儘量去除內在的不利因素，由下而上來自我提

振研究風氣。此外，各科系所間的互動，也應

請研究發展室設法促成大家多溝通及合作，增

加彼此的了解，進而促成研究的合作，定信也

將竭盡所能協助。

由於台灣的醫學研究目前已有相當的水

準，今後的研究一定要講求創新及整合，才會

出類拔萃。尤其是現在已經進入了所謂「後基

因體」時代，不少研究都需要由這方面切入，

因此有必要請醫學院及醫院的同仁在這方面多

加參與，否則對將來的研究和發展會有不利的

影響。其實「基因體」相關的研究，也必須借

助目前各位同仁已有的研究專長，才能證實基

因的功能和其變化的意義，因此只要有適當的

exposu悶，許多同仁很快就會進入狀況。為達

到此一目標，有必要在醫學院找出適合的單位

來負責，給予名額以便聘請具有基因體醫學研

究專長的教師，責成組成一個核心團隊 (core

group) 來和院內各單位作良好的互動，以推展全

院基因體醫學相關的研究。換言之，就是可以

利用「基因體醫學」的整合性，把同仁的各種

專長串聯在一起，而同時也自然促進了醫學在

此一新時代的進展。這個建議可以借用下圖來

加以閻明:

+

l
|
|
|

研
究

e
|
!
|

發
展
|
l
+

在醫學院，服務這項任務常被列在教學和

研究之後，但是近年來由於產業界及大學在發

展上的需要，這方面也變得很重要。醫學院在

服務的任務方面，主要應該@致力於協助政府

形成政策。這方面台大醫學院一定要積極參

服務

一」 ?

研
究

+
|
|
發
展

1
l
*

: 

5 

SNPs 二 Single nu l的tlde po lymorphl s間

已女 白 Dexter ( Nat Med 1999;5:86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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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因為政策的良缸影響的層面實在太廣、太 能落實醫學院師定的目標及教育理念，繼續向

重要了，因此優質的台大人一定要竭盡所能的 上提昇。男一方面，也要儘量授權，分層負

參與。@男一方面的服務，則是在協助產業界 責，以免會議太多，耗費同仁寶貴的時間和精

方面。現在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生物技術的進 力。

步神速，而國內的相關產業也亟需升級才能生

存，因此產官學研的結合益發重要，醫學院的

同仁如果有機會還是要踏出去，和產業界一起

努力創造雙贏，不能天天關在象牙塔裡，不問

世事 。所幸現在很多法規都已逐漸鬆綁，只要

向校報備核准，就可以放心去作。不過有一點

要特別強調的是，技術的研發，其實是依附在

優異的科學研究上的，有好的研究才有可能產

出有競爭力的技術或產品，因此我們雖然應該

積極從事於開發(development) 方面的事務，但

切不可過份沈迷，以致本末倒置，歸根究底，

大學到底還是從事教育和研究高深學問以及創

造新知的地方。

同仁的研究結果要請其隨時注意有沒有可

以開發成新技術或是新產品的可能性，若發現

有可能，則應由專門處理智慧財產權的人來和

同仁討論及指點，在初步確定有申請專利的可

能性峙，就代為辦理必要手續，這其實是男外

的一項專業，應儘量避免同仁自己把時間耗費

在這些我們毫不熟悉的細節上面，台大本部日

前已成立了「智財權辦公室 J 應可協助解決

這些問題。

其他

1.落實現有政策及其執行

本院在歷任院長及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事實上，在各方面都已有不錯的政策及制度，

2. 改進各科系所現有的問題

醫學院各科系所成立的時空背景各有不

同，因而所面臨的問題也大不相同。由於本院

在前幾任院長的任期內就已有了院級的科系所

評估，近來更由台大本部接手進行更為嚴謹而

且更為客觀的評鑑。事實上，目前訐多單位已

經累積了不少相關的資料和評鑑結果，未來可

以參考這些建議來改進各科系所的問題，使更

臻於完善。這些評鑑也一定會指出若干共同的

缺點，定信會參考這些資料與各科系所的同仁

作充分的溝通，並且一起來努力，而在分配資

源時也將參考這些評鑑的結果來作調整 O

對特定科系所提出的問題，例如教師以研

究或是服務的比重來分類，升等論文計分的比

重等 ，可交給相關的委員會，請其針對所提的

問題研擬周全可行的方案來加以改善。不過任

何解決方案都不能犧牲學術水準，否則就失去

其意義了。

過去本院的升等、考核方面，一般而言作

得不錯。在人事方面，定信覺得各科系所新聘

教員時的過程較有有待改善的地方，各單位所

新聘到的是不是最好而且最適當的人呢?有必

要加以檢討，才能因應最近進步神速的科技發

展。

應該加以延續，而更要緊的是要落實其執行。 3. 爭取經費及資源

由於目前內在及外在的環境和條件變動很快， 本院是國立大學的醫學院，經費和資源主

對於有些政策及其執行確實需要定期的加以檢 要來自政府，說實話，政府也確實有照顧本院

討並作合理的調適，絕不能一成不變，這樣才 的義務，可惜在目前及可預見的將來，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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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和資源，不太樂觀，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以 5. 加強校友聯繫

此作為藉口，而不認真地去從事教學和研究。 台大醫學院已有百餘年歷史，校友遍佈各

由於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也絕不能放 地，人才濟濟，是醫學院一項極為可貴的資

棄爭取，應該持續而堅定的提出合理的要求， 產，景褔基金會過去一直在從事校友的聯繫，

才有機會解決問題。為了解決大學經費的拈 做得不錯。今後希望能和景福基金會繼續有更

掘，行政院的科技顧問們，包括我在內，已經 密切的合作，使校友的向心力更強，尤其是在

向行政院建議將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管理費逐步 國外的校友。目前可能可以考慮先加強在學術

提高到 15% '目前行政院已決定自明年起先提 上的互動，或許可以先請景福會收集在學界服

高為 8% '這對於像本校這樣的研究型大學在經 務的畢業校友的學術專長，將來也可借重有專

費上的把注，雖然杯水車薪，但多少還是有些 長的校友來協助提昇本院各方面的水準。如果

幫助。另外，經由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所取得 平時常有互動，推展各種業務時自然會得到吏

的經費，也可以用專案教師的方案來增加員 多支持。還有，景褔基金會近來已將醫學系以

額，如果專利增加而且費用入帳順利，對疏解 外各系系友也納入服務對象，使他系也能利用

本院經費的壓力也將會有所助益。民間的資 該會既有的體系來推動和系友之間的聯繫'事

源，絕不可忽視，也一定要透過各種管道努力 半功倍，有利於母系的發展，這實在是非常正

去爭取，因此平時和社會各界，尤其是企業界 確的決定，不過這個作法似乎還沒有獲得共

的積極互動就更形重要了。 鳴，也許應該大力宣傳，讓各系的畢業系友知

4. 協調成立醫學校區

由於歷史的淵源，使台大醫學院除了醫學

系以外還包括了牙醫學系、藥學系、護理學

系、醫事技術學系、物理治療學系及職能治療

學系等等，目前有些系亟思成立學院以利發

展，也確有其道理。然而如果沒有配套措施，

冒然成院，勢必分散力量 ，反而不利於各系原

來的發展。如果能在醫學校區之下，和美國的

制度一樣，由醫學院院長來兼任校區負責人，

下設公共衛生、牙醫 、藥學、護理等各學院，

這樣就可獨立成院而又不失整合，大家都可以

在台大醫學校區內共同打拼，充分發揮，願景

可期 。這個作法在上上學期事實上已獲得醫學

院及公共衛生學院兩院同仁的認同，但仍需所

有同仁大家一起來繼續努力，說服其他的台大

同仁和相關人士，才能達成目的。

2001 年九月

曉，善加利用。

結論

定信在千禧年後接任母校第十三屆醫學院

院長，將與大家一起和這個已有百餘年歷史、

優秀且重要的醫學院昂首繼續邁入三十一世

紀，責任重大。希望大家不吝指教，時時提供

針眨，個人一定會全心投入，希望能承先啟

後，繼續培育出優質的醫事人才貢獻於國家社

會，並且與同仁一起創造新知，追求卓越，使

台大醫學院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醫學院。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8 年畢業，現任台大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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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第十三任院長遴選座談會的感想

讀完景褔醫訊附寄第十三任台大醫學院院

長遴選座談會六場會議紀錄， 一些存在心中已

久的話，至今不得不一吐為快。

初讀時，我以為這是份有系統有內容的會

議記錄。讀完後，方知極大部份是沒頭緒，任

由大家隨心所欲無所不談的會議。雖有點像美

國開放式town meeting，但卻沒有其體的 focus ' 

因此有些發言甚至完全與主題無關。

如果座談會的目的在廣收各方意見，那麼

設個意見箱，或在電子資訊發達的今日，送個

global message，由各人寫 e-mail 來，豈不更省

時省力?至少這六場主持人可省下許多時間來

做對看病、教學或研究更實用的工作。座談會

不是不好，但必須有目的、有效率的舉行，否

則是勞民傷財而收穫不多。常聽台灣的朋友埋

怨說: r 工作非常忙，開會特別多。 J 有些像

這樣的會可以不必召開，以省時省人力。

綜觀這些會議上所發表的意見(或牢騷)

來判斷其根本問題，幾乎是一個字“錢"。錢

不夠就不能解決教師缺少、活動空問缺乏、設

備老舊、教室不夠、實驗室地方及設備不夠。

既然如此，則下一任院長候選人，在具備基本

資格下，最重要的考量是否應該看誰能為台大

策劃出最佳籌錢的方法?這是求良醫對症下

藥。至於候選人是海外的或國內的、是醫科的

或基礎醫學的、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正教授還

8 

許振興

是副教授，是者的 (over 60) 或年輕的，都不是

選擇的 criteria '唯一應該考量的是台大目前最

大的問題是什麼?那一位候選人能提出最好解

決方法，就是最適當的人選。

數年前有幸被邀回台大接受醫學院院長候

選人的會談。我雖不敢抱有任何希望(因聽說

空降部隊極不受歡迎) ，但覺得若能趁機提供

一些對母校的意見而能被採納的話，也算不虛

此行。在回去之前，曾函請委員會指示需要我

做何種準備?提出何種資料?可惜並無指示。

因此當我與眾遴選委員見面時，實在不能得知

台大究竟有什麼問題和困難、其前景與目標。

整個會談沒有真實具體的 give and take '而使

我感到在唱獨腳戲。

當時我實在很盼望前任的院長們能以他

們就任多年的經驗，寫一份對台大醫學院的

assessment，列舉就任來的成就、目前面臨的

問題、最需要突破的困境、以及對未來的展

望。如果有這樣一份報告事先給候選人，至

少可讓他們能就其經驗提供出新的解決之

道，如此方能找到最合適的人選以繼往開

來，免得像我上次那樣盲人摸象，只知其

一 ，不得其真相。

做為一位校友，我當然希望母校能永遠在

台灣醫學界做龍頭。但目前外在的、內在的因

素，使我看到母校已有 bottle neck (瓶頸現

2001 年九月



象)。確實要想扭轉逆勢，台大必須要找一位

有創新有膽量的 leader 來改造。但只有一個

leader是不可能改變如此龐大的組織 ，所以必必、須

控如口 Ga缸叫uche叮r 在"百Br陀ea趴k吋t廿伽h卅lr昀Oωug吵h P內er巾formance" 一書

中所說 :γ"冶1

人瞭解、認同今後醫學院的工作與目標，並促

使所有的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成為在領導其手

下人員的 leader 。換句話說:院長不只是 set

priority , give out assignment, coordinate wo的

JING FU 景褔醫訊|

and monitor progress '更重要的是必須能激起

每一位工作人員對醫學院的 mission 有暸解、有

認同、有熱誠去執行。只有這樣才能算是一個

好的院長，也只有這樣台大醫學院才能有突破

性的發展。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5 年畢業 ，現任Michigan 大學內科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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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學長、學弟妹 :

