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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為

各位校友:

言堇訂於+一月+八日(星期六)下午舉汗熹福校友返校
聯誼會，晚上備有餐會，歡迎各位校友攜眷踴躍參加，共衷盛舉 。

專此 敬邀，並祝

康泰

董事長 i來.但在必敬遨

' 

華稿枝走進校聯就撥動節~ ~長
地點 : 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01講堂 (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中華民國95年11月 18日 (星期六)

13:00 ------ 13:30 幸反 至叫
13:30 ------ 13:45 杏林弦樂團
13 :45 ------ 14:00 本會工作報告 董事長

執行長
14:00 ------ 14 : 10 醫學院院長致詞
14:10 ------ 14:20 附設醫院院長致詞

14:20 ------ 14:30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2006年大會會長致詞

14:30 ------ 14:40 致贈本會楊前董事長照雄教授禮品

14:40 ------ 15:50 i水 息(全體校友合影、用茶點)

15:50 ------ 16:∞畢業五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16:00 ------ 16 : 10 畢業四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話:10 ------ 16:20 畢業三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16:20 ------ 16:30 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16:30 ------ 17:30 專題演講
的:00 聚餐、餘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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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弩院副院長楊沖;也奴役

今年7月當選中研院第26屆院士的臺大醫

院副院長楊沖池醫師，不改其低調作風地表

示，對於首度提名便能順利當選院士感到相當

榮幸但也十分意外，更謙虛地將此榮耀歸功於

一同努力至今的研究圖隊 。被中研院院長李遠

哲博士稱為ú" MIT dl (Made In Taiwan)的楊副院

長 ，除了自 1984年起於沙烏地阿拉伯擔任內科

主治醫師的兩年時間外，求學與訓練均在台灣

完成，是少數一路接受台灣本土教育未曾喝過

洋墨水的中研院生命科學組院士。

良由
一
小

錢

楊j半i也院士

1986年白沙烏地阿拉伯歸國後，楊副院長 長的研究歷程是緊緊伴隨著中研院生醫所的成

繼續於台大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此時經由第 長茁壯，而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則著重於有關國

一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同 人肺癌的研究。

時也是楊副院長的博士班指導教授吳成文院士

引薦進入正在籌措成立的生醫所。 1980年代正

是細胞生物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因此中央研究

院在錢煦院士與吳成文院士規劃下，邀請美國

十數位華裔學者專家成立陣容強大的研究師

資，輪流到中央研究院指導，旨在其臺灣建立

一個完整的細胞培養、單株抗體、螢光免疫染

色等有系統的生物醫學研究模式。而當時仍就

讀於博士班的楊副院長，便在這些優秀學者專

家的指導下，學習細胞生物學的技術，奠定日

後研究探討癌症機制的基礎。當時，專長胸腔

內科醫療技術的楊副院長與專長培養支氣管細

胞的吳忍博士便是在如此機緣下一拍即合，進

而建立培養出舉世通用的肺癌細胞株。楊副院

2 

楊副院長表示，肺癌一直是國人癌症死亡

之最主要原因。近幾年由於B型肝炎疫苗的有

效運用使得因肝癌死亡人數遞減，然而肺癌死

亡率持續居高不下。尤其在女性癌症死因裡肺

癌一直都高居第一位，但其中讓人不解的是，

國人女性罹患肺癌的患者中有93%是非吸菸

者，與歐美等國之分析研究截然不同，藥物治

療效果也有很大差異。而這樣的情形讓楊副院

長與其研究團隊更積極投入國人肺癌的相關基

因研究，最近更發現了抑制肺癌轉移之重要基

因HLJ1 。在肺癌病人于術後藉由判讀此基因是

否異常，能夠迅速判定原有癌細胞是否會轉

移。該研究發現於今年六月發表在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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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期刊，並經該期
刊編輯特闢專題詳細討論說明，引起國內外學

界對於這項發現的重視。更吸引全球各國媒

體，以十數種語言的新聞稿爭先報導 。展現這

樣研究成果的同時，即使身處於叢爾小島的台

灣，也能藉由醫學研究與國際社會接軌 。

除了研究學者的身分外，同時也是臨床醫

師的楊副院長表示，為病人提供最好且最完善

的醫療服務才是他身為醫師的最終信念 。 抑制

肺癌轉移基因的發現只是其中的一個部份，楊

副院長在台灣早期臨床運用上最大的貢獻，則

是發展先驅診斷技術胸腔超音波影像技術 。

早期要鑑別肺癌等胸腔疾病，必須透過病理切

片等侵入性方式，或是螢光透視等高輻射的診

斷方式 ， 病人必須承受相當高的風險與痛苦 。

如今所幸可藉由安全的胸腔超音波來進行胸腔

疾病初步診斷， 實為病患之福 。 而此胸腔超音

波影像技術業已成為目前胸腔科醫師在學習診

療時必備之技能 。

楊副院長同時兼任台大醫學院的教務分處

主任，對於醫學院的學生學習成長相當關切 。

他認為，目前台大醫學院的教育方針，應該要

跳出原本目標訂在培育優秀臨床醫師的案臼，

應從基礎與臨床醫學研究的角度來多元發展 。

圳G FU景福醫訊 |

畫地培育優秀傑出的醫學研究人才，進而對全

人類健康福祉有所貢獻 。目前台大醫學院規劃

將以醫學系及其他相關系所大一到大四的同學

為主要的對象，利用暑期研習營的訓練，鼓勵

同學除動腦構思外更進一步到實驗室中動于

做，從學習如何從事基礎研究工作開始，期能

誘導同學成為醫學研究之人才。 此外，台大醫

學院每年均可招收到高中時獲得國際奧林匹亞

獎牌之優秀學生，如何在其進入醫學院後循循

善誘，引導營造同學樂於接受且積極參與的研

究環境，更是目前規劃的重點 o 為台灣培育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尖端醫學研究的人才，正是台

大醫學院現今努力之目標。

目前許多他校醫學研究中心在特定領域上

表現日益精進 ，而臺大醫學院所感受到的競爭

壓力也日益顯著，因而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如何

進行院內的內部整合，以求重點發展，並且在

原有的成果中有所突破 。楊副院長認為台灣大

學匯集了許多優秀的師生，期望能夠發掘到具

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 、 可以嗅出未來大環境脈

動的人才，並且培養其開闊無我的胸襟，共同

組成研究團隊，使台大醫學院的研究發展能夠

跳脫過去的格局 ，達到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卓越

醫學研究。

楊副院長解釋，培育具備臨床診療能力的醫師 (作者係母校解剖學研究所碩士班 1 989年華業，現任母校

是台灣各醫學院都應當要達到的教育目標，然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教授及景福醫訊編輯委員)

而台大醫學院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則是有計

曼德警3月Qt:;IQI16-qt.亨110ll t:;F!收到了全重如τ:

(1)日據時代母校醫專的德籍老師Hans Sauter---未真一 1 .5 pages (95年9月 27

日收件)

(2) 台灣、山好 ! 水好!風景好 ! 台灣人、頭腦好 ! 口福好 ! 眼福好 ! 還可以

再加上幾個好? 一蔡明正 3 pages (95年 10月 1 2 日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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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朦醫學研究所所曇慷I1哲歡聽

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陳培哲教授，今

年7月榮獲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26屆新任院

士，實為母校之光，景福醫訊特別專訪陳教

授，請他談談他在台大的教育養成和研究的心

得，以及得獎感言，讓母校師長同享榮耀，後

進者可以見賢思齊 。

對於獲選為今年度新科中央研究院院士的

感想，陳院士第一句話就是要感謝台大醫學院

師長的栽培與提拔。就是因為在台大多年來所

累積起來的學術氣氛，才能讓他有所發展 。

陳教授為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入伍在

海軍陸戰隊服役2年，在兵役期間體魄受到很

好的鍛練，同時也在這段時間有機會細讀

Biochemistry等教科書，及完成留學考試，退

伍後，隨即申請到賓夕凡尼亞大學醫學院病理

學科攻讀博士學位，於1986年取得博士學位

後，即回國至母校臨床醫學所任博士後研究員

一年， 1987年獲聘為臨醫所副教授，於1993

年升為教授， 2001年起擔任台大醫院肝炎中心

主任，現任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陳教授研究的主題，是在母校中經過長期

方偉宏

陳培莒院士

物，他致力於肝癌的免疫療法、基因療法及合

併療法等臨床試驗與治療，期望能建立更好的

治療模式 。

談到他的學習歷程，陳院士對於台大及醫

學院存著極為深厚的感情，他表示在求學過程

中，因為台大有好的老師及優良的研究環境，

讓他獲益良多。首先特別提到了當年在校總

區，得到許多當代大師的教誨，在通識教育方

面如中文系張亨老師，自香港來台任教的唐君

毅、牟宗三教授等，開敢了他對哲學、思考方

式的興趣，尤其是邏輯、思辯的浮煉，現在回

想起來，可說是為個人科學研究的奠基。

研究的 「病毒性肝炎 J '也是國人最重要的健 在大學二、三年級時，跟著病理科林欽塘

康課題之一 ，他的研究一路傳承自本校名譽教 教授一起做研究，當時也不過就是在實驗桌上

授宋瑞樓、以及醫學院院長陳定信教授，現為 操作，練習一些實驗技巧，根本不知道研究的

台大肝炎研究團隊的中堅。陳教授專長領域是 來龍去脈，也沒有做出什麼成果;然而就在這

肝炎病毒分子生物學以及肝癌基因體研究。在 些操作的過程中，他才首度感覺到，學術研究

臨床研究方面，鑑於目前肝癌並沒有很好的藥 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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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哲教授特別強調散蒙的重要，他表示

自己會走入研究，最要感激的是在醫六期間，

修習林榮耀院士所開授的分子生物學，當年林

教授獨當一面一手包辦了全部的課程，為了配

合醫學系學生白天在醫院實習，貼心地將課程

改到下午5時之後，讓他有機會修課，他將對

於分子生物學的熱愛，透過個人的風格，敢發

了許多的學生 。 看似抽象、艱澀的生命現象，

在分子生物學的架構下，都能獲得具體的解

釋，這們嶄新的生命科學，令他興趣盎然 。

陳教授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接受了正

規而完整的分子生物學訓練，也同時感受到美

國長春藤學校那種專注與拼門的精神。回國後

將相關知識帶回來，對國內肝炎研究的幫助很

大 。

回到台大醫學院任教之後，仍持續感受到

台大醫學院的教育，特別是 「 身教 J '剛回國

時，為了兼顧臨床與研究，經常超時工作，然

而每天離開研究室時，還看到陳定信教授的研

究室燈火通明，永遠比我們晚回去。

陳院士也提到了我們許多退休的老教授，

像是宋瑞樓教授、陳萬裕教授、楊思標教授 ，

以及檢醫部的陳瑞三教授等，雖然是退休多年

了，身影仍然天天出現在醫學院區，他認為這

正是支持著台大醫學院的重要精神的支柱，也

是讓他體認到終生致力於研究的自我期許，以

及對台大一生的認同。對比於國內一些大學 ，

最近看到許多教授一退休就立刻離開，或是轉

投到別的學校發展。這種不同的風氣， 長久以

後必然對未來學校校風，以及學術發展產生明

顯的影響 。

2006年十月

陳院士十分強調對學生的散發(inspira

tion) ， 一再推崇本校及本院教授們以身教敢發

學生的能量，他說如果在教學生涯中能夠做發

一 、兩位學生，激發了個人的潛力而奮力致

學，如此將不枉為人師，一生了無遺憾了 。

他說，當年林教授在分子生物學課程中，

建議學生課後閱讀的書單，也讓他大開眼界，

也散蒙他對分子生物學的興趣及眼界。包括

Cairns等所編的Phage and origins of molecu

lar biology ，以及Erwin Schrodinger所著What

is life, with mind and matter and autobiograph

ical sketches等，都是在探討他所最有興趣的

生命本質。

他說自己的個性很急，平常直來直柱，做

學間的態度也是「對就對 ， 錯就錯 ! J 。問起

陳院士的研究興趣以及自己最為滿意的成果，

他很謙虛的表示，若是成果將成為墓誌銘(epi

taph)的一句話，那麼他覺得自己仍一事無成，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只是開始慢慢的掌握

到研究的滋味，還沒有在科學上豎立一個里程

碑 。

雖然身為一位科學家，但陳教授更關注文

化藝術等人文議題 。 他認為「科學只是雕蟲小

技，而病毒可說是最小的蟲了 J '只能「修理」

身體，卻無法修補靈魂;心靈的快樂、豐富、

平靜，需要的是大學環境可以孕育的基本人文

素養，靠的是文化與藝術的薰陶 。 他也迫切希

望 ，能夠努力將台灣大學的人文典範與對科學

研究的熱情，不斷地燈火相傳下去 。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 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檢驗暨生

物技術學系副教授及景福醫訊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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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疼痛的特殊治察

前些日子報載 : 臺灣人一年要用掉四億片

的痠痛貼布，可見各式各樣的疼痛對現代人是

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 傳統的觀點認為疼痛只是

疾病的一部份， 一種症狀，醫師的重點還是要

放在治療疾病本身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以上

的觀點沒錯 。但是有少數病人，他們的情況或

許是找不出病因，或是知道病因但是無法根治

(例如癌症疼痛) ，對他們而言，這個無法解決

的慢性疼痛已經不再只是疾病的一個症狀，它

本身就是一個疾病，它可能會對病人的生理、

心理、 工作能力、甚至家庭造成重大影響 。而

治療這些慢性疼痛病人，想辦法減輕這些病人

的疼痛，就是疼痛科醫師的重要工作 。

而疼痛科醫師有的武器除了各種口服藥

物，再來就是各式各樣的神經阻斷，利用藥物

或加熱等辦法使神經暫時或永久不能往大腦傳

遞疼痛訊息 ，由於篇幅有限，不能詳列 。 以下

介紹的是當口服藥物與一般神經阻斷仍不能減

輕病人的疼痛時，疼痛科醫師可以利用的較特

殊武器:

