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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水銀教授榮退 。
{陳定信院長(左)

致贈獎牌 。 )

楊博正教授榮退 。
(陳維昭校長(右二)致贈

獎牌、李源德院長(右)

藍萬烘主任(左)、楊夫
人等觀禮合照 。 )

戴東原教授榮退演講會 。

賴明詔教授榮任中

央研究院副院長 。
[陳定信院長(右)

致贈賀狀， 1968年
醫科班代陳文龍醫
師監交 。 ]

(陳盛茂、郭英雄攝)



前台大醫院院長

裁東線教授

哥1 .戴教授們儷與楊思標前院長(左)合照 。

ill3. 曾淵如教授(右)代表內科致贈禮品 。

劃5.十樓國際會議廳 。
右起謝維銓、陳慶錄、游憲章、連倚南等教授及張
主翁件牛}

縈 i皂 @ 過學

時間: 2003年 7月 26 日

地點:圖山大飯店

攝影:郭英雄

圖2 .戴教授與糖尿病學會何撓通理事長(左)、籌備
會召集人徐正冠(石)合照 。

圖4.戴教授與連文彬教授(右)、謝博生前院長(左)
合照 。

圖6. 二樓敦睦廳晚宴 。
聲樂家簡文秀(左)、殷正洋(右)歌唱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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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只是子 譽滿杏林」

裁束系教授縈進紀台專輯序

非常感謝這麼多人替我的退休紀念冊寫文

章， 也謝謝大家撥冗參加退休的聚會。從一年

前，也就是我年滿六十三歲的時候，我就開始

思考從公職退休之後要做什麼事?完全退休從

此悠遊山林?到一些醫院看看門診過半退休的

日子?或是積極尋覓事業的第二春 ?雖然離退

休還有二年的時間，已經有一些邀約，包括前

往私人醫院重掌醫院管理工作，在私人醫院繼

續糖尿病診療工作 ，以及到生技公司擔任主管

等等。雖然三年前倖獲支持得以出任台灣老年

醫學會的理事長，但是最後應邀出任國家衛生

研究院老年醫學研究組主任的職任，倒不是我

原先考慮的生涯規畫。

從小不認輸的個性一直鞭策著我向前邁

進。回顧大家畢業後將近四十年的歲月，雖然

沒有特殊重大的成就，但是就我專長領域-糖尿

病，無論是教學、研究與服務，我覺得我盡了

許多心力，也結交了不少的朋友，這也是我從

公職退休之後，我不會就此完全與糖尿病斷絕

的主要原因。與一般醫師境遇有所不同的是，

我有將近十五年的時間參與醫院管理工作。行

政工作不單繁瑣，而且耗費心智及時間，但是

也有令人振奮的地方 。每當看到因為研擬的一

項措施付之實現，讓許多同事或病人受惠的時

候，曾經遭遇橫逆的挫折感就會一掃而空。當

我在慎重考慮投入台灣老年醫學研究工作時，

有一些老長官及老同事給我鼓勵及實質的協

助。也有人覺得我選擇的格局不夠大，不儘贊

同我的看法，讓我感到非常迷惑。面對待過較

2 

戴東原

高、物質生活可能會較豐盛的邀約，我自己也

曾經多次深入考量過到底我的選擇對不對?格

局是否夠大?事實上老年醫學有非常廣擴的空

間，只怕我的能力不夠，我的努力無法闆開荊

棘滿佈的道路而達到撥雲見日的天地。將國家

衛生研究院的老年醫學研究組從零開始運作，

我深深覺得責任的重大，我會一本過去行事作

風全力以赴，來加速台灣老年醫學的發展 。

從小就養成的樂觀和達觀的精神，讓我在

過去的六十四年多的時光愈挫愈勇，如今走到

即將投入事業第二春的階段，雖然沒有四十多

年前踏入第一段事業的豪邁之情，我還是充滿

信心，希望未來的歲月能留下我在老年醫學努

力的痕跡，到那個時候我會給自己以及我的家

人留下更多時間來享受天倫之樂。

(作者保母校醫科 1 965 年畢業，現任國家衛生研究院老

年醫學研究組主任)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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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少1\科

EE霍爾賣國

• 闖闖証教授

英郭

騰雲老師。我比楊教

授晚三屆，即第七屆

1967 年畢業，服完

預官役後 ， 1968 年

當牙科 R1 ' 1970 

年 R3時要選分科固

定時，余老師辭職，

楊醫師要赴日留

學，韓良俊醫師尚未

回國任教， 口腔外科

沒人，同班同學洪朝

不日、蕭裕源兩助教兼

住院醫師都要去補

綴科，楊醫師懲蔥、我

來口腔外科 ， 一起打

拚較有挑戰性的科

別，所以只好硬著頭

皮「撩落去」了。

雄

A 

d 單 ìtj~ . ...-
~閑時 仇嘿嘿哲 用

們們
i

總揖欄，:仰伊凡

圖 1 口腔損面外科鼓贈紀念牌

(左起章浩宏醫師、郭英雄主任、楊教授、韓良俊教授)

2003 年 7 月

31 日台大醫學院

牙醫學系楊博正

教授屆齡榮退，

系所部同仁在台

北福華大飯店 82

貴賓廳歡送 ， 台

大陳維昭校長和

台大醫院李源德

院長特別撥冗出

席 ， 場面溫馨 、

感人。

1970"'-'1971 年

楊教授至東京醫科

齒科大學齒學部第

一口腔外科深造 ， 我

以 R3 身份代 CR ，

坐鎮口腔外科及管理十東牙科病房(與 ENT 一

起) ， 並上台講口腔外科學，授課的是第十二屆

郭儒銓醫師那一班，回想起來真不好意思，現

學現賣，誤人子弟呢 !

楊教授是本

系第四屆 1964

年畢業生， 全班

八位唯一留校，

也是本系第一個

由住院醫師轉任

醫學院講師者，

當時因為牙科員

額少，據說他是

R3 代 CR ，正式

CR ，升 vs 再兼

CR ，連續擔任三年的總住院醫師。

牙科校友會呂國勳前會長(左)贈送禮品給楊教授圓 2

3 

早期的牙科有小型的功能性分科 ， 記得當

時牙科是郭水主任，而口腔外科的負責人是余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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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去日

本一年，力邀日

本大學畢業榮獲

齒學博士，時在

同樣東醫齒大第

一口外當醫員的

韓良俊醫師(第二

屆畢業生)回國，

1972 年 2 月韓醫

師馬上獲聘副教

… 2道?

家。處理公事時，任

我自己選擇，從不計

較，與他同居、鄰居

數十年來，真好相

處。本來我勸他名義

上擔任一任口腔額

面外科主任，實務上

我來操作，他不肯就

是不肯。

授兼主治醫師，
圖 3 口腔頓面外科同仁合照於台北凱撒大飯店 楊教授的個性

在口腔外科工作 (前排左起郭生興、郭英雄 、楊教授、韓良俊、袁旺泉;後排左是不要受公事羈
至今。 起陳信銘、李正菇、郭世榮、章浩宏、謝號錚、董俊良、王盛絆，想過著自由自在

銘、林志達等醫師)

而我 1972

年 7 月當完 CR ，僥倖獲得五年武田獎學金，

因台、日斷交， 1973 年 4 月才在洪鈺卿教授推

薦下，順利去東醫齒大第二口外及醫用器材研

究所進修 o 1978 年 8 月我學成歸國， 韓 、 楊、

郭三個東醫齒大出身的口外主治醫師，羨煞其

他科的同仁。 1988 年 8 月 1 日 ~1994 年 7 月

31 日韓良俊教授擔任第五任系主任(兼部、所

主任) , 1994 年 8 月謝季全教授就任第六任系

主任時，推舉口腔腎、面外科主任時，考慮、韓良

俊己擔任過系主任，照輩份應該由楊教授出

任，但楊教授謙讓，韓、楊兩教授來我研究室

勸進，並非由我「自告奮勇」去爭取的，請參

閱「創系四十週年紀念專刊 J p.60 '在此特別

要感謝楊教授的禮讓 !

的生活 o 幾年前，傳

說校方推介他擔任

台大醫院副院長 ， 因為他交遊廣闊「黑白交 J ' 

上至總統府下至地方混混 ，都很吃得開，他在

常常要開會的「不自由」的理由下婉拒了。

楊教授在系上主持牙科麻醉學、口腔寧、面

外科學(1)及口腔解剖學，這三門課都息息相

關，對頭頸部的骨頭、神經等瞭如指掌。據說

有一次與整形外科討論顏面骨折時，令醫科畢

業的醫師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臨床上，精準

且快速，所以拔牙快又不痛，往往病人在不知

不覺中牙齒就被拔出來了。

如今，韓教授已在 2002 年 1 月榮退，接

著楊教授退休，再四年多就輪到我了，所謂歲

月不饒人，大家所建立的口腔頭面外科，希望

楊教授的為人，共事 30 多年間深深覺得他 能傳承下去，這是我退休前的首要任務。

照顧後輩有加，充份授權，不計名位。我年輕

時從 R1 到 CR ，私下由不會喝酒被訓練到高 (作者你母校牙醫學系 1967 年畢業，現任牙醫學系教授

手 ，不勝酒力醉倒時又安全被他專車護送到 及景福醫訊總編輯)

4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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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基本資料表未回覆者。

(本令共寄~ 5 ，288 份，采，îiJ夜者名單如下，

如校友如其動旬，持不存告你!

是到 9 月 25 司為短消息者，將列車、舊的資料)

台灣總督府管學校

第 20 屆 一陳百 1月、周金

(1 921 年)
第 21 屆一黃阿if 、潘迺賢、李主奇、楊克明
第 22 屆一黃登輝、許讀
第 23 屆一莘作舟
第 24 屆一謝長明、施震炎
第 25 屆一張乃膺、結丁受、楊火木
第 26 屆一黃樹奎

台灣總督府台北督學專門學校

第 7 屆一藤谷長男、顏蒼堆
(1 928 年)
第 8 屆一郭秋漠、呂毓卿、林啟三

第 9 屆一蕭冬平、洪兆漠、前田吾六(祥博)、謝麒麟

第 10 屆一岩崎敏夫、洪源火、馬測節雄、鬼塚陽、劉肇芳
第 11 屆一掘部次男、;也田還一、稻福仝志、成原則雄、蔡送來、圾口元
第 12 屆一新并保重、顏新戶、源河朝康、外問忠雄、黃 文、上圾信孝、中鳴義雄、友山和夫
第 13 屆一黃兩津、主山堅一、主主山堅次
第 14 屆一陳新炳、黃坤氏、永田四郎、中村勝、中江恆彥、弱嘉器、林炳坤、守自IJ 五郎
第 15 屆一張克。繩、櫻井理、謝玉書、田澤虎男、富田次雄、拉井朝政(座喜味)

台北帝 l司大學附屬督學專門卻

第 1 屆一阿久根徹、安座問廉、張良典、甲斐武比古、胡水旺、佐佐木孝治、捷、重泰義、橫山正明

(1 9 37 年 )
第 2 屆一陳 堅、服部威、長田享、小原富雄、廖學智、劉春柏、鄭宜秋、鵲殿直木、吉見后L義
第 3 屆一陳水鏡、張i草堂、張秋店、石原治夫、清瀨、嘉治、金原;青方、黃熙堂、邱文龍、西元康、

圾達次郎
第 4 屆一陳麗圓、 5長金明、大野清、劉新編
第 5 屆一後藤裕、劉廷矮、洲謙盛吉、田仲康榮、政真哉、山下忠裕、山城興助
第 6 屆一川平篤孝、城問盛重、琨部吾郎、拉元實義、林松齡、山城興進
第 7 屆一安室孫芳、新崎興一郎、市來健史、久田友正、小谷勉、佐伯習之、谷榮市、杜德成、本