您們好!很高興收到景福基金會五月三十日來函，得知景福館之整修

計劃，在此先感謝台大，台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的培育，尤其在本人事業

中斷數年之餘，得獲台大醫院藥劑科的工作機會，因而延續藥師之職，感

激萬分，在藥劑科的師長、組長、同事們的提攜下重建信心，學習新知，

增進臨床經驗，繼而踏入美國藥師的行業，雖然未能進身高官要職，但仍

十分喜好藥師的工作，雖然未能成為工作單位最 popufar 的藥師，但頗得病

患及其他單位員工的認同，但願憑台大人的獨立奮鬥精神能達成“愚公移

山"之重任 。

謹以區區百元的文票表達我心中無限的感恩，來美數年之久，我可以

說“台大醫院的水準，不是、蓋，的"。

敬祝

暑安

2001 年九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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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民國三十七

年畢業於台大醫學專

范光宇

民國三十九年我參

加政府遷台後舉辦的第

一)已高等考試而以第一

名及格衛生行政人員並

由考試院分發至台灣省

政府衛生處服務(當時

, 衛生者尚未成立 ) ，從

荐任科員開始、經股

長、視察及技正等職

務，其間民國凹十六年

考取美國國際合作總署

獎學金赴美國北卡羅來

那州立大學公共衛生研

究院進修，獲得公共衛

生碩士學位，問台後在

台灣省政府新設立之公

共衛生教學實驗院許子

修科，耳1 年七十八

歲，醫專畢業後即服

務台灣大學熱帶醫學

研究所衛生學科(後

來改為公共衛生研究

所) ，其實我對衛生

學並不是特別有興

趣，只因為當時台大

醫院住院醫師是無給

幟，我認為醫專畢業

後還要靠父母生活實

際前不過去，一方面

衛生學科不僅有薪

水，學科主任陶熾教 作者攝於台北市北投區自宅 ( 90 年 5 月) 秋院長之邀請任職該院

授看起來相當有學問

而人緣也不錯，所以我與同年醫學院畢業的林

家青(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兩人一起到熱帶

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科報到，而開始我的人生頭

一個職業:公共衛生研究工作。

10 

副院長職務， 二年後閃

許子秋院長昇任為台灣省政府衛生處長，而由

本人接任|院長職務至民國五十三年，又應訐處

長的邀請接第三任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所長

(第一任所長為顏春輝博士，第二任所長為陳

炯霖教授) ，以後三寸五年一直至民岡七十八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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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如℃日本主 ω 閔係(;1: t <心正是〈、 深﹒養 三字 、 小!見保健字、 母性衛生

字等 l己閔才告諸字余位參加吉札、 論文#.表恰討論是通 U τ 日本 (j)勻，

術 ω 凳展 l己貢獻 U τ 下吉心主 u t己。

之 ω 間 Lζζ 自身也金 1尺大竿仗打心 Z 反竿博士江)字: 1,l 1i' i早已仇夫: 止 、

東京大字如 G (;t保健字博士 ω 竿 1立在授 等 吉仇 τ 打句、 ζ 才d止外固 ω

竿者 t uτl正初時 τω1士卒 T 晶晶主干n; 革步。 吉凸 lζ 東京大字眩 t

部 T(立、 1 986 年 t 1 987 年位客員教授 tu τ 招聘是受付、母

子保健竿教室主 ω 共同研究 lζ 從事吉仇、 主茫大竿 院(j)議議 l己也參加l

吉 h 主 U t2 。

之 ω t2 lf ï1i博士 ω海外仗打什品 ζ 活躍在記錄 lζ 婊吉仇有 t~血。、

之二< (己閔係 ω 深抄?先東京大字監字 8B 吵加 t) 仿者 t Lτ 、 老 ωζ IfJ

績 l乙敏意在表?毛主 t 也 lζ 、 日本 ω 母 子 保健芋: (~J-j 寸志 ζ 貢獻 l已為

占 1己 b τ 感謝申 L 上付毛 ir.第 Tζ 吉心主步。

今後己二也主 T 革才 ζ 健勝古、 吉 G (己 ζ 活躍吉仇志乙己: 1i' l.丹丘:L 、尤:

L 主步。

1 987 年 5 月

東京大字ti?長 森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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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七十六年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出版「 范光字所長出團研

究 、進修及出席國際會議報告集」東京大學總長森巨先生惠予序

文。

年，從研究所所長退休為止，一共在公共衛生

界服務滿四十一年 O

JING FU 景褔醫訊|

是後半段任職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所長

之二十五年間，回憶起來，有不少事情印

象特深而難以忘記，其中有幾件，特此報

告如次。

1. 應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

邀請赴歐洲考察衛生業務

我於一九六八年應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邀請赴歐洲到英國、荷蘭、瑞典、丹

麥、法國及以色列等六個國家考察衛生行

政及婦幼衛生業務，為期六個月，這是一

件相當不尋常的事，通常聯合國派員考察

計劃過程需要二年，先由政府提出有關計

劃及推荐人選，經由聯合國有關機構審查

通過並編列年度預算後通知政府依照計劃

實施辦理。考察期間多為兩個月，我那年

赴歐洲考察可以說是一件相當特殊案例，

完全沒有按照上項程序而聯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未經過我政府推荐，由該組織自動編

列我赴歐洲考察六個月預算，再通知我政

府，這種方式雖然史無前例，但是也不是完全

其間於民國五十年獲得日本國立金澤大學

醫學博士學位，民國五十七年參加我國第一屆

公務人員甲等特考以優等及格衛生行政人員，

民國六十七年獲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保健學博

士學位，並應聘為該大學醫學部客員教授等。

除此，民國六十八年獲得總統頒發全國最優公

務人員榮譽獎章，民國七十二年當選為全國好

人好事代表並獲得嚴前總統頒發榮譽狀，又民 ~ 

國七十三年獲得行政院頒發行政院一等服務獎

狀等，自公共衛生工作開始時從未意料到的殊

榮。我任職國家公務人員四十一年期間，尤其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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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者迎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 ICEF) 總署長仙 He門ry

Laboulse 來台考察婦幼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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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道理。因為在前一年 ( 一九六七 ) 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曾派該組織西太平洋區署法

國籍副署長 Dr . S. Flash 來台考察衛生業務 ，

並蒞臨研究所考察婦幼衛生業務，經本人詳

細報告有關台灣婦幼衛生狀況與研究所業務

等 ， 考察完後我送他出研究所大門 ， 他臨走

時打開天窗向我說 "Dr . Fan I hope I can see 

you in Paris, may be next year" 說完他就離

開研究所 ，我感覺有一點莫名其妙 ， 因我根

本沒有出國計劃， 何來明年有可能與他在巴

黎見面 ?
作者向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總署副署長 Dr. Ma la r 報告

有閩台灣婦幼衛生業務。

回家後 向內人陳櫻次報告今天與 Dr

Flash 談話情形，還是女人的第六感厲害，她稱

說不定 Dr . Flash 暗示你他會幫忙你明年可能有

去歐洲考察之機會，果真 Dr. Flash 一回到聯合

國即向世界衛生組織提議，並獲得該組織同意

編列我赴歐洲考察六個國家之衛生行政及婦幼

衛生業務為期六個月，所需經費並列為該組織

一九六九年補助計劃 ， 再通知我政府辦理。因

此本人能夠有機會自該年二月至七月赴英國、

荷蘭 、瑞典、丹麥、法國 、 及以色列等六個國

家考察其衛生行政及婦幼衛生業務，這次考察

12 

k 

作者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區署長附加rWI的報告有

關該會補助婦幼衛生各種計畫IJ之推行情況。

使我對上項國家之衛生行政與婦幼衛生業務有

深刻的了解 ， 對我後來擬訂改進台灣婦幼衛生

保健業務各種計劃有甚大的幫助，對提高我國

婦幼健康亦有相當的意義。我在法國、巴黎期

間雖未能見到 Dr. Fla叭 ，因為他巳調升為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總署副署長而駐在瑞士、日內

瓦 ， 但是對 Dr. Flash 的好意，至今難忘，特此

表示衷心的謝意與敬意。

2 . 出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

一九七一年度執行委員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開一

次， 一九七一年度執行委員會於該年四月十三

日在瑞士、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召開，我國

當時為聯合國三十二個兒童基金會執行委員國

之一，該年執行委員會我國派駐聯合國公使王

孟顯為代表 ， 本人以顧問與會，於大會上除王

公使代表中華民國感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多年

來協助我國推展兒童教育、福利及衛生方面各

種計劃之外 ，本人報告該會援助我國各種計劃

在台灣推行情形並獲得執行委員會對我國有效

推展該會補助各種計劃表示讚許。在審查該會

年度預算時本人發現兒童營養補助款不但沒有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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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反而減少，因此本人當場發言表示異議，

我認為營養為兒童健康之重要因素，而且兒童

健康仍為兒童基金會援助的主要目標，所以不

應該減少兒童營養補助款，執行長認為相當有

道理，因而我國當年提出補助改善台灣區兒童

營養款三十五萬元美金於大會審查時無異議通

過，但是不幸的我國於該年十一月退出聯合

國，因而該項補助款以後就沒有消息了。

執行委員會結束後，基金會招待執行委員

赴法國巴黎及丹麥哥本哈根考察該會主辦的兒

童保健醫師訓練中心及基金會器材供應中心。

於最後檢討會，本人曾提議兩點: 1. 希望巴黎

兒童保健醫師訓練中心除法文之外應開辦英文

訓練班以使講英語國家醫師能有機會參加該訓

練班。 2. 希望除哥本哈根之外兒童基金會應在

亞洲地區設有該會器材供應中心，可避免該會

補助亞洲國家器材從遙遠的北歐運到亞洲所需

龐大的運費，甚至有些器材從亞洲國家購買後

送去哥本哈根供應中心再送回亞洲補助國家等

不合理現象。

以上兩點建議執行長認為甚有道理應可考

慮辦理，但是因我國退出聯合國後，該項建議

案是否有照辦，就無法也沒有意義去追究了。

3. 公務人員甲等特考衛生行政人員

優等及格

民國五十七年考試院舉辦了中華民國第一

次公務人員甲等特種考試，該考試高於高等考

試也是我國公務人員最高考試，及格者即得簡

任官任用，是我國考試制度的重大突破，也是

考試院成立四十年來第一次舉辦的。參加考試

人員必須具有博士學位或碩士、副教授具有四

年以上任職公教人員經歷者。考試分為初試及

複試，依考試規則二月報名，並同時送著作審

2001 年九月

查，六月發表初試結果，七月口試而八月發榜

等，恰好本人該年二月起應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邀請赴歐洲考察衛生業務六個月，至七月中

