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長(左)上台領獎 。 林院長(亢儷與國旗合照 。



台灣牙周為學乏父

張久魁教授八秩華從

屋，一二2可--一、益

;的酒會( 11:早早
、電:... . .._~ 白天校反雷tfg4F

圖 l 台大牙醫學系藍萬烘主任(右)贈送「老神在在」

金牌，中為侯連團教授 O

妒 .... ,1 I f.\::~在
!又 . ')

圖 3.張教授許願吹蠟燭 。(左起主敏瑩、林俊希、

張教授、廖嘉士等醫師) 。

圖5 .本系師生合照 。(左起陳朝寶、呂國勳、張教

授、陳坤智、藍主任、杜褔貴、侯教授) 。

攝影:陳盛茂、郭英雄

圖2.張文魁教授「老神在在」 。

圖6.有朋自遠方來慶賀 。(左起台南曾春祺、高雄

蔡吉政、張教授、高雄梅遂傑、黃景勝、何坤炎

等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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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松江高等學校

陳振武

松江市的機高

昭和二十四年依國立學校設置法，於昭和二 台灣念台南師範二部，畢業後服務於斗六公學

十五年廢辦抴高，將校址、校舍等全部設施，移 校，任教高等科班級。透過妹尾博通先生的安

交給新設的「島根大學」。 排，台灣籍學生前往日本其母校矢掛中學校就

圓一 松江高等學校學生帽子

振武在日本矢掛中學校修畢四年中學課程

後，於昭和十六年五月，考取了抴高理科乙類，

沐浴在抴高「 主 < a主〈遊A: J清爽校風之中，

接受高等學校教育。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太平洋戰

爭爆發，昭和十七年日本學制改革 ， 大學及高等

學校提前畢業，抴高第十九期生於昭和十七年三

月畢業，振武係廿一期生提早了六個月，乃於昭

和十八年九月畢業。在人生學習過程中，抴高二

年半的學校生活，留下了雪泥鴻爪與甜美的回憶

【圖一 、圖二 】 。

從矢掛到船高

振武是日本時代斗六郡古坑庄人。在斗六街

讀。這是一所縣立中學校，台灣籍人要先取得縣

政府的許可才能投考，妹尾老師將相關必備的手

續辦妥，再送其門下學生前往就學。要讀縣立中

學校，當然要與當地日本人學生， 一同經過入學

考試及格才錄取。在振武就讀失掛中學之前 ， 高

我二屆者有四人 ， 高我一屆者有五人， 同期台灣

籍學生有三人錄取 。 台灣人學生無論在操行及課

業上，成績均表現優越 ， 給各教師及矢掛市民留

下良好印象。台灣人第一屆劉進雄先輩 ， 在矢掛

中學修畢四年課程，就考取了抴高理乙類;之

後，振武也幸運地修畢四年課程考取了耐高理乙

類。放榜的消息傳回家鄉，斗六郡役所也得了這

消息，多位日本內地人向我父親致賀，家人更是

高興。矢掛中學校對我來說，有很美好的人生回

惰。

念公學校高等科時，班級老師是日本岡山縣人妹 向心甘心 芷江、 一

尾博通先生，他自岡山縣矢掛中學畢業後，前來
圖二松江高等學校校門

2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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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習寮生活藹影

振武於昭和十六年五月入學抴高，依規定新生

要入住自習寮。自習寮共有六棟，南三棟、北三

棟，南北棟中間，另有圖書室、會議室及娛樂室。

學生的住房叫「自習寮 J '二人一室，楊楊米房

子。自習寮有數位二、三年級學生留住，幫助管

理，寮長由三年級學生擔任。房間分配則依學生

所屬運動部來分配，我住南二寮，此寮柔道部的

學生較多，而我是網球部，因人數少，所以一併

分配在柔道寮。入學後，同年十一月，京都帝國

大學理學教授湯川秀樹博士，應邀來校講演，講

題為: ，-現代之物理學 J '湯川博士於 1949 年榮

獲物理 Nobe l 獎，為日本人獲此獎第一人，聽過

湯川教授的演講是終生難忘的經驗。

自習寮圖書室藏書相當豐富，尤其岩波文庫

圖書很多，也有許多歐洲古時哲學家或作家的

書。我們那一代的學生，中學時代完全忙於準備

要投考上級學校，少有時間接觸過這類的書籍，

自習寮圖書室讓我有機會看文學、哲學等書冊，

大開眼界。另外有一位矢掛中學高我二期的池田

先輩，他也是四年修畢就考取了文乙頸，他私下

教我德、文，教材用 Grimm童話集" Es grusel t mir 

nichts" ，池田先輩建議我要將此書背起來，當

時我也下功夫背熟那本書。但是自從民國三十八

年回台轉入台大醫學院後，醫學教育改用英文，

完全不使用德文。久而久之，當時能背的文章大

部份也忘的差不多了。現在可以隨時寫出來還記

得的文章: Ii' Es war einmal ein Vater, der hatte 

Zwei SÖhne. Davon war der altere klug und 

gescheit , aber der jungere hatte den 

dummkopf und konnte nichts zu tun. Er immer 

sagte zu ihmselbst “ Es gruselt mir 

2002 年九月

nichts." .!l。因為時勢變遷，我在高校理乙科花

在學習德文的時間及苦功，完全派不上用場，只

能美化過去的記憶。

學生下課後有空就來娛樂室、會議室或圖書

室。來這裡參加"Compa" (討論會)或討論人

生等，無所不談。在娛樂室，新生都要認真地學

唱" Storm" (環形搭肩舞)要唱的歌【圖三】【圖

四】;有時則會從校外請音樂老師來彈鋼琴教唱

歌。 Storm 時或逍遙散步時，可用來伴唱的歌有

很多種，大部份是抴高的歌，不過『于力/'S/ 3

節』雖然不是抴高固有的歌，但大家常常唱來

Storm 。但無論如何要先學會 Storm 用的歌 ，才

能方便參加 Storm'

圖三 Storm 

圖四湘高寮 (1949 年)歌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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抴高開學兩三個月期間假日時，要在運動場

練習 Storm 動作，即大家站成環形，兩手放在兩

邊人的肩上，大家開始向右環轉，跟著大家環

轉，足腳往上踢，一方面日昌 Storm 的歌。 Storm

進行中，大家會覺得意氣高揚而興奮。當時在日

本社會從小學到大學，可能只有高校學生才在比

賽失敗以 Storm 來發洩;相反地，慶祝校慶比賽

得勝時，也舉行 Storm 來慶祝。三年級時，各科

類(即文甲、文乙、理甲、理乙)舉行端艇比賽，

本人被推薦為啦啦隊長，這次我們理乙類獲勝。

之後，在大橋川的橋邊進行 Storm' 因為市民觀

眾很多，大橋上交通難行，當時自用汽車很少，

公共汽車暫不易通行。幸好駕駛員及乘客都不會

因 Storm 阻塞了車路而生氣吵架。各種比賽優勝

時除舉行 Storm 外，也常常舉行街上遊行【圖

五】。

圖五 抴高比賽優勝時街上遊行

治高 Storm 之歌

僅回憶一一些 Storm 用的歌曲摘述如下:抴高

的故『簣火祭之歌』

夕。， 7 三E ←

嵩的麓匕亭/一工 (反覆一次)

嵩仿分4 分

JING FU 景褔 醫訊

7哥← ?-/'夕才卡/v

麓匕~兜健兒力2闢志

闢志健兒l土/一工 (反覆一次)

闢志-1f-1分4

健兜 l立意氣 l之燃吵石

(以下有第二至第十曲從略)

此歌曲調適合 Storm 唱 。

在逍遙散步時唱的有離高『青春之歌』

目屯 l土石 li'志主桃色仿

春仿雲行〈大空左

仰吉、τ立τ石若人l之

三春清吉花的力斗于

(以下有九曲從略)

7'/ 立夕 ←川口 7 

此外，有『暗黑仿帳惜開付毛 控告τ 』

第一至第四曲從略。

又，描述松江市常常下毛毛細雨的

7心主于 7 7 只

氣氛歌: w故主都lζ降志雨 l土』

故意都l之降石雨l土

7/7 、十'//

雨降。毛弓可花園的

b力2思扒出仿小~名dt. < 
11. 在吋仿雨仿降。毛弓〈。

(以下第二至第六曲從略)

其他有適合逍遙失路湖畔的寮歌

笛仿音吉毛主f夕月夜

y于/' '7予主'f'夕 2

袖師浦lζ消逼央仿訂悲νL吉春t;:.ltτ 、

方二.//，可才'é

君〈扒拉扒仿顏屯、水面仿影l之予 o石心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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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予 f三>夢仿中。

(以下第二至第五曲從略)

我原來相當的音痴，幾乎已忘掉了在公學校

和中學時代在學校所學的歌，但高等學校所學唱

的 Storm 用歌，還可以吟唱一些。

自習寮的社團活動

自習寮時代的生活，每當星期日或其他假

日，就參加各人所屬運動部訓練，例如:武道部

有柔道、劍道;運動部有棒球、網球、足球、籃

球;其他有游泳部;射箭部;端艇古巴;汽車駕駛

等。本人參加網球部，在公學校時代打過軟式網

球，曾代表學校參加斗六郡比賽，到了抴高則打

硬式網球，網球部的部長是德文教師藤野義夫教

授 。 抴高與山口高校(山口縣山口市)七年來連

續舉行對抗比賽，不幸抴高連敗六年，當時我是

抴高二年級，配合同年級的安達同學當前衛而開

戰，打了兩次平手後，最後安達同學與我取勝。

那年同時有五組比賽，最後結果是三比二，祖高

勝，這是七年來的勝利 ， 大家興奮，激動得紅濕

了眼眶【圖六】，當晚藤野部長在餐廳稿賞了部

貝 。

此外，自習寮一年一次舉行演戲比賽，我屬

於南二寮，住在此寮的學生大多是柔道部，所以

叫柔道寮。我雖是網球部，但人數少，所以分配

在柔道寮。這一年的演劇比賽，我們南二寮演的

戲曲名是『 三郎l土地教勾子dJ '我打扮飾演

鄉下村莊姑娘。起初覺得怪怪的不是味道，幸好

我不必做對話講台詞，這是我一輩子當中僅有的

男扮女妝經驗 【圖七】 。

2002 年九月

圖六湘高網球部員，第三排右起第四人校旗旁

者為作者

圖七演劇，前排日本式正坐者右起第四人為作

者

德文重於英文

我念抴高及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時都用德

文，當時日本國內醫學院教授多數曾去德國留學

過，甚至美國的大學教授也都去德國留學受訓。

念理科乙類其外文主修德、文，每星期有 13 堂課，

其中有三堂課是由德國聘請過來的德人 Hans

Schwa1be 教授施教，他是中年人，面貌清秀，上

課不指定教科書，所教的是德文特殊用法、習慣

用法及文法 。 其他 10 堂課由兩位日本人教授負

責，文法課由小林松次郎教授授課，他於昭和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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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六年間至德國進修。據先輩傳說，他念了第

一高等學校，三年課程念了六年才畢業，風評流

傳，人家叫他「一高之松 J (松太郎之略稱) ，他

一輩子剃平頭，據說東京市的暴力團也都怕他 。

不過，他德文教得很好，讓學生很滿意。另一位

德文教授叫藤野義夫(前文曾說過他兼網球部

長) ，因我本人是屬網球部員，所以與他接觸較

多，他教學很認真。

理科乙類在語文上除了要修德文，另外要修

英文，但是每星期僅有三節課。學校聘請美國人

Woodman 教授教英文，其夫人是日本人，有兩位

千金，他教文理科甲類學生，而不教乙類學生。

我們理科乙類英文課則由高橋寬丈教授授課，他

身材高，有英國紳士的風度。據說，他在英國留

學時，大家叫他高橋伯爵，而他也以此稱謂自

喜。上課時，學生故意請他講英國留學的故事，

高橋教授就把課本蓋起來，開始講留學故事 ，他

往往反覆地講航行於印度洋與蘇伊士運河的經

驗，反覆這一段就不再前進，所以學生就給他取

力 /-/3σ 力手?'7

了外號叫做「寬丈仿空迴。 J (空轉之意)。另一

位教過我們英文的教授名叫 「出水春三 J '他是

1松高第一期畢業的大先輩。有關他的傳說.他雖

以殿後成績畢業，但在學生間很有人氣，每晚有

多位學生去訪問他，教授先以酒款待學生，之後

做讀書會，輪讀 Shakespeare 作品。他的語文實

力很強，在教室上課，翻譯非常順暢動聽。

永恆記憶的譜法高

我在抴高三年半的學生生活，實在過得很快

樂，用功、做人的修養大有所得。在課餘康樂方

面，因松江市東南西北方位，不遠的地方有各種

JING FU 景褔醫訊

名勝古蹟，可在一天內來回旅程，做一日遊。松

江市民對高校學生親切寬大，二年級時我依慣例

搬出自修寮，遷入民家住宿，包括供應膳食，吃

得方便又滿意。

當時，台灣籍學生有 12 人(十九期至二十

三期) ，因為中日戰爭已戰了數年，昭和十六年

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國內時局緊張，日

本特務高等警察很活躍，我們台灣籍學生都不敢

集合開會，甚至連大家一起在餐廳吃飯都不敢。

抴高第一期至第十三期有四位台灣大先輩，現僅

存一位，其他三位已過世;十九期(昭和十七年)

至二十三期(昭和廿年) ，光復後定居在台灣的

同窗有九位，其中四位已逝世。

1980 年我去日本參加醫學會，當時與內子同

行。學會後，二人前往矢掛訪問『矢掛中學校.1l ' 