村吉郎 、 山田實、柚木壽敏 、李秋陽、;度部俊夫
第 9 屆一安倍正志、并畔一心、徐振性、林徹夫、後藤匡、山田盛保(座問味)、陳曉蚊、砂川真治、

陳炯熙、平良賀計、高橋一郎、高山勝吉(高顯貴)、中鳴利男、中村倍、仲吉朝真、長岡

拓、長嶺義弘、西本順次郎、花城清喬、平山堯、增田憲治(曾炎昆)、三尾奎三、;再越亨、

山崎滋、劉天生

2003 年八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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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學年度簣，琴家撥總典禮紀實

侯勝茂、林麗慈

九十一學年度(第三十屆)醫學系撥穗典 好評。因此， 每年選在台灣大學畢業典禮前夕

禮，已於 92 年 6 月 13 日下午四時於醫學人文 為醫學系全體畢業生舉辦撥穗典禮 ，也就成為

館後方之景福園舉行。回顧起當年因婦產科嚴 醫學系的傳統盛事了。與往年不同的是 ， 今年

孟祿醫師至美國參加 1996 年 UCSF 醫學系畢 為因應 SARS 疫情 ， 撥穗典禮一度考慮停辦 ，

業典禮後心有所感，便向醫學系侯勝茂主任建 但在系方與院方充分瞭解同學殷切期盼能有自

議，就這樣因緣巧合地在 85 學年度促成了第一 己的畢業典禮後 ， 系方與院方作了審慎的評

次的醫學系撥穗典禮，在當時不僅是醫學院的 估，決定在適度的防護與檢疫的前提下延後一

一大創舉 ， 整個典禮活潑卻不失隆重的溫馨氣 週舉行。畢竟撥穗典禮對於畢業生而言， 就如

氛 ，也深獲醫學院師生同仁、畢業生及家長的 同結婚典禮對於婚姻一樣重要;典禮對於與會

鶴 立告:哇大學醫學院醫學家第三十屆學紫全與師長合影 2∞3 . 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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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醫學系侯勝茂主任為撥穗典禮揭開序幕

的畢業生、師長及家長們一定會是個美好又難

忘的回憶。

為了籌劃撥穗典禮，畢業班籌委會及系學

會召集了許多熱心的畢業同學及學弟妹們，在

典禮前後辛勤地默默付出。大家都自動自發地

到場幫忙，從這兒可看出同學們對醫學系這個

大家庭強烈的認同感及向心力，學弟妹的熱情

看在畢業的學長姊們眼裡'感覺格外溫暖。

今年我們特別在典禮開始前，邀請醫學系

師長們與全體畢業生在景福園合影留念，一百

多位畢業生站在台前，銀光燈此起彼落，看見

大家露出燦爛、自信的笑容，為撥穗典禮平添

歡樂的氣氛，因為他們不但是在接受拍照，更

是在接受大家的祝福。今年因應 SARS 疫情，

基於安全考量，典禮首度在戶外舉行，柔和的

陽光配合著綠油油的草地，將典禮會場點綴得

格外美麗，微風帶著淡淡香氣沁人心脾，身心

2003 年八月

Jl附

圖二 醫學院陳定信院長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

(左起陳章狂、黃俊傑、陳院長、馮愛真)

的舒適使得內心的喜悅與感動更表露無遺。

下午近四點時，撥穗典禮正式揭開序幕。

首先由典禮主席一醫學系的大家長侯勝茂主任

致辭，侯主任以終身學習及要以病人的福祉為

最大考量來勉勵畢業生 ， 更幽默地說: SARS 

是上天給所有同學的挑戰，目的是為了讓同學

們能擔起更大的責任。事實上每位畢業生心襄

都瞭解這是主任給大家的使命，也是給大家的

祝福。接著是師長叮嚀'醫學院陳定信院長鼓

勵同學:今天他們以台大為榮，將來台大以他

們為榮;的確，從這一天起，畢業的同學們頂

著台大的光環，在社會上將面臨高標準的期

許，而他們的成就也將是台大的榮耀。台大醫

院李源德院長也給畢業生勉勵與祝福，李院長

談到這次 SARS 對各位畢業生是個很好的磨

練，也是各位人生歷練的開始，希望大家能更

有勇氣成功地面對未來的挑戰。

恰巧此時天上也飄下細雨，吹起陣風，司

儀連忙詢問畢業生是否需要先離開避雨?大家

異口同聲地說:“不用"、“不要"。因為大家心

裡都明白唯有歷經風雨的洗禮，才能更成熟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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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

圍三 左起侯勝茂主任、陳定信院長、李源德院長、教務分處楊洋;也主任、學務分處盧國賢主任為畢業

生撥穗並授予畢業證書

圖四 左起鄭安理教授、張揚全教授、許宏遠教授為畢業生撥穗並授予畢業證書

面對未來人生的挫折與挑戰。接著是畢業生代

表致詞，吳至偉同學先以家長們較熟悉的台語

來演說，提及能就讀台大醫學系的榮耀，並對

父母們訴說心中感謝之惰，其中穿插不少台語

俗諺以及押韻的順口溜;誡諧的言語逗得同學

們開懷大笑，熟悉的台語及感性的訴求也使觀

禮的家長們倍感窩心。接著回顧七年的醫學生

活，提到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的6 位畢業生

就有 136 個不同的故事:有運動健將，有語言

天才，有騎單車登合歡山的勇士，也有沐浴愛

河卻又品學兼優的“班對這些故事都是同學

們既熟悉又值得一再回味的陳年往事;並以感

恩的心情感謝師長們多年來的語語教誨。最

8 

後，吳同學以感性的口吻，將同學們比喻成豎

帆待揚的船，今後在人生的海洋上，將繼續乘

風破浪;而畢業雖令人不捨，但在句點畫下的

同時，新的一頁也即將開始。

典禮中由畢業生獻獎給由『北美台大醫學

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臨床教師獎」

得獎人:內科鄭安理教授、神經科張楊全教授;

「最佳主治醫師獎」得獎人:外科部郭夢菲醫

師、麻醉部鄭雅蓉醫師;以及由『林和惠醫師

紀念基金會」所提供之「最佳住院醫師獎」得

獎人:內科部孫幸筠醫師、急診部李建璋醫師，

這些得獎者均是由醫七實習醫師們票選出來

2003 年八月



嗚

乎以

的，同學們經歷臨床三年的訓練與洗禮，能被

選上的得獎者，個個都是同學們心目中的模範

教師與醫師呢!另外，北美校友基金會也提供

了「最佳基礎教師獎 J ' 經醫四同學票選，將此

獎獻給藥理學科賴凌平助理教授。

接著由陳定信院長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

給陳彥廷、黃俊傑、馮愛真等三位同學。侯勝

茂主任頒發「實習醫師臨床技能測驗成績優良

獎」給顏琮洲等九位同學，以及由畢業班同學

們所票選的優秀同儕'得獎人分別是: í風雲人

物獎 J & í 最佳人氣獎」吳至偉同學、「熱心服
務獎」洪朝偉同學、「內外兼修獎 」陳建嘉同學。

李源德院長頒發「實習醫師實習成績優良獎」

給張端瑩、林千裕、陳弘文、陳彥廷等四位同

學，以及「實習醫師服務優良獎」給陳彥廷及

洪朝偉同學。同時，畢業生們以「楓香樹」回

贈母院紀念品，感謝母院師長們的培育之恩。

景福校友基金會朱宗信執行長也代表楊照雄董

事長蒞臨致辭，並頒贈二年份景福醫訊及畢業

生禮物，誠摯地歡迎畢業同學加入景福校友會

的大家庭，使大家能保持永久的聯繫 。

JING FU 景福醫訊|

隨即進入典禮的另一個高補呆一撥穗。今年

醫學系特別邀請了侯勝茂主任、陳定信院長、

李源德院長、楊沖池主任、盧國賢主任、李伯

皇主任、張美惠主任、林肇堂主任、鄭安理教

授、張楊全教授、許宏遠教授、郭夢菲醫師及

鄭雅蓉醫師，身著博士袍為全體畢業生撥穗。

隨著司儀一一介紹著每位畢業生畢業後的動

向，醫七及二階段學程的畢業生們也依序上台

接受師長們的撥穗及授予證書， 並與撥穗師長

握手合影。這歷史性的一刻，對每位台大醫學

系畢業生而言，是七年的故故不倦，才能得到

的成就;它不僅是人生的轉換點，也將是令人

引以為傲的美好回憶!

在撥穗儀式以後，畢業同學穿梭在景福園

中，或互相拍照留念，或互道離別珍重 ，一直

到夜幕低垂，大家才帶著既興奮卻又依依不捨

的心情緩緩離開。這一離別，畢業生們將各奔

前程;在此也祝福他們能更自信地邁出大步，

奔向璀璟的人生 !

(侯勝茂你母校醫學系 1975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主

任及母院骨科部主任;林麗惡現任母校醫學系助教)

校友基本資料表未回覆者@ \ 
;台北rtl聲大學附屬督學專門卻

i 第 10 屆一赤嶺正次、王仁熹、伊志嶺玄喜、市來輝史、今泉洋太郎、提島寬美、余 縛、大鹿 : 
: (1944 年)進、 'J、畔能作、香川父、片岡洋一、楠正主口、田胸武義、張明鐘、豐原守、;賓崎信男、 f 
h 邊見寬之、拉井;青、宮Jll 勇三、宮上淳、山下正文、林T煌、林約束、渡邊甫 : 
; 第 11 屆一有馬博文、石原恆二、一番 瀨涯、岩左雄三、纖田覺則、金子里春、河內孝明、簡 5 
? 清河、 F畏部炭生、黃嘉明、黃慶銘、黃種茂、河野道德、吳高明、吳滄鴻、吳登原、 ; 
4 英百發、定恆夫、住谷新一、角田榮一、周聯彬、瀨尾武次、莊讚元、田中孝男、田 月

? 中義郎、陳家旺、陳家丁、筒并宗四郎、鶴田勇喜穗、博尤特士庫(杜孝生)、中島迪 ; 
日 雄、中村;青一郎、拜鄉比呂志、原春也、車敏之、福田民生、古川敬次郎、拉崎英雄、:

\ 拉元辣、社山澄興、楊蓮生、龜甲大、高橋規行

\、、、、、、、、、'- '-、、1、、 1 、1、、、'- '-、、1 、..............................................、、、、 1 、 1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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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優良獎項選拔報導﹒

都安理教授、張榜全教授、賴:炙手老師

那夢 n 醫師 、 都稚蓉醫師

5家牽筠醫師 、 李建瑋醫師

由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教師獎與醫療服務獎，以及林和惠醫師紀念

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師獎選拔，經過一

段嚴謹、公正的投票過程，終於出爐。今年(2003

年)由內科鄭安理教授、神經科張楊全教授榮獲

圍一最佳臨床教師獻獎

右起內科鄭安理教授、醫七黃書群同學

10 

單單:lt 美暇接車室雷

EI畫臨歸&軍區教師遐

榮獲:lt 美假設皇軍雷

置 1畫主治醫師崑

縈撞騙租車醫師但是皇軍B

Ei蓋住聽醫師獎

侯勝茂、方敵泰、林麗慈

最佳臨床教師獎，藥理學科賴凌平助理教授榮

獲最佳基礎教師獎;外科部郭夢菲醫師、麻醉

部鄭雅蓉醫師榮獲醫療服務獎(最佳主治醫師

獎) ;內科部孫幸筠醫師、急診醫學部李建璋醫

師榮獲最佳住院醫師獎。以上各獎項均已於 6

圖二 最佳臨床教師獻獎

右起神經科張楊全教授、醫七葉奕成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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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下午於 '91 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穗

