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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ING FU 景福醫訊

基因體醫學:世紀顯學?!

今天前面演講的幾位前輩都不約而同的提

到有關D NA或是基因，顯然這是目前非常熱

門的題目。所以我也想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和大

家來談談與醫學有關的基因研究。

最近只要和基因有關的新聞都會特別引起

大眾的重視。不管是基因有關的疾病或者是人

類基因的解碼，這是上個世紀末由許多國家所

共同努力達成的果實。

要談的內容分為:

一 、什麼是基因體醫學?

二、基因體醫學的可能應用及其對本世紀

醫學的影響。

三、簡介台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NTU

Center for Genomic Medicine) 

四 、 基因體醫學研發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五 、 結論

什麼是基因呢?它是一小段的去氧核醋核

酸 (DNA) ， 一般來說是幾十或幾百個鹼基

(base) ，通常是由 DNA 遺傳訊息轉錄

(transcribe)為 RNA ' 再由 RNA轉譯(translate)

為蛋白質，由蛋白質來發揮功能，這是基因的

基本概念。

研 究單 一 基因功能的學間就稱為

genetics '我把它譯為「基因學」。這是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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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信

較喜歡用的名詞，而非過去的「遺傳學 J ' 因為

提到遺傳這個名詞一般都會使人想到祖宗三

代。兩年前台大小兒科同仁要向病患解釋一個

遺傳有關的病，生病的孩童是因為 genetic

background 不好，所以抵抗力很差，解釋很久

還是無法聽懂，就說這孩子的基因就像壞人一

樣，結果病人家屬聽後氣得去告了醫生一狀說

在罵他祖先三代。其實是在說病人的 genetic

background 不好 ， 所以「遺傳」一詞容易被誤

解 ， 還是改用「基因」較好。底下就對幾個常

常用到的名詞作一些說明。

基因體(genome) : 是指某一生物體的所有

遺傳物質-DNA ' 以人類為例 ， 其基因體存在於

23 對的染色體中，總計有 30 億個鹼基對 ， 最

近的研究指出約含有 35 ，000 個基因。

基因體學(genomics) :研究基因體中所有

基因的功能和它們之間互動的學問。這個名稱

至今才使用了十五年左右。

有的時候 genome 會被翻譯成基因組，我

認為這樣翻比較不恰當，因為像染色質

(chromatin) 的組合早就被 叫 做染色體

(chromosome) ， 因此基因組合當然應該被稱為

基因體 ， 而蛋白質(protein)的組合就叫做蛋白

體(prote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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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基因體醫學是否為本世紀最重要的學

問呢?在剛開始我的題目是用了一個問號

r ? J '接下來我又用了一個驚嘆號 r J ' 這

就是這次講演的題目，也就是說，在聽之前你

們會想 : r是這樣的嗎? J 等到聽完後可能就感

到: r真的是這樣! J 

在過去提到基因學，可能許多人會感覺這

是醫學中心研究的題目， 一般的醫師是很難得

會遇到這樣的病例，以前確實是如此，最多是

注意到類似孟氏遺傳疾病、先天性缺陷或是染

色體異常、核苦酸鹼基排列的異常等等，和我

沒有什麼關係，那是醫學中心的事!而事實上

並非如此。

我們先來簡略地回顧一些基因學的發展歷

史， 1941 年開始發現了一個事實就是 : 基因本

身可以決定蛋白質。 1953 年 insulin 的結構被

解閉，這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是 DNA 的雙螺

旋鏈結構被 James Watson 及 Francis Crick 提

出，這是生命科學的領域在上世紀最重要的發

現，因為這個結構被解閱，以後才有一連串的

分子生物學的發展 (2003 年是五十週年的紀

念) 0 1970 年則是有 DNA重組的發現，也就是

將 DNA 切斷後再重新組合起來或是複製出

來。 1976 年是發現了致癌基因(oncogene) ，某

些細胞生長失去了控制是因為基因的關係，

1972 年開始解 DNA 的序列(sequence) , 1978 

年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法使細菌做出人類的蛋

白質來，因為 DNA變成 RNA 再成為蛋白質，

不論動植物皆是一樣。也就是任何生物細胞都

可能成為製造出我們想要的蛋白質之工廠。在

1979 年 DNA 的疾病檢查方法(如產前檢查)之

技術被發展出來。 1980 年左右則是人類部份的

基因被解碼出來， 1985 年某些致病的基因被解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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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出來。同年還有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技術，可將核酸放大 100 萬倍，發

明者 Kary Mullis 因而得到諾員爾獎。 2000 年

人類基因體的解碼經過幾年的努力初有成果。

以上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貢獻。

1996 年酵母菌(s. cerevisiae) 16 個染色
體的全部基因體被解出來，總共是有 6 ，000 個

基因。 1998 年開始解出一種約 1 mm 大小的線

蟲(c. elegans) ， 約有 19 ，000 個基因在 6 個染

色體中。然後在 2000 年，人頸、基因體圓譜被

解出， 46 個染色體中差不多有 35 ，000 個基因。

也許有人會問: r這些酵母菌和線蟲跟我們人類

有什麼關係呢? J' 請大家不要忘掉，不論是在

酵母菌、線蟲或是某一個生物體中，同一種基

因指令作出來的蛋白質是類似的，人類看來似

乎是很高級，可是某一個其他生物體的基因和

人類若是相似的話，也可以拿來研究，其功能

可能是相同的，這是很重要的概念。因此酵母

菌也可以拿來瞭解高等動物如人類的基因的種

種功能，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人頸、基因草圖(97%序列的定序)是在 2000

年 5 月 26 日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

Human Genome P叫ect 及民間 Celera

Genomics 公司共同宣布完成。起先互相競爭，

最後勞動柯林頓總統居間協調，終於協力完成

共同發表。我們終於可以更清楚知道人類的基

因體中核苦酸序列的排列，進而知道基因數目

約 35 ， 000 個左右。

基因學的研究可以打破種屬的界限，我們

可以藉著酵母菌低等生物的觀察而暸解人類同

一基因的功能。利用 DNA 重組技術是可以拿某

些基因的片段與另一段基因接合，然後再進行

3 



|JING FU 景福醫訊

進一步研究。在線蟲與河豚的研究則因它們是

容易培養的動物。小鼠尤其是最常拿來做研

究，因為它是除了人類以外最為我們瞭解的哺

乳類動物，最近，老鼠的整個基因序列也完成

定序。絕大部份人類的疾病也都可以在老鼠身

上找到近似的疾病，也就是研究老鼠可以幫助

解決人類的疾病。另外在農業方面，基因改造

作物(GMO)也引申出來許多的問題，就如目前

我們從美國進口的大豆就大多是 GMO 的產

品，因為比較可以避免病蟲害，但是也有人懷

疑這些經過改造的基因會不會產生新的蛋白

質，造成過敏?還有這些作物會不會破壞生

態?反對者認為還是原本自然的食物較好。對

這類 GMO 的問題美國方面是採取比較開放的

態度，歐洲方面則是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個人

認為歐美之間的爭議主要似乎是著眼於市場上

的競爭所致。

另外要在此一提的是 2001 年諾貝爾醫學

獎得主 Leeland Ha同well 所研究的酵母菌的生

活史及相關的細胞週期控制的基因，他的研究

幫助我們瞭解什麼基因在控制細胞的繁殖，

2002 年 10 月 21 日在本人的邀請下由國科會

贊助來台訪問五天及演講，很受到眾人的囑

目，附設醫院第七講堂大爆滿，座無虛席甚至

到無立錐之地的程度。酵母菌是植物，可是動

物的情形又如何呢? 2002 年的諾員爾獎三位

得主的研究，就是研究線蟲，它的特點就是在

1090 個細胞中，在生長的過程中有 131 個細胞

會自然死亡，他們的研究使我們暸解到基因是

如何調控細胞在整個生物體中進行有計劃地死

亡。雖然是低等的動物，但是如前面曾提及的

概念，這些研究還是可以幫助我們對人類自身

的瞭解，因此，大家也就不會對只是研究一個

小小的線蟲竟然得諾貝爾獎而感到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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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再回到醫學的研究上，在 1980 年代

與癌症的研究有關基因學的論文非常少，到了

近幾年則數量暴增，也就是有愈來愈多的疾病

是可以用基因學、遺傳學的方法來探討。這中

間有一個新的技術叫做微陣列 Micro-array 在

一片小小的載體上(這常用玻璃片)點有成千上

萬的基因(DNA) ，可以探討各種不同基因的表

現程度，這個技術有很多用處，也可以用來做

疾病的分類，目前是非常熱門的研究方法，可

以應用在 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prognosls 

prediction 、 pharmacogenomics 、 new drug 

targets 及 personalized medicine 0 以前我們是

看 tumor mark缸，現在則可以在 chip 上來看

genetic make-up 分析其特徵'瞭解疾病應如何

治療及其預後。

目前單一基因異常的疾病約有 5，000 種，

病人數目並不多，有的很罕見，但是相關的研

究卻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某一基因在正常時，具

有何種功能。因此雖然是在罕見疾病作研究，

卻具有生物學上的特殊意義。可是有許多慢性

疾病如糖尿病、心臟血管疾病、 Alzheimer 氏

病、暐喘、精神疾病等等常是多基因異常的疾

病，就需要去瞭解各個基因之間如何互動，這

是很重要但也是很困難的研究題目。這其中有

關感染性疾病，由於和過去研究有所不同的地

方是由微生物基因體到宿主的基因體的互動，

例如:有人 B 型肝炎帶原卻不會致癌，是不是

病毒和帶原者的基因有何特別?同樣的病，有

人治療有效，而另一個病人卻無效，現在就可

以在基因的層次去研究。

另外一個與治療有關的是藥理基因體學

(pharmacogenomics) ，例如有研究發現具

2003 年九月



APOE4 的 Alzheimer病的病人對 tacrine 的療

效較好。另外，其 cholesteryl ester transfer 

protein (CETP)基因變異型者對 pravastatin 降

血脂的療效較好。還有對 prothrombin 有基因

突變者若服用口服避孕藥較易發生血管之控

塞。這些都是和基因變化有關，將來是否會研

究出針對某種 genetic make-up 的病人使用某

種藥物比較有效，或是真某種基因組成的人要

避免使用某些藥物以避免其副作用，這種學問

和應用在這個世紀一定會實現的。

雖然基因學研究的進展非常快，可是要促

進人類的健康，許多基本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必

要的，和先進的研究要相輔相成，才能達成目

的。

有了這些新的基因知識後，已有人開始做

了一些事，某些疾病可用 gene therapy 來加以

治療。事實上這種治療嚴格說來僅在法國有了

初步的成果， Fischer 等用來治療有先天免疫缺

失的病童確有效果，可是不幸的是幾個月前有

報導，接受治療的病童中有白血病病例產生，

所以法國衛生部立即暫時中止這個治療計劃，

也就是說基因治療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但是

不可否認，未來這些研究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影

JING FU 景福醫訊

大的同仁能藉此進行基因的相關研究。其重點

是與疾病相關的基因體研究 ，特別強調癌症與

感染症。感染症方面的基因體研究，陳校長最

近訪問美國，曾與基因體醫學方面的專家交換

意見，美國的專家就很稱許我們台大對這方面

的研究和規畫 o 同時，我們也要重視訓練出現

代醫師科學家以及其他生醫科學家，因為我們

畢竟是醫學院，負有教學的任務。

在台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的組織方面，

設有一個行政中心，一個教學資源中心，還有

七個核心實驗室，分別是 1.蛋白體(proteomics)

2.微生物基因體(microbial genomics) 3.微矩陣

(microarray)及分子影像(molecular imaging) 4 . 

組織銀行 (tissue bank) 5. 基因轉瘟動物

(transgenic animal) 6. 人口 遺傳多樣性

(population genetic polymo巾hism) 7.生物資

訊(bioinformatics) ，另外還有諮詢委員會提供

我們建議，以免研究方向有所偏差。七個核心

實驗室都各有其使用者委員會，確保資源能被

有需要的同仁充份使用。經費方面，在台大校

方的爭取及整體規劃下，教育部第一年將提供

經費 8，900 萬元，以後也會逐年充分編列，由

大學撥下來。

響。 接下來要談的是:基因科技對臨床醫學及

生物醫藥研究到底有那些影響?先說臨床醫

既然基因體醫學是這樣重要，我們台大能 學，有三點影響: 1.對疾病或是疾病感受性的

缺席嗎?不能，但是這些都是需要經費、人員、 診斷或預測，將比以往更為準確，對疾病的治

場地的。所以經過了一番努力爭取，在目前徐 療亦然。 2.可開發出更為有效及更安全的藥

州路上，台大醫院新建的國際會議中心的大樓 物。 3. “個人化"的醫療。在生醫的研究方面

中，即將設立台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預定 則是 1.研究的嚴謹度勢必增加許多，不論是取

2003 年夏季敢用 ，由我本人來主持，附設醫院 材、方法、結果、詮釋與結論都一樣。 2.我個

李源德院長為共同主持人。這個中心的任務是 人認為是否生醫研究者也須要和醫師一樣要宣

建立現代化的核心實驗室(core facilities) ，使台 誓(Oath) ，因為法律是外在的規範，而誓詞是

2003 年九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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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要求的規範。目前我已請社會醫學科研究

醫藥倫理的蔡甫昌助理教授探討在本院施行生

醫研究者宣誓的可能性和其意義。

基因檢測的技術對個人有些甚麼影響呢?

