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揚優秀青年 。
(左起醫七游欣樺、醫五林祥源、陳定信院長、牙六楊益明、醫技四張婷嵐、藥四林克儀)

陳院長(中)敬致校友韓良誠、龔芳枝教授(亢儷捐贈「沈思者」雕塑感謝狀 。

(羅吉雲攝)



會表督學晚

108通無麓鑫典禮

表揚優秀學生 。
(左起牙六洪嘉伶、藥四賴東醋、護三江致

遠、陳院長、醫技博三游益興、物治三林

敬予、職治三卓柏宏)

陳院長(右)敬致藝術作品展畢者張淑德

老師(左)感謝狀 。

• • • • • .. I接. • ... 
時間 : 2005年4月8日

地點: 102 講堂

攝影:學務分處羅吉雲股長

頒獎博士班研究生傑出著作 。

(左起分醫所陳欣怡、毒理所張正琪、免疫
所陳淑靜、研發室王錦堂主任、分醫所陳

俊豪、生理所楊昆達)

學務分處蕭裕源主任(右)、韓良誠教授(亢

儷(左)與病理科莊壽j名教授夫人莊黃芳
美支部長(中)及其小原流花藝作品合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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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我是“景福醫訊"的忠實讀者。每當收到寄來

的景福就迫不及待的從頭到尾細讀。通過景福

得知母校的發展近況和校友的動態，感到無限

溫馨。早些年景福刊載的文章，作者多半是一

些熟悉的師長、同班或上、下班同學，讀來倍

感親切。近幾年這些熟悉的名字逐漸減少或消

失，才驚覺時光流失快，歲月不饒人。

我是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 ， 同班同學大多

去做臨床，只有我選擇了基礎醫學，進細菌學

科做助教。科主任嚴智鐘教授，是一位溫厚長

者，像祖父般的慈祥。講師楊照雄先生在我擔

任細菌科助教期間，給我的幫助最大，他的悉

心教導，使我領悟到研究基礎醫學的重要，對

我後來的學習禪益良多。技術員林先生是日據

時代台北帝國大學細菌學教室留下來的，經驗

豐富，有關細菌的培養和染色技

術等，他都如數家珍。我做助教

帶學生實習，常常都要請教他，

他都毫無保留的傳授給我 。我很

幸運，在溫馨的環境中開始了我

的研究室生活。

" 

7王

孟春昌

在我擔任細菌學科助教的第二年 ，一個偶

然的機會，改變了以後的學習過程，引導我由

細菌學轉向做小兒科。那時台大醫學院由光復

前延續下來的日式教育逐漸改為美式。醫學院

和附設醫院接受美援，美國醫藥援華會就借駐

醫學院的一角 。 五0年代最早開始學術交流的

美國大學就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 ，繼之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 ity) 。杜克大學

醫院的院長波特(Mr. PO巾r)是一位醫院管理專

家，來到台大附設醫院，幫助醫院做制度上的

改革。醫學院院長戴維遜(Mr. Davison)是一位

小兒科教授。當時台灣尚沒有正式派遣留美學

生，都是個人向美國大學或醫院申請獎學金赴

美進修。我是第一個得到 Duke 大學獎學金的

台大醫學院畢業生。離台赴美行前，我向細菌

學科的老師和同仁道別，深覺依依不捨，最令

細菌學科位於一號館一樓，

寄生蟲學科在二樓。在二號館的

隔壁，靠近仁愛路。 二號館最廣

為人知，因為二號館是醫院區整

建時保留下來的唯一老建築， 一

號館則於 1983 年拆除 。 一號館正面 。 一樓是細菌學科 ，二樓是寄生蟲學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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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難忘的是嚴智鐘教授，在我向他辭行時，給

了我四十美元為我錢行 。在當時對一個窮學生

來講，是一筆不少的幫助，難得嚴先生對一個

助教的心意和鼓勵。 1952 年我搭飛機到日本東

京，再由橫潰搭乘威爾遜總統輪(President

Wilson)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越洋船旅是一個

非常難得的經驗，在太平洋上飄泊了很久才到

達美國西岸。

Duk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 Durham 是北卡

羅萊納州的一座城市，和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所在地)等構成 Golden

Triangle 是美國南方的大學醫學中心。杜克

(Duke)有非常美麗的校園，沒有高樓大廈，都

是一棟棟石砌的建築。在 Duke Hospital 兒科

做完 Intern 後，轉往紐約做住院醫師，然後到

費城 St. Christopher 兒童醫院接受兒童心臟科

的訓練。當時的院長是 Dr，﹒ Nelson '就是有名

的 Nelson 兒科教科書的著者。此後，兒童心臟

科學(Pediatric Cardiology)就成為我終生的專

業，當時還是一個新的領域。為了深入了解兒

童先天性心臟病的成因及病理，進入芝加哥

Hecktoen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 

Training Center for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跟隨 Dr. M. Lev 從事先天性兒童心臟病的病理

研究。觀察研究豐富的兒童心臟病理標本是我

從事兒童心臟病研究過程中最難得的學習經

驗。

1964 年到 Pittsburgh Children's Hospital' 

1967 年又回到費城 St. Christopher's Hospital 

for Children 從事醫療及教學工作。 St. Chris

topher's Hospital 是 Temple 大學的教學醫院，

我在那襄任職一直到 1974 年應國科會之聘回

到台灣，擔任台北榮總兒童心臟科的客座教授

為止。由 1952 年離開台灣赴美，到 1974 年回

台服務，這期間只有 1970 年返台做了短暫的

停留。當時昔日台大醫學院的面貌，尚依稀可

見，但是人事已全非。而今，台大醫學院院區

整建完成，附設醫院東、西兩院區隔著中山南

路合而為一。基礎醫學大樓的巍峨建築面向仁

愛路，正是矗立在昔日一號館的地點。撫今追

昔，往事猶如昨日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950 年畢業 ， 現任職於台北榮總兒童

醫學部)

4誼會金ι誼會忘ι誼會且已誼會~誼會~圈圈章法

1-3 身依倍多采

蘇承邦 USD $ 250 元 手包f右宗 USD 10 元
非本明石 USD $ 500 元 賴玉森 USD 100 元
陳增志 USD $ 300 元 施純森 NT $ 100 ，000 元
黃春銓 USD $ 20 元 黃丙丁 NT $ 10 ，000 元

非本洪i兼 USD $ 50 元 鄭鳳嬌 NT $ 10 ，000 元

江傳香 USD $ 100 元 其信良 NT $ 50 ，000 元

陳文淵 USD $ 100 元 溫文昭 NT$ 鉤，000 元

已產量會且已誼會主ι誼會且已誼會忘ι誼會恥ι誼會已

2005 年四月 3 



滋滋hI JING FU 景福醫訊
交哈哈余

治療用超脅迫的新進展

超音波影像在醫學上的應用，已經至少有

三十年的歷史，它的非侵襲性(non刊vasive

ness) 、動態影像(dynamic image)和相對可攜

性(portability) ，使得超音波成為醫師手中最重

要的疾病診斷工具之一。近年來隨著電腦與生

物科技的快速發展，超音波也有了革命性的進

步，其中筆者覺得最重要也最有前瞻性的部分，

至少包括了超音波顯影劑(ultrasound contrast 

agent)的發明以及其相關的應用，治療用高能

聚焦型超音波(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or HIFU) ，以及新的數位化成像方法，例如彈

性影像(elastography) 、 Tissue harmonic image 、

三維超音波(3-D ultrasound) (圖一) ，以及寬域

超音波(extended field of view ultrasound) ，後

者利用了現代電腦的高速運算和新的演算方

法，讓使用者能一窺組織的物理性質，或是更

立體與更寬廣的超音波影像，前兩項則是筆者

於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Depa此ment

圖一 三維超音波顯示胎兒的臉部

4 

陳文翔

of Bioengineering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博士研究和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博士後

研究的主要課題，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 ，

因此在此以短文針對前兩者作一個簡單的介

紹。

利 i有趕去j成員景;有Ij來進行毒品P基因轉移

超音波顯影劑的發明與臨床應用，是近十

年來的事情，基本上超音波顯影劑是利用空氣

對高頻聲波的高散射性質來顯出與週遭的對

比，超音波顯影劑是由一些由特殊保護殼層所

包里的微小氣泡(圓二)所組成，第一代的顯影劑

具有白蛋白(albumin)的外殼，內部包裹著空氣

的氣泡，最有名的是 Albunex ， 這是第一個得

到美國食品衛生管理局(FDA)核准上市的超音

波顯影劑;新一代的超音波顯影劑則使用較不

易溶於水的氣體，例如以 pe卅uorocarbon 或

SF4 為核心，加上由磷脂(phospholipid)類、 白

蛋白、聚合物(polymer)或介面活性劑(su巾ctant)

等保護殼層所共同組成的，目的首在延長超音

波顯影劑在血液中的壽命，並使其有更強的超

音波散射作用。超音波顯影劑的大小必須小於

10 微米(IJm) ，以便能通過微血管，在靜脈注射

後， 一般可以在血液中存活數分鐘 。

超音波顯影劑獨特的地方在於它受到超音

波照射時的振動方式:在低強度音波下(<0.1

MPa) ，顯影劑氣泡呈線性振動(Iinear oscilla

tion) ，也就是說氣泡的振動與超音波的波形相

2005 年四月



(A) G 法 8 Shell 

(B) 
圖二 超音波顯影劑(A)組成; (B)掃描電子顯微鏡照

片。

位一致，由於氣泡遠比血球在音波下振動幅度

大，超音波顯影劑約可增強血液的散射達 25

dB (300 倍)以上，因此不論在 B-mode 超音波

或是 Doppler 超音波下，超音波顯影劑都能有

效的增強血管或心室與周邊組織的對比，目前

臨床上主要的應用包括左心室內腔壁邊緣的顯

影(endocardial border delineation) ，如圓三，

目的是用來診斷不正常的心室運動;其他的應

用則包括診斷瓣膜性心臟病、左心室輸出容量

(ejection fraction) ，和血桂的位置與大小等 。

當音波強度大於 0.1 MPa 時， 顯影劑的氣

泡會開始產生非線性的振動(non-linear oscilla

tion) ，這時會有一些 harmonics 訊號，也就是

原超音波頻率，又稱基頻(fundamental frequ 

ency)的倍數頻率訊號產生 ，由於氣泡的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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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注入超音波顯影劑前(上圖)與注入後(下圖)

左，0室的顯影

harmonics 訊號遠大於組織的 harmonics ' 在

微循環(microcirc叫ation)內的顯影劑訊號就會

和週邊組織產生強烈的對比 ， 組織的血流狀態

(perfusion)就能夠被清楚的顯示出來，一般來

說最常用的是所謂 second harmonic 影像，解

析度可達 100 IJm 左右，臨床的應用包括了心

肌、腎臟的 pe巾sion 狀態，腫瘤的血管分佈等。

在音波強度更大時，例如 1 MPa 以上，強

烈的氣泡運動會產生所謂 cavitation 現象，

cavitation 時氣泡會產生不對稱的 collapse' 其

力量甚至可以在金屬上留下痕跡，其內部溫度

據估計會到達 6000 0K 以上，使得氣體分子產

生能階的變化，在暗室內因此可見到發光的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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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 ，稱為 sonoluminence 0 圖四顯示氣泡在不

對稱 collapse 時產生 liquid j帥， 在下方的鋁箔

留下坑洞， 如此的力量當然會產生所謂超音波

的生物效應(bioeffects) ，目前認為超音波所產

生的溶血(hemolysis)現象 、 血塊溶解(throm

bolysis) 、 細胞膜通透性增加(sonoporation) 、

高能超音波止血(HIFU hemostasis) 、體外震波

碎石(lithotripsy)等都和 cavitation 現象有關。

圖四 cavitation 時的不對稱 collapse 與 liquid jet 

超音波顯影劑在高強度音波時會產生

collapse 與 cavitation '並釋放出震波(shock

wave) ' 此時在 Doppler 超音波下會產生假的流

動訊號 ， 稱之為 stimulated acoustic emission ' 

