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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胚胎幹細胞分化為卵子

戶.

前言

人類胚胎幹細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 hESC)具有高度增生，與分化成各式各

樣細胞的能力;最近許多證據顯示，包括心臟

細胞，膜臟細胞，神經細胞，腎臟細胞，與生

殖細胞等等，都可能可以由人類胚胎幹細胞分

化而來 。 因此這類幹細胞不論在生物學上 、 毒

物與藥理學 、 與人類器官移值上都可以扮演重

要的角色;其中尤其將來在以細胞為基礎的治

療(cell-based therapy)上，人類胚胎幹細胞有

可能會是重要的細胞來源 。

人類胚胎幹細胞是由第五至六天的胚胎，

也就是囊胚(blastocyst)的內細胞團(inner cell 

mass)所建立而來(圖一) 。 自從1998年全世界

第一株人類胚胎幹細胞被建立並發表以來

(Thomson et al. , 1998) ， 陸陸續續已有許多研

究團隊，包括國內的少數幾個機構建立了新的

細胞株，我們在台大醫院也已成功建立了三株

(NTU1 , NTU2, NTU3) ，並已發表(Chen et al 

Hum Reprod 2007, in press) (圖二) 。 我們仔細

的研究發現，這些新的細胞株具有胚胎幹細胞

該有的特性，如 : 幹細胞的標誌(包括Oct-4 ，

SSEA-3 、 TRA-1-60等等)的表現 、 在培養液中

可以持續成長的很好，而且已被持續培養八十

代以上、可以用玻璃化冷凍方式成功的冷凍與

解凍、其中二個細胞株皆維持正常的染色體(皆

為46XX) 。 另外，這三株細胞株皆可以在體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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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外分化過程中，發育為屬於三胚層的細

胞，因此這些細胞株確實可以用來執行後續各

類細胞分化的研究 。 目前我們這些細胞株也可

以在有血清與無血清的環境之下生長的很好 。

此外我們並正著手與醫學院與工研院建立新的

細胞株，包括由著床前基因診斷(PGD)確認有

特殊疾病之胚胎，來建立胚胎幹細胞，以作為

疾病研究之模式(disease model) 。 以及在無異

種物質(xeno-free)環境下建立，也就是在沒有

外來物或動物成份的干擾下建立，以避免外來

成份可能引發的問題包括，微生物的感染 、 引

發免疫反應 、 動物DNA是否會最入人類基因

組，以及倫理層次的考量等等，最終目標就是

圖一 囊胚(blastoc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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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NTU1人類胚胎幹細胞

建立臨床等級之細胞株。

胚胎幹細胞的分化

人頡胚胎幹細胞要能在臨床上應用，重點

之一是需要能有效分化(di仟erentiation)為所需

要的細胞，例如要治療心臟病，就需要分化為

心臟細胞 。其中有一個目標細胞是生殖細胞

(germ cell)之分化。由於卵子是人類生殖之必

要細胞，因此胚胎幹細胞分化為卵于無疑是有

趣的研究議題 。在臨床上 ，許多疾病如早發性

卵巢哀竭(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 、不孕

症、與習慣性流產等等，都與生殖細胞(特別是

卵于)之品質與數量的缺陷有密切相關。此外，

如體細胞核轉植技術(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進行中 ，需有大量的卵子作為

卵質的捐贈者 ，因此體細胞核轉植的瓶頸之一

就是卵子不足 。 因此使用人額胚胎幹細胞設法

分化為卵子，來補足卵子數目，可能也是解決

的方法之一。 就這個議題， 首先要證明的是 :

是否有跡象顯示人類胚胎幹細胞可以分化為生

殖細胞?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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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幹細胞分化為生殖細胞

在這幾年來，已經有數個動物研究顯示胚

胎幹細胞可以發育為生殖細胞 。 例如把小鼠胚

胎幹細胞注入囊胚(blastocyst)中，幹細胞的基

因可以傳遞至子代的生殖細胞(Bradley 1990) 。

而近年則有數個獨立的研究團體，在體夕|、實驗

中由小鼠的胚胎幹細胞製造出生殖細胞(Hubner

et al. , Toyooka et al., 2003; Clark et al. , 2004; 