典禮」上頒發紀念金牌或獎牌及獎金表揚，會

中並印製"優良教師&醫師獻獎緣由"簡介，閻明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 」 及「林和惠醫

師紀念基金會」提供母院上述獎項的宗旨及由

來。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是由台大

醫學院在美、加的校友所組成，現任董事長為

郭耿南教授;自 1996 年起，每年基金會皆提

供「最佳教師獎 」 三名及「醫療服務獎(最佳主

治醫師獎)J 二名給母院 。 「最佳教師獎」 是為

了鼓勵台大醫學院醫學系基礎及臨床教師之教

學熱誠及樹立學生的教師楷模而設立;歷年來

藉由此獎項的選拔，發掘真實 、認真、優秀的

基礎及臨床醫學教師，並帶動教師進修、教學

的風氣，促進母院教學、研究品質的全面提昇。

而「醫療服務獎(最佳主治醫師獎)J 是為了鼓勵

台大醫院專任主治醫師對病人醫療服務的熱誠

及樹立其他醫師及學生的楷模而設立;歷年來

品品晶晶甜甜純臨斗

圍三最佳基礎教師獻獎

右起藥理學科賴凌平助理教授、醫四邱郁淳同學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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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獎項的選拔，鼓勵年輕主治醫師熱心教

學、 真誠服務、負責任、肯犧牲的精神，成為

典範並全面提昇附設醫院的醫療服務品質。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是由 1968 年

畢業之醫、牙科同學及北一女校友們為了紀念

於 1991 年逝世之林和惠醫師，紀念她是該屆

的最佳實習醫師，肯定其醫生醫「人 」 的理念

與作為，於 1992 年成立了「林和惠醫師紀念

基金會d]'現任董事長為陳鈴津教授，執行長為

許美慧醫師。自 1992 年起，每年基金會皆提

供「醫療服務獎」二名給母院最佳住院醫師;

此獎項是為了鼓勵台大醫院基層醫師們以尊重

患者之態度行醫，並提昇醫療服務品質。歷年

來藉由此獎項的選拔，發掘其實、認真、優秀

的住院醫師，並帶動住院醫師進修及教學的風

氣，促進母院基層醫療的全面提昇。

此次得獎的老師及醫師均是在選拔委員會

的督導下(該委員會是由楊照雄教授、戴東原教

授、許美慧老師、陳博光教授、侯勝茂教授等

五位委員所組成，方m泰醫師擔任執行秘書) , 

完全由本校醫學系七年級實習醫師及四年級同

圖四 最任主治醫師得獎人合影

左起外科部郭夢菲醫師、麻醉部鄭雅蓉醫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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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五 最佳住院醫師得獎人與選被委員合影

第一排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許美慧執行長

第二排右起內科部孫幸筠醫師、方毆泰執行秘書、

急診部李建璋醫師

務的真諦，對於促進本校之教學活動及鼓勵年

輕醫師致力於醫療服務亦有莫大助益。

在此特別感謝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基金

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之贊助，以

及選拔委員會、醫七班代表洪朝偉同學、醫四

班代表黃淑群同學及選務工作人員的辛勞，使

今年各獎項的票選活動得以在公平、公正、公

開的選舉過程中圓滿完成。在此我們也誠學地

恭喜今年得獎的老師及醫師們，感謝他們對醫

學系學生的語語教誨及對醫學教育的用心付

出。

(侯勝茂你母校醫學系 1975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主

任及母院骨科部主任;方屆主泰像母校醫學~ 1990 年畢

業，現任母院內科部主治醫師，林麗廷、現任母校醫學系

學經嚴謹公正的方式投票選出。由推選過程 助教)

中，不僅使同學更加瞭解教學、研究及醫療服

校友基本資料表未回覆者(!) ~ 

司立台灣大學的技督學專*# ~ 

l 第 1 屆一余仁緒、陳文輝 j 
(1 946 年)

月第 2 屆一陳曜火室、張中全、彭振貴、歐李季坤、戴揚輝

:第 3 屆一其財源、林思儀、林燿堂、徐順阱、陳明道、莊慶熹、許鏡智、許振燦、張傳堂、 : 
趙榮通 ; 

:第 5 屆一林大榮、林裕德、林 賓、林月香、吳勝隆、侯中山、陳景安、黃添丁、許榮豐、 j 
楊高明、楊日松、曾素琴、歐水田、簡如鏡、趙榮發、劉建達、新戶新堂(謝新塘)、 j

J 曾森在、林瑞烽、洪禮平、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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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腎窩頭!置閏 JING FU 景福醫訊

台灣環島一周後成

此次因兄弟姊妹於十一月九、十日團聚，

及十一月十八日引介早期台大畢業校友返校參

觀座談，乃於十一月七日搭西北航班經由日本

大阪回台，十一月十九日返美費城，前後在台

停留十一天，且完成坐火車環島一周之宿願。

所到之處(依到訪先後為序)計有:

城鎮:台北市、中壢市、三義鄉、銅鑼鄉、

苗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台東市、

花蓮市、竹東鎮、淡水鎮、三芝鄉、中和市。

相關院校:銅鑼國小、台中中山醫科大學、

台南成功大學及市文化局、花蓮東華大學、竹

東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大學。

景點:三義西湖渡假村、勝興(十六份)車站

及隧道、龍騰斷橋、台南安平、億載金城、高

雄六合夜市、台東卑南文化公園、花蓮鯉魚、潭、

港口、台北縣緣道觀音廟、龍巖墓園、淡水漁

人碼頭、台北臨江街觀光夜市。

筆者此次台灣之行 ，雖停留時間不太長，

但行程緊湊，參觀了不少地方，可說收穫不少，

不過也有些感觸，茲列舉如下:

台灣目前之政治似乎操在立委及縣市議員

手中 ，問政或也偏離方向，成為個人秀，而不

2003 年八月

李彥輝

問民生經濟等之大事，對政府官員考問方言，

揭私密等，層出不窮，朋友中任官者，私下告

訴筆者，如此貶低人格下，真的不想再做下去，

但盼此亂象生態早日結束，大家為台灣之前途

而努力。

沒料到台灣目前小學生學習英語如此熱

衷，我二姊之外孫女八歲小學二年級竟然可用

英語作簡短之演說，甚至我花蓮舅父之牙牙學

語外孫竟指電話叫 phone '不稱以普通話(國

語)。反過來台大校長又大聲疾呼，台大學生英

文程度低落，於 2002 年起實施「英語進階課

程」來補救目前英文教育之危機。

談及英語來，除中文英譯一國兩制不談外

(例如公館拚以 Kung Kuang 而不以 Gung

Guang) ，很多地方所用英譯真令人摸不著頭

緒，如鳳山站之禁止橫越軌道，竟譯成 IFo巾id

Spanorbit j 而不稱 No track crossing 或 No

trespassing ，西湖渡假村餐廳之營業中竟以"to

run business"而不以簡單文"open" ，還有鐵路

沿線所稱第一月台第二月台有譯成 1 Pla叮orm ，

2 Platform (苗栗站)或 Platform No. 1, 

Platform No. 2 (台北站)而不統一譯成有些站

已採用之 Platform 1, Platform 2 。這又使我想

起有一年在上海浦東東方之珠高塔，將「請在

此候電梯」譯成 I Please here wait elevator j 

而不以 IWait for elevator he悶， please j 之洋

13 



JING FU 景福醫訊 E~畫蘭還喜!置閏

淫英文，於重慶住於某旅館，將男廁所英譯

í gentles J 而不稱 í gentlemen J 於門口，客

房稱以他名而不叫 í guest room J 等之往事來

看。如此不倫不類之英譯中文用語，屢見不鮮

於海峽兩岸，因此筆者很想於不久之將來和長

女合作出版「中英文英中文對照之通常指示牌

用語」。

先輩何斌學長時，覺得骨灰放在如魚缸之玻璃

箱中，飾以假花來裝飾，很覺新鮮，然而台灣

之此種殭葬似乎更進步。

寫到此似乎只說些台灣之不好，其實台灣

也有很多進步處 。過去為人詬病之台北交通擁

擠，白實施有些街道

單向行駛以來，加上

有了捷運疏運不少上

班族，因此大為改

善，捷連站或也接受

我去年四台時之建

議，另立附近周邊地

圖於站出口處，以利

旅客知何處去。

此次所到之處，見

了不少大學、醫院、機

關學校建築新式但維

護很差，不到五年，就

破損不堪、油漆剝落、

不乾不淨、漏水，這點

應有所改進，各機構應

經常派人維修延長使

用壽命。各城市多有興

建不少高樓大廈，但街

道，尤其行人道騎樓附

近凹凸不平，容易使人

摔傷，同時似乎對殘障

人士未盡周全設施照

顧。

與宋院長瑞珍教授合照於成大 參觀工研院見到

成千成萬年輕有為之

科技工作者，埋頭苦

幹鑽研先進技術'覺

得台灣前途還很好，

難怪獲得國內外專利

權在世界上列名第二

僅次於美。不過眼見
戀燃機會 秘鱗鱗鱗鱗鱗r 得

談到台灣項葬文 台灣學子來美深造臼

化，上次訪問南華大學 座談會中，早期台大校友會召集人黃世廉博士致辭 漸減少，又有隱憂，

時，得悉開了此門科選

者很多，沒料到此次親臨龍巖社辦之墓園區，

方知台灣人民已很注意此，且多死後骨灰寄放

於風水寶地之靈骨塔。或自己或家族，甚至有

生前愛好之物品供用如麻將、賭具、橋牌等，

裝入如保險箱之美觀大方箱櫥內，供親族來弔

祭，不會有陰森森之感。解說人還說可分期付

款預購且可要求一線全套(即大陸所稱一條龍)

之服務。記得 1989 年在北京八寶山墓園弔祭

14 

台大座談會中也有人

提出來討論。

台灣雖地小人多，但東部仍有很多待開發

處，不過河川短，水不容易儲存，建水庫來蓄

水灌溉或有現實之需要，台灣資產家或也應多

注意台灣東部，而不必去國外過寄人籬下之生

活，仰人鼻息，風景綺麗有山有水之花東地區，

觀光事業想會有極大前途，十年來，南迴鐵路

2003 年八月



完成，環島交通能形成，加上北橫、中橫、南

橫公路穿過中央山脈，可說很是方便旅客觀光。

談起觀光，目前台灣很多縣市很注意此項

事業配合地方上之人文景觀來發展，各縣市也

多建有美侖美負之文化中心，演藝所，設觀光

夜市有利吸引觀光旅客夜晚有好去處，加上治

安尚好，不像義大

JING FU 景福醫 訊

說到市區到機場之交通，由桃園中正圓際

機場到台北市區，有不少公私營遊覽車行駛，

收費也不貴，也有行李艙，方便旅客不少，不

過要旅客白己提放行李入艙，而服務人員袖手

旁觀 ，不給幫忙，服務態度似應改善，給人好

之印象，又因走高速公路，若遇車禍塞車延誤

旅客搭機，但願早日有捷運或高鐵通到各國際

機場。

值得一提的是台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所

在之卑南文化公園，在

台東新站附近，走路可

到 。

利、西班牙甚至大陸

之怕被偷遭搶之危

險，假以時日必會蓬

勃發展，同時大陸中

央電視第四台在「台

灣百科」之介紹，在

大陸經濟起飛後，大

陸觀光客一經台灣當
座談會中陳校長致辭

由於卑南遺址之

被發現，使得人類活動

在台灣証實至少公元

前 2000-5000 年，與

西安之半坡文化可媲

美，屬於新石器文化。

出土遺物有板岩碟石

組合構成之建築基

局放寬限制，必會大

批湧入成為台灣經濟

之一大來源，有如東

方之瑞士。不過為了

吸引更多觀光客各景

點風景區應多充實內

容，注重品質及注意

環保維護，附以中英

文說明，衛浴設備多

採用西式沖水馬桶，

至少有部分屬此型。

左起何憲武主秘、作者、陳維昭校長、溫振j原學務長

合照於台大鹿鳴堂蘇航餐廳

址，生活用石器與陶

器，以及板岩石棺與陪

葬品。可見卑南遺址史

前居民善於利用板

政府嚴格要求廠商符合國際標準'寧缺勿濫。 岩，其中長方形石板棺乃其特徵。由出士生活

說到此，有些名勝古蹟之英文譯字，刻印時誤 用具是打獵捕魚、工具，看來史前居民乃農漁獵

寫或誤排， 一經發覺時，有關人士應早日修改， 為業，加上出土之 1500 多具石板棺推測，此

以免胎笑大方 。台灣語言至少有三種包括福佬 遺址曾有過眾多人口。石質陪葬品可分工具包

話、客家話及北京話(又稱國語) ，鐵路沿線播站 括矛、揪、鑄、鑿及裝飾用品如頭飾、耳飾、

名時，至少在自強號上已使用三種語言 ，但於 項飾及腕飾，當為台灣玉及蛇紋岩所造。陶質

車站則對臨時改停某月台時，則忽略用客家話 陪葬品則有陶罐、陶珠。

來提醒旅客，似乎有改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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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在考古柵架內看到了出土之遺物有碟石