雖然我們可以更準確獲知基因學上的結果而提

早預防，但若是因為測得陽性的結果，知道容

易罹患某種疾病，是否會導致這個人精神沮

喪，每天哀聲歎氣，甚至自殺呢?而如測得陰

性的結果，是否會導致這個人自我陶醉而對健

康的注重反而有所疏失呢?這些都是值得注意

的事。此外還有一些有趣但是卻很實際的事，

例如親子檢測。科學的進步應用在某些地方是

否會對倫理、法律及社會產生某些負面影響?

有一個簡寫(ELSI)是由 Ethic ，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縮寫而來， 美國 NIH 從人類基因

體計畫開始起，就把 3-5%的經費用在與 ELSI

相關的研究，像是 1. 基因歧視 (genetic

discrimination) 2.基因隱私(genetic privacy)對

於個人就業、保險、婚姻、家庭成員關係的影

響。因此要如何管理呢?我個人認為是要從立

法著手 o 由法律來規範基因資料有隱私，僱主

不可要求此資料，也不可進行基因測試，另外

不可由於某些人有某些基因的特質，而不給予

健康保險，也不可據以提高保險費費率。

我個人還創造了一個名詞一"基因帝國主

義"。基因科技是掌握在誰的手裡?若是在公眾

手中，則所衍生的知識及利益為全人類所共

享，可以提昇全人類生活品質，這是好的。但

6 

是若掌握在專制獨裁的政府手中，難保不被用

來控制人民，或是對敵國發動基因戰爭。被企

業掌握則是容易被用來營利，因為營利本來就

是企業經營最重要的考量。像是基因的專利

(Patenting genes)產生的糾紛。當然，在科技

落後的國家，自然會有弱勢國家的悲哀，因為

基因相關的研究不僅需要有深厚的科學和技術

根基，還要有龐大的經費才有可能進行。我們

台灣要在這方面缺席嗎?

所以我國政府自民國 91 年 1 月起開始設立

國家級的核心實驗室，並在 91 年 5 月起開始執

行研究計劃，預計在未來三年內投入 75 億元的

經費來推動相關計畫。這個基因體醫學的國家

型科技計畫，對台灣而言將是非常重要的。

結語:雖然基因體醫學將帶來很多突破性

的發現，但是並不會完全取代現有的醫療及研

究。好的醫療仍須基於對人的關懷、好的醫病

關係、病史詢問、身體檢查，適切的實驗室檢

查及富有愛心的照護等仍是不可或缺的。醫學

研究的方向雖然更為清楚，但是實證醫學的原

則仍然不變，以病人為主軸的臨床研究，也需

要系統生物學的配合才能達到醫學所追求人類

健康福祉的目標。

註:本文係 2002 年 12 月景福校友會年會演講

全文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8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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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震波儀於復健醫學的庭、用

前 、J望，..

a 

體外震波在人體的應用可以追溯至 1970

年代，它首先被用來震碎腎石 (1977 ，

Eisenberger et al) ， 從此體外震波儀被廣泛的

使用於腎石的治療，幾乎取代了一般的外科手

術。 1986 年， Sauerbruch 等人更利用體外震

波儀將膽囊中的石頭打碎， 1989 年 lro 等人成

功的利用體外震波儀將唾液腺中的石頭打碎，

體外震波儀於醫療上的使用越來越廣泛。 1988

王亭貴

健的領域中便可被治療某些肌肉，肌朧或韌帶

的受傷或發炎，但為了避免太高的能量會造成

組織的受傷，一般治療用超音波局部的強度不

會超過 3W/cm2 。體外震波儀則使用高強度及低

連續(最高 240 pulse/min)的震波，在局部治療

區域的溫度上昇幾乎可以忽略，因此，大部分

的學者相信體外震波儀的療效來自於體外震波

儀對局部組織造成的機械效應 (mechanical

effect) 。

年 G問仟首度進行實驗瞭解體外震波儀對骨駱 a. 連續的超音波波型:常用於治療 ，會提高局部組

肌肉組織的影響及可能的療效。幾年後， 織的溫度

Valchanov (1991)及 Haupt (1992)報告成功的

利用體外震波儀治療骨頭癒合不良(假性關節)

的思者，幾乎同時(1992) Dahmen 也報告利用

體外震波儀有效的治療靠近骨頭的軟組織病

變 o 早期體外震波儀的推廣受限於患者需浸泡

於水中，且需要全身或局部麻醉，但隨著醫療

技術的進步使得體外震波儀可直接接觸病人治

療，使用的能量較低而不需局部麻醉，於是，

近年來大量使用於治療骨路肌肉系統病變，特

別是位於骨頭附近之肌朧軟組織。

基本原娃

治療用的震波一般而言也是聲波的一種，

屬於不連續波，而醫療上使用的治療用超音波

也是聲波的一種，但常為連續波。連續而高強

度的超音波易在體內產生熱能，這些熱能在復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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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波的特性包括 (1 )有很高的正壓力(8

MPa 到 100 M內 ， 1 個 MPa 為 10 倍大氣壓力)

(2) 很短的周期(< 10 ms) (3)很快的壓力上昇

(< 10 ms) (4) 很寬的頻率範圍(16 HZ - 20 

MHZ)。震波對於組織的治療效果可能來自於震

波產生的空化(cavitation)現象，震波會產生高

正壓接著產生一個負壓，在這樣的過程會產生

小的氣泡。這些氣泡可能自己崩解(collapse) , 

也可能被接續打來的震波所崩解，當氣泡崩解

時會產生微小水柱(water jet) ，這種力量可能是

造成腎石及肌朧中鈣化點破裂的主要原因。

除了空穴氣泡產生外，部分學者認為震波

直接對神經及細胞機械作用(mechanical e恥ct)

也扮演軟組織治療的重要角色。當震波打在局

部組織時，對局部組織內小神經的軸突(axon)

產生過度的刺激，這種過度的刺激會產生止痛

(analgesia)效果，這種止痛效果可能還是來自

門戶控制(gate-control)機轉。震波刺激 C-fiber

及 A-delta-fiber '活化的神經刺激傳導到脊髓

之後角細胞，再傳到大腦導水管周圍的灰質，

重新傳回脊髓之後角細胞產生抑制疼痛的作

用。男外，震波會改變局部細胞之通透性，改

變神經細胞的極性，抑制細胞的去極化

(depolarization)而造成止痛作用，而且細胞通

透性增加，代謝被活化，代謝的終產物被移除，

慢性發炎組織可能被刺激而癒合。也有學者提

及震波會產生身體的自由基，改變組織的化學

活性及抑制神經傳導物質，而造成治療效果。

雖有這麼多的假設，但目前為止，較為大家接

受及證實的震波治療理論是空化現象的產生。

路/之處 i有

體外震波儀的應用在骨儲肌肉系統首先是

應用於骨折後癒合不良， 1991 年 Valchanov

8 

首先報告成功的利用高能量的體外震波儀治療

骨折後的癒合不良，他們認為藉由震波造成局

部骨頭皮質的破壞及破裂(如同碎石作用)，刺激

局部的骨頭再生長而使骨頭癒合。一般而言使

用於骨頭癒合不良的治療，體外震波儀需要用

的能量常屬於高能量，需要打擊的次數也較多

(局部治療區域的能量介於 0.08 mJ/mm2 和 0.28

mJ/mf712 之間稱之為低能量， 0.28 mJ/mm2 和 0.6

mJ/mm2 之間稱之為中能量，大於 0.60 mJ/mm2稱

之為高能量) ，治療骨頭癒合不良的效果不錯，

約 80%的患者於一年後其癒合不良的骨頭可重

新癒合。

體外震波儀常被使用於鈣化性肌臨炎，其

中又以庸膀的旋轉軸肌(rotator cu仔)的鈣化性

肌朧炎最常被使用，使用的能量為中高能量，

因為使用能量大小不同對鈣化消除的效果也不

一，大約有 60%病人會有鈣化點減少，有 1/3

患者會有鈣化完全消失，大致而言約有 80%左

右患者會有症狀減緩，約 30%會有症狀完全消

失。體外震波儀用於鈣化的消除有一定的療

效，但是否為必須的治療則需由醫師來判斷。

另外體外震波儀也常使用於治療網球肘、

高爾夫球肘及腳底的足底肌膜炎 (plantar

fasciitis) ，此時用的能量一般為低、中能量，大

致的療效約為 70-80% '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數

缺乏雙盲有控制組的研究，少數雙盲有控制組

的研究則顯示體外震波儀治療軟組織的疼痛效

果非常有限。

仿捧實務

體外震波儀的機器近年來有顯著的改善，

包括體積更小(圓二)，目前其體積大小幾乎和一

般的超音波或短波治療儀大小相近，治療的治

2003 年九月



圖二 體外震波儀體積己和一般短波或超音波儀器

相似

團三 內含超音波掃描儀之體外震波儀

療區(zone of interest)更精準，使得治療時產生

皮下出血和疼痛的程度減少較多 。 早期體外震

波儀治療病人時必須做局部麻醉，治療後需服

用止痛劑，目前較新型的機器治療病人時已不

需麻醉且治療後的副作用很小，當然這和目前

使用的治療強度愈來愈小有很大的關係。治療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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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定位，愈來愈準確，某些機器有內含超

音波掃瞄儀(圖三)，在治療中醫師可以直接觀察

到治療的部位，但是機器的價格及體積便會增

加許多。有些專家認為體外震波儀治療的部位

應該是疼痛部位而非影像不正常的部位，病人

自身的生物迴饋(biofeedback)比影像重要多

了，因此不需影像監控，此點仍有爭論。

總J結

體外震波儀在復健領域當作治療軟組織的

工具方興未艾，其機轉目前仍不是完全明瞭，

但由近 10 年的文獻發現，體外震波儀在骨儲肌

肉領域的治療應有極大的潛力，值得我們研究

探討。

圖四 體外震波儀的設計者之一的 Mr. Peter Vallon 

至本院介紹體外震波儀時合影(前排左起王

興國治療師、王郁馨助理、梁蕙雯醫師、王

亭貴醫師、 Mr﹒ Peter Vallon 及廠商)

(作者像母校醫學系 1985 年畢業，現任母校復使科助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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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廷教授生平簡略與追憶

陳漢在教授

陳漢廷教授於民國 12 年 9 月 1 日在桃園

縣大溪鎮中寮里出生，家中排行老四。年輕時

即表露出過人的聰穎，先後在台北州立台北第

二中學及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以優異

的成績畢業。 21 歲時以台籍學生的身份進入台

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攻讀醫學。

民國 34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台灣脫離日

本五十年之統治，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臺

灣大學。陳教授於 25 歲時成為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醫科第二屆的畢業生，以優異成績，進入

台大醫院外科實習。歷經二年的實習醫師生涯

後，傑出的表現使陳教授順利申請成為台大外

科的住院醫師。結束住院醫師訓練後，當時國

內並無專門骨科醫師，陳教授首開風氣之先，

負笈美國，先後在 Resident in Orthopedics . 

Baroness Erlanger Hospital (Chattanooga. 