例如圖五的肝臟腫瘤，由於超音波顯影劑會附

著在肝臟的 Kup仟er 細胞上 ，而腫瘤本身無

Kup仟er 細胞，附著的超音波顯影劑在高能時產

生特殊的 mosaic pattern 訊號，就可與腫瘤組

織清楚區分。

近年來研究發現超音波顯影劑在產生

cav i tation 效應時會在細胞膜表面上產生非永

久性的破洞，因此也被利用於局部的投藥(drug

delivery)與基因治療，其基本想法是希望在只

有超音波照射的部位才有作用，不要全身性的

副作用。圖六是 ImaRx 公司生產用於基因治療

6 

圖五肝臟的 stimulated acoustic emission 圖片 ，

橫的箭頭是肝腫瘤的位置，垂直的箭頭則是

超音波的來源方向 。

圖六 ImaRx 公司生產用於基因治療的超音波顯影

劑以及轉移後 eGFP 基因在 HeLa 細胞內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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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音波顯影劑的示意圖以及目前本研究團隊

利用 cavitation 效應來轉移 plasmid進入細胞後

表現綠色螢光的照片。

本能眾生超音汰的股海燒均

癌症為現今世界威脅人類生命的最大敵

人，每年許多病人在診斷出罹患癌症的同時，

腫瘤已擴散或轉移，無法用于術完全切除，而

且當今的化學或放射線治療方式，對許多癌症，

尤其是腹腔的肝癌與膜臟癌，效果有限，病人

難以接受對再生或轉移的腫瘤反覆開刀或化

療，放療也因劑量累積的關係，不能多次進行，

此外，對於某些良性腫瘤(如子宮肌瘤)、佔據空

間的腦腫瘤(space-occupying brain tumor) ' 或

是轉移腫瘤的姑息治療(palliative treatment) , 

病人寄望非侵襲性的方法，最好不用開刀且不

用住院，方便便宜，又可以有效減少腫瘤體積，

減少腫瘤併發症。因此，如何發展出一個效果

可靠、可多次給予、低侵襲|笠 、不用住院而且

便宜的療法，就成為現今癌症研究的一大挑戰，

近年來高能聚焦超音波療法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therapy ，簡稱 HIFU)的發

展，對未來癌症治療，指出了一個極具潛力的

方向。

傳統的觀念以為超音波對組織是沒有傷書

的，其實不然，這完全是能量大小的問題。高

能聚焦型超音波其目的就在殺死目標區的所有

組織，有些類似復健科物理治療的的超音波熱

療， HIFU 基本仁也是-種熱療，只是能量更高

更集中，一般來說臨床診斷用超音波的能量多

小於 0.1 W/cm 2 ，物理治療的超音波熱療能量

多小於 1 W/cm2 ，然而 HIFU 的能量則多在於

1500 W/cm2以上，因此可以在瞬間將焦點區的

組織溫度提高到 700C 以上 ， 細胞的蛋白質在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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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溫度會產生變性(denature) ，從而將病態的組

織殺死 o

因此，高能聚焦超音波是也可以用來燒灼

腫瘤組織，早在 1940 年代 'F叩等就利用聚焦

的方式，將超音波能量集中於腦部深處，來燒

灼特定部份的腦組織，以治療巴金森氏症，高

能超音波療法有許多特點，簡單來說包括了:

1. 超音波能量經特殊方式聚焦於小於 1 公

分直徑的一小點，可於極短的時間(數秒或小於

一秒) ，將焦點的溫度提升至細胞蛋白質變性所

需的溫度以上，就像用放大鏡將光能集中來燒

紙片一般，可作有效且精確的燒灼。

2 . 由於聚焦的關係，焦點範圍與周圍區域

的溫差極大，居於高能超音波與焦點間的中介

組織或焦點周圍區域的組織不易被加熱，因此

不易傷到正常的部份。

3. 百萬赫茲(megahe也)的超音波穿透力

佳，可及皮膚下數公分，因此可由體外燒灼皮

下深處的組織或器官，也就像武俠小說中的“隔

山打牛"一般，為一種非侵襲性的局部療法，此

特點為其它新的局部癌症療法，如雷射或電燒

灼所不及。

4. 超音波是高頻的聲波，無放射線，無累

積問題，可同處反覆給予。

5. 治療用高能超音波若配合良好的影像

系統，如核磁共振掃描(監測溫度變化)或特殊

設計的診斷用超音波系統(監測組織變性後聲

哀滅性質或是聲阻抗的變化) ，可即時監測燒灼

範團與成效。這也是放射線療法，包括先進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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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或光子刀所無法達到的。

6，高能超音波系統的造價低，無耗材，又

因其非侵襲，性，病人可門診治療，節省醫療成

本。

7 高能超音波的研究目前世界上仍處於

起步階段 ， 有機會讓台灣成為世界一流。

8，高能超音波系統的科技門坎不高，以台

灣的科技水準所有關鍵零組件都有能力自行製

造，需要的只是組裝與系統整合， 可藉此提升

台灣生物科技水準。

圖七顯示華盛頓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所發

展的手執式 HIFU 治療儀的基本構造。由於超

音波獨特的非侵襲↑生，也就是說除了米粒大小

的焦點外，其於周邊組織 ，尤其是中介組織 ，

都不會造成傷害(圖八) ，因此筆者認為 HIFU 在

不久的未來很有可能成為輔助外科手術的最重

要治療方法 ， 尤其是在惡性腫瘤的切除。以下

針對目前 HIFU 在治療惡性腫瘤方面的應用作

一簡短的介紹 :

目前高能聚焦超音波在歐美國家仍在研究

的階段 ，在美國有數家公司在進行第三期人體

試驗， 其試驗主要是針對前列腺肥大(Focus

Surge叩) 、 子宮肌瘤與乳癌(InSightec) ，英國與

法國亦有數個研究中心 ，正在作積極的腫瘤燒

灼研究 : 亞洲國家則有日本的子宮肌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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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唯一有商業化的治療儀上市，並已在臨床

上廣泛應用於病人身上的，則以中國居領先地

位，根據他們在腹腔腫瘤與骨癌的治療經驗，

高能聚焦超音波的臨床效果非常良好。

個人認為高能聚焦超音波最好的應用，應

該是在良性的深部腫瘤，如子宮肌瘤，不能傷

到中介腦組織(Intervening brain tissue)的腦

瘤，或是放射線或化療效果皆不好的腹腔腫

瘤，如肝癌與膜臟癌，目的在減小腫瘤體積。

高能聚焦超音波療法無論如何是一種局部療

法，無法對抗微小看不到的轉移。 HIFU 的特點

在燒灼後組織會發生凝固性壞死，一段時間後

會被吸收，因此體積會有效減少，例如對於出

血過多(微血管會凝固止血)，又大到會影響正常

子宮功能的子宮肌瘤，實為絕佳的療法，且病

人不用開刀，再長大還可以再燒一次。此外，

如果對惡性腫瘤治療的目的在減小腫瘤的體

積，以減少腫瘤的副作用，或是目的在配合化

療或其它全身性的療法，如免疫療法，先利用

HIFU 減小腫瘤的體積，使藥物更易深入腫瘤，

增加效能，高能聚焦超音波療法亦是絕佳的方

式。對於想要治療良性腫瘤，卻又不想留下刀

疤的婦女而言，高能聚焦超音波療法似乎也有

一定的市場。

然而高能聚焦型超音波還仍有許多需要改

進的地方，以成為一個真正成熟的產品，舉例

來說，目前雖然中國有數個商業化的產品上市，

但是這些機種都不具備即時監測的功能，對大

的腫瘤也許不是問題，但是病人若會移動(如接

近肺部的腫瘤會因呼吸而移動) ，或是需精密定

位的腫瘤，如腦部的小腫瘤，即時監測就很重

要，以保證燒灼不正常組織，而不要傷到重要

的正常組織，引起副作用;此外，研究發現 ，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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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灼時所產生的焦斑不一定會如預期，有時候

會產生形變，由紡鈕形變形成蚓蚓形，或是會

向超音波探頭方向移動一段距離，這樣的現象

有可能造成無可預期的後果，尤其在沒有即時

監測的系統中，因此發展一個有效的即時監測

系統至為重要。

腫瘤切除，以國人最常見的肝癌來說，聽

起來就是必須用于術刀切開肚子，再在肝上劃

幾刀，血流成河才能完成，現在利用 HIFU 來

做，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境。 HIFU 可以在不傷

害周邊組織的情形下，將超音波能量集中，把

腫瘤以一次一小區域(米粒大小)的方式，燒一個

三維陣列而逐步摧毀，目前在美國、中國與日

本都已經有數家公司在研發生產 HIFU 治療儀

器，並且在美國、英國、法國及日本都有在進

行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癌及乳癌的臨床試驗;

中國大陸目前至少有三家公司在研究及生產大

型腹腔腫瘤治療儀，以最著名的重慶海扶

(Chongqing Haifu)為例，他們在腹腔腫瘤的治

療，包括肝癌、膜臟癌、大腸癌及胃癌等，都

得到確定的療效，另外在骨癌的療效也異常顯

著，常可因此而避免患者截肢。圖九是美國

Focus Surgery 公司生產的前列腺 HIFU 治療

儀。圓十則是上海愛申公司生產的 HIFU 腫瘤

治療儀。目前國外的原型機種或中國大陸生產

的商用機種，主要是利用診斷用超音波來監測，

然而超音波影像品質不佳，且會嚴重受到高能

超音波的干擾;較好的方式是利用磁振造影來

監測，然而由於磁振造影本身的高單價與高技

術，目前世界上尚未有成熟的整合系統，以美

國 GE 公司的磁振造影儀與以色列 InSightec

公司的 HIFU 整合系統較接近商業化，但仍尚

未得到美國 FDA 批准(已通過用於治療子宮肌

瘤) ，其所使用的是單一的防磁 HIFU 探頭，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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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Focus Surgery 公司生產的前列腺 HIFU圖九

非常困難會以國內的生物科技水準'加上筆者

於國外所學的技術，國內都可以不仰賴進口自

行製造，兩者都是國外目前研究的當紅課題，

未知的部分還遠超過已知的 ， 是極佳的研究題

材，而且後者已經應用在臨床上，不再是學術

象牙塔裡的神話。個人以為:高能聚焦型超音

波最大的潛在市場在於所謂的 palliative 腫瘤治

療，目前罹患惡性腫瘤不能根治的比率太高

了，許多病人因年紀或健康因素，侵襲性療法，

如手術是無法使用，化學治療與放射線治療都

有許多副作用與極限，試想若一個病人被診斷

是末期轉移肝腫瘤，無法開刀，能怎麼辦?化

學治療對肝癌效果不佳，放射線療法不能反覆

做，若能用 HI FU 療法每週來門診燒灼腫瘤，

不用住院，只要長出來就把其燒掉，如此相信

應能大大延長病人的壽命，改善癌症病人的生

活品質，並且減少 tumor bu rden 所引起的諸多

致命的副作用!