Geijsen et 鼠 ， 2004) :例如Hubner的團隊，在

經過改變小鼠胚胎幹細胞之Oct-4基因，並掛

上一個綠色螢光蛋白(GFP)之後，來追蹤生瘟

細胞的形成 。結果在體外實驗中，不需特別改

變培養環境之條件下，經過幾十天之後也可以

培養出類似卵巢濾泡(follicle)與卵子的構造，

這些卵于雖然有些缺陷，例如其透明層並不完

整，但是經過活化以pathenogenesis過程之後，

可以持續發育為囊胚'其型態上與正常精子與

卵子受精之後，在第五至六天發育成的囊胚並

無重大差異(Hubner et 祉 ， ) 。 不過這些卵子的

染色體狀況與減數分裂的程度並不清楚，也不

知道其是否具有與精子受精的能力。 而且這個

研究中，小鼠胚胎幹細胞形成卵子的效率不好，

何時形成也無法預測 o 其後則有Novak的團

隊，同樣以體外自然分化的方式 ， 也可以由小

鼠胚胎幹細胞產出卵巢濾泡的構造，但是這個

團隊發現:這些頹似卵子的構造， 並沒有完成

正常的減數分裂過程，例如其SCP2 ' SCP3基

因之表現並不正常(Novak et 亂 ， 2006) ， 這一

點很重要 ;因為減數分裂不完全 ，則卵子不會

有正常受精功能 。不過，澳洲的Trounson團隊

則有不同的報告:他們認為無法用類似Hubner

的體外自然分化的方式由小鼠胚胎幹細胞製造

出卵子，但是他們用畢丸細胞所製出的培養液

(conditioned medium)來培養小鼠胚胎幹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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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則可以有效製造出卵巢濾泡與卵子(Lacham

Kaplan et 剖 ， 2005) 。 因此這些重要的報告，

顯示胚胎幹細胞確實有可能在體外培養中發育

成卵子，不過這些全都是動物實驗，但是也晴

示值得在人類胚胎幹細胞上進行類似研究 。

人頹胚胎幹細胞分化為卵子

截至目前為止，關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發育

為生殖細胞的報告非常少。第一篇是Clark團隊

(Clark et al., 2004)所發表:他們證實在體外培

養過程中，經由形成類胚體(embryoid body) , 

人類胚胎幹細胞可以分化且表現出生殖細胞所

特有的基因表現(VASA等) ，不過他們並沒有確

實觀察到生殖細胞如卵子或精子的型態形成。

最近我們的團隊則使用自己建立的人類胚胎幹

細胞(NTU1與NTU2) ，使用直接黏附的培養方

式發現: NTU1與NTU2胚胎幹細胞株在分化過

程中，除了可以表現出一些生殖細胞特有的標

誌如C-kit 、 VASA 、 Stella 、 GDF9等之外，還

可以觀察到額似卵巢濾泡之構造(圖三 ; Chen 

θt al. Hum Reprod 2007, in press) ，這是首次

在人類胚胎幹細胞的分化為卵子實驗上的正式

報告 。 不過，進一步則需要細胞組織學與分于

遺傳學的研究來確認所偵測出的構造是否確為

卵子，以及其功能如何 。 此外，也急切需要設

計更好的培養環境，以便能使人類胚胎幹細胞

分化為卵子的效率更為提高 。

才之為卵子分化的效率

就這方面，合理的思考是提供一個適當的

培養環境，來促進原始生殖細胞(primordial

germ cell)與濾泡或卵子之成長。這個環境應該

如何?可以由生殖細胞的形成過程與過去的文

獻報告的佐證來設計 。生殖細胞的來源， 首先

是由一群稱為原始生殖細胞開始， 這些細胞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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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

顆粒細胞
圖三 人類胚胎幹細胞發育為類似濾泡的構造

由襄:胚之內細胞團中的部分epiblast細胞分化

而來，而這種原始生殖細胞分化是受到其所處

環境附近的細胞(稱為胚胎外外胚層， extraem

bryonic ectoderm)所分泌的物質，例如BMP蛋

白 (BMP4 ， BMP8b等 ) ，所調節而發育形成

(Ying et al., 2003) 。其後原始生殖細胞由卵黃

囊遷移到生殖脊(gonadal ridge)的位置 ，之後

經過一番成長與發育，這個生殖脊的位置後來

形成性腺(gonad '在女性就是卵巢) ，內含生

殖細胞。由於BMP蛋白有這個作用，因此培養

環境中存在BMP是否有助於生殖細胞分化就很

有意思。例如Toyo。他的團隊(Toyooka et 亂 ，

2003)使用會產生BMP4的細胞與小鼠胚胎幹細

胞共同培養，結果幹細胞形成的類胚體中會表

現出mvh基因的細胞(也就是生殖細胞)明顯增

加了 ; 而且這些mvh(+)細胞與性腺細胞共同培

養之後，可以形成成熟精子 。 不過BMP4在人

類胚胎幹細胞之作用可能不同，據研究B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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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促進人類胚胎幹細胞發育為滋養層細

胞 ， 而非生殖細胞 o Geijsen的團隊則從類胚體

中選 出 SSEA-1(+) 的細胞， 進一步使用

Retinoid acid 、 bFGF 、 與SCF來促進其發育成

生殖細胞，結果他們可以製造出具有功能的精

子，且當這些注精子注射入卵子中， 可以使之

受精而發育形成囊胚 ， 顯示這些精子具有功

能;不過目前不知道這些囊胚在植入母體之後

可否發育成子代(Geijsen et al. , 2004) 。

因此由上述這些動物實驗的文獻，應該可

以提供我們進一步的思考 ， 以設計好的培養條

件來有效的培養人類胚胎幹細胞為卵子。其

中，適當的應用促進卵子的生長因子， 或卵巢

相關的細胞(顆粒細胞等等)或其製造的培養液

之共同培養，應該都是可以用來研發的方向。

這方面我正積極進行中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

這個議題會有更清楚的面貌。

綜合企

目前全世界關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正

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 而值得探討的主題相當

多。因此我們可以從其中找出最適合進行的議

題好好的研究 ，將來配合國際間的研究成果，

希望可以及早了解人類胚胎幹細胞在臨床上真

正的潛力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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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前先生的主平補這