當時已依新學制改為『矢掛高等中學校.1l '男女

共學。舊日的校歌「高妻山的峰高< '小田的流

的水j青/ ...... J' 山景河流依舊。之後 ，轉往松

江市，舊時之抴高，已掛上『島根大學』校名招

牌，松江市也較往日繁華熱鬧。

抴高辦校三十年，自第一期至第二十八期

生，有五千多位畢業生。人生苦短，抴高校友們

年歲皆長，已漸凋零，但是抴高的生活，卻在抴

高人記憶中仍然鮮明，因為我們在抴高曾共譜亮

麗動人的人生樂章，是一段值得回憶的豐富人生

之旅。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47 年畢業，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名譽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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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臨終物語

第一回 軍區予備員教育

L 、力，{/) L~\t長兵連隊。3門當IJ)前在于通。、著用仿背

店在于脫~'、早速、軍服 l之若替之在它已札記。入當仲

間惜、台北帝大區半部問級生伊藤、大熊、木村、犬

童主付厲匡字專門部出身的池永仿計五名守志。元。

軍服l之 l立、星三。、上等兵仍襟章糾正fJ VJ 衛生部在于

示寸緣份山形?一夕扒、左胸lζ勻扒τ扒元。

Jf一←/心(帥絆)在于卷全、腰仿短資iJ查，吊句手 l之日

用品在入扎f三奉公袋合下l于、身長/11頁 l之縱隊在作。、

伍長仿引率可3酒田中隊。3內務班主林寸6兵金lζ落

付扒元。 二才1力豆、最低軍區仕立τ。〉幕開 l于 --C ib6 。

日本主中因主仍不幸治戰爭勃凳仿年、昭和十二年

仁、動員部隊仍下級軍區在確保寸之5元吟補充兵役于

園民兵役仿匿師在俄恥軍區 l二仕立--C 6軍區予備員

占林才石制度扒凳步在札記。

陸軍軍區仍立一只 i士多樣可寸、最也筋金扒句 σ3現役

軍區 c ft 石的 l立、區科系字校(大字匡半部或l土匪字

專門字校)在生手中、採用試驗在于受 tt、委託宇生 c ft 

6 :::1一只可7、三年間、夏休斗中三週間。3軍隊教育者

受 tt、卒業後、步兵連隊lζ衛生部見習士官 cLτ入

隊 L、二 7 月後、軍區中尉(匡專卒l土少尉)f之任官、

陸軍軍區字校乙種宇生 cft VJ 一年間軍陣巨字左軍

事半仿教育在于受 tt 石力1、在掌中 l立月額四十門仿手造

τ加支給在才L志。同級生二名 l立委託宇生守志。元。

二的委託生制度仿古〈、明治十年ι制定在扎克左

L 、王。

也予一弓仍立一只 l立、衛生部幹部候補生制度?、

現役 cLτ入隊 L一期仿檢閱後、衛生部甲種幹部候

補生在志願寸石左、軍區字校幹部候補生隊τ、教育在于

受 tt 、見習U士官 c ft VJ 二年後 lζ予備役軍區少尉主

2002 年九月

木村英一

ft~己。

滿州事安以後、動員部隊。7增加 i之伴U、軍區補充

σ3元玲、短期現役軍區制度衍生主仇、徵兵檢查-C'、甲

種又l立第一乙種合格者加志願寸志主、軍區候補生主

Lτ、步兵連隊l之入當 L軍曹仿階級力3年之色才1 、 -

7 月兵科仿訓練、 -7月軍陣巨字教育在受 tt、大字

出身者l立、現役軍區中尉主 ft6 。

更 l之戰爭力2長引~、泥沼狀態lζ陷。、短期現役軍

區可::，士、供給不足主 ft VJ 、男子可?區師兔許証在于有寸

之5 者 l士、誰--C、也軍區 lζ ft 才1 之5 軍區予備員募集加盛!v

C宣佑在扎克。

昭和 18 年 1 月 25 日與父母於木村醫院玄關前

F志募者力2 、 ib6程度。〉教lζ達寸之5 主、:主主的τ 、

步兵連隊已上等兵主 Lτ入當 L、十五日間、告訴兵訓

練後、伍長 l二進級 L、陸軍病院?二步月教育在受付

τ、予備役衛生軍曹、軍區予備員主紋。τ除隊寸志。

軍隊仍內務班仗、兵士仍居住寸之己都屋ê'、中央lζ

木製長机、長椅子糾正句句、老仿兩側'::::'^:/'←力1 、十

五床。、勻並a、頭俱.IH::::. 吊句棚力'ib 吵、手箱主材、寸之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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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箱、考。3傍 GI之被服類﹒軍衣榜﹒持下(:茗、;f，'2/)

懦絆 ("/.y/') 在于 13 tj I-v c t=.1三券、薄U箱:伏 l之積存

重扣τ <b~己 。

入當日 i士、連隊仍演習日才、班內 l土殘留兵妻女名份

為c -r: j:f'72/ 主 LτL 、元。

各自、瓜、y ←力2割吵過τG:h、日用品在手箱 lζ納

吟一休存 Lτν毛主、墨食 C7旨。元。

机上l之並^G扎克71心主仿惋仁愛飯計盛 b才1、燒

魚、野菜芳:付 l于別添之τ<b句、空腹在1荷花寸光吟、

寸。力、吵平 GI于7亡。

部屋的入口仁、統架糾正句句、命 J二吵大切 t~三八式

步兵統加鎮座寸志。

字校的軍事教練""(，、扣周iI染存仿統守志之己力豆、此所lζ

齡 0b σ)1士、 ð l-v然 c Lt=.菊份工、紋章主一連番哥別

忘。、取扳L 、加粗末可吉、品。元。、微細 t~傷心芒。 It

才1Ji、顏仿原形â-留吟肉程7、二/段已才'l 0。班長力'G 、

各自 l二步亭台司令 L< 銳左手波在扎、取七及 V \0)注意在于

受 It元。

E食後、軍區予備員教育扭過。3伍長力這已、兵當內

仍心得仁。L 、τ細 J守主L1乙注意在于受 l于光。步兵連隊

仍鍛之1二精兵 l立、既lζ何他心八出動 L、留守部隊主

怠。 τ居。、吾吾仿訓練仗、終始、只一人。3助教主

林寸o伍長l之一任主扎τ V \ t=.。之。3助教i士、溫和可7

方事要領別J:<、訓練 l之七、軍隊狐特σ7氮合U令于

牛毛入札f、把客樣板 V \-r:、助恥。 1己力2內務班內二週

間。3生活 l立、虎~狼仿檻l之投11j本主札記J:古 t~感匕

可吉、卦。元。再去。3上、當內仿、 L13 元。亭、立法度事

項l之。扒可亡何屯教之色才'l t~ 恥。 1ζ 仍可7、毅力 σ〉棒事

~失敗在于重拉克。

內務班i之 l士、約三十名。〉兵長以下仿兵力2詰吟i占主

才l 石力1 、入當 3 日 l士、野當演習仿 f己玲、約七害IJ O)兵

先 tj 恬不在可7、誠 l三靜亦可:'&倍 。元。

午後八時半、 H 夕息呼後鈍。3手入:h合 Lτ V \;:己主

九時i之物悲 Uf7出 '7 ，//~O)音叭響扒可亡菜花。殘留兵

JING FU 景褔醫訊

的一人抓、

「新兵 ð I-v l士、力、pv \吾吾吾茫、 t~ 一、 '"*-1已獲τ t~ < 
0) 力、三上一 J c '7、yλσ3 共口于、可--r:、歌。元。 之才L力1

消士T '7 '/ /~-r:、室內生TI立消之一杏仁、毛布可:' <忍心

花、復台。3 中 l三菱虫。〉如〈潛 0 迷心。目課仿終了可、法句

早已力豆、 中 k 眠才lJ~v\。 司fσ〉中、 。毛。老話 L J'智力1 聞

乙之τ13 元。

「今日、入當 Lτ131乙野郎 r 屯 l士、何者茫。地方

服在脫〈守主、 V \ 13 7訣。上等兵仍服含著令力~~元力'7、

v于、 vVC見 tj -'? v 、已才U1:lo ;þ支付仁、飯 l立A口口

主食L 、于力L，::>元。入當L1三日 l士、飯也石 <1二喉在于通

G Ib仿 l二、店主τL 、野郎主、、也茫。一丁t:"2/夕-r:、氣合U

入才1~己力 'J

r v 、~待τ早京 0 7訣。彼 GI立軍匡仿卵T後二週間

也L1己已、指扒 GI士、捧l于統甘 l之 λÞ t~ G I-v o t:" 2/夕

(領仿毆打)敗。可亡顏扣丘之色仇τJ;-石。後呵?仕返

LI之、一服盛 G :h元色、 V \ tj 二石元、芳、」

昭和 18 年 l 月 29 日於高雄市軍醫少尉任官記念攝影

之才1守、內務班第一夜i土音色 t~ < 幕在開匕元。午

前六時起床7 、'/ /~""(，、各獲台亦已兵1三 tjl士一齊iζ/-\

y 夕仿如〈飛出 L 、 大急 ð' -r:、月民主了看τ腳胖苦了卷 13 、

穫台仿毛布在于茫茫券、店、呼lζ整列寸之己。

統L 、τ 「飯<b l1一」主怒鳴。吉叭響 13 、炊事場仁、

飯佰主 j十街老下11驅付τφ〈。二仿役 l立二等兵力這一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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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兵力主使役主材、 Lτ、之2:使b才1志。

用便、洗面等、朝仿行事l立短時間 l三寸芝在拍l主社

G -f、(我上等兵 l立一C !v-C 二舞7芒。

二日目仿夕刻、 O!::"~O!::"~ 主、演習婦句仿兵力1日王內

l之七 O!::" v) 、騷然主 ft~ 元。日夕店、呼後、動t:，二t:，\:、

~O/'f 1)、匕。三/于少、~，，/，夕(顏面陵。 )0)音叭響

〈。犧牲仁 7法石仿 l立一。星ω補充兵力2 主\:(Î?~元。

兵隊i立叩 ttf主叩〈程已上 < ft 志主扒手。〉圳、日本軍

隊仍但統 GLV 、。

軍隊仁 l土敵然O!:: U三階級訟法句。、星一。仿差可?也、

上級者l二 l士給女t服從、如何ft0矛盾于暴拳﹒唐、行 l之

七、批判令反抗l立許在仇怨U。

併 L、內務班宅、l士、正規仿階級仿他、只/，:::J (去

飯)階級即t:，在隊年毅仁 J三石闇階級別動。、之仇力2

絕大 7法權力在于振志。τ (， '0 事l之驚U元。平時l之仗、

二年可:'1商期除隊主怠。τ扒克制度圳、戰時可::f土崩才1

τ、三年四年左浦斯衍。)tf、然也進級出來γ、一等

兵、上等兵i之主O!::"j: ~亡居早已脫落兵l士、古兵殿主呼

l主才1猛威主?振志告。後力'G入當 u三優秀 ft兵力1 、 E

!v o!::"!v古兵全追扒越 L、兵長、伍長主進級 u三後包、

古兵lζl土頭別上力'Gγ、內務班守、法、星教。〉威力抓

及 i主 ft (， 、。

進級落t:，二 l王扎古兵仿不平﹒不浦﹒憤?憑力立新兵﹒

補充兵仍亡、/'夕 ﹒ 夕立的。 ft O!::" 言語l二絕寸0 (，'匕b

O!:: 7法。、溜飲在于下tf0 G LV'。

之才Lf士、理性可7、 7出〈感情仍仕業可吉、(Î? 0 力\G如何lζ

制裁禁止在日斗!vτ、屯何仿勁果屯 ft (，'。潛在的恕不

平﹒不滿別哥哥 L 、者U 匕的主紋。τ爆凳才o仿 l立軍隊

加恥。可亡、 7法〈小字校﹒中字校令一般社金可7、也起二。

τ、時"<問題主怒之5。軍隊仍種身 ft私的制裁。3狀態

仿真空地帶主言多小說~映面七、紹介 ðhτ(" 0 力3

吾力可內務班宅、經驗 L元。3 倍~，，/，夕仿站l\:勛。 t:: 。

特 l之恐才tG札τ心f己仿 l士、四年兵。〉上等兵宅、頑寸

ft体宅、四角 ft顏﹒太ν眉毛 lζ大 2: ft 口。3男可7、早

2002 年九月

速﹒牌上等兵主綽名在于奉。元。

地獄。3軍隊宅、也、日曜日 l之 l立、益。3忘記別開2:、

特別勤務以外、大部分仿兵i士、外出力S許在扎志。嬉J守

主 L τ外出寸o 兵在J:司:-f=入當早勾仿我勾 l立外出

可了、 2: ft ("。五名捕。 τ當庭在于散步 L、驛際i之並Jυ 可士、

外。3 田T全眺~7告別已全話力'5尊心茫。

「沙婆l立(， ,(, 'ft一、自由糾正b 否也 !v 7法一」

「毛多花、、二步 Lτ兵當 l之間匕這位，> Gh、如三、仿

鳥 f=ft~ τ (， '0 主、初起步τ 自由份有難在加身iζ沁本

τb力\0 7法一」

「左之石宅、、軍隊l立、赤、特lζ共產完全殊仿外、忌

耳其嫌步加、 r 古色軍隊二哥、共產中土金守、 ft (， 叫道 ft 一」

「奄多元、、我"<(立、個人的革命位在已在扎克。背JJ;