脈衝式無線射頻(Pulsed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 傳統的高頻熱凝(con

ventional radiofrequency thermocoagula

tion) ，利用熱能來精準的破壞神經組織，達到

神經阻斷的效果，已經應用在臨床上相當長的

時間。近幾年來，有人發現，利用 p u lsed

rad iofreq uency電磁波刺激神經，也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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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效果 。因為是間歇式的電磁波，不像傳統

的高頻熱凝療法會產生高溫 ，所以神經組織並

不會被破壞，因此也就不會有神經被破壞後導

致的感覺麻木異常，或是無力的後遺症。這也

是pulsed radiofrequency最吸引人的好處。雖

然pulsed radiofrequency的止痛機轉尚未明

瞭 ， 但到目前為止，有文獻報告應用pulsed

radiofrequency成功有效止痛的疼痛類型包括

trigeminal neuralg悶 ， glossopharyngeal neural

g悶 ， lumbar and cervical radiculopathy, lumbar 

and cervical facet arthropathy, chronic shoul

der pa叭 ，只是都沒有任何前瞻性雙盲試驗能

證實pulsed radiofrequency的止痛效果 。 雖然

如此，很多病人在了解pulsed radiofrequency 

的止痛效果並不確定的情況下仍願意嘗試，因

為它也幾乎沒有什麼後遺症或副作用。

脊髓腔內輸注幫浦(Intrathecal pump deliv

ery system) :當病人使用口服止痛藥物(主要

是嗎啡頹藥物)仍不能達到理想止痛效果而已經

有明顯不能忍受的副作用時，疼痛科醫師可能

會H嘗試直接給藥到中樞神經系統以減少用藥量

及副作用，通常會先經由硬膜外腔導管給藥，

如果效果理想，而且病人的預期壽命尚有數個

月以上時，就可以考慮植入intrathecal pump 

delivery system '因為一般的硬膜外導管為了

避免感染，必須每三到七天更換，而且仍不能

完全避免感染，病人也多受痛苦。而intrathe

cal pump含有一個約可儲存18到的毫升藥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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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部分(reservoir)以及控制藥物輸垃速度的

幫浦，可完全埋在皮下，感染風險小 。 病患只

須在藥物用完時補充藥物 ， 多半是數週一次，

視病人使用的藥量而定。舊的intrathecal pump 

輸注藥物的速度是固定的 ， 不能調整，因此要

為病人調整劑量時，只能靠調整reservolr內的

藥物濃度的辦法，將舊的藥物從reservolr抽

出，在加入新的、濃度改變後的藥物，較為不

便 。 新型的intrathecal pump可以直接改變藥物

輸注速度，使用上方便許多 。 不過不論新舊 ，

目前健保均不給付。

脊髓神經刺激器(spinal cord stimulator) : 

Melzack跟Wall在 1965年提出了Gate control 

theory之後， 1967年Shealey等人就應用了

gate control theory來治療慢性疼痛，他們用電

刺激病人脊髓的dorsal column '得到了不錯的

止痛效果，於是後來就開始廣泛運用spinal

cord stimulation來控制各種慢性疼痛，它的原

理是利用一條放在病人硬膜外腔的電極導線持

續釋放由醫師設定頻率及電量的微弱電流， 產

生活化鄰近A-beta afferent fiber 、阻斷脊髓丘

腦路徑(sp i nothalamic tract)的傳導、活化中樞

抑制機轉(central inhibitory mechanism)來減輕

疼痛，同時病人會產生被撫摸或輕敲等觸覺或

是麻的感覺。

目前spinal cord stimulation的適應症包括

Arachnoiditis , failed back syndrome radicu

lopathy, plexus lesions , spinal cord injury, 

phantom limb pa川 ， ischemic limb pain , periph

eral neuropathy/neuralgia, CRPS type I and 11 , 

angina pectoris, multiple sclerosis, pelvic pain 

等等。

2006年十月

JING FU景福醫訊 l

一般而言spinal cord stimulation最多只能

減輕70%的疼痛，而且不是對每個符合適應症

的病人都能達到那麼好的效果 ， 所以置放

spinal cord stimulator通常分為兩個階段 : 先置

放電極導線， 一個電極導線上通常有四到六個

電極，加上外接的電池及電流產生器，測試選

擇使用那一些電極放電 、 如何設定電流的電量

與頻率可達最佳止痛反應。觀察三到七天後，

若是反應良好，再重新放一條新的電極導線接

上植入病人皮下的電流產生器。

舊型的電極導線體積較大，為片狀(pad

dle) ，所以置放時需要由外科醫師進行椎板切

除(Iaminectomy)後才能置入硬膜外腔 ， 多半需

要全身麻醉下施行，較新的電極導線體積小 '

置放方法就跟一般麻醉科醫師進行硬膜外麻醉

時置放硬膜外導管類似，病人只需局部麻醉，

過程中可保持清醒 ， 醫師可根據病人反應將電

極導線調整到最理想的位置 。另外有新的作法

是，而見病況需要，同時在硬膜外腔置入兩條電

極導線 ， 醫師可透過選擇不同電極的放電排列

組合，達到比置放單一條電極導線更好的止痛

效果。

與intrathecal pump一樣， 健保也不給付

spinal cord stimulator '畢竟一個spinal cord 

stimulator索價數十萬，以目前健保財務吃緊的

情況，應該不可能會給付一個病人不裝也不會

死的醫療器材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99年畢業，現任母院麻醉部主治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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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緣3乙:一條蛇還是兩條蛇?

醫學是終生的學習，但學習在告一段落

時，即需以醫術服務病患。醫學界視宣誓後的

醫學學生為醫師，表示在宣誓之後就要服膺醫

學倫理，造福病人 ， 無分敵我 、 宗教、人種與

性別，並促進人類的健康。醫師的誓詞叫 『西

波克拉底誓詞 dl '這誓詞基本上是源自希臘醫

者Hippocrates (450-370 BC)的誓詞。誓詞的

文辭各國不同，也都附以時代背景。但古希臘

時期的Hippocrates誓詞最開始的句子是 :

「我以阿波羅、阿斯克雷皮雅斯及海吉耶

亞及帕那西亞及眾神之名宣誓， ... J 表示這些

誓詞是對上述希臘神話中的醫學神祇負責。

Apollo 

阿波羅(Apollo)是眾神之王Zeus的兒子，

是希臘神話中幾乎什麼都會的神，其中的專長

是醫術，傳說他更是婦產科中 「帝王切開術'

(Caesarean Section) J 的開山祖師。以他為醫

師崇拜的對象，實屬當然 o 阿斯克雷皮雅斯

(Asclep i us)呢?他是神話中的英雄，被尊為醫

神、人道者，後來也成為神。他是Apollo的私

生子 ， 母親是凡人Coronis 0 Apollo是諸神中的

playboy ' 愛追女生， 也愛追男生。例如，他

追過一個女生叫Daphne ' Daphne想逃，逃不

過Apollo ' 遂變成一顆月桂樹。這由人變樹的

變形，也成為醫學上的metamorphism 0 與醫

學有關的風流事件則是Apollo與Coronis ' 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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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美女Coronis使其懷孕後不久， Apollo發現

Coronis竟然不忠於他 ，一怒之下遂將之殺死

而火焚。 Apollo想想又惋情她腹中子，遂在屍

體焚化前，用自創的「帝王切開術」將

Asclepius自其母腹中取出，並將他交由Centaur

Ch i ron撫養。 Chiron成為他clepius的導師與養

父 ， 教他醫術 、 外科術、用藥術 、 巫術等。雅

典娜(Athena)將Gorgon的血交給Asclepius 0 

Gorgon是希臘神話中的怪物三姊妹 ， 其中之一

便是有名的Medusa 滿頭蛇髮'人若直視

她，會變成石頭。 Gorgon的血有奇效，其右倒

血可起死回生，左側血則可致死。也因有這奇

異的助力，學得醫術的Asclepius也能起死回

生，這就干犯Zeus決定人類生死的權力，因此

Zeus就將Asclepius處死。但Zeus感念

的clepius對人類的貢獻，遂應Apollo的要求，

將Asclepius封為神，成為天上的星座之一

"Ophiuchus" ，意即執蛇者(Serpent-bearer) 。

Asclepius 

Asclepius的徒弟在300BC時代成立教派，

以教士及Asclepius的神位治療病人 ， 也設立了

許多學校及醫療中心。而據說Hippocrates也是

Asclepius的信徒，是Asclepius學徒當中最有

名的學生。以這個歷史或神話做基礎，

Asclepius遂成為人類醫學之神，他手持的木杖

及其上纏繞的一條蛇就成為其信杖(Staff) 。

Asclep i us育有二子三女，每個子女都與醫學及

2006年十月



救人有關，三個女兒:海吉耶亞(Hygieia) 、 美

狄純(Med itrine)及帕那西亞(Panacea) ，各自代

表健康、醫藥與治療， 其中Hygieia更是英文中

hygie ne的來源，代表維護健康、衛生 、延壽

的意思。 二個兒子也曾在特洛依(Troy)戰爭中

幫助希臘軍治療受傷的軍人。可以說的ciepius

一家都與濟世救人有關，西方人以Asciepius為

醫神是相當適切的 。 而醫學的象徵就是

Asciepius的信杖:單蛇纏繞的樹枝。

Hermes 

希臘神話裡另有一位天神叫Hermes ' 羅

馬人稱他為Mercury ，他是信使神， messen

ger ' 行動速度很快，腳登拖鞋，後跟有小翅

膀，圓帽上也有雙翅 。 他的信杖是一根帶有翅

膀而有雙蛇纏繞的桿子，稱為Caduceus of 

Hermes 。 這Hermes據說是牧羊人之神，眾神

的傳信者，是賊，是商人，也是發明家 。

Hermes及其信杖的銅雕

有趣的是，後來有人將Hermes的信杖，

雙蛇的有翅柱， 當成醫學的信杖 。 這誤會怎麼

來的呢? 有許多解釋，其中之一與鍊金術有

關 。 七世紀時鍊金術(alchemistry)盛行，煉金

者(alchemists)原本要鍊金屬成金，但到後來什

麼都煉，成為化學 。 他們自詞為發明家，遂將

Hermes的信杖用為其標幟，鍊金者是"Sons of 

Hermes"也稱為Hermetist or Hermeticist 。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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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與醫藥有關，鍊金之餘也煉丹，尋求長命與

健康 。 也許就是這樣， Caduceus of Hermes也

就混用為醫者的象徵了。

理由之二 ，也是更重要的混用發生在美

國，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國陸軍部。他們在1902

年時將Hermes的信杖當作軍醫的標幟。為什

麼呢?這當然不是偶然或單一事件，因為當時

的美國，已有很多醫院或醫療單位用Hermes

的標誌 。 1992年 Friedlander WJ曾統計，

1970至1980美國醫學學術機構較多使用單蛇

杖為標記(62% ) ，而職業機構如私人醫院，買。

較多用雙蛇杖為標記(76% ) 。 他又發現， 美國

的醫院院徽僅37%用單蛇的標幟，而其餘63%

則用雙蛇標幟 。 為何美國人這麼愛用Caduceus

of Hermes ?有一說是美國醫院商業氣息較

重 ，公立醫院很少，既醫又商，當然用商神的

標幟 。美國陸軍部軍醫用雙蛇標記，中華民國

的軍醫跟著美國亦步亦趨，也就毫不遲疑地將

雙蛇用為我國軍醫的標幟。國防醫學院師生，

以及民間醫學院學生畢業後當醫官的軍服上，

別在衣領上的就是這個雙蛇有翅的信杖 。

其實，世界上與醫療有關機構的標幟，大

部分都正確地使用單蛇無翅之杖: WHO的標

|幟、台灣衛生署的標幟、 Star and Life的標

幟， 美 、加與歐洲，大洋洲等的醫師學會會

徽，都是單蛇無翅 。看來軍醫署及軍醫院校的

Logo如果要代表醫學，應該要回歸正確的

Asciepius杖才是。如果要勉強解釋軍醫的雙蛇

雙翅，除了攀上煉丹的Hermes外，大概還可

以『飛快地提供雙倍的醫療服務」來詮釋吧。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 1968年學業，現為母校牙醫學系教

授及母院學務所分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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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吉尼!ifl

1. Apollo and Daphne (metamorphic) 
(A) (8) 

) A ( 
nH nu qu r O G AU nH 

門d
a cu HU AU e M 

門4

(8) 

3. Asclepius及其信杖的雕像

(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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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不知名畫者所做的石版畫，描述Asclepius (中

立者 ) ，三個女兒 ， 及求醫者 ( 半跪者 ) 及
Hermes 。 妙的是Hermes好像是帶病人求醫的使

者 。 信使者與醫神的關係可見於此 O

RBMAG 

E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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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國陸軍軍醫部的標幟

7 .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標幟

95年7-9月
傲信錄

林戊 NT$ 10，000元

1余 J曳銘 NT$ 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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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過去，展望永來

管事才支i柯學系的!我立

醫學科學的發展至一個階段，許多疾病的

診斷需要藉助實驗室的檢驗，檢驗工作日趨複

雜與繁重，醫師從早期的親自操作至訓練少數

技術人員 ，在需求日增的情況下，必須開設專

班來訓練一批一批的技術人員來執行檢驗工

作 。 有感於這些短期訓練的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台大醫學院採納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院長的建