上海愛申公司生產的 HIFU 腫瘤治療儀圓+治療儀

測的對象是焦點溫度變化，比起監測腫瘤周圍

血液灌流變化的方式(我們未來計劃方向)較不

具生理意義。然而正因為成熟產品尚未出現，

因此是極有發展潛力與商業價值的方向，以台

灣的製造能力，所有 HIFU 的零組件都可自行

製造，缺乏的是針對特殊用途，如組成防磁

HIFU 探頭，以治療惡性腫瘤為目的的一系列有

計畫工作，因此由學術機構擔任整合者，由民

間高科技廠依臨床需求來實際製造，並於將來

申請專利且進行學、產間技術轉移，實為最佳

的產學合作範例。

HIFU 目前的研究還包括外傷止血，即利用

手執式超音波診斷與治療儀，在戰場與車禍現

場作緊急止血，以免因內出血死亡;其他研究

中應用還包括心臟內異常放電點的去除等。

才去結

(作者你母校醫學玲、 199 1 年畢業，現任母校復健科助理

2005 年四月

教授)

超音波基因轉移與高能緊焦型超音波對國

內的醫界來說都是較新的觀念，然而筆者認為

卻都具有無限的發展空間，兩者的製造都不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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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台灣巨星眼科醫師

醫療章獻獎」寶典有感

2004 年 11 月 14 日在中華民國耳鼻喉科

醫學會會員代表大會上，我接受林凱南理事長

的頒獎，獎項為「第六屆台灣耳鼻喉科醫師醫

療奉獻獎」。金質獎牌的錯文為:

林萬哲醫師惠存

第六屆台灣耳鼻喉科醫師醫療奉獻獎

我黨典範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

理事長林凱南暨全體會員 敬贈

2004. 11 . 14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於 1965 年 11 月

成立 ， 於 1999 年特設置「台灣耳鼻喉科醫師

醫療奉獻獎r 一年一頒'所以今年恰好

是第六屆。 此獎設置之目的是推選對耳鼻

喉科醫學界具卓越貢獻者，由中華民國耳

鼻喉科醫學會致上最高敬意，表彰其貢

獻，並賦予傳承後學之意義。凡本會會員

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均得由會員推薦經

本會理事組成的評議委員會評定為受獎

對象。評審標準如下:

1 學 歷:具完整且優秀之醫學訓練 。

2. 主管資歷:曾任國內外各大醫院主管

職務表現優良者。

2005 年四月

林萬哲

3. 教 職:於學術界擔任教職並具卓越貢獻

者。

4 . 會 務 : 曾擔任本學會職務，貢獻自己服

務會員者。

5 . 開業口碑 : 從事基層醫療服務，於同業中表

現優異者。

6 . 社會服務:熱心公益於社會服務，著有聲望

者。

林凱南理事長在頒獎典禮上特別說明他今

年推薦我來當醫療奉獻獎得獎人的理由主要有

二 : 其一，我在台北市立仁愛醫院耳鼻喉科科

主任的任上持續達 29 年，每年以訓練一名住院

醫師來估算，也訓練了將近 30 人當上耳鼻喉

科醫師，服務於社會，算是作育人才。其二 :

作者(右)從理事長手中接受獎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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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我對學會的醫學 喉科主任。

雜誌付出心力相當多，曾經擔任總編輯 8 年，

對論文的刊登，務使其完善，算是對學會有了

一定的貢獻。

我個人對膺選為醫療奉獻獎得獎人，深感

榮幸，首先得感謝林凱南理事長的推薦，以及

理事們的垂青與肯定。這次受獎，感觸良多，

在此略抒情懷，擬從學藝 、 服務及教學各方面

來談。

我於 1961 年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畢業，服一年預備軍官役，於 1962 年 10 月進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耳鼻喉科當住院醫

師，開始了耳鼻喉科醫師的生涯。入局當時主

任為杜詩綿教授 ， 男外的教師有洪文治教授、

廖大栽副教授、蘇肇凱講師、陳連衡講師、謝

地講師、郭文芳醫師。總住院醫師是吳善德醫

師，第三年住院醫師有趙瑞煌、李宏生醫師，

第二年住院醫師有洪維岳、張哲東、徐茂銘醫

師，第一年住院醫師亦即同期同學尚有李嵩

斌、韓毅雄、廖甫哲醫師。住院醫師的訓練過

程中，主任教授的行事風格影響最大。另外所

有主治醫師都是老師，而前後期的住院醫師就

是師兄弟了 。主任以下，凡是比我高班的都是

教學提供者，他們除了醫學醫術的傳授之外 ，

連對待病人的訣竅，也有示範作用，而一般的

待人接物則更不用說了。而同期的同學則互相

扶持、切磋、激勵，也建立了友誼。當時住院

醫師制度的員額採金字塔式，總住院醫師僅一

名，也就是每年要淘汰部分的人。我很幸運獲

主任及科內上級醫師的提攜，於 1965 年 8 月

順利升任總住院醫師。翠年總住院醫師任滿而

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承杜主任推介，台北市立

醫院林茂生院長接納，遂到市立醫院擔任耳鼻

12 

台北市立醫院後來改制為仁愛醫院，我在

該院當耳鼻喉科主任的時間很長，達 29 年之久

(1966 年 8 月一1995 年 8 月)。 其間，著力發展

擴大本科規模，開始甄收住院醫師並予以訓練

(前後共收 38 名 ，我調職前完成訓練者 33 名) , 

讓醫局員繼續深造、轉任他院或開業而服務一

方，從事學術研究及撰寫論文，臨床診療工作

持續不懈，及引進優秀主治醫師等。後奉調到

和平醫院當行政副院長，參與醫院行政管理之

務有 5 年半之久(1995 年 8 月一2001 年 3 月)。

又輪調到陽明醫院當顧問醫師，僅 4 個半月

(2001 年 3 月一2001 年 7 月 15 日)即屆齡從公

職退休。然後轉任羅東博愛醫院耳鼻喉科，繼

續貢獻棉力。在臨床工作方面，我一直在台大

醫院耳鼻喉科當兼任主治醫師，也曾到公保及

後來的健保門診中心當過應診醫師。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 1965 年 11 月成

立時，我躬逢其盛，早期曾襄贊理監事們的工

作，協力籌辦第 2 屆亞太耳鼻喉科醫學會(1971

年) ，也參與委員會。其後我擔任理事前後達 4

屆 16 年(1975-1987 ， 1991-1995) ，擔任監事兩

屆 6 年(1972-1975 ， 1998-2001) 。期間曾共同

促成專科醫師制度的確立 o 我對本學會各種制

度的制定跟確立曾提過不少建設性的建言，對

台灣耳鼻喉科醫界的發展也貢獻了一定的心

力。 1987 年 11 月的年會，我擔任學術演講會

的會長。我很長期間參與本學會〈中耳醫誌〉

的編審或編輯，且從 1988 年到 1995 年的 8 年

之間出任總編輯一職。對本醫誌的制式化及格

式的改進提供了一些意見。順便一提，本會在

今年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已正式通過了提案正名

為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

2005 年四月



我曾兼教職而授過課的校系有台大醫學院

醫學系 、 牙醫學系，台北醫學院醫學系、護理

學系，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台北護理學院(實習

指導)等。我講授的課目前後有咽疾患、扁桃疾

患、鼻出血、鼻炎、鼻竇炎等;另外在台大耳

鼻喉科主辦的住院醫師基礎醫學訓練課程的題

目則為扁桃手術 、學術論文的撰寫等。我專攻

鼻科學，以前對鼻竇炎的手術特別投入，尤其

對曾經別人開過刀而不癒的案例 ， 不厭其煩的

予以再于術'使得病人的頑疾得以解除。

個人的嗜好及休閒活動主要為打橋牌及打

高爾夫球，打橋牌可以激盪腦力，打高爾夫球

日期 講者

JING FU 景福醫訊

則可以活動筋骨、呼吸新鮮空氣。

這次有幸獲獎，個人實在感受到莫大的鼓

勵，我由衷感念學藝時期師長們的詩譯教導、

同門的扶持切磋 ， 服務方面則感謝上級的支

持、同事的合作 ， 教學方面則感懷提供我機會

的學界前輩、不怕我胎誤的學弟學妹們， 我也

很感激耳鼻喉科同道們長久以來給我的鞭策與

指教。

(作者像母校醫科 1 96 1 年畢業，目前任羅東博愛醫院耳

鼻喉科主治醫師)

講題

5/07 王麗容教授 個人與家庭如何看待失業問題
I~ I - /çc，.. '\..J 可J、 v、 I '-' ‘ /、 /J -~/、』 月 " '間 1 . " ./ 、 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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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森於冤教授胸像設置仿v' ;þ仇

台北帝固大字匿半部 l士 1 936 年lζ東京帝固大字

匿半部法匿竿教授三固定則先生在匿左手部長主 Lτ開

設在:h、第一回生 l之|日制高等字校卒業生 40名別入半

L -;主 L元。 1 938 年 4 月 匿掌部問智、全加成立志扎、

古時仿第三代匡字部長、解剖字教授、文豪森鷗外先生

仿御令息、文字素養計高U隨筆家森於克先生力， I東寧

金」主命名均在札;tL1己。先生l立其仿後第六代匡半部

長 l之也 f~G 札;t L元。

戰後日本位婦固在扎京 Lt二「東寧金J 合員別多大 f~

困難安克服 Lτ 、 1 94 8 年仁褔岡-c." 1東寧金」仿再

建在計。、本部在東京都位置'ê:、每年純金在開催 Lτ

參砂土 L元。 一方台清-C'I土「東寧金j 支部糾設立在才1、

第一回生固立台灣大字匡字院藥理字教授、匡字院長、

故李鎮源名香教授加初代「東寧金台灣支部」長安務的

b才L、每年少數f~泌 b台1穹的金員力1 日本可亡、開催在才"L-;主

L1三純金 l之參加 Lτ來去 L元。去年李鎮源、支部長討亡

< f~ G 札;tLt己的守、第三回生(])內科名言教授采瑞樸
加支部長安引含維芳、;tL1己。

因本lζ台構可:' 1立台北帝固大字匯丰院藥理字教授、固

立台浩大字匡字院院長故杜除明教授計台講給、督府反

竿校、台清反字專門字校、台北帝固大字匡字部及。附

厲匡字專門部、並lfIζ固立台寓大字匡字院仿卒業生在

網羅 Lτ景褔金主言毛主問字金(同意、金)在于結成 L、每

年給金在開催 L可亡參吵主 L元。前述仿台「有可亡、仿匡師育

成仿場可7、正~;;S匡字仿字校力hf勻亡 |日 台北城門。)- -')

14 

宋瑞樓

可吉、志早已「景褔門」仿附近I=--lb ~ ;t Lt己的-c."、毛之可、育

。 f三字生寸 f~ :b s 台北區字專門掌校。3同意金1亡、 lb ;;S

「景褔金」、「南j冥金」主台北帝圍大字仿同懇金「東寧

金」及。、固立台浩大字區竿院仿卒業生在金員 lζ合吟

「景褔金」在于創設、全員「景褔金」金員(:: f~ 句;t L元。

亡之石可吉、在 日「東寧金」員也年年減少 L年一回的給

金運當也困難l二 f~ ~、 20 0 3 年 1 0 月仿東京給、金-c."、

結束寸志主決的、毛仿記念 l己就U可亡色 J守主意見別交 ð

才L、全員一致℃、森教授仿胸像在作成 L、景褔金館l乙設

置寸之5 二左 l二令吵主L1三。「東軍事金J 東京本部主台j穹

支部τ、失夫委員金在設付、 日 本、台講共同出資-C'台瀉

側別胸像作成的任在于受 It持。二主古今句、著著主準備

在進的可::- 'ê:;t L元。 昨令胸像作成別完成 L ;t L1三仍可了、

1 2 月 1 8 日午前、另IJ紙7。口夕、手 A仿 J三步 lζ森教授仿

御遺族、東寧金東京本部代表 、 台海東寧全員參加仿也

(:: -c恩師故森教授在億五胸像除幕式在開催寸之5 次第

-c."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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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師森於免教授拘傢玄之量的絲、每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是在 1936 年開設

的，由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法醫學教授三田定

則教授任職醫學部長，第一屆學生有舊制高等

學校畢業生的名入學。 1938 年 4 月成立了醫
學部同學會，是由當時的第三任醫學部長，解

剖學教授，也是文豪森鷗外教授的公子，其文
學素養極高的散文作家森於黃教授所命名為

「東寧會」。教授後來也擔任第六任醫學部長。

戰後回到日本的「東寧會」會員克服了許

多的困難，於 1948 年在福岡計畫重新組織「東
寧會 J' 本部設在東京都，每年召開總會。 另一

方面在台灣設立「東寧會」支部，第一屆畢業

生國立台灣醫學院藥理學教授、醫學院長、故

李鎮源名譽教授擔任第一任「東寧會台灣支部」

長 ，每年雖屬少數，但是台灣的會員也去參加

在日本召開的總會。去年由於李鎮源支部長逝

世，所以由第三屆畢業生的內科名譽教授宋瑞

樓繼續接任支部長一職。

連帶說明，在台灣由前台北帝國大學醫學

部藥理學教授、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故杜

聰明教授網羅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醫學

專門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

門部、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結合

宋瑞樓

成立所謂「景福會 」 的同學會(同窗會) ， 每年召

開總會。因為上述之台灣醫師養成教育的醫學

學校一直都在舊台北城門的一個的「景福門 」

附近，所以包含了在那裡成長學習的學生，也

就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同學會的「景福會」、「南

淇會」及台北帝國大學的同學會「東寧會 」 包

括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的「景福會 J ' 