始得回國，因此時間上根本不可能參加該項考

試，所幸內人櫻次非常關心甲等特考，她從報

紙看到有關考試院要舉辦第一次甲等特考消息

後，即自動替我領表報名並同時送去我曾獲得

醫學博士之主論文(原作為英文)。沒有想到

該著作卻被考試院退回，因該院不受理英文著

作必須翻譯中文後再送審，因時間緊迫，櫻次

只好到婦幼衛生研究所請幾位精通英文同事漏

夜趕辦翻譯工作，所幸能夠在按規定期限內完

成，並再送考試院審查，我非常高興六月底我

在法國巴黎考察業務時，接到初試通過的通知

而七月回國，剛好趕上口試。口試委員為當時

衛生署權威人士如台大醫學院院長魏火曜'國

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衛生署長顏春輝等五位

委員。從著作及衛生行政學等問答三小時，雖

然我認為口試還不錯，但是很糟糕的是我當場

發現有幾個醫學專門名詞中文翻譯有錯誤，我

即當場說明英文原意及發生錯誤原因等，因此

對這次考試不敢抱持太大的希望，結果八月十

七日報紙刊登甲等特種考試錄取名單我竟以優

等及格衛生行政人員，實為完全意料之外，該

年甲等特考錄取三十九人，其中包括不少當代

名人，如現任監察院院長錢復、前總統府資政

徐立德、前財政部長陸潤康、前文化局長王洪

鈞以及前教育部長李模等人士，顯示考試院舉

辦第一次甲等特考意義特別重大並完成為國舉

才的重要任務。

我參加甲等特考主要意義為挑戰我國公務

員最高考試而已，對我來說並無實質意義，因

為我早於民國五十二年任職台灣省公共衛生教

學實驗院院長時已經為簡任官。無論如何，甲

等特考及格對我雖無實質意義，但是給我很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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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勵並使我有更大的信心挑戰種種困難，我

認為只有堅強的意志與不斷的努力奮鬥'沒有

達不到的目標。

我在此特別感謝內人櫻次，如沒有她的協

助與鼓勵，根本不可能參加這次甲等特考，更

談不上榜上題名。

4. 婦幼衛生研究所與世界衛生組織
共同研究計劃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加強推展婦幼衛生

與家庭計劃業務，從世界各國選出十個研究所

以共同研究 「 家族構成與健康之流行病學的研

究 」 以作為各國推行婦幼衛生與家庭計劃工作

之理論依據。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為被選十

個研究所之一 ，並指定本人為該研究計劃主持

人，世界衛生組織於一九七二年撥款四萬元美

金並派該組織流行病學專家 Dr. Omran 為計劃

共同主持人會同本人辦理有關計劃之設計、調

查、資料分析以及研究報告草擬等事宜。該研

究工作後來因我國退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而

停止補助款，致研究計劃一時停頓，所幸者共

同研究主持人 Dr.Omran 為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

流行病學教授而且係本人在該大學研究院念書

時的前後期同學，他認為在台灣的研究資料相

當可靠而有價值，中途停止實為可惜，因此他

以北卡羅來那大學名義，向美國國際合作總署

申請繼續辦理該項研究工作並由該署再撥款八

萬美金以便本研究工作順利完成。為本研究工

作之順利，本人曾應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兩次赴

瑞士，日內瓦該組織總部與主辦官員研討有關

研究進度及研究工作上的種種問題，及兩次應

一一一 \ 
一_....-À

作者於民團六十八年獲得總統頒發全團最優公務人
員榮譽獎章。

結果相當有價值，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本研究報

告可提供各國推展婦幼衛生與家庭計劃之重要

理論依據，我在此特別要感謝聯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補助研究費，尤其是

我的共同研究主持人 Dr. Omran '沒有他的支

持與協助本研究計劃無法順利完成。

5. 榮獲全國最優公務人員榮譽獎章

政府每年從全國公教人員中選出最優公務

人員並由總統頒發最優公務人員榮譽獎章，本

人於民國六十八年，即我服務公務人員滿三十

年後在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所長任職內 ， 被

由台灣省政府之推荐並獲得全國最優公務人員

榮譽獎章 ，應為公務人員之最高榮譽。

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邀請赴該大學與共同研究 獲得全國最優公務人員事由依行政院六十

主持人 Dr. Omran 共同分析資料與研擬研究報 九年十月第00三號通報為「台灣有婦幼衛生

告等，以便該研究於一九七六年順利完成。本 研究所所長范光宇曾奉派代表我國赴巴西出席

研究工作雖然費了不少時間與經費，但是研究 第十一屆世界營養會議堅持反共立場圓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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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並主管台灣省婦幼保健業務及改善國民

營養成績卓著 J 本人能夠獲得全國最優公務

人員獎章實為莫大光榮，特此感謝台灣省政府

之推荐以及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全體同仁的

全力支持與協助推展台灣省婦幼保健與改善國

民營養業務始得此項榮譽。

日本國立責京大學總長森E先生在總長室接待作者夫

婦並頒贈該大學榮譽紀念章。

我國駐日代表，馬紀壯先生(後m右四)為感謝東東大
學協助改進台灣婦幼衛生業務特設宴款待該大學總長

森E先生吭儷( f創Î r右二 ， 前排右三) ， 自言IJ代表林

金莖夫婦(後m左二，前排右二)東大婦幼保健教授

zf山宗宏博士夫婦(後llF右三，前排左二) ， 作者夫

婦(後llF左三 ，前排左 )及舍弟日 本海上保安團軍第

五管區本部長范光遠夫婦(後排右一 ， 前排右一) 等

作H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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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感謝東京大學醫學部婦幼保健學主任教授平山宗宏

博士多年對台 /彎婦幼衛生貢獻良多 I 作者代表政府特

為頒贈紀念獎牌乙面。

N 

為感謝日本母子衛生協會理事長江井晃先主多年協助
改進台灣婦幼衛生業務之功勞 ，作者代表政府 l 特頒

贈紀念獎牌乙面。

6. 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與日本國

立東京大學醫學部合作計劃

我於一九七五年與師範大學家政食品系主

任鄭美瑛教授(為前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夫

人)共同赴夏威夷出席美國東西文化中心主辦

的東亞杜區營養工作人員訓練研討會，於會本

人報告我國改善國民營養及社區營養工作人員

訓練情況。日本主席代表，國立東京大學醫學

部保健營養學科主任細谷憲政教授對我國婦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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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h.f l~ 
東京大學為日本學術界具有領導地位，

因此外國學者被邀請為客員教授者並不多。

我所知中國人只有前台大精神科主任林宗義

教授曾以國際精神科學會會長身份擔任過該

作者 ( 前排右二)帶領婦幼衛生考察團赴日考察婦幼衛生業務

由日本母子衛生協會理事長江井晃先生(前排左 )及業務理
事山下章教授 ( 前排右 )親自接待正報告該會有關業務(前

大學客員教授之外，本人應為第二位，更難

得者該大學森直總長認為本人多年對該大學

醫學部教學與研究有所貢獻，特頒贈該大學

榮譽紀念章乙枚，實為莫大的光榮。前後十

年與東京大學之研究合作計劃對我國改善國

民營養及婦幼保健有甚大的幫助，本人在此

對東京大學醫學部保健營養學主任教授細谷

憲政博士與婦幼保健學科主任教授平山宗宏

博士之長期協助與合作及提高我國婦幼保健

與改善國民營養表示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排左二為作者夫人陳樓次女士)。

營養之改善甚感興趣， 他提議該大學醫學部保

健營養學科與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之長期研

究合作計劃將對兩國改善婦幼營養工作都有幫

助，我回國後即擬訂了 「 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

所與日本國立東京大學醫學部研究合作五年計

劃 」 經該大學同意後呈報省政府委員會審查通

過並核准編列五年所需經費自一九七六年度起

實施辦理。

該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卜)台灣省婦幼衛生

所每年保送二名高級技術人員赴該大學研習社

區營養，為期三個月。(司該大學聘請本研究所

所長為醫學部客員教授協助該大學教學及研究

事宜等。本計劃實施五年後雙方認為圓滿預期

目標，並同意續約該計劃延長為十年，並擴大

合作範圍以婦幼保健為主題，因此訂約對象亦

改為該大學醫學部婦幼保健學科平山宗宏教

授。東京大學依約每年聘請本人為該大學醫學

部客員教授協助教學與共同研究工作， 一直至

本人退休為止。

16 

7. 當選為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嚴前

總統家 j金頒贈榮墨狀

中華民國各界表揚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

會，每年選出全國好人好事代表以表揚並頒贈

好人好事代表榮譽狀，本人於民國七十二年得

由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之推荐，並榮獲全國

好人好事代表，並由中華民國各界表揚七十二

年好人好事代表大會主席前總統嚴家注先生頒

贈全國好人好事代表榮譽狀，實為中華民國國

民之榮譽。推荐事由依中華民國兒童保健協會

民國七十一年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案為 「推荐本會常務理事范光宇為七十二年

全國各界表揚好人好事代表，以表揚其畢生為

台灣婦幼保健工作貢獻 J 本人特此感謝中華

民國兒童保健協會之推荐而獲得本項榮譽。

8. 出席第十一屆國際營養會議

第十一屆國際營養會議於一九七八年在巴

西里約熱內盧舉行，世界八 | 六會員國派員出

席，與會人數三千多人，如日本就有一百多人

組成龐大代表團出席，而中華民國只我一人單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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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匹馬赴會。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相當險惡又

複雜的情況之下，能夠達成任務實在不容易， 車吉 語-

當時巴西己承認中國大陸，因此基本態度上並

不希望我國代表出席，但是我國為國際營養聯 我於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屆齡，自從婦幼衛