議，在五十年前(1956年)成立了醫事技術學系

以訓練學有專精、高水準的醫學檢驗人才 。

系主任匈督師主管才支系~身者擔任

內科肝病專家宋瑞樓教授肩負起創系的重

責大任，成為首屆的系主任 ，兩年後胸腔內科

專家楊思標教授繼任系主任帶領醫技系十餘年

之久，為醫技系莫立了深厚的基礎，接續血液

專家劉禎輝教授及林國信教授 、胸腔內科專家

吳敏鑑教授、及血液專家沈銘鏡教授，他們都

身兼檢驗醫學部的前身實驗診斷科的科主任與

醫技系系主任 。 非常感謝這些可敬的醫師在沉

重的臨床負擔之下，仍熱忱的為醫技系付出心

力 。 有目共睹的，台大醫技系訓練出許多社會

的精英，在醫學檢驗、生物醫學領域及生技產

業界有傑出的表現 。

系上的老師已很習慣由實驗診斷科的主任

兼任系主任 ， 又有許多方便之處，每位老師都

身兼實驗診斷科的工作，感覺上自己更像是台

李君男

時的醫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也認為醫師已完成

階段性的任務，就在1991年醫技系有了第一位

教授後，促成了由何憲武教授擔任系主任，自

此系主任不再由醫師擔任 。 這對於當時的沈銘

鏡主任造成很尷尬的情況，至今對於沈主任仍

感到很抱歉，我們很感激沈主任在其任內對於

醫技系的眾多建樹 。

學系的j竟變

醫技系成立的早期因為有許多醫師的參

與，教學上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血液科的醫

師，使得醫技系在血液學方面的訓練特別紮

實 。 其他臨床檢驗相關的科目，在自己訓練的

學生畢業後擔任助教而漸漸上軌道，隨著醫技

背景的師資成熟精進與加入更多的生力軍後，

臨床檢驗科目的教學不斷改善進步，除了實習

外，都男有演講課程及實驗課程。如此，更紮

實的訓練也使得學生有更強的操作實驗能力 。

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課程及實驗內容融

入了生物技術的元素。 1987年成立醫事技術學

研究所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 1996年研究所增

設一組，主修生物技術 ， 自此， 學系發展的方

向很清楚的分成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生物技

術日趨重要， 此方面人才之需求日高，急需加

強訓練，我們為了符合學系實際的狀況並順應

時代的潮流，於2005年亦即學系進入第五十年

之際，系名變更為「醫學檢驗暨生牛湖支術學系」。

大醫院的員工 ，反而不太像醫學院的一員 。 這 期望這第五十屆大學部的學生未來仍具備

樣的狀況，系友卻並不以為然，頻頻關切 ， 當 醫學檢驗專精，有能力考過醫檢師的資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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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勝任醫檢師工作 ， 成為一個有思考能力的

臨床實驗室科學家(clini臼I laboratory scientist) , 

而非僅是個醫檢師而已 。 此外，每位學生要具

備生物技術相關的知識，必須修習一個生物技

術相關的學程，如生物技術學程、基因體蛋白

體學程 、 分子醫藥學程、系統生物學及生物資

訊學程、或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學程。低年級的

基礎課程經過調整後，學生依自己的興趣修習

一個二十學分的學程應是可能達到的 。 如此 ，

期望學生可以為自己開拓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

研究生是學術發展的尖兵，如何訓練他們

具備更堅強的實力， 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

在如今講究國際化的世代，應幫助學生拓展國

際視野，為他們爭取更多參與國際會議的機

會。另應加強學生撰寫學術論文的能力，博士

班學生原本即要求研究成果必須發表於SCI學

術期刊才能畢業 ，必然會受到專業的訓練;而

對碩士班學生則未要求，其實能力強與認真的

學生 ，只需稍加鼓勵，都是有能力達到的 。 希

望在不久的未來能夠定出一套獎勵的辦法 ， 除

了加強論文撰寫能力外，亦鼓勵學生進行更佳

品質的研究。

督檢帥的地位花升

常聽人說醫院是個最保守的地方，醫師獨

大，階級分明，這在其他工作職場是少見的。

醫師也確實是很優秀，值得大家尊敬，多數的

醫檢師也樂的有醫師的保護傘在上面撐著，不

必擔負太多的責任。 但少數的醫檢師會感嘆無

升遷的管道，沒有出頭天的機會，專職醫檢師

在台大醫院不能擔任分科的主管。這樣的心聲

在林芳郁院長來檢驗醫學部雙向溝通時真的聽

進去了 ， 也了解只要給醫檢師位置，醫檢師可

以表現的很好，他們是深具潛力的，這在離台

大醫院很近的國泰醫院及不太遠的長庚醫院 ，

醫檢師確能撐起一片天就是明證 o 很感謝林芳

2006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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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院長為了提升醫檢師的士氣，做了一個重大

而有意義的決定，分科的主管由醫檢師來擔

任，希望醫師從旁來幫助 。這個決定對於醫檢

師確實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今年初終於有四個

分科主任開始由專職醫檢師來擔任，醫檢師們

也期待著後續有更多的位置讓給他們。

期許這些新上任的科主任，不僅是要懂得

管理事務 ， 在專業上更須精進，才能提升社會

地位 。醫技系責無旁貸的應該幫助醫檢師提升

學術水準，今年二月起已聘任兩位醫檢師擔任

本系的醫檢品管臨床專家，希望藉著教學相長

使得專業知識更加紮實，亦希望幫助他們做研

究，發表學術論文，以達到醫學院聘任兼任講

師的基本要求。未來將會聘請更多具有學術發

展潛力的醫檢師，我們的願景是未來醫檢師學

術能力不斷的提升，最後能升上教授 。在聘任

臨床專家的過程中，特別要感謝醫學院陳定信

院長的大力支持 。

醫檢師的命運及社會地位與醫技系是息息

相關的，我們希望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好的出

路 ， 如果醫檢師無法在各醫院的檢驗部門擔任

主管，如何鼓勵學生從事醫檢工作，並當做終

生的事業 。 醫檢師的出路及社會地位不佳，自

然會左右年輕人選擇學系的意願，也會影響到

醫技系學生的素質，這又會影響未來醫檢師的

素質和發展，這本是環環相扣的。

台灣各大學訓練出來的醫檢師具有一定的

水準'相當的專業。而美國的醫檢師有許多僅

是短期訓練，醫學相關基礎學科的知識並不完

整，或許因為如此，在美國的實驗室主管多由

臨床病理醫師或學有專精的博士來擔任 。在台

灣已訓練出大量的專業醫檢師後，是否仍適合

引用美國的臨床病理醫師制度確是令人質疑

的 。 臨床病理這個專科的訓練，最終卻是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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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醫檢這個相當專業的領域，如此，醫檢師 短畫的感恩

的專業尊嚴何在?在醫學的領域中，各個專業

都很重要，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同處於這個

大家庭中才能夠相輔相成，每個行業的人都開

JL、。

學 系發展的感境

醫技系的師資及行政人力員額明顯不足，

較之早兩年成立的牙醫系、 早一年的藥學系及

晚一年成立的護理系，均少了好幾名。期望院

長在醫學院整體架構上考量 ，幫助醫技系獲得

應有的編制員額。

學系仍然在使用台大醫院檢驗大樓的空

間，所佔面積雖然不小，但舊的建築設計及隔

問方式並不合現代實驗室使用的需求，特別在

2002年博士班成立後益顯不足 。 徐州路最近落

成的公衛大樓，曾徵詢我們是否有搬過去的意

願， {且，因實驗室的空間嚴重不足而作罷。遺憾

的是此大樓在設計規劃時並未邀請我們參與，

我們需要的空間必須有實驗室的配備， 一般辦

公室的空間是不堪使用的。另外，醫技系的位

置必須考慮一個因素，即是否靠近共同研究室

或貴重儀器室 ，研究的便利性是很重要的 。 期

待在不久的將來，醫學院有機會建設新大樓，

讓醫技系能有一個專屬的現代化空間 。

經費不足已是多年的問題， 一個學系一年

獲得的儀器設備費只有的萬元，還不如在私立

大學所獲的補助，對於一個以實驗為主的學系

來說，實在是不足的。目前外界對於台大經費

短缺的狀況不甚了解，以為教育部的五年五百

億就可以解決經費不足的窘境，殊不知對於一

般學系而言 ，不見得會有額外的經費補助 。 雖

然如此，為了台大的包袱，我們仍然必須更加

的努力 。

14 

在此代表醫技系感謝過去五十年來歷任的

系主任、所有參與醫技系學生教學的教師，包

括醫師及醫學院基礎學科的教師。也感謝現任

及歷任的校長、教務長、醫學院院長與台大醫

院院長對醫技系的支持，幫助醫技系成長 。

系友是我們最寶貴的後援與後盾，如第五

屆的楊瑩博士努力幫助我們與生技產業合作，

亦樂意受聘為本系的生技產業專家。不少國內

外的系友，有的在學術界，有的在產業界，都

希望有機會為母系效力，實在令人感動。為了

要慶祝五十周年系慶 ， 停擺多年的系友會重新

開始運作，去年3月 12 日系友回娘家活動時，

眾系友選出了藥檢局孫慈佛副局長擔任會長 ，

感謝孫會長勇敢的承擔重責大任 ， 熱心的幫

忙，投入極大的心力來籌備系慶活動，並積極

的聯絡系友 。許多系友熱烈參與五十周年系慶

活動的籌備工作，並擔負聯絡人的工作。另有

不少系友將由國外回來 。 此次系慶活動的學術

研討會主要是由第七屆的湯猛雄教授召集幾位

在美國生物醫學領域研究表現傑出的系友(第二

屆的郭勁宏博士 、第三屆的黃英星教授、第七

屆的高惠陽教授、第十屆的林敬清教授)回來，

將他們的成果及經驗與大家分享 ，希望對於母

系師生有所幫助 。 在此研討會中，我們亦邀請

數位國內外學有專精表現傑出的系友 ， 分別代

表著第二個十年至第五個十年 。 在此謹代表醫

技系所有師生，熱誠的歡迎與衷心的感謝所有

的系友，如此熱情的奉獻及參與五十周年系慶

活動。

[本文同時刊登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

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50週年紀念特刊]

(作者現任母校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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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附

Pride~我
(驕傲根源?“自卑感" ) 

八月初四馬莎颱風夜，擔憂望日工作時，

心裡響起金門王 "流浪到淡水" 蠻富人性寫實名

歌『指著風琴提著吉他 ，雙人牽作伙 ， 為著生

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鄉心愛的人......阮姆是

意愛虛華，阮只是環境來拖磨，人客若叫阮， " 

風雨" 嘛著行， "為伊" 唱出留戀的詩歌人生

浮沈起起落落" 口母免來煩惱有時月圓有時也

嘍平趁著今日其歡歡喜喜. . ..有緣無緣大家來

作伙，燒酒飲一杯 ， 乎乾啦 .. . dJ "Brutal 

directness土宜，自 地唱出 "為顧客" 著想的 "敬業

精神~職業倫理" vs.布袋戲主題曲 『錢鼠 : 有

錢的人講話大聲 ，萬事攏佔贏;無錢的人佑在

世間，講話無人聽. .. . . dJ顯示 "財富的傲慢"

莊壽洛

離開上帝去拜偶像(※ 2)意昧著 "淫亂" 不貞，

所以a 舊約時代，強調拜偶像是罪惡之最; b. 

新約時代 (~拯救世人，耶穌犧牲自己 )以

Mammon財神爺為罪惡之最(貪婪是一種偶像

崇拜 ， 哥羅西3 : 5) ;後來c. 奧古斯丁(1600年

前)更認為Pride驕傲是罪惡之最;其實 "淫亂~

貪財~驕傲" 可說是 "偶像崇拜" 的Synonym近

義~同義詞示如表1 。 不過奧古斯丁以 "謙卑的

驕傲" 做醒世人 『以禁慾苦行~服侍低賤(白得

其樂)所謂勉強的謙卑，也是謙卑的驕傲dJ (※ 

3)→?讀者文摘「謙遜，真微妙，在你自認為

謙遜時，你已經 "不謙遜" 了dJ 0 

.•? Ií大工無人倩， 小工日母肯行(高不成低 總之，上帝所厭惡的是 "Proud look ~ 

不就) dJ與「錢多事少離家近』今日 "貧陣又傲 Lying tongue~Wicked mind /驕傲的目明~白

慢 " 的 "頭路觀 " . .. . . . BL Seaward留下 賊的嘴唇~邪惡的心肝" →?台灣三害 !