楊思標

陳禮節先生是台灣光復後的台灣大學醫學 分子的優秀代表，是個醫德高尚，醫術高明 ，

院附屬醫院(以下簡稱台大醫院)的第二任院 學養深厚，桃李遍地的教授 。

長 。 據思標所編'{風城四十年 J (1989年出版)

中之「楓城年表」所載:陳院長1947年一月繼 1948年夏陳院長從台灣回到杭州，任斯江

杜聰明先生為第二任台大醫院院長，在任僅一 省杭州醫院院長，同時擔任漸江醫學院教授，

年半，於1948年7月辭任回大陸，由魏火曜先 他通曉英、德、日文，以深厚的基礎醫學理論

生接任 。 陳院長在任時醫學院院長是嚴智鍾先 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享譽醫學界 。

牛，校長是陸志鴻先生 。 陳院長當年一月接任

後不久即發生二二八不幸事件，五月台灣省政

府正式成立，魏道明任主席，陳儀長官辭任 。

所以陳院長在任中正遇到台灣政經困難時期，

雖長材也難有建樹，年表事蹟僅記載將第二附

設醫院改為省立台北醫院(現台北市立中興醫

院) 。 至於陳院長來台前及離台後之經歷，因兩

岸爾後隔絕將近四十年，雖然偶有傳間，也少

有人關心，一直到1992年9月底林吉崇教授赴

大陸旅遊之便，前往抗州尋訪陳院長遺墉厲霄

華教授後真相大白 ，而回台後將其經歷投稿於

本誌1992年 12月號，介紹給台大景福校友周

知，惟其內容僅限於出身、求學經歷及醫學專

業之教職、公職及政黨經歷，卻缺少為人、處

世、從事作風、政治信念及建樹等等 。

這次(2006年7月)思標率領台大醫學院及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學生參加斯江省台灣大

學生夏令營期間 ' 7月 9日有幸應邀參加「紀念

陳禮節百年誕辰座談會」時，從各位領導、同

志、來賓、家屬的書面報告，座談講話得知，

陳院長是位二戰後1950年-80年代新中國知識

6 

1950年起陳院長歷任杭州市衛生局副局

長、 局長，其杭州市之衛生行政盡力有功，

1955年當選為副市長分管文教、衛生工作，並

任杭州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在他任期

的幾年期間，杭州市的衛生面貌大為改觀，傳

染病基本上消滅，除“四害"、講衛生蔚成風

氣，杭州市因此獲得“全國衛生先進都市"之

光榮稱號 。

在社會、政治生涯上，陳院長自 1951年即

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進會，係中國

大陸共產黨一黨執政外之所謂民主黨派) ，也是

在湖江省最早的四名會員之一 ;為漸江民進會

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傾注了心血做出重大貢獻，

他歷任抗州市委會副主委、主委、漸江省委會

第一屆委會主委，民選第四、六屆中央常務委

員 ，做為斯江省民選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一生

追求進步、胸懷坦蕩 、真誠樸寶 、敬業勤奮、

廉潔奉公，卓有建樹的人民公僕，深受全省民

進會員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敬仰和愛戴 。 他對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深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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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認識及認同，而反對政治鬥爭，畢生努力 後報效祖國，工作出色，受到黨和政府的器

建設溫暖和諧的多政黨組織。 重，是新中國杭州卜代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是

海歸人員的楷模。他一生胸懷坦蕩，作風樸

陳院長又熱心於社會政治和學術活動，他 實 ，廉潔奉公，待人真摯，平易近人，對待工

曾先後當選為杭州市歷任人代大會代表，第 作認真負責，勤勤懇懇，深受大家的敬重;他

二 、三屆斯江省人代代表，政協崩江省第一 、 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他長期從

二屆委員會常委，第四、五屆委員會副主席， 事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研究和政府文化、教育、

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歷任中華醫學 衛生方面的領導方面，通曉英、德、日、拉丁

會全國理事會理事，前江分會名譽會長，杭州 文，他以深厚的基礎理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市分會會長，杭州紅十字會會長，斯江省科學 盛譽醫衛界。父母親工作勤勤懇懇 ，對醫學的

技術協會副主席、杭州市主席、名譽主席等 研究故故不倦，在生活上相親相愛，白頭偕

職，在社會管理和參政、議政工作中作出了傑 老，同時十分關注我們五個子女的生活、學習

出的貢獻。 和成長。父親始終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跟著

共產黨走，要努力學習，熱愛勞動，把自己培

以上是思標節錄毛昭晰先生(民進會漸江 養成對祖國有用的人。父母親夜以繼日的工

名譽主委)當天講話之內容，有關陳院長回大陸 作，經常加班加點，但每到星期天，只要有時

後之醫學專業經歷，社會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 間，一定帶我們去爬山、划船、鍛鍊身體，養