(中大型扁平)大石白、石器、近代陶管、陶片，

於瞭望台則看到了複製之石板棺群，並參觀了

一級古蹟之月形石柱。可惜，展示廳因在整修

中無法入內，失去溫習台灣史前文化之機會，

只好等待將來。

另外，台灣過去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

荷蘭人及日本人所佔領過，因此多多少少有他

(她)們遺留下之古蹟遺址，可說多元化之文化，

如好好整理挖掘出來，或會更吸引人來台。不

過有些地區尤其有溫泉之景區，並非鐵路可直

通，有賴汽車，相信不久之將來，台灣之旅遊

業者會應旅客尤其外國觀光散客要求，經營此

線之觀光事業，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最後寄語台灣政界人士，別濫用民主，少

管閒事，多理正經事 ，為台灣之前途奮鬥'尤

其發展觀光事業來增加國家收入實乃可行之

法。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 UCLA 藥理博士，目前

執業於費城)

校友基本資料表未回覆者@

i萄立台灣大學督學院管科

第 14 屆一陳智寧、方 行、誅繼宗、林尊昌、何結林、陳廷豐、陳欽泉、楊子忠、張敏堂、
(1 961 年)許登龍、洪正同、劉顯明、盧文正、任龍翔、蘇隆基、潘建氏、余嶽興、陳德碩、

梁耀丁、馮展博、高村井

第 25 屆一董雅美、陳淑皂、林永福、洪啟堂、白伊芬、石敏言、 j香澄雄、陳高明、凌岡泉、

林碧塘、圾口國隆、林朝陽、蔣大鳥、陳檳義、羅景易、郎恆蔚、蘇紹雄、陳家興、

許汝寧、張簡俊榮、其慕雲、李文吉、楊源郁、丘超;廉、陳永照、劉作仁、林道平

|司立台灣大學督學院督學系

第 1 屆一李壽星、林紫蓉、羅宗軒、許世峰、林重涵、謝鴻光、陳麗紅、王南棍、林玉琳、
(1 974 年)洪正昇、黃榮柱、黃規璋、黃金山、蕭光亮、張治強、李孔任、陳必星、陳錦乾、

譚玉索、錢席王軍、黃馬可、呂實梧、陳宏基、楊庸一、劉宛然、郭明豐、黃鶴瑜、

駱江良、符，1、鷺
第 2 屆一王溢嘉、翁瑞亨、徐小黛、吳光明、鄭詩鋒、彭 日文、林肇華、駱皂銘、陳瑞雄、

邱浩彰、黃綠玉、劉素嬌、洪肇隆、葉金)11 、白櫻芳、林憲珍、林季珍、盧五強、

李世傑、蔡榮財、陳快樂、何盛源、丘子宏、溫秀珍、王自強、楊光榮、陳樹韜、
薛 接、源金好、賴天來、劉毓慶、衛優道、鄧維氏、黃冠球、陳卓朵、陳瑞蓮

第 3 屆 一陳文顯、陳義弘、唐士人、魏寬毅、蔡佩蘭、王復祿、邱世賢、陳德芳、鐘和欽、
祝春紅、蔡養生、王國榮、林老生、柯景塘、徐煥真、陳振寬、鄭璋、鄧 波、

符修書、游思明、姚俊興、陳子沛、何建忠、郭樹氏、蔡懷玉、林決然、李榮興、

朱聖賢、林垂光、許友進、祁志勵
第 4 屆一邱浩遠、黃浩源、陳志鴻、陳翰容、關世藩、陳文哲、陳顯榮、馬 俐、朱嘉明、

黃燦龍、林聖峰、楊百嘉、王榮華、鐘禮興、鄭其彥、許澤維、薛 琴、李仁智、
李息仁、李宏耀、全鳴鐸、余瑞華、胡煌基、楊錦標、李文樞、吳子聰、陳 瑞、
彭斃華、區 熾、伍偉誠、連章程、謝麗莎

~J I;.o..~ ....... 、.、九九............ '、、/'，N"，/、、"'"﹒旭、、門"'-'"........................ ..,. .. ,. .... 戶'......... ..,........,........01" .................... 坊、.... 旬可可叮叮叮~...... 句/'，N"，/γ..........v"'.......... 甘、可~、可司、/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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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 景福醫訊

義大利紀行

義大利雖今天僅附 G7 經濟七大國之膜

尾，但她繼承希臘文明，從古羅馬時代，到尊

奉基督教(天主教)為國教，而文藝復興業可說奠

定近代西方文明之基礎，一說，她擁有世界文

化資產的百分之四十，二十年前全家隨美國的

旅行團遊歐，二年半前畢業四十周年紀念，周

遊地中海時，都到了義大利，但總覺得看得不

夠，因此 2002 年十月，做了一拖一背自由卻

又辛勞的三週之旅，我們買了 ITALlA TWIN 

FLEXI CARD 是一個月裡可搭任何十二天的火

車 PASS 。

我們發現除了旅館以外，連火車站、博物

館的工作人員，會說英語的都很少，就是會說

也是簡單的幾句，這是否因他們與法國一樣與

英語不同語系，雖然是同樣的豆菜字(台語) ，學

來也不易，或是認為他們有(過)輝煌的文化，不

買英美強勢語言之脹，尤其認為美國是暴發戶

的心態就不得而知。我當然只能用英語與他們

交談，加上比手劃腳，而人名地名則湊上我僅

記得的皮毛拉丁文發音(猜想應相差無幾，請讀

者指正) ，似乎還能過關。

羅馬 ROMA (ROME) :從羅馬國際機場

FIUMICINO AIRPORT 到其中央火車站

STATIONE TERMINI (TERMINAL STATION) 

有直達電車(火車)叫 LEONARDO EXPRESS 

只要半小時，全為一等，車站裡有很多店舖，

2003 年八月

林洪謙

也有超市，附近很熱鬧 。羅馬的捷運(地鐵)很簡

單，只有 A， B 二線，所以也要靠公車，我們分

二次在這永恆之都市住了七夜，所以看了大大

小小的博物館，逛了好幾個廣場 PIAZZA ，看

了形形色色的噴泉，也看了曾可沐浴三千人的

古浴場，自己走而不是隨團的好處是在博物館

可以按 GUIDEBOOK 或 AUDIOTAPE 詳看某

些名畫或雕刻，在古蹟或歷史據點可按 GUIDE

BOOK 去個別指認，梵諦岡宮殿與博物館群

PALAZZI e MUSEI VATICANI (VATICAN 

PALACES AND MUSEUMS)在梵諦岡市國，這

自十四世紀起就為教皇定居之處，有 20 個博物

館、藝術館、繪畫館、圖書館等以歷代教皇的

收集其中心， 一說要全看需要一星期，連星期

一部排長龍，足足排了一小時後才能進去，

CAPPELLA SISTINA (SISTINE CHAPEL)在

宮殿的最裡面，是教皇的公式禮拜堂，也是選

舉教皇的場所。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花了二年所畫的

繪畫是史上大傑作，被稱為、描畫的神曲，的

「最後的審判」為其祭壇畫，天花板的壁畫為

創世紀的故事，-亞當的創造」、「原罪與樂園放

逐」、「諾亞的洪水」等，看這些名畫會讓人畢

生難忘。聖彼得大教堂 BASI LlCA DI SAN 

PIETRO (ST. PETER'S BASI LlCA)為天主教

的總本山，從 1506 年蓋到 1626 年才完竣，連

同其廣場，筆墨無法形容其莊嚴，富麗堂皇，

規模宏大，設計複雜，進去右邊就有米開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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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5 歲時的傑作 PIE隅，聖母抱著基督，我們

在裡面逗留很久，細看其寶物館所收藏的聖器

之豪華，讓人可知梵諦岡財力之雄厚，更難忘

的是我們也排隊去 CUPOLA ，先搭電梯到圓頂

下看其內側的構造，然後上 330 級階梯及斜坡

到達圓頂上再到外面的陽台做 360 度的眺望，

那鳥轍的經驗真是難忘 o

、
從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上鳥轍廣場(羅馬)

VITTORIANO, EMANUELE 二世紀念堂

在市中心的威尼斯廣場 PIAZZA VENEZIA '是

紀念義大利統一而建造，於 1911 年完成。(統

一前，義大利由許多城邦共和國所組成) .為一

新古典式建築，由十六根大圓柱構成弧形，規

模宏偉，美侖美負，比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大

好多，比美巴黎的凱旋門，裡面還陳列有關義

大利現代史與軍事史的物品，足可構成一博物

館，我們在這裡花了二小時細看其美麗而複雜

的結構、雕刻，這裡因不能停車，遊覽車只停

留片刻，讓人看外景，但不能下車。

FORO ROMANO 為古代羅馬民主政治之

中心，為其公共集會所，今雖主要為廢墟，但

存有昔日之元老院 CURIA 為其共和制時代的

政治最高機闕，就在這建築物前獨裁者凱撒

JULlUS CAESAR 在公元 44 年叫著、布魯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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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UELE 二世紀念堂(羅馬)

斯 BRUTUS 你也(參與)嗎? "而掩面被刺死，

這裡還有他被火葬處。公元 203 年所建的凱旋

門等，其旁有一細長的演壇 ROSTRI 為雄辯家

西賽羅 CICERO 大展其辯才之處，在這裡可花

一二小時而有著置身處於古羅馬時代的幻覺，

圓形兢技場 COLOSSEO (CO LlSEUM)可能是

最被人認識的古羅馬建築物完成於公元 80

年，現在部分成廢墟，但積極地在修護，當時

可收容五萬人。我們這次花時間在裡面爬主爬

下詳看，更增加了我們的驚嘆。附近有羅馬最

大的凱旋門 ARCO 01 CONSTANTINO '離此

不遠有 CIREO MASSIMO 為古代二輪戰車

CHARIOT 競技場，長 620 公尺，寬 120 公尺，

可容納 15 萬人觀看，現在其慢跑處，站在這裡

讓我回想起 1959 年電影、賓漢" BEN-HUR 的

情境來。在 CIRCO MASSIMO 盡頭附近一小

教堂旁有 1953 年電影、羅馬假期" (ROMAN 

HOLl OAY)裡一著名鏡頭， ，-真實之口 J' 這是一

河神面孔的大石圓盤，其實是一排水口之蓋，

傳說如說謊者把于伸進去就抽不出，早有一大

隊年輕人排在那裡等著要照像，我們這二個「假

少年 」 也混入其中了，西班牙廣場 PIAZZA 01 

SPAGNA 是遊客，尤其年輕人緊集，坐在階梯

晒太陽或人看人的地方，階梯前有一船形的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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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真實之口砂 假裝手抽不出來(羅馬)