Ií Stressed is Desserts spell backwards / 

"Stressed壓力感" 不過是 "Desserts甜點" 拼音

首後顛倒的字吧了』富涵義慧語→? Ií吃苦是

吃補(台諺) dJ ' 舊約詩人「我受苦是做我的利益

(詩篇竹 9 : 71) dJ . . .. . .無意中翻到往日 "筆記"

舊約時代

新約時代

奧古斯丁

表1 罪惡之最

狹義 廣義

偶像 權力~財富~知識~名聲

貪財 權力~財富~知識~名聲

驕傲 權力~財富~知識~名聲

『火燒島政治犯(※ 1) :阮到山裡割林投葉~用 (名聲﹒孟子 "聲聞過惰 ， 君子恥之萄子 "盜名不

林投葉織繩仔~提繩仔到海邊個石頭~扛石頭 如盜貨")

倒轉來造圍牆~用閏牆關家己/ 自己」蠻富涵

義唷我嘲笑~諷刺~真無奈" 寫實→ ? KMT受

麥克阿瑟之託接收台灣後 "權力的傲慢" 。

信仰 c (舊約) _c帝與選民關係視同夫妻 ，

2006年十月

(※ 1 )政治犯/良知犯，套用 "香港三步曲"

評論Ií KMT受日本與共黨凌辱猶如 "去勢男人"

必須加倍在 "受託管" 的台灣展現真有權力戒嚴

統治(陳芳明) dJ →所謂直官型 "自卑感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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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出KMT"權力的傲慢"一→ ? 二二八 "殺台

菁1947~摧台菁1970~吹台青1987" 造成台灣

人 "奴性" (奴才特質:奴才彼此很會鬥爭，對

主人卻很會忍讓不會爭取) ，尤其阮讀冊人的

"破膽~沒是非" (所以翁山蘇姬說:不是權力而

是 "恐懼" 使人 "腐化" →台灣讀冊人)→?加害

者宋楚瑜~馬英九等(馬主席市長 "紀念台灣光

復一甲子"文宣，令我想起 "筆記" 民初慧者蔡

銬先生評語『吾國人心斷送於 "{其/白賊" 字 ;

吾國人之叫起" 足以斷送 "國家民族" 而有餘』

→?中國人特質 "偽~瞞騙") . . 李敷風趣地說

「被KMT恭維的人，他實在可以因此 "懷疑" 自

己的人格( ?往日 "虛偽" 教育) .!l (李教:中學

時，老師說施歐揚將來會做大官;蓋施毆揚↑自

外省人，卻會欺侮台灣人) 。

( ※ 2)偶像 11個的偶像是銀的~金的，

是人的手所造的:

個有嘴也糟講話，有目H周也切會看;

個有耳孔也切會聽，有鼻孔也槍鼻;

個有手也明會提，有腳也糟行;

{因也無用個的嚨喉出聲;

"造個的，靠徊的" 攏欲親像個.!l (詩篇115 : 4) .!l 

( ※ 3)謙卑的傲慢，報刊『台灣宗教界怪

現象 "刻意著相修行~刻意放生" 以求 "倍功立

德~增福添壽1 →? "有利可圖" 又刻意 "謙卑

/慈善" 的傲慢所謂 "{鳥" →? "自卑感" 病態反

射!其實做 "善事" 是做人的基本責任/本分，

並不是 "積功德" 更不是 "上天堂" 的交換條

件 !

Pride--本質

。賢人 11 P r i d e 驕傲是無知的產物

(Socrates) ~隱瞞無知(Shelly) ~萬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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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kin) .!l也是愛迪夫人所謂人性弱點『驕傲

常常披著謙遜的外衣』→? Whitecote風趣地

說「傲慢的人心內沒有上帝，所以不會覺得使

人冷漠(J Ray)或令人討厭(Ben Jonson) .!l 

丹麥『小狗~初生之噴~矮子，較驕傲』諺語

•? 11 傲慢與優雅互不相容(J Kelly) ，不過與

愚蠢稱兄道弟(希臘諺語) .!l。

@ Cotton與 Hazlitt 11 Pride存在於心，舌

頭、嘴唇無啥份量』慧語，所以「孤單寂寞時，

罕見有傲氣(Voltaire) .!l '作家J Renard風趣地

說『有所謂假謙卑，卻沒有"假傲慢" 呢.!l ... .. . 

法學家J Selden認為「有點Pride是被容許的，

否則難以維持所謂尊嚴~但是向旁人現出你的

傲氣就夠荒唐了(La Rochefoucauld) .!l ..... . 11 物

以類集而相惰，但奇妙的是"驕傲" 卻相排斥(T

Fuller) .!l '哲人Santayana 11 驕傲者 "受辱" 的傷

痕，最為頑固，至老其傷痛仍然如初』警言，

不可不慎!

。哲人Spinoza 11 Pride是"自我品味" 高估

自己為樂，所謂利己主義.!l '其實『驕傲的

人，自知 "弱點" 只好輕視別人(史家E Hyde) , 

所以害怕所謂公平競爭(F Sheen主教) .!l。

@HL Beecher神父說『傲慢的人，罕見

感恩恩、，總認1為為

先生) .!l '妙的是『驕傲的人，總是討厭別人驕

傲(Franklin)~聽到別人被讚賞 ，就覺得自己受

侮，甚至氣得向對手吐槽(T Fuller) .!l '劇作家

W Hazlitt認為『真正傲慢的人，根本不理所謂

上司或部屬，前者他不認同，後者他不關

心 .!l '所以『傲慢的人，不會疼情別人，也不

會被喜歡(HG Bonn)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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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de--使勿

。古哲人AL Ghazali IF Pride~Arrogance 

~ Boastfulness /驕傲~目中無人~自誇，是

種慢性疾病.il' IF 白大與自負都是欺瞞，自

負，騙別人;自大，騙自己 (齊麥曼醫師 ) .il 

→?莎翁『嚴厲，僅能令人畏懼;驕傲，使人

懷恨 』 做語 IF 其妙的是，傲慢總是在即將

破滅之時，及時出現，驕傲一出現，謀事必敗

(希爾泰).il→?尹素寓言"燈台灣三亂源!

。La Rochefoucauld風趣地說『驕傲~自

傲，是天公賜與人免於自知 "不完美" 之苦』

•? Pride是 "弱者"慰藉的手段~ "自卑感" 的

病態反射 然而Mckenzie說「最適當的

Pride '會逼人完成最好的工作(所謂自重自

尊) .il '其實Pride是真正勇氣的根源;從未有

"不自重自尊的英雄" ，懦夫決不敢誇口勇敢

的!

。傲慢:單數的傲慢，其罪是Egoism 自

我論;而複數的傲慢，其罪是Nosism無我論;

後者危書~破壞性遠大於前者，如希特勒~蔣

介石以 "集體式"傲慢進行 "殘酷摧毀" 。

Pride-- 比喻

。2000年前劇作家Publ i lius IF 驕傲的榮耀

與蒙羞 ，僅一線之隔」做語→? IF 真實的事業

成就，應該不是以追求金錢而是對事業本身的

Pride自重自尊，而這Pride促使事業成為所謂

藝術(HL Doherty) .il慧語…...在商場 IF Pride是

緊要動機，但必須以“顧客"為主的Pride ' 否

則荒唐了(JR Adams) .il•? IF 所謂Snobbery

勢利眼 ， 是不知 "自我角色 " 的傲慢者 (B

Braley) .il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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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Pride傲氣，宛如煙霧之高升，卻瞬

間消散(史家Plutarch)~如同盛開之花朵，隨即

凋謝(詩人White)~好像鴉片或酒，少量有益 ，

大量傷身(F Saunders) .il ... . ..Franklin比喻『白

傲的人，早餐豐盛，中午窮，晚上臭』→?

IF Pride是 "不安" 源泉~白卑感之果，使心神憂

苦 ;而 Humility謙遜是其 "解毒劑 " (L 

Sigourney) .il。

。柏拉圖『勝戰~成功，使人傲慢而易取

其辱~衍生種種惡行.il '女作家G Eliot風趣地

說 IF (他)像那隻公雞，以為太陽出來，是為要

聽他啼，鳴之聲呢.il . ... . 莎翁比喻『傲慢是:自

我的面鏡~ 自誇的喇叭~自我的病歷』→?

『兩件難容忍的是白賊的好額人" 與傲慢的

窮人(詩人R Herrick) .il。

Pride--幽默

。Wi lson總常充對外籍公民致辭有句「就是

有這麼一個人，唱傲" 得不願參與Fight .il→?

『本來可進西點軍校的，可是我卻自傲得不屑

跟眾議員打交道呢(W Rogers) .il . . .. .幽默家

Gilbert IF 為 Family P ride家族尊嚴，我甚至追

根到細胞~分子層次，很遺憾地其結果 "難以

置信"」'哲人羅素風趣地說「我不相信孔雀會

嫉妒別隻孔雀尾巴，因為每隻孔雀都以 "最優

美" 自傲，所以孔雀可說是"愛和平之鳥"呢』

→?口自台灣人 !

。記得先父說過天才型劇作家王爾德到美

國在海關留下『除了 "我的天賦~天才" 沒啥好

勻即自" 的』妙語. . . .. .幽默家J Bill ings IF 治療 "傲

慢~裝模作樣"最好辦法就是 "量船頭暈得

嘔心想吐的人，決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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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FH Callahan í'非常自傲~膨風

的人，有些是低能~窮困的 ; 反而有些非常出

色又謙遜的人，卻是 "好額人" 呢dJ .…….…….…..….•? 

『法官:你既然說因1為為

店" ，可是為啥不偷些食物而搶櫃台的 "現金"

呢?被告 : 因為我是個有尊嚴~傲氣的人，

法官大人，我一向的原則是 "吃東西 ， 我都付

現金" 的呢 ! (L & F Copeland) dJ•? "盜亦有

道(莊子)"!

Pride--- 志

。約200年前W Knox í'為啥咱人心靈會有

Pride呢』之惑. . . .. .博物家J Ray認為『過份溺

愛妨礙小孩白立，使其Pride受損(這是母~子

間難免 "極不自然" 關係)而導致日後的過份補

償性Pride dJ …建築家FL Wright有『幼年時的

我，就得選擇 "老實的自傲"或 "虛偽的謙卑

我終於選擇要 "老實的自尊~自傲" 並且一直沒

改變』自我告白 ......也有『醫師可以 "掩抹" 他

的過錯，但是阮建築師(有了過錯)只能奉勸客

戶種值葡萄等 "藤蔓" (掩飾) dJ蠻幽默 "士宜" 妙

語→?阮 "病理醫師" ! 

。約160年前智者C Dickenson有『我們

請來一位家庭教師來家裡教導我們，但是我們

並不感到驕傲，母親說 "以此為傲" 的話就大錯

特錯，該被責備的』幼年體驗→?家有 叮用人"

不覺 "歹勢~Aidos" 嗎! .... ..C Colton牧師『 自

傲~傲慢的人，小看別人並與之保持距離，以

顯示高人一等;卻不知別人也以 "厭而遠之" 避

開他dJ '不過詩人R Duncan卻質疑『世上能找

到 "沒有自傲的貴人~沒有嫉妒的友誼~沒有

虛榮的美女" 嗎』 。

好，總是善於誇張得意狀』矛盾妙語，

Coleridge說『真妙， Pride會使人傲慢得荒

謬，卻也可阻止別人 "學他的傲慢dJ→?

í' P ride雖不算美德 ，卻也會衍生美德 (M

Collins) dJ '不過有í' ''嘸下驕傲" 之苦，甚於 "食

言" (Mckenzie) dJ做語→? í'自負自傲，宛如

隱伏著的 心uicksand流沙川 有成就的人，不

可不慎(A Glasow) dJ 。

Pride--- 自勉

。『財富使人自傲(J Addison)~得意時的

驕傲，會成為失意時的困惑』→? í' 心靈裡驕

傲，是根深蒂固的， "Sincere誠實" 是唯一療

劑 ; 該以真誠自我評估 "往日~今日~來日 " (R 

Gordis) dJ。

。『好的 "理念~言行" 使人自傲，也易

招致 " 自負~虛偽" 批判 (W Law) dJ '詩人W

Cowper比喻『知識，以學得很多而自傲 ;智

慧，卻謙遜地說懂得不多』而Franklin更認為

『最難也最終才能夠克服的情感是Pride dJ

詩人但丁(1320)比喻í' ''動心三火花" : Pride~ 

Envy~Avarice /驕傲~嫉妒~惡意，是咱人

人所知又留意的所謂8abel of Despair絕望巴別

塔(※4) dJ。

( ※ 4) 8abel巳別塔，人類在巴比倫建塔，

想使塔直抵天上( ?自傲的人類想跟仁帝爭高

低) ，因此觸怒上帝，使人頹語言混亂，建塔計

劃化為泡影(創世紀 11 : 1-9)→?漢人 "人定勝

天" 導致台灣今日的 "人造的旱災~水災" →?

『踩闢山河 ， 大地討債』。

。尹索寓言(燈) í' 一盞燈吸了11:13發出很明

。哲人羅素『悶悶不樂的人，如同睡眠不 亮光芒，它正自傲誇口說 "我的光芒比太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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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時，突然一陣風吹來，那盞燈立刻被吹熄』

•? ü"最厭惡的是 "思~言~行" 都以"自我"

其中心的傲慢(培根) .Jl '而東方也有「傲氣不可

長，傲r胃不可無(1龍陸其) .Jl做語。

@R Hayman ü"和平導致富裕，

富裕導致驕傲，

驕傲導致妒忌，

妒忌、導致鬥爭，

門事導致窮困，

窮困就會謙遜，

謙遜就會和平」

富涵義慧語→?咱 "又傲慢~好內門" 的台灣

人!

我的恣

。Nobel獎Lederberg ü"大瘟疫，人的傲慢

為自己找來的麻煩』→? ü"台灣人的傲慢 ， 已

是台灣人的致命傷(吳錦發) .Jl .. . ...往日濫伐濫懇

~今日所謂山莊~遊樂區~觀光飯店，都是年

年“人造天罰" 之源. . . . . .? ü"蜀山兀 ' 阿房出(阿

房宮賦) .Jl ~阿美族『神懲罰人類用 "洪水及地

震.Jl警吉慧語卡夫卡說『只有欺瞞上帝

又傲慢 (踩閥山河 ) ，才是唯一 "真正的罪.Jl

•? "膽大包天" 的咱台灣人內心響起

『願:為此塊土地，我誠心祈禱;願主的真

理， ，若光全地遍照;為此的城市，我謙卑懇

求;願主的活命， 互阮百姓得救. . ....Jl。

。生理學家C Bernard ü"科學增強日白的能

力，卻也減低咱的"傲氣'，』'可是台灣人卻更

加傲慢~唯利是圖，造成『天公上大，人人

罵;土地公上細，眾人拜』 重私利書公~不義

的惡習.. . 台灣近代化重要基礎功臣後藤新平

看出台灣人 "愛錢~驚死~愛面子" 三大劣性而

2006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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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 "以台制台" ( ?吹台青) ... . . .以文明三要素

(Aidos~ Dike~ Logos /羞恥心~正義感~理

性)準則，口自台灣人尚不是 "文明人羅素住

中國一年之體驗 "愛錢~驚死~無同情心" 中國

人三大劣性(吃狗的社會是 "無情無義" 的國家

民族，柏楊) (※ 5)→? ü"中國人尚不算人(蘇西

黃世界) .Jl . .....曹長青風趣地說「中國，就像

"龍" 根本就是 "虛幻"不存在的東西」富涵義妙

語，鄭義仁卻 "土宜" 地說ü" 5000年的中國文

化，卻沒帶給我1r~5000年的 "文明" 』。

( ※ 5)官僚文化，戰後行政長官陳儀(日本

時代來過台灣的他)卻在電台向台灣民眾廣播

「我們(KMT)官員有三件事不會做的:不偷懶~

不欺騙~不措油』民眾聽後 "譚然" 傳為笑話

•? "黑金~瞞騙" 的今日 !