全部成員都成了「景福會」的會員。

然而在日本的「東寧會」會員逐年減少，

一年一次的總會營運也變得困難，所以 2003

年 10 月的東京總會上決定結束。為了紀念「東

寧會 J ' 大家交換了意見後，全員一致決定製作

森教授的胸像，設置在景福會館中。因此「東

寧會」東京本部和台灣支部各設委員會，由日

本、台灣共同出資，台灣方面負責製作胸像，

而穩步順利地進行準備工作。由於最近胸像製

作已經完成，在 200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依
照所附的程序表，由森教授的遺族們 ， 東寧會

東京本部代表和台灣東寧會員參加舉辦了懷念

恩師故森教授的胸像揭幕儀式。

(作者條金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941 年畢業，現任和信醫

院名譽院長)

呈長等E唔會

『辜百k方合著三孝文吹草èJl匈 T象』 香昌議草95幸聾
日期: 9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10:00----11 :00 

地點:台大景福館一樓會議室(台北市公園路 15-2 號)

10:00~10:10 

10:10~10:20 

10: 20~10:30 

10: 30~10:35 

10:35~10:45 

10: 45~10:55 

10: 55~ 11: 00 

報到

東寧會支部長致詞

東寧會東京本部代表致詞

台大醫學院教務分處主任致詞(代理陳定信院長)

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主任致詞

森於黃教授家屬(媳婦)致詞

揭幕典禮(請移駕至一樓大廳)

樓
翼
地
奔
子

瑞
開
沖
地
里

宋
新
楊
菊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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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薛

除幕式l之三~ VJ ，東寧金金長三浦值祐先生仿代理主

L-C一言述A吞吐τ頂~'i寸。

東寧金 l立金員。3高齡化也有吵、昨年 1 1 月在色。τ

最終給金主扒7三 L ~主 L1'三。再去仿際、私達加台大臣字部

可了、區師 cLτ的教育在受 '11之三恩 lζ妨寸之5御札的氣

持屯在何恥形cLτ殘再去否可、 i土 Itv'恥、主仿動議討提

言 ð 才'l~主 L 1'三。

楊恩標先生、楊照雄景褔金金長安始玲、這，J:r台北力h

b 二、參加仿先生方仿三意見老聞主、司f仿場lζ於 L 、τ森

於革教授的胸{象老贈至3 二主力，~ ~主 砂土 L元。

司':Lτ本日、景褔金金長})J三 lf先輩仿先生方份工、助

力lζ 止。、立ì'ffi; 7出胸(象力1除幕 ð 才丸之5 二 cfζ7訣。'i L 元。

森教授在于仿、手上可士、想起 L ~主寸仿 l士、元仙台區專解剖

竿的藤野教授主魯迅(J) 闋係守、寸。 T度 1 00 年前、仙

台區專ι留字 L -C v 、 1二魯迅l士、日本語泌充分--Cf立(Ìi) VJ

E主甘心可吉、 L元。藤野教授別「私仿講義l士、筆記-C'~ ~主

寸力這 ?J 主魯迅l二尋松、「少 L出來去寸」主答之元左

之石、「持。τ~τ見甘It ð v 'J 主言b才L元左言v' 'i 

寸。 1 、 2 日 Lτ藤野教授力，~憬。τ芒克/一←在見

可亡魯迅咕。、勻< VJ L ~主 L元。/一← l士、 l土匕益。力這些〉終

句'i -C'、全部朱筆可吉、添削 Lτ仇。、多〈仿拔'11三笛所、

文法仿韻。'i --c一勾訂正主仇τ v' 1'三仿℃、寸。/~-1口/'

仿理想主義lζ憧才1、區師安諦吟τ作家主 Lτ立。^<、

2 年間--c、婦固 L克魯迅i士、北京仿寓居仿机仿前lζ藤野

先生仿萃稟在貼。、質朴It越前人仿風貌的奧 l之有 o何

屯的力站在感匕繞 '1元 cv'v'~主寸。

私達仿解剖竿σ3森教授在{JiSI，~教文子達仿氮持t;，忠、

二仿魯迅主藤野教授仿師弟閩係lζ(以 f三屯仿糾正00 主、

16 

新開案

感匕'i寸。森鷗外仿乙、長男守、(Ìi) 0森教授l土文筆 lζ 屯{憂

才1、名著「解剖台lζ仍。可亡 J 1立殆 c" 仿間會、生糾謊!V-C'、

坊。 1主 L元。老仿教文 l己從心、森教授仿古長男、台大

臣半部的 5 回生仿真章君l立、父 ﹒ 森教授主問匕研究者

仍道在步砂土 Lt-=.。真章君的生男仁(Ìi)元 o現千葉大字大

字院教授森 千里先生毛主先解剖竿仿專攻主閩扒-C

v' ~主寸。私達台大臣半部卒業生仿、匡師主 Lτσ3強固

It礎l士、正lζ森教授仿教文 l之上。 τ築力、才'l 1三 c v' 。 τ

也過言可:'1立志。'i甘心。

私達l士、森教授在筆頭仁、當時台大臣竿部l三在籍在

扎克、日本區竿金仿最先端在走。可亡扣 b扎在優秀拉先

生方在?你lf弓弓、青年字徒主 Lτ台大臣半部lζ孝心花、

御恩古詩。在于、子身孫J苛求可7語句結吉克 V \ C 思。可亡扣

句'i寸。

御列席仿東寧金金員及lf參列σ〉皆樣、本日 l立有難?

御座居'i L元。

2004 年 1 2 月 1 8 日

東寧合金長三浦值祐先生代理

第 5回生新開美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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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辭

新開案

藉著今天的揭幕儀式，請容我代理三浦恆 風貌的背後之恩情。

祐東寧會會長發表祝辭。

因會員高齡化的關係'去年 1 1 月在東京

舉行了東寧會最終總會;當時我們有感於在台

大醫學部接受了醫師養成教育的這份恩情，是

不是可以用某種形式留下來?因此提出了動

議。

聽取了楊思標教授，楊照雄景福會董事長

及遠從台北來參加的教授們的意見之後，當場

就決定贈送森於免教授的胸像。

今天 ， 因為有了景福會董事長及各位前輩

的幫助，才能有這樣隆重的胸像揭幕典禮。

我的感覺是我們這些回憶解剖學森教授教

學的學子們的心1育，也與魯迅及藤野教授的師

生關係相似吧。森鷗外的長男森教授的文筆也

非常卓越，幾乎所有的同學都讀過他的名著「解

剖台仁仍句 τ 」。如同遵循著父親的教導，森教

授的長男 ， 也是台大醫學部的第 5 屆畢業生的

真章君，也步上與父親森教授相同的研究者道

路。聽說真章君之踴森千里教授，現在也在千

葉大學大學院專攻解剖學。可以說，我們這些

台大醫學部畢業生，身為醫生擁有堅固的基

礎 ， 就是因為在森教授的教導之下被構築的也

不為過。

憶起森教授及其他當時走在日本醫學界最

在回憶森教授時就會想起原仙台醫專解剖 先端之教授們，我們在台大醫學部受教的這份

學的藤野教授和魯迅的關係 。正好在 100 年 恩情和驕傲，我真想繼續流傳給子子孫孫們。

前 ， 在仙台醫專留學的魯迅，日文還不是十分

流利。藤野教授問魯迅「我授課的內容，會記 今天非常謝謝列席參加的東寧會會員及各

筆記嗎? J 魯迅回答「稍微會一些 J '藤野教授 位貴賓。

聽到這回答時說「拿來給我看」。過了一 、三天

之後在看了藤野教授送回來的筆記時魯迅嚇了

一大跳。筆記本，是從頭到尾全部用紅筆刪改

著，連許多遺漏了的地方、文法的錯誤等等都

一一被訂正過來。因為憧憬拜倫的理想主義，

放棄當醫師而改行立志成為作家，只在日本待

了兩年就回國的魯迅 ， 在他北京寓所的桌前貼

著藤野教授的照片，持續感受到質樸的越前人

2005 年四月

2004 年 12 月 18 日

東寧會會長三浦恆祐先生代理

第 5屆畢業生新聞突

(作者你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 943 年畢業，現於日本廣

島縣賀茂郡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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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文教授胸像揭幕儀式講結

東寧會台灣支部長宋瑞樓教授 :

景福會董事長楊照雄教授

東寧會日方代表新開突先生

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主任菊地

吝先生

本人謹代表台大醫學院院長陳定信，歡迎

所有東寧會的成員蒞臨台灣，回到母校台大醫

學院來參加這個非常有意義的盛會一森於黃教

授胸像的揭幕典禮。

以一位後生晚輩，面對這麼多位老師及前

輩說話，心理感到十分惶恐且慎重。事實上我

本來並不了解東寧會，也對森於黃教授不熟

悉。藉由閱讀陳萬裕教授的回憶錄，才了解東

寧會成立的歷史及感人的友誼，也才知道森於

冤教授是我們老師祖。森於荒教授在 1936 年

毅然決然的帶著夫人及三個幼子來台，主持台

大解剖學科並擔任兩屆的醫學部長，一生奉獻

於台灣醫學教育，並建立台大醫學院的優良傳

統，對台大醫學院有重大的貢獻。台大之所以

18 

楊洋池

有今日都要歸功於森教授，及在座東寧會的多

位前輩所奠定之基礎。謹代表台大醫學院再次

感謝前輩們及森教授對台大所做的一切。

為感念森於竟教授對台灣醫學的貢獻，今

日在景福館設立森於冤教授的胸像，以供後生

晚輩緬懷教授教學、研究的精神。

在此祝各位老師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東

寧會精神永存 。

(作者像母校醫學系 1979 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教授兼

教務分處主任)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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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蒐教授胸像除幕式;之上甘℃

東寧金台灣支部長宋瑞樓教授

景褔金董事長楊照雄教授

東寧金日本代表新開美樣

日本交流協金台北事務所文化室主任菊地吝樣

私l立台大臣字院院長陳定信先生位代b 吵'i Lτ 、

東寧金仿皆樣抓台海仿母校lζ展。、二仿盛大ê'、意義的

動 6森於革教授仿胸像除幕式CC來臨仿棠在賜。、誠

lζ .:í0句力2元〈謹!vê'、扣札申 L上 'f' ~主寸。

後輩主 Lτ、二人;f，t大勢仍先生方于先輩仿前τ、話

寸之左右?心力這 b恐縮 l之思、勻 τ扣砂土寸。案i士、本'43仿

之左右?申 L~主寸主東寧金 lζ "'J V 、 τ分恥。 τ扣砂土甘

心可7、 L元。森於革教授。3 二主屯知。吉它!v --C'、Lt二、 L

力、 L陳萬裕教授加書力、扎克回憶錄在捍見 L、東寧金仿

成立主宅、仿歷史令，心在打t:::仇 6友情在于理解L 、去二 L~主

L元。老 Lτ森於英教授加私達教授的始祖主扒手二主

也分力、 VJ 'i L元。

森於英教授於 1 936 年御來台在決心在才1、御

2005 年四月

楊洋池

夫人及V' 3 人仿胡子在撓之台清位來b才L 'i L元。 台大

解剖字教授主 2 回也匡半部長 l乙就任f，t 在才t 'i L -C、 一

生涯在台灣區字教育仁尿< L 'i L元。老 Lτ台大匿字

院仿優才lJ::f云統 l之重大 f，t貢獻在致在札去 L元。台大力2

現在台海一在詩。τ v\6 0) 倍全τ森於寬教授主御在

席東寧金方均仿先輩別築郎才t1乙二 c -z'、寸。私 l立二二 可7、

台大臣字院在代表 Lτ改吟τ先輩達左森於蒐教授 l二

扣札及v'感謝致Lτ扣吵'i寸。

今日台灣區字lζ貢獻在扎克森於苑教授主?記念 L

τ景褔館lζ森教授的胸像在設置寸之5ζc ê'、今後後輩

達討教授仿教育令研究精神在{息石之主扒出來志主?