10 

郭耿南

Tenn.)及 Tri-County Hospital ﹒ F。此 Oglethorpe

(Georgia)深造，並在美國西北大學骨科擔任研

究員，四年後返國，獲聘為台大外科主治醫師，

為國內首位接受完整西方訓練的骨科醫師，不

僅貢獻所學，服務病患，其先進醫療技f站，更

是國內各醫院骨科醫師所爭相學習，無論病例

討論或病房查房，總是擠滿了各醫院醫師。

陳教授有鑑於當時國內住院醫師訓練和歐

美先進國家仍有一段差距，亟需導入美國骨科

醫師訓練方式，以提昇國內骨科醫療品質。記

得在 1970 年代，陳教授每天清晨有打網球的

習慣，每次回到臺灣我都會陪陳教授打球，在

場邊休息時，陳教授總是和我談論骨科理想的

教學方式，或是美國關於骨科教學的現況，令

我印象深刻。後來我有機會回台大醫院擔任客

座教授一個月，我努力觀察台大骨科教學、研

究與服務的每個細節，回美國後整理成冊，提

供建言。

據我所知，陳教授完成許多臺灣第一例的

骨科手術，例如施行全國首例的 Moore

hemiarthroplas旬，為當時國內骨科醫學技術開

創了新視野。而陳教授參加台大醫院連體嬰分

割小組，主持第三階段最複雜困難的坐骨分割

手術'該項手術成功，振奮當時臺灣人心，為

我國歷史寫下新頁，全體工作小組並榮蒙蔣經

國先生召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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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不

JING FU 景福醫訊

爽個性。後來，

陳教授邀請我

回國做專題演

講，希望我把近

代小兒骨科發

展經驗做一傳

承。 1982 年，

陳教授主辦國

際醫學會議，我

與依利諾大學

的骨科同好到

郭耿南教授演講於陳漢挂教授逝世二十週年及骨科成立十五週年大會 臺灣訪問，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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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榮升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除了臨床服務之外，陳教授鎮日埋首實驗

室從事研究，如此繁重的工作，竟使得陳教授

疏於照顧自己的身體。 55 歲積勞成疾，罹患淋

巴腫瘤，自此多次做化學藥物治療。儘管病痛

纏身，但教授憑藉堅強意志與病魔搏鬥，從未

間斷教學研究與服務病患。 1981 年，陳教授最

後一次到美國參加 AAOS 學術研討會，並前往

Duke 大學找黃達夫教授做淋巴腫瘤的檢查，我

那時剛搬到芝加哥新家，因此誠摯邀請他與夫

人到我家做客。夫人很會作畫，後來還針對新

家的顏色擺設，送了一幅畫給我做為新居賀

禮。那時，陳教授己與病魔搏鬥數年，感覺上

有點意志消沉，陳博光醫師當時也在芝加哥長

老教會聖路克醫院進修，聽聞恩師造訪也高興

的趕來會合，場景令我印象深刻，我們談了許

多，慢慢的陳教授才恢復起精神，重現音日豪

2003 年九月

者還包括 De

Wald 與 Galant 等當代大師，當時國際知名學

者齊眾台北，真是盛況空前。

陳教授個性豪爽，喜歡做事，留學美國多

年及承受日本之教育，故美、日、中文造詣俱

深。先生交遊廣闊，東南亞、日本、韓國及美

國等均有許多學術界專家朋友，並多次受邀在

各國參加醫學會及演講，此點對其門生而言，

亦是開敢世界宏觀之機會。此外，先生與軍方

系統醫師亦相處融洽，當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成立時，陳教授獲第一高票當選理事。然而教

授謙沖為懷，自願擔任學會幕後執行工作，推

展會務。當時先生任常務理事，並籌備第六屆

西太平洋骨科醫學會0NPOA) 。該年的 WPOA

大會由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主辦，在

圓山大飯店舉行，中外來賓共有十餘國八佰餘

位骨科專家參加，會議規模為我國首見。會中

也有陳夫人之油畫展覽及義賣，捐助學會。會

後內政部特頒獎狀及獎金壹百萬，實為骨科之

殊榮。這筆錢後來用來買位於南京東路五段之

骨科醫學會會址，而骨科醫學會辦公及理監事

會議場所才得以確定。兩年後，陳教授擔任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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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屆中華民國骨

科醫學會理事

長，推展骨科學術

活動不遺餘力，為

台灣骨科醫學日

後的發展，莫定了

良好的基礎。

在教學上，所

有初期之骨科醫

師，均為其門下。

陳教授自律甚

左起韓毅雄教授、郭耿南教授、侯勝茂主任、林榮一教授

攝於陳漢迂教授逝世二十週年及骨科成立十五週年大會

嚴，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聽說當年住院醫師

跟隨陳教授學習時，無不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所謂「愛之深，責之切」。當年這些醫師目前均

為臺灣骨科界支柱，而徒子徒孫也廣泛分布在

臺灣各醫院，秉其遺志，造福骨科患者。陳教

授過世後，我幾次與台大醫院的骨科醫師一起

開刀與共事，發現陳教授之嚴謹人格與積極工

作精神早已深深烙在每一位門生之身上，從他

們做事態度一絲不苟，刀法簡潔俐落，絕不馬

虎行事的紮實訓練看來，陳教授對台大住院醫

師的骨科醫學教育絕對是成功的。

民國 72 年 6 月，陳教授病逝台大醫院，遺

夫人簡美玉女士，兩男正憲、正道及女兒美玲

三人不忘先生作育英才之初衷，捐款貳拾萬元

給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做優秀論文獎之用 0

多年來，年輕骨科醫師莫不以得到這個獎項為

最高榮譽。

綜觀陳漢廷教授，生於骨科萌芽之台灣，

他首開風氣之先，遠渡重洋在美國留學四年，

實為我國骨科之開拓者。而對國內學會之創

辦，學術會議之舉行，均居首功。先生英年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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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實為我國骨

科界一大損失。

此時適逢

陳教授逝世二

十週年，雖然台

大醫院遭逢建

院百年來最大

的危機，此刻正

引領台灣醫界

抵抗 SARS 的

攻擊，但骨科部

侯勝茂主任有感於陳教授之醫者風範，對台灣

骨科界之卓越貢獻，足為所有醫學後輩之表

率，特舉辦紀念演講會。侯勝茂主任也恰好要

辦理台大骨科成立 15 週年，所以兩者合一為盛

大學術研討會，再加上陳漢廷夫人贈畫給台大

骨科部，更加光彩。我們除了緬懷追憶前人行

誼外，並冀望台大醫院骨科部年輕醫師飲水思

源，都能認識這位骨科巨孽，踏尋足跡，承繼

傳統，共同開創台大骨科未來。我雖不是台大

骨科醫局出身，但為台大醫學院畢業校友，去

國多年以來，仍與母院骨科保持密切聯繫，幾

乎每年都會回國參與學術活動，早就融入骨科

大家庭之中。侯勝茂教授很有遠見，在 2000

年成立了台大骨科同門會，凝聚台大骨科醫局

訓練畢業校友，定期聚會，進行人文與醫學教

育之交流，承蒙侯勝茂主任相邀，我早已是台

大骨科同門會會員，所以我雖未直接受教於陳

教授，但與教授互動頻繁，受其感召亦深，謹

就我個人記憶所及，為文紀念。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Rush

University 骨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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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6th EAFONS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ols)心得報告

本次 EAFONS 會議於三月七、八日共兩

天，在日本大阪兵庫縣(Hyogo)的 Awaji 島舉

行，由日本 Hyogo 護理藝術與科學院主辦。我

們六位博士班學生，加上成大護理所四位師

生，由余玉眉教授及戴玉慈主任帶隊參加，再

加上長庚護理所主任與教師、北醫護理所教

師、輔英技術學院教師等共 20 人參加。參與國

家包括我國、日本、香港、韓國、泰國及菲律

賓等六個國家。

EAFONS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ols)這個會議的名稱，對我們博士班學生

似乎很熟悉，因為早在幾年前，由余玉眉教授、

陳月枝教授及前幾任護理系所主任的參與，且

告訴我們博士班學生將來需要參加，我們也都

有心理準備。而去年本系所主辦第五屆會議，

全系師生總動員，也就更清楚這個會議的目

的。但是，今年自己出國參加第六屆會議，同

時報告論文，才對 EAFONS 這個會議的由來與

所擔負的功能有更清楚的了解。而本所博士班

學生共 6 人參加本次會議，亦是第一次代表本

國博士班學生出席本會，對於台灣在國際學術

的參與、提昇國內護理學術水準及宣導我國護

理學術品質有重大的意義。

EAFONS 是於 1997 年由香港理工大學護

理與健康科學系主任 Ida Martinson 教授發

2003 年九月

蘇燦煮

起，其目的為提升高素質的護理博士教育及創

造具學術性的護理專業環境，結合亞洲地區設

有護理博士班的國家，藉由學者的學術交流與

合作，每年舉辦一次會議，經由學術資源共享、

知識經驗交流，並透過國際間相互支援、共同

合作的方式進行整合性學術研究，使各國之護

理博士教育品質更加卓越與邁向顛峰。目前共

有六個國家參與，第一屆會議(1997 年)於香港

舉行，接著 1998 年由韓國、 2000 年由泰國、

2001 年由菲律賓、 2002 年由台灣及本屆 2003

年由日本主辦。因此，明年就再由香港主辦了。

本次大會的主題是「經由博士教育對亞洲

地區護理知識的發展 J ' 先有二場的專題演講，

以及包括「亞洲護理研究對研究對象的保護」

及「亞洲地區護理博士教育的合作發展」的綜

合討論。其餘時間是各國護理學者發表學術研

究論文，共 50 篇，台灣就佔了 20 篇，而本校

博士班共有 6 位同學發表論文。

專題演講的部分，首先由日本 Hyogo 護理

藝術與科學院院長 Hiroko Minami博士針對「日

本學術性護理知識的發展 J 及美國

Pennsylvania 大學護理學院博士班主任 Susan

Gennaro 博士主講「博士教育與護理科學:共

同提昇護理專業 (Doctoral education and 

nursing science: A winning partnership) J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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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闊的演講。由這二場的演講，我們了解日本

護理教育的發展，更清楚日本護理博士教育設

立的目的與過程; Minami 博士述說著日本護理

博士教育設立過程的挑戰與困難;在這過程

中，他們思考著護理科學的領域、思考著醫療

照護與健康科學的理念，由治癒(cure)的層面轉

移到照護(care)的層面、也思考著所秉持的護理

專業哲學是否已準備好，由護理專業教育轉移

到學術教育、是否護理領導階層的前輩們都對

發展護理博士教育有共識、師資是否足夠、學

生的來源(碩士學位之學生)的數量有多少、環境

的準備度如何(是否有足夠的空間與設備)。這個

部分，不但讓我驚訝日本與台灣空間距離這麼

短(才二、三個小時的飛程) ，而護理碩、博士教

育的時間差距卻是相差約十年(如果以其碩博

士教育設立於健康科學院之下來算，則相差

二 、三十年)。在此，真是由衷感激台大護理系

師長們的遠見與其爭取護理博士班所做的努

力，讓我們能在不離鄉背井與終身學習的環境

中，有接受本土博士教育的機會。也感激我們

師長們努力提昇台灣護理教育所做的奉獻。

此外 'Minami 博士透過護理博士教育發展

學術性知識的議題，提出以下的問題: (1) 護

理是一門獨立的學門或是健康科學的一部份

(要設立護理博士學位、健康科學博士學位、或

哲學博士學位? ) 0 (2) 如何考量文化背景發展

日本的護理知識(整合國人的本土文化? ) 0 (3) 

知識發展對政策的貢獻是什麼? (4) 如何鼓勵

並改善護理實務之介入性護理措施研究，以整

合新科學於護理知識?由這個部分，讓我更加

了解，本系所師長們在博士班課程的規劃中，

不斷對國際間快速變化的環境修改課程與對博

士班畢業條件的修訂，以及鼓勵我們參與國際

學術會議及與國際學者交流的本意。期望我們

博士班的學生，能經由台大護理博士班的教

14 

育，不但能儘快迎頭趕上國際學術水準，亦能

與國際學者並駕齊驅，對本土及國際的護理學

術有所貢獻 。 跨出了國門，更感受到師長們的

用心與期許 。

Gennaro 博士不但談論美國護理博士的發

展，更談論到國際問如何將博士教育與護理科

學做聯結的議題 ; 需要對護理有促進型的研究

而非閉門造車的象牙塔型研究。此外，談論有

關維持成功的博士課程所面對的挑戰;包括規

劃合於時代需求的博士課程，以讓博士畢業生

有合適的工作、吸引最好與最具潛能的學生就

讀博士班、讓博士教育能改善護理實務、博士

班學生的高年齡現象、爭取研究經費的資助、

合併新科技增進學習的效果、多學門學習的經

驗與機會及國際研究的機會。另一方面，有關

如何藉由博士教育增進護理科學方面，思考的

議題包括:增加論文的出版、增加研究經費的

資助、持續發展改善護理措施的研究、研究群

及研究網路的建立。以上有關這些方面的議

題，讓我想到幾週前，系上海了討論本系所追

求卓越，對短期、中期與長期目標的討論，而

有三、六、九年的規劃，其中有關專長領域的

發展、結合系上教師成立研究群、跨系不同學

門的合作、跨校與國際合作等，就是朝向高品

質的學術與護理臨床實務所要做的努力。最

後， Gennaro 博士更發人省思的提到護理學者

生活品質的議題，讓我們這些老學生們，不禁

讚嘆這位學者在忙碌的學術生活中，不忘希望

大伙們要努力地在學術領域努力，也要在現實

的生活中取得平衡，安排自己的生活，與家庭

成員經營及共享幸福的家庭生活。此時，讓我

突然感受到，這六年的博士班生活，我似乎已

忘了自己的生活品質是什麼了!嗯!畢竟博士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我們的知識，更讓我們成為

有智慧的學者，也讓我們成為後輩的榜樣 o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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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忙碌與高壓力的學術生活中，要同時珍情與