~脫U花色、今三主 C'、 σ3社金的地位令財l士、一切消失

L、平等ft軍服含著它Gh同匕物在食A、問匕部屋

宅、全τ同匕生活安強L 、已扎元。衣 ﹒ 食﹒住﹒就職仿

心配l立 ft< 氣梁t=.力豆、寸Aτ 、 7 、;;/毛五乎每令 C'練。

人形σ〉如〈動言回。、自由扒拉扒拉一」

「併 L、共產園也權力者主拉扎悶、王候貴族問然

GLV 、。我勾色、特校l之 7法才Lf主、軍隊l立天固茫、甘、」

「主二石宅、皆0)眾」

犬童上等兵力2扣主持E力這位語。出 L元。

「我勾 σ〉本分 l立宇間﹒研究茫。殺人集囝仿軍隊l之

組今迅j:仇克今仍姿l立、守主f舍之 ft (， ，傲。3姿茫。張

。切 0~主 L 、芳、。方事、于于 7/'f:J: 7/' o!::行二步而fJ

「合店、茫」

「今日、午後亦已當內可吉、演芸金糾正b 石力2 、 r 古甘

低級 ft金光、石步。二 !v ft 色。)(ζ 出扎石力、u。一同欠

席 LJ三步令J

「待可三戶上、全員水、'Í立;;←寸 o 主、後可7、茫茫吵訟

法句 o苦。誰如一人代表扒出τl立 E 予充、石多」

談合σ〉結果、木村上等兵力1代表主紋。元。日曜日 σ3

午後、外出宅、 2: ft力，~元兵花兒。3慰問。3元玲、 JJ;間

可三、演芸金力主開力這才1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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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終扣。τ居室位也 E志主、古兵7三t:-.，力1 、大事件

茫左騷L 、 -C ~\0。何事力，~驚〈主、犬童上等兵力1 、

<b之先惜之 -e、當內仿廊下在于主張~\-r ~\0 姿苦于古兵

l之完見 ð扎、步兵連隊始幸。τ以來仍不祥事元、主騷

"\-C、 L 、 o 。

r" 、<色軍區。3卵宅、也 、 今度之毛于主?老 L 、才1，;þ 1主、

也?我慢c' 2: !v J 

四年兵仍膀上等兵力1、口角泡在飛l主 L、拳在握。

τ 、 ，，\~穹吵元。可亡居志。

犬童上等兵l士、主才1.， 1::: 局丸之5 秀才可7、昔、小字校iζ

飛a夕=;只糾正?-?t三時代、五年生力'r::，中半校入字、

中竿屯一年早〈、四年終了-C I日制高等字校入字、司f

σ〉上、大左手l立一番。3成績C'合格 u之中申童T、仇。、後

l二、生化字可吉、歷史仁殘忍世界的 ft. ， 研究成呆在拳所

在圳、世俗lζ超然主 Lτ扣吵、兵當屯|日制高校仍竿

寮氣分l之 Y訣。 1三r::， u 、。

木造家屋σ3克拉今火災 i:::1立格別神經過敏ft. 軍隊可吉、、

二主也品。石今仁、吸煙嚴禁。3廊下奎、 13均主、 <b

之夕/-\立 c't長 L 、 τl士、軍法合議~" 、力 'ft. < 主券、班

內守、過酷y出私的制裁l立避 rt r::，仇家 ν。

L 力、忠、軍隊l士、方事、連体責任c' iÍ0石力'r::，、軍

區的卵全員訟強烈 7法制裁金受付石。

恐r::，<、五名主也並λJC'立元 ðn齒在< ,,\ Lii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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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臨終的故事

第一回軍醫預備員教育

木村英一

楊照雄節錄

洪伯廷翻譯

一走進門禁森嚴的台北步兵第三連隊的大 學中，暑假時，要經歷三星期的軍隊訓練。醫

門，就很快地被脫下西裝換上軍服，這一次同 學校畢業後在步兵連部以衛生部見習士官入

時入營的是台北帝大醫學部(即現台大醫學院 營，入營兩個月以後，任命為中尉軍醫，醫專

的前身)的同班生伊籐、大熊、木村、犬童以 學生則為少尉軍醫，即成為陸軍軍醫學校乙種

及附屬醫學專門部的學生一位，共五名。(日 學生，接受一年的軍隊醫學以及軍事學，而在

治時代的台大醫學院稱為醫學部，當時有醫學 學中月支領 40 圓的津貼。這種委託生制度由來

部與醫學專門部的兩種學生。) 已久，是在明治十年 (1877) 制定的，我同班生

有兩名為這種委託學生 。

軍服上有三顆星，顯示是上等兵的襟章以

及屬衛生部部門，掛在左胸部三角形綠色的胸 男一管道為所為謂衛生部幹部候補生制

章 。捲好綁腿，吊好腰部的短劍，拿起裝有日 度，係以「現役」進入軍隊，經過一期的檢閱

用品的「奉公袋 J 按照身高排為縱隊，由一 以後，如志願為衛生部甲種幹部候補生，則在

位伍長(下士)帶隊進入稱為"酒田中隊"內務 衛生部甲種幹部受教育，成為見習士官， 二年

班的兵舍，就開始軍醫最初級的訓練了。 以後成為預備役少尉軍醫。

日本與中國不幸的戰爭爆發當年，在昭和 自從滿洲事變後(即日軍侵占東北後) , 

十二年 (1937 年)為了確保動員部隊的下級軍 由於動員軍人的數目遞增，為補充軍醫，發佈

醫，臨時發佈了把補充兵役或國民兵役的醫 短期現役軍醫制度。在兵役體檢中，得申請為

師，轉成所謂軍醫預備員的制度，我們就依據 甲種或第一乙種資格，合格則成為軍醫候補

這制度而入營的 。 生，則入營步兵連隊授與「中士」軍階。經一

個月兵科訓練，以及一個月軍隊醫學教育，如

要當陸軍軍醫的管道是多樣的，要成為最 果是大學醫學院出身者，則成為現役中尉軍

職業化的現役軍醫是醫科系學校(大學醫學部 醫。

或專門醫學校)在學中，經考試，成為委託在

醫學校的委託軍醫學生 ，而在這四年醫學校在 後來更由於長期戰爭，陷入泥沼狀態，短

2002 年九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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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現役軍醫供給不足，於是極力宣傳軍醫預備 是始終有被關到虎或狼檻的感覺，而助教也沒

募集， 只要是男生，具有醫師執照者，即得應 有教我們種種營內的習慣成規，因此常常造成

徵成為軍醫，用「軍醫預備員募集」之名吸引 失敗及災難。

人來應徵。而這些應徵者達到一定數目，即

併召為上等兵，在步兵連隊入營，經 15 日的步 內務班約有三十名兵長以下的兵，入營當

兵訓練後進用為 「伍長 J (下士) ，再在陸軍 天由於野外演習，約有七成兵都不在 ，算是很

病院受訓兩個月，成為預備役中士 ，而以軍醫 安靜。下午八點半晚間點名後，大家擦槍，九

預備員退役。 點就聽到悲慘音調的就寢喇叭聲。一位留守兵

軍隊的內務班，即是一般兵居住的房間，

房屋中心部有木製長桌、長椅，而兩側則各有

15 床，每床頭頂上有吊棚、小箱，而兩旁則放

置摺得整齊的軍用衣類。

入營當天由於是連隊的演習，班內留守只

有當值的幾位士兵。各自在分配好的床位，把

日用品收進冰箱，休息一下，已是午餐時間。

中央桌上排著的鋁碗內，裝有麥飯、燒魚、青

菜等，為了填滿肚于，我們就不客氣一點也不

留吃光光了。

房間的入口處有槍架，排好著比生命還要

重要的三八式步兵槍，這些槍是在學校受訓慣

用的槍，只是這裡的則刻印著顯示日本天皇的

菊花紋章以及一連的號碼，並由班長慎重發令

特別交代要小心保管，如槍枝有微小的損傷，

則會處罰毆打到不留顏面。

午餐後由負責軍醫預備員教育的伍長(下

士 ) ，詳細地說明在兵營內種種注意事項。步

兵連隊訓練出來的精兵，已不知移動到那裡作

戰，兵營已成為留守部隊。而我們的訓練始終

委由伍長級的助教，這位助教個性溫和，做事

很有要領，軍隊獨特的威權都沒有， 把我們當

作客人管教，所以內務班兩星期生活還好，可

12 

就按著音調唱出「新兵真可憐，又要哭著睡

了」。這是熄燈的喇叭，室內燈一瞬間熄了，

而我們就潛進去寢室的毛毯裡。雖然是一天作

息後的休息，但總是睡不著，而在這中間，就

聽到老兵們的小聲交談聲音 r 今天入營的小

鬼們是甚麼東西!脫下老百姓衣服，就能成為

上等兵。而且，吃飯毫無客氣，通常新入營第

一天都吃不下飯，這些新兵臉皮真厚，要不要

整他們一下。 J r 不!不!他們將來是軍醫，

不要兩星期，我們就得向他們敬禮，今晚毆打

一番，將來被認出來，可不是好玩的。」這

樣，內務班的第一夜，就安靜地落幕了。

上午六點的起床號一響， 大家便從寢室一

齊跳起來，趕快穿好軍服、捲起綁腿、摺好軍

毯、排好隊伍接受點名，接著「搬飯」的眩喝

令聲發出，從廚房由一等兵或二等兵跑步端來

飯菜。上廁所、洗面、刷牙等早上的小事，因

為都要在很短時間內做完 ，所以我們這一群上

等兵便忙得團團轉。第二天下午演習回來，我

們一回到班內就有大騷動，晚間點名後，各起

毆打的聲音發生，大部份犧牲被打的都是「壹

顆星」的補充兵。因為日本軍隊的傳統，似乎

認為兵隊裡是愈嚴格毆打，愈能成為好的軍

隊。在軍隊有非常嚴格的階級制度，即使相差

只有一顆星，下級者對上級者要絕對服從，忍

受任何矛盾、愚行，不准批評或反抗。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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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內務班內，則除了正規的階級之

外，還有地下階級。就是在隊年數的階級;這

種在隊的軍人權力之大，令人昨舌。由於以前

做滿兩年即滿期的退伍制度，在戰時被破壞

了，很多做了三年、四年仍然不能晉級， 一直

留做上等兵或一等兵，即所謂的脫落兵或老

兵，平時耀武揚威。後來入伍的優秀兵，很快

的越過老兵音級成為兵長或伍長，也對老兵沒

法子，星數的威力不及老兵。

不能音級的脫落兵，當然懷著滿肚子不平

及憤怒，就把這些氣對著新兵，毆打來消氣。

這不是講理性 ，而是感情作怪，因此如何嚴格

禁止脫落兵制裁新兵，皆無效果。

這種將潛在的不平、不滿，發洩在弱者身

上，不僅在軍隊， 即使在一般社會、校園內都

會發生 ，成為種種大小問題。特別被大家懼怕

的是，四年兵的上等兵中有一位具有強壯身

體、四角顏、厚眉毛而且口唇特別大的。我們

很快就給他取「鱷上等兵」的綽號。

猶如在地獄的軍隊，在星期天就會大開大

門，除了特別勤務兵以外，大部分的兵便允許

外出。看到歡歡喜喜能外出的大群兵，而剛入

營的我們五名，則尚不准外出，只能一齊在營

地散散步，透過圍牆看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真好，第一有自由。 」

「對了， 這樣被關在兵營，像鳥籠裡的

鳥 ，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軍隊這種地方，最討厭共產黨，不過軍

隊看起來才像共產社會? J 

2002 年九月

「是啊!我們一脫了西裝，我們過去的社

會地位、財產，一切化為烏有，強迫大家穿同

樣的軍服，吃同樣的食物，在同樣的房間生

活 ，雖然食衣住行不要煩惱，但一舉一動，都

是由喇叭或號令控制，沒有自由。」

「但是在共產國家，如果成為有權力者，

似與王侯貴族一樣，我們一旦升為軍官， 軍隊

也是天堂。」

犬童上等兵則嚴肅的向大家講起 r 我們

的本份為研究學問。加入殺人集團軍隊的今天

是不得已的，萬事能過就過，馬馬虎虎做事

吧 J

「贊成! J 

「今天下午開始，營區內有演藝會慰勞，

反正是低級的表演，我們都不要去。」

「等一等 ，假使我們五名全都缺席， 此後

↑白不好，推一名代表出席吧! J 

這樣商量後，木村上等兵就代表出席。

會後回到寢室，聽到殘留老兵大喊大叫的

聲音 ，原來犬童上等兵咬著香煙，在營區走廊

上悠哉遊哉走路，被殘留老兵發現，認為是步

兵連成立以來的不祥大事。

「即使是將來的軍醫官， 這次非跟他一腳

不可，真無法忍受。 」四年兵的鱷上等兵氣兇

兇地握拳大叫。

犬童上等兵是難得碰到的秀才，在以前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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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跳班升級的時候，由小學五年級跳到中學入

學，中學也比別人早一年進入高等學校入學，

而且在大學是以第一名考上的神童。後來，在

生化學界深入研究，在學術界留下輝煌的成

果。他大概對世俗雜事超然，在兵營裡，也視

同在學校宿舍內。

兵營由於是木造的房屋，因此特別小心火

災，如今在嚴禁吸煙的走廊，悠然咬著香煙吸

煙，即使不到軍法審判，在班內受到嚴厲的制

裁是免不了的，而且軍隊萬事都是連坐責任，

因此我們軍醫預備員也會受到強烈的制裁。恐

怕五名將一起排隊站立，受到左右顏臉的毆

打，也許會被皮帶或軍鞋毆打也不一定，想到

這裡全身直冒冷汗。

最為危險的時刻是晚點以後到熄燈時間，

因此晚點後，我們就覺悟準備受罪時，突然內

務班長大聲號令 r 敬禮! J 大家便跳出來低

頭站立。原來是軍官的來臨，在內務班內，士

官為最上級，破格的是軍官的來臨，可說是例

外中的例外。以為走廊吸煙事件，已被值班軍

官查覺，他親自來臨調查，正擔心也許會被處

罰送到營倉(兵營的牢獄)。

軍官一來，本以為會大聲喝罵，卻是 「大

家請放輕鬆'不要這樣嚴肅」的親切的聲音。

抬頭一看，原來這軍官是台北高等學校的劍道

教練杉原季義少尉。他面帶笑容，走近我們這

五名軍醫預備員衛生上等兵，先生是劍道六段

身經百戰的勇士，並獲有殊勳甲等的金章，其

勇猛戰門事蹟甚至於出現在小孩們的課本刊

物。但卻是一位溫厚親切不像軍人的老師，在

學校裡有很大的親和力。

14 

「你們還好吧!要忍受，辛苦也是暫時

的，請大家保重身體。」這猶如在地獄裡聽到

佛祖的聲音。

「班長是誰?這五個人很快就要成為保護

你們生命的軍醫，為了體驗軍隊生活，才送到

這內務班，請多多關照，拜託啦!這些就請大

家吃吃。 」把很大的餅乾箱交給老兵的鱷上等

兵就走了。這時在不知不覺中在心中合掌感謝

師恩。

送來箱中，裝滿了日式饅頭。由於突然送

來的禮物，使狂怒生氣的老兵們立即轉為高興

和氣，吃上饅頭氣都消了。這老師選擇多麼好

的時間來臨，我們是多麼幸運，恐怕深刻了解

軍隊裡的一切的杉原先生明眼垂察，讓我們度

過了一個危機。

此後，我們一次也沒有被打過，我們成為

在軍隊沒有不被毆打的環境中，幸運的時代奇

蹟。

熄燈喇叭之後，就把混亂的星期天平安度

過。

附記:本文係其以醫師觀點看日本軍國末期的

日記共有 20 回，經楊照雄董事長徵得其

木村夫人同意，特刊載於景褔醫訊，敬

請期待。(待續)