之全貌，且其為人、處世、從事風格、政治信 成熱愛大自然的美好情操。他們努力工作，樂

念，歷歷可見 。至於其書面報告中來台的經過 觀生活，是事業和家庭成功的模範。

應修正為:於1946年夏天應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陳儀將軍之邀，赴台任行政長官公署參議，後 回想起文革，父母親受到極大的衝擊，父

接到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聘書，兼任台灣大學 親在被關進牛棚強制勞動時斷了數根肋骨;母

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院長， 1947年 1 月獲聘台 親受到造反派衝擊，遣送農村進行巡迴醫療;

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任第一附屬醫院院長，但 在逆境之中，父母親仍教導我們要相信黨、聽

並無當過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之紀錄，且台灣 黨的話，服從而且國分配;當時，我們一家人分

從未有結核病研究所之機構，因此應無任其所 了八個地方，姐姐一家(註)被從北京下放到江

長之經歷。又陳院長在台任職前後應為二年不 西永修縣;我被從上海分配到貴州省邊遠的赫

是三年。 章縣工作;大妹妹到黑龍江邊境的虎林縣虎頭

區插隊勞動;小妹妹到臨安青山公社插隊鍛

以下再節錄陳院長大公子陳智樂先生當天 鍊;最小的妹妹在讀初中，也到農村去學農勞

之發言 : 動;媽媽去鄉下巡迴醫療。其時姐姐的幼女寄

養在杭州，家中還有年邁的外婆，生活艱難。

「家父逝世至今已22年，但回想起他的音 父親身體不好，有嚴重心臟疾病，但他沒有一

容笑貌，至今仍歷歷在目 O 家父出生貧寒，靠 點怨言 ，還鼓勵我們要好好工作，使我們深受

自己的勤奮學習和聰明才智赴日本留學，回國 感動。

2007年一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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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病重住院期間，還念念不忘工作， 革時期受難 ， 家庭逆境時期 ， 仍教導子女堅持

關心我們子女的工作和生活，要我們全身心投 信念，平安度過難關，深深令我們感動 。

入工作 。 在病情危重時，晚上由我們在他身邊

的子女輪流值守 。 在他的教導下，我們晚上值 註:從陳智樂先生之發言稿子， 筆者才發

班，第二天還照常上班，盡量不影響工作 o 他 覺早已認識北京腫瘤研究所之范振符、陳智周

囑咐我們身後不開追悼會 ， 不舉行遺體告別儀 侃儷院士 ， 原來就是陳院長之大女公子夫婦 。

式 ， 將遺體獻給醫學研究 。 這種徹底忘我的唯 這麼一來陳禮節院長於抗日戰爭勝利後，對斯

物主義精神是崇高的，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學 江省醫學界之貢獻好比魏火耀院長於台灣光復

習，是遺留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 後對台灣醫界之領導地位及貢獻 。

從以上的發言紀錄，可進一步了解他的子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1 942年畢業，現任母校內科

女對他們父親的尊敬、感恩 、 懷念，及他一生 名 譽教授及景福基金會資深顧 問 )

對社會 、 國家的愛護，無私的貢獻 。 尤其在文

8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完所減徵
專任教師乙名(助理教授或以止)

聘 期 : 2008年 2月 1 日起
工作內容 l. 教授研究所及大學部毒理學相關課程 。

2. 從事毒理學專業領域研究 。

3 . 協助行政服務工作。
資 格 l. 具毒理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 具博士後二年研究經驗。

3 . 具獨立研究潛力 、 教學與服務熱誠。

4 . 研究教學領域與毒理所現有教師專長領域互補者優先 。

申請資料 l. 中或英文詳細個人學 、 經歷及自傳。

2 . 畢業證書影本 。

3 . 歷年論文著作發表記錄。

4 . 過去教學及研究成就大綱。
5 .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構想。

6. 三封推薦函及推薦人姓名、聯絡方式。

7 . 其他有助之資料亦歡迎提供。

截止日期 : 2007年 5月 3 1 日下班前送達。
聯絡人 : 劉興華所長
聯絡電話 : 886-2-23 1 2-3456轉8605

電子郵件 shl i u@ha .mc .nt u .ed u .tw
傳真電話 : 886- 2-234 1-02 17 
聯絡地址 : 1005 1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號5樓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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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理的足跡
一-舞動先鋒的前輩們一-