感激有接受博士教育的機會，讓自己在快樂的

學習過程中，能對護理學術與自己的家庭生活

有所貢獻。

此外，這次大會特別針對護理研究倫理的

議題，提出許多令人省思的問題;包括研究對

象的保護、如何做好保護研究對象的事項、研

究倫理如何加入護理教育課程中、研究計畫如

何經由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審議。這個議題，讓

我們在從事研究中，不能忘記反思我們對研究

對象的保護，這也讓我更加的提醒自己研究倫

理的重要性。此外，大會亦針對亞洲六個國家

博士課程的合作發展，進行綜合討論，期望結

合亞洲各國，在文化與歷史方面的相似性，提

出未來合作發展的議題。

在五個會場的護理學者論文發表會，提供

與會者研究成果的分享及相互切磋的機會。本

人在婦女健康的場次中，發表博士論文的一部

份，主題為「體外受精治療婦女追尋希望歷程

之生活經驗與情境脈絡 J' 獲得一些相同研究領

域之學者的共鳴，而認識一些朋友，也開歐本

人與國際問學者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在這個論

文發表會上，也讓我感受到亞洲地區的各個國

家，各自有自己的母語(除了香港) ，需要以英語

溝通，彼此顯得很不容易 o 過去參加國際會議

的經驗，因為多數人屬於英語系的國家，我們

雖然在表達上較不容易，但是聽他們的論文發

表還是可以了解，只是，亞洲各國間的溝通，

彼此用的都是第二語言，相互間的了解顯得困

難多了!但是，大會上大家還是很賣力與熱情

的表達，希望能有更清楚的認識，以及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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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學術交流與收穫。因此，英語能力的增進，

也是我們要更加努力的。此外，也讓我深深體

會到教育的目的與重要性;教育不只是開了

課，開始收學生，上了課就算數了，而是百年

樹人，影響深遠的。我們既然努力地把護理教

育提升到博士教育，是具有時代的需求與必要

性的，更重要的是其所擔負的責任。太晚提昇

教育水準，甚至未適時提高教育水準，對一個

學門，甚至對於一個國家在國際的競爭上，就

是落後了。既然已提昇教育程度，則其所秉持

的理念就顯得更重要了。因此，讓我們共同不

斷地省思我們護理學術與專業的理念是什麼?

讓我們一起共勉與鞭策。

回程的路上，我們參觀了位於兵庫縣姬路

市之國寶姬路城;這是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姬

路城的歷史始於 1333 年，而於 1618 年形成今

日所看到的姬路城。姬路城是日本極具代表性

又最完善的城廓建築之一，至今仍充分保留著

木造城廓建築群集，由石築城牆和白色土牆構

成的建築方式。能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

為世界文化遺產，是因為姬路城從未因戰災和

火災而遭到破壞，加上日本民眾對保存古蹟所

做的努力。這一趟學術之旅，讓我們對保留古

蹟文物與重視本土文化及大同世界的嚮往有更

大的省思，期望我們能在平安喜樂的生活中，

為本土的學術與專業共同努力。最後要感謝國

科會的經費資助(NSC91-2314-B-002-238) ，讓

我有一趟豐碩的學習之旅。

(作者你母校護理學系 1975 年畢業，現為母校護理學博

士班學生、母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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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越偶給

數年前在國際攝影沙龍的雜誌上看到一張

傑作，印象中是北越下龍灣的中南海美景，照

片中有數百隻張著橙黃色帆布的古代帆船，金

黃色的陽光飄灑在大海、帆船及海上羅列的島

嶼，形成一幅結合大自然與人文的佳構。今年

二月友人邀約前往北越攝獵，腦海中馬上浮現

數百隻金色帆船的壯闊美景，剛好醫院及醫學

會無重大活動，且當時 SARS 也未爆發，便慨

然應允參加為期一週的北越旅遊攝影。

對於我或一般人而言 ，越南(尤其是北越)

是一個令人生疏的地方。 一般人對於越南的印

象大概都是由越戰電影而來。戰爭浪滅人性，

加上美式電影的偏見， 一般人可能以為越南人

(尤其是北越)很兇暴。其實越南人是相當溫和、

友善的，七天的旅遊中所見盡是純樸的人民、

可愛的孩童，還有那美麗的田園、晚歸的牧童 ，

好像回到三 、四十年前的台灣農村，也讓我重

溫童年美夢。

越南位於東南亞之印度支那半島東側，其

版圖東西狹而南北長，形狀好像 rSJ 字樣，自

北緯 23 度至北緯 9 度。越南西面與寮國及高棉

等耽鄰，北與中國雲南、廣西、廣東三省接壤，

南面則延伸至還邏灣。越南屬於熱帶性季風氣

候，境內多山，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士超

過 500 公尺 o 其年平均溫南部是攝氏 27 度，

北部為 21 度，氣候溫和，但每年十一月至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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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吹東北季風，屬於較乾冷的季節。

根據古老的傳說，越南人民是誰龍君(海中

的龍)和歐姬(山上的神仙)的子孫。從考古學的

研究，公元前六百至四百年間，越人和泰人遷

入今日北紅河流域，並與南島(印尼)人通婚，即

是越南民族之起源。公元前 208 年秦始皇派兵

攻打越南，其中國與越南第一次軍事接觸。公

元前 111 年，漢武帝派大軍平定越南，將之納

入中國版圖，名為交趾，此後漢文化即大量輸

入越南。唐朝末年，越南吳權打敗中國，達成

獨立的願望。公元 1885 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

地，直至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胡志明再度

宣布越南獨立。但 1946-1954 年又發生印度支

那戰爭。法軍失敗後，便以北緯 17 度為界分為

南北越。 1965-1975 年爆發歷史上聞名的越

戰， 1973 年美軍自越南撤軍， 1975 年越南政

府垮台，北越共產黨遂全面解放越南，並於

1976 年南北越正式統一。在兩千多年的征戰

中，越南文化深受中國、法國及美國的影響，

但越南人仍保有自己民族的獨特色彩。

越南總面積約三十三萬平方公里，為台灣

的九倍大。此次七天的旅遊係以靠中越邊界的

北越為主，行程包括河內、香廟、北河、老街、

沙壩、安沛及下龍灣等地。拍攝的主題有三，

一是自然景觀，二是一般風土民情，三是少數

民族，以下將以圖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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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銬眾觀

主要是拍攝下龍灣及沙壩。下龍灣號稱世

界八大奇景之一，位於越南東北側，其特色是

海面上有三千多個大小島嶼羅列其間，又稱「海

上桂林」。此處的男一特色是海上有許多張著橙

黃色帆布的帆船。可情二月份的下龍灣正處東

北季風肆虐期，不是陰天 ， 就是下雨 ， 陽光是

難得一見的，海水也是黑沉沉的，故此地實無

理想作品，謹以圓 1 代表。

主 趾扭，

華輔實

圖 1 下龍灣

另一處自然景觀是沙壩。此處海拔 1800

公尺，山巒起伏 ， 雲霧終年練繞。在法國殖民

地時期，法國人在這裡蓋了很多渡假山莊，現

在都成了古色古香的旅館。我們住的旅館也是

法式建築，外觀典雅，衛浴設備雖較陳舊，但

房間寬敞 ， 且床頭上方均有蚊帳盒。初時還不

知是啥東西 ， 試著打開後，優美、典雅的蚊帳

飄然而下，令人不得不嘆服法國人設計的精

巧。從旅館旁的階梯往上爬十多分鐘即可至觀

景處，早晨可拍攝日出、雲海及層層的山巒(圓

2) 。在沙壩附近也常可見到美麗的梯田及樸實

優美的村落(圖 3) 。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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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少壩晨景

圍 3 梯田風光

風土氏恃

越南由於長年征戰且因越戰之後長期受到

美國的經濟制裁，結果導致經濟破敗，人民一

貧如洗。 1994 年美越宣佈恢復邦交，經濟制裁

解禁，越南才又成為各國互相較勁的經濟舞

台。因其長年經濟被封鎖，故其生活水平顯得

相當落後，約等同台灣三、四十年前的景象。

圖 4 是路旁雜貨店家中的廚房 ，此種廚房目前

即使在台灣鄉下都很難看到。鄉下如此，都市

也好不到那裡去。以首都河內為例，路上常可

見到人力車、腳踏車、摩托車、三輪車及大小

汽車同道競馳 ， 看起來既凌亂又讓過路人膽顫

心驚。圖 5 是河內街景之一，頭戴斗笠、腳著

拖鞋的中年婦女，肩上荷著扁擔，在馬路上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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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老式廚房

圖 5 河內街景

步，看似清間，不過不知等一下綠燈亮時大小

車子衝來她要何處躲閃?圖 6 是河內市的路邊

攤，老闆娘只用一根扁擔裝的東西就可以做個

不錯的生意哩!四十年前的台灣農村似乎也可

18 

見到這種景象。

… γ也

巴拉

圍 6 路邊攤

發慌

由於開發較晚，因此北越仍保留農村純樸

的本質。一路上所看到的大人、小孩，也都相

當溫和、可愛，並無越戰影片中的暴民之氣。

圓 7 是路上看到的單車上的小女孩。可愛的小

女孩迎面看到我在拍她們，覺得很有趣。我的

第六感預期車子過後小女孩會回頭，果不其然

讓我逮到後座小女孩回眸一笑的可愛模樣。圖

8 是北河店家小孩們的嬉戲表情，顯得活潑逗

趣。圖 9 r 田莊大嫂 J '作完農事後的村婦，荷

著鉤頭、扁擔，赤著雙腳，有說有笑地走在馬

路上，好權意的農村生活!圖 10 r苦力」顯示

當地辛勤勞動的情形。

圖 7 回眸一笑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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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頑童

團 9 田莊大嫂

圖 10 苦力

吻

你丈…

_ .... 

田園風光，尤其是「牛」也是我們攝影圍

的興趣之一。圖 11 是水牛型田，圖 12 是母牛

哺乳，骨瘦如柴的母牛怕自己奶汁不足， 一邊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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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型田

凰 12 母牛與小牛

圖 13 牧歸

哺乳，一邊吃草進補，這種現象使我聯想到報

導攝影家 Salgado 拍攝兩個非洲小嬰兒吸吭兩

個乾瘖下垂乳房的樣子。圓恰是農作之後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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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牧童歸家的景象。

命為盛會

香廟位於河西省美德縣，距河內有兩小時

車程，這裡每年的春節盛會由農曆新年一直延

續至農曆三月，由各地聚集而來的遊客必須搭

船前往香廟參拜祈福。圖 14 是來回香廟的船隻

與信眾。

圖 14 船上的信眾

少數民族

由於越南境內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山區，

故有不少少數民族，包括芒族、拉德族、齊族、

農族、僚族、蒙族、信族...等總計不下 54 族。

我們拍攝的以北河附近的佫族居多。據說光佫

族就有數十多個支系，包括紅倍、白售、黑售、

青售、花衣f盔、長褲倍...等。在周六趕集之時，

各族穿著五彩繽紛的服飾，扶老攜幼，牽驢趕

羊，令人眼花暸亂、目不暇接。圖 15 是少數民

族一家五口騎乘在一輛破舊的摩托車上，顯得

既擁擠又有趣。圖 16 是一家三口用餐時的情

形。圖 17 是一位老婦人背著家當、牽著驢子準

備進城交易。圓 18 是少婦哺乳，斜陽映照下的

側影，流露出慈母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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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全家福

圖 16 吃飯的時候

七天的走馬看花，雖談不上深度之旅，也

沒有拍到我預期中下龍灣萬船齊發的美景，但

人的一生有機會背著相機，與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到一個未知的國度自由獵影，實在是人

生一大樂事!在拍照的過程中，也讓我細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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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牽驢上城

圖 18 母愛

JING FU 景福醫訊 |

味台灣五、六十年代的景像，彷彿時光隧道，

回到夢幻中的童年!