f=- f，t 砂土 L元。

最後 lζ 乙之可了、皆樣方。3益4 立健勝主東寧金 σ〉精

神力5末永〈競〈之左右E析念致 L 'i寸。

(作者:母校區字系 1 979 年lζ卒業、現在母校內科教

授兼教務分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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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冤台北帝回大字解剖字教授胸像除幕式

l乙扣 ~tQ菊地文化室主任挨撈

東寧合開係者仍方均、故森 教授的御遣族。3皆樣、

景褔金仿方均、主主 l土戶上台工 ð"v \ ;:主寸。

只令二、紹介 l二預扣。去 L元交流協金台北事務所文

化室主任的菊地可吉、::' ð"v \ 'Ì寸。

本日 l土故森於英台北帝大臣字部教授胸{象除幕式仁

扣招~頂~<bV) 泌左手 ::'ð"v\ 'Ì寸。誠lζ偕越--c、力'::' ð" 

v \'Ì寸力1 、一言御挨移〈申 L上 11' ;:主寸。

木日仿除幕式仍桂緯lζ弓 L 、 τl士、戰前仍 1 938 年

4 月、故森於英教授加命名主扎、凳足L1三台北帝大臣

半部字友金「東寧金J (立每年日本可、給金堂開催 Lτ 二

月〉才1， 'Ì L 元。再去仇力、 G60 年以上在于經、誠iζ遺憾 f~ 力2

月〉、昨年末--c、仿東京給金在于屯。-c解散 L、司去仿記念行

事主 Lτ、今回、東寧金仿生存仿親--c<b G 才1志向教授

仿胸像在製作 L、景褔金館l乙設置寸之3 之主主 f~ 'J元左

承知 Lτ扣吵'Ì寸。

日本仿匡字者l立、之仿 J三古 l之、現在的台港匡字界仿

礎在于築〈 上可7、大~ f~足跡苦于殘tð 才1， 'Ì L元。毛仿後七日

台問 lζ .:þ It 石匡字分里于-C'、的交流別親心可亡來τ扣吵、司去

。)J二步 f~交流力1本日仿胸像除幕式lζ結案 L1乙之 c(土

御遺族在初iJ) cLτ開係者仍方均 lζl土誠 i之感慨深

L 、也仍糾正b 石予力'c 存匕主寸。

昨年仿 SARS、令年仿鳥~ '/7/ν工 /tf仿流行等、

之工 2 年前Itτ7:)7地城在源主寸石感染症仿猛威

力刊云之 b札τ扣句'Ì寸別 之仿止步紋中、 WHO b近心

將

20 

菊地弄

來lζ扣 l于石爆凳的 f~~ '/7!v工 '/y仿流行lζ勻扒τ

警告在于凳 Lτ v\ ;主寸。固境毛主越之先頻繁守、力迄今、大

量仿人~動物的往來lζ起因寸之5感染症仿流行在防止

寸~<專門家間仿固際協力仿必要性l立未元、嘗τ無〈

高哀。 τL 、'Ì寸。之仿 J三古拉中可7、二才C 'Ì可吉、仿交流在于

基礎主 Lτ、今後主忠臣三字分野可7、 σ〉日台協力別強化 ﹒

抵充 ð 才Lτ行〈二左右7期待Lt之心主思v\-::主寸。

近年、交流協金惜、每年約 100名的台海人l之獎左手

金在給付 L、最低 2 年間仁及早日本可7仿留字在支援 L

τ~τ坊。'Ì才圳、獎字金留竿制度元、 l于-C'、 ft < 、交流

協金訟案施 Lτv\Q各種的招聘只 -:3r:-.b， 等在通匕-c

匡半分野的交流等l之也扣役lζ立。主思。 τ v\-::主寸。

最後仁、令後仿匡半分野在于含的立自台閔係仿凳展主、

乙二 l之集土包才1.-1.二皆樣方仿益勾仿御活躍主御健勝甚于

平斤念致 L-::主 Lτ 、簡單可::' (;;1: <b句'Ì寸圳、私的御挨移〈在

ð 廿一c頂~-::主寸。

志。力1 左手二、 ð"v \ 'Ì L 光。

2005 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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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於冤前台北帝固大字解剖字教授胸像揭幕式

菊地主任致賀詞

東寧會的貴賓們，故森於免教授的家屬，

景福會的各位會員先生，大家早。

菊地弄

從去年的 SARS 到今年的禽流感的流行等

等，連續兩年來發源於亞洲地區的感染症猛烈

威勢傳染，在此情況中， WHO 也發出了在不

我是剛才承蒙介紹的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久的將來極可能有爆發性的流感病毒流行的警

文化室主任的菊地。 告。在國際之間交往愈來愈頻繁的情形下，且

要確實防止因大量的人及動物的往來所引起的

今天非常感謝能受邀參加台北帝大醫學部 感染病症的流行，專家間的國際協力的必要性

已故森於免教授的胸像揭幕式。雖甚感冒昧但 也愈來愈高漲。我想以這樣的交流協力為基礎，

請容我向各位說幾句祝賀詞。 期望日後繼續在醫學領域方面強化及擴充日台

之間的合作。

我所知有關今天揭幕儀式的始末，是在戰

前 1938 年 4 月，已故森於免教授，命名成立 最近幾年，交流協會每年提供獎學金給約

的台北帝大醫學部校友會「東寧會 J' 每年在日 100 名的台灣人，支援其到日本留學最少 2 年，

本召開總會，到現在已經過了 60 年以上，非常 我想不只是留學的獎學金制度，交流協會還透

遺憾的是，去年底的東京總會決定解散，而為 過實施各種招聘計劃等，對於醫學領域的交流

了紀念東寧會，製作了東寧會創始人森教授胸 上應有所幫助。

像，並決定安置在景福會館。

在最後，我誠摯祝福今後包括醫學領域的

日本的醫學學者們，在建設現在的台灣醫 日台之間關係的發展，及今天在此聚會的各位

學界的基礎上留下了非常多的足跡。 此後在日 貴賓日益活躍、身體健康，特此祝賀。

台之間醫學領域上也持續地交流著，今天的胸

像揭幕式是這種交流結出來的果實，對於森於 非常謝謝各位。

免教授遺族們以及相關人士們來說，相信有很

深的感觸。(作者現任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文化室主任)

2005 年四月 21 



JING FU 景福醫訊

之三挨撈

御指名 lζJ三fJ ~主 L可亡夫東寧合金員王回生故森真章

lζ{弋;ÞfJ御挨抄在申 L上 '1''1 寸。

本日景褔金金員。3皆樣仿榮 L \，'年全仿日 lζ扣合b

t頂2:、父森於英仿胸{象除幕式在布拳'1'下 ð \"主 L

τ、誠l之有難〈厚〈御禮金申 L上 l于'1寸。

思U起 L主寸主昨年十月東京可?最後仿東寧金別開

力這才1~主L1三折、日本俱1)力、包台情八記念、樹可了、毛主仿提案

力， ::'ð" \，，~主 L元左二石、記念樹止。森於革先生仿胸像

力E頂~良L 、主的御凳言抓起之砂土 L元。老扎l土直t;， (ζ

日台閩東寧金仿滿場一致主 f~ fJ盛大 f~拍手在屯。可亡

決定\"t.乙 L 'i L t.二。私 l土毛 σ〉瞬間σ〉耳在于疑多程仿鷺~

主勻。ντ起~石感動在忘才1;;) 二左扒出來'1甘心。

固力1奎才')fJ父拆去。 τ七十年、今屯 {b (: Lτ父在7月的

裹 lζ 左(:" Ì5!今置扣扎克台清仿皆樣的把氣持在身 l乙沁存

τ有難〈存匕1三次第可:' ::'ð"\" ~主寸。

èbσ3 日力 'G一年、日台兩東寧金仿皆樣仿貴重 7法基金

御寄附老毛主 lζ台灣周三亥IJ界仿重鎮廖清雲先生的扣手

lζ f~ 石父仿胸像力3完成在才1 '1 L t.二。毛仿間美行委員仍

諸先生仿奔走l士如何11'力訕。可三、之、 ð" \，，'i L t.三-z"ì:t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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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森

思、扒 i之余否也 σ3 力， ::'ð"\' 、'1寸。

木日東洋一直?詩石匠字。3殿堂台灣大字匿字院景褔

金仿口亡一位父 l立胸像左紋。τ悔。τ參砂土 L t.二。乙

二 lζ尊敬 L愛 LτL 、 1三父仿胸像在仰亨、見志之主 f~ < 
四年前亡 < f~ fJ '1 L克夫在思扒主寸左大~淋 L< 存

匕主寸。

然 L乍 b父仿遺子二人老身ß(ζ鞭打t;，二仿晴抓去 L

U場 l之馳它參匕;;)二主扒出某主 L t.二。又血在受 't1三孫

達家族達主祖父仿且τ 0)任地安目仿 èb t.二fJ L τ喜a

lζ1曼。可亡居fJ'i寸。

二仿度健康上參列奎斯念:扒f三 L~主 L1三四男仿森獎

須也遠〈北海道lζ居τ、令之 0)時之仿行事舍，思心描U

τ \， , ;;) (ζ違U 三、 ð"\' ，~主甘心。

夫主相前後 L可亡君、逝 \"1之 L主L1之三男森札於 l士妻

力2初均可亡之仿地在踏几c 'i L元。

令 S J己。向力州、合手杜唸明先生主父 l立建字仿頃在于

懷 L本現在仿繁棠在于喜a將來安期待 L語。過二、寸之

(:-z"、 ::'ð"\' 、'1它告。

本日 l立二仿樣令立ì'% f~除幕式在扣拳 '1'下在\"'1 L 

7三台灣東寧金仿諸先生 l之深〈感謝申 L上 '1''1 寸主共

iζ御協力頂~ '1 L1三日台向東寧金仿皆樣lζ厚〈御禮

申 L上 '1''1 寸。

二00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森家代表 森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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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2004 年 12 月 18 日森於革教授胸像揭幕式典禮

本人謹代表先夫東寧會會員第五屆畢業

生森真章向各位貴賓致謝。

今天能在景福會與各位會員見面參加這令

人愉快的年會、又承蒙舉辦先父森於免的胸像

揭幕儀式、我在此向各位致上深厚的感謝。

想起去年十月在東京舉辦最後的東寧會

時，日本方面建議在台灣種上紀念樹時，有會

員先進提出與其種植紀念樹，不如製作森於冤

教授的胸像。當時立即在日台兩東寧會全場一

致熱烈的拍手中決定了。我在瞬間吃驚的程度

使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耳朵，那份感動是我如

何也不會忘記的 。

因國家局勢變動，先父離開台灣七十年之

後，在台灣的各位對已經成佛的父親仍然牽記

腦中的這份心意，滲入我身心，衷心感激。

在接下來一年的日子裡，日台兩東寧會的

各位先進把貴重的基金捐款撥出，透過台灣雕

刻界的巨壁廖清雲先生的手完成了父親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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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期間執行委員的諸多教授們又是如何辛

苦地奔走的。這些都是我所無法承擔的啊。

今天父親變成胸像回來到這可稱為東洋第

一驕傲的醫學殿堂台灣大學醫學院景福會的大

廳中。想起四年前去世的先夫，不能在此瞻仰

曾經最敬愛的父親的胸像，我感到非常地寂寞。

然而父親身後的遺子二人能拖著老邁的身

軀來到這充滿人情的地方，並且和承接了血脈

的兒孫輩及家族們能親眼見到祖父過去的任職

地，我沈浸在喜悅中。

這次因健康上的關係而不得不放棄來台灣

的四男森獎須， 一定此刻也在遠方的北海道，

想像著這次揭幕儀式之進行情形。

和先夫相繼前後突然去世的三男森禮於的

妻子這次是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

從今天起，兩兩相望的杜聰明教授和父親

一定是每天過著談論及懷念過去當時建學的種

種，並對現在的繁榮感到高興以及期待將來的

日子吧 。

今天我要向台灣東寧會的諸位教授舉辦這

了不起的揭幕儀式表示深深感謝的同時，並也

要向鼎力相助的日台兩東寧會的各位會員先進

們表達我的感激之惰。

二00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森家代表 森里子

(作者為台北帝大醫學部 1943 年畢業，森真章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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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鐵生涯. . . . . .一個即將消逝的行業