珠寶丞-多局勢角的獲3里有17 :輩

劉玉秀昕計前回
趙曲水宴外口υ.IE.Io土

陳寶玉學姊於1925年出生於台北三峽，因 的病人計算營養成分及卡路旦，所以學姊經常

為媽媽說，護士是一項很好的職業，因此學姊 為了計算卡路里延遲了下班時間，她感慨的

1939年高等科畢業後，就考進入當年台北帝大 說，現在真正會計算營養攝取的護士實在不多

附屬醫院的看護婦養成所就讀， 而後進入護理 了。桂教授還要求工作人員不要戴口罩 ， 因為

職場 o 他認為口罩如果沒有勤更換，更容易被感染 。

學姊是一個不屈就於現況，努力衝出迷霧

的人，就讀護理看護婦養成所2年級的時候 ，

就曾經因為當時帝大附屬醫院的總護士長 ，叫

做小島的日本人，常常看不起台灣人，對待台

灣人態度不佳，而寫了 10條建言給她 ，並且表

示自己願意退學。在此次訪問的過程中 ， 因為

學姊接受訪問的順序排在比較後面，但是當我

訪問別人的時候，她曾好幾次探詢有關此次訪

問的目的和接受訪問的名單等等，這樣的特質

讓學姊在護理與人生旅程上不斷伸出觸角，從

病房到公共衛生，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她留下

的足跡。

初才采肺結牧局房

1941學姊完成護理看護婦養成所的學業 ，

並且依照要求服務1年後，繼續留在臺大醫院

服務，但是大部分時間都被派在肺結核病房 。

對於那一段時光，學姊首先提到，當時的日籍

醫師桂重鴻教授，要求護士要為每一位肺結核

2007年一月

同時既熱心又有愛心的照顧病人及屬下，桂教

授還曾經自掏腰包購買牛奶等當時不易買到的

營養物資，替工作人員補充營養，以預防感染。

前進海南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軍在海南島八

所石碌利用中國俘虜從事鐵礦山之採礦工作 。

由於當地缺少醫療人員，即透過台灣的日資拓

殖會社出面 ，懇請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森於冤部長出面，從台大醫學院、醫院召募醫

療人員組織醫療團，前往海南島從事照顧俘虜

之醫療工作，以便符合國際紅十字會的規定 。

招募醫療團的消息公佈之後 ， 學姊便登記志願

參加，雖然父親因為知道戰爭的危險而反對，

但是母親思想開放，認為女孩子有機會出國到

處看看是一件好事，再加上叔叔當時被日本政

府徵召到海南島當軍伏 ， 希望能去見見他(結果

沒有見到叔叔) ，所以就在1943年的三月 間，

學姊帶著興奮的心情隨團前往海南島 。學姊記

得當時醫療團團長是台北帝大醫學部的部長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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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黃教授，團員有醫師10人、護士10人 、 藥劑 為戰爭而無法成行 。當時正值民國30年代初

師2人、病理解剖助于2人及事務員2人(註) ，服 期，日本在台灣開始推動保健所制度，培訓公

務一期為三個月 。 共衛生人才。學姊獲知台灣總督府保健婦養成

所在招生，所以乃於1943年考入保健婦養成

在海南島之主要任務站從事戰俘的醫療工 所，成為第二期的學員 ，接受嚴格的公共衛生

作，惟也常被邀請協助診治被日資營造會社西 護理訓練。

松組騙去的台灣工人。學姊回憶說，因為當時

只會講日語及台語，不會講北京話，所以難與

中國俘虜溝通，但仍可以用寫字的方式彼此了

解 。當時主要的護理工作是給病人簡單的醫療

照顧，協助醫師看診，加上該地衛生情境非常

不好，各種傳染病橫行 ， 所以也得對當地民眾

注射疫苗 。說到這裡， 學姊眼前似乎一下子又

重映了當年仍落後的南洋島上，在戰爭的陰影

中，對戰俘及台灣工人困苦而溫馨的護理經歷 。

在那裡開刀時要掛蚊帳，因為蒼蠅太多了，如

果沒有掛蚊帳第二天傷口就會長姐 。台灣工人

也常常沒有東西吃，醫護人員看了不忍，就偷

偷拿東西給他們吃。還記得有位惡性權疾的患

者，眼看著就要沒有救了，經醫療團醫師向有

關單位苦苦要求，日本軍才放他回台灣醫治，

學姊特別為他寫介紹信，讓他帶回臺大醫院看

病，結果逃脫了死亡的威脅。學姊回台灣之後，

聽說那位病人曾經到處打聽學姊的下落想道

謝，可情終未能見面 。在遙遠的年代，遙遠的

南洋，學姊成功的轉介一位苦命的同胞回鄉醫

治，而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患難與共的情懷，

曾經在那裡熱烈的上演過，醫護工作多麼容易

與別人的生命交會，而這交會的火花，正是讓

人流連忘返的精髓。

初珍公共衛生殺娃

從海南島回來之後，休息了一陣于，因為

想做社會地位比護士高一些的事，於是學姊申

請日本的義齒技術學院，雖然被接受了，卻因

10 

依據學姊的描述，當時公共衛生護士稱為

保健婦 ， 保健婦養成訓練共舉辦了3期，第1 、

2期訓練1年，第3期則招收一般生，訓練2年，

當年的老師有陳翠玉老師及其他台大的教授，

上課時只有筆記沒有教科書可讀 。每小|、I (台北、

台中、新竹、台南、高雄)各招收5人，受保健

婦之訓練，以州為單位，學員之間互相競爭 ，

結訓之後回各州保健所服務，受訓期間成績比

較好的州，薪水也比較高，各州之保健所於光

復後都改為衛生所。

保健婦養成所結訓之後，學姊於 1944-

1946年間服務於台北保健館，主要的工作是訪

視開放性肺結核的病患、對民眾進行集體檢

查 ， 發現疑似案例就轉介保健館繼續照護。當

時沒有藥物，大部分的人也沒有能力住院， 主

要都是由保健婦到家中給予衛生指導，指導有

關營養 、安靜休息 、 隔離及消毒方面的知識 。

同時也訪視新生兒及懷孕的婦女，指導嬰兒洗

澡 、 副食品製作方法、離乳食之製作及懷孕應

注意事項等。

台灣光復之後台北保健館改為台灣省立台

北保健館， 學姊繼續於該館服務，直到1953年

為止。在該段服務期間，學姊印象深刻的工作

有:接生、新生兒若有健康問題者，則追蹤照

顧到上小學、提供兒童健康檢查、接種疫苗

等。其中曾經有一位貧民個案，生產後發生心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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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發炎的現象，學姊請保健館的楊添木醫師幫