盟組織的會員，大會秘書處亦不能不通知有關 生研究所所長職退休，我認為退休生活最大的

開會日期及預定相關活動等資料。我年初接到 優點是沒有時間的限制與約束，而能夠自由安

通知後即按照期限內送出論文並表示於大會發 排自己的時間，做自己希望做的事，但是最大

表演講，等待秘書處送來同意書後即向大會秘 的缺點也就是因為過於自由而往往失去了原有

書處請教有關巴西入境簽証事宜，結果如石沈 規律的生活，所以如何能夠維持自由而有規律

大海，音信杏然，原來巴西根本無意要我們出 的生活，實為退休人員的重要課題。我自從研

席，自然也用不著回信了。 究所退休，同時辭掉了所有的公職而重新安排

我的退休後工作與生活，而以有益身心健康且

我等了三個多月有點焦急，只好靠秘書處 少有緊張與煩惱的工作為原則。目前被選為台

同意書委託巴西航空公司，直接向巴西駐日本 北市范姓宗親會理事與新竹縣褒忠亭義民廟常

東京大使館申請，竟獲得入國簽証。開會前夕 務董事均為無給職，前者為宗親而後者為鄉里

我抵達大會會場碰到唯一中國人楊月 1宣博士， 服務，除定期開會之外尚無時間上的約束，更

使他感到非常鷺訝，原來楊博士是以美國夏威 無工作上的壓力，最適合退休後的生活。

夷大學教授身份申請簽証，曾經遭遇許多麻

煩，而我居然以中華民國代表前來參加， 實在 除以上經常性工作外，有時應邀做專題演

大出乎他的意料，更感驚訝者應該是大會副秘 講或參加會議，其餘時間則儘量夫婦兩人，有

書長科拉馬，他萬想不到我會在大會中出現， 時候與幾位兄弟或朋友一起出國旅遊，我認為

所以早就印好的出席會員名單，既沒有中華民 對身心健康頗有益處。

國，演講人也沒有我的名字，我為此事向秘書

處提出抗議，並出示科拉馬簽字的出席及演講 我退休已滿十年，其間出國旅遊已有三十

同意書 ，秘書處自知理屈，空日大會公報上追 多次，除美國、歐洲、加拿大、紐西蘭、自琉

列我的名字與演講時間，我按時間以 「中華民 及中國大陸等十幾個國家之外，幾乎每年一 、

國婦幼營養之調查研究 」 為題於大會發表演 二次到日本溫泉之旅。我已近八十之齡，能夠

講，主持演講會的克拉芝博士為德國籍聯合國 健康而時常夫婦一起出國旅遊、泡溫泉實為人

糧農組織的高級官員 ， 他在作評語時讚許中華 生的一大樂事，今後只求有良好的健康而長

民國各方面的進步，尤其婦幼營養的改善可供 壽，其他就無多求了。我具有良好的先天體質

各國之參考等，大會結束時副秘書長態度作了 (父九十三歲，母九十八歲)如能夠保持健康

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不但向我表示歉意，也將 三大原則，適當的飲食、運動與休閒，加上愉

一度把我們稱台灣自動改為中華民國，許多出 快的心情，相信達到上項目標應不是問題。

席大會代表也紛紛前來和我握手致意 ，表示對

我們和善與友誼，做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作者係母校醫學專修科 1948 年畢業， J見退休)

2001 年九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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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的省思

可曾想過，當生命的列車抵達終點，您會

從容不迫的離座，或慌亂不堪地下車?激賞二

次大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 「酒店關門，我

就走。 」 的灑脫否?那要未雨綱繆一在酒店未

打佯'在心裡就先有一番準備。如果您有機

會，把器官遺愛人間，那選擇的是 「荷盡已無

擎雨蓋，還是菊殘猶有傲霜枝。 」 呢?

國人對器官捐贈風氣猶未盛，較之歐美國

家，僅及其五分之一 。究其原因，不無國人深受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

的影響。期以完軀，見先人於天上或地下。就如

太監要把那 「 寶貝兩粒 」 歸位合葬，同樣的道

理。另外，國人也忌諱言死，避談器官捐贈。言

之，就不吉利、觸霉頭似的。其實，古人也並非

絕口不談死。諸如一 「不知生，焉知死? J 、

「朝問道，夕死可也。 」 、「死有重於泰山，輕

於鴻毛。 」 等。還有，大丈夫的「生而何歡，死

而何懼。 J 其實是懼怕在心，壯膽的喊話。至

於，談論他人之死，可就口沫橫飛。小說裡綁赴

刑場的江洋大盜，在遊街示眾時，猶昂首闊步高

IJ乎一 「砍頭，不過頭點嚕。項上多塊碗大的疤。

廿年後，又是好漢一條。」。只是當時無器官移

植。不然，或可改成一「砍頭，不過頭點地。項

上的疤，或許沒用。要器官的，儘管來取用。廿

年後，又是好漢一條。你我有緣，閣再來“交

關 o J 。渠等不致腿軟癱瘓一旁，諒必以「廿

年後，又是好漢一條。 」 來壯膽，又加上有一大

票觀眾捧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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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生有涯，死必然。 」 。生命之擺，

其啟動不操之在我，其停擺亦大多非人願。只

有坦然面對，才能 「生也安逸，死也自得。 」 。

死亡這一關， 一定難過，但人人得過。那是除

去“人籍"必要的 check out 手續。它一定有諸

多負面，使人厭惡、恐懼，不願意去接受。但

如何才能以平和、超脫的心境去面對呢?那端

賴怎樣去闡釋死亡，進而建立一個健康的人死

觀。 「 宇宙是人生的逆旅，光陰是百代的過

客。 J 時間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J 寰

宇也只可借居，不能久留。 一個遊客，終究不

能戀棧流連於一個景點。就以秦始皇派徐褔赴

東瀛蓬萊仙島，求取不死仙丹，來看其抗拒死

亡的心理一那是對生的不捨、對有朝一日盡失

所有的不甘、對榮華富貴的貪婪、對死後不可

知的恐懼、對幻滅的失落感......。這都源自以

我為本位的死亡觀。沒有跳脫自我的獎籠，何

能自在地面對死亡。自村 ，要培養一個豁達的

死亡觀，勢必先要把小我擴展為大我，視自我

與大自然為一體。古書 「 封神榜 J 哪此戰

死，刻骨還父，割肉還母。此身受自父母、源

白天地，終得回歸自然，還諸天地。若以小我

看待死亡，那麼死後，便不再有我這個形影，

軀體也必腐朽消逝。然而，以大我觀之，谷fJ另

有一番，闡釋。死亡並不是幻滅，只是以另一形

式存在而已。以在有生之年，其實就有諸多物

質、元素，進出自己的個體，與生命結緣，有

些也己早一步回歸自然。俟死後，這崩解了的

軀體的元素，也重新組合，存在於諸般有1育、

200 1 年九月



無情的世界一「化做春泥更護花」或附寄於鳥

蟲花卉'競相爭奇鬥艷;或隱遁於山巔松柏，

人我兩忘士也俯視大千。如斯、與自己有關的物

質，不又一樣也沒少地存在於大白然裡?生

命，不就這樣生生不息的循環著嗎?這不正是

「長去永在 J ?存在是超越生死的，它非始於

生，也不止於死。明此，在死亡關卡上，就會

了無牽掛、毫無缺憾地 check out 。就像一位成

功的演員，輕鬆愉悅地謝幕。這一席話，或許

讓您以為我開了個「生命無限公司 J 把生意

做大了。那麼說樁具體的，以器官續命活人，

正是把自己即將溶入大自然的前夕，做到「死

而不休 J 發揮遺愛大用。讓生命的黃昏，媲

美夕陽的絢麗。可預見地把生命延續活在不同

的個體裡，在寰宇中的關係，又做了一次的洗

牌。如斯，因死亡而重生，且擴展了自己生命

的領域。欣聞將於後年五月，於國人的健保卡

上載明器捐的意願。朋友們!樂於共襄盛舉

嗎?

國內首度的器官移植是腎臟移植，迄今幾

近四分之一世紀，也約莫在廿年前，成立了器

官捐贈協會，大力鼓吹拓展器官捐贈，但目前

還成效不彰，尚待繼續努力。尤賴各界群策群

力，大力推廣;諸如報紙、媒體善盡宣導之

務;賢達、政要領銜帶頭，起示範作用;常捐

血者 ，更是一群更接近器捐的菩薩，故在捐血

車上，設置器捐服務窗口;在人群聚散處，如

車站、大百貨商場及青少年的聚會活動上，多

加宣導;或做象徵性的鼓勵，給認捐者， 一次

年繳所得稅幾萬元的扣除額;器官捐贈協會，

設置專線專人服務，使輕易能辦妥認捐手續;

加強腦判醫師及移植醫師的陣容，做全天候的

服務。又有完備的法令相配合，使器官移植，

授受雙方，均得圓滿。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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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諺 r I買藥醫假病 ， 真病無藥醫。」

誠然 ， 於醫藥相當發達的今日，依然有些疾

病 ， 還是藥石罔效，端賴器官移植，方能續

命。在未另闢他途，如「異種移植」之前 ， 器

捐還是最便捷、最經濟的來源。有謂生老病

死、生命凋零，本是千古不易的常理。器官移

植，嚴謹說來，有點違逆自然、背天道而馳!

甚或操刀器移的醫師，有時亦不能完全釋懷。

但無可否認的 ， 它可讓病患續活出健康的生

命，澤被其親屬，而完整了瀕臨殘破的家庭。

自村 ， 天聽自我民聽 ， 何況，上天有好生之

德。如果追究，誰發達了醫藥，造就了器移醫

技?這一切不都是上帝的旨意嗎?理應得到上

帝的諒解與祝福的。在中古世紀，肺炎及肺結

核都會死人的，有了抗生素之後 ， 這些病才不

再是不治之病。抗生素之使用，使原本必死的

人，又得以活蹦亂跳、存活下來。在當時看

來，不也破壞了當下的自然法則 、 擾亂了其生

息常態。不過，事過境遷，如今，會有誰認為

它有違白然呢?

日前報載，時下有九成以上的國人，認同

器捐的理念。去年有九十三位腦死病人器捐，

讓一百九十三位病人受惠。平均每三十位等待

器官移植的病患，才一人如願。國內器捐，依

然短拙。有誰為那等待卻失落的病思請命?我

一位可敬的山友葉兄曾說 r在生命謝幕峙，

要以有用的器官，濟世活人。把浴火的骨骸，

還諸天地，遍灑雪山巔。」。見賢思齊嗎?遑

論有無輪迴果報，把生命的最後，遺愛人間，

不也是一項慈善事業、公益投資嗎?朋友們!

心動不如行動，進場嗎?就現在!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72 年畢業，現任母院影像醫學部神

經影像診斷科主任及擔任景福醫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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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

太對我說:

“當你時常

回憶峙，你

已經老了"。

我姓林

林光治

專門學校十

一屆 1932 年

畢業，前台

大醫院眼科

主任 )也同

在 一 個醫

院，空襲時

因沒有藥

物，母親在

光復前二、

三個月去世

於肺結核或

，名光治，

生於台灣南

投， 1966 年

畢業於台大

醫科， 一 轉

眼 已 過了 三

十凹年，現

在還老當益

林光治醫師賢(亢儷

肺炎，爸爸

的四弟兄都

壯，大概平時多運動，打網球有關。記得當年

1967 年出國到威斯康辛大學唸生化研究所時，

體重祇有 118磅，面黃肌瘦書生，打網球一 Set ' 

已喘不過氣來。如今體重約 165 磅，單打網球

二 、 三 Set '還不會筋疲力盡。

我出生在二次大戰時期，父親林思那是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第一屆( 1937 

年)畢業的，母親陳桂畢業彰化女中，幼時

印象最深的是爸爸被日 軍征到廣東當軍醫，

他的同學楊燕飛醫師(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

20 

是醫生，大

姐林錫蘭，嫁給洪源火醫師(醫專十屆 1931

年畢業) ，他們都是台大醫學校、醫專或醫

學部畢業的。

現在祇有四叔林松齡醫師及姑丈洪醫師還

在臺北，父親、大伯父林野醫師(醫學校二十

屆 1921 年)和二伯父林成己(醫學校二十二屆

1923 年)都己去世。爸爸在光復後才回台灣，

帶著我和姐姐一起到臺北開業，先在姑丈的洪

外科醫院做事，那是當時大稻程最大的私人外

科醫院 o 那段時間，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二八事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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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醫院走廊及院內，有一 、 二十個擔架的