泉，整個地方有天天是節日的氣氛，這所謂義

大利人設計，法國人付款，英國人徘徊，而現

在美國人佔據的地方，因以前有西班牙大使館

在此而有此名 。 附近以前有華格納 WAGNER ，

李斯特 LlSZT '巴爾札克 BALZAC ， 濟慈

KEATS ，等音樂家、文人居住過，這裡的麥當

勞是我們光顧過的裡頭最豪華，且規模最大

的，大概因年輕人聚集眾多之緣故，此廣場連

接高級名店街 VIA DEL CONDOTTI ' 300 公尺

長，兩旁皆為 GUCC I ， VALENTINO, LOUIS 

VU ITTON 等店，只是碰到我這不知趣的人，總

有意或無意擦身而過， 一笑!羅馬郊外，也看

了幾個 VI LLA ， 在羅馬郊區過去皇帝、貴族蓋

了不少別墅，都有廣大的庭園、噴泉、雕像，

有的是 UNECO 所指定世界遺產，有的已成廢

墟但也整理得很好，讓人可想像昔日的繁華與

規模。

佛羅倫斯 F I RENZE (FLORENCE) :眾知

文藝復興的發祥地，又被稱「花之都 J' 最著名

的建築為「花之聖母教堂 JSANTA MARIA DEL 

FIORE 又稱 DUOMO/CATTE DRALE 是此市

的象徵'為過去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宗教中心，

其外觀由白色、粉紅色與綠色大理石的幾何學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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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裝飾而成，是人人讚賞的大聖堂，在

DUOMO 前面有洗禮堂 BATTISTERO S. 

GIOVAN仙，為一八角形建築也以多彩大理石

建造，有四鐵門，其中東門被米開朗基羅稱為

「天國之門」已被人摸得發亮，這廣場遊客如

織，另一傑作為喬托 GIOTTO 設計的 82 公尺

高的鐘樓，可以上去。 PIAZZA DELLA 

SIGNORIA 為現在的行政中心，這廣場有為室

外藝術館，有大衛 DAVIDE (DAVID)拷貝大雕

像，其他許多雕像與海神的噴泉，絕不可錯過，

真正的大衛雕像即在學院美術館 GALLERIA

DELL'ACCADEMIA，這裡收藏米開朗基羅的雕

刻品與佛羅倫斯畫派的繪畫 ，我們當然也排長

龍進去看真正的大衛 DAVI DE 。此雕像被稱為

最完美的雕刻，並象徵佛羅倫斯的自由，現在

剛在做小修護但無傷大雅，仍可觀賞。美術館

GALLERIA DELLI UFFIZI :文藝復興期，學問

與藝術的保護者，提拔米開朗基羅的著名的

MEDIC I 家，集其財力所收集藝術品盡在這裡，

因其富可敵國，收藏極豐，又名作很多，值得

排長龍並在這裡待幾小時詳看。

西恩、那 SIENA : 是離開佛羅倫斯不遠的一

古都，由火車站到被稱為世界第一美的市中心

廣場 PIAZZA DEL CAMPO 有二公里，可搭公

車，此廣場以紅磚舖成而有輕微斜坡的獨創性

扇狀形，每年七月二日與八月十三日，有中世

紀騎士打扮的騎裸馬(沒上馬鞍)賽馬會，叫

PALlO 。廣場旁宮殿 PALAZZO PUBBLlCO 是

一優雅的建築，其市立博物館 MUSEO CIVICO 

有著名的濕壁畫 ， ，-善政的效能」與「惡政的弊

害」等 ，從三樓眺望景色絕佳，有如回到中世

紀之感。此市主要教堂 DUOMO ，外觀大理石

花紋與站在圓形花窗的四十聖人像已經夠醒目

地美麗了，但裡面全部地板以大理石鎮按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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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個宗教故事，更是特別，所屬圖書館 壓統治下，一切被統制好，而自己當家做主，

LlBERIA PICCOLOMINI 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多 卻不能自治，就實在太可悲了。

彩濕壁畫裝飾，這些只在這裡才看得到。

舊 BOLOGNA 大學 1649 年所建解剖教室 TEATRO

ANATOMICO 

波隆那 BOLOGNA: 是歐洲最老的大學所

在地， BOLOGNA 大學創設於十一世紀，其自

由研究的風氣吸引了全歐洲的學者 ，而自由都

市 BOLOGNA 不顧教會的反對，在這裡做了世

界頭一個人體解剖，舊 BOLOGNA 大學叫

PALAZZO DELLA ARCHIGINNASIO 宮，是到

1803 年的校址，現仍存有 1649 年所建解剖教

室 TEATRO ANATOMICO (THE 

ANATOMICAL THEATER)供人參觀，解剖台以

大理石製成，天花板以太陽神 APOLLO 雕像為

中心，環繞著其他雕像，令人感嘆三百多年前

有這樣高度藝術化的教室。校園內處有著名教

授，學生肖像的壁畫，全市以中世紀情調，不

同形式的建築'雕刻的柱廊(藝術化的、亭仔腳" )

著名。在歐洲，日本看到的「亭仔腳」整條街

都在同一平面，不像台灣以為「亭仔腳」是私

有地，所以各自為政，每家高低不平，又兼做

生意、停車等，使行人無法在上面走。記得日

治時代似乎沒有這種現象，如在外來政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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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多瓦 PADOVA (PADUA)大學，下排右邊第三人為

發現血液循環的哈維 HARVEY

帕多瓦 PADOVA (PADUA) : 市容也以中世

紀就留下來的柱廊著名，而帕多瓦大學 IL BO 

是十三世紀時從波隆那大學出來的教授、學生

所創立，曾以醫學 、 自然科學的研究著名，首

倡地動說的波蘭人哥白尼 NICIFOLUS

COPERNICUS (1473-1543)' 發現人體血液循

環的英圓人哈維 WILLlAM HARVEY (1578-

1657)都在這裡學習過，而 1590 年在比薩 PISA

斜塔做了著名的實驗証明落體加速度為值常的

物理學家 、 天文學家伽利略 GALILEO ，

GALlLEI (1564-1642) ，不以拉丁文而以當時

為方言的義大利文寫長篇敘事詩，神曲而被

稱為義大利文學之祖的但丁 DANTE

ALl GHIER (1265-1321)等在這裡授過課，校園

內有包括哈維等著名教授、學生的壁畫，著名

的伽利略大講堂在修護中，但我們看到世界第

一個圓形階梯狀解剖學教室 ( 1 594 建 )

TEATRO ANATOMICO '要買票而由大學派解

說員來，當天沒有義大利人，主要訪客為德國

人，所以她以德語為主 ， 英語為輔講解，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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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多瓦在前FALLOPPIO 街砂標誌下(紀念、 Fallopian

tube 之發現者)

當時解剖台下有下水道，如、宗教警察，來，

就把屍體丟入下水道，改放動物屍體，假裝在

做動物的解剖，在路上看到街牌寫著

FALLOPPIO 街，原來是紀念 GABRIELLO

FALLOPIO (1523- 1562)解剖學家、植物學家

與外科醫生。他、發現，輸卵管，英文

FALLOPIAN TUBE '則以他的姓命名此器官 ，

而 FALLOPPIO 街又接連 MORGAGNI 街，紀

念 MORGAGNI ， GIOVANNI BATTISTA 

(1682-1771) 。他當了五十多年的解剖學教

授，被認為是 PATHOLOGIC ANATOMY 的創

始人， (婦科有 CYST OF MORGAGNI 以他之

姓命名) ，想到政治掛帥的、華人國家，不知要

到何時才會以學者、科學家、詩人或藝術家命

2003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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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街道?這裡還有著名的斯客羅維尼教堂

CAPPELLA OEGLI SCROVEGNI ' 九月在台

灣時偶然在報上看到要在國父紀念堂展覽改變

西洋美術史的聖堂教父喬托 GIOTTO 作品(複

製品)的消息，後來才曉得看這小教堂需要預

約，總是去碰碰運氣，結果等一小時後就可進

去，每次 25 人進去 15 分，喬托 GIOTTO 01 

BONOONE (1276-1337)被史家認為是近代西

方繪畫的開山祖，其繪畫從拜占庭

BYZANTINE 風格的限制中走出而自然化，從

1304 年花了三年時間將這教堂的天花板及四

面牆壁，以 38 張聖母與基督的生涯，用

FRESCO 濕壁畫畫出，其造詣與氣氛讓不虔誠

不懂藝術的我們也覺得實在不虛此行。

世界最初的圓形階梯形解剖學教室在帕多瓦大學

IL BO PADOVA (PADUA)1594 年建 ， 不能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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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洛那 VERONA: 離 PADOVA 不遠的一

古都 ，來這裡的主要目的是因這裡有茱麗葉之

家 CASA DI GIULlETTA (JULlET'S HOUSE) ' 

從火車站搭公車到市中心，在圓形鬥技場

ANFITEATRO ARENA 下車，這是類似羅馬

的，當然較小，建於公元一世紀 ， 可容二萬人，

每年夏天還上演歌劇，從此可邊看市容走到茱

麗葉家，經過小巷就到中庭，立著菜麗葉的銅

像 ， 據說摸她的右邊乳房婚姻會美滿，所以已

被摸得光禿禿，可買票進去她房子，上去有她

站在那裡與羅密歐 ROMEO 幽會的陽台，房子

牆壁長滿長春藤 ， 古色古香 ， 我問了管理員，

茱麗葉真的在這裡住過嗎? 她回答我說 :他們

現在不確定是否真有茱麗葉這個人 ，我跟她

說 : 莎士比亞 WI L Ll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根據你們義大利的故事寫了他

威活那 VERONA 茱麗葉 Juliet 之家的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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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曠世名劇，妳怎麼沒在我買票前告訴我?不

過我寧願相信有其人其事而一笑而別。在附近

的廣場 PIAZZA DEI SIGNORI 有但丁做沈思

狀的銅像，許多遊人在銅像前照像也假裝沈思

的樣子，這是一寂靜的廣場。

米蘭 MILANO (MILAN) :為義大利北方之

一文化古都，但也執現代時裝界流行的牛耳 ，

其 DUOMO 在市中心為一哥德式 GOTHIC 的

大傑作 ， 從十四世紀後半建到十九世紀初才完

成，有數百個尖塔，可情現在前面在整修， 一

進去裡面會為其大空間，大柱群所吸引，其莊

嚴會讓人忘記是在繁雜的市井中。 DUOMO 旁

是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11 這是

有如大畫廊般的商店街， 1877 年完成的

ARCADE ，拱廊有繪畫 ， 走道(舖道)則由各種

幾何圓型的馬賽克 MOSAIC 鎮故而成 ， 這是我

們所見過最美的商店街。這條街出去就到

SCALA 廣場聞名的 LA SCALA 歌劇院就在這

裡' 也在整修中，而也有集畫家、 雕刻家 、 建

築家、科學家、音樂家、自然哲學家於一身的

天才 LEONARDO DA VINCI 達文西(1452-

1519)的銅像，他所作的世界遺產「最後的晚餐」

CENACOLO VINCIANO (THE LAST 

SUPPER)在一小教堂旁修道院的餐廳、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此畫在當時是一革

新，已是油畫，是描繪基督對十二使徒說，\馬

可福音 14 章 18 節" r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

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嘆的人要出賣我了」時各人

的表情和舉止 ，看這畫一定要預約，每次 25

人，進去 15 分，我們運氣好，在離美前二天電

話預約成，才能看到，不過很可惰，我們在米

蘭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看國立達文西紀念科學技

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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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那亞 GENOVA (GENOA) :從米蘭可做