(作者係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940年畢業，曾任大阪市

立生理學科教授、主任及擔任該校校長)

節錄:楊照雄(現任台大景福基金會董事長、前母校醫學

院院長)

翻譯:洪伯廷(現任母校眼科名譽教授、前台大醫院副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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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悶 FU 景褔醫 訊|

童真年華

戴鐵雄

在我們那個年代，小時候 (1930 年代)的回 察的都是大小孩， 一眼就看到小小朋友可愛的

憶是多采多姿的，那時候左右鄰居的小小孩與 蹲在牆角，有的甚至什麼都沒有遮掩，只把臉

大小孩都玩在一起，大的照顧小的，晚餐後就 向牆，用二隻小手掩住臉，但警察偏偏就算是

是小孩們的天下，日子沒有一天是空白的。 看不見，辛苦的到各個角落去把好好躲藏起來

的大小孩揪出來，於是被逮的小偷要扮下次的

母雞帶小雞是最代表性的遊戲。通常由一 警察了。

位大姐姐或大哥哥當母雞，帶領保護著一群小

雞，在母雞後面排成一長列，二隻小手抓住前

面小孩的肩部(太矮的就抓腰部) ，有一個小

朋友當老鷹抓小雞，母雞把雙手往左右手舉攔

阻老鷹，老鷹就往左或右避開母雞疾跑，整排

小雞就跟著往左右躲閃，當然是只一個小孩的

老鷹行動快捷，於是驚叫聲四起，最後總是有

小孩腳絆腳摔倒在地，失去母雞的保護而被

J足，於是這隻小雞就要變老鷹了。而退下的老

鷹變小雞，被保護在母雞背後最不容易被捉的

位子。這是小時候最好最受歡迎，不分年齡，

不拘人數而又是運動量最大的遊戲。

陣地保衛戰可是大男孩玩的，把男孩聚在

一起，由二位大哥哥各當一邊的龍頭老大 ，由

二人猜拳，依序挑自己認為善跑的小孩，最後

二邊人馬選好，分成二敵陣，各以一支電火柱

(電線桿)做陣地，指定一條中線，不必做記

號，事先約定好，大家就遵守了。只要陣地

(電火柱)被對方用于摸了就是陣地被攻陷而

輸了。在越線侵入對方地域後，身體被對方摸

了就算被俘虜了，要自動乖乖的站在對方指定

的囚禁處(通常是在地上劃個圓圈)待救，只

要友軍前來摸到身體就算獲救可以逃跑了，但

第二次被摸就算戰死，要退到旁邊去觀戰了。

警察捉小偏是另一種遊戲(小孩叫這遊戲 所以這個遊戲需要的是體力， 一個晚上玩下來

為打虎捉賊 ) ，一個小孩扮警察(也就是老 就精疲力盡了，但卻是含有健身味道的遊戲。

虎) ，面壁把眼矇住(當時的小朋友都很誠實

不會偷看的) ，其他的小朋友就全扮小偷，找 七娘媽生(七夕) ，土地公生或其他有名

門後、桌子後面、牆角什麼的躲起來，當然限 神祇的生日時 r 關水雞仔神(青蛙神) J 也

定有一個空間範圍的， IJ叫\朋友( 3 、 4 歲的) 是大男孩的遊戲，通常是由志願當 「水雞神」

甚至只拿一張報紙什麼的把臉遮住就算躲起來 的男孩們蹲成一排，由在神廟當法師的大人作

了。當警察在數到「十 J (當然是慢慢的拖長 法念咒，一段時間後，其中有幾位小孩如同

尾昔的數) ，就開始找人捉小偷了。通常當警 「水雞神附身」而兩手著地的作青蛙跳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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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小朋友則在四周圍觀，不過這個可是帶

有些宗教味道了。

扮家家酒相當熱鬧， 一聚就是十幾二十多

個男女小孩團團坐，幾位大姐姐忙著用簡單的

竹片，把放在破鋁盤子上面的野草用力的炒，

下面是一片破紅瓦片，用四個大石頭墊著當爐

址，裡面還放著幾根稻草當柴燒呢!也有小砂

粒子炒成的花生，用龍眼種子炒的肉球，還有

一小片香蕉樹葉煮成的糖酷魚﹒.....於是大姐姐

用日月貝殼充當碗碟，裝了飯菜，每人一份地

發給每一位小朋友，也有扮爸爸媽媽 ，阿公阿

體什麼的。還有紙糊的酒杯跟茶杯呢!這一餐

一吃就是一個晚上。有時候還會上演迎親餘興

節目，我年紀小，不知害躁，常常被派扮新

郎，與小新娘互拉小紅線，向「爹娘」及「眾

親友」拜堂呢。長大懂事後，我與小新娘見面

都不敢打照面問候，就↑白人家取笑。現在的小

Jl附 FU 景褔醫訊|

面，雙手矇住小弟或小妹的眼，由小朋友輪流

摸他的鼻子、耳朵、嘴巴、庸膀、手臂什麼

的。由大姐姐問 r現在摸你的鼻子的是誰 7 J 

小朋友在摸時大概都會忍不住偷偷輕笑一聲，

或動作怎麼樣而被認出來，連續幾位實在猜不

到，大姐姐就會放水，讓矇住眼睛的手指頭稍

微分開出一個小縫，讓小朋友看清是誰摸他。

這遊戲都是小小朋友在玩的，但一定要有一位

大姐頭仔主持。

騎馬戰: 這也是男孩的遊戲。由二個小朋

友，自己的右手抓左上膀，左手抓男一位小朋

友的右前臂，交結而成坐鞍，扮戰士的小朋友

坐在手椅上，後面由另一位小朋友攔腰抱扶

住，用頭臉抵住屁股，雙方必須戰到一方的兵

馬全 「亡」 了，才分出輸贏。在肉搏時雙方人

馬加油吶喊聲，可是鷺天動地的。

朋友命好，可以買很多「家家酒」用具，但兄 至於目前還流傳下來的傳遞寶物，跳越繩

妹扮起家家酒，人數少，二、 三下就膩了，沒 子，彈跳繩子，放風箏，踩高蹺，轉陀螺等目

像我們那時候的排場熱鬧。 前還偶爾在玩的就不再介紹了。

「黃咯雞 J :黃、台語矇眼，咯，母雞 而在小玩物方面有很多，當時物資缺乏，

低叫小雞的咯咯聲)。由大姐姐在地面畫個大 所以兒童玩具都很克難且蠻有創意的。

圓圈，所有的小朋友都扮小雞站到圓圈內(差

不多把整塊大空地都畫入) ，扮母雞的小朋友 日月貝殼 :參加者每人交出三枚，凹面朝

則用不透明布巾矇住雙眼，由大姐姐在後腦部 天擺放地上，小朋友猜拳訂順序，以男一貝殼

紮緊，於是母雞發出咯咯聲到處找小雞歸巢睡 丟敲地上貝殼邊緣，能使它翻轉，該貝殼就當

覺，刁皮貪玩的小雞當然到處躲開眼睛看不見 獎品。

的母雞，經過一番瞎抓，循看小朋友的驚叫

聲，終於會抓到一隻小雞，這時母雞就大叫一 玩龍眼核(種子) : 二人或三人對比。各

聲 「 咯咯雞 」 。於是輪到被抓到的小雞扮母雞 出三或三粒龍眼核，三粒做地基湊成正三角

了。 形，上面再放一顆當城堡，左右二邊各獨立放

一顆當衛士。猜拳定順序，在離開約一尺或半

朦眼猜人:由大姐姐坐在小弟或小妹的後 尺遠的地方放一顆，輪流用手指彈動，把城堡

16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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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倒的，六顆就當獎品了。 業的，而且房屋密集，已無小孩玩樂的空間，

玩瑕璃圓珠子:這要用錢買的兒童玩物， 下課回來就是關在火柴盒式的公寓裡'幼時的

但很便宜。 一個玩法與前途龍眼核一樣 ，但距 回憶除了補習、作業，就是電動玩具，兒時回

離較遠。另一玩法是在地上挖五個小洞，中間 憶可說是一片空白。完全失去我們當年的童

一個，四方形各角一個。小朋友由起跑線用姆 真，我真為孫兒輩鳴不平而叫屈。

食指捏動珠子由右下第一洞，右上，左上，左

下，最後攻入中間的洞，先攻進的算贏，可以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泛開業於恆春鎮裁外科

贏敢參與者的珠子(事先可約好輸贏數目)。 婦產科診所)

但個人每次都只能捏攻一次。

咬鬥蟋蟀:小朋友帶著挖好小洞的紙盒

(好讓空氣進去) ，成群到野外蕃薯圍農地去

灌蟋蟀，找到蟋蟀洞後，以玻璃瓶裝水灌入

洞，把蟋蟀逼出來就抓進盒子裡(有時會灌出

蛇來，所以灌水後都要躲得遠遠的)。回來就

各提供一隻雄蟋蟀互咬，這只是玩玩，沒什麼

獎品的，血書蟀我們都叫它「烏龍仔」

在最前面提的母雞帶小雞也有叫做貓吃魚

的，玩法是，扮貓的小孩(前述的老鷹) ，要

繞一大條魚(也就是母雞與小雞)轉，口中念

著 r擔欠 x 片(饅水)飼豬，割草飼魚，魚

外大(多大)。走到魚頭前面停下來等回答，

魚頭(就是前述的母雞)會舉起雙于左右一比

「這樣大」儘量比得小小的) ，於是又繞圈再

念，每間一次當然要長大一點，最後等魚夠大

了，於是貓就大聲宣布「我噴吃 J 於是一場

緊張的大追逐就展開了。

小時候地廣人稀，隨便榕樹下，曬穀場，

寺廟前，或宗族公廳前廣場，小河邊等等，都

是小朋友的遊樂地。一下課回家，既沒有補

習，也沒有什麼作業，所以幼時的生活可真無

憂無慮，而充滿溫馨快樂，有太多值得回憶的

了。現在的小孩，因有升學壓力，又補習又作

2002 年九月

圖畫畫-
敬啟者:

初次寄上此書信，我是一九三九

年日本時代的台北帝大醫學專門部

第三屆畢業生，姓「森 J 感謝每

次寄來的「景福醫訊 J 拜讀七月

份「編後語」後，書寫此信表示謝

忱!

我於一九一三年在台灣的澎湖馬

吉出生，現年入十入歲，在日本相

等與「未壽 J 所以同學寥寥無

幾，在台北僅有謝伯津、陳雲騰、

胡天順先生等，我也時常訪問台

灣，因歲數增加，今後能去幾回，

就不得而知了!在「景福醫訊」中

拜請日語的「一高」文章，覺得很

高興，另外莘思雅先生寫的文章很

有趣味，請代為問候。

亂字連篇很抱歉，希望今後亦有

日語的文章，並請繼續郵寄!

祝各位健康及發展!

森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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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來美發展有成的景褔校友

林間東(安息)前輩

偶爾聽到人討論誰是最早移民來美的台灣

醫界人士，大概都認為戰後才有。二二八事變

中的重要人物謝娥前輩， 1949 年底移民美國在

公共衛生有戚，可能是戰後最早的一位，以後

再來多多討論。

在收集早期留學歐美資料峙，從二位不同

的來源得到一景褔校友早在 1935 年就來美久居

的消息，值得在此討論其成就及生涯。

本名林安息的前輩 1897 年生， 1918 年台灣

醫學校(第 17 屆)畢業， 1935 年來美，後來在

營養學、生化學及細胞學很有成就。以下資料

由前台大圖書館系系主任及哈佛大學燕京圖書

館賴永祥教授提供林前輩弟弟林金生(已於

1972 年去世)的信，以及林前輩的堂弟林東輝

醫師提供資料，以及李敦厚、李遠川、廖述

宗、謝奇瑋、謝奇璋等教授的幫忙查證。

林安息前輩又名錫蝦，醫學校畢業後在台

北市紅十字社醫院，台南的總督府立台南醫院

實習後 ，在台南竹仔街(今民權路三段)開業

「春陽堂醫院 J 後來到上海與同學翁俊明及

林錦生兩人共同開業。後來他又去日本醫科大

學進修，再回去上海的福江大學當教授並開

18 

朱真

業。他到中國後以憫東為名。在上海結婚，生

獨女似蘭，母女戰後回到台灣，似蘭女士十二

年前仍住台北。

1935 年由當時國府立法院院長孫科聘為立

法院顧問醫師，不久陪孫科夫人去美國治病，

孫科夫人治病後回國，林前輩則留在美國。林

金生之信說他到哈佛大學深造得醫學博士。我

去哈佛查不到他得MD 的記錄。可是經林東輝醫

師得到他 1948 年在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

istry 發表有關 Pyridoxine 的論文。那論文是他在

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Nutrition科做的，我找到任教

於該學院的李敦厚校友，他很認真地去查證，

他說哈佛大學沒有他得MD之記錄，他去哈佛的

註朋部門詢問，林前輩的確於 1946-47 年在哈

佛公共衛生學院註加一學期當 Special Student 。

但到底有否得到 M.P.H . 或 Dr. P . H . 學位否，尚待

求證。李校友還打電話給該論文共同作者， D. 