屍首，大多數是槍傷不治死的，記得在空襲

三 、四歲的時候，常常想跑到外面看美機轟炸

日月潭的水電站，被媽媽捉回屋裡， 當時對於

死亡沒有一點恐懼，當二二八事件時，我被有 7-

8 歲，懂事了才覺得死亡的恐怖，如今我是基督

徒，對日後神的安排都沒有顧慮。

1949 年爸爸搬到萬華開業外科，我也由永

樂國校轉到老松國校，那有學生八、九干人，

號稱世界最大的小學。畢業後考入建國中學，

同班的同學多數都直升高中，同學中有王秀

雄、楊敏盛、溫啟邦、張信雄和陳旺仕等，都

是十三年從進初中到醫學院的同學，在台大醫

學院時有周省三 、游正德、洪正辛 、 蔡文雄同

學的父親 ，都是我爸爸醫學院的同班同學，有

的也是他在臺中一中的同學。

我在高中時想要讀大學醫學院，課外時間

常在醫院襄作助手及藥局生。我家有三樓， 一

樓是門診， 二樓是病房及手術房， 三樓是住

家，當時醫院沒有一定時間看診，半夜有病人

來敲門，爸爸就要起床來看病人，有時一夜起

來三 、四次。因為醫院近萬華大理街，有不少

黑社會份子佔地盤而互相鬥爭，五十年代少有

手槍，大多數用武士刀鬥殺，有的被殺的渾身

是傷，需花費一 、 二小時才能縫好所有的傷

口，從肌廳、肌肉縫到外面的皮膚，有的要接

神經，結紮血管，如果出血過多或有嚴重內傷

的，就用救護車送到大醫院治療。我的繼母呂

阿秀她也整天在門診幫忙父親。

習醫師一年內，陸陸續續用暑假及課外的時間

與林榮耀講師及林仁混講師作銀合歡毒素及雞

母珠毒蛋白的試驗，後來也和董大成教授及林

國煌教授做研究， 共有四、五篇報告在台灣醫

學會雜誌發表。

范進褔醫師是我同班同學，也是我的妹

夫， 他到紐約作麻醉科住院醫師三年，是我們

班上最早做主治醫師 (attending) 的 。同班同學

李清木醫師是最早作臨床主任的。醫學院畢業

後我在台南空軍醫院外科服役一年，張信義同

學也同在內科一年，同住一宿舍，我拿了威斯

康辛大學獎學金到邁迪森念書，張信義兄留在

台大做精神科 。到了威斯康辛州 ，才知道生化

陣容很大，有醫學院的生理化學系，有農學院

的生物化學系， McArdle 癌症研究中心，有醫院

的臨床癌症系， 有酵素研究中心及生物系的分

子生物學系， 林仁混講師在 McArdle癌症中心，

他的太太蕭水銀講師也在藥理系念博士 ，還有

台大生化研究所的許溢昌先生也到農學院念生

化博士，我做研究生時生活勤苦，我的未婚妻

1968 年來密西根大學念書，當年1勞工節我們在

威斯康辛結婚， 一年內沒車，都要 tt 行到學

校，有時半夜才走回宿舍。在研究院主修生理

化學， 副修遺傳學，博士論文有關 Cytochrome

C 氯基酸組序， 1971 年畢業後，在同系做博士

後研究，做紅血球 carbonic anhydrase 酵素的

功能， 1974 年搬到田納西大學諾城當研究助教

授， 主要做血紅素遺傳及氯基酸代謝之研究，

同時兼生化遺傳診斷及進修臨床遺傳學。 1978

年後主要做生化遺傳病的化驗及小兒科遺傳病

診斷，包括有氫基酸代謝障礙， 有機酸代謝障

醫學院畢業後 ，爸爸要我做外科， 因為表 礙，黏多酷疾病 (MPS) 、粒線體疾病 (mitochon

兄洪辛雄(醫 62 )也做外科，而我在醫科一年 drial disease) 及過氧化體 (peroxisomal disorder) 

級時對生化特別感興趣，在醫學院四年級和實 疾病等。 1983 年升醫學生物系副教授、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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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Michigan 底特律的 William Beaumont 醫院

作小兒科住院醫師，再考過生化遺傳，臨床遺

傳專家考試， 1988 年轉到田納西州納城馬哈利

醫學院當小兒科副教授兼田納西州遺傳病門診

和市立醫院小兒科臨床遺傳科主任， 1996 年轉

到州政府低智傷殘療養所，治療病人中有唐氏

症，其它神經退化症及染色體病的，新陳代謝

病的如 Phenylketonuria '骨骷畸型侏儒症 ，

神經管閉鎖不全及水腦症等。我在 Knoxville 的

一段時間楊文光醫師(醫 62 )在橡抒國家研究

所當主任，我們有些合作的研究論文，楊醫師

現在中央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我的內人洪照美是標準的家庭主婦，相夫

教子，整天為先生及子女而忙碌，兒子 Oav id

畢業史丹佛醫學院，女兒 Jane t 畢A業 Emory 醫學

院，現部任住院醫師，在威斯康辛州時他們從

出生， 到如今已成人了，難怪我也覺得自己老

了一些。我太太的妹夫張飛雄醫師( 醫 67 )、

三妹夫許1世雄醫師(醫 75 )都自己開業或參加

group practíce '我的子女，將來大概會做臨床

開業的醫師。

我一生經歷過科學和醫學的最大進展的時

代，生於青徽素 (penicillin) 發現的時期，由積胺

劑進入抗生素的時代，中學時進入了醫學診斷

的時代，血液學診斷，用血清酵素可查出肝，功

能及心臟肌模塞，用心電圖作診斷心臟病，器

官的移植 。大學時進入生化的時代 ，電腦的進

步，由打卡的慢動作，進步到現在的超電腦及

網絡等的知識超級公路 (Information Super high

way) 作網路醫師 (Web MO) ， 二十一世紀更是

劃世紀的人體基因時代 O

有很多的新藥物， 生長促進素、荷爾蒙、

22 

抗癌藥，都由遺傳基因工程製造出來的，如糖

尿病、高血壓的新藥，用特殊抗體 (Monocional

Antibody) 對癌之早期診斷及治療也有進展 O 電

腦斷層掃描 (CT Scan) 及核磁共振影像 (MRI) 是

臨床診斷不可缺少的儀器，也因人體基因解碼

將在一、二年完成，所有的疾病，遺傳及非遺

傳的大多都是有基因的變化，由於用基因診

斷，來做基因之治療，對有些以前認為不治之

症，現在也可能治癒，我也希望能繼續工作

一 、 二十年，來參與這新的醫學世紀。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 ，現任田納西大學生化教

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

暨細胞生物學科

每織鑄造2級逼著&w

(→應徵資格:

1 具者解剖學武細月之主抑爭相願博士學

泣。

2具有站迫學1立法之解剖學武細月之主抑

學中8蚓之研究程度，至二弘一平 。

3. 具有至二弘一平以上解剖學相朋課程之

教學經驗。

4 其獨立研究試力。

口檢真資料:

個人最皮、三三封以上推薦函、學經虛設

1牛影本、著作目錄及著1們也印本式影印

本，禾來者文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看見方
於睹解申請寄之資料。

同起聘日期:九十一平八月一日

國截止日期:九十一平一月一日

(以郵戳系，還)

(五)聯絡地址:

台北甫仁愛路一段一號六樓

自大醫學院解剖學堂細昆主知學科

王:申丈夫主任

(拘傳 真: 886-2-23915292 
個聯絡電話: 23562211 張， I、姐

L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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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一步，看台灣的平民總統

一總統使儷中為美之符

今年五月，陳

總統水扁先生為拓

展台灣在國際社會

地位和鞏固我國友

邦，展開他就任以

來第二次的元首外

交;我也受邀擔任

隨團醫生，也因為

這樣，有了更進一

步接近第一家庭機

會;隨著總統的訪

問行程、國宴、歡

迎等等活動，見到

11 11 

'111 

令﹒

參訪宏都拉斯博物館留影

. 
y 

了許多在螢光幕以外的陳總統夫婦，也深為我們 合作及觀光等議題會談。

國家感到幸運，有這樣一位活力充沛的領導者。

張金堅

策略聯盟，加強合

作，共創繁榮，進

一步鞏固邦誼之

外 ， 也希望能凸顯

台灣參與國際社會

的能力及意願'同

時彰顯台灣與中南

美國家密切的關係

與邦誼 O 總統與中

美洲各國總統及貝

里斯總理，針對我

與中美洲地區的政

治、經貿、投資、

這 16 天的行程中，除了過境紐約與休士頓，

這次的醫療團隊醫師有五位，護理人員二 幾乎是馬不停蹄的滿滿節目;首站是美國紐約，

位，包括台大醫院韓毅雄醫師、簡雄飛醫師、洪 美方高度的禮遇接待我們，對台灣來說確實是一

健清醫師、朱光恩醫師、楊小玉護士、簡桂華護 種鼓舞;難能可貴的是，更有多名參眾議員包機

士 ;我們除了照顧總統及夫人外，也必須負責全 專程自華府趕來紐約和陣總統見面，台美關係可

圈人員的健康，提供即時、適切的醫護工作;也 算是向前跨了一大步。這也是台美有邦誼以來前

因為與團員的朝夕相處，培養出不少友誼。 所未有的。

此行主要目的是參加於薩爾瓦多舉行的「第 訪問團初抵紐約，當地正下著大雨，我們都

三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國家元首高峰會議 J 這 在想，可能只有禮貌性的一些歡迎人士吧，結果

項會議是我國參加最重要的政府與政府間國際組 當地的僑胞絲毫不受風雨影響，如|育的歡迎陳總

織之一。除了希望能結合民間力量 ，和區域建立 統，而|凍總統也不斷揮手答謝僑胞的歡迎。從這

2001 年九月 23 



參觀中華民國駐隨爾瓦多大使館

h 報伊喻\-y輝寸

觀賞瓜士也馬拉民俗舞蹈

參觀宏都拉斯博物館，館長解說時留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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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開始，緊湊的行程就再也鬆不下來

了!

總統和我們同樣有時差 ，吃著同樣的

伙食，每天忙得不可開交 ，但是連我們都

感覺疲累不堪，他卻隨時如一陣旋風般，

無論看棒球賽或與華僑餐敘，永遠精力充

沛 ， 不會疲倦一樣，真是令人佩服不巳!