「鎧鐘一捏捏捏一鐘，鐘一鐸捏捏

捏一鐘. .. J 小時候聽到十九世紀德國作曲家米

凱里斯(Michaelis)之「森林的鐵匠 J' 覺得真不

可思議，鐵匠打鐵的「噪音」竟也可以譜成絕

世名曲。本人是十足音痴(音樂白痴) ，譜曲是不

敢想的 ， 不過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 ， 總算可以

用相機拍攝、用文字記錄此一即將消失的行業。

去年(2003)我隸屬的「台北點點攝影俱樂

部」決議在今年舉辦「人文懷古之旅」聯展。

因我平常只拍攝風景，人文的相片很少，所以

勢必要另尋題材。找之又找，想之又想 ， 覺得

最適合的莫過於拍攝張師傅的鐵店了。

張師傅開設的 「長茂鐵店」位於新竹新埔

市區，乃三代祖傳家業，創立至今，已有百餘

年的歷史。張師傅自十五歲起就跟隨父親張澄

鑑學習打鐵。初時只當助手，後來父親年老後

張師傅就繼承家業 。 細數張師傅的打鐵生涯已

將近五十年(註:張師傅 2003 年為 64 歲) 。

據說打鐵最興盛的時期是其父親掌店時，

因當時正值農業轉型期，舉凡稻農的型、耙，

果農的鋪真、鑼刀，樵夫的斧頭 、 柴刀，甚至

家家戶戶必備的菜刀，都和打鐵店息息相關 o

只要是工真缺了角或斷了柄口，折了齒牙或損

了鋒刃，都需要進鐵店修理一番 。 隨著工商業

的發展 ， 經濟轉型，而器械也都由工廠大量製

造，鐵店的需求似乎就不那麼殷切。據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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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盛時新埔鎮光一條街就有九家鐵店 ， 現在不

要說新埔，就連台澎金馬現存的鐵店恐怕都不

超過十家 !

清晨天未亮，長茂鐵店隆隆的馬連便已開

動，鐵店的風箱也風馳電摯地轉動著。鼓風爐

的炭火愈燒愈旺(圖 1) ，相映著一旁供奉火神的

神位，香煙裊繞。張師傅熟練地將生鐵夾入

10000C 的火爐裡，使鐵塊中硬質的「鋼 J ' 與

軟質的「鐵 J ' 完完全全地融合在一起。接著將

悴火通紅的鐵塊，移到工作檯上，張師傅粗壯

的雙臂，揮起重重的鐵鈕，頗有力拔山河氣蓋

世的樣子。緊接著，在雷霆萬鈞間，鐵鍾精準

地落在悴紅的鐵塊上。霎時間，火花四溢，金

黃色的線條像蜘蛛網似的佈滿工作檯四周，譜

成一幅絕妙的打鐵畫面(圖 2) 。接著張師傅又將

鐵器放回火爐中 ， 又拿出鍾打焊接，反覆數次

後，再將鐵器置於重型鍊鐵機的平台上，接受

一千五百公斤壓力的鍾鍊。機器敢動後，鍾打

聲噹噹作響，震耳欲聾，有如地動山搖。鍾打

後又加上整型、浸水 。 接著將具雛型的鐵塊移

至砂輪機。 此時張師傅會戴上老花眼鏡，坐在

小板凳上，仔細地修模 。當砂輪機接觸鐵塊時，

不時會發出「才才 」 聲，並揚起陣陣的火花(圖

3) 。 修模後，總算大功告成 。 張師傅店中就掛

了一大堆菜刀、鏽刀、蝴具等成品(圖 4) 。 張師

傅說，鋼是硬的，鐵是軟的，悴火使鋼鐵互熔，

鍾打可除去氧化物雜質(即噴射的火花) ， 而修整

可使鋼鐵形成最佳組合，如此才能成為利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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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

圖 1 火爐 。 1000 0C的高溫使鋼與鐵緊密地融合在

起 。 特別請張師傅狠狠地拉兩三灰風箱，

才能拍攝到熊熊烈火 。

圖 2 打錯中的張師傅 。 張師傅粗壯的雙臂舉起鐘

鐘，精準地擊中工作檯上的鑽塊，霎時間，

火花四溢，聲勢驚人 。

想不到小小的打鐵，竟也蘊含陰陽調和的哲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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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雪模 。 張師傅戴上眼鏡，細心地用砂輪機修整

具雛型的鐵塊，不時揚起陣陣火花 。 拍攝時

採用側面低角度，使砂輪機呈現美好的造型;

因張師傅及部分砂輪機處於室內暗處，故使

用閔光燈補光 。

圖 4 成品。冬日的斜陽很湊巧地投射在店中的成品

及擺飾，我眼神一震，立即按下快門 。

張師傅體型粗損 ，個性爽朗、好客，店裡

常有許多鎮民聚在他家聊天。 由於是稀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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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全台各地觀光客、攝影朋友常光顧鐵店，

他也不以為意 。 自去年開始，我曾多次前往拍

攝，熟了之後，有時還請我吃飯，甚至有一次

我車子故障，他還熱心的幫忙調來較便宜的拖

吊車，真是感激不盡 。 張師傅是老煙槍，有冠

狀動脈病症，幾年前在振興醫院開刀，手術後

恢復不錯。但他煙還是戒不掉，常邊打鐵邊抽

煙。抽完煙後就把煙蒂扔進火爐中，圖 1 即可

見到煙蒂。去年他去大陸旅遊，不幸腸胃大量

出血，生怕大陸的血不乾淨，回到台灣才輸血，

總共輸了 1500cc ' 一條命總算從鬼門關撿回

來。張師傅有四名兒女，均事業有成 ， 但無人

繼承祖業，有時難免悵然 。 不過他生性樂觀，

最近又接到高鐵大量器械的訂單，每天忙得不

亦樂乎 ， 也無暇煩惱了。

經過多次的拍攝 ， 我總算掌握了一些訣竅。

攝影者拍攝的重點是打鐵的瞬問(圖 2) 。當我們

眼睛從看到景物至拍攝時要先由眼睛感覺，再

經眼神經及視覺路徑傳至大腦枕葉 ， 再經枕葉

傳至大腦運動中樞，接著大腦會下達指令經運

動神經的下行路徑，傳至于指，按下快門。這

個過程所花費的時間，要與張師傅舉鍾 、 揮鍾，

至鐵鍾擊中鐵塊的時間完全一致 ， 是一件相當

困難的事。如果相機有連拍功能可能會容易些，

但我用的 120 相機，按一次快門只能拍一張，

拍完還要捲片，無法連拍，所以一方面拍攝時

要聚精會神，一方面又要發揮「勤能補拙」的

功夫，多按幾次快門 。事實上一塊悴火的鐵只

能拍一 、 兩次，因為鍾打幾次後，氧化物雜質

多已噴出，火花就很小了。 此外，拍攝時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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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天為佳，因為晴天光線太強，火花顯不出來。

拍攝的快門速度也很重要，速度太快(如 1/125

秒以上) ， 火花太短，不好看;速度太慢(如 1 /15

秒以下) ，火花固然拉長 ， 但張師傅的臉會晃動

不清 。 經多次嘗試後， 1/30 秒是比較適合的快

門速度，且最好使用閃光燈凍結臉上表情，因

1/30 秒的快門臉還是會有點模糊。 1/30 秒快門

的另一個好處是可造成手部些微的晃動，產生

動與靜的對比 。 閃光燈的強度要比正常量弱一

半，不可太強，以免不自然 。 我曾嘗試在閃光

燈前面套上橙色玻璃紙，為的是製造與現場火

花相似的色調，但比較起來，還是不用較佳(因

色調太沉，不自然) 。鏡頭以中度廣角(135 相機

約 28 mm ' 120 相機約 50 mm)為宜，因太廣

角若逼近主體時，火花會噴到鏡頭上 ， 而標準

至望遠的鏡頭景深(即清楚的範圍)往往不足。中

度廣角除了使人物清晰之外，對於主體周遭的

環境亦能作適當的詮釋。底片 100 度至 400 度

均可 。 100 度的底片顆粒細，但景深稍短; 400 

度底片景深長，但顆粒租; 200 度則介乎其中 。

拍攝時我發現鐵店鍾鍊機的螺絲很新(剛修理

後)、 很礙眼，所以就近抹上黑油 、 蓋上沙士;

張師傅常穿著白色內衣打鐵，為了減少白衣的

干擾，我特地買了件深籃色的內衣請他穿。拍

攝多回 ， 也一次一次改進，總算通過會裡的評

審，可以公開展覽了 。 (註 : 此系列作品曾於民

國 93 年 12 月 21 日至 30 日在國父紀念館展

覽。 )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 979 年畢業，現任新光醫院復健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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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障，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如;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吏，談笑還無期 。

唐﹒王維﹒終南別業

物換星移幾度秋，不覺邁入景福的古生代 。

且說年初，回台探母，也附近走走看看。

有天，上了公車，甫經站定，背後傳來: ，-老阿

伯仔，我這個位子讓您坐 。」葉子思量 :自己

雖已走入花甲之年，還不至龍鐘老態，於是敬

謝不敏。以後念念不忘，回來告知老伴，期待

一個公正的確認 。豈知， 被澆盆冷水: ，-雷聲浩

JING FU 景福醫訊 |

位
葉弘

但=口

E3 

大，雨點全無，不知老之將至，認了!有什麼

好大驚小怪的。」葉子再想，我少年時候，也

會敬老讓坐，不過他們好像沒有我今天這麼年

輕。

迢迢人生路，以前常將景福人歸類成三

代:新生代、中年代 、古生代， 意指承先敢後 ，

各領風騷 。前清王國維 ，在他的 「人間詞話」

里 ，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 ，必經過三

種之境界。他引用古人詞句，也頗詩情畫意，

更是境界全出 :

「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土高樓，望盡天

涯路 。」 此第一境界也 。 (晏殊 ﹒蝶戀花)

Yosemite' 就管它叫“幽森美地"吧!今夏八月初，舊金山的北美校友會後，景福的三代人，不妨作伴

一起步入大自然，來這裹，尋幽探勝， ì蕭j麗的走一固，會是您一生難忘的經驗 。 (詳見報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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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

此第二境界也。(柳永﹒蝶戀花)

「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

在燈火闌珊處 。」 此第三種境界也。(辛棄疾﹒

青玉案)

葉子認為，景福的新生代，追求理想的嚮

往之情，不就是第一境界的寫照。又景福的中

“The Largest Living 
Thing on Earth " 

General Sherman 

Sequoia National 
Forest, CA 

生代，追求理想的艱苦歷程，無悔的奔波勞碌，

慘滄經營，正是第二境界。至於景福的古生代，

在理想實現後的驚喜，當然是那第三境界，極

終至高的境界。

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敬愛的景福人，

您是屬於哪一代，或是正處在哪個境界?