忙診察之後 ，病人需要按時注射消炎藥 ，她就

下班之後到個案家裡幫忙照顧、注射，因為這

樣的工作態度，經常獲得個案的感激與肯定，

所以工作愉快又認真。 1953年臺大醫院要成立

公共衛生室，就受護理部陳翠玉主任之邀，回

臺大醫院協助相關事項。

J尋採肺結牧局房

1953年學姊再度進入臺大醫院，服務於公

共衛生室，同時受陳翠玉主任重用為肺結核病

房護理長。學姊回憶當年肺結核病房的狀況，

對於病房髒亂的景象記憶猶深，她說病房衛生

很差，病人隨地小便、煮東西，無所事事又很

難溝通，也很少有台大護校畢業生志願到該病房

服務 。

面對這些難題，學姊先仔細觀察分析，發

現可出院病人不願意出院，也沒有人勸得動他

們出院 。 她認為病人是因為太無聊了才會行為

不當 ，於是想讓病人有事做以改變困境，就找

精神科林宗義教授商量， 請其接受肺結核病人

做職能治療，林教授卻苦無此筆經費可以運

用，學姊乃自掏腰包讓男病人接受治療，然後

回病房後成為小老師再教其他病人。另一方面

則請女病人自己出錢買材料，學姊教他們編織

襪子及手套，而且親自為病人洗豆豆、剪頭髮，

如此終於讓病人感覺有希望、有事做、有貢

獻，也產生對學姊的感恩與敬愛，甚而願意聽

從學姊的意見與要求，使得原本髒亂不堪的病

房完全改觀。提到這種轉變，學姊回憶說，該

段期間曾經因為母親過世，而想辭職，病人卻

聯名要求她留下來，而且台大護校的畢業生也

因為覺得可以學習很多東西，紛紛申請到六西

肺結核病房工作 。

2007年一月

除了這些改革之外，學姊還要求楊思標教

授從日本購買有關肺結核的書回台參考，從書

中發現有兩層的工作推車，上層可以放乾淨的

疲杯及用品，下層則可以放病人吐的痠或使用

過之污染物品。原本這些污物都由阿嫂用于端

去丟棄，很容易因為直接面對污物，距離很近

而被感染，因此就依樣設計了推車，獲准特製

之後在病房使用，而且要求為女工做肺結核的

健康檢查，以減少女工感染的機會。學姊回憶

說， 1972年回國探親時，在臺大醫院嬰兒室看

到2層的工作推車，倍覺親切，現在看來普普

通通，當時卻得來不易。

不過，在肺結核病房工作也有順利的一

面，由於當年肺結核防治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的重點工作，所以常有外援。學姊記得當時

防傍協會的理事長是蔣夫人宋美齡，她曾經提

供特別經費給肺結核病房的病人補充營養 ，每

次6人 ，每人可得120元，然後每三個月輪換一

次 ， 繼續一段時間才停辦了。

反 i前街生人力調查之旅

1958年因為彰銀要求臺大醫院的護士當其

醫務室的護士，而父親又認識彰銀的高層人

員 ，於是學姊離開臺大醫院轉往彰銀醫務室任

職5年之久 。在彰銀期間參加私人的英語班而

認識了張坤崗醫師，恰逢美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與農復會合作，要在台灣進行衛生人

力的調查，需要會說台語、日語及英語的訪視

督察(interviewer supervisor) ，所以透過張醫師

的介紹，從1962-1964年間，學姊參與了該項

衛生人力的調查工作。主要負責抽查 、確認訪

視員訪問方法的正確性。學姊回憶時自豪的

說，在那個年代，他又是單身、又獨自全省走

透透、是非常異類的女性，每每要住旅社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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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會引起店家驚異的表情與探詢。