Mark Hegsted 。那教授還記得林前輩，說他很

認真工作，但已不記得他是以什麼身份做研

吋鬥 n'tL u 

顯然他以後到 John Hopkins 大學攻讀生化

學位。從 Biological Abstract 找到他在 1952-54

年共發表四篇有關 Vitamin B12 的論文，都是從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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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 的生化科發表( 三篇在 J8C ' 男

一篇在 Archives of 8iochemistry & 8iophysics ) 

後來我也證實他在 1952 年獲得該大學生化學博

士學位。論文題目是 "Studies on the Metabolic 

Role of Vitamin 812 " 有 100頁 。

他得 Ph.D.後去 Philadelphia 的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 生化科當 Assistant Professor 

兩三年 ， 後來又轉回到 John Hopk ins 大學。據

林東輝醫師的說法是當到 Assoc iate Professor ' 

但他弟弟林金生的信中則說當到 「終生教授 」 。

去 8iological Abstract 查他在 1962 ， 1963 發表二

篇 Abstract ' 在 1968 年(當時 71 歲 ) 在 Experi

mental Cell Research 發表細胞培養劑的研究。

這篇是用大學外科的 Finney - Howell Cancer 

Laboratory 及生化科名義發表， 他是該論文的第

一位作者。

按林金生的信，他大約 1922 年離開台灣後

再也沒回到台灣 ， 1972 年他們兄弟再次在美國

見面。林前輩於八十四歲膽癌逝世(約 1981

年 ) 。林東輝醫師曾在 Philadelphia 以及他病

重時在 John Hopkins 大學醫院內見到他好幾

次 。 他一直稱讚林惘東前輩很了不起 ， 是位學

者。他們也提及他對茶花及養鴿子非常有研

究。 他來美國後再婚 。

他 1935-1946 年間做什麼工作 ， 那信及堂

弟林東輝都不知道或未提及 。 他研究生化有

成，能在很難得的 J8C 發表好幾篇 ， 後來轉研

究細胞培養也在 71 歲仍發表論文於難登的雜

誌 。 生涯的其他詳細情形仍不知。據說他弟弟

黃俊烈目前仍健存 ， 住台南東寧路不知他有更

多資料否，不知他女兒林似蘭女士 ， 仍在台北

2002 年九月

否 ?若有人知道他們請麻煩來聯絡。

順便一提， 他 1948 年在 J8C 發表一論文 ，

本以為該是台灣人最先發表於 J8C 的論文，再

去詳查 ，林國煌教授及董大成教授在 1948 年

J8C 同一卷第二期發表了一篇 "The oxidative 

demethylation of Monomethyl- I-amino aci的"這

論文比林惘東的論文早一個月發表。董、林教

授這一篇是台大醫學中心 ( 也許是台灣生化界

及台灣醫界 ) 用英文發表於國際論文的稿矢。

林前輩 38 歲才到美國 ， 不知他前十年做什

麼工作。 他的生涯多采多姿 ， 不論是上海在日

本在美國都很不尋常很可惜沒有資料可探討。

他五十幾歲還很努力做研究 ， 後來約 55 歲得到

PhD . 以後論文較少轉研究細胞也有成就 ， 在七

十一歲仍有論文 ， 其精神真值得我們的佩服。

他對台灣的影響很小 ，但無論如何林前輩是我

們後輩該尊敬的第一個到美國的拓荒者。

附錄: 再度懇請有資料的前輩、 朋友能與

我連絡。 地址 J .Y . Chu ， P.O. 80x 22, Chester

field , M063006, U . S .A. 。傳真 314-268-

4081 ' 電話 314 - 577-5638 ' E-mail :chuj@ 

slu . edu 及 aljychu@yahoo.com 。我在此先謝謝

大家 ， 尤其希望有人提供高敬遠、 林德翰 、 郭

松根、 王通明 ( 祖檀 )、 蔡愛禮 、劉聰慧 、 李

晏 、 蔡陽昆 、 劉禎祥、 謝娥、王振明 (James D. 

King) 、 黃演僚 、 黃文、黃雲裳 ( 新島裳一 ) 、

林鼎乾 (林田健男 ) 諸先輩的資料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5 年畢業 ， 現任聖路易大學小兒科

教J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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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礎醫學到病理，留美四十年回顧

李慶 榮

在醫學院肆業期 密西根大學位於

問我對生理學甚感興 密西根州南部的安靜

趣，畢業後決定赴美 優美小城安那堡

深造。在台大醫院做 (Ann Arbor) 。生理系

完一年小兒科住院醫 十幾個研究生內只有

師並積蓄足夠旅費 我一個外國留學生，

後，便申請到紐約市 過了一學期後很高興

一家醫院當實習醫 來了校友朱迺欣醫

師。但我的內心充滿 師。在密大別系還有

對研究的興趣和未來 校友李育剃頭醫師、王

的理想，完成一年實 金龍醫師和林宗義教

習醫師後毅然決定回
作者北京講學遊長城( 1983 年)

授夫婦。密大台灣留

學生不少 ， 週末野遊、打棒球 、 羽毛球，有同到大學當研究生 ， 開始基礎醫學生涯。

攻讀生理博士學位

我先申請到田納西州的 Vanderbilt Univer

sity 生理系，靠研究助理獎學金半工半讀。雖然

節省住食，付了學費後依然口袋空空。一年半

後轉到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生

理系，情形改善不少。有助教獎學金年薪三千

六百元，生活舒適而且教學負擔不重，可以專

心學業。在 Vande巾ilt Un i versity 時曾跟生理和

生化二位權威名教授 (Dr . Earl W Sutherland 和

Dr. Stanley Cohen) 選課，果然名不虛傳，二位

分別於 1977 年和 1986 年獲得生理諾貝爾獎

h. 
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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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請吃飯 ， 相聚閒談享受當學生樂趣。在台灣

留學生中認識一位物理系研究生林偉華 ， 互相

切磋情投意合，後來在安那堡一家教堂結婚，

生理系研究生在婚前給我開了 End of 8achelor

hood Pa旬， 正式告別光棍生涯。我修足學分通

過筆試和口試後於 1970 年獲得生理學博士學

位。內人也獲得物理學博士。家庭添了二個男

孩，這是一生最快樂的一段回憶。

記得故錢思亮校長曾說過 「獲得博士學位

是做學間的開始 」 。密大畢業後我決定留在學

術界繼續研究。當時申請到哈佛 、 賓州大學婦

產科研究津貼，偏重於臨床研究 ; 而 Mayo

Clinic 的內分泌研究系注重基礎醫學研究給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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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深刻，最後接受 Mayo Clinic 的 Endocrine

Fellowship 0 津貼來自美國國家衛生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咐，簡稱 NIH) 0 1970 年六月底開

車依依不捨離開深愛的安那堡。

Mayo Clinic 基礎醫學研究

Mayo Clinic 是世界聞名的診所，位於明尼

蘇達州南部小鎮。冬天積雪可達幾呎，冰天雪

地。記得當時住院醫師有五百多人，龐大組

織，可以想像，內分泌科在美國著名，擁有三

十多位內分泌專家，陣容堅強，老布希總統夫

婦曾求醫於甲狀腺科，為著內分泌基礎研究需

要， Mayo Clinic 另設內分泌研究系 (Department

of Endocrine Research) 。系內教授大部份為內

分泌專家，很少看病人，專做研究，內分泌科

和內分泌研究系有密切聯繫'定期在堂皇 Mayo

Foundation House 開研究討論晚會。我曾幾次報

告研究結果。會後有正式豐富晚餐，飯後還有

高級雪茄煙。我們內分泌研究系的主任 Dr. A 

Albert 是哈佛大學的 M.D和 Ph. 口，把我安排在

Dr. Robert Ryan 的實驗室。 Dr. Ryan 曾任伊利諾

大學內科教授，以研究出 (Luteinizing Hormone) 

和 FSH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著名。

當時在 Mayo Clinic 做住院醫師有同班同學

高村井醫師，校友沈富雄醫師、蘇文博和李滿

美醫師夫婦，還有台北醫學院畢業的胡俊宏醫

師，校友王金石醫師是麻醉科的主治醫師。內

人在生理系做post-doctoral fellow 參加心臟立體

重建( Three Dimentional Reconstruction )的研

究。

1970 年 Hormone Receptors (荷爾蒙受

體)研究正在萌芽， Estrogen 和 Insulin Recep

tors 相繼發現。我假設卵巢有 LH 和 FSH

2002 年九月

JING FU 景褔醫訊|

Receptors 。和 Dr. Ryan 商量後朝這方面開始做

研究。當時 Dr. Ryan 已設立肘， FSH 和 HCG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的 Radioim

munoassay ，我因方便就用現成的 131 I-LH 或

131 I-HCG 做實驗。因不知道 Receptors 在細胞

膜或在細胞內，所以用新鮮卵巢切片 (ovarian

slices) 為 Receptors 來源。

發現 LH Receptors 

做實驗很少一開始就會成功，起先三個月

沒有結果覺得很失望。有一天技術員準備好的

131 I-HCG 放射性過低，不適用於 Radioim

munoassay ，丟掉可惜就給我用在 Receptors 實

驗。記得當天晚上在 Mayo Foundation House 有

內分泌研究討論會，會後我回到實驗室看實驗

結果。出乎意外發現卵巢切片放射性比其他器

官切片(肝、脾、腎等)多了幾佑，表示卵巢

有 HCG Receptors 。這時忽然領悟到以前用的

放射性 HCG 在碘化過程中分子結構被破壞，以

致不能和 Receptors 結合，這是我實驗轉換點。

以後改用溫和的放射碘化，實驗進行順利，體

會到首先發現 LH Receptors 的興奮和喜悅，所

謂做研究要靠運氣，但先要有準備的心境。

美國內分泌學會發表論文

1971 年的內分泌學會在舊金山舉行，我在

年會發表 LH Receptors 實驗結果，引起甚大興

趣和重視，以後幾年繼續在學會發表論文，而

且陸續在醫學和科學雜誌發表論文，因 LH 和

HCG 化學構造近似，有共同 Receptors '所以

LH/HCG Receptors 通用，而 FSH 則有不同

Receptors 0 LH和 Receptors 結合或分離和化學

反應相同，可用物理化學計算 equilibrium disso

ciation constant , number of binding sites , associ

ation rate 和 dissociation rate constants 。這些

21 



結果都發表在專門雜誌。以後證明卵巢也有

FSH Receptors 。並且首先在人體甲狀腺証明有

TSH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Receptors 。

索取論文抽印本的信紛紛湧至，除了來自歐美

洲各國外，也來自日本，澳洲和東歐各國。由

於優良研究成績，獲得Mayo校友會榮譽獎金，

特別在我的生日派人送來，不久又晉陸為助理

教授。

應邀國際學術會議演講

美國國家衛生院 (NIH) 於 1972 年舉辦一個

國際學術會議，題目為生殖荷爾蒙受體 (Recep

tors for Reproductive Hormones) 。地點在田納

西州的 Vande巾ilt University 。參加開會的只限

於邀請的世界名流學者，來自美國的有芝加哥

大學生化教授廖述宗(台大前輩)和 Dr. EV 

Jensen 等。來自英國的有 Dr. R J 8 King 等。來

自法國的有 Dr . E E 8aulieu 等。我和 Dr. Ryan 

很光榮也被邀請參加，幾年後又回到 Vanderbilt

University 舊地重遊有親切感。當時 Estrogen 和

Androgen Recepto悶的研究已有相當發展，演講

題目大部份偏在這方面共 16 篇，而 LH 和 FSH

Receptors 的發現不到三年，只有 4 篇，我的演

講題目是 Luteinizing Hormone Receptors in 

Luteinized Rat Ovaries 。內容豐富，超過 45 分

鐘演講限制， NIH 的 Dr . K J Catt 講演畢丸 LH

Receptors 。因 LH receptors 比較新鮮，引起很

多在場學者的興趣，參加開會人數不多，討論

相當熱烈，同時很快互相認識，感情融洽，會

後有論文專刊出版，書名為Receptors For Repro

ductive Hormones '我和 Dr. Ryan 代表 Mayo

Clinic, Dr. Catt 來自 NIH 同被認為 LH Receptors 

權威，首次和國際學者平起平坐和登台演講，

有些受寵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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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內分泌會於 1974 年在墨西哥市開會，

我被邀請當 hormone receptors 小組主席。但墨

西哥和台灣沒有邦交，我因中華民國護照未獲

得入境准許，不得已請美國同事代勞。

意大利國際學術會議演講

1975 年春天接到 Serono Symposium 主席

VHT James 來信，邀我參加為期一週的國際學

術會議。地點在意大利佛羅倫斯 (Florence) 。會

議題目是人體卵巢內分泌機能 (Endocrine Fu巾，

tion of the Human Ovary) ，我被邀請是因為我

和Dr. Ryan首先發現人體卵巢有LH Receptors ' 