一日遊' 是 、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出生地，

過去有大西洋定期航班，現在恐怕只有遊輪，

所以盛況不起音日，火車站前有他的大理石

像，刻著他的真名，義大利文 CRISTOFORO

COLOMBO 而不是英文 CHRISTOPHER

COLUMBUS (1446-1506)' 他是讀了馬可字羅

MARCO POLO (1254-1324)的東方見聞錄，

受其影響，由西班牙女王 ISABEL 一世資助西

航， 1492 年先、發現，西印度群島，再、發現P

新大陸，從火車站走 VIA BARBI 有歷史性建築

物， VIA GARIBALOI 則有熱那亞超過 30 個宮

殿群中的 12 個在這條街上，所以也叫黃金大

道，都蓋得很好，可想像當年之繁華盛況 。

MAGGIORE 湖， LAGO MAGGIORE :義

大利北方，阿爾卑斯 ALPS 山脈南麓的湖泊群

舉世聞名，而從米蘭可做一日遊，我們選一日 ，

異於通常的火車之旅，與友人之女 SILVIA 與其

男友 MARCO 搭其小汽車到 MAGGIORE 湖，

此湖為全義大利最有名之湖，湖也漂亮的豪

宅，巨慶比比皆是，可坐船做湖中三島遊，其

中之 ISOLA BELLA 島上有一伯爵所蓋的宮殿

PALAZZO e GIAROINO BORROMEO '不{旦

富麗堂皇而不同於以前所見的宮殿，從每個房

間都有窗戶可看湖景，而其庭園是典型的義大

利庭園， 其情境讓我不禁哼起、義大利庭園"

(COME TO MY GAROEN IN ITALY ANO 

SING TO ME LlKE YOU USEO TO 00. ..) 

來，其湖光山色過去在電影、電視上看到，這

次親臨其境覺得不虛此行 。

威尼斯 VENEZIA (VENICE) :為舉世聞名

的水都 ， 據說是公元 425 年時因避匈奴王阿提

拉 ATTILA (406-453)之入侵由義大利本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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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移居於此干瀉之地，而於 697 年就由住民投

票選出元首，此地是三度遊'這次在 SANTA

LUCIA 火車站下後，搭 VAPORETTO 公共汽

艇(等於公車)有很多路線，沿大運河進入著名的

聖馬可廣場 PIAZZA SAN MARCO '沿岸建築

物宏偉且美侖美臭，有教會 、美術館、宮殿等，

威尼斯因建在水上，除大運河外，靠小運河，

而有無數的小橋接連，小橋流水雖可愛，街道

既狹窄又不允許有馬達的車子，所以看到運送

貨物，收集垃圾用威尼斯式的 「二輪拖車」 拖，

倒蠻有趣 。 第一晚晚上下了大雨，第二天上午

出去發現很多地方淹水，行人多穿長統膠鞋，

連聖馬可廣場也淹7.1<而處處擺放著長寬的板凳

供人行走，在我們看來是很特殊的一景 ，恐怕

在這水都不太稀罕 ，我們去小巷內亂逛，這有

如走迷陣，我們所有的地圖都沒有完整街道的

名字，但只要看指標、往車站 PER FERROVIA" 

或 Y主聖馬可廣場 PER SAN MARCO" 就可竄

出，我們在橋上有店舖，跨過大運河的著名的

PONTE 01 RIALTO 橋上走，看他們也賣花枝，

章魚的魚市場，馬可宇羅住過的房子等。有趣

的是，他的房子，有「百萬謊言者之家 」 的標

誌，原因是有人不相信他在「東方見聞錄」裡

所寫有關元世祖忽必烈 KHUBILAI KAHN 的宮

廷等事為事實而認為他是大說謊者之故。我們

詳看廣場的威尼斯總督政廳，宮殿 PALAZZO

OUCALE 與其地下監獄，聖馬可寺院

BASILlCA SAN MARCO 及幾個博物館、美術

館，比較特別的是看到幾百年前的大地球儀與

十字軍東征時的、貞操帶"這個毫無人性的發

明品以鐵製成，而前後兩孔的內緣，呈鋸齒狀，

用意甚明，威尼斯的特殊風情景色還是令人難

那不勒斯 NAPOLl (NAPLES): 雖以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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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r: 

叫
什

小偷著名，但想起俗語「于才~0 壹見τ 力、包死

扣 J (SEE NAPLES THEN DIE) ， 覺得非來看

看不可， 一下火車在月台已有人向我們搭訕要

不要 TAXI? 回程時有人硬要替我們搬行李到

車上，街道髒亂，很多斑馬線褪色，根本看不

清楚，比起北部的城市差多，又街上行人道上

很多人站著閒聊，感覺有點像紐約的黑人哈林

區 HARLEM ，第二天搭火車南下一小時到有寬

長沿海遊步道，美麗海灣的 SALERNO ，由此

搭豪華公車看舉世聞名的 AMACFI COAST 演

海公路，經 AMALFI ， POSITANO 等典型明信

片景色的小鎮到以「歸來吧，蘇連多」著名的

SORRENTO 來回了一趟，飽看一邊是碧綠的

海水，一邊是絕壁斷崖，點綴著綺麗村鎮的絕

佳風光，道路狹窄而彎彎曲曲幾乎沿路一直在

按喇叭，但這有驚而無險，因靠海的路牆看來

有二尺高，而在斷崖蓋了層層的華屋並且很多

有階梯可下到海岸，令人感到他們土地利用的

高明與水土保持的良好，隔天在那不勒斯我們

有一難忘的插曲，上公車後我在扎票機扎票

時，感覺到一個跟我一起上來的傢伙太緊靠著

我，我機警地緊握著我的腰包，內人突然看到

有一隻怪手伸入我的背包， 她眼明手快， 賞了

他一拳 ，這位仁兄指著他的同伴說，是他不是

我，而二人落荒而逃，背包裡不會放值錢的東

西，但查查也沒有被他拿去什麼，倒是嘗到一

親身經驗。我們到散塔路琪亞 SANTA LUCIA 

海灣(CASTEL DELLOVO)的卵城，這是十二世

紀時蓋的古城堡，它突出於海中， 一邊可看公

元 79 年因爆發而將龐貝 POMPEI (POMPEII) 

埋入地下的火山維蘇威 VESUVIUS ， 一邊是風

景為畫的海灣，想到那不勒斯民謠、SANTA

LUCIA// 的歌詞， ，-月 l土高< '海ι照少 . .. J 覺

得如皓月懸空的夜晚在這裡必另有一番情調，

附近有義大利三大歌劇院之一的 TEATRO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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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CARLO ，還有豪華的商店街 GALLERIA

UMBERTO 與有八尊那不勒斯王站立彤像的王

宮 PALAZZO REALE '可見昔日王朝的輝煌，

國立那不勒斯考古學博物館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以收藏希

臘、羅馬的藝術品而聞名，發現寶藏確實很多

只是維護似乎較寬鬆，不及別的博物館的水

準，最特別的是這裡有從龐貝廢墟出士的幾百

張繪畫，包括馬賽克畫， 畫題多與希臘神話有

闕，有一幅當時富家舖在房間地上大馬賽克畫

是古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 . )打敗波斯王大流

士三世 DARIEOS 111 (DADIUS)的大戰圖，並有

一小房間全是春宮畫及色情雕刻物 ，雖須特別

安排才能參觀，竟看到一母親帶著十歲左右的

男孩進去，性教育?歐洲對這方面的態度不要

說與我們，與美國也不同。又想到龐貝成廢墟

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事， 二年多前也看了龐貝

廢墟， 實令人驚異，當時就有那樣的生活水準

與風尚 。

義大利為一文化古國，雖不像所謂四大文

明古國，埃及、巴比侖比亞(今之伊拉克)、印度、

中國，沈淪為開發中國家，亦即落後國家，但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也有些地方是比較落後或顯

示其社會問題存在之處，如:

1.公廁奇少，公共建築物如 EMANUELE 二世

紀念堂等都無室內公廁設備，要花錢處才有

公廁，如博物館內的最新廁所。

2 火車不準時，火車本身沒標誌往何處，而月

台上的標誌不夠仔細，搭了一次最好的

EUROSTAR 竟誤點半小時以上，比起瑞士、

德、荷、法的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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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較落後， EUROSTAR 因是長途，我們訂

了位，後來發現二人座位不在一起，而很多

人有一樣的情形 ， 而並不是沒有空位不能坐

在一起，回程在機場辦升等也搞了半天，友

人之女 SILVIA 說台灣的資訊較進步，沒錯。

4.看電視有些新聞主播竟看著稿子念。

5 公共場所不禁煙，所以不只路上，連月台都

滿地煙蒂。

6.有些博物館管理草率落後，不要說沒有室內

濕度調節器，卻打開了窗戶。

7.銀行進出要經過控制的旋轉門，而背包等須

JI附 FU 景福醫訊l

格壯碩的年輕男女在路上或車上伸手的，加

以那不勒斯街上的許多閒人等，看來失業人

口應該不少，近那不勒斯處，有攤販上火車

賣東西，有一小孩約七八歲到只有我們二人

的包廂討香煙，其實我們要是在打瞌睡，他

準順手牽羊無疑。

說了這些，義大利仍是所謂 AMORE 談

惰， CANTARE 歌唱與 MANGIARE 美食的國

家，有其可愛之處，離開羅馬之前，我們去看

FONTANA DI TREVI 0 這是 1954 年有電影及

其插曲"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著名的噴泉，是十二世紀時教皇主辦噴泉設計

懸賞優勝的作品。

放在外面的存物植，這倒是防止搶銀行的妙 以背後的宮殿為背景，規模宏大而優美，

法，因為不能很快的逃出，大概搶銀行的案 與二十年前所見一樣人山人海，我們也按例站

件不多，可用外面的 ATM 換錢。 在旁邊向後丟銅板進去池內，希望能再來。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現退休於南加州)

8.吉普賽女人帶嬰兒乞討的不足為奇，竟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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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末醫學骯月十二學年度
教師兼任學耐行取王音名單

單 位 職稱 姓名 備控 單 位 職耨 姓名

醫學院 院長 陳定信 麻醉科 主任 孫維仁

教務分處 主任 楊洋池 法醫學科 主任 郭宗禮

學務分處 主任 蕭裕源 新 家庭醫學科 主任 陳慶餘

研究發展室 主任 鄧哲明 骨科 主任 侯勝茂

共同教育室 主任 黃天祥 復健科 主任 張權維

資訊組 組長 賴金鑫 急診醫學科 主任 陳文鍾

醫學系 主任 侯勝茂 環境替職業醫學科 主任 侯勝茂

解剖學暨 主任
曾國藩 新

細胞生物學科、所 所長
藥學系、所

主任
陳基旺

所長

生物化學暨 主任
張明富

分子生物學科、所 所長
護理學系、所

主任
戴玉慈

所長

生理學科、所
主任

郭鐘金
所長

醫事技術學系、所
主任

李君男
所長

寄生蟲學科 主任 蘇軍靄

微生物學科 、 所
主任

王錦堂

所長

藥理學科、所
主任

黃德富
所長

病理學科、所
主任

饒宇東
所長

牙醫學系 主任
藍萬烘

臨床牙醫研究所 所長

職能治療學系
主任

謝清麟
所長

物理治療學系、所
主任

吳英黛
所長

臨床醫學研究所 所長 陳培哲

社會醫學科 主任 呂碧鴻 毒理學研究所 所長 郭明良

一般醫學科 主任 林肇堂 免疫學研究所 所長 伍安怡

內科 主任 楊洋池 分子醫學研究所 所長 余家利

外科 主任 李伯皇

皮膚科 主任 紀秀華

光電生物醫學研究
主任 陳瑞堅

中心
泌尿科 主任 陳淳

小兒科 主任 江伯倫 新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陳志宏

婦產科 主任 周松男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所長 郭彥彬

神經科 主任 葉炳強 癌症研究中心 主任 賴明坤

精神科 主任 胡海國 新 臨床藥學研究所 所長 陳燕惠

眼科 主任 林隆光 樂物研究中心 主任 李水盛

耳鼻喉科 主任 林凱南 實驗動物中心 主任 江伯倫

放射線科 主任 廖漢文 兒童醫院籌備處 主任 黃世傑

檢驗醫學科 主任 蔡克嵩

備控

暫代

暫代

新

新

電資學

院教授

新
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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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Nanobiotechnology 一(下)

2. Drug Delivery System 

Drug Delivery System (DDS) is the 

system by which a suitable quantity of a 

desirable drug is effectively delivered to a 

target site of disease. The aim of DDS with 

nano materials is to car叩 a much smaller 

quantity of a drug to targeted areas of 

diseases more effectively and to cure 

intractable diseases. For this purpose , an 

artificial molecule such as organic 

Dendrimer Cluster Agent 

Contn童車t

MadUle 

Fig . 5. Artificial Molecule 

2003 年八月

Hong-Sheng Lee, M.D., Ph.D. 