(作者像母校醫學系 1979 年畢業，現任新光醫院復健科

主任)

2003 年
景褔胺友返眼聯誼會 ; 

地點: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3 
101 講堂 正

(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 

相關事宜聯絡: E 
E 電話: (02)2312-3456 轉 6370

7(02)2389 “ 8637 

2 傳真 :(02)2388-6161 3 
3 承辦人:林五珠小姐 吉

台六醫學脫臨原醫學研究聞自由徵教師若干名

(一)應徵資格:
申請者須真創新性，獨立研究及團隊合作精神，且其教學熱忱，並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專長為臨床研究方法學，具有博士學位，有博士後研究資歷尤佳。
2 、專長為基因體醫學(含生物資訊) ，真有博士學位，有博士後研究資歷尤佳。

3 、專長為免疫學(移植免疫學背景尤佳) ，其博士學位，有博士後研究資歷尤佳。
4 、專長為病毒學或相關領域，具有博士學位，有博士後研究資歷尤佳，此限為專案計畫並依醫

學院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辦法進用。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最多 5 篇)、三封推薦信、未來
三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摘要，及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三)截止日期: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五時送達。
(四)起聘日期:九十三年八月一日
(五)來函請寄: 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七號

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陳培哲所長收
傳真專線: 886-2-23709820 
E-Mail: peiier(â)ha .mc.nt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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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苗 明之

初秋夜晚，信君斜坐詹前藤椅，獨賞明月

自交潔，靜聆秋風習習。 慢慢地周遭的寧誼拉下

了信君的眼簾'隨之被融化吞噬。

伴著清涼夜風揹來的兩聲微弱的「喵

咪 J' 輕輕地飄入信君「朦朧」的耳裡;張開

眼，瞥見一黑及一黑白相間條紋的兩隻小貓，

顫萎萎地站在屋角，而在半公尺距離處，也是

黑白相間的母貓，靜靜地站在那見守護著二隻

小心肝。

三隻貓二倒的腹部都深陷，皮包骨的模

樣，顯而易見的是，牠們已經好幾天未進食，

營養失調，體力不支，才拼出尚存的一絲餘氣，

哀哭求食。

「那來的三隻野貓? J 信君合起雙眼，又

想進入忘我之境，但如泣如訴的 ru苗喵」哀鳴，

不禁起了側隱之心，起而視之。小貓發現有人

注意到牠們的哀嚎，勉強將四肢拖前幾步，再

一起喵叫求食。

抓起錢包，快步走向宵夜攤，買了一碗米

飯，一條大吳郭魚，將之置放地上，又走回她

的籐椅，靜觀小貓咪的動作。只見黑白相間小

貓咪，攝手臨腳，慢慢地移近飯盒邊，探頭看

看信君，然後開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起來 。看

到黑白小貓吃東西沒被信君趕走，小黑貓迅速

地走過來，也開始吃了。這時母貓已站挺身子，

左右巡視，以防外來者前來掠食。

22 

戴鐵雄

三隻貓咪的動作 ， 讓信君發現母愛的偉

大，超越任何界線，不分人畜、貴賤，都是一

樣的。已經餓得渾身無力的母貓，發現食物非

但不搶食，而且先讓小貓們吃飽再說，同時又

鼓起最後力氣，擔任起衛兵角色，除了母愛，

還有那一種力量的驅使，能讓母貓如此。

小貓們自脫離母體呱呱墜地後，先天註定

了就是一隻流浪無主的野貓，最初由母貓餵

奶，然後就是跟著母貓到處流浪，居無定所，

隨時靠偷竊、強奪、掠取食物，過著有一餐沒

一餐的日子，幾時碰到過這麼慈悲善良又富同

情心的女人，主動供給食物，這種事，當野貓

的牠們可是破天荒第一遭，這能不讓牠們不起

疑，此事背後一定隱藏什麼可怕動機，將對牠

們有所不利嗎?也難怪牠們會那麼小心，一步

一步地靠近食物，卻又沒忘記抬頭觀察信君的

舉動，等到黑白小貓安然享用食物，小黑貓才

敢就食。

以前這種人溺己溺，人饑己饑樂於施捨的

善舉，在台灣的每個城鄉角落俯拾皆是，但放

眼目前這個現實勢利、鮮恥寡廉、失去公義、

愛心難覓的社會，這種無私奉獻、甘心施捨、

時存善念有菩薩心腸的人，已成稀有動物。偶

見善舉，肯定是頭條新聞。今古相比，何蕾天

淵!小貓咪隨母浪遊覓食多時，何曾見過如此

美食的施與?也難怪牠們遇此罕見的善舉而有

所畏縮遲疑，不敢遞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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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貓咪們早晚各一次，準時登門

造訪，喵叫乞食。有時信君外出，必定吩咐家

人為貓咪們備食，此事乃成習慣。「妳的寶貝女

兒 J '變成了信君家人對小貓的稱呼而不名。

半個月後，母貓男結新歡，甩下兩隻小幼

貓，絕情地跟著新老公離去。在「貓生」過程

中，小傢伙可能必須學習自立，母貓無法帶小

貓到成貓，這應是小貓成長過程中必經的痛。

人間目前盛行的夫婦意見不合而輕言離婚，不

也是「慈母」背夫棄子的活見証，能怨母貓的

絕情嗎?

母貓離去後，兩小貓頓失安全依靠而相依

為命。吃飽後外出雲遊四海(信君夫婿語) ，必結

伴而行。小黑貓較皮，較活潑，有幾次獨自逛

街去。被撇下的黑白小貓，因找不到小黑貓而

喵啼不己，直到小黑貓回到身邊才「轉涕為

笑」。小黑貓洞悉情況，也從未失蹤過久，才臨

出去皮一會見，就趕快回來團聚。從來就沒見

過兩小貓吵架互咬，充分表現出兄妹情深，互

疼互惰的棄兒情結。此情此景，讓信君憶起兒

時，兄弟姊妹歡樂滿堂的情景。惟信君並未被

父母所棄，比起兩小貓，幸福太多了。

信君每晚近十時都有借筆者上溫泉鄉泡溫

泉的習慣，十一時多返抵家門時，小貓咪必恭

候在停車位附近，等信君下車打開屋門，立即

從黑暗處竄出兩條黑影，停留信君腳邊喵叫不

己，並隨著信君登堂入室，儼然以信君家中的

一份子白居。信君手|亡腳亂的趕快取出早就備

好的，牠們最喜歡的吳郭魚，細心的為牠們取

肉去骨，以免牠們被魚刺刺痛。但牠們卻迫不

及待地拉高音階高叫。好不容易弄好了，拿到

外面屋角，擺在地上，兩小貓齊頭共吃，信君

則站在附近替牠們守護，以防野狗前來搶食。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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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信君白天裡忘記買吳郭魚，到了

半夜臨時上超市買魚罐頭，將之與飯拌在一起

放在地上。想不到兩小貓跑來間一間， 一口也

不吃，抬頭窮叫。信君只好又拿小客車鑰匙，

準備開車。筆者問信君，這麼晚了，剛泡溫泉

回來，又要上那裡去?信君告知上情，並表示

要開車上街到飲食店買魚回來餵貓。筆者沒好

氣的用台語說: r人講:善子不孝，善豬舉吐，

妳現在是善貓歹嘴斗(善 : 台語驕縱，慣壞也)。

好了，現在妳把妳的寶見女兒價成小祖宗了，

再過兩天變成老太爺，恐怕非得辦桌才肯賞嘴

了。 J r 要你管。」丟下這麼一句，信君匆匆忙

忙地開車上街買魚去了。

筆者心想: r本來是快要餓死街頭牆腳的流

浪小貓，得到溫情的照顧，變成了會挑嘴的嬌

貓。所有的動物，不管是人或是貓或是什麼，

都不能驕縱的。像這兩隻小貓，人家可憐牠而

伸出援手，牠們竟忘了昔日的苦日子，忘了自

己是誰，把人家的愛心與溫情，誤認為自己是

天之驕子，理應受此禮遇。」思至此，不禁想

起聽白病人王君參與九二一震災的種種。

一場大地震給災區人民帶來橫天大禍，家

毀人亡者比比皆是，活似一場人間煉獄。於是

全國發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熱潮。這場大

災禍，將人們冰封已久的愛心完全發掘出來。

王君夫婦也參與送愛心到災區活動。王夫人負

責煮飯燒菜，王先生負責發飯菜。卻遇到少數

災民認為菜館不佳，當面將之倒入饅水桶裡。

也有災民要求供給其幼兒慣用的同一品牌奶粉

等等，令志工們為之氣結。災民之遭遇的確值

得同情，但也不可以因為是災民，而可以將別

人之愛心予以踐踏呀!

有一天半夜四點多，隔壁電光牌的阿潭被

一陣電話鈴聲吵醒，從三樓下來開門一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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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站著二位警察與一位保全員。同時聽到了自 「有沒有把魚骨頭去掉 。」

己的小貨車喇叭長鳴，保全員告訴他車笛聲把

左右鄰居給吵醒，且鳴叫了三個多小時，鄰居 「有了，有了」。

們打電話報警，以為防盜鈴長呼，↑白有強盜事

件。他們接獲報案後， 全副武裝趕來，才發現 筆者沒好氣的回答 。 下一句呢? 筆者期待

小貨車喇叭發生故障所引起，敲門叫不醒才打 著。

電話云云。阿海連聲道歉，並將車門打開，由

駕駛座位下面立即竄出黑白相間小貓，阿海心 「聽天氣預報，明晨南部會有陣雨，你要

裡明白，是這小傢伙闖的禍。原來阿潭小貨車 把貓屋弄到較避雨的地方喲! J 

的喇叭按鈕處的彈簧壞了，失去按鈕作用，為

免喇叭長鳴，阿樟用一張厚紙板塞在方向盤中 「有了有了，我還準備好二床大棉被和二

問喇叭按鈕處的騎縫裡，以代替彈簧的隔開喇 件雨衣。」

叭電源作用 。 可能是前夜阿海開車門未立即關

閉，黑白小貓不知何時餾進駕駛廂內，阿潭未 「講什麼狷話，難不成你在吃牠們的酷? J 

察覺把車門關上，也把小貓關在裡面，小貓在

裡面閒著無所事事，當然大鬧天宮，在車廂內 「我那敢，牠們是. . . J 

跳來跳去時，把阿潭塞的那小張硬厚紙板抓落

了，當然電源一接觸，汽車就長鳴了。阿海將 「不要囉暸了，我要去睡了。」

上情告知警員等，大家談起此情景有如卡通影

片內的頑皮小貓的種種惡作劇情節，不禁哈哈 卡暸一聲，掛斷了。

大笑，感嘆整條街的人與警員們都被一隻小小

貓給耍了 。 筆者本來是要說，牠們是小祖宗，但不讓

你說出口，只能拿著電話筒發愣，與兩隻小貓

有一次信君參加社團主辦的自強活動，在 爭風吃醋了。本來筆者還期待著會傳來一句

北部過夜。當晚十一時多電話鈴響， 筆者拿起

電話筒，從電話的那一邊傳來信君清脆的聲 「老公，離開你那麼遠，我好想你呵! J 

音，筆者內心正得意，信君在外頭過夜，這麼

晚了為了想念他而打來電話，內心感動不已，

想不到信君的第一句話竟是:

「晚上有沒有買魚給貓咪吃! J 

「 買了，給了 。 」

筆者倒抽一口冷氣，也不問筆者晚餐用了

沒有，倒先關心起小貓咪來。唉!算了，下一

句總該輪到我了吧!他這麼自我安慰。

24 

「呸!別臭美了。」

筆者搖搖頭，倒真的罵起自己來，自願投

降，不敢與小貓爭寵了。(註:黑白貓遭意外辭

世， 黑貓已四歲，還在我家繼續當老大)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60 年畢業，主見開業恆春鎮戴外科婦

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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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遊學 108 天

2001 年 7 月，任職台大城鄉所的舍弟前往

他的第二故鄉紐約市進行研究半年(他曾居住

紐約六年完成博士學位，是個紐約通) ，我向院

方申請留職停薪，就「拋夫別子」當了弟弟的

跟班，到紐約遊玩、學習去了!

我們在華人聚居的法拉盛(Flushing)租了

間公寓，每日搭四十分鍾的 7 號地鐵到紐約市

的心臟曼哈頓(Manha伽n)各自活動，經常摸黑

才回家，等我寫完遊記通常已經過了午夜。我

沒有到醫院進修，上繪畫課、參觀美術館、觀

光與看表演才是主要的活動。以紐約的豐富，

每天 24 小時竟還不夠用!

遺憾的是遇上紐約的 911 慘劇，使我的神

仙假期蒙上難以磨滅的陰影。先生本來計畫 10

月中赴美與我一同到新英格蘭自助旅遊賞楓，

在親友的勸阻下取消。我想在紐約過聖誕節，

到 Times Square 參加新年倒數計時的計畫也

只好放棄。原訂五個月的假期縮水成了 108

天!