(作者仿、母校醫科 1968 年畢業，現任職於加州 NAPA )

The great tree is now estimated to be around 2200 years old and still 
“growing like a teenager". It is 275 feet tall and is 30 feet in diameter at 
the base 

如果您還有多餘的個人時間， Sequoia National Forest 裹， fg將會驚嘆這大自然的神偉 。 小學時代，

就知道美國加州的“將軍樹"是世界上最大的樹 ，到底有多大?百聞不如一見，更會有不同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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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其進修貝聞記

「認知神經科學」是二十一世紀

的重要研究課題， r認知功能」異常也

是決定中樞神經創傷患者復健預後的

重要因子，在復健部張權維主任的大

力支持下 ， 很高興能申請到出國進修

中樞神經創傷的復健的機會。這次出

國進修，是在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中

心以及其交流合作的 Palo Alto退伍軍

人醫學中心復健科進行。 Palo Alto 退

伍軍人醫學中心是美國 Defense and 

Veterans Brain Injury Center (DVBIC) 

計畫其中的一個專責醫學中心， DVBIC 

是一個從 1992 年起進行的多醫學中

心腦創傷醫療照顧以及長期研究的研

究團隊 ， 全美國一共有 9 個醫學中心參與，在

美國所有軍醫院系統所收治的腦創傷患者均會

被集中到這些 DVBIC 醫學中心接受長期治療

與追蹤 ， 因此造就了非常過合研究腦創傷復健

醫療的環境。 Palo Alto 醫學中心號稱是全美國

最漂亮的退伍軍人醫院，院區非常廣大，而且

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只有一層樓，讓人置身其中

感到非常開闊，完全沒有壓迫感，所有的車道

與人行道旁都種植了許多花卉、果樹及楓樹，

隨者季節的變化可見到不同的景觀，在春季時

四處可見許多遍開成千上萬花朵的果樹，非常

的美麗。

在該中心期間，我跟隨指導教授且綸醫師

(Dr. Henry L. Lew)進行認知神經科學以及神經

2005 年四月

潘信良

左起: Dr. Eunha Lee '作者，呂綸醫師，
姜義彬醫師及陳良城醫師

電生理的相關研究。呂教授是台大醫學系校友，

目前為 Palo Alto 退伍軍人醫學中心復健科主

任，其研究專長為腦創傷患者的認知神經功能

以及預後研究，他在美國復健醫學界以及

DVBIC 研究團隊當中都相當活躍，領導著多項

有關於腦創傷患者的研究計畫。呂教授為人非

常熱心而且相當風趣，剛到美國時許多生活與

工作上的問題呂教授都熱心的協助，使我很快

的適應在美國的生活，我主要的研究工作都是

在復健科的認知神經生理實驗室進行，並且有

參與復健科的腦創傷患者功能討論會;這是一

個討論住院病思的功能表現與治療方針的會

議，由醫師、護理人員，治療師共同參與討論。

另外也有參加住院醫師的教學活動及其它研討

會。認知神經生理實驗室的研究內容是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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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電位 (cogn itive event-related evoked 

potential)應用於腦創傷患者的認知功能研究以

及預後的追蹤。我在進修期間參與相關研究的

構思，並設計有關表情認知、語意認知等事件

誘發電位實驗，並與對於腦創傷患者及對照組

受試者，以多頻道腦波紀錄儀器進行各種不同

事件誘發電位的測試。實驗的過程牽涉到許多

序列產生、數值資料轉換以及統計的過程，由

於我正在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就

讀，先前曾接受過有關於資料處理、統計分析

以及 SAS 程式設計的訓練，所以就利用這方面

的專長撰寫程式協助實驗室以自動化的方式處

理實驗序列與腦波數值分析的工作。回想當初

在研究所上量，性分析與 SAS 程式設計時同學

們都覺得被操練的相當辛苦，現在才發現當初

的訓練實在是日後的研究的重要基礎，真的是

要感謝預防醫學研究所各位師長的教導與訓

練 。 後來在出國進修四個月以後，馬借醫院復

健科姜義彬醫師以及三軍總醫院復健科陳良城

醫師也陸續申請出國來跟隨呂教授學習進修，

所有的研究員們大家都相處非常融洽，與我同

辦公室的是一位資深研究員 Dr﹒ Eunha Lee ，她

英語說得極為流利，為人熱誠又很有耐心，除

了帶著我熟悉研究工作之外，也是我練習英文

的好對象，大家每星期都有多次的研究討論，

進度相當順利 。我參與的研究是針對已經出院，

運動功能幾乎已完全恢復正常的慢性腦創傷患

者，首先測試其對於單純聽覺與視覺刺激的反

應，結果發現在這些恢復情形已經相當良好的

腦創傷患者，即使是施以很簡單的認知測試 ，

其事件誘發電位以及行為反應仍然會顯出明顯

的異常。 另一方面，腦創傷患者因為有認知功

能障礙，常不能對於他人面部表情所傳達的情

感訊息做出正確的判斷，以致患者在社交功能

上產生障礙，無法順利的重返社會。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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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各種不同的面部表情來對於出院後慢性期

的腦傷患者進行測試，測量其在視覺上對面部

表達情感的反應 。在語意認知方面，使用分辨

上難易度不同的各種語意刺激，來觀察腦傷患

者與對照組在區分不同語意時，其事件誘發電

位的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 由這些實驗設計，我

們嘗試將複雜的事件刺激與簡單的事件刺激做

比較，分析不同複雜程度的刺激在腦創傷與對

照組之間的鑑別能力大小，以尋求最有臨床診

斷價值的測試方法 。事件誘發電位雖然有很高

的時間分辨能力，但是其在大腦運作部位的空

間解析能力仍不理想，而且都要基於許多假設

性的數學電學模型來推演，在空間關係的定位

有其限制性。而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則有良好

的空間解析能力，但是相對的其時間分辨能力

較差。因此如果能結合事件誘發電位與功能性

核磁共振掃描，同時進行測試，這兩種檢查方

法將可以互補對方的弱點而有加成的效果，在

史丹福大學有一盧卡斯(Lucas)影像中心致力

於研究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並與研究事件誘

發電位的神經心理、精神學家合作，進行認知

神經科學的研究，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

向 。

由於我是單獨前往美國，同時也沒有購車

代步，除了假日偶爾租車出遊之外，主要的交

通工真就是腳踏車與公車，雖然速度較慢，但

是也讓我能夠更貼近觀察當地的生活， Palo 

Alto 市可說是在矽谷附近房價最高的區域，隨

便一間屋子都有接近百萬美元的房價，可能是

因為鄰近史丹福大學 ，並且當地的高中學區也

非常好，故吸引許多高科技人才來定居，以讓

下一代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可能因此造成房價

居高不下 。 當地的生活步調不像舊金山市區麼

緊張，帶有一點的悠間， 居民們都很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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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禮讓行人的程度更讓來自台北的我一開始

相當不習慣。當地在夏季與秋初都是非常乾燥，

幾乎很少下雨，天空澄澈無雲時強烈的陽光似

乎會像針刺一樣使人有灼痛感，高速公路旁都

只見枯黃 一片，所有人工種植的草坪都必須要

用自動灑水系統灌溉'幸虧在冬末春初時會有

短暫雨季，才使得山坡有機會變得鮮綠起來 。

醫院附近學校相當密集，大部分的道路都規劃

有腳踏車專用道，路旁以及住家都遍植許多不

知名的花卉以及會開花的果樹，我騎著腳踏車

沿著滿佈花卉的道路去研究室，除了可健身之

外，視覺上也是一大享受。不過在美國沒有汽

車其實生活還是不太方便的，在此要感謝我的

研究伙伴們 Dro Eunha Lee、姜義彬醫師以及陳

良城醫師，他們不僅是研究上與我並肩努力的

好伙伴，更在生活上對我幫忙許多，因為我這

次出國並沒有買車，多虧大家常載我去買食物

與日用品，我才能順利的過生活 。 最後也要感

謝房東一家在生活上的諸多照顧，以及許多定

居美國的老同學提供許多實用的生活資訊，隻

身出國在外，讓我更深深體會到朋友的可貴，

再次的感謝他們 。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93 年畢業，現任母院復健部主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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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宇宙在身上做主一學「氣功」吃

先生的扶輪社友在家開班授徒，教一種「宇

宙訊息醫療保健氣功 J '心想氣功何等高深莫

測，他一定上沒幾次課就放棄了 。 第一次上課

回來，說親眼目睹其他幾位「扶輪同學 」 都很

快的「氣動」起來。並神靈活現轉述之前有位

朋友練氣功時，大力吐氣、雙臂飛舞、滿場奔

跑的奇景。我一聽好奇心起，就這樣意料之外

的跟著學起了氣功!

第一天上課，老師說這種氣功簡單易學，

只有兩個步驟。第一步，先學如何「收功J' 兩

手交握放在肚擠下方一吋的「丹田」。每次練完

功都要收功，才不會「洩氣」。懂得如何煞車，

才可以學開車。第二步，兩腳與庸同寬站立，

雙膝微曲，兩手有如抱樹，掌心與丹田三個點

在一平面成正三角形，雙眼閉起，把意念放在

丹田 o 然後只要「靜心」、「放鬆」的等待，等

著宇宙在我們的身上做工!

固定在這種姿勢，很快的肩酸、手麻、腿

酸、腳痛等感覺陸續出現。以醫學的觀點來看，

這樣持續做等長肌肉收縮，肌肉內大量乳酸堆

積，通常撐不了多久的。我以意志力苦撐了半

個小時，腦海專心想著手掌與丹田的三角形，

想著想著眼前浮現一個發亮的三角形，身體逐

漸變輕，有一股不知道哪裡來力道，推著我的

身體很協調、很有韻律的晃動起來。人猶如一

個被毆動的節拍器，自動自發有節奏的前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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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擺盪著。

這是一種很新奇的經驗，自己的身體不受

自己的控制，而是有一個外力(正確說法是一種

自發的內力)在搖晃著我的身體，身體成了宇宙

裡的一個物體，受到地心引力或者磁場或者不

可知的力量的控制，做著符合力學原理的動

作。真是一個令我驚奇的好的開始，有人說這

個場地磁場強，有人說大家一起練， r氣」比較

強，有同學說 : 老師有幫每位同學通「氣」 喲 !

第二次練功，只站了約五分鐘，就開始感

覺到「氣動」 身體隨著一股不知名的力在

運動。最先是以足躁為軸心，前後晃動，接著

軸心上移到膝部、腰部然後到肩部、頸部。前

後晃動之後，出現左右擺動，之後變成順時鐘、

逆時鐘交替的旋轉。這些動作的轉換之間，非

常順暢 。 老師提醒:腳不一定要固定在原地，

結果又出現了華爾滋舞步般前進、後退、繞圈

圈等動作。真是太神奇了，雖然還沒有感受到

什麼是「氣 J' 但是可以清楚感覺身體不由自主

的做著很複雜但很諧調的動作。大家閉著雙

眼，各自做著不同的動作，不知情的人看了也

許以為是「童扯起古L J ' 實則大家的意識清楚，

整個過程都清楚記得。

上過兩次課，稍有基礎了，我開始在家中

練習，很快的進步到只要一擺好姿勢「氣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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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各式各樣超出我這位復健醫師想像的

動作一一出籠。每次練習氣功，都無法預測將

要自動出現的是什麼動作，一種動作完成之

後，也不知道接下來要變出何種新動作。每次

的練功都是一次奇妙、不可知的身體旅行，不

禁對「氣功 」 著迷起來。

在書店購得民視文化出版的「超強白發

功 J' 作者是中央大學化工系的林孝宗教授。林

教授因緣際會學得所謂「白發功J' 這幾年致力

研究並熱心推廣之。「民視異言堂」做了節目介

紹氣功種種，出版了這本簡單易懂、圖文並茂

的書，並附有該節目「氣的協奏曲」以及自發

功學習篇的 DVD 一張。

看了這本書才知道，氣功通常分為動功和

靜功兩大類。身體做出各種動作招式的氣功，

叫做動功。大多數人學的就是動功，如太極、

瑜珈、外丹功、香功、法輪功、元極舞，還有

各種功夫拳等都屬於動功。靜功是身體坐著、

躺著或者站著不動，以意念帶動內氣;最典型

的就是靜坐和站樁 o 這兩種氣功都需要花很長

的時間練習(短則數月，長則數年) ，才能進入所

謂的氣功態。

白發功的練功方式是讓身心鬆、靜下來，

進入氣功態以後，完全順其自然，不用意念加

以干預，任由內氣帶動身體做出種種動作。練

自發功的早期和中期 ，每次都會出現新的動

作 。 練功越久，動作就越高級，甚至會自動打

太極拳、結手印、做高難度的瑜珈體位。等到

全身的經脈都通了，練功時就少有動作，大部

分時間呈現站樁或者靜坐的靜功型態。所以自

發功幾乎包含了所有的動功與靜功 o 我在練的

這種氣功， 看來就是白發功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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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練氣功以前要是看到這本書 ，大概會覺

得不知所云，太玄了吧!練功的過程，如書上

所寫一一應驗。由於是親身體驗，就不得不相

信了。

練功一個月左右，有一次在身體不由自主

做著緩慢深吸、深吐的動作時，突然發現兩上

肢有如失重般，每次吸氣就輕盈的上升，好像

塑膠娃娃被吹了氣而抬起手臂來。吐氣的時

候，彷彿有個瓣膜防止漏氣 ，手臂會留在原地，

再吸氣時，兩手臂又慢慢抬高，甚至有兩臂都

不存在了的感覺。難怪叫做「氣功 J ' 真的很名

副其實呢!一旦學會，每次練功都出現這樣的

現象，只是雙臂的動作越來越複雜，維持時間

也越久，然而一點也不覺得累。如果在非 「氣

功態」由意識控制去模仿這些動作，覺得雙臂

很沈重，動作僵硬而不是輕盈，且容易累 。 真

想利用表皮肌電圖來偵測看看，這種內氣所帶

動出來的動作，到底需不需要肌肉的收縮呢?