開會來回機票和一週的旅館住食自 I F Serono 負

擔，來自美國的還有加州大學教授 Dr. S C C 

Yen 。其他各國學者包括英、法、意、西德、瑞

典和比利時等。開會在廣大會場包括聽眾有幾

百人，沒有上次國際會議融洽親切之感。我的

演講題目為 Specific 8inding of HLH and HCG To 

Ovarian Receptors '會後有論文專刊發表，以

開會題目為書名。

發現人體卵巢有 LH Receptors 

我開始 LH Receptors 實驗是用白鼠黃體化

(Iuteinized) 卵巢，後來假設人體卵巢也有 LH

Receptors '但實驗經過一段辛苦時期，因卵巢

來源不易，並且開刀後送到實驗室都在下午，

白天忙於動物實驗不能半途停下來，只好晚飯

後回實驗室做實驗，有一天送來的卵巢恰好有

幾個豐滿的黃體 (corpora luten) ，心想機會不能

錯過，實驗從晚上一直做到快天亮，結果很成

功。開車回家路上晨曦黎明，身體很疲倦，但

是精神上覺得很亢奮，因為我首先證實人體卵

巢也有 LH Receptors '以後繼續約一年晚上實

驗，證明 LH receptors 的數目 (number of bind

ing sites) 和卵巢機能有關，這篇人體卵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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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1973 年、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申請 NIH 研究金和獎金

在Mayo Clinic 起初三年津貼來自 NIH fellow

ship ，每年約八千元， 一家四人住在宿舍，生活

簡樸'過得舒適， Fellowship 結束前 Dr. Ryan 要

我申請NIH 的研究金，部份做我的津貼，靠我日

夜和週末努力研究的成果和發現LH Receptors ' 

於 1973 年首次獲得 NIH 研究金，為期三年，共

十二萬元。我和 Dr. Ryan 同為 Co-Principallnves

tigators 又請到和 LH Receptors 有闊的 NIH

Research Contract '三年共十六萬元。

再過一年 Dr. Ryan 要我申請NIH 研究生涯發

展獎金 (Research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 

目的在鼓勵有前途年輕人做研究，獎金為期五

年，全部做為津貼，五年內不必擔心生活費，

是年輕研究學者的最高榮譽，我榮獲 NIH 審查通

過，但在 1974 年美國經濟不景氣， NIH 預算被

白宮(尼克森總統時期)延擱，獎金好像懸在

空中，不了了之，這種突然的威脅使我醒悟到

不能全靠研究金養家過生活，也使我失去了對

政府支持研究的信心，雖然後來 NIH預算通過並

通知批准我的獎金 ，但我早已離開Mayo Clinic 。

病理住院醫師兼教授生涯

回想過去十年全力貫注基礎醫學，忽略醫

師執照的需要，但為將來必須重新開始，乃決

心參加醫師執照考試，離開臨床多年覺得生

疏， 幸有蘇文博校友的指示(他已考過執照不

久) ，日以繼夜，早出晚歸，除做實驗外，專

心準備考試，終於考取醫師執照。不到一歲的

小女兒幾個月沒有看到我，竟然不認識父親，

使我非常吃鷺和內疚，獲得醫師執照後， Dr 

Ryan 擔心我會離開，給我加薪， Mayo Clinic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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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 Consultant (主治醫師) ，但我已決定不

能留下來繼續研究，乃於 1975 年接受明尼蘇達

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臨床病理住院醫師

職位兼助理教授。

我不願意放棄五年來的豐碩研究成果，決

定把研究金和儀器轉到明尼蘇達大學繼續研

究，各種儀器排在新的實驗室洋洋大觀，同時

也開始僱用技術員，病理主任 Dr. 日lis Benson鼓

勵我再申請 NIH 的 Research Career Develop

ment Award 。因我的申請前已通過， NIH 有了

預算就批准五年十九萬獎金，我覺得很榮譽，

大學月刊和世界日報登載得獎消息。

在大學醫院當住院醫師兼教授負起雙職，

比在 Mayo Clinic 全職研究更加繁忙，很少時間

在家。幸賴內人諒解，星期日下午帶小孩來實

驗室看我，我的實驗室可以看到對面的密西西

比河，我們帶小孩到河畔散步、遊戲，小孩撈

到小魚很高興，算是忙裡偷閒的快樂，在大學

有同班同學廖日嘉醫師，在麻醉科當教授，週

末常去他家拜訪，同系的有校友陳增光醫師。

五年獎金是我的津貼， NIH 研究金快到期還

得另外申請，實在忙不過來， Dr. Benson 讓我

暫停住院醫師三個月，全心準備研究金申請，

幸運又榮獲第二次 NIH 研究金，為期三年共九萬

六千元。臨床病理訓練完後，順利考取 Ameri

can Board of Clinical Pathology 。因研究興趣只

做完臨床病理 (Clinical Pathology) ，以後轉去紐

約州奧本尼 (Albany) 醫學院補做解剖病理

(Anatomic Pathology) 。奧本尼是紐約州首府，

奧本尼醫學院有 150 年歷史，我一方面當住院醫

師，男一方面兼生化系副教授和主任 Dr . L 

Reichert 合作研究。完成三年的住院醫師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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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納西州大學醫學院聘請我為病理正教授， 一

年後又回奧本尼，考取 American Board of 

Anatomic pathology ，並服務於榮民醫院兼奧本

尼醫學院病理教授至今已近二十年。

北京醫科大學講學

1983 年台大校友

陳浩佳博士由 NIH 來

信邀我到北京講學，

主題為荷爾蒙的

Receptors 和化學。

這是中美科學交流計

劃，由北京醫科大學

和 NIH 合辦。美國負

責人是陳浩佳博士，

他在 NIH 研究多年為

傑出生化學家。對方

負責人是中國生育研

Jl悶 FU 景褔醫訊1

穿刺和腫瘤的診斷。我們是電子顯微鏡診斷中

心'範闇包括紐約州東北部和麻省西部共二十

多家醫院，十多年經驗不少困難和興趣的病

例，獲益不淺。可惜因預算不足，不久前停止

電子顯微鏡診斷。教育方面包括病理住院醫師

訓練，醫學生病理教學和暑期為研究生開電子

顯微鏡課。病理系校

友施安雅醫師教學認

真，曾獲優良教師

獎。在研究方面和校

友鄭敏夫醫師合作，

關於 Interleukins 和

Tumor Ne-crosis 

Factor 對氧氣毒性的

影響，我負責肺臟電

究所李偉雄所長，為

人親善，常到歐美考

察，我和陳博士來回

機票由 美國政府負
作者全家照

子顯微鏡和普通病理

變化。聯合發表近十

篇論文。和鄭醫師請

到為期三年十二萬研

究金，我也請到四萬

多元研究金 ， 鄭醫師

在這方面有獨創，可

責，中國政府負責住食和交通，陳博士在行前

百忙中準備教材和實驗儀器和材料，服務和作

事認真的精神，值得欽佩。講學為期四週，上

午 40 小時講課，下午 的小時做實驗。學員有

的人，包括 16 位醫師和大學研究員，來自北京

外有上海、福建、廣東、重慶、武漢、潘陽和

哈爾潰。他們學習異常認真，講學圓滿結束順

遊長城、西安、杭州、卜 桂林和廣州 ，經香港回

台探親。

病理、教學與研究

我在奧本尼榮民醫院負責臨床化學，研究

並且輪流做電子顯微鏡的診斷，主要包括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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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久前男有高就，離開奧本尼，我和前同事

Dr. James Dias 曾合作研究，經他介紹我在紐約

州大學生物醫學系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Sciences) 曾任客座教授。

事業和家庭

研究的道路崎幅不平 ， 如果專靠研究金養

家過生活，壓力很重，所謂 Publish or Perish ' 

論文發表不夠，請不到研究金，就會失去職

位 ， 年輕時事業心重，實驗常做到三更半夜，

容易忽略家庭。我常不在家，內心深感內疚，

幸賴內人體諒、支持和教導孩子，才有現在美

滿家庭。現二個兒子已成家立業，大男孩是放

2002 年九月



射線科醫師，第二男孩是康乃爾大學電機系碩

士，在股市華爾街一家公司做事當副經理，工

作期間繼續讀書，又獲電腦和商業管理碩士，

三女兒在紐約市 Mount Sinai 醫院當放射線科住

院醫師，小男孩肆業於賓州大學牙科，成績優

良獲得學費獎學金，內人獲得密西根大學物理

博士後，在Mayo Clinic做post-doctoral fellow ' 

相夫教子，帶大四個孩子，仍然繼續工作，曾

任職奇異公司 (GE) 和 Texas Instruments '現在

美國陸軍研究發展中心做研究，與附近 Rensse-

laer 工學院 (RPI) 合作，為 RPI 物理教授。夫婦

在醫學和科學雜誌發表論文有百餘篇，內有數

篇是合作的成績。

感想和淺見

我很幸運進入台大醫學院，承蒙老師們的

培育和母校的薰陶。留美四十年努力終於達成

JING FU 景褔醫訊|

多年來的願望和理想，現在有美滿家庭，子女

完成高等教育，該是心滿意足，享受人生的樂

趣。我願以過去研究經驗，提供淺見，希望給

有志於研究的醫學生和年輕醫師做參考，做研

究有苦有樂， 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要有興趣

和犧牲的決心。醫學生最好利用暑期到基礎醫

學系見習和參加研究，打好基礎。臨床醫師照

顧病人很忙，但也有好處，生活有保障，請到

研究金就可以做研究。現在科學發展日新月

異， 一日千里，最好能和基礎醫學教授合作，

各取其長，會有更大成果。如果有更多年輕醫

師投入基礎或臨床醫學研究，確信我們台大醫

學院和醫院的學術水準將會更上一層，與美國

著名醫學院並駕齊驅，同時發展新科學，貢獻

社會。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1 年畢業，現任奧本尼醫學院為理

教授)

台大醫學院九十{學年度

校務會窮教師{-e衰退摩給黑

一、開票時間:民國九十一年入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起

二、開票地點:基礎醫學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三、開票主持人:陳院長定信

監 票人:郭明良所長、林隆光主任、蕭裕源所長

四、選舉結呆:

教師代表三十二名，名單如下:

李伯皇、楊i半池、林芳郁、何弘能、謝博生、鄧哲明、侯連團、陳明豐、

高全良、賴金鑫、諒銘嘉、林俊彬、高純琇、許世明、李君男、王若拉、

謝豐舟、王主科、黃國茂、李水盛、郭英雄、林肇堂、楊培銘、李明:寶、

林立德、蔡克嵩、江福田、吳美環、黃冠索、鄭安理、杜永光、葉炳強

候補:陳培哲、林仁混、康照洲

2002 年九月 25 



短歌行

您說

我們是不被看重的一群

總是

不經意的被擺弄

懷著

爭取不到的洩氣

參雜

自卑似的自傲

回首

物理治療這條路

走得

實在是既孤寂又辛苦

沒由來的

理想散落一地

何時

重回那份信心與堅持?!

林光華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1972 年畢業，現任

母校物理治療學系教授)

26 

JING FU 景褔醫訊l

「紅葦 j耳鉛筆的泊鐘
崇」耳耳秒 7宗 ~r'J J.忌日

ω台大病忠的心聲

郭醫師社長:您好!

因不知有何管道可以聯絡到郭醫師，所以

直到今天叉上醫院取藥才有機會表達，很抱

歉!

貴傑作紅葉攝影集早在七月八日那天收
到，感到非常意外，怎麼我只是把心裡想的一

些不成熟的話寫出來而己，還不知道是否得体

或恰當，居然就送給我這麼貴重的禮物，心裡

確有些許不安，但我仍迫不及待地趕緊打開先

大略的瀏覽一番，次日開始再細細品嘗其中真

味。

聯日同郭醫師在自序裡說的這本“紅葉"

專輯，讓病友可以達到“無聲勝有聲"的療

效，以這種方式慶祝台大週年慶是再寶貴不

過，應該也是一種創舉吧!

在下沒有去過日本，更沒看過這麼美的楓

葉，如今拜閱之後，感覺彷彿跟著閣下一起走
過、看過，也在您的指導下懂得如何欣賞，如

何取景，又在何種心情之下按下快門，例如:

「紅黃融合形成可人橘色」、「招牌上的紅葉

很像一團火冉冉上昇」、「紅葉抖落綠草上充

滿詩情畫意」、「歸途兩旁夾道歡送，依依不

捨」、「楓葉變白變總前，極力展現其風華，

猶如人生」、「紅葉居高臨下，欣賞足下清
流，濃濃水聲，世外桃源J ......總之在郭醫師

別具慧眼之下，處處都是美的，同時也把它擬

人化了。
“出版者的話"提到，您「為了捕捉一個

美的景緻可以枯等二、三小時J 多耐心，多

投入啊!也「為掛念病患，不顧疲累，一下飛
機即趕往病房探視，仁心仁術相互輝映，紅葉

也給了人們一個心靈休憩的園地」說得對極
了!感謝再感謝，賜給我這本可以延年益壽的

藝術饗宴的大作「紅葉」攝影集。

祝福您!郭醫師

謝淑美

91.7.22. 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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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多利用北美校友會網頁

褔JING FU 景

輝

充分發揮效果。因此乃於 2001 年八月三日於加

州狄士尼樂園舉行年會時，由全體出席理事無

異議通過為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網址，贊成

本人擬編成校友會網頁，因此乃由年會主頁 ，

加大成校友會址。

彥李

各位學長 :

您好 !