十六天中幾乎馬不停蹄，但見陳總統

隨時面帶自信的笑容，不但體力充沛，勇

往直前，而且在國際會議大場合、國會演

說、各式拜會活動及記者招待會中，必然

展現出寬大格局的氣度與中肯得體的應對

機智。 一般人都受不了了，而他除了每日

忙祿緊湊的行程外，還要關心國內政經情

勢的變化，勞心勞力比誰都累，然而表現

出來的卻是神采奕奕， 全力以赴為台灣打

拚、真正代表了 「 台灣之子 」 所需具備的

領袖氣質，也是我們自豪為 「 台灣牛 」 、

「 台灣人傲骨精神」 的真實寫照。

國內經濟不景氣，總統的出訪確實引

起了立委交相質疑;雖然外交部強調外交

工作是長期經營不能隨意放棄，卻也連帶

考驗了總統的智慧。在這十多天中 ，得以

近距離 「觀察 」 陳總統，見到在總統的光

環圍繞下，確實也紮紮實實做了許多元首

外交工作。

在紐約與美國二十多位眾議員及市長

朱利安尼餐敘，講的不只是表面的外交辭

藻， 而是實質的要求支持台灣加入WTO 、

WHO 等國際組織;中美洲五國元首會議

上，不只是笑談各國元首的綽號，而是積

極爭取台灣加入中美洲國際組織，時時玄IJ

2001 年九月



刻為加深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而衝刺。正

式行程外，還親訪慈濟大愛村主動關心薩

爾瓦多震災情況，參訪巴拿馬 Santo

Tomas 醫院及巴拉圭兒童醫院，並主持誌

謝牌揭牌儀式及落成典禮，將台灣愛心送

達中美洲友邦的人民身上，足見總統對友

邦國家之醫療照顧與人道關懷之重視，而，

這也是台灣善盡國際義務之具體表現;參

訪瓜地馬拉舊都安地瓜，他也不忘強調台

灣固有的本土文化。這一切檯面上下的優

異表現，是為顯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台灣是國際社會不容忽視的角色!陳

總統的一言一行，無不為照亮台灣而努

力，這使我深深感受到我們幸而有這位平

民總統能勇敢地 「站起來!走出去! J 也

幸而總統有過人的體能，台灣才能在外交

驚濤駭浪的困境中，走出希望。

也許是國內媒體的選擇性報導，並沒

有將按光燈打在這些優異的表現上，反倒

是汲汲營營在偶爾捕捉到的拜會場合中

「 閉目養和l ' J 片刻鏡頭大作文章 。從醫生

的觀點而言 ，總統確實有超人的耐力與意

志力，持續保持最佳的體能狀況，若是一

般人早已不勝負荷了。總統賣力的付出，

時間利用得淋漓盡致，沒有一分浪費，真

是令人由衷敬佩 ，正是應驗了總統自己所

說 「是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像什麼 J

在那一剎那的休息， fX見到的是陳總統立

刻抖擻精神重回現場!

從此次醫療閻紀錄顯示，有/廿七人

次的醫療診次，幸運的大多只是一些水土

不服的小毛病， 例如輕微的發燒、腹瀉、

I噁心等等，休息一下大概就沒事了。而最

令人敬佩的卻是總統夫人 吳淑珍女士。

2001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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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夫人參觀巴拿馬兒童醫院並捐款留影

參觀瓜士也馬拉古城安地瓜留影

參觀巴拿馬兒童醫院並聽取院長簡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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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這一趙的行程實在是太

辛苦了，因為夫人下半身癱瘓，行動不便，加上

排汗困難，難以忍受較大之溫差變化，如果不是

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支撐，以像她同樣遭遇的人來

說，這實在是一趟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冗長的

國宴 、僑界的歡迎宴會與各式各樣的拜會活動，

吳淑珍女士都打起精神全程參與。陳總統的 「 台

灣要站起來，中華民國要走出去 J 但是吳淑珍

女士在私下打趣地說 r我雖然不能站起來，但

為了台灣，我再辛苦推也要推出去! J 除了平易

近人的親切 ， 堅強意志才是個人最欽佩總統夫人

之處 !

JING FU 景褔啟訊|

「睡覺」哲學 r有什麼煩瑣的事到了睡覺 ， 一

概不管，頭一沾枕就好好的補充體力，好好休

息 J 看似簡單 ，卻不是每個人做得到的。

醫師看人是看體能狀況。 一個人體能好， 表

現出來自然就有自信。 精神狀態佳﹒應對間就會

展現出智慧、不失幽默。總統在這方面表現相當

好，對任何事都有做最佳的準備:每天他睡四、

五個小時，並且會將隔天行程的相關資料仔細閱

讀過，而且深入了解。

~ 

F 

' 

總統也是非常平

易近人，他會主動向

團員 、記者打招呼，

早晨見面的一句 「睡

得好不好? J 讓人感

覺親切不帶做作，自

/ 然流露如兄長般的關

文 懷。

在訪問團回國

前的休士頓答謝餐

會，陳總統曾感性

的說 r 此次出訪

辛苦了各位團員和

記 者 ，也謝謝大

家。而我最感謝的

是在的太太陪我走

完這一趟辛苦 行

程。大家對內人之

身體狀況不甚了

參觀宏都拉斯博物館留影

雖然此行任務在

身，不能盡情享受中

南美洲的熱力和節

解，我原本最擔心淑珍的身體不能支撐全程，但

她還是撐過來了。 」說完後 ， 所有與會人士響起

久久不斷之掌聲。 台灣要突破目前所處的困境，

也許國人現在最需要的是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這

種熱愛台灣的精神和全力推銷台灣之超人毅力。

向前走一步，成們看到了總統的平易與夫人

的耐力。在這十多天中的相處，我有一個感覺:

陳總統和夫人的承受壓力能力， 是常人所不及

的，而這種抗壓性的承受 ， 是無法假裝，無法速

戚 ， 必須要長期培養、歷練才能有的 。 總統的凡

事 「提得起、放得下 」 正可以表現在收放白如的

26 

拍，但這次與眾不同

的隨團，卻也是一個難伺經驗; 更藉著這次的體

驗， 我們對阿扁總統與夫人的認識，又多了一個

不同的角度觀察，也對台灣人的總統，有了深 一

層的認識。如陳水扁總統所說，我們台灣應該以

團結來因應兩岸變局 ，台灣人民對自己要更有信

心，我們應該再向前走一步 r 站起來!走出

去 ! J 

(張金堅醫師口述/陳輔鍛整理)

o長金堅係母校醫科 1 972 年畢業，現任母院外科部主

任 ; f車輛級現任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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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紅皮書於是心會記

六月一 日到六日之間，本人以中華鳥會

副理事長的身份，受國際鳥盟亞洲委員會之

邀，前往日本東京參加「亞洲鳥類紅皮書發

表會」暨「亞洲受脅鳥種工作策略研討會」。

這段時間正值學期末，需要處理學生考試及

報告的成績評等，同時還要準備兩個寶貝學

生的碩士論文考試， 已是忙得不可開交，撥

冗參加不屬於自己專業的會議是一項很大的

付出，然而考慮到代表台灣參加這項保育會

議的意義，以及為自己在這幾年協助編輯亞

洲及台灣鳥類

紅皮書作個總

結;毅然決定

擠壓已很緊迫

的時間表去參

加會議。在這

方偉宏

流，收穫良多， 在此與大家分享。

本次會議的重頭戲，是六月五 H在日本

野鳥學會國際中心所舉行的 「 亞洲鳥類紅皮

書發表會 J 亞洲鳥盟特別邀請日本皇室高

圓宮的憲仁親王自己主持這項儀式，鳥盟主席

市田則孝先生拜會親王自己進行前置作業，親

王妃表示自己非常熱愛賞鳥活動，對於這項

發表會顯示了高度的興趣與熱誠，立刻熱心

的聯絡亞洲各國駐日使節，邀請他們參與本

次的盛會，分

別有新加坡、

泰國、菲律

賓、印尼等國

大使，以及印

度和巴基斯坦

的使館官員與

會，顯示亞洲

各國對於這項

活動的重視。

我也在發表會

之前，特別請

次的會議中，

除了代表東亞

鳥界參與亞洲

的保育工作，

同時也大大的

增進了個人社

交的視野與見

間，和國際鳥

類保育人士做

了更多的交
紅皮書發表會後合影，右起憲仁親王 1 親王妃 I 筆者，亞洲黑盟市回貝 I J孝主席

日本野鳥學會

國際中心資訊

室主任 陳承

彥，邀請台北

2001 年九月 27 



筆者與亞洲鳥類紅皮書主編那久 科勒合影

JING FU 景福醫訊|

作研討會 」 的人員做非正式的唔談，

談論的話題從賞鳥、王妃所著的童

書、到親王喜歡的潛水及其它運動

等，大家相談甚歡。談話問日本鳥會

小杉會長問起我背心上的許多徽章，

我解釋這些是參與國內及國際鳥類保

育活動時的紀念物，會議結束前，我

特別將本會的帝雄及黑面琵鷺徽章致

贈親王夫婦及小杉會長。

合 ?島亞J..ti "J ~"于一夕 7、γ 夕手告表4h

紅皮書發表會由日本野鳥會的會

長小杉隆致開幕詞並介紹佳賓，接著

由王妃殿下致詞，以流暢的英、日語

談鳥類保育的重要，十分精彩。聽說

日本鳥會原本為王妃擬了一份講稿，

但王妃則以高貴的格調重新寫了一份

講稿。接著由日本環境省大臣官房審

議官小林光致詞後，由各國使節代表

該國政府接受王妃殿下所致贈的亞洲

鳥類紅皮書，同時也邀請數位主要的

贊助者致詞及贈書。

T川自 主:t-í'.;i I ) 1 ~-:- ' \ - J 今l' í -{;"夕斗 ;"'3 1" ) 1,.-

憲仁親王傾聽親王妃為發表會致詞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派員參加，後來得知代

表處科學組的楊先生曾經來過，可惜發表會

當天活動安排緊湊沒有見到面。

發表會當天，憲仁親王對王妃熱心保育

工作表現支持的態度，也陪同出席，為這次

的活動大大的增光，親王夫婦在會議前一小

時抵達，與本次參加 「 亞洲受脅鳥種策略工

28 

接下來市田則孝主席及亞洲紅皮

書的主編那久﹒科勒 (Nigel Collar) 分

別以日、英語介紹亞洲受脅鳥種及紅

皮書。然後由日本鳥會研究中心副所

長金井裕報告在日本的受脅鳥種及保

育，以及印度孟買自然史協會祕書長

阿薩德報告南亞的受脅鳥種及保育。

我則代表台灣的中華鳥會就東亞各國協

力保育黑面琵鷺的過程、良好的成果及樂觀

展望做了簡單的報告，我的報告中特別強調

黑面琵鷺的繁殖區在南、 北韓交界附近，度

冬於日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及越南，

在生存區的這些國家或訐政治上意見不一，

2001 年九月



JING FU 景袖醫訊|

回國前從日本鳥會取得

一套兩加的紅皮書，請在場

的主編及數位編輯在內頁簽

名，同時我也邀主編各持一

部紅皮書合影，算是這次會

議中最好的紀念。

為了讓鳥類保育界能夠

充份的應用紅皮書上的資

料，亞洲鳥盟將亞洲紅皮書

的資料全部上網，讓保育人

士免費查詢，網址是 http://

www.rdb.or峙。目前紅皮書

網路資料為第一期 ，以 PDF

格式讓使用者下載，亞洲鳥
香檳酒會中佳賓所使用木杯玄IJ有日本再會國際中心會議廳落成紀念，也成為此 」一~
行情田的紀念品 。 盟日間IJ 研擬第二期，將可以

讓使用者回饋所觀察到的受

但是為了保育黑面琵鷺讓我們團結在一起， 脅鳥種，以增進資料及對這些鳥種的認識 。

而這也帶來黑面琵鷺生存的曙光，希望我們

的合作能為更多的受脅鳥種帶來光明的前

途。會後有好幾位與會人士向我致窟，認為

我演講中的強烈的信息令人感動，使本人覺

得十分榮幸。國際鳥盟亞洲秘書處的理查﹒

葛理密則為大家簡報了這幾天我們研討的結

論:如何落實將紅皮書應用在保育工作的策

略，最後則由亞洲秘書處的盧狄安道播放一

段動人心弦的紅皮書多媒體影片做為總結。

發表會後，日本鳥會舉行一個慶祝發表

會成功的香檳酒會，宴請親王夫婦及各國大

使，以清酒用方型木杯盛香檳互敬，別有一

番風味，會中我與泰國大使等唔談甚融洽。

其問我也恭請與親王夫婦合影留念，王妃見

我穿的背心上別滿了來自各國的賞鳥徽章，

打趣著說看到我的盛裝讓她覺得自己好像穿

得不夠正式。

2001 年 九月

(作者係母院醫事技術學系 1982 年畢業，現任醫技系副

教授及擔任景福醫訊編輯)

「新聞代謝」科 or 院?