這 1 08 天裡我到過美術館 21 家，參觀藝

術展 44 次;上了人體素描課 35 堂，粉彩靜物

課 10 次;看了歌劇 8 齣'芭蕾舞表演 2 場，

音樂會 2 場，百老匯秀 2 場，外加搞怪劇場表

演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以及 Puppetry

of the Penis ;並參觀了假髮節(Wigstock) , 

Halloween 遊行 ，哈林週(Harlem Week)圖遊

會， US Open 網球公開賽;另參加旅行團到新

2003 年九月

畢柳鷥

英格蘭賞楓及其他紐約觀光等等，真是天天精

彩 ; 這趟紐約之旅 ，總共寫了 15 萬字的遊記，

至今回味無窮。

赴美前，台大同窗的大畫家吳寬敬醫師聽

說我要到紐約學畫，表示不可思議!學畫何需

遠赴紐約?他那裡知道，我不似他那麼有創作

的細胞，對我來說，藝術欣賞所帶來的樂趣遠

大於藝術創作。眾所皆知，藝術欣賞可以做發

藝術創作 ，然而對創意不足的我而言，學畫畫、

雕塑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提昇藝術欣賞的

深度與樂趣。因此到紐約學畫，不只是到畫室

去，美術館成了我更重要的美術教室。

抵達紐約的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到「大都

會博物館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此

簡稱 Met)報到，在善心義工的指引下，繳了 45

元成為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 ，參加條件

是:居住在距離紐約市 200 英里以外者(包括外

國人) ，享有的權利是:一年內不限次數參加該

美術館的各種活動(例行展覽、特展、演講、電

影、研討會等) ，在禮品店購物有 9 折優待。

每次參觀 Met 的建議票價是 10 元，門票

是一個圓形的彩色金屬 button 。我有留下各種

紀念物的習慣，目前紀念冊裡貼著 15 個紅、

橙、黃、綠、藍、紫五彩繽紛的 bu位ons 0 那期

間雖然入館 15 次，仍然有許多部門我只路過，

沒有細覽。 Met 的館藏豐富是原因之一。我參

加許多導覽、演講與電影欣賞花去不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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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個原因。這些活動可能一個小時只看幾幅

畫、幾個瓶子，但效果和自己走馬看花一個小

時看好幾間展覽室，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看藝

術書籍和這些現場活動比起來，其感動與震撼

也有天壞之別。

我後來現買現賣，導覽兩位久住美國的學

妹參觀 Met 的精華作品，她們驚嘆從來不知道

原來參觀美術館可以這麼有趣;在在讓人發思

古之幽情的美輪美負環境裡聽了許多有趣的故

事不說 ， 還有許多曠世鉅作佐證。在紐約期間，

那些經過導覽員解說，自己細細品味過的作

品 ， 到現在都還翱翔如生地印在腦海裡。

我學畫的主要場所是藝術學生聯盟(The

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 ASL) 。這是

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位在卡內基音樂廳

(Carnegie Hali)斜對面的 57 街上 ， 離中央公園

三個街廓。

ASL 成立於 1875 年，由一群國立設計學

院(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s School)的

學生所推動創立，冒在提供社會大眾一個自

由 、 多元、完備且廉價的藝術學習場所。任何

人不分年齡、性別、 種族 、 國籍，任何時刻都

可以報名參加各種課程。課程分上午 、 下午 、

晚上三個時段，每個時段開 12 至 15 班，包含

人體素描、靜物畫、人體畫 、 抽象畫、版畫、

木刻、石雕 、 泥塑等各種美術課程。以我參加

的人體素描課來說，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三個

小時，一個月的學費是美金 155 元，算起來每

小時才 2 . 5 元。畫材自備，畫室裡有畫具及一

至兩位模特兒。老師週二及週四到場上課及指

導，其他三天自行練習。

在這幢五層樓的建築裡，除了數十間畫

室、工作室以外 ， 還有畫廊 、 圖書室、館藏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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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材販賣部、餐飲部以及數百個學生用置物

櫃'真是應有盡有 ， 最難得的是，這裡老師的

專業水準高，各有特色。

ASL 出過不少世界級的名師與學生。譬如

Mr. Bridgeman 在 ASL 教畫 40 年，他撰寫的

人體素描學，到現在還是美術系學生的必備教

科書。我在畫廊看到他上課時在兩公尺見方大

紙上示範的人體素描作品，線條活潑優美 ， 人

體之 motion 非常傳神有力，真是世界級的大

師 !

美國的女畫家 O'Keeffe '雕刻家Alexander

Calder ' 攝影師 Man Ray' 原本不是美術學校

科班出身 ， 都在二十來歲進入 ASL 學習，日後

聲名遠播享譽國際，成為 ASL 的驕傲。我在

Alexander Calder 的紀錄片裡，看到他二十世

紀初在 ASL 上課的情形，感到分外親切，不覺

亮爾 !

赴美前我在網路上知悉 ASL 提供多種課

程，遠從台灣帶了油畫 、 粉彩和雕塑的工其與

材料，貪心的想要通吃。報名人體素描課以後，

老師說人體素描至少要畫三年 ， 才具備學習其

他美術的基礎。我參觀了雕塑工作室，看到學

員已經進行了三個月還未完成的作品，以及工

作室裡琳嘟滿目的工具以後，吐吐舌頭打了退

堂鼓。

上藝術人體解剖學真是妙趣橫生 ，老師 Mr.

Burban 說他以前和醫學系學生一起解剖的時

候，醫學生們說「手掌向上才能拿湯 soup J ' 

所以這個姿勢叫 r supination J '沒想到老美也

需要這些背誦口訣 ; 還提到臀中肌(m . gluteus 

medius)附著在大轉子(greater trochanter) ，股

骨頸是在增加其力臂長度，提高臀中肌的收縮

效率 ， 真是誇張，連生物力學也講到了。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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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

得意的是，老師講 extensor carpi radialis 如何

如何，同學們聽得一頭霧水來不及記筆記的時

候，我寫上 ECR ，簡單又明瞭!

粉彩靜物畫，由來自台灣執教於

美國粉彩學會的張哲雄老師指導。

這是我人生頭一遭上人體素描課，上了課

才發現自己當了幾十年的醫師，雖然每日看診

都是在看人體，卻對完整的人體沒有深刻的認

識，更不要談對人體美的體會了。

ASL 強調任何人體都是適合學習的對象，

模特兒不一定要身材健美。我畫過的十幾位模

特見，各種身材都有，有骨瘦如柴脊柱倒彎的

女士，有肌肉隆起的健美先生，有腹部帶著好

幾層游泳圈的超級大胖子，也有凹凸有致的妙

齡女郎。學美術有個好處，一旦入畫，環肥燕

瘦都是美。我常坐在中央公園或者地鐵裡看

人，覺得從美術的角度來看，上帝創造的每個

人都各有其美!

到 ASL 註冊上課，有一個意外的附加價

值。這裡的學生證'等同正式學校的學生証，

所以需要買票的地方，只要有學生優待票的，

我都可以得到優待。最稀奇的是，有同學告訴

我，把影印的學生證連同 35 元寄到美國美術館

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就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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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為 AAM 的會員，有了這張會員卡，一年

內可以不限次數參觀美國絕大多數的美術館，

在其禮品店購物九折。許多美術館還可以憑這

張會員卡帶 2 到 3 位朋友免費入內參觀。那位

同學說每次把這訊息告訴朋友，大家都說: It is 

too good to be true ! 

紐約市的多元豐富、無奇不有舉世皆知，

而我這次觀賞的表演中，最搞怪好笑的當推

r Puppet叩 of the Penis j 了。這個表演的劇場

不大，約兩三百人的座位，但是幾乎坐滿了。

女性觀眾大概佔了一成。我們事先看到的廣告

是局部特寫，想像不出這要如何表演，怎麼照

在大銀幕上?

兩位主演者披著大斗蓬出場，說了幾句黃

色笑話，把斗蓬一甩，就全身赤條條正對觀眾，

現場一片驚呼!另一位工作人員在台下用攝影

機拍局部特寫，投影在後面的大銀幕上。兩位

表演者輪流背過身，白白的屁股對著觀眾，然

後一轉身把動過手腳的 genitalia 秀出來。

開鑼好戲是r a womanj'把 penis 、 scrotum

整個往後推、夾在兩腿之間，看起來就像女人

下腹露出恥毛。另一個人接著表演 r another 

womanj' 利用 scrotum 拉成大陰唇的樣子，

全場哄堂大笑。

一個多小時的表演，有幾十個項目，包括

艾菲爾鐵塔、飛鏢、沖浪板、烏龜、蝸牛、熱

狗、炸雞、戒指、手環等等。他們的功夫真是

厲害， r那話兒」超有彈性、超耐拉、耐壓、耐

擠的，而且很有創意。這個表演，正好印證了

復健醫學的「真義 j' 只要經過恰當的訓練，人

體潛能無限!他們的 scrotum 被訓練得可以拉

開有如飛鼠的翅膀， prepuce 、 penis 可以拉長

扭轉像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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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還示範了如何作「漢堡 j' 第一個動作

是輕輕拉開兩個 testicles '表演者說:如果這

不是你的 testicles '請先徵求當事人的同意，

然後巴啦巴啦. . .. . . (請看照片)。大家笑聲、 掌聲

不斷。

HAMBURGER 

;胡訕訕…

決拉Qzmhm

過 1. T"," 0吶 . l'\)-Jot!，.....唔 ，

足登Ammtzr
WOUlDYOU UKE 
FR1ESW叮"H THAT!

這是漢堡，要來份薯條嗎?

壓軸好戲是把 penis 變不見了(No dick) , 

假裝滿地找。更精彩的是， penis 慢慢探出頭

來，然後另一個人拿根棍子作勢要敲它，竟然

「咻」一聲縮進去，又不見了!

散場後，門口有賣專書，圖文示範每個表

演的步驟;表演者在現場簽名，我也買了一本，

這樣就有書為證 ，還可供參考練習哩!錯失觀

看現場表演機會的人，不用遺憾，可以到亞瑪

遜等網站購買 DVD ，片名就叫做 :r Puppet叩 of

the Penis: The Ancient A前 of Genital 

Origami j ' 定價美金 20 元。

這次假期最令人悲傷的是，親臨了 911 事

件。事件第二天 ASL 就恢復上課，坐在 7 號地

鐵上，望著本來世貿雙子星大樓所在的天空，

正冒著污濁、揮揮的濃煙，乘客們的眼神都看

往同個方向，全車靜默無聲。這樣的景象持續

了兩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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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己當 一 著

三個星期後，我去參觀遺址 ，遊客們被圍

在幾百公尺外遠觀，看著矗立在地上幾層樓高

的銀色巨柱，一旁燒焦了的七層樓建築'還有

金融中心大樓坑坑洞洞的玻璃惟幕，真是恍目

驚心!一位十幾歲的少女，趴在母親肩頭放聲

痛哭，哭得大家兩眼發熱。有過去從集中營逃

生出來的老猶太人說他聞到了集中營的味道，

聽了更是讓人心酸!

回想起來，這是 1973 年進入台大醫學系

三十年以來，唯一連續三個半月光顧著玩而沒

有功課的日子，難怪羨煞許多醫師朋友。文章

的最後，就用我當時的一段日記作為結尾。「回

程的 7 號地鐵車上，看著窗外曼哈頓打著燈光

的優美地標建築群，想著自己這麼熱愛著紐

約，難得有這幾個月的假期，可以熱情的擁抱

她，然後又要回到那凡間的生活 。怪不得要這

樣馬不停蹄的趕場，認真的紀錄下每一個細

節。那麼所有這些美麗的時刻，才可以永遠保

留在記憶裡，隨時可以再重溫! j 

這張一公尺見方的素描貼在紐約住處牆上，

我每日對畫而眠 。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80 年畢業，現任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復健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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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校友各屆通訊聯絡人

本會祟，力。張與校友之連繫與互動，擬建立聯絡人管道，現泰託

下歹司令屆校友捲1至本會與賢思通訊、芝見交流之聯絡人 o

(如合端不1支持佳此職務，可否推薦另一位聯絡人。)

國主台灣大學附設醫學專修科

國主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陳珠璋 2 謝地 3 黃伯超 4 黃丙丁

5 溫文昭 6 鄭景德 7 林國信 8 林吉崇

9 享~1白偉 10 呂鴻基 11 沈永訪q 12 洪伯廷

13 連倚南 14 沈銘鏡 15 陸坤泰 16 許清曉

17 陳縈基 18 謝長堯 19 楊敏盛 20 謝博生

21 周松男 22 蕭政雄 23 游憲章 24 康明哲

25 張金堅 26 許金川

國主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黃金山 2 駱息銘 3 蔡克嵩 4 王水深

5 林肇堂 6 邱顯清 7 鄭安理 8 簡佳裕

9 朱宗信 10 李秉穎 11 王清泓 12 楊偉勛

13 嚴孟祿 14 林明燦 15 賴凌平 16 吳明賢

17 蔡孟昆 18 鄭之勛 19 黃政文 20 謝明憲

21 高芷華 22 享~1聿成 23 謝光場 24 劉振驛

25 楊紹4右 26 甘偉志 27 王暉智 28 色日金 店阱~ 申河τ

29 吳卓錯 30 吳至偉

國主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二階段畢業生)

國主台灣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2003 年九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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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臨終物語