。『氣質，金錢唯一買不到的 "化妝品" , 

也是權貴唯一求不得的 "桂冠.Jl→? ü"氣質如

同良知，不是天生俱來的，而是日常 "身教~

教養" 累積(米爾) .Jl '可是人性弱點尤其根深蒂

固的Pride傲氣 ， 富 "氣質" 的帥哥~淑女~紳

士，不可不慎，以免自招恥辱桂冠詩人

Tennyson留下ü" Self個reverence~ Self- knowl

edge~Self-control /自重~自覺~自制，僅此

三項足以達到完美境界」慧語→?引導咱台灣

成為"文明國家" 的指針 !

。詩人，所謂知識份子的良知，杜才，三以

電話恐嚇殺謝按全家， 真是 "又惡又無恥之

最" ，卻還有張默與白靈詩人~聯合及中時惡靈

傳播之附和，甚至以英雄待之;狠狠地摧毀社

會文明價值觀(負心多是讀冊人~文人不負責

任)→? "知識之傲慢" ，蔡銬先生所謂叫起" 中

國文化特質..... .令我想起100年前英國評論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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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 G Swinburne所謂 "Tadpole!lI}科斟詩人" ，意

昧著 『絕不可能成長到一隻青蛙還大;缺之藝

術天份~良知者應該瞭解自己」。

生在 去A
(i,'ifI 

。「阿誤者的藝術是利用大人物~老闊

"自卑~自傲"弱點，助長其錯誤而永不說出會

使他們不愉快的"忠告" (Moliere) .J]→?造成

"{其~瞞騙" (中國文化特質) ! 

。『誠實(誠懇老實) 經典當，即永不可

贖(T Middelton) .J]→?所謂Evan氏律(一旦放

棄誠實，其餘的就好辦了)→?台灣三書 !

出科血沖學者~詩人~藝人吧了!

J結 吾吾

沙烏地「自我，是偶像之母」諺語意味

著:自我~自尊~自負~自傲~傲慢，也就是

哲人Spinoza所謂Pride驕傲涵義。對"夢"蠻有

研討心得的Robinson夫人認為『夢中的Pride

意昧著"相反預兆假若夢中Pride的是別人，

那你將會上進一大步;假若Pride的是你，那你

得對"你自己人格健全與否"反省又反省~檢討

又檢討! .J] IT'耶和華按呢講:智慧的人莫

得因為伊的智慧來誇口，勇壯的人莫得因為伊

的勇壯來誇口，好額的人莫得因為伊的好額來

誇口若愛誇口，著誇口認識耶和華，行慈愛

~公平~公義的上帝" (耶利米書9: 23) .J] ，以此

自我勉勵，做為本文結尾。

。「文化愈久，愈離文明( ?中國) .J]•? 

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累積/記錄，而文明是

其質不是量，因之，文化的價值在於"文明"

→?真誠/誠實 (莊壽洛筆於感恩節2005)

。教育可以造就許許多多知識份子，而知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年學業，現任母院病理部兼任教

識份子的價值在於"智慧~真誠"並不是知識， 授)

否則造出各種各類又傲慢又無良知所謂Tadpole

當
枷f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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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Zealandl Australia Adventure 
(1 0/1/05 -- 10/14/05) 

Foreword 

Totally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far away from the trouble spots in the 

north , New Zealanders and Australians have 

lived their paradisiacal lives in contentment. 

The life is easy and slow-paced the悶 ， and the 

traffic jams in the major cities are nothing like 

that of large US cities. Granted , Australia got a 

little rattled lately by supporting Bush's Iraq 

policy, but that is like a pebble thrown into the 

ocean , nothing is really changed. Thanks to 

Captain James Cook's tireless explorat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Great Britain took the mas

sive lands from the hands of the aborigines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n Australia , the 

first fleet of human freight arrived in Sydney in 

1788, 18 years after Captain Cook discovered 

Australia. The first-comers consisted of 750 

convlc脂， 210 marines, 40 women and some 

children. The practice of shipping convicts to 

Australia continued till 1868. New Zealand. on 

the other hand , started out by transplanting a 

cross section of town people from England in 

a well-executed immigration plan. Both coun

tries upheld "Whites only" immigration policy 

until 1966 when labor shortage forced the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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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he doors to non-white immigrants 

Sheep and environmentalists reign over 

both countries. New Zealand with an area size 

like Japan has a mere 4 million people 

Austral悶， as big as USA without Alaska , has 

only 20 million . Sheep greatly outnumber peo

ple by many many folds. From 1960s to 

1980s, Asians , including Taiwanese, rushed in 

flocks to the new lands looking for oppo付unl

ties . Many have since left in disappointment. 

The cultures down there are ce吋ainly anything 

but Asian . There is little night life anywhere 

except in Sydney. Asians' "get-rich" entrepre

neurial tryouts don't seem to click there since 

New Zealanders and Australians are content 

with their sheep and tranquil societies. Maoris 

are New Zealand's aborigines . Stocky and 

strong , they look like Hawaiians. They are a 

lucky group , well treated by the whites , as 

they enjoy the best welfare benefits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Anthropologists say the 

Maoris share the same ancestry with Taiwan's 

natives, an assertion they steadfastly refuse to 

accept. In contrast , Australia's aborigines , 

often referred to as bush peop悟， estimated 

750,000 in 18 th centu巾， are facing 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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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like American Indians. Most of them live 

in the Outback regions alienated from the out

side world. 

In early spring ,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re exceedingly beautiful , though still 

a little chilly. Our land tour covered wide and 

far, and we saw plenty. But we went to bed 

early everynight since nothing goes on in town 

after dark. There is not much to see on TV 

either. I spent my evening hours learning their 

unique accents on TV. New Zealanders speak 

more like ordinary Britons. Australians are 

harder to understand.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accents in Australian English is the pronuncia

tion of "A" as emphatic "AE." If you don 't listen 

careful旬， TODAY sounds like TO-DIE (pro

nounced as TO-DAEY) . On our long flight 

back to LA,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why 

someone once said , "Don't visit NZ/AUS until 

you are very old and have seen ever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 This trip has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least hurried and stressed on my 

many a journey so far. If 1 should live past 80, 1 

might do it again then. Now the highlights of 

our tour: 

A). North Island, NZ 

Auckland 

We flew to Auckland , the largest city of 

NZ with 1.5 million people, to begin our explo

ration of the North Island. The most impres

sive sight had to be the subantarctic aquarium 

where we saw many mid-sized pengu 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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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 stingrays and rare fish. The 3-foot tall 

penguins looked well groomed and walked 

funny, all of them wearing a yellow band 

around the right wing . After the visit, the tour 

guide said those penguins were electronic 

fakes and asked the group if we were fooled. 

Everyone in our group (33 people) nodded in 

agreement except me. The tour guide looked 

at me in disbelief and then sighed , "Too bad 1 

could not fool all of you. How did you know the 

penguins are real ?" "1 am a doctor, 1 knew 

where to look." 1 said. 

mTaitomo 

Another incredible experience in the 

North Island was the Waitomo Caves 

Cruising in a small boat inside the pitch-black 

caves , watching millions of glowworms flash

ing on the ceilings of the caves like millions of 

stars in the sky, must register one of the most 

breathtaking moments in my life. 

Rotorua 

We enjoyed a highly entertaining show 

watching a skilled sheephandler shear a 

sheep . For the first time 1 learned the best 

wool comes from the breed Merino, originally 

introduced to NZ/AUS from Spain. Later in a 

wool factory depot , 1 bought a king-sized 

alpaca woolen quilt, supposedly the best light

and-warm qui lt there is in the world. Alpacas 

can only be found in NZ (1 don't know about 

Australia .) They look like second cousins of 

lIammas. 1 hand-carried the expensive quilt all 

the way back to US. Boy, that thing cost 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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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 

B). South Island 

O ueenstown 

After traveling through the North Island 

we flew to Queenstown to explore the South 

Island. The Milford fiord is every bit as beauti

ful and magnificent as Norway's world

renowned fiords. The day we took the cruise it 

drizzled , the wind was strong , and the moun

tain mists added a mysterious shade to the 

scenery. Hundreds of long narrow falls hung 

from the high-up mountain peaks hidden in the 

mists. It is an awesome sight 1 have not seen 

elsewhere 

Arrowtown 

Arrow1own is one of the backdrops of the 

great movie, the Lords of the Rings. Southern 

Alps cuts across the island and Arrow1own is 

sitting on the hillside . The snow-capped 

rugged peaks and gorges stretch out endless

旬， just like what we see in the movie. Not far 

from Arrowhead , we came to the bridge where 

the popular Bungee Jump was originated. (A 

dare-devil did the original stunt from Eiffel 

Tower and then started the business from this 

bridge.) New Zealanders call it Bungy Jump 

We went to check it out just to find out we 

were all too old to qualify. (Now you know we 

must enjoy ourselves when we are young , or 

we will miss all the fun .) 

Christ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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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largest city of NZ, with a popu

lation of 400,000, has the most British flair in 

city design ,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It is a 

garden city with one th ird of the city proper as 

public park. We toured the plush neighbor

hood of Mona Vale where a creek, Avon River, 

runs deep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whole city 

with lovely carefree ducks cruising along the 

punts down the meandering stream . The 

grassy banks, weeping willows, old oak trees 

and small arch bridges are almost a copycat 

of England's Cambridge campus! The elegant 

waterfront houses boast a price tag some

where between 10 to 20 million US$. The tour 

guide informed us Christchurch is Japanese 

favorite city in NZ. 

C). Australia 

A flight to Melbourne,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of AUS, kicked off the second part of our 

tour. The prosperous city, with the most elabo

rate Victorian architecture of all cities, got rich 

by the 1850s' gold rush . The city's skyline 

could easily fool you to believe you are visiting 

a British city. The highlight of the tour today 

was not the all-familiar skyscrapers and heavy 

traffic. but the home of the smallest and cutest 

penguins in the world on Phillip Island 2 hours 

south of Melbourne . They are called Blue 

Penguins, one-foot tall lovely birds with excep

tional swimming skills. After sundown we 

arrived on the shore of southern Pacific 

Ocean . Holding our breaths we sat on the 

dark beach in total silence waiting for the little 

blue creatures to swim upshore. Sure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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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of them came in with the tides and 

quickly lined up on the sand side-by-side like 

trained soldiers. When the group grew to 

about 8 or 10, one of them , apparently the 

leader, took the first step forward and waddled 

up the beach as the rest of the group filed in a 

queue behind their leader and marched in 

their uncanny sway to their homes in the 

beach bushes. The wonderment of the nature 

displayed without pretense by the cutest small 

creatures left all of us completely breathless. 

Canberra 

The capital of Australia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of 300,000 is like a miniature 

of Washington DC . An American architect 

from Chicago, Walter Burley Griffin , designed 

the city apparently with the US capital in mind. 

Once little more than a sheep station , the 

place was picked in 1908 as the new seat of 

federal parliament to end rivalry between 

Sydney and Melbourne. Canberra today looks 

neat and gorgeous, prettier than Wash. DC. 

The Parliament House at the center of the city 

radiates out 11 wide tree-lined boulevards. 

From the huge War Memorial Shrine at the far 

end of the city one can see the Parliament 

House across Lake Burley Griffin , a similarity 

we see in the line-up of the Capitol and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Blue Mountain 

We took the steepest boxcar ride in the 

wor肘， easily 60 degrees, down to the old coal 

mine site. A walk in the rain forest wa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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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eshing. Coming up on the cable car to view 

the famous Three Sisters Rock was regret

tably disappointing because of the heavy fog 

Fortunately, a surprisingly good lunch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the little town of 

Kattoma made up for the loss 

包也豆豆

On the outskirts of Sydney we visited 

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 . There we saw 

many eclectic animals and birds unique to 

Australia . Did you know there are 46 kinds of 

kangaroos? The big ones can weigh up to 100 

kg and jump 2 meters high . Why are the funny 

animals called kangaroos? The legend has it 

that when Captain Cook's people arrived in 

Australia in 1768, bewildered by the peculiar

looking animals hopping all over the place , 

they asked the aborigines, "What are those 

animals?" The aborigines replied , "Kangaroo," 

and the name has since stuck. Later, the 

British found out, 'Kangaroo' in the aborigines' 

language means "1 don't know." Whether the 

aborigines were saying to the British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English or they did not know 

the animals has been open to debate. There 

are other strange animals and birds in the 

park. Emu, a large bird looking like ostrich is 

Australia's national bird (Iong-beaked Kiwi bird 

for NZ). The cutest have to be koalas, small 

tailless bears living on the trees and sleeping 

20 hours a day, a lifestyle 1 envy! 