練功當中，經常出現拉筋的動作。平常我

們拉筋常要靠肌肉收縮產生動作來拉長對側的

肌肉，肌肉連續出力很容易疲勞而無法持久，

被拉的肌肉不易完全放鬆，因此效果緩慢。氣

功拉筋可神了，是一股很強的「內力 」 在幫你

拉，肌肉不必用力，被拉的肌肉完全放鬆'所

以一次就拉得很遠，而且時問持續很長，因此

效果神速。雖然被拉的肌肉難免有點酸痛，但

並不嚴重。才練了三次，我後背和後腿的肌肉

就被拉長了將近十公分 。 家母練習瑜珈十餘

年，常常告訴我瑜珈對身體有多少多少好處，

我總是不信。患者詢問我，我都說瑜珈只是拉

筋，沒有拉筋以外的功效。如今瞭解瑜珈也是

氣功的一種，才知道自己給患者錯誤訊息的事

件又多了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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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功中常常自動出現調息的動作，非常符

合西醫「呼吸訓練」之原則，但更有效率。我

們通常要求病人兩臂高舉、身體後仰 ，同時慢

慢吸氣;然後雙臂放下、身體前彎，慢慢吐氣。

這樣來回練習，可以維持或增加肺活量。 練氣

功的時候，也會自動出現類似的姿勢，但是其

程度遠大於靠自己意識所做出來的動作。譬如

吐氣的時候，會彎腰到極低的姿勢(甚至加上雙

膝彎曲) ，而且腹部極度的凹陷，把橫隔膜向上

推得很高 ， 雙肩下垂、胸廓向下壓的很低，因

此氣吐得非常乾淨;吸氣的時候，則胸廓上提、

腹部膨出 ，氣吸得很飽很飽，而且停留很長的

時間。在深吸、深吐之後，常常會出現很長的

呼吸停止狀態，遠超過我平時間氣的能力。

最近靠者「氣」抬起的雙臂做出來的動作，

越來越變化多端了，最常出現的是類似太極拳

的動作，身體及雙腿也會搭配著有旋轉、前進、

後退的動作。其次常出現的是類似瑜珈和民族

舞蹈的各種柔美姿勢，雙手經常擺出「觀音指」

動作。也曾出現類似擊鼓和功夫拳的動作。還

出現過像虎豹攀岩、飛鷹展翅的動作，真是不

可思議!

歸納起來，這些白發的動作與其它東方各

種門派的氣功、功夫、舞蹈之間，有非常大的

共通性。他們所遵循的也許不是我們西醫依據

解剖學所熟習的骨酪肌肉以及心肺系統之運

動，而是遵循東方之經絡學的運動。西方運動

重視外向的征服，不惜挑戰人體的極限，追求

的是心肺功能的進步，肌力、耐力、爆發力的

增強 。 東方的這些緩慢、和諧的運動 ， 注重內

向的省視與身體自覺，講求的是「心靜」、「放

鬆」、「通經絡 J '藉此調節五臟六閥的功能(人

體的十二條經絡就是以五臟六肺來命名)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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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開發潛能，達到「神定氣足」的境界!

我目前只能算是初學者，還不能體會氣功

是否真有前述這麼大的功效。倒是已經體會了

這種白發功的不少優點: 1 ) 不用記一長串複雜

的各種招式，只要順著「身體自覺 」 就可以了。

2) 自己的身體就是運動器材，也是運動場，不

必其它設備，不必特殊場地，隨時隨地站著、

坐著、躺著都可以練(當然，附近的氣不好的

話，不要練)。最近到陽明山和烏來的瀑布區，

練功時雙臂自然抬起，雙手掌心自然向外，來

回採集外在的好氣，神清氣爽。 3) 對四體不勤

的我而言 ，每次練完功全身從上到下都運動到

了，很是舒暢，柔軟度也逐漸改善中。 4) 習慣

「腦不停蹄」的我，不論吃飯、上廁所、等人、

等車，都喜歡一卷在手，覺得這樣才不會無聊。

有學生笑我，不知發呆為何物，不能體會 r do

nothing J 的快樂。結果該睡覺的時間，腦子還

是萬念紛馳靜不下來。練氣功以來，很多時候，

只要雙眼輕閉，全身放鬆'意念放在丹田，就

可以「以一念代萬念 J ' 讓頭腦淨空，得到休息。

現在，深刻體會到，原來佛說: r吃飯的時候吃

飯，睡覺的時候睡覺」是多麼高深的境界啊!

凡事有利就有弊，有人說這種自發的氣

功，有其危險性，容易走火入魔。經我上網查

詢各家說法，是有些要注意事項 o 譬如剛開始

練功時， r氣動」較大，要有寬敞的空間，最好

有老師在旁指導。身體產生激烈的動作或移動

的時候，眼睛可以張開，降低動作的幅度，並

避免危險。身體太虛弱、壓力太大以及有大喜、

大怒、大悲等強烈情緒的時候，容易岔氣，不

宜練功。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有可能因練

功而發病， 需要審慎評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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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懂中醫的朋友說，這種氣功強化人的

慣性，對我這種過度勞神，氣往上街的人來說

不宜。應該學太極拳，讓氣往下沈 ， 或者學靜

坐，讓神鬆下來。更有學神學的朋友說，這種

大開門戶 ， 讓「外靈」來導引的氣功，↑白請神

容易送神難。

年歲已長，身體抗議連連，切身感受到生

活型態需有所調整，應該傾聽身體、注重養生 筆者與夫婿黃東曙醫師攝於台中東籬農園

之道。 也因為有了年紀，認知西醫的科學訓練

不是唯一的真理， 比較能接納其它的醫療養生

觀念。不過，宇宙浩瀚，學海無涯，排山倒海

的資訊中，真真假假，似是而非，讓我這初學

者如履薄冰。期待有經驗的先進前輩，給予指

教 !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 980 年畢業，現任中 山 醫學大學醫

學系教授兼附設復健醫院院長)

J 
景褔醫訊 94/03/1 6~94/04/1 5 巴收到文章8日下:

(1) 年輕醫者的典範一韓良誠 1 page (94 年 3 月 16 日收件)
(2) 小外孫女愛過絲一戴鐵雄 2.5 pages (94 年 3 月 17 日收件)
(3) 傾得南征，馳捷報，棍鵬擊浪從此始一黃瑞仁 3 pages ( 94 年 3 月 24 日收件)
(4) 想念孫雲熹教授一陳寬擇 的 pages (94 年 3 月 28 日收件)
(5) 杜聰明博士二三事一黃元興 10.5 pages ( 93 年 3 月 29 日收件)
(6) 我與國際護理協會(ICN)一余玉眉 21 pages ( 94 年 4 月 7 日收件)
(7) 走出學術的象牙塔一陳慧玲、李秉穎 4.5 pages ( 94 年 4 月 11 日收件)
(8) 巴西歸來有感一李彥輝 8.5 pages ( 94 年 4 月 13 日收件)
(9) 魏炳炎教授二 、 三事一方懷時 2 pages ( 94 年 4 月 15 日收件)
(10) Coward '"'-'我(懦夫之惑)一莊壽洛 6 pages ( 94 年 4 月 15 日收件)
(11) 分子影像學簡介一蕭仲凱 3 pages ( 94 年 4 月 15 日收件)

景福留言板(預告)

台灣大學聲學院1峰校友會25 週年年會

日期: 2005 年 8 月 5 日 ~ 8 月 7 日

地點: Marriott San Mateo / San Francisco Airport 
相關事宜聯絡:

2005 年年會會長:沈仁達醫師 TEL: (41 5)668-0900 (0) ( 650)343-8668 個)
FAX. (415)668-0950 

北美理事長:陳家榮醫師 TEL: (7 18)359-5060 (0 ) (51 6)791- l769 (H) 
台大景福基金會:黃秀麗小姐 TEL: (02)2 3 12-3456 分機 7353

敬請圍內 、 外醫學系及其他科系校友預留時間踴躍參加，如需相關資料，請與上述人員聯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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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鷥 圖書

林銘川

地球在變，世事也在變。去年底聖誕節，東南亞的 Tsunamí 給世人上了一節震撼教育 ， 而

今年的三月，世界各地也似乎較往年更冷 ， 台灣甚至都下了罕見的三月雪。此外，台灣醫界的

形勢也越來越嚴峻，醫病關係的緊張 ， 醫學倫理的沈淪 . ..等，有時候真覺得有點鬱卒 ! 雖然如

此，有時候想到此刻依舊能生活於地球的某個角落，我們心中仍充滿了「感恩 J '吾等也要繼

續彼此相立勉勵，不但要充實自己、愛惜自己，也要處處為他人設想，發揮杏林大愛的精神 ，

期盼能在冰冷現實社會裡'注入些許的暖流 !

本期景福醫訊的內容堂富，包括記錄去年 11 月在景福會館舉行的紀念森於荒教授胸像揭

幕儀式中，多位前輩及貴賓的致詞與感言，讓我們飲水思源，莫忘了前人的辛苦努力才莫下今

日臺大醫學院厚實的根基。另外，也有幾位前輩描述醫療生涯的努力過程 ， 外力口數篇充滿感性

的小品文，充份展現景福人高度藝術修養的優良傳統。

孟春昌教授描寫他從基礎醫學細菌學科轉到臨床小兒心臟專科的心路歷程 ， 其努力打拚的

過程，值得吾等後輩學習。林萬哲教授的一生都在台灣耳鼻喉科醫界努力不懈 ， 作育英才無數，

如今得到醫療奉獻獎，真是實至名歸。

本期醫訊的醫學新知是由陳文翔醫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介紹國內目前在治療用超音波的新發展，期 ~輯…h洽卿嗨，闖闖棚 :

盼這種新方法在腫瘤治療方面有巨大的突:

破，進而讓母院在「亞洲第一」的目標上再:

攻下一城。醫師的人文藝術素養是醫生生活:

很重要的潤滑劑。謝霖芬醫師再一次展現他:

細膩的攝影技巧，為大原捕捉打鐵師傅傳神 ;

的一刻，為這即將消逝的行業留下.彌足珍貴;

的畫面。葉弘宣醫師則為我們點出景福人老;

中有三代，承先做後的三種不同意境，頗耐;

人尋味。而畢柳鶯教授則以她一貫極為生動 ;

流暢的文筆，描述練氣功的過程，真是相相1 : 
如生，讓我們忍不住也想去體驗一下哩 ! 潘 今年農曆過年作者與親友到宜蘭頭城烏石港土產
信良醫師的留學心得 ， 則讓我們見到年輕 海鮮市場外留影，圖左起兩位為作者夫婦
輩醫師努力邁進的影子，這就是景福人的. . . . . 

「傳承 」 吧 !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80 年畢業，現任母院復健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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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學年產總是 靈敏弱無

陳院長主持公祭 O

出席家族肅立默哀 。

病理學科饒宇東主任率同仁上香 。

時間: 2005年3月 31 日

地點:基醫大樓 1F

攝影:郭英雄

醫學院師生起立致敬 。

醫院林芳郁院長合十祭拜 。
(陪祭者左起外科李伯皇主任、楊j半池、黃

冠棠等劃院長)

捐獻遺體家族代表蘇秋鳳女士含淚致詞 。



台大醫學科學校區景物(六十四)

校旗、國旗、院旗齊飄揚的基醫大樓

2005年3月31 日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