第五回馬頭嶺戰閩

日本軍仿雷州半島上陸作戰後、遂溪周迫 l三陣地構築

中、三月初旬止。、北方仿馬頭嶺仁、中固軍也陣地在于

構之始品5元。情報 l之三u己主第百五十五師仿精銳可吉、批志。

兵回--c' 1士、全力在拳11 --c，馬頭嶺陣地攻擊在計面 L、

大作戰在展開 L元。作戰l士、日本軍得意仿夜襲℃、明付

方lζl立陣地占領仿予定可、木村軍區l士、第三大隊。3鞍

闆救護班長安命1f~仇、木村衛生伍長左衛生兵、步兵

二步分隊在指揮 L、大隊仍最後尾在于行軍、才旦架二組撓

行才~Q 二左 lζ恕。元。

出擊直前仍夕食l士、上陸以來。〉豪華食?、扣頭付2:

擱仿唐揚11二匹.rj、。全員 lζ配已扎克。戰勝仿前祝b\

~--c'、 1甘、緣起--c'~忍多力豆、之扎力1最後。3晚餐主 ft. 忍不

運者包居Q元、石步。激戰別予想在仇張。弓吟7之緊迫感

力1漂。τ居元。

日沒後、各中隊集合 L、靜力這lζ馬頭嶺目指 L、前進

L元。暗夜仿行軍l士、地形加全< 'fiJ ~T、前方的部隊

如 ~I立 ('hì1立 J三步 、 必死守後安追0元。千名近<(1)集

回泌黑扒塊主怠。τ、肅J守主進券、靜力、ft. 石二主林的

如意故事仿再現--c'~Q。

草木屯眠之3 丑三 ::;ß寺 、 突然靜寂在破吵、/"/、/'/、

亡。且-/、亡。且-/主銳育力2響扒元。心臟力3俄力斗之闢

句出 L、脈搏肚異常lζ速< ft.-:; 元。敵仿前哨戰主衝突

Lt三 ~U 、。

部隊l立直t;，(之戰闆態勢主 ft. -:;元。大宵。〉王子令、力于

力于台鳴否帶貪IJ (1)音、~'7~'7主響〈足音、闇份中宅、

大波仿古拉吵。3樣 ft.行動 l立日本陸軍怯統的十八番、夜

襲攻擊準備~ Ll\。

最後尾仿戰間救護班仿步兵分隊兵士也、分隊長仿兮

30 

木村英一

令?、統lζ祥在迅吟r.t戰準備在整之元。何他八向心。

τ進Jv--c' l 、 Qσ3 力斗、皆目'fiJ ~ ft. l \ 力3、克lζ角、前。〉部

隊lζ追從 L 、 l立〈。扎必二主拼命綱--c'、齡 Q 。

馬頭嶺周坦 l之 l立、中固第百五十五師加堅固 ft.陣地在

構築 Lτ坊。、之扎在、純兵回、 -1]-照回扣給攻擊寸

之5 仿可7、大合戰主 ft. Q答茫。鏡育l立&-:第 l之激 L< ft. 吵、
經機開銳~重機開銳、追擊砲、大砲仿轟音色力日扣。、

七。且-/、 t" ::L -/.!::流仇彈力2絕之f頭上在力這寸~τ

行〈。

戰闆狀況l立半IJ ~ ì1主力豆、前進主停止別練。返志扎、主

要陣地lζ近。〈止步 7芒。

一際、鏡育計激 L< 怠。 1之時、重傷者吾吾生扭架前進

仿但令力2宋元。 l 、三tl 、 J三救護班出動左忽9 元。 f云令lζ

案內在扎、驅It足可7、現場l之急、守主、大腿部貫通鏡創守、

J;ê;急手道 τ在受 It元兵士扒一名、大地位橫交扣。τL 、

元。止血紅置主局所庄迫包帶別施Lτ ~VJ 、幸b 、仁、

骨折l土 ft. l \模樣、 JW拍七特lζ異常ft. < 、大出血 l之三tQ

危險症狀也 ft. l 、叮叮、安堵 L t:.。鎮痛劑。3注射在于受 It元

~ L< 、多主多左 LτL 、τ、苦痛屯訴之見~l 、。靜力斗之

扭架lζ棄它、四人一組的扭架兵力豆、交代可7、姐送 L元。

負傷者仿銳令裝具屯一緒lζ扭〈、、仍可?、相當 ft.重量主 ft.

O 、行軍l士、遲k.!::Lτ進主寸之、夜力， L~ 匕~.!::明 It

Q頃、遂 l之前仍部隊主、 l立 <"h可::-L主 0 元。 遷戶上〈明

石〈怠。 1之仿可吉、、部隊通過可:ft. f!倒在扎克草tr~ 在賴

。仁、前進主?說It元。鏡于首屯靜章。、馬頭嶺。3忌、 k

k 思:bh石小高扒丘l之三~L 力主力訕。 1己時、突然後方仿松

林亦已、 T工 ';1::1機開鈍。3掃射在受 It元。反射的仁、

「前仍丘的凹地位逃11石 J .!::、手手令在?如 It 、 真。先l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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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八驟付登吵、凹地位飛Ui丞!v t::. .'。兵士先t;， t後 lζ繞

1，'1了車16lti主λJ::.、力2 、一名、 「兵ÞG札記」 主、大吉可吉、叫

tJ、膝是抱之τ、毛主仿戶上予 l乙之石二志主耘肘。元。一

瞬、主元、扭送者力2增之 t::. 力'(:、 jj、、y 夕少 L 可亡、 æ急、

他置lζ驟付。It6 主、兵士l士、寸〈。主立t;，上訟。、

「歹一|、/心仿結U目在切已扎克J (:、叫λJ茫。膝堂之

九棒l:、毆 b扎克氣力'Lτ~J扎克力2奇跡的lζ、肺胖。〉結

tJ白花、 It 7":;; '/ 1}切扎可亡心元。令才1令才L、安心主周固

在于見過才主、扭i差仿負傷者力'1，、 f.t 1, \。

泣。主氣力'---:>1，、τ凹地力主已首在于出 Lτ前方在見

之3 主、才旦送患者l立、 f旦架也石主色、丘仿麓lζ捨τ

b仇τL 、元。驚L 、 1乙二主 lζl士、 f旦架仿{旁 G(ζ、一

人仿兵士力2、立t;，射。〉姿勢呵?林。3 中份子工:;;::1輕

機開統主芯鞍 Lτ1ρ元。明治三十八年制定份所謂

三八式步兵兢仗、一它、y ←最高五凳仿縛在、一凳

J歹勻、示'/"/、;f-''/二/主凳射寸否能力 L力主 f.t 1, \力豆、

一分間、教百凳、凳射。〉機開銳主勇敢lζ立t;，向恥

。τν6。唯一人T負傷者在守。τ居各旺盛f.t責

任感化、驚倒 L、逃If石主夸令在力'It、真。先lζ

逃1ft三軍區。3腰拔付 l乙、顏力、 b火力2出 61"iip f')恥

才可這 L I，\思νlζ駝包扎元。寸寸、凹地位体肚闊、 L 、

軍刀把、付高〈振。力'ð-Lτ、「目標、林仿中仿敵、

擊τ」、育在振。絞。 τ、』手令在于掛 l于毛主、智、t;，、

輕機開鏡σ3射擊l立仁。夕少主止存、敵l土退卸 U:二。

聞〈亡三石、中固兵l立禪l之三首先。--c死心l:、七、來

世l:、京花、人間位生去扎愛才:>6 力2 、刀吃?切吵死

lζ寸志主、來世l立、豚恥犬iζL今生主扎褒b扎f.t

1,\(:1, 寸信仰力'60 f') , 日本軍仿突擊在于最也恐才毛主5

主扒手。高〈上If1三日本刀。)2: G 吟含在見τ、突

擊主早合息U己份力這也知才t f.t 1, \ 

後l:、聞〈主、敵仿大部隊加、之仿丘主松林間。3凹地

在退卸 L、松林仁、二次}退封在護衛寸6輕機聞主充隊力E

L 、 1三 GU 、。勇敢怠後衛兵℃、606 。

教間力的芝 LI，\救護班力2 、 f旦送患者在運tJf.t 力'G 、

也多少 L早〈、之仿地lζ達 L史包、退卸中仿敵軍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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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主遭遇 L、金滅的悲連忙陷。 1之余也 Ln悔。桑

原冷冷。

唯一人l:、扭架仿側在離才1T、負傷者在守。 1之勇敢

f.t兵士(.: 1立、頭扒下叭叭心止。尊敬 L1:二瓜、軍霞 l土

匕吟、救護班員位置2:去。仁在扎克傷兵仿憤f')~心細

左右::1思lf、今後 l土決 Lτ扭送者在于置2:去吵 lζ 、 L "il，、

亡，心 l三誓。元。

方死恐nT、責任安全多 U之兵士仿人柄lζ打史才1 、

後可7挂歷在于調A毛主、二 0)勇士、工藤一等兵l立、物理

字校在掌中、徵兵延期切扎左 f.t 句、入當 Lt二、字業半

仗的兵士可7、卦。元。

物理竿校i立、日本可7、最也嚴U、專門字校l:、入字試

歇 l玄之~<、千人程度入竿寸各方S進級加極吟τ敵 L< 、

三年間才卒業出來6者l士、僅如、三一四十名主扒古自尊

守、思 G< 工藤一等兵也、要領惠〈、進級足踏本中、

微兵左 f.t 勻茫叮叮、 60右手 。 L力'L 、三字校秀才;lpG 落t;，

二 l主扎克人間仍中仁、珠玉l之也勝石人物力2、居6 屯仿

茫。

利口恥阿呆恥、判別出來自人間仿中仁、死自如生意

志力、仿瀨戶際芳、、真俯在于凳揮 L責任在果夫二寸大人物力S

L 、 6 二左右吉、二。3後包、幾度恥、激戰仿最中-C'垣間存

忍之左扒出來元。人物仿評佰仗、簡單l之肚出來拉扒屯

。)t芒。

秀才 l士、往身(.: Lτ、才3力2身在大切 1': Lτ三十六計

逃〈。杏仁 UPT在美臨寸之5 。

純兵回仿馬頭嶺攻略作戰l立、大成功。3模樣?、中固

軍l士、給退卸 L、才3 力3方 lζl士、大 L花樣牲者也 f.t < 、

快勝 L元。第三大隊l:惜重傷者於一名。3几"l: 60-:::> 元。

(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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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臨終物語

第五曰，馬頭嶺、戰役

木村英一原作

洪伯廷翻譯

日本軍隊在雷州半島登陸後，在遂溪四周 統得意的夜襲攻擊開始了。

開始進行布陣時，三月初北方馬頭嶺的中國軍

隊也開始構築布陣。根據消息，為中國軍隊第 最殿後的戰鬥救護班，各個士兵在分隊長

155 師的精兵。 的號令下，也就位進入應戰準備。到底往哪一

方向行軍，皆摸不著頭緒，但是最重要的是要

兵團全力展開了攻擊馬頭嶺陣地大作戰計 跟從前面的部隊，不能落後。

畫。時間仍是排在日本軍得意的夜間作戰襲

擊，預定在天亮前佔領陣地。木村軍醫(註:本 馬頭嶺周間，已由中國軍第 155 師築好堅

文著者)被認命為第三大隊的戰鬥救護班長，指 固的陣地，而對這僅由純兵團的一個旅圍攻

揮本村衛生伍長、衛生兵，與步兵二個分隊， 堅，一定是一場激烈的大會戰。重機關槍、輕

並攜帶二組擔架，跟從大隊的殿後行軍。 機關槍、迫擊砲以及大砲的轟聲，加上流彈在

頭上飛來飛去，槍聲漸漸轉快且激烈。前面戰

出擊前的晚餐為登陸以來最為豐盛的，每 鬥情況，殿後的無從知道，只是反覆前進、停

人配有二條附有魚頭的油炸觸魚討吉利。雖為 止，顯示已靠近主要陣地。

預祝勝戰，但是恐怕也有人是最後一次的晚餐

吧!可以預想激烈戰門的緊張氣氛瀰漫在隊 槍聲激烈響一陣子，聽到有重傷患發生，

中。 接到擔架前進的傳令，終於救護班要出動了。

草木靜寂的丑三時，突然連續「碰 J r 碰」

「咻 J r 咻」的槍聲，打破了周圍的沉寂。令人

心臟差一點跳出來，脈搏也加快了，大概雙方

的前哨線終於衝突了。

部隊立即進入戰鬥狀態，大聲的號令聲，

「日客漆 J r 喀漆」槍頭開始帶劍的聲音，以及「吱

喀 J r 吱喀」的腳步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

中，一波接一波的行動，大概也是日本陸軍傳

32 

順著傳令兵的帶路，快跑到現場，看到傷兵已

初步做好緊急處理，大腿被槍彈貫穿的傷兵躺

在地上;他已被緊急使用止血處理，局部施予

壓迫繃帶。幸好沒有骨折現象，脈搏也正常，

且沒有大出血的危險症候，而大概己打過鎮痛

劑，並末叫痛，只是昏昏沉沉而已。看過後，

大為安心，把他抬上擔架，就交代由四名一組

的擔架兵搬運。由於要把受傷者的槍以及裝備

一起搬運相當重，跟隨部隊前進困難，快到天

亮時，終於與前面部隊脫離了。好在天亮了，

2003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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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前進部隊走過的行跡，繼續行軍。到這時， 步經過這裡而碰上退卻中的大軍，後果真是不