Sydney, the largest city in Australia , 

boasts the prettiest night view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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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 Carlo and Hong Kong as second and 

third . The war-destroyed Beirut used to be 

second. AII to肘， the late Mao's bedroom was 

decorated with only 3 large pictures on the 

wall , one of them is Sydney's skyline at night) 

The sprawling clean city has a skyline only 

Chicago's Northshore can match . But Sydney 

has more glitz 一 many undulating bays, har

bors, beaches, pretty bridges , and of course 

the one and only Opera House! Jorn Utzon's 

Sydney Opera House, which opened in 1973 

after 14 years' construction , put Sydney on the 

world map as the classy example of modern 

expressionism. (Still alive today, Jorn Utzon , 

the Danish architecture designer, interestingly 

has never visited the completed wonde附ork)

We toured inside the Opera House and 1 must 

admit this seemingly odd structu 舟， with 

appearance of a sectioned orange, is truly a 

marvelous technological masterpiece com

plete with visual beauty, acoustic perfection , 

and modern practicality. On the harbor cruise, 

the fantastic view of the Opera Hous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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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r Bridge in the background made our 

costly trip worth every penny! 

Sydney seems to be the only city in 

NZ/AUS with a night life. We took a night tour 

and ran around town . Starting out with over

indulging ourselves at the all-you-can- eat 

seafood buffet, we tried our luck at a casino. 

The tour guide then took us to the rock bench, 

Mrs. Macquaries chair, for the most beautiful 

night view of the Sydney Harbor and Opera 

House. As we rode through the "Red Light 

District," we saw a few gay bars jammed with 

young men and several short-skirted street

walkers leaning expectantly on the wall in the 

shadows of amber street lights. Unwilling to 

say goodbye to this fascinating and tantalizing 

city, we walked across the 500 meter Harbor 

Bridge as if the brisk sea breezes could blow 

away our parting sorrow.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3年畢業， JJL退休南加州 )

Ij' |司立台灣大學督學院區第一屆全妹校友大會暨 、
第三十六屆北美校友大會

日期: 2006年11月 19日(星期日)
地點 : 台灣大學校總區新綜合體育館(小巨蛋)

全球校友大會會長:沈仁達 醫師

執行長:周松男 醫師

己開始接受報名!有本收到報名來者可至景福網站下載(http:lt加wwJingfu.org.tw) 

已向大會秘書處(TEL:必12-.卸的l泣如姐)索取資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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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國實戚、台堡與「格子呢裙」之旅

今年五月，妻、女兒和我， 一家三口水晶

會 (Crystal Society)會員，乘坐水晶寧靜號豪

華大郵輪在英吉利海峽，渡北海(No巾 Sea) , 

環繞不列顛諸島，海上漫遊二十一夭。這是我

們繼2003地中海和2004波羅的海之旅以後，

再次訪歐 。兩個回合的漫遊航行「背對背」緊

接相連 。整個經驗為時雖暫，卻回味無窮 ! 住

在郵輪高樓套房，有私用陽台可供遠眺 ， 有專

人呼應之便 。 船上侍者如雲，殷勤待客。受者

如我，難得清福，樂以忘憂。漫遊的三週，我

們白天參加陸地遊覽圈 ， 傍晚則盛裝赴宴，佳

錯美酒 ，- 予取予求 J '白不在話下 。 由於我

不詰博尖 ，不看電影，寧願陪伴妻女逛郵輪上

的珠寶店、精品店，甚至圖書館 。夜色深沉時

觀賞一場輕鬆的音樂晚會 ， 頗能恢復白天耗損

的元氣 。這裡有悅耳的名家鋼琴、 管樂和聲

樂;有光彩奪目的各種舞蹈;有馳名美譽的百

老匯歌劇;有滑稽突梯的腹語秀脫口秀等等。

娛樂性十足，美不勝收 ， 每場都 「值回票價」 。

北 l司寶藏

第一回合Northern Treasures之旅從倫敦

南方的外港South Hampton起程，郵輪在英吉

利海峽徐徐東行， 出發時氣候陰霾，進入北海

後，突然風浪大作 。 船沿歐陸西北部繼續航

行，沿途登陸 ，先後訪問了英比荷德四個國家

的九個都市 。英屬度假勝地和免稅天堂根西

(Guernsey)小島，有如世外桃源，它遠懸英吉

利海峽中 ， 實際上比較靠近法國的諾曼第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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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聖彼得港坐車上山 ，然後沿著海灣，順山

腰羊腸小徑而下， iI削區蛻蜓步行了三哩踏草

路 。路上時雨時霧，氣候瞬息萬變 ， 雲霧初

開， 虛幻中看到懸崖峭壁，如入仙境 。 山坡遠

處有大叢金雀黃，近處遍地野花，有白色小簇

的山植和野萃，掛著藍色纖細鐘花的風信子，

夾帶一些毋忘我和少許潑野的番紅。十九世紀

法國大文豪雨果 (Victor Hugo) 被放逐來此「茂

林幽穴 J (Moulin Huet) ，我們走過他的深居，

也找到他的好友印象派大師雷諾瓦(Renoir)海

邊作畫的地點。由此遠眺對面|呻角，山環水

抱， 一連串巨函似的石頭尖堆凸出海中，白浪

滔滔'這絕佳美景原來就是畫家靈感之源。

第二站來到比利時的布魯日 (Brugge) ，驅

車至布魯塞爾(Brussels ) 。這是比國也是歐盟

的首都，除政治文化外，久仰其特產巧克力

糖 、 格子餅及透花工藝 ， Flemish語與法語俱

通。滑鐵盧古戰場就在附近，但是歷史上廝殺

最慘的戰場是男一個叫Ypr闊的小鎮 。 彈丸之

英吉利海峽 Guernsey 小島

2006年十月



荷蘭 Kinderdijk 區大風車

地，在短短幾年的一次卅界大戰中竟有五十多

萬軍人陣亡於此 。翠日，郵輪進入荷蘭首都阿

姆斯特丹(Amsterdam)避風港，這裡地勢低

撞，海風特強，是以填海造地 、 運河水壩和大

風車成了特色。遊覽車輪渡萊茵河來到

Kinderdijk '此乃UNESCO世產保護區，大風

車就有19座。我們特地入內觀看一個正在運轉

抽水中的風車，驚嘆荷蘭人的聰明和毅力。

人們皆說，乳酪和鬱金香最能代表荷蘭，

一點不錯。河堤公路旁邊婆娑搖曳的楊柳 ， 讓

人瞥見典型的鄉村農場和美麗的田園莊舍。經

i@Gouda (荷語念作弓子大 J ) ，嚐到馳名的好

大乳酪。以施洗者約翰為守護神的S1. John好

大教堂 ， 有70片高達屋詹巨幅的彩色玻璃窗。

經過Delft時 ， JI價道參觀荷蘭皇家瓷器工廠(De

Porceleyne Fles) ，這裡的精緻產品Del你Na悶 ，

自十七世紀初期就開始模仿中國明朝萬曆年間

的青花白瓷。今年正好是荷蘭畫家林布蘭

(Rembrandt)四百週年冥誕，他的名作〈夜巡〉

Night Watch在這裡完全以青花白瓷磚拼成一幅

巨大的壁畫，價值不菲，置於大廳 ， 供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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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回程時我們馬不停蹄，路過歐洲運輸吞吐

量最大的海港鹿特丹(Rotterdam)和國際法庭的

所在地海牙(Hague) 。

再訪德|週

兩年前我們第一次訪問德國是從波羅的海

之港口Rostock乘火車到柏林，這一次訪問則

是從北海的漢堡(Hamburg)登陸。漢堡是德國

西北地區的重要海港， 也是全國工業及文化的

第二大城。 一到這裡，大家馬上注意到的是一

些藍色霓虹燈裝飾的「球門 J ' 豎立在許多高

樓陽台之上，大小不一 ，朝向各異，非常耀

眼，提醒大家下個月的「世足大賽 J (World 

Cup)將要開始鑒戰。遊客在市政府(Rathaus)

廣場會合，瞬即起程參觀漢堡市內的幾個重要

地標:市政府是個文藝復興式的建築，金碧輝

煙，對面湖中天鵝優遊自在。這裡有日be 、

Alster 、 Bille三條河流相匯 ， 運河錯綜其間，

不愧被稱為「北方的威尼斯」。

St. Michael大教堂是漢堡最老的路德教

堂 ， 外表建築是巳洛克式，裡面結構則儼如大

音樂廳。據堂司說，這裡經常演奏布拉姆斯

(Brahms)和孟德爾頌(Mendelssohn)的音樂 ，

因為這兩位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大作曲家都出

生於漢堡。言猶在耳，我們步出教堂，突然從

教堂鐘樓上方傳來一陣清脆響亮的號角 ， 仰首

一望，時鐘恰好指向十點正，原來是一個喇叭

于在頂樓吹起他每天定時的管樂。在教堂後面

拐彎的角落，有個「寡婦之家 J (Krameram

tsstuben) ，這是漢堡市內最古老的窄巷和一些

非常狹小的房子。相傳中世紀時代比較富有的

船長和船員出海喪生之後，寡婦們守望相助，

生活一起，組成協會。現在這些房子已經變成

觀光區的咖啡廳、畫廊和精品店，但房子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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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保持它原有的特徵，屋頂上的紅磚煙自故

意扭曲，耐人尋味。遊覽車經過市內的紅燈區

(Reeperbahn一漢堡的「秦樓楚館 J ) ，最後到

達Alster~湖邊漢堡最富裕的地區。這裡湖光水

色，有受法律保護來去自由的天鵝，如茵碧

草，襯托出許多優雅大方的豪宅。

開上高速公路(Autobahn)東行之前，彷彿

看到公園裡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銅像，不久到達

波羅的海海岸城呂貝克(Luebeck) 。白中世紀

以來，且貝克一直與俄國、瑞典等斯堪地那維

亞諸國商業來往頻繁，屬於「漢薩同盟」

(Hanseatic League) 。它市容整潔，道路鋪的

全是鵝卵石，行人熙來攘往，沒有機動車輛。

鑒客如我，見街頭兜售的德國香腸啤酒 ， 垂j延

三尺，但是對商店櫥窗裡的特產杏仁糖果

(Marzipan) ，則毫無興趣。我們徒步經過大文

豪湯瑪斯曼(Thomas Mann)小時故居和木偶博

物館，附近St. Mary教堂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

聯軍轟炸而被焚毀，戰後重建雖恢復原來面

目，兩個巨鐘破碎變形標黑的殘骸，仍然躺在

教堂裡地面的一角 ， 原封不動，氣氛陰森，提

醒人們和平之脆弱與戰爭之殘酷。教堂附近的

「聖靈醫院 J (Hospital of Holy Ghost) ，外觀雖

有教堂之貌，實非教堂亦非醫院， 此乃中世紀

設置的社會收容所，也是今日歐洲僅存的「貧

病之家」。

北海暈眩

我們橫渡北海而上，前往蘇格蘭古都愛丁

堡(Edinbu rgh) 。這次旅遊重點就放在愛丁堡，

在那兒遊玩兩日之後，意猶未盡。郵輪回頭南

下，停泊在倫敦的東南外港多佛(Dover)休息一

天。清晨早起 ， 濃霧初散，從郵輪高樓走出陽

台 ， 矇嚨中驚見多佛海邊一大片白星岩石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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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天塹，儼然直立。乃與一對美國夫婦相約下

船，一起徒步遊多佛街市，嚐港口小店鯨魚，

也攀登到多佛古堡的最高點，鳥轍前往法國的

輪渡 o 這裡的英吉利海峽最狹窄，英法之間僅

21哩，聽說在往昔，天氣晴朗時隱約可見拿破

崙軍隊在法國的動態。現在古堡的一個高射砲

台指向歐陸的天空，象徵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

中防禦德國空軍的決心。

緊接的是第二回合Castles and Kilts之1J~

環繞不列顛諸島，訪問的是大英帝國及愛爾蘭

共和國的九個都市。依順序首先又是愛T堡，

郵輪這時又從多佛沿北海而上。北海風浪特

大，前後兩天三夜在北海的來回遊弋，使我開

始感到暈眩，幸好投以藥石，略為見效。這使

我想起孟德爾松的故事:他愛旅行，年輕時被

維多利亞女皇賞識而常來英國，其中一次蘇格

蘭之旅，使他寫出傑作Hebrides Overture;f日

Symphony No. 3也就是「蘇格蘭交響曲」。聽

說孟德爾頌寫「蘇格蘭交響曲」之所以成功，

在於他橫渡北海途中經歷了非常厲害的暈眩。

沒有任何人可能模仿得來像它，甚至他的「對

手」反猶字號的華格納也對它沒轍。

森林晶宮堂風雪

早在十一世紀，愛丁堡城由一個古堡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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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 Loch Ness 湖畔古堡

往外擴大而長成，十五世紀以後成為蘇格蘭首

巴。至今人口不到50萬，但是每年觀光旅客之

多超過百萬，僅次於倫敦。城分新舊兩區，

Old Town地勢高，指的是古堡及附近歷史古

蹟，十八世紀的末葉以後，人口向低處伸展 ，

才形成New Town新區 。郵輸在愛丁堡的外港

Leith拋錯，也就是停在Forth河的出海口 ，離

跨海大鐵橋不遠之海灣。往北遠眺， 碧綠色起

伏的丘陵之中，偶而出現一大塊金黃色整齊的

平原，那是種植rape seed的Canola油菜籽

田。在河盆口海灣最遠的東北角有一個潰海小

鎮St. Andrews ' 它的老球場是1421年高爾夫

誕生的地方。有趣的是 ， 當時蘇格蘭正在抵抗

英國的侵略，為避免荒廢國民的軍事訓練 射

弓術'高爾夫不久全面被禁。等到蘇格蘭國王

詹姆斯六世變成英國的國王以後，高爾夫才又

解禁

遊覽車沿Forth河往上游走，到達Sterling

小鎮。這裡以北多高山 ，以南多平地 ，小鎮成

了進入蘇格蘭高地的隘口。 Sterling古堡是蘇格

蘭獨立精神的象徵。超高的城牆和鞏固的構

築'使這個堡成為敵人無法踹越的屏障。十三

世紀的民族英雄華萊士(William Wallace)抵抗

英國侵略，雖然贏得戰爭，八年之後他被英國

擒獲 ， 定罪吊死然後分屍。 1994年好萊塢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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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 Gibson自導自演的最佳影片Braveheart就