於千禧年在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假

費城召開年會籌備期間 ， 為了迅速傳遞信息，

由本人設立網站於 http://www.angelfire .com/

ms/ntumsaa (大家很容易記，因為 ms 代表

medical school '而 ntumsaa 則 National Taiwan 目前於此網頁上，有如圖示一 ，計有下

列: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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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and News 

[) The 23 rd Convention w ill take place in the vicin川 of New York, July 4 - 6, 2日03. For 
the details, wil l announce later after receiving more information from Dr. J Chen 

at .att , net: An Invitation Letter 

Congratu lation on Prof, RueγJ Sung(例 68)for his new job as Dean, College of Medicine 
-Ch eng Gung University and Prof. Chung yi Hsu(M-70) for his new position as the 

Preside舟Taipe i Medical University , Wish t hem well ! image I Big5 

Pictures from the past conventions: 2000, 2001 conventions at 
http:// photos , yahoo , comj ntumcaa and 2日02 Chicago convention at ht tp :// 

Dean 's Message and Dean's Resume, ll-July-2001 

A book" Taiwanese Conscience- Prof, C Y Lee" is available to support Dr. Chen-yuan 
Lee Memorial Foundation , For donation,please wri t e a check to NTUMCAF(tax 
deductible) and mail to Dr , Leon F, Che n日 1 2660W. Eden Trail , New Berlin, WI 53151 

Th巴 re is going to have a celebration on 5日 th anniversary of PharmacγSchool in 
August 2003 at Taipei , for the detai l please contact Dr , Jinn Wu寸wu@xb l. com or 
phone-( 609) 799- 22 9 5 

I1 一 I ' ，~ 已'...1 -' 、 l

b 

b 

b 
b 

b 

History 

By-Laws 

Boarcl of Di rectors 

Alumni Direclory 

Lasl Upclated 24-fVI arcI1-2002 
by Chan日一Yang Lin ancl D,' Franklin Y. H.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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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側有 History-歷屆年會舉辦時間、地點、召

集人及理事長(包括中英文名及電子郵址)

Alumni Directory-供校友登記，包括 :

a 校友中英文名。

b 畢業系所及公元年。

c. 通訊處(私人電話、傳真號)及電子郵址。

d. 服務處、機關名、專長(職稱、電話號)、

電子郵址。

e 最高學歷及授予大學名。

f. 其他願意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網址。

附)者乃自由填入。

Links- 目前已與下列網址連上:

a . 台大 b. 台大醫學院 c. 牙科 d . 醫學 e .

護理 f. 醫技 g . 台大醫院 h. 毒理所 i. 分

子醫學所 J . 生理 k. 景褔 1.醫科 1963

期。

甚至可直接按台大校徽來聯上台大 NTUMS

到台大醫學院(隨時可增減修正)

2 . 上邊有:

convention 包括 :

Invitation 通知信。

Registration 註加表格。

Program 年會程序表 : 學術演講討論會及其

他節目

3. 中間則有 Highlights and News 隨時可增訂，

且可由藍字者 click 來看更詳細之資料 ，例如

過去年會之照片，陳定信院長就任前之公開

信及其履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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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隨時知道母院所要通知之事，如徵

求外科主任、放射學科主任等，還有發生之大

事，包括校友榮譽榜等。

雖如此，但亟須大家之合作及愛護，共同

來耕耘這塊屬於你我的園地。如此呼請大家多

加利用，請多寫信給校友們(包括已分出去之

公共衛生學院，因為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仍

將之納入)

1. 請通知您之電子郵址給Dr. Franklin Lee (editor)

yhlee@be IlAtlantic.net 以便存檔，如有變更 ，

務必請告知一聲。

2. 請代通知其他校友有關此網頁之存在。

3 . 請景福醫訊於通訊處列上北美校友會網址。

4. 母院(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台大醫院 )

各學系為利用此網頁來發佈所要通知校友們

之信息。

以上

祝全家褔

歡迎來信批評指教

李彥輝上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曾任北美校友會會長，

目前於費城執紫)

2002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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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研究一談「物理治療數位博物館」

建置心得

或許是射手座天性使然，讓一位電腦白痴

的我竟竄進了「數位博物館」這個研究的大叢

林，四處涉獵，拈花惹草，在物理治療數位博

物館研究團隊同心協力基礎上、國科會數位博

物館推動辦公室舵手之引導下，台大優良資訊

軟硬體環境中，及台灣多位物理治療伙伴慷慨

提供資料後，全球首座 「物理治療數位博物

館 」 終於 2002 年 2 月 18 日正式問世。懷著志志

不安的心，四處上網比較比較，期望所建置的

數位博物館不會丟了台大或台灣物理治療的

臉，總算今年度開始的 「數位典藏計畫 」 又通

過「物理治療數位典藏計畫」的研究案 ， 算是

得到一個初步肯定，那顆惶恐的心才略為舒

緩。然而，本年

度之計畫又是男

一個更大的挑

戰，因此整個暑

假又陷入苦思籌

畫 ， 日夜不得安

穩。個人期望將

廖華芳

用物理治療促進健康的理念外，未來此博物館

亦能提供物理治療同仁一個吸取專業知識與交

換心得的平台，並由此記錄下台灣物理治療發

展的點點滴滴，做為日後台灣物理治療發展史

的見証。

參加行政院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多年，第一

次感受主辦單位對於受補助單位之呵護與期

許。主辦單位除補助研究經費外 ，尚提供大量

的諮詢與訓練課程，而且每三個月藉進度討論

會 ， 要求每個數位博物館計畫提出進度報告 ，

因此要拖到最後再倉促結案之機會等於零;此

外，由於數位博物館為專家內容、資訊工程、

圖書資訊、視覺

美工等多類專才

結合才可能成就

之工作， 幸賴每

個數位博物館各

有專精，參與時

間又先後不一 ，

因此進度討論會「物理治療數位

博物館 」 建置得

更深、更廣、更

美 ， 除可吸引更

多民眾入館一

覽，藉以傳播利
圖一物理治療數位博物館的基本工作成員 ， 圖中為本文作者

就像武林大會

串，而我抱著上

山求藝的心情 ，

每會必到，數位

博物館之菜鳥因

2002 年 九月 29 



此由只有內容沒有技

術，慢慢可以用一些

metadata 、 wmv 、

asp 等帶點 e 味道之語

言。 可見電腦這種東

西只要下工夫，年齡

不是問題。過去，甚

至目前一般研究案，

通過研究計畫審核

後，研究者通常憑自

叫一個叮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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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卅吋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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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盟盟l4Jl 此類型之計畫，乃夥同

國防醫學院柴惠珍主

任、本系柴惠敏老師與

鄭世忠助教，及中華技

術學院陳飛欽教授共同

策劃此物理治療數位博

物館計畫，且幸運地搭

上行政院國科會數位博

物館推動列車。茲簡單

己的良心、能力與努

力 10 個月後交出幾張

圖二物理治療數位博物館禍頁封面

「物理治療數位博物

館」內容如下，期盼您

上網給予指教。「物理

成果，就算完成一個研究案，這個研究的成果

好壞大概只會影響未來的計畫申請通過案，給

予經費補助的機關肯補助你就該謝天謝地，研

究若有問題都是研究者自己要去解決的問題。

然而國科會數位博物館推動辦公室，與目前的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目的在於培育

足夠之數位典藏種子人才，並將計畫成果推廣

而為社會各界運用。期望能加速我國數位博物

館發展的腳步，充實中文網路資源，加速資源

分享。我很幸運地無意中加入此研究團隊中認

識了數位博物館多元的團隊成員，因此得以由

各個角度去探窺台灣本土多元的文化資產，是

我執行這個計畫案最享受的地方。各位如有興

趣，請上 http﹒//www.ntudlm.lib . ntu . edu.tw 或

http./ /www.ndap.org.tw '由上述網站連結，您

可欣賞故宮文物之美系列，閩南語第一名著

〈嘉鏡記} ，台灣老照片等等結合學術與科技

的精彩數位博物館。回想一年多前會踏入「數

位博物館」這個領域，實是一個機緣，公元

2000 年與系內同仁收集了台灣物理治療發展的

歷史在台大醫學院二號館展出「物理治療今與

昔」得到良好之回饋，正苦思這些史料後續存

放與展示的問題，剛好在 2001 年得知國科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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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數位博物館」設置四個展示單元 r物理

治療史」是以簡單文字介紹臺灣及世界物理治

療發展史 r物理因子與健康」則是以淺顯短

文與影片，告訴民眾如何利用物理因子促進健

康 r 生活中的物理治療」則是介紹日常生活

中常見的物理治療，使民眾能學習自我功能促

進的常識。今年度本博物館將建置英文版，也

將開設兒童館，以動畫遊戲方式讓兒童認識物

理治療，並建專業館，將最新物理治療資訊提

供專業人員參考。「物理治療數位博物館」企

圖結合電影技巧以及數位化資訊，運用連續性

的畫面，保存逐漸秩失的寶貴史料，並提供可

信的疾病防治及健康促進的知識，且利用檢索

系統使網友可迅速獲得所需的資訊。「物理治

療數位博物館」的網址為 http:! / 

www.taiwanpt. net 請您批評指教。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1975 年畢業''h'共

衛生研究所 1991 年碩士，現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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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涯首部曲

~當你接了一個研究計畫. . . 

這是一個研究生淹腳目的時代。

事實是，不管已經有多少研究生在火坑裡

燒得天昏地暗，每年還是有訐多義無反顧的

人，抱著『嘿!我跳進的可不是個火坑 J 的心

態，噗通一聲跳進火坑。

四年前某個臨近聖誕節的晚上，因為無

聊，走進一個醫學院基督徒團契舉辦的晚會，

當時在一股熱血沖昏大腦的狀況下，毅然決然

地決定四個月後報考公衛學院的職衛所(編者

按: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而我的人

生就此轉個大彎了。

能考上研究所，是第一個奇蹟

那一年我報考了職衛所的丁組，破天荒的

是報考的戰友只有一名。而且他在考完一半的

科目後，就棄械投降，揚長而去，剩下兩個監

考老師監考我一個人。換句話說，敝人同時具

備該組榜首與吊車尾的雙重身份，也因此每當

有人說 r 哇!能考上研究所好厲害等話

時，心虛的我都馬上澄清本人是那唯一的例

外。

2002 年九月

李昕怡

研究生上課跟大學生有什麼不一樣

以生理學合併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瞌睡照

打，報告還是要臨時抱佛腳(不!抱耶穌腳)

才有靈感連夜完成' " oral presentation 的緊張度

跟台下老師的電人指數成正比，這兩個變數可

以得到一致性相當高的比較結果。

不同的地方是，報告跟各種名目的 semlnar

出現頻率成倍數增加，而你永遠也想像不到為

什麼有源源不絕的 paper '是身為研究生的你

[理論上 J 要看的。每次我想到這個地球上有

那麼多的人 『 正在 j 嘔心瀝血地寫一篇又一篇

的paper '就一陣五體投地的衝動湧上心頭。

必須開始學著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當你發現大多數的paper '似乎都少不了研

究生插一腳，而無數實例又可以見證研究生具

有創造各種誤差的天性，當然就會忍不住懷疑

起paper裡所闡述的任何現象。

尤其是當你接了研究計畫後，感觸更深。

看一篇paper '你不但要懷疑受試者有沒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特性，還要懷疑儀器準不準，操作

儀器的人有沒有喝醉酒，實驗室的空調有沒有

31 



控制在一定的溫度.... .. 。結論就是老師說的一

句話 : r 我們要學會criticlze所有的paper ! j 。

當你接了研究計畫之後

我的第一個心得是:寫 proposal 跟期末報

告會要人命，細節的繁瑣跟編出一大本報告的

壓力，相信只有趕過報告的人才能瞭解，那一

本厚達數十頁的報告書可不是坐在研究室吹冷

氣 、蹺腳，就會自己文思泉湧地生出來的。唯

一值得欣慰的是發現其實老師也都會臨時抱佛

腳，不是只有學生才會這樣。

第二個心得是，研究的進行往往會超乎你

的想像。以我自己為例，今年提了一個以職業

性庸頸酸痛為主題的研究計畫，既然一天到晚

聽到身邊的朋友抱怨肩頸酸痛，如果能夠找到

一個好的評估方法跟治療，應該可以幫助很多

人吧。等到我運用無限的想像力將理想中的研

究過程寫成計畫書後，過沒多久就發現自己其

實有著唐吉訶德的天真。

首先， 找受試者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發

Jl悶 FU 景褔醫訊|

貼切，我跟第一批受試者說檢查大概會花 30-45

分鐘，從第三批之後就改口說 『 呃......可能會

一個小時...左右 J 。很不幸的，平均說來一個

受試者完成所有的檢查通常都要兩個小時以

上。有時候聽到他們拿著流程圖彼此問候『你

跑幾關了? j ，就會給我一種在醫院舉辦大地

遊戲的錯覺，只不過消耗的並不是闖關者的體

力，而是那些作重複性動作、講重複性的話一

連4 個小時的站主們。

長存成恩的心

從計畫開始到現在，常覺得有許多恩典是

渺小的我原想像不到，並且需要時時提醒自己

心存感謝的。比如牽累了一拖拉庫的老師、學

弟妹加班幫忙作檢查，而他們的出現常常給我

一種驚喜，因為似乎再也找不到比他們更適合

來作的人。許多資源的取得，也是這樣奇蹟似

地跳出來，彷彿背後有著奇妙的安排。雖累還

能笑得出來，我想假如這個計畫能順利結束，

就要來出本感恩見證集，或投稿讀者文摘，標

題是一 『 劫後餘生 J 。

出的通告是徵求 『 有肩頸酸痛的人 j ，等到他 接下來的幾個月，就要開始進行治療計畫

們來醫院後，才發現其實他們根本不痛，不是 了，敝人現在連想都不敢想到時候該怎麼成功

痛的是腰或手，就是好奇來看看我們到底在玩 地呵護這一百多位的受試者 ，如果讀者還有興

什麼把戲， 有的人還熱心地替正在當兵的弟 趣知道結果而我又能活到完成計畫的那一天的

弟、住在東部的母親報名，親情令人感佩。 話，也許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 為受試者安排生理檢查的項目像癌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 1998 年畢業，現於母校位共

細胞一樣越長越多，當老師以燦爛無邪的笑容 衛生學院職業衛生研究所攻請博士學位)

間說 r 妳不覺得如果加做這個檢查，會讓我

們更暸解他們的狀況嗎? j ，也只好咬著牙點

頭稱是。弄到後來，我們除了沒活生生地切下

受試者一塊肩頸肌肉來作切片外，其他能做的

檢查都幾乎做了。以時間單位來描述也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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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轉披點