李 宏 生

poly-dendrimer (Fig. 5), organic fullerence 

(Fig. 6-8), antibody enzyme (Fig. 11), etc. are 

investigated. 

Dendrimers are spherical polymeric 

molecules in nano size , consisting of a core 

and layer molecules: the core contains a 

therapeutic compound and the surrounding 

dendrimers perform a necessa叩 function for 

DDS. Furthermore, dendrimers allow the 

precise control of size , shape and placement 

Organic Dendrimer 
Poly-dendrimers are the 

complete dendrimer family to be 
synthesized, characterized and 
commercialized. 8ased on this 
extensive activity, they are 
recognized as a unique new class 
。f synthetic nanos- tructures. 

Dendrimers allow the precise 
control of size, shape and 
placement of functional groups 
that is desirable for many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ch as 
sensor module, target director 
module, contrast module, photo
dynamic therapy module, etc. 

Esfand R & Tomalia DA 

http://nano.med.umich .edulDendrimers.html 

Target 
Oire-ct目r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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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unctional groups that is desirable for many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ch as sensor, 

target, contrast, photodynamic therapy 

modules, etc. (Fig. 5). 

A buckyball of diameter 0.7-1.0 nm 

which 60 carbon atoms combined in the 

shape of a soccer ball (not only 60 carbons 

Anti-Cancer (Photodynamic Therapy) 

HIV Protease Inhibítor 

Neuroprotectant 

Medícal Oevíces 

porphyrins are investigated. The nano size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a 

fullerene compound are suitable for passing 

through the membrane of actively prolifera

ting tumor cells. Thus, a porphyrin drug 

attached to the fullerene is selectively 

delivered into the tumor cells , and oxygen 

radicals released from the porphyrin drug by 

h投p :llwww.photobiology. com/reviews/61

http://www.csixty.com/ 

Fig. 6. Organic Fullerene. 

but more of the same form are discovered 

after that, they are named generically as 

fullerene) can be a useful nano material for 

this purpose. Fullerenes are inert and 

non-toxic, and hollow inside , so drugs can be 

put inside of the balls . Furthermore , a drug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ball itself. 

Fullerene based compounds are now being 

developed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HIV, 

neurological diseases, etc. (Fig. 6) 

Photodynamic cancer therapy can be 

carried out with light-activated drugs and 

non-thermal light to achieve selective, 

photochemical destruction of cancer cells 

with minimal effect on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s. For this purpose, fullerene based 

photodynamic compound , i.e., fullerene + 

28 

irradiating non-thermal light selectively 

destruct the tumor cell membranes with 

leaving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s normal 

(Fig . 7). 

One more interesting candidate is an 

organic fullerene HIV protease inhibito r. 

Until now, a large number of HIV protease 

inhibitor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anti-HIV 

therapy, and their clinical efficacies have 

been recognized . However, common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viral 

resistance to the inhibitors . The fullerene 

structure is highly complimentary, both 

sterically and chemically, to HIV protease so 

that it can bind the site of HIV protease (a 

small hole about 1 nm in diameter formed in 

the protease structure) and inactiv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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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ene based photodynamic compounds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會﹒

直口

(些J
;會﹒

Organic fullerene (Fullerene + porphyrin) 

Light-activation of drug taken up into cancer cell 

Oxygen radicals released from porphyrin 

Oxygen radlcals destruct cancer cell membrane 

Fig . 7. Photodynamic Therapy (Anti-cancer Drug). 

enzyme. No development of drug-resis

tance is also expected on this new type of 

anti-HIV drugs. Since a fullerene has an 

optimal size for fitting into a portion of the 

AIDS virus , the virus growth is easily inhibited 

with a drug trapped inside of the bal l. The 

application of fullerenes to other intractable 

diseases, such as malignant tum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 Parkinson's 

disease, osteoporosis, etc. , and the action as 

a scanvenger of oxygen radicals is also 

expected (Fig. 8). 

3. Biomaterials 

A substance of nano size is too small , 

and it needs a lot of time and labor to 

Water-soluble fullerene derivative inactivates HIV 

by interacting with the HIV protease surface 

The HIV-protease is an enzyme essential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HIV virus. 

The fullerene structure of C60 which binds to the HIV protease active site inactivates HIV. 

2003 年八月

The structure of a fullerene 

drug is highly complimenta巾，

to the HIV protease active site 

forming a hole with about 1 

nm-slze. 

http://homepages.nyu .edu/-mt33/hivp/hivp.html 

Fig . 8. HIV Protease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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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e it artificially until it grows into a 

macro view. Then, the means should be 

taken is self-assembly system. AII tissues 

and organs in the body are made by means 

of self-assembly system from the substance 

manufactured in the nano size factory of the 

body. Probably,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any projects of nanotechnolog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means of this self-assembly 

system are provided. 

As a result of reproducing the environ

mental condition ín vítro with which an 

inorganic substance, apatite which is a bony 

composition , and collagen of a high polymer 

are actually incorporated in the bone by the 

self-assembly system, It has been observed 

like the actual ín vívo situation that the 

substance of nano size is arranged on 

collagen by self-assembly system. Conse

quently, expectation of applying these 

methods to an artificial bone is growing 

For example, peptide-amphiphile mole

cules are known to become nanofibers by a 

self-assembly system. Thus obtained 

nanofibers resemble the collagen fibrils of 

real bone in shape and size (about 8 

nanometers in diameter). When the 

nanofibers are exposed to solutions 

containing calcium and phosphate ions, the 

nanofibers become covered with hydroxyapa

tite c叩stals ， just like the hydroxyapatite 

crystal growth on collagen in the formation of 

real bone. 

30 

An organic fullerene drug for treating 

osteoporosis is being developed. It is 

known that bisphosphonate compounds are 

useful in the treatment of bone disorders 

including osteoporosis , however these are 

not efficiently absorbed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fter oral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F-anion is the only known agent that can 

generate new bone matrix and useful for 

treating bone disorders, however, the F-anion 

(administered orally as NaF) is fairly toxic. 

Now in order to avoid these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agents on oral administration , 

polyfluorobisphosphonated fullerenes are 

developed as bimodal drugs for osteoporosis 

therapy. That is , the fullerene structure may 

transport the two bisphosphonate and 

F-components to bone safely without giving 

any aversive reactions to systemic normal 

tissues (Fig. 9).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or tissue 

regenerating technology, the use of ES cells 

(embryonic stem cell) is capturing the 

spotlight recently. This is not use of a nano 

substance but application of the self

assembly system which the living body itself 

has. In this sense. it is also the event 

developing in the field of nano biotechnology. 

Furthermore, to create artificial cells or 

artificial organs, which are very durable and 

not r吋ected by immunological responses , is 

being tried. 

The thickness of a cell membra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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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phosphonate NaF 

http://www.csixty.com/ 

Fig . 9.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Fullerene Drug for Bone Disorder 

several nm and development of an artificial 

cell membrane with the thickness of the 

same size is also advanced. Liposome 

obtained by making a phospholipid disperse 

into water is also a kind of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having an artificial cell membrane. 

Applying the artificial membrane, of which 

vulnerability is improved by nanotechnology, 

is expected not only to the liposome for drug 

delivery, but to various equipments in the 

body, for example, an artificial sensory 

receptor. 

Using DNA, research for making an 

electronic circuit is also performed. DNA, 

usually exists in the folded-up form , is known 

to take a flat network structure under a 

certain condition . It is said that the base is 

regularly arranged at intervals of 0.4 nm on 

DNA, and , thus , DNA itself has a character 

like a semiconductor. It is expected by 

using this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of DNA 

2003 年八月

that a very small transistor may be made. 

And the dream in which the DNA circu it is 

applicable to a nano computer for clinical 

examination , diagnosis, and a guide for 

surgery is pictured. 

Many amino acids can also be 

connected artificially. Development of our 

bioscience was able to reach comparatively 

easily up to this point. However, if amino 

acid-linkage of each protein is determined, a 

function accompanying with the finding on 

amino acids will not always be clarified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function in the living 

body, the protein has to form a specific 3-

dimensional structure. It is not fully known 

yet how a protein will take required 3-

dimensional structure by self-assembly 

system in the living body. That 峙， methods 

of designing a huge molecule structure 

required for a functioning protein are hardly 

explo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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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be made first is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of self-assembly, sinc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rue genomic drug 

development is to modify a functioning 

protein or to create a protein with a new 

function. And , the new deployment 

produced by operating the detailed structure 

of ONA or proteins directly by application of 

the bottom up-nanotechnology is expected . 

The nano-biotechnology being inves

tigated now was surveyed here. As stated 

previously, all natural sciences are on the 

same line in nanotechnology. Oevelopment 

of a certain special material will greatly be 

useful for creating an industrial product or 

drug , and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 etc. 

For example, a material called the 

nanotube made of the same carbon as the 

soccer ball斗ike fullerene has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 nanotube may become a Iight and 

ve叩 strong material ,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duct to all industrial fields is considered. 

On the other hand , probably, the use in 

respect of medical treatment will also be 

possible for the nanotube, since this can be 

used as a nano tweezers for dealing with an 

atom, a molecu峙， and a cell directly. 

Furthermore, application to a drug delivery 

system can also be performed. 

It is still unknown from which direction 

the nano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dramatically accomplished. However,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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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situation of the nanotechnolog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he entrance of the 21 st century is 

surveyed , it is clear that the nanotechnology 

is certainly established by the science of this 

century and to contribute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s. 