9 月 7 巴合大學學院院務

會議莉，中午聚餐時，陳定

1言院長說ttt.. 5民主皂鼠封 1至謝博

主院長在j大1 科郁「新陳代謝

科」的招牌下照一張祠，因

為，這次院長文娃，不是「新

P東 f弋訝于 J O，~ ? '、\J 

(郭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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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自助旅行

林 j共謙

參加旅行團與自助旅行各有千秋，總覺得 八達。

前者參觀博物館的時間太短，又對旅遊懷點沒

選擇性。今年五月心血來潮，買了「地球的步

主方 F' 1 、J J (地球的走法一德意志) ， 與

Frommer's Germany 2001 各一本，又買了

German Rail Pass 的 Twin Pass ( 三人一起行

動，便宜些)。 一個月內可隨時搭十天的火

車，行李一背， 一身的輕裝便服，再做了一次

自由但較辛苦的「貧乏旅行 J (窮人做的旅

行)

飛到 Frankfurt (法蘭

克福)歐洲大陸最大的機

場，入境不須填任何表

格，且由機場到中央車站

Hauptbahnhof 搭 8-8 地仁

捷連只要 10 分鐘就到，實

在太方便了，頭晚的 Hotel

出發前用 Internet 巳訂好 ，

從車站旁門走過去就到。

Frankfurt 的 Hbf.是全歐洲

最忙的火車站，火車的月

台有二十四惘，且接連 u

Bahn .t也下 J幸運與 8-Bahn

地上捷連(到郊外) ，電

德國(歐洲許多國家)的公共交通工具，

上下車 Open system '沒人剪票， 但是票上沒

時日即須在扎票機劃上時日，使之有效。德國

雖不像法語國家自傲脾視英語，但也不是人人

會說英語，但是問 r Do you speak English ? J ' 

就可幫你問路之便了。醫二、醫三時德文必

修，每週二節。但當時連英文都在掙扎，德文

只應付 、應付，現在當然

要自食其果了。

德國文豪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年在 Frankfurt 誕生，

他誕生之家在二次大戰時

炸壞，當然也看了 他寫

「少年維特之煩惱」

「存、土德 J (Faust) 等名著

的初稿的房間。

德國大小博物館、皇

宮、古堡、教堂等重要建

車 (Tram) ， Bus 等真是四通
攝IY2格林童話 “ 不來街(Breme們)的音樂師 " 角空空

之銅像前

築物， 二次大戰時因預期

盟軍反攻時會被炸壞，預

先將裡面的東西運走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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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坑裡，再裡裡外外照像， 又留下設計圖，戰

後重建時才能忠實地復元得與原來一模一樣，

他們做辜的方式與態度 ， 實在令人欽佩。

Bonn (波昂)曾是東西德合併前，西德的

首都，是一有名的大學城 ， 馬克斯 (Karl Marx) 

及詩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在這裡求過學，但

我們來這裡的原因是它是樂聖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誕生之地 ， 他在這裡住到 22

歲， 他是「波昂之子 J 在郵局前廣場有他的

大銅像 ，他的住家已成紀念館，展覽他出生的

房間， ( 當然是 Home Delivery )、 遺品 、 資

料、向像畫等、 他的手稿: 田園交響曲、月光

奏鳴曲及他獻此曲給她的女性 Julietta 的胸像，

他最後用過的鋼琴等。我們的旅社叫莫札特

(Mozart Hotel) ，在莫札特街與巴哈 (Bach) 街交

接口，附近有海頓 (Haydn) 街、貝多芬小廣場，

而這還是車站後面，寧靜的住宅區裡，可謂音

樂氣氛十分濃厚 ，從車站走路距離就有一著名

的墓園為許多藝術家 、 學者永眠之地， 我們向

一園丁的指引看到 Robert Schumann ( 舒曼)

及其妻 Clara ( 克拉拉 )之墓 ， 其墓修護得很

好，造型有三天便， 一拉琴一拿樂譜，不禁想

起他所做 Traumerei 夢幻曲來。 又看了貝多芬母

親 Maria 之墓， 墓誌碑上玄IJ 著 Ludwig van 

Beethoven 之母 ，可見因子而榮，我開園丁玩笑

說， 你每天與這些名人為伍很不錯， 他答我，

可是他們都沉默無言 。

Aachen 在德國西北角， 這裡是統一諸法蘭

克民族的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定都之處，

有被 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的八角形圓頂大

聖堂，是 Romanesque 羅馬式，與 Gothic 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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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混合型，約建於公元 800 年，其珍寶館有

大帝金胸像等許多寶藏，大帝死後，帝岡分

裂， 一般認為東法蘭克因為德意志民族形成之

開始。

Cologne 假話帆，科倫)的大聖堂，舉世聞

名，也是世界遺產之一 ，從 1248 年蓋到 1880 年

才完成， 20 年前隨旅行團來峙，只逗留了很短

的時間，只看教堂外面，這次我們詳細看裡

外 ，其 Stained glass 之美可謂極致，而祭壇的

後悶，有藏 「 東方三博士的聖遺物」 的金寶箱。

我們還爬了 515 階的旋轉式階梯到南塔塔頂 109

公尺高的且是望台看其錯樓， 眺望萊茵河遠景。

攝於;皮昂(60門門)貝多芬訊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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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大戰中， 小學三年級時讀了格林

(Grimms) 童話集 ， 因那時的時空背景，我們仍

記得我那時對西方世界充滿了興奮與幻想的感

受 ， 德國從 Hanau 到 Bremen 是所謂 「 童話街

道 J (Marchen Strasse ) 。沿途有許多跟童話有

關的城鎮，我們去了二處， Bremen (不來梅)

當然為的 Bremen 的音樂師(驢 、馬、狗、貓與

公雞) ，其銅像在市政府旁邊，內人笑我返老

還童，來此為的看這個 。一點兒也沒錯! 也去

Kassal 那兒有格 林 兄弟 (Jacob 與 Wilhelm

Grimm) 博物館，展覽有關文物， 他們不只是兒

童文學家，還是法律學者與語言學者， 此行滿

足了童心未氓的我。

Hamburg (漢堡 ) 是德國第二大城，因碰

到德國全國足球決賽，訂不到旅館，改變計劃

只去了幾小時，滿城因賽球鬧得風風雨雨是一

景，回去不來梅的晚車上與一群德國青年同車

廂，他們幾乎每人一罐啤酒在手，整個背包都

裝著啤酒，喝啤酒有如喝水，還請我喝，他們

用結結巴巴粗淺的英語，我則邊查德英、英德

雙用辭典，邊比于劃腳 ，我們居然歡談了一小

時， 他們還開我玩笑說，到漢堡因帶太太來所

以沒去逛紅燈區 ( 與 Amsterdam 同，以櫥窗女

郎聞名 ) 是一大失策。

Hannover ( 漢諾威 ) 是十八世紀時兼為英

王的漢諾威王家所在的優雅之城，人口僅五十

多萬，但已有完整的捷連系統，其 Herren

hausen 王宮庭園是由四個庭園構成的巴洛克庭

園，整修的樹木、花壇、 雕刻井然有序，美景

養眼是一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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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e 距 Hannover 只 20 分左右車距，是一

人口七萬多的小城，但因整城保存著童話般各

種彩色模型的木屋而被稱為 「北德的真珠」。

在這種氣氛相1 ，坐馬車或聽街頭手風琴師彈輕

古典、探戈或法國香頌 (Chanson ) ，都別有情

調。有一點有趣的是房子愈仁層愈向街道伸

出，那是因那時按第一層的面積課稅之故。

Potsdam (波灰坦)位於柏林泣郊只 20 分

車距，盟軍戰勝德國後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此處

宣言要日本無條件投降。人口才 14 萬但是是一

古都，建築宏偉，普魯士王弗烈克一世 (Frede

rick 1) 所葦的世界遺產 Sans Souci 宮 ( 無憂宮)

為 Rococo 洛可可式的華麗宮殿，因其蓋在階f;j3

狀葡萄園且點綴著無數的雕像，從後園往上看

的景色尤其特別 。簽署波夜坦宣言的 Cecilienhof

宮其實是英國式的別墅。 Wilhelm王子與其家族

曾住這裡，位於一市郊廣闊的樹蔭蔽天的「新

庭園 J (Neuer Garten ) 的森林公園祖，我們在

途中還看到一群全裸的青、中年男女在做太陽

浴，與我們走的小徑離 | 凍公尺之處而己，不，

禁得歐洲人畢竟與美國不同。

德國火車站每個月台有 24 小時該車站出入

車次的時間表及詳列各車次車等，車廂接連情

形， I哪個車廂為吸煙車，放腳踏車、輪椅或推

嬰車， 、 餐車等的彩色圖表，火車班次也頻繁，

而接連(fJ Bus, Tram 等通常十分鐘一班。人口五

十萬以上的都市就有 U-Bahn 地下捷連及 S-Bahn

地上捷運，所以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極多，

開自用車的就沒有台灣、美國那樣擁擠了，機

車幾乎沒有看到。

2001 年九月



柏林 (Berlin) 是人口三百五十萬的大城市，

幅員廣闊，但它也不例外，與所訪問過的大小

城市一樣，每條街道都有腳踏車道(在行人道

邊特別劃出，在此道是騎車者優先) ，因行人

道很廣所以行人仍不受影響，騎腳踏車的在柏

林也比比皆是。買一天的乘車票 (TagesKarte) , 

Bus，捷運隨上隨下很方便 。車站附近有一凱撒

威廉紀念教堂是為紀念威廉皇帝於十九世紀末

建的新羅馬式教堂，於 1943 年空襲時破壞，現

在保存其原狀以告後人戰爭之悲慘(如廣島原

爆圓頂塔)