6月 名 霞

孔子說 r 四十而不惑 J 在四十歲生日前 家庭內，總覺得犧牲奉獻卻得不到等值的回

幾天，突然接到幾位多年不見的老友來信間 報、而充滿了委屈。理智告訴自己 r你的命

候。我們都覺得四十歲似乎是生命重要的轉振 已經夠好了，不要再貪心了 J 但是看不透、

點，會特別珍情、懷念過往的時光，想了解人 想不開的結果，造成過去幾年內心深處的苦

生的意義、存在的價值。記得去年暑假與國外 結，進而工作上缺乏動力、健康也亮起了警

朋友共度時，最引人的話題，就是中年危機。 訊。

有位平日小心謹慎且保守的朋友去買了輛BMW' 七月初，全家去馬來西亞的地中海度假村

享受高速公路上奔馳的快感;男一位朋友則享 玩，由於前幾年曾經長期做有氧舞蹈，上班時

受快艇的刺激，要和年輕小伙子一較長短 ;還 也經常爬樓梯，覺得自己體力應不算太差，所

有人辭去了工作，要過自己的生活;也有人移 以就選擇了塑身操班。沒想到才開始 10 分鐘，

民 27 年後終於再度回到台灣、跨出自己的第一 雙腿就開始發抖、疼痛，勉強做完了半小時的

步;外子則以驚人的決心毅力開始跑步，儘管 運動，竟使得接下來的假期中，舉步惟艱。我

全身痠痛、懷疑線性骨折，仍然持續進行，不 簡直沒辦法相信自己的體能竟然衰退到如此地

僅用掉了一身肥肉、參加國內外多場路跑比 步。回國後，終於下定決心，開始運動。首先

賽，更開始訓練鐵人三項，進一步地挑戰生 利用家住 6樓的便利，兩天內爬了 75 層樓，雖

然心跳加快、汗流淚背，但所花費時間太短，

達不到有氧運動的效

我的內心也開始 祖醋圖圓圓盟盤里堂里三立之三竺史主空空空.. 士士士型 果。所以在外子建議

蠢蠢欲動。外表看 圓圓靨晶-間噶曹唱蠶豆:蠶讀EL重團軍國 下，改去近在咫尺的

來，自己工作順利、 r~凋~~丹!t~蝴喊□.吋弋可可干?卜'，呵.圖 台大運動場健走。跑
家庭美滿，還有何所 巨 卓 斗J〉品筑 ;1it三Y扒荒圖 道每圈叩∞
求呢?然而，在工作 E Er一茵B颱圖t.監位缸牛斗‘“...rτ曹γ蟬M戶lι蟬-- 尺，我由 5 圈開始，

上，十年前抱著滿腔 .. 圖.圓巨~l:.1.且. [ -1 1- 噩. - 慢慢增白加日，現在 3鈞5 分

熱情，要把所學貢獻 團-圖-‘ι4 丸 I 矗E轟』揖盟二 、 - 鐘可以走完 8 圈，大

出來的決心，藉由今 盟n監室..a..，. .. .... 、三 麗麗富屬單~ , - 約是每小時 5 公里的

年出版的書籍，已經 閣，團團，周圍軍 : a••• 區 、? 可E一團團團 速度。最奇妙的是運

獲得結果。其他的工 聽聽r /1' 現巖聽聞 鸝曬體鞠 動後的輕鬆感以及充
作，只是責 任感驅

駛，早已缺乏熱情。

2002 年九月

胡名霞(前jJ f右)與同期夥伴們

沛的精力，這是以往

運動後未曾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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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生命中男一個重要的機緣到來，我

參加了圓桌教育學苑「改變的力量」課程， 三

天的教師營中，原本以為又是一場為工作的付

出，沒想到在課程中，我找到了自己人生問題

的答案。

首先，講師談到了潛意識學習法，對這個

題目，我十分有興趣，但也抱著懷疑的態度。

因為自己主授動作學習的課程，知道有敘述性

(意識)學習與非敘述性(潛意識)學習兩種

方式。 而主授的講師，也就是圓桌的總裁，卻

是理工出身，所以對於其闡述，抱著「你怎麼

可能懂得比我多」的偏執心態。直到他舉例說

明 r Don 't judge ' judgment is limitation J ' 

自己才豁然開朗。原來我過去常說的 r 任何

人都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J 只是說說而已，

並不真得相信。接下來，才能以「不判斷」的

心態，體會這個課程的十大架構，而得到多年

來找尋的答案。

所謂潛意識學習，強調承諾的力量，想要

真正身體力行，必須先有感受(感動)後，不

要多想、告訴自己以及旁人「我一定做得到 J

然後直接去做，就可以做到了。如果想做的，

都能做到，人生哪還有什麼煩惱呢?身為老師，

往往是「知識的巨人 、行動的侏儒 J 自己上

課就常常拿一張腦皮質分區圖，幽默地告訴學

生 r 老師的腦皮質有一個區域是 r I can ' t, 

therefore I teach j 0 J 教物理治療臨床決策，

也常常強調對病人的問題，要分析、理解、判

斷、決策，而忘了「做」才是最重要的。

尋找答案的第一個架構，需了解外在環境

是不斷在變的，但人的慣性很強，內心執著。

當外面變而內心不變時，我們就覺得苦，所以

人需要改變。有人說 r 學習改變的速度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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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關鍵。」記得剛回國的兩年內，醫學院教

師升等辦法改了三次，這幾年也是幾乎年年

變。由於我們內心希望不變，更追不上外在環

境改變的速度，所以覺得苦。如果我們本身內

在也變呢?是否就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由 reac

tive 的人生態度轉而為 proacti間，想通這一

層，就不苦了。而永遠不斷的改變，才能永遠

不斷的進步。美國醫學會理事長也曾經說過:

「學校學的知識 ，以幾何比率逐年衰退。 」所

以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充實自己，改變自己的

知識能力。而由於人有慣性，不喜歡改變，所

以往往需要生活中發生變化，才能引起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將生活中的「不如意」視為引起

改變的機緣，就會抱持感恩的心來領受。改變

的真正原因，是領悟到應該對自己負責，講師

在這裡分享了大家都能成為「柱子」的期望。

說到此，我又有所領悟。原來我從小就立志當

「小小螺絲釘 J 沒想過當大柱子。是不是太

妄自菲薄、辜負了社會的栽培呢 ?

第二個架構談到命運，改變命運需要能夠

下定決心、堅持有恆地去做，所謂「難行能

行，勝己者強」。我想到自己開始的運動習

慣，根據講師的說法，要做 21 次以上就能夠改

變慣性。所以，目前還在努力中，只要我相

信，一定會成功。那麼要如何才能下定決心求

變呢?需要有覺察力。以自己來說，雖然過去幾

年健康狀態已經慢慢下滑，但直到 30 分鐘塑身

班的慘痛教訓，才真正覺察到自己應該改變

了，好像有點遲鈍哦。接著講師引導我們思索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金錢、財富、名利都

如過往雲煙。在生命最終的幾分鐘，自己最希

望做什麼、聽到什麼、見到誰、說什麼?有位教

師事後分享時說，他最希望往生後，能夠有不

認識的人為他鼓掌。而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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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四的課程 ，而藉由笑、哭與分享，來 媽媽的錯。 」 女兒竟然回答 r其實如果你真

讓我們找到愛，愛自己、愛家人、愛世界。這 的早早逼我寫功課，我也會怪你。」母女倆就

種愛的能量就是人類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就在 著這次危機 ，體會了 「轉」的力量。

我們充滿了對人類的大愛時，架構五又把我們

帶回自己，覺悟到大多數的人想要改變世界， 能夠看清自己要什麼，能夠勇於面對恐

只有少數的人知道必須改變自己。我想到從小 懼，起而力行，我們就會相信自己一定做得

身為童軍，時常把 「準備、日行一善 、 人生以 到。最後一天，夥伴們再度藉由活動、課堂講

服務為目的」掛在嘴邊。但在這堂課中，我覺 授、影片與分享，將前兩天所領悟的內容融會

悟到過去助人，是帶著一股優越感的，是希望 貫通。首先我們跳到架構九，由輪迴的遊戲

能夠得到福報的，是有目的、有所求的，是自 中，由別人對自己的形容中，由事業、家庭、

私的。我應該反求諸己，因為自己內在的思想 休閒與精神生活的選擇題中，了解自己最想要

情感與態度，才是決定外在發生結果的原因。 的全面平衡式的成功是什麼樣子。再回到架構

所以若所作所為不是出於 「 愛 」的真心，當然 八 ， 由講師帶領我們清楚地檢視生命真正的追

不會有自己希望得到的結果。 求是什麼，我們追求外在的生活品質(又一個

我這兩年追隨著王榮德教授嘗試了解的題目) , 

那怎麼樣得到好的結果呢?首先要能夠『 卻忘記了生命中的滿足感、安全感、自由感、

轉 」 。同樣一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可能產生 成就感等等才是生活品質的原動力。我們擁有

不同的反應，進而造成不同的結果。女兒暑假 越多，就越書怕失去，就越苦。所以真正的擁

作業做得太慢，很擔心做不完，哭著說 r 都 有，只不過一次經歷的機會。我們若能擁有越

是你們幫我安排那麼多暑假活動，害我都沒時 多、經歷越多 、 需求越少，則自由越多、越富

間寫。」。做母親的我原本想說 r早就提醒 有 、越能付出 。要用愛、關懷與原諒來做每一

你快寫了，都怪你自己不盡力。」轉念一想， 件事，發揮金錢的最大價值。所謂「上善若

如果她因為這次的教訓與挫折而能改變往後一 水 J 能夠看清自己人生的真正目標，能夠勇

生的做事態度， 豈不很好?所以我要感謝這次機 於面對所有苦難且對相信的事情起而力行 ， 就

會。另一方面，又想到講師所說 ，世界上很多 能夠自由自在，隨遇而安。但這不是一種消極

事情 ，我們知道要做，想要做，卻不做的原因 的人生態度，而是非常積極主動的，因為只有

是出於恐懼。第一類恐懼是怕丟臉、怕失敗。 自己對自己負責，只有自己最愛自己，才能源

第二類恐懼怕失去、怕失控。第三類恐懼怕 源不絕的付出，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所謂

痛、怕苦、怕難。第四類恐懼則害怕老死。也 「助人為快樂之本 J 孔子說 r 七十而隨心

有人說世界上真正的恐懼只有一種，即面對恐 所欲不愉矩。」多年銘記於心的教條，終於得

懼。所以我清楚地看出女兒在恐懼些什麼，而 到發自內心的領悟。感謝這一段機緣，我現在

想到講師說的 r 一切都是我的錯。」又領悟 真的很快樂， 也祝福大家，我愛你們。

到其實這真的是我的錯，十年來，我沒有讓女

兒學會對自己負責的人生態度，早上起不來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 1984 年畢業，現任

爸爸趕快騎車送去，功課忘了，幫她打電話給 母校物理治療學系副教授 )

老師陳情.. . 。所以我真心地告訴女兒 r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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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能語

柴 惠 敏

六個月前，當我被告知又要輪到我當執行編輯時，當下震驚，無暇感嘆時光之飛

逝，立即訂定出「催稿三部曲」 。 先是發出衷求通告給認識或不認識的系友，強調支

持母校的重要性;再來就是逢人必磕頭，口中高頌其功德，懇求諸親好友、朱家兄弟

姊妹、爺爺奶奶惠賜一文;最後就是施加高壓給一心向學的研究生，讓他們明白幫助

老師就是幫助自己 。 結果當然是像歷代編輯一般，系友或研究生看到我不是躲閃，就

是自謙禿筆無文，或者口中唯唯，結果施出拖拉口訣，因此催稿三部曲的計畫損龜 。

所幸還有許多支持景福醫訊的前輩，加上楊照雄董事長的幫忙，才得以完成本期的編

輯 。

本期非常榮幸地邀請到旅日的前輩陳振武前輩及木村英一前輩，讓我們得以一窺

四、五十年前嚴肅的教育外輕鬆的一面 。 而遠在南台灣的戴鐵雄前輩暢談幼時的遊

戲，童趣歷歷，拜讀時，彷彿可聽到童稚的尖叫嘻鬧聲 。 朱真一教授對林炯束前輩的

介紹、李慶榮教授的自述，使我們一睹早年赴美前輩們的風采。本期內容除了這些溫

馨的回憶外，無獨有偶的出現兩篇有關網頁的介紹，景福人在高科技的時代也「參」

了一腳 。 林光華教授剛卸下醫院的工作，喜歡寫詩的她藉詩道出不為人知的心聲 。 還

有李昕怡的研究生涯首都曲以輕鬆的口吻道出研究生的秘史，以及胡名霞教授對人生

的新體驗 。 在這36-37 度高溫的盛夏，希望這些琳玻滿目的文章是您消暑的良方 。

/(;;:::" .平戶 ，圖，

( -
v 

f計

『、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 1981 年畢業，現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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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醫訊訂閱單

國外校友使用 國內 4交友使用

口 一年期 US$25 元 口 一年期 NT$600 元

口 二年期 US$50 元 口 二年期NT$1 ， 200 元

口 捐款 US$500 元 口捐款NT$10 ， OOO 元

(永久免費贈送醫訊) (永久免費贈送醫訊)

訂閱日期: 年 月 日

國外校友注意事項

以美金支票訂閱 ( 抬頭請寫 Taita Jing-Fu Medical Foundation) 

，請填妥訂閱單連同美金支票寄回 。

( 本會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 )

我想 口 訂閱景福醫訊

口 捐款

簽名

口 訂閱人資料

姓名 ( 中文 ) ( 英文 )

校友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0 ) (H) (Fax)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劃撥帳號 01410009 戶名:台大景福基金會

。 有關醫訊訂閱問題 ， 請聯絡 (02)2371 - 7818 黃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