是以這古堡為背景，敘述華萊士的英勇史蹟 。

十四世紀的蘇格蘭獨立戰爭，國王Robert the 

Bruce與英主愛德華二世的決戰就在附近。我

們登堡憑弔古戰場， 也入內參觀 ， 看到十六世

紀時代Mary Stuart公主加冕「登基」時的大

廳、'她成為瑪麗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時

還不滿一歲。

回溯蘇格蘭和英國的歷史，瑪麗女王一生

的遭遇最受議論。其皇家醜聞宮廷內鬥比起中

國古代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次早在Edinburgh

古堡門口遇見忠烈祠的儀仗隊換崗，稍後入

內 ，看到堡內詹姆斯六世出生的房間。瑪麗自

己小時也住此堡，母親是法國人，五歲時被送

往法國。我們在古堡後面的圍牆上發現一個設

計過的圓孔， 據說是讓孩提時代的她可以看到

遙遠的法國。及長，她下嫁法國王子，後成法

國女王。不久丈夫去世，年輕的她回愛丁堡成

蘇格蘭女王，再婚生一子即詹姆斯六世。瑪麗

是虔誠天主教徒，宗教改革後喀爾文派的新教

勢力逐漸膨大，她對新教徒的高壓手段遇到反

彈，終於被迫遜位 。第二任丈夫遭人謀殺，意

志薄弱的她竟與殺夫的兇于成婚。她被蘇格蘭

驅逐，避難到英國，求助於表姐英國女王伊莉

莎白一世 ，沒想到就此作了伊莉莎白 19年的階

下囚 ， 最後還被斬首。伊莉莎白統治的英國是

全盛的黃金時代 ， 她信奉新教 ， 從未結婚 ， 七

十歲臨終前才傳位給瑪麗之子，蘇格蘭詹姆斯

六世遂成英王詹姆斯一世。

愛丁堂祈區特爭

第三天我們在愛丁堡新區逛街，從夏洛廣

場(Charlotte Square)走到愛丁堡大學老醫學院

和皇家外科學院。十九世紀的英國外科醫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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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Joseph Li ster)住在夏洛廣場9號，他當愛

丁堡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之時 ，對近代外科學

做了偉大貢獻，因而被尊敬為「無菌于術之父」

(Father of Antiseptic Surgery) 。 那時他受巴士

德細菌說的影響，主張用石碳酸消毒 ，剛開始

有許多反對的聲音。他還發明一種可被吸收的

綁線和引導管，用於外科傷口的處理，這些嶄

新的操作方式使外科感染率和死亡率急速降

低 。 與李斯特同一時期的另一位名醫 ， 首創哥

羅彷麻醉術的婦產科醫生辛普森James Simpson 

也住在夏洛廣場 。 那時一般守舊者認為疼痛是

生產的一部份，麻醉術用於產科是反自然的 。

但是後來維多利亞女王生她第八個兒子靠哥羅

彷麻醉，顯然這是當時 「最時毫」 的做法 。

對一個退休外科醫生又回醫學院重執解剖

學教鞭的我來說，愛丁堡的訪問充滿趣味和特

別意義。 1685年愛丁堡大學設立的醫學院早已

搬遷，我們只能在它舊址僅存的一塊銅牌下攝

影留念。這古老醫學院一向以解剖學科和外科

有名，大師Alexander Munro有一世、 二世和

三世(Alexander primus, secundus & te此ius) , 

祖孫三代縱橫十九世紀的解剖學天下，連續把

持愛丁堡大學解剖科主任的交椅凡126年。 老

醫學院附近一條古木參天的公園大道，道路兩

旁都是小店，店名怪裡怪氣， (像"The Last 

Orop"之類) ，路中心還保留著一個圓形的古代

刑場 。 據說Burke和Hare兩人合夥閒小客棧，

陸續謀殺了十幾個房客，然後把 「新鮮貨色」

賣給愛丁堡大學外科醫生Knox做解剖 。 後來東

窗事發，兇手被捕，終被判死，吊斃示眾於刑

場。兇手的屍體最後也上了外科醫生的解剖台。

(Surgeon's Hall)舉辦紀念活動。我們不巧碰到

Bank Oay國定假日，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回頭

走到司各特(Walter Scott)紀念堂 。 這是十九世

紀哥德 「大教堂 」 型式的黑色建築，尖高200

呎，雄偉豎立於市中心。天蓬之下是四面開敞

的廳堂，正中央一個白色雕像是跛腳的司各特

和陪伴他的忠狗，格調非凡 。 此時忽聞風笛悠

揚之聲 ，路旁傳來，令我對這位蘇格蘭最偉大

的詩人與作家，肅然起敬 。歷史上愛丁堡大學

產生不少名人雋事，除了寫過《劫後英雄傳〉

的司各特和近代外科始祖李斯特以外，還有美

國開國先賢〈獨立宣言〉起草者Benjamin

Rush醫生、寫過《天演論〉的達爾文、發明電

話的貝爾(Graham Bell) 、大哲學家休誤(Oavid

Hume) 、《金銀島〉 和Or. Jekyll and Mr. Hyde 

的作家史帝文生 、 寫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的柯南

道爾、末代皇帝搏儀的老師莊士敦 、 語言怪才

辜鴻銘 。 此外，寫過 〈國富論〉 的經濟學家亞

當斯密、大物理學家馬克士威、現任的英國首

相布萊爾等， 都是道地愛丁堡的人 。濟濟多

士 ，不及詳載。十年前愛丁堡大學 Roslin

Institute生物科學家的團隊複製綿羊001旬， 也

是世界首創。

森林論、各地 t扎克

談到蘇格蘭的綿羊，據說它的數目是全國

人口的兩倍 。 蘇格蘭以生產威士忌酒和羊毛出

名。部族(clan) 、 格子呢(tartan) 、 男用短裙

(kilt) 、 蓋爾語言(gaelic)等等 ，都是蘇格蘭高地

人(h ighlanders)的文化特質 ，傳統上他們以不

同方格子花紋的呢料來標示他們的氏族，風笛

(bagpipe)吹出瞋吶似的音響。 此地多山多湖，

遊覽車從Inverness向西南方向行駛，到達尼斯

今年是皇家外科醫師學院(Royal College 湖(Loch Ness) 。 湖特別窄長 ，幾乎貫穿全島，

of Surgeons)成立五百週年，醫生會館 兩頭以運河銜接兩個海洋，風景優美。幾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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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相傳有 「 湖怪」出沒 ， 導遊者也繪聲繪

影，煞有其事。來到湖畔，看到Urquhart古堡

廢墟，留下的斷壁殘垣印證過去五百年的滄

桑，部族之間的爭奪與對抗英格蘭的侵略，都

留下深刻痕跡。回途中短暫停留高地的一個牧

場 ， 參觀牧羊犬的特技表演 ，腦子聰明動作敏

捷的蘇格蘭柯利小狗(Scottish border collie) , 

善會人意，在山坡地東跑西竄，用 「眼神」就

能集中 、 看管或驅趕整批的羊群，真有本事 o

化 ，愛特色

早期愛爾蘭與蘇格蘭的人應該一樣都是外

來的，維京人先到 ， 諾曼人繼之 。 他們說的英

語 ，口音很重，一部份人還說蓋爾語 。 面積佔

全島5/6天主教徒人口佔90%的愛爾蘭1919年

宣告獨立，剩下最北的1/6 (Ulster省中的六郡)

稱北愛，仍屬大英帝國。天主教的愛爾蘭共和

軍(IRA)去年夏天宣佈棄械，和平在握。愛爾蘭

島以高山潰海，北愛與蘇格蘭之間的北峽

(No巾 Channel)地理景觀至為獨特 。 郵輪由大

西洋進入海峽，停在Belfast港口 。 (誰還記得鐵

達尼號郵輪建造於此?)乘車北駛於潰海公路，

到達島的東北角Giant's Causeway 。這非常奇

妙的天然名勝，令人激賞不已 。在斷崖下的海

邊濕地中，層層疊疊的黑色岩柱從海底伸出，

形成堤道 。 根據地質學家研究 ， 此乃五千萬年

前地球第三紀的火山活動所致。傳說有 「巨人」

經過堤道，跨海走到對岸的蘇格蘭 。 我們在堤

道上提心吊膽走來走去，驚訝地發現這些腳下

的岩塊大都成六角型， 並且互相連鎖，累積成

高低不同的岩柱。經過數百萬年的風吹雨打和

海水侵蝕，有些岩石變形，蔚為奇觀。有一個

酷似巨人留下的長統靴，還有一些高大巨柱整

排並列，就像大教堂裡的管風琴 。 回程時順道

參觀一個中世紀的Dun l uce古堡陳跡，它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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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爾蘭海岸 Dunluce 古堡

海邊彩色繽紛危巖峭壁之上 ， 紅色砂岩、白色

里岩 、黑色玄武岩和深藍色海洞，確有險峻之

美。這與蘇格蘭的Urquhart古堡建立於靜寂的

湖畔， 景緻迴異 。

紛立的，愛爾為

郵輪南下進入愛爾蘭海，來到都柏林

(Dublin)的港口，附近一個戲院據說是近年

Riverdance的發源地， Guinness工廠製造的啤

酒成 「國飲」已有兩三百年歷史 ， 兩者皆風靡

一時 。首都中心有如巴黎香樹麗舍的縮形。大

路與橋都以歐卡諾(Daniel O'Connell)命名 ， 他

是愛爾蘭獨立的精神領袖，街頭高豎著他的銅

像 o 愛爾蘭受英國統治和欺壓約八百年，演變

成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衝突 。 1916年都柏林人

民為爭取自由在復活節起義，導致愛爾蘭革

命 。 宣告獨立起Irish Free State ' 1949年始正

名為愛爾蘭共和國。國旗不用最古的公認標誌

「豎琴」之圖案，為保持中道，採用橘白綠三

色並列，橘代表英國(William of OrangetiP英王

威廉三世) ，綠代表獨立的愛爾蘭， 中間白色代

表和平，象徵與大英帝國和平相處之意願。

50-60年代愛爾蘭經濟穩定， 1972年加入歐盟

後經濟起飛 。 現在全國人口不到六百萬 ， 政府

歡迎移民，聽說近年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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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原是十

六世紀伊莉莎白一世為新教徒創辦的大學，現

在天主教徒學生佔大半，也有了女生 。 該校圖

書館藏書豐富，最有名的是古書Book of Kell ' 

八世紀的修道士以拉丁文用四種顏色的墨水把

基督福音繕寫在數百張對開的牛皮紙上，驚鴻

一瞥 。 旋即轉往最古老的St. Patr i ck大教堂 ，

這是國家教堂， St. Patrick是愛爾蘭的守護

神 。 入內觀看時發現有十八世紀的文學家司威

夫特(Jonathan Swift)的塑像，他是《格利佛遊

記〉的作者， 曾是這裡的堂主。 當年是他把韓

德爾(Handel)請來此地，並用教堂的合唱團配

合〈彌賽亞〉的首演 。 教堂裡除了司威夫特以

外，還有幾位都柏林偉大作家的石板浮雕.王

爾德、蕭伯納、葉慈、喬依思、和當代的貝克

特(Samuel Beckett) 。

翠日郵輪來到古城華德福(Waterford ) , 

1171年首位英王亨利二世在此登陸，英國開始

統治愛爾蘭 。 我們先參觀歷史博物館，然後轉

往水晶工廠觀看高級水晶雕刻的製作過程 。 中

午的飲食在當地咖啡室與餐廳、'入境隨俗，喝

「愛爾蘭咖啡」竟成了 「飯前酒」 。 熱咖啡是盛

在goblet玻璃杯裡'上半層是白色起泡奶油，

下面咖啡則注入威士忌 。首次經驗 ， 非同小

可 。 餐桌上煎桂魚配白煮馬鈴薯 ，後者份量夠

多，既大而圓 。 馬鈴薯是愛爾蘭的主食，談到

它使人聯想到 1846年愛爾蘭發生的大饑荒

(I rish Potato Famine) 。 由于馬鈴薯受到真菌的

破壞，加上當時英國經濟政策的錯誤和愛爾蘭

農民耕作方式的不當 ，這可怕的災難阻釀多年

才發作起來 。 大饑荒的五年之內75萬人餓死，

男外75萬人離散(Irish Diaspora) ，許多人移民

到英國美國和澳洲等地，導致愛爾蘭總人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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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三成 。

重返美格高

郵輪經過居爾特海(Celtic Sea)繞進英國西

南的普利茅斯(Plymouth)港口。 乃先驅車入

城，在附近小鎮Plympton參觀一個帶有喬治王

朝風格的白色大廈Saltram House '其內部裝

璜與傢俱都保持得相當完整 。 1995年李安導演

珍奧斯丁名著 《 感性與理性 > Sense and 

Sensibility改編的電影，就以這大慶為拍攝的

背景。 回到港口時經過Barbican海邊，到處都

有美國的Star Spangled Banner和英國的Union

Jack並排，在海風中飄揚飛舞 。 漫遊海上二十

天後，再看到亮麗的國旗，備感親切 。 原來在

這古老的海邊，每到五月，人們總要慶祝一件

週年盛事。 那就是: 1620年一百多位清教徒由

英國前往新大陸移民，這些獨立派的先行者後

來被稱為Pilgrim Fathers '他們乘的 「五月花 」

號在此散程 。

最後，郵輪又回到根西島。 我們整天在聖

彼得港倘佯，並且逛街購物，滿載而歸 。 綜觀

此次旅行，對周遊諸國之歷史地理、經濟文

化、宗教民情了解加深，獲益良多 。 可惜時間

有限，兩次匆促過境倫敦而不入，在如此超大

的都會裡許多古今事跡值得參觀訪問者，皆失

之交臂 。 所幸現代交通發達，鳳凰城與倫敦之

間幾乎每日都有巨無霸班機相對直飛 ，- 朝發

夕至 J '極為方便 。 ~補缺此行，打算在今年

醫學院教學排課確定後，再作明年旅遊計劃 。

重返英倫， 當可預期 。

( 作者係母校醫科 1 963年畢業，現任亞利桑那大學醫學院

UA外科解吾IJ 學客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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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談羽