透過這項工作機會 ，使學姊離開了繁華的

台北， 真正認識了台灣，了解到台灣實在很落

後，需要好好的改進與開發，而該項調查所獲

得的資料，成為台灣日後衛生計劃之重要參

考 ， 莫定了台灣整體的衛生政策 。

飛往遙遠的美 l司

人力調查的工作結束了， 1965年學姊再度

轉換職場，進入當年位在臺大醫院後面的美國

海軍第二研究所服務，成為該院生化部門(主任

為Dr﹒ Blackwel)的技術員 ， 當時臺大醫院正在

進行台灣烏腳病的研究調查 ，因為沒有錢，所

以由美國海軍研究所資助，學姊的主要工作是

收集資料、做統計、 畫統計圖，收集烏腳病的

血液樣本 。 其優良的表現導致於後來學姊想辭

職前往加拿大時 ， 主管原本不讓她離開，只因

學姊表示希望到國外去歷練， 主管認為這對學

姊而言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才同意 ， 並且為

學姊提供了一份讚賞有加的推介信 。

1966年，學姊已經41歲了，她不喜歡台灣

當時的政治環境，所以1966年初，學姊就毅然

決然出國了，而且決定出國就不再回來，起先

在加拿大的病院上班，後來因為天氣太冷，得

了手腳的凍傷，學姊無法承受，年底轉往美

國，因為妹妹陳寶蓮的家在芝加哥，所以就在

芝加哥任職而定居了 。 本來美國的醫院不接受

超過35歲的外國人申請為護士，但是抱著姑且

一試的心理，學姊還是勇敢的提出申請，恰巧

醫院護士短缺，所以就順利進入美國芝加哥天

主教醫院工作，長達18年。

說，不管任何學位的護士都一樣要為病人做晨

間護理、晚問護理 ， 一樣要為病人換床單 。 換

床單都是註冊護理師(RN) ，助理護士只是協助

而己，如果一位博士沒有RN執照，只能做

I nstructor '在美期間RN執照每2年要換證一

次，同時2年期間必須修習30個學分的相關課

程。服務期間學姊經常代理護理長 ， 而代理護

理長又難以與之周旋 ， 結果經常由固定的代理

護理長為她收拾殘局，所以學姊後來要求讓護

士輪流當代理護理長， 一方面可以讓每位護士

了解代理護理長的難處， 一方面也因此而解決

自己的困擾。在國外任職護士期間，學姊覺得

人際關係因為公私分明，所以單純又輕鬆 ' 工

作人員對其很親切，而且也學習到許多護理常

識 。

主\qJ故土

學姊回想在美國的18年間，非常自信的

說，自覺對什麼都不書怕 ， 敢跟他們講道理 ，

所以沒有被歧視的感覺，而且工作雖然很忙，

人際關係卻比較輕鬆，人事壓力也比較少，有

事吵一吵，過了就好了，所以感覺很快樂 。 雖

然有些寂寞，但是常有親朋好友到美國探訪，

假日也常到妹妹家裡去，自己租的公寓住起來

也很舒適，並沒有回國的打算。 後來卻因為楊

思標教授的二度追求，加上90歲老父的期盼，

所以於1984年 ， 又毅然決然回國成為楊夫人，

與楊教授共度一個和過去20幾年截然不同的生

活。回國之後，仍然投入台大常德會成為義工

達8年之久 。

期才午與感言

學姊自認為腦子不好但是反應快，喜歡閱

讀各種不同的書籍，在看護婦養成所唸書時，

談到美國的護理，學姊面露佩服的神色 曾因為喜歡看課外讀物而被學姊斥責，要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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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唸書，不能輸給日本人 O 也自許做事情很乾

脆，若有事一定當日解決，若不能解決則找路

走，找到路就放下心睡了，認為對於情勢之研

判要清楚，才不會給自己帶來困擾。也許正因

為這樣的處世原則，在學姊的職場與人生旅程

中，屢見轉彎的地方，學姊真是一個不屈就於

現況，努力衝出迷霧的人。

對於護理，學姊說，要認真思考病人需要

的照顧是什麼?假如我是病人我要什麼?想到

了就去做。覺得生別人的氣，罵人，自己會很

氣，所以不喜歡這樣做，覺得生氣是自己的損

失，認為氣也一天，哭也一天，何不笑呢?

[本文同時刊登於國立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所畢業同學會系友特刊]

(劉玉秀係母校護理學系 1972年畢業，曾任母校及北醫護

理學教師;趙曲水宴係母校護理學系 1973年畢業，曾任

長庚護專教師，現已退休)

話 V'每 mlï 營療 l蜀道名單

團長:森於蒐教授。醫師:林敬邦、林崑

智、陳登科、邱林淵、林松誠、羅時熙、潘迺

鈞、陳萬裕外二人。護士:尹喜妹、林雲英、

黃牙、陳寶玉、阿武榮子、竹田悅子、黑木三

y工、阿久井夕J;-外二名日人。藥師二名均為

日本人。病理解剖助于:長谷川醫師另外一位

技術員。事務員二名均為日本人。

?付 古巴

桂教授要求醫護人員不帶口罩之理由是有

很多道理的: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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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核菌是在開放性肺結核病人之痠中，