德意志聯邦國會 (Reistagsgebaude) 在東西

德合併後大改建，現有一大玻璃圓頂，可免費

參觀，所以也大排長龍，裡面|陳列 1894 年起有

關「國會」及德國的重要歷史照片。

象徵統一德意志的 Brandenburger T or 門於

1788 - 1791 年為普魯士王國的凱旋門仿造雅典中Ip

殿而蓋，當年柏林圍牆即從此延伸，過此門到

舊東柏林那邊有 r Unter den Lindenbaum J 大

道，有好幾排菩堤樹並列，而兩旁建築物巍

峨，雖情境不同，不禁哼起 Schubert (舒伯

特)的菩堤樹來。世界遺產博物館島裡有四個

博物館，的rgamon museum 將發掘的希臘Zeus

(宙斯，希臘神話的主神)的周圍 250 公尺的

大祭壇整個重建， 其他希臘、羅馬、巴比倫的

古物，遺跡收藏豐富，以前在 Munich ( 慕尼

黑 ) 看過類似的博物館 。德國在十九世紀、甘

世紀的考古工作為領先國家之一 ，看來美國在

這方面比起歐洲還是小老弟呢 。

Charlottenburg 宮殿為 Friederich 一世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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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Charlotte 所蓋的巴洛克式宮殿， {:象許多

宮殿現分成訐多博物館，其後園裡的二代皇帝

皇后墓園石棺構造很特別 。

全長 155 公里，高四公尺的柏林圍牆拆掉

後，現只存留1.3 公里長，在東郊沿河的

Mühben 街旁，藝術家們在這上面發揮盡致，所

以叫 East Side Galiery ，我們沿牆來回了一

次，竟看到「一台一中」、「台灣獨立必定成

功」、 r A 扁必勝」 等標語 ，看來還是不久以

前的傑作 。

到 Leipzig (萊必錫)的途中，我們對座是

一對老婦人， 她們只能說幾句簡單的英語， 當

火車站離開 Wittenberg 峙，其中一位指著遠遠

的一座教堂，口說 「 馬丁路德 J 一隻于做釘

物的動作，當時意會到她指那座教堂就是 1517

年馬丁路德將宗教改革的 95 條要求釘在當時木

造的教會門的那座「城內教會 J (Schlosskirche) 

峙 ，她很高興說那麼多年的事，還連外國人都

曉得。

Leipzig 是文藝氣息濃厚的城市 ，二次大戰

前德國的出版物一半在這裡印刷，日本著名的

岩波文庫是師法這裡的 Reciam 文庫的 。在

Leipzig 大學求過學的有歌德、尼采 (Nietzsche) 、

林語堂 (博士學位 )、森鷗外(明治時代的小

說家翻譯家、軍醫)等。 Leipz ig 大學現已變成

一摩天大樓，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當過司琴與指揮的 Thomas 教堂，

訪客不停， 他的基就在祭壇前 ，教會外面他的

銅像上衣左邊口袋是外翻的，據說是表示 「空

空如也」。 舊市政府成為博物館， 陳列有關

Bach, Mendelssohn (孟德爾松) ,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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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格納) , Clara Schumann (有她手的模

型) ，還有巴哈最早及暗 的俏像畫，因當時

申請加入音樂專業博會會員要交俏像畫及作

1日~J '可見二百多年前已有嚴格的資格審查。

在購物中心有-地下室餐館叫 Auerbach

Ke li凹， 1525 年就營業，歌德學生時就常去光

顧。因在「浮士德」裡登場，要下摘下室入口

還有浮士德與惡魔的銅像，已成一觀光勝地，

當也在 lit ll乞中餐留念 o Nikolaikirche 尼可來教

會，建築特殊，為羅馬式、後期哥德式與古典

式之混合，在這間教會每星期一的折禱會集合

發展成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活動，導致 1989 年柏

林間牆的崩潰，所以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Dresden (德勒斯登)被稱為易北河 (E lbe)

上的佛羅倫斯 (Florence) 或百塔之都，曾為

Saxon (撒克遜)王國的首都，以巴洛克式的壯

麗宮殿教會，貴族的大慶著名，但在二次大戰

空襲時幾乎全毀，復建工作尤其在東凶德合併

後加速， Zw inger 宮殿為 Saxon 選帝侯 August

強王所起，有博物館群、繪畫館、武器館、陶

!滋器館等，但不可不君的是 Albert ium 的二樓，

被稱為歐洲的珠îl1 :tÎÎ '其收藏的各種珠寶、美

術工藝品之豐富與豪華， 1陳列之美，遠遠超過

以前看過的別的皇宮珍寶曲。

Rothenburg 被稱為中世紀的珠寶，羅曼蒂

克街道的 Hi g hli ght '全城仍為城!f吉Ni圈，有外

城牆、內城牆， 二者之間還有 1--幾公尺護城

河，現為昂地，摘自哇構造l空間日複雜(其他所

見城抽亦復仇此) 0 在們在外城;倘壁上;t了三|三

|剖，全城因童話般建築物及城牆之存在，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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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織，也在市政府前廣場遇到台灣去的旅行

鬧。

Weimar 雖只有 6 萬人口，但曾為 Weimar

公園商都，為一文化都市。歌德在此渡過大半

生。在國民劇場的有歌德與雪萊 (Friederichvon

Schi l ler) 的銅像題銘。祖國三位詩人，看了歌德

的家，他去世的寢室接連著他寫名著「詩與真

實」、「浮士德」等的廣闊的書房。也看了寫

William T ell 的劇作家，詩人 Sch ill er 之家，但沒

l時間去看 Franz Liszt (李斯特)匈牙利作曲家

與鋼琴家之家。

Würzburg 人口不足十三俏，但其世界遺產

Residenz 為南德巴消克建築之代表 ，其 Treppen

ha間，上階梯二樓天花板的時畫 600 平方公尺

大是世界最大的， 皇帝殿 Kaisersaal ' 豪華優

雅，後來曉得在那兒還有 concert '但那晚只為

特殊團體演奏，太遺憾了。隔河的 Fes tung 要賽

前一城堡，規模宏大，日附有 1百博物館，其

中之一陳列有關 Wil helm Konrad Roentgen (欒

琴) 1895 年(清延割台之年)發現 X 光的文

物，他品. Würzburg 大學物理學教授。又馬丁路

德甘被保護，躲在此城堡將新約聖經從希臘文

譯為德文。

Nuremberg (組侖堡)即:今以于 I二玩具著

名，但也以紐侖堡大審之地而聞名，納粹白

1927 到 1935 在比羅馬鬥技坊 (Co losseum) 更大

的 Zeppe l infie l d Arena 舉行黨員大會等政治性集

會章 |主|其政權。現在這個地方變成多功能場

所， ι至卡車停車場，但其規模之宏大令人想

像當時的盛況。舉行大審之處叫 The pal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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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是個二萬二千平方公尺的大建築物，我

們只看到當時舉行大審的法庭，十二個納粹頭

子被處死後，骨灰撒於 Isar 可入海處，就此終

結。我問了一工作人員，他們有沒有墳墓，她

說沒有，這與日本人在愛知縣的一小鎮幅豆山

上為七個被處死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在戰殼

者。眷墓園裡建「殉國七士廟」的處理方式完

全不同，可能多數德國人認為納粹的國家社會

黨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誤國，日本人則有

足夠的右翼份子認為戰犯殉國，顯然對於戰爭

的責任認知不同。

Disney (狄斯耐) 樂園標誌的城堡是模仿

近 Fussen 的 Neusweinstein Cast怡， 在羅曼蒂

克街道的南端，該城堡建於山峰，湖光山色有

如仙境，而城堡的規模宏偉裡面擺設又不亞於

任何金碧輝煌的皇宮 ，日本來的遊客很多，為

必看之一景。

我們從 Frankfurt 到被稱為萊茵的真殊的小

鎮 Rüdesheim 開始萊茵河之遊。萊茵河起源於

瑞士山中流入北海，被稱為德國之父。兩岸點

綴著古堡與葡萄園，當船到 Loreley 羅蕾萊 (是

河流最狹處，傳說有金髮美女一水妖在這斷崖

上梳髮唱歌，船夫迷得發呆，船就撞上岩石而

葬身水底)時，就奏出 Silcher ( 西夏 )作曲的

古歌 Loreley 來。但這次與 20 年前，比和著此曲

唱歌的人少得很，我看著德文歌詞 (海涅的

詩)唱完歌時，旁邊的德國老婦人很高興地指

著岸上告訴我，你看， Loreley 的銅像就在那

裡!後來才曉得已經好久連德國學校都不教這

首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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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萊茵河與 Mosel 河交流的 Koblenz 下遊艇

改搭火車南下到 Heidelberg ( 海德堡 ) , 1954 

年看電影學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 Mario 

Lanzer 幕後主唱 )就曉得這個地方。 20 年前旅

行團只帶我們到古堡，看世界最大的酒桶，但

沒去市區，海德堡大學是德國最古老的最高學

府，當然許多文人騷客都來過這裡。我們過橋

爬山崗到 Philosophenweg 哲學家之路散策，由

此眺望整個市區，對面的古堡堪稱絕景。我們

去自 1703 年創業，俾斯麥鐵血宰相，馬克吐溫

也光顧過，成為戲劇「老海德堡」的舞台的典

型的「學生酒店 J Zum Roten Ochen 吃晚餐 。

這次的自助旅行在德國十五天 ，靠公共交

通工具與二條腿，訪問了廿一個城市，頭三晚

旅館出發前訂好，以後用電話訂 ， 只有一處需

要請火車站的 Information 協助 ，因為還不是旺

季住宿並不成問題，他們的公共設施太完善，

交通網四通八達，且車班頻繁， ICE 、 IC 等快

車時速可達 250 公里以上 (車內有標誌可看 )

與法國的 TGV' 日本的新幹線並駕齊驅，每車

站有 Reise Zentrum (travel center) 其實是 Ticket

office ' 但不只賣票 ， 訂位，也會先給 informa

tíon 協助配合車班時間，計劃旅程。

最後謝謝內人肯跟這個只會懷舊，不會向

前(錢)看的人，做不逛百貨公司，盡量不買

東西，做幾乎只有博物館、紀念館、教會、皇

宮、古堡、銅像甚至墓園、墓誌碑的旅行。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退休於南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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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編後 話
間

薛博仁

本期刊有台大醫學院新任院長對院務發展之抱負 ， 陳院長針對如何

使巳有百餘年歷史之台大醫學院 ， 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醫學院 ， 提出卓越

之遠見 。 由外科張主任陪同陳水扁總統走過中南美洲 ， 以親身經驗和不

同角度觀察這位台灣平民總統之種種 ， 藉由對總統之進一步認識 ， 告訴

我們台灣人民應更有信心 ， 在總統之領導下 ， 再向前走一步 r 站起

來!走出去」 。 此外並有諸位校友們對學術研究 、 生活歷練 、 休閒活

動 、 藝術陶冶等，發表雋永文章 。

感謝景福醫訊編輯和作者們之群策群力 ， 本期終於付梓 。 雖在本期

編輯會議前，本人巴盡心盡力在文字之校對 。 但在編輯會議上又花費近

二個小時，對校友們費盡心血所寫之文章 ， 再進行校對與字句斟酌，特

別再感謝編輯委員之費心與努力 。

r:. 斗一 七:斗

(作者係母校學士後醫醫學系 1988 年畢業 i 現任母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及

母校檢驗醫學科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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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Z嘉r.tt竇
時間 2001 年 7 月 28 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體育館

攝影:郭英雄

!也 IU I
l 李源德院長致詞 O 2 本院第一單打羅志成先生 。

3.賴金鑫、紀秀華兩主任(亢儷雙打應戰 。 4.曾旭明主任刀板威風 O

S.台大醫院「加油!! J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