槍聲安靜下來。可是走到馬頭嶺山麓下的小丘 敢設想，阿彌陀佛， r桑原，桑原。 J (註:日

時，突然從後面的松林裡，受到捷克機關槍的 語，猶如念佛，避開厄連的意思)。

掃射 。 直覺反射地發號命令: r跑到前面丘下的

凹地! J 我自己率先逃進小丘下的凹地，士兵

們也從後面跟著上來。同時有一名士兵大叫:

「中彈了! J 抱著膝蓋跪下來。當時以為又增

加一名傷兵需要擔架搬送，趕快準備急救。可

是那士兵又自己站起來，叫說只是射斷綁腳帶

的結頭，感覺上好像膝蓋被用棍子打到，但奇

蹟似的，只是綁腳帶結被射斷而已。心一安，

再看看周圍，卻不見剛才抬送中的傷兵。

從凹地抬頭往前方一看，傷兵就連同擔

架，掉在小丘麓地，更令人驚訝的是，有一士

兵用站立的姿勢發射三八步槍，與林中的捷克

機關槍應戰。

明治三十八年制定的所謂三八步槍，最多

只能裝五發子彈。他就用這槍，一次發射一彈，

勇敢地對抗敵人一分鐘數百發的機關槍。一面

保護傷兵，一面應戰，這種負責的旺盛士氣，

實在令人驚訝。而首先發號命令要逃走的軍

醫，真是感到恥辱。因此馬上高高舉起軍刀，

而身則藏在凹地處，再大聲發號命令: r 目標:

山林的敵人。開打! J 以全身的力氣發出號令

後，忽然輕機關槍停止射擊而退走了。據說中

國兵相信，死於槍彈者，來世仍是人，被刀切

死者，來世轉為豬犬，因此最怕日本軍的。也

許因為中國兵看到閃亮的日本刀，以為要開始

對這唯一不離開擔架而保護傷者的勇敢士

兵，只有從心裡感佩而抬不起頭來。想到被軍

醫與救護班兵丟在一旁時，傷兵感覺如何，一

定是心頭憤恨而充滿孤獨感，決心從此絕不再

如此不負責任，把傷兵棄置不管。

對這位不怕死，負責任的士兵-工藤一等

兵，事後知道他是來自物理學校的在學生，由

於不能再延期入伍才入營來的學生兵。物理學

校在日本可說最為嚴格的專門學校，雖然沒有

入學考試，每學年約千人入學，但能畢業的，

不過三、四十個學生。工藤一等兵大概因為不

能升級，才被徵兵入伍的。這種在學雖不是秀

才，但是這些留級學生中，也有勝過「珠玉」

的人才。

在不能判斷聰明或呆子的人類中，只有在

生死關頭發揮其大人物的真正面目，在此後的

戰役中體會了不少。對人的評價，真不能簡單

的就予以認定。秀才往往只顧自身的安危，臨

陣只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純兵團的馬頭嶺攻略作戰，似乎是成功

的。中國軍總退卻，而日軍只有少數犧牲，至

於第三大隊，則只有一個重傷兵而已。

進擊吧!後來打聽，才知道他們大軍是由這丘 (作者保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940 年畢業，曾任大阪市

地退走，而只留下勇敢的輕機關槍隊為後衛的。 立大學生理學科教授、主任及該校校長)

缺乏戰鬥力的救護班搬連傷兵，如果早一

2003 年九月

番胡言華:洪伯廷 (í毒、母校醫科 1959 年畢業，曾任台大醫院

副院長，現任母校自民科名譽教授)

33 



JING FU 景福醫訊

望

“間"“間"

“切"是中醫診

病的方法，其中

的“望"“聞"

又居首要。西醫

診病的步驟包括

病史詢問，身體

檢查及實驗室檢

查。病史詢問包

含“問"與

黨 “-匙-"
c::::> 觀 “色"

曾淵如

鬥精神，做事全力

以赴而不居功;多

角型臉的人有冒險

心及好勝心，屬於

不屈不撓，要爭取

勝利的人。鼻孔大

的人屬於浪費型;

鼻孔中心肌肉發達

的人是儲蓄家，但

非吝裔的人，在應

該用錢時，會一擲

“聞而身體

檢查必須做視

作者夫婦與女見攝於德國柏林之熊雕刻品展覽場
千金在所不惜;鼻

孔幾乎見不到的人

診、觸診、叩診及聽診，顯然，察“言"觀“色"

是醫師看病的重要步驟。例如聽到病人的急促

呼吸，可以推斷病人有呼吸功能的失常。看到

病人臉色蒼白，可以推斷病人患有貧血。察

“言"觀“色"有時也可由一個人的相貌、 言

語或舉止看出那一個人的性格及品德。

所謂“相由心生 一個人的情緒、性格、

修養可以呈現在面相。面紅耳赤是內心羞慚或

焦急的表徵。據說有些企業界的老闆在新人面

試時，很注意面相，甚至請面相師在場，提供

評估。面相書籍提到，例如倒立三角型臉的人

是神經質之內向型、富創造力型、體貼型或好

惡分明型;圓型臉的人，有社交性，能迎合他

人，是受歡迎的人;四角型臉的人有耐性及奮

34 

是嚴以律己型，這種人警戒心強，頭腦清晰，

會把工作處理得條理井然。這種人從事生意

時，必定是成功的商人。鼻子兩側的條紋短促

或不太明顯之所謂“短促法令"的人，對於任

何工作容易厭倦，見異思遷，不安於業;鼻子

兩側的條紋愈明顯之所謂“山型法令"的人，

做事積極，實踐能力強，是值得信賴的人;鼻

子兩倒的條紋成圓型分佈之所謂“圓型法令"

的人，樂天知命，喜歡其他人服務。這些別人

累積的經驗或許可供參考。當然，彈頭鼠目、

青面撩牙、尖嘴猴1思或長頸鳥喙，均是陰險狠

毒的相貌，這些相貌的人絕非善類。目挑心招，

血盆大口，濃妝艷抹的女人，必非淑女。不過

相貌堂堂而衣冠楚楚的人中，也有衣冠禽獸。

道貌岸然而西裝革履的人中，也有斯文掃地之

2003 年九月



徒，或專作偷雞摸狗的勾當，甚至在昇遷過程

中，暗示素賄，要求不樂之捐;或掠取他人的

成果而飛黃騰達。對於這種人無法由相貌來評

斷，但可由其舉止及行為來印證。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候的聰明，

未必連續至未來，然而“小時偷摘瓢，大時偷

牽牛可以管窺蠢測“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的事實。長期觀察一個人的言語及舉止，可以

瞭解那個人的為人及品格。在主從的溝通中，

神氣十足，趾高氣揚、疾言厲色的長官，只會

吐剛茹柔、欺善怕惡，是色厲內在的懦夫。在

會議中，飛揚跋腫、血口噴人、惡言惡語、如

潑婦罵街的人，具有作威作福、橫行霸道的性

格。凡事堅持己見、強詞奪理、橫柴舉入女士的

人，必是剛慢自用、頑冥不靈的人。經常喜愛

大放厥詞、長篇大論，但是所言僅是不根之談

或不經之論的人，必定胸無點墨，不學無術。

在風雲際會時，盛氣凌人、講話咄咄逼人、尖

嘴薄舌的人，是沒有教養、沐猴而冠的新貴。

在討論會中，自吹自擂、自賣自誇、妄自尊大、

JING FU 景福醫訊

真有夜郎自大的性格。會迎合長官、獻煙點火、

拍手附合、笑聲以應、唯唯是諾的人，必定有

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奴才個性。脅庸諂笑、

挑撥離間、媚上欺下的人一定會狐假虎威、狼

j貝為奸。在停車場上，未按行車指示，愛抄小

路的人，觀察結果儘是見風轉舵、投機取巧的

機會份子。自己喜歡作假，卻懷疑別人的人，

有“作賊喊賊"之精神分裂的性格。在高爾夫

球場打球時，經常少算桿數，基改記錄，擅自

移球，干擾別人推球，不遵守球場規矩的人，

擅於作假，虛情假意，是不守法而且好勝逞強

的人。的確“巧言令色，鮮矣仁善於使用

花言巧語，博取人家喜歡的人，很少有仁心。

顯然察“言"觀“色可以幫助疾病的

診斷，但也是評鑑一個人的方法。端詳人們的

相貌，注意他們的舉止及言語，可以瞭解人們

的個性與品德，有助於對人的選擇及相處之道。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6 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教授反擔

任景福醫訊編輯顧問)

、、1、、、、、、"-"-、、屯、、、、、、、、、、、、、、

( 國主台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誠徵教師壹名 : 
~ (一)應徵資格: t 
: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資格;具備圍內外臨床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者為優先。 i
? 2. 具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忱。

" (二)按具資料:
; 1. 履歷表及相關學位證明。

: 2. 五年內著作目錄並附重要著作抽印本。
月 3. 未來教學、服務及研究計畫概要。
: 4. 學術相關人士推薦函兩封。

: 5. 其他有助於暸解申請者之資料。
月(三)截止日期:九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 (四)聯絡地址: (1 00)臺北市中山南路七號台大醫院搶驗醫學部蔡克嵩主任 : 
~ (五)聯絡電話: (02)叩23456 轉 2150 傳真: (02) 23224263 
" E-mail aabb@ha.mc.ntu.edu.tw 
"六)預定起聘日期:九十三年入月一日 } 
\、、、、、、、、、、、、、、、、"、、、"、...............................、、、、.....，、、、、1、、、、"、、、、、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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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能

光陰如梭，匆匆已過一年半，又輪到我當

執行編輯。回想今年四、五月間一一正當全

台籠罩在 SARS 風暴下而人心惶惶之際，我

已著手邀稿，一開始因到處碰壁而有點擔

心，後來得到謝霖芬及畢柳鶯兩位校友的首

肯，真是滿心感激。謝霖芬主任是國內醫界

有名的攝影家，曾得過無數攝影沙龍的大

獎。這回他將今年二月間在北越所攝獵的一

些照片整理出來，讓我們得以神遊一下越南

美麗的山水，並感受到越南人民勤勞、純樸

圖書

“怨
“你:

“ 
一關

變琴

林銘川

與溫和的一面，徹底扭轉吾人從越戰電影中所得到的越南人慄悍的影像。畢柳鶯院長在「紐約

遊學 108 天」當中談到她追求藝術的一段心路歷程，絲絲、扣人心絃'也讓我體會到為什麼環肥

燕瘦都是美的道理。更讓我驚訝的是，與她同學且同門多年，至今方才知道她多麼富有文學及

藝術的細胞!

今年 6 月 30 日本刊的編輯顧問會議有一項新的決議一一每期增加一篇醫學新知，由各執

行編輯找自己領域中的新知撰文介紹。因此，本期邀請復健科王亭貴助理教授闡述「體外震波

儀於復健醫學的應用」來與校友們分享。

除此之外，還獲得多位校友前輩的賜稿，使本期得以順利出刊，在此特別向熱心賜稿的諸

位校友致謝。尤其是母院陳定信院長講述世紀顯學 基因體醫學之重要性，且母校即將成立台

大基因體研究中心以全力衝刺，期能在世界潮流中領先群倫。骨科陳漢廷教授逝世至今已 20

週年，為追憶這位台灣骨科巨孽，郭耿南教授將陳教授一生刻苦堅毅及一絲不苟的精神描寫得

淋漓盡致，以做為後輩的典範並且永遠傳承下去。蘇燦煮助理教授敘述母校護理系所近年來不

斷經由國際學術交流來提昇本土博士班之水準，其努力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戴鐵雄醫師的「小

貓咪」則是一篇充滿感性的文章，令人感動不已!軍國臨終物語第五集中再次地提及人性的弱

點往往在戰爭中顯露無遺，這也是為什麼曾淵如教授十分感慨地要吾人對周遭的人們仔細地加

以察言觀色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0 年畢業，現任母校復健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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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荷賞蓮(二)
; 時間: 2003年9月 1日至 10月 3 1 日

村辦 l' 地點:台大醫院西址中央走廊

攝影:郭英雄

~g .阿彌陀佛 O 圖 10. 含琶待放 。

111 紅花綠葉 O 圖 1 2 十全十美 。

13. 欲語還羞 。 圖 14. 雙荷競艷 。



酋文醫學輯學絞區曇 (國+益)

口腔額面外科與整形外科合開口腔癌
(右起楊子立、胡廣煜、陳右昇等醫師)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