狗是人類最好最忠實的朋友，有關 「忠犬

救主」的故事自古以來經常發生。以近日發生

的 「靈犬」 咬出未婚媽媽分挽於便盆中的嬰

兒，咬斷擠帶，挽回嬰命的感人故事，來比照

人類中那些為非作歹 ，殺人越貨者的作為，難

怪古人會有「人不如狗 J' ，狗最不若 J' ，家

狗不如」之嘆 。 就因為狗之忠心盡責 ，人類才

會交託予 「看門狗」重責，因而有 「 狗馬之

心 J '效 「 犬馬之勞」 之贊，也衍生出不分善

惡 ，只尊 「主人」意的 「築犬吠堯 J' ， 吠非

其主」等 ，忠犬不分青紅皂白之責。不過，這

是狗擇「主」而固執的天性使然;你可曾看

過，狗因嫌主人窮陋而棄之他去者 ?但這個優

良品性，卻被人類惡用，以「哈巴狗 J' ， 搖

尾狗」諷刺巴結逢迎者。現代的「救難狗 J ' 

「導盲狗」已成 「狗英雄 J '卻被引用其鄙視人

的 「狗雄 J '還把不分晝夜，巡迴守護家園，

看到陽處有陌生人或聽到陰處有異響而發出警

訊的吠聲，惡用於，稱盲從無主見的人為「吠

形吠聲 J '有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或以

「吠聲吠影」形容「緊張兮兮 J 或因山高而

罕見日出的蜀中群犬，偶見日出，疑為怪物而

「 吠之」的狀況，以 「蜀犬吠日」暗喻 「大驚

小4怪 」。更糟的是，將狗守夜的習性，惡引為

罵人不務正業的 「偷雞摸狗 J ' ，雞鳴狗吠 」

之徒，犬吠之盜 J (小偷) ， ， 狗吠火車 J (意

謂沒人聽你的話，白了工) ;一口髒話，滿嘴胡

言者，其該罵 ' }句嘴裡長不出象牙」等。又嫉

妒於狗主人對乖巧溫馴的寵物狗百般呵護，萬

2006年十月

戴鐵雄

千寵愛於一身，因此把狗醜化成「狐群狗

黨 J' ，狗仗人勢 J' ， 狗運亨通 J 描述以不

好方式鑽營的人為「蠅營狗苟 J' 隨意給官爵

為 「 狗尾續貂 J 還有甚麼 「 狗急跳牆 J ' 

「 虎落平原被犬欺」等 ，極盡j耶愉能事 。 還把

狗的書吠否，以 「會吠的狗不會咬，會咬的狗

不會吠」隱喻「暗箭難防」。

因狗對主人服服貼貼，忠心耿耿， 竟被用

於譏罵忠僕為 「 狗奴才 J ' ， 像隻狗」及以

「狗子 」 痛罵討厭唾棄的人; 更視狗為最卑賤

動物，如形容一個人 「落魄沮喪」為「喪家之

狗 J '求人「饒我一條狗命 J ' 叫人「納出狗

命 J '罵不肖官吏為「狗官 J '亂出自盟主意為

' }句頭軍師 J '視人命如草芥的「以人命為勢狗」

等。

偶而看到 「野狗 J '群吠惡門，亂咬過路

人，就視狗如惡狼，於是喪盡天良的'}.良心狗

肺 J ' 罵人無惡不做，行為邪惡為「行同狗

品 J '等紛紛出籠，還稱一時落難被欺侮的人

其中皮「打落水狗」。而「狗眼看人低」更是冤

枉至極，那樣溫馴的狗，怎麼可能瞧不起人?

就算「吠非其主 J '也只是忠於主人，頂多是

「 狗仗人勢 J '不應有「 狗眼看人低 J '甚至

「 狗咬破衣人 」 的惡名 。至於罵人 「 狗屎」或

把不值聽間的事物說成「狗屎 J '以「狗改不

了吃屎 J ' 罵人難改積習，可就太偏見了，難

道其他動物的「屎」就不臭，就見得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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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不踩狗屎 J '那麼牛屎，雞屎就踩得?甚至

連「狗屁」都用來罵 「說話不中聽的人」為

「放狗屁 J' ， 狗屁不通 J 指責「見風轉舵 」

「趨炎附勢」的人為「狗朝屁走，人朝勢去」

呢!

近日狗的身價暴漲，跟屁股探隱密，挖內

幕新聞的記者，號稱 「狗仔隊 J 野狗，慵荊

狗，已被尊稱 「 流浪狗 J '與「流浪漢 」 成同

儕;且狗潔身自愛，努力求上進， 一部份已成

為有益人類的 「 導盲犬、警犬、牧羊犬、獵

犬、救災犬」等;又借用於象徵吉利的「依豬

窮，依狗富 ，依貓起瓦厝(依，投靠)J 。且學起

「女主人妻以夫為貴 J '扮起「狗以主為貴 J ' 

乃有 「打狗看主人面」之說 。若狗命好，跟對

人，不就像阿扁總統家的 「勇哥」 嗎?就因被

嬌養，主人拿狗相互比「寵 J '才會有「瘦狗

舍(丟臉)主人 ，歹子舍老爹」這一句話 。

又如貶 「狗」揚「虎 」 的 「畫虎不成反類

犬」、 「 虎落平陽被犬欺」、 「虎門無犬子 J ' 

可又被 「虎」給貶低了 。

因為「狗公狗母」隨興之所至，在眾目跌

跌之下， 當街作愛 ，毫無羞恥之心，故以 「狗

男女 J ' 罵盡天下發生不正常性關係的男女，

可真罵得好，令人不想為之辯解 。

借用 ' 1句」嗜肉的另一天性，形容貸款給

無誠信的人是 「 肉包子打狗 J '有去無回;還

被 「伊索」寫成一則「日刁著肉的狗」寓言呢!

其實人類對狗是相當寡' 1育，殘忍的 ，在其

健康活潑可愛時就將之捧在心窩底，老哀了，

因生病而垂j延不止，或染上皮膚病成 「擷荊

狗 J '就棄放山野成可憐的流浪狗 ，任其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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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滅，難怪自古就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名

言 ;可憐的「走狗」被獵人利用以追咬「狡

兔 J '狡兔死盡，走狗已無利用價值 ，只消耗

糧食， 當然就走上被「烹而食之」 的命運了。

後來對那些替日本人做跑腿，殘害臺灣人的臺

奸，都一律罵為「日本走狗 J 如今「走狗」

一詞已被廣用其替情治機關或土豪劣紳做壞事

的代名詞了 。 可嘆的是，把狗肉烹煮後，還美

其名曰「香肉 J '與狗扯不上關係的食物也冠

之以「熱狗 J '罵黑心商人 「掛羊頭賣狗肉 J ' 

以貶賤狗肉 。夫婦吵架， 惡人欺凌，卻冠以吵

鬧得 「雞犬不寧 J 以「猴與狗不能同朝(朝:

臺語，猴或狗舍) J '比喻「水火不容 J 罵人

不孝 ，件逆親長就是「豬狗精牲(畜牲) J 罵

人不學無術'遊蕩嬉戲?為「鬥雞走狗 J ' 對狗

來說，真的太不公平了 。

不過人們對狗也有正面的評價的時候，以

「 我是妳最忠實的狗」向心儀的女孩表愛意 ;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 以表示女人的宿命論

(認命); ， 雞犬皆仙」或 「雞犬昇天 J (也即一

人得道，全家享福) ，用以鼓勵人們努力向上;

「疼某大丈夫，打某豬狗牛 J' ，好漢不打妻，

好狗不咬雞 J '以勸男人疼惜另一半 o

也有以狗反諷的 ， 狗不以善吠為良 J ' 

以暗指 「 人不以善良為賢 J '瘋狗吹狗螺 」

及「瘋(肖)狗吠墓礦 J '批一個人亂吠、亂蓋、

商L吼 。「放屁安狗心 J '因狗甚麼都吃，所以

對 「餓狗」放屁，讓其間到臭味，以為將有大

便可吃，暫安其心，與「一人圈(呼叫)狗，一

人放屎」 有異曲同工之妙 。 接著還有「壞人的

心肝挖出來給狗吃，狗也不聞 J '更不用說

「 吃 J 連喜吃大便的狗都不想間，足見該人

的「心」有多黑 、多爛、多臭。 以狗描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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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犬相間」以形容地勢狹隘，聲音清晰可 洋狗的體弱多病易夭折，不做事，只堪玩賞;

聽。更莫名其妙的是以「打狗」為地名的呢 ! 這也反應了臺灣人的勤奮，尤其南臺灣人的熱

情、豪放、誠實、勤勞 、純樸、敦厚天性。無

狗有一個很重要的習性， 一出門，無論遠 論如何，人狗之間關系太密切，因此才會有那

近，都會遇柱遇樹則尿，目的是回程時可聞自 麼多有關「狗」的「成語」妙言。 不過世事變

己的獨特 「尿咪」尋路返家 ，因此才可能有 化無常，人對狗的觀感，因時、因地、因人、

「義犬萬里尋主」感人故事的產生。 因景、因好惡而有千里之殊異1"白雲蒼狗」

世態炎涼，冷熱多變，可真正 「難為狗」了。

在所有狗種中， 土生土長的「臺灣土狗」

最耐操耐勞， 體健好飼養，絕少生病，靈性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開業戴外科婦

高 ，徹夜守護看門，所以小偷不敢侵犯，對主 產科診所)

人一家忠心耿耿，捨命救主的義事頻傳;不像

一、資 格: (1)具寄生蟲學或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 。

(2) 具研究潛力及教學熱忱 。

(3)具正式教學資歷一年、臨床經驗或博士後研究二年以上

經驗者優先 。
二、檢具資料:個人履歷、五年內著作目錄及三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

(上述資料請附電子檔)、學經歷證件影本、兩封以上推薦函。

三、起聘日期:中華民國96年8月 1 日
四、截止日期:中華民國95年 12 月 29 日(下午五時前須將申請資料送達)
五、信函請寄: 100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新時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六、聯絡電話: (02)23123456轉8267

傳真: (02) 23915294 
e-mail:wangj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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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范守仁

十月本是秋高氣爽的季節 ， 人的心情也理應相當的愉悅。但景福門周遭卻充滿激憤的群罪 ，

高喊著口號，阻礙了交通 ， 本院的病人及員工也受到不少的影響。當人們的心情處於亢奮時 ， 所

見及所思常處於極端 ， 不是黑就是白 ， 完全無法容忍眼睛千里的一粒砂。希望天氣漸涼時 ， 人的思

想也能逐漸冷卻 ， 進一步思考，如何使我們所處的土地及生活更完美與和諧。身為景福的一份

子 ， 我們也當重新思考 ， 如何使醫學教育更完整及健全 ， 而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或醫療事業的

盈虧。當然十月也有不少快樂的消息，本期介紹兩位本院的優秀校友 ， 中研院新院士:楊洋地院

士及陳培哲院士。身為麻醉工作人員 ， 我請科內同仁林峰盛校友 ， 介紹慢性疼痛治療的新方法 ，

希望能嘉惠於常處於病痛及逐漸老化的國人。處於快速變化的環境下 ， 不斷的充實自己及檢討自

己 ， 是面對這常變的環境下不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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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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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1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 984年畢業 ， 現任母院麻醉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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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兒科 吳嘉I牽 4 腫瘤研究所 楊志新
16 職能治療學系 陳3其直令 5 腫瘤研究所 葉坤輝

17 急診聲學科 看個文珊 6 內科 施金元
的這支射線科 蕭仲凱

19 內科 蔡子修
貳、教師升等案3)內科 孫幸筠

21 小兒科 李志鴻 一、助理教授

2 小兒科 李妮鐘 l 職能治療學系 張或

2 放射線科 游治維

?A 放射線科 約 1二副教授
z 臨床藥學研究所 林淑文(校外) 11 1 小兒ïf+ 張攀英

2 微生物學科 葉秀慧
二、助理教授 3 婦產科 許↑守主夫

I 藥理學科 林慧觀(校外) 4 婦產科 李建南

2 口腔生4研4學研究所 蘇振良(校外) 5 復健科 玉亭貴

3 夕恃牛 許榮彬

4 臨床基因醫學研究所 蘇怡寧 、教授
5 腫瘤研究所 成佳憲 l 阿拉史醫院(醫五丹部) 鄭最IJ廷

6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李立仁(校外) 2 急診醫學科 陳文鍾

7 臨床組織工程研紗布 謝清河(校外) 3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賴信，志

8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張雅雯(校外) 4 泌尿科 蒲永孝

9 血管心臟研究所 何奕倫 5 內科 陳錦澤

10 分子醫學研究所 阮麗蓉(校外) 6 光電生物醫學丹究所 林世明

11 放射線科 顏若芳 7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錢宗良
E 臨床組成玉樹主研究所 陳信手 8 微生物學科 王維恭

13 即育科 林立員然 9 婦產科 陳祈安

14 影像醫學丹究所 吳文超(校外) 10 府再科 王明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