Furthermore , an impo付ant thing in the 

world of nanotechnology is that the boundary 

separating clearly each scientific field of the 

macro- or micro-science worlds is being lost 

and unifying. No clear boundary exists 

among nanophysics , nanochemistry, nano

medicine, etc. Thus, the 21 st centu叩 will be 

the centu叩 where new science starts without 

being caught by the common sense about old 

natur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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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字多主絆

1. Bucky Ball and Fullerene 皆來自於

Buckminster Fuller (1895-1983) 。他是美

國有名的建築師，發現球形構造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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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desic line (受力最強大)。因而是聖堂屋

里建築之創始人。

2. sterically : [f'立体構造學上地 .JJ'與 structure

有關， 化學結構學上並含有立體光學構造

的內容。

徒有已

近百年來的歷史清楚的訴說著， 世界的霸

權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遷移;從陸權國家，海

運國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制空科技國

家。 2000 年初，前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職的最

後一次演講中 ， 強調二十一世紀是奈米科技的

時代，居世界戰略最重要地位，關係一圓的成

敗。並在聯邦預算支持下，撥 300 億美元補助

推行。 世界各先進國家也都大力進行奈米科技

相關研究，以免被潮流淘汰 。 有句名諺: ，-賀易」

即「戰爭」。 二十一世紀的成就可能要完全依賴

奈米科技的突破。此研究路程必然艱辛;但必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麻醉

學科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 、資格:

具教師資格

具麻醉專科醫師執照或從事麻醉

相關研究者

二 、檢具資料
1. 履歷表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3. 麻醉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4. 現職或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 . 推薦函 二 份

6. 著作目錄乙份
意者請備妥資料郵寄至: 100 台北市中

山南路七號台大醫學院麻醉學科孫維

仁主任收 。 截止日期: 92 年 9 月 7 日
聯絡電話: (02) 2312-3456 轉 2 1 58

黃小姐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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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發展，才能未來在民生、軍事等各方面佔優

勢。尤其我國屬於典型島嶼國，資源有限，必

定要賴高科技立國、工業立圓、貿易立圓。

欣聞我國幾所科學研究中心及大學研究機

構等已著手從事此項研究，並已有所成就。工

業界也運用此理論，而有不少產品製造生產 o

醫界應是優先使用受惠的對象之一。 希望醫界

也能在這一波熾烈的競爭中，取得領先，造福

人群。

本英文論文主冒在 2002 年 11 月 10 日台

灣耳鼻喉科總會發表 。

熱情的旁觀者:李宏生執筆於日本 2003

年 3 月 8 日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58 年畢業。曾在台大醫院任職 15

年，台北醫學院名譽教授 ， 目前於日本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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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為校友意見調登掌聲哀

本會於92年4 月份寄發景福校友意見調查

表共發出 5288 份，回收資料有 1462 份， 其中

有意見者有 113 份，包括醫訊相關問題 55 份、

聯誼活動相關問題 32 份 、製作通訊錄相關問題

26 份，其他 1349 份無發表意見。 (所有校友意

見答覆皆已個別回函)

(一)醫訊部分相關問題及綜合答覆

一 、對有關醫學院及醫院各項消息之建議(提

出意見者人數)

1. 每期請加入醫學院 、 醫院 、 台灣醫界消息

或各科進步狀況。 (7 人)

2 . 分期介紹院長及各部門主任的背景 、 照

片。 (1 人)

3 . 刊載前輩近年或近期在學術上之重大或傑

出突破進展的文章。 (3 人)

4. 對開業醫師有益的醫學新知 、 治病方式。 (2

人)
5. 多介紹校友動態，傑出貢獻報導。 (4 人)

6 . 多介紹台大及國內各醫學院教學研究及臨

床等 ， 瞭解國內外之差異。 (1 人)

7 . 針對國內重要或盛行疾病，目前研究治療

狀況介紹。 (1 人)

8. 多一些實際病人例子。 (1 人)

答覆:參考上列校友高見後，將於醫訊「院內

消息欄」提供相關資訊。

二 、對有關各地校友文章之建議(提出意見者

人數)
1. 盼增加校外校友訊息及各地風情 、 醫界、

社會風俗等。 (3 人)

2. 過於偏重以醫院教授群報導 ， 而忽略散佈

各地之校友 ， 非醫師內容比例偏低。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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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各年級畢業代表可否寫些同學的好活動、

班上同學動態及同學問互相幫忙的 unsung

hero及各種專業年會的 update可應用在病

人及生活的 wisdom pearl 拋磚引玉促進同

學間的身心靈成長，尤其是女醫師的專

欄，事業與家庭間的協調及經歷，好的或

壞的結果可學習借鏡之類。 (1 人)

4. 對在台校友(特別在基層服務校友及長庚系

統服務之校友)對現行台灣醫療制度及生態

之報導。 (1 人)

答覆:參考上列校友高見後，將於醫訊「校友

消息欄」提供相關資訊。

三、 其他意見(提出意見者人數)

1 . 少登長篇大論回憶錄 、 遊記等。 (1 人)

2 . 減少刊登英文 、 日文的文章而且又翻譯。 (4

人)
3. 摘譯或英文稿件雖尊重作者而刊登 ， 然如

果刊物定位為中文刊物，在徵得作者同意

可僅刊登譯稿 ， 以免覺得篇幅冗長。 (1 人)

4 . 封面活潑一點。 (4 人)

5. 避免偏激政論文章。 (2 人)

6 . 盡量以生活 、 日常意見為主，有關醫學論

著儘量減少。 (1 人)

7 . 主題人物專訪非以邀稿制，改以報導制，

對沒時間寫稿的人有幫助。 (3 人)

8 . 醫學院及醫院之現任、卸任之院長多投

稿 ， 建立與校友之感情與聯絡，增進彼此

瞭解與施政(教育)理念。對母校的建議與評

論文章，不能只收納好的評論文章而刻意

取消負面的評論文章。 (1 人)

9 . 不應刊登學術性之文章 ， 此類文章可投至

有關的學術性刊物。增加讀者投書可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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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文章批評或感想。希望編輯們能認真

不要丟到字紙賽中。 (1 人)

10. 希望校友能加入編輯委員會，甚至更高層

能參與某些決定 。 (1 人)

答覆:以上校友之建議編輯部將做考量。

(二)聯誼活動部份相關問題及綜合答

覆

一、有關年度校友返校聯誼活動事項(提出意

見者人數)

1. 年度返校聯誼活動節目，請增加文化知性

節目供眷屬參加。 (2 人)

2. 各項活動通知請儘早並確實寄達各校友。 (2

人)
3. 年度返校聯誼活動節目一成不變，建議調

整為:餘興節目活潑化及在度假休閒區舉

行年度返校活動以吸引年輕校友、專題講

演不必侷限於醫學領域、每次返校活動後

在當期醫訊擴大報導等等。 (6 人)

4. 請將校友返校聯誼活動日期訂在台灣醫學

會年會日期前後，吸引更多人參與 。 (1 人)

5. 請舉辦景福盃高球賽 ，於北、中、南、東

四區分區舉行，費用由參加者分攤。 (1 人)

答覆:執行單位將研議。

二、有關校友返校聯誼活動事宜(提出意見者

人數)
1. 請提供海外返校聯誼活動校友及眷屬住

宿。 (1 人)

2 餐會中同期校友請安排同一桌。 (1 人)

答覆:已辦理中。

三、有關地區校友聯誼活動事宜

1. 輪流在北中南東部地區舉辦校友聯誼活

動 o (8 人)

2. 建議建立本會各縣市聯絡人定期聯繫並就

分區活動交換意見制度。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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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繼續辦理中。

四、其他(提出意見者人數)

1. 每次活動均使用台語，對不詰台語之校友

極不禮貌，請注意使用官方語言。 (1 人)

答覆:使用台語外，也用國語。

(三)通訊錄製作相關問題及綜合答覆

一、通訊錄之姓名排列未知按何方式?建議按

照在校學號或姓名筆劃。(提此意見者 1

人)
答覆:本會通訊錄之排列方式，是按台大醫學

院教務分處提供之名冊順序編排;而且

校友之捐款或資料之變更，皆以整產主區

豎起基準'實難再變更以在校學號或姓

名筆劃為編排基準。

二、通訊錄是否可以包括台大醫院各科主治醫

師之分機號碼以利業發查詢(加註專長)。

(提此意見者 1 人)

答覆:因本會五年才編印更新校友通訊錄一

次，而各科主治醫師之分機號碼，會因

主治醫師之異動而有所不同，建議直接

致電台大醫院總機 (02-23123456)查

詢;至於醫師專長部份可上台大醫院網

站查詢。

三、建議校友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日之呈現方式

為 Sep 呵，1928 (舉例)o(提此意見者 2 人)

答覆:目前呈現方式舉例為 1928/09/10 (年/

月/日)

四、提議通訊錄內增加出生年月日。(提此意

見者 1 人)

答覆:因此項建議資料會涉及個人隱私，不便

將個人出生年月日列入通訊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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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囂能 51

編者於本次擔任執行編輯，巧逢台

灣由 SARS 疫區除名及小女由本校資管

所畢業，懷著喜悅與感恩的心情與大家

分享。

本期內容包括兩篇介紹醫學院教授

退休之文章，第一篇為前台大醫院院長

戴東原教授退休紀念專輯撰寫之自序 ，

內容描述戴教授退休應邀出任國衛院老

年醫學研究組主任之生涯規劃 ' 第二篇

則為郭英雄教授撰寫有關牙醫學系楊博

光教投的為人與其對牙醫學口腔外科成
立之貢獻與相關歷史 ， 其它內容尚包括

蘇銘嘉

92 年 6 月全家合照於校總區總圖前

由醫學系侯勝茂主任 、 林麗慈助教所提供之醫學系撥穗典禮盛況介紹及侯勝茂主任 、 方做泰助

教授與林麗慈助教所提供之 2003 年最佳教師 、 最佳主治醫師與最佳住院醫師選拔報導 ， 今年

因為 SARS 疫惰 ， 雖然醫學系撥穗典禮一度考慮停辦，但是經過多方考量 ， 在系方與院方之支

持與畢業班籌委員及系學會之精心策劃下，特別將畢業典禮儀式改於戶外(景福園)舉行 ， 典禮

過程溫馨感人。另外 ， 有多篇校友投稿 ， 內容精彩。在旅遊專欄有李彥輝校友分享他在台灣環

島旅遊的感觸 ， 介紹卑南遺址之歷史文物，並對提昇觀光事業及觀光景點英譯名之錯誤提出寶

貴的指正與建議。林洪謙校友的義大利紀行 ， 除了介紹羅馬 、 佛羅倫斯 、 威尼斯 、 米蘭及那不

勒斯的名勝古蹟外 ， 並有 BOLOGNA 及 PADOVA 兩所古老大學的醫學及自然科學相關歷史文

物之解說 ， 令人對義大利在世界歷史與科學文明的地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學術專欄則接續上

期奈米生物科技有關奈米醫材做為診斷應用之介紹 ， 本期之內容主要是介紹各種奈米聚合物如

樹突狀聚合物(poly-dendrimer)及圓球狀之碳 60 化合物 Fullerene 在傳送藥物至特殊治療標的應

用 ， 亦對奈米物質做為生物醫材之未來應用有深入說明。

另外有兩篇由景福基金會提供有關校友基本資料未回覆者之各屆校友名錄 ， 以及景福校友

意見調查彙整表 ， 主要目的是希望景福校友能不斷地與母校聯繫並提供建言及分享人生經驗。

( 作者係母校藥理學研究所博士班 1980 年畢業 ， 現任母校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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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問: 2003年 7月 31 日

地點:基醫大樓102講堂

攝影:郭英雄

看，發鬱卷發過學縈這 叫
雞等理學科
簫水線教

圖2.會場盛況 。

(石起林仁混、林芳郁、鄧哲明、林國煌等教授)以潘授教蕭授教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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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2003年 7月 3 1 日

地點:台北褔華大飯店

82貴賓廳

攝影:郭英雄

喝，" .. 有Fi皂 M
系牙醫學

機博正

c:;

o 

、、電』

13. 惜13U晚宴 。
前排左起林俊彬、王敏瑩、關學婉、陳校長、楊教授(亢儷、藍萬烘、郭敏光:後排左起呂國勳、李正吉吉、黃桂

，、章浩宏、林思洸、陳斤旺、周秀芳、郭儒銓、王姻麟、林立德、張心;吉、陳敏慧、姚京珍、蕭裕源、陳羿貞
這R廿二日oa 、酋R星星日'æ，'、~星星 111 、宣R許可古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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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天，警學科學秩巨手將{四午四)

腦神經外科手術(右為主刀者林瑞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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