不是在病人呼吸之空氣中，而病人咳嗽、打噴

噴的時候含菌之痠變為飛沫而噴出病房之空氣

中才有感染到別人之機會。

2. 因此，教病人在咳嗽、打噴體的時候務

必以紙頭或自己的手帕將口塞住，事後將紙

頭、于帕做適當的處理，理應封死感染源。

3 萬一來不及塞住口而有菌的痠變為飛沫

直接噴出時，其飛沫僅能噴到頂多一米，而醫

護人員不要太靠近白不會直接吸進去，萬一吸

進去也因體積太大而經常附著在上呼吸道的粘

膜而被其纖毛排泄到外界出去，不會構成傳

染。

4. 噴出去的帶菌飛沫，平常會污染到床上

寢具、床邊桌椅或落到地板，間接會污染到病

人、醫師、看護人、訪客之于，因此，醫護人

員、訪客等要勤洗手之原因在此。

5. 附署在床上、床邊或落地的帶菌飛沫乾

燥後，結核菌有可能隨空氣的流通，或著在換

被單及房間打掃時，單獨飛上病房空氣中，而

被健康人吸進去的話，結核菌就被吸進到肺胞

而發生感染之機會， 所以經常要把病房的窗戶

打開或病房有抽風機時也需經常或按時把病房

內空氣拍到外面去這是必要的，且看護人員打

掃病房時是被要求全身武裝包括帶口罩的 。

6 . 醫護人員進入結核病病房時，不准戴口

罩的另一理由一不要讓病人受到被排斥之感

丘之
Jι 

(楊思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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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罕見疾為與發展遲緩
兒童志主垮$JlI 課程開課典禮致詞

一勉勵與翔祥一
韓良誠

羅副院長、黃社工帥、邱主任以及各位志 孩子關在家裡，不太願意帶出來曝光，這是目

工學生平安 ! 前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的。當時( 1979年起到

兩個多月以前我就知道郭保麟教授以及一

些和他志同道合的老師們，在規劃如何讓成大

醫學院各科系的學生在即將來臨的暑假過得

「有意義 J '甚至在學生時期不至於「留臼 J'

進而還可「終身受益」。這是一件相當有前瞻

性又具教育意義的事，因此我個人一直從心底

默默地祝福它可以規劃成功，早日實現。三天

前八月十二日羅副院長忽然間打電話給我，希

望今天我可以抽空前來和各位共勉。我一時不

敢答應，但經過一夜的思考，以及和今天早已

預約來給我看病的病人商量，向病人請好四十

分鐘的假之後(9:50AM-10:30AM) ，第二天我就

打電話給羅副院長說，我非常樂意在這「生命

關懷另一章 同為患者燃起生命中的生命之

光」的開課典禮上和各位見面、談話。

50多年前，因為小兒麻痺的疫苗接種在台

灣尚未普及，因此患病的小孩相當多，甚至醫

生子女也有人難免不幸罹病。當年有部分家屬

有一種錯誤的想法，認為這是「見不得人的

病」。正如賴其萬教授所致力於廳摘(Epilepsy)

的工作中所遭過到的 家屬認為孩子有問題，

怕被別人貼標籤'因此把這些已經相當不幸的

14 

1992)我前後當了台南YMCA理事長12年多 ，

我曾經和一些同工﹒招募一群志工，在基督教

青年會成立殘障合唱團、輪椅籃球隊以及殘障

游泳隊等並且極力說服家長讓不幸患病的小孩

勇敢走出來，以便有機會過正常的社會生活。

YMCA藉他們的聲音、體能的訓練以及旅

遊，治療他們久已乾潤的心靈。我還清楚的記

得，有不少人初次有機會走入人群時感動得流

下了眼淚。青年會也想盡辦法帶他們到各地方

旅遊，也到過總統府、日本以及美國，以暸曉

美妙的歌聲告訴世人他們也有和一般人一樣，

有健康的心靈，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最後終

於有機會讓他們大部分的人進入另一種人生的

境界。如此，他們也反過來使YMCA的同工、

志工得到無比的鼓舞和信心。有些人私下告訴

我說，這些活動使他(她)重新燃起「生命中的

希望之光 J '也從此「活著的時候每天都要過

得有生命品質 J '因為當年我們一向堅持的服

務態度是回應社會的需要 ，而不只是消極的去

尋找服務的對象。你們今天加入這個志工行

列，不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你們目前都是學生，在醫學這條路上剛剛

2007年一月



起步，我常常認為所謂幸福的人，就是一開始

就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生活方向的人。也許你今

天的工作只是你們生活的一部份，但我還是認

為你們確實做對了 ! 這也是我今天樂於來向各

位祝賀的最大原動力。

不過，年輕人有時會拿不定主意， 三心兩

意 ，容易受到外界不當的引誘、影響，因此我

想告訴各位的是 r有時自己在朝什麼努力，

在沒挑戰它之前是不會明白的，因此既然跨出

了這一步，就不要猶豫，就算有許多未知數，

只要全心全意不斷的努力，屬於自己的道路會

自然展開 J ( 日野原重明醫師語)

在今年台大醫學系的畢業典禮上 ， 我以

〈醫學生面前的分岔路〉為題和畢業生分享。

我說了一段William Osler的故事: William 

Osler醫師生於1849年，畢業於McGi11醫學院，

26歲當上母校生理學講師， 35歲受聘賓州大學

當內科教授， 40歲去Baltimore創設舉世聞名的

Johns Hopkins醫學院， 55歲赴英國當Oxford

教授，於1919年去世。他在醫學教育以及內科

學上之成就影響了千千萬萬的醫師，也造福了

無數的病患 。 他當年畢業前夕正日夜吉思' 並

非常迷惑於畢業之後該從事那一個分野，或是

該做怎樣的人生規劃。有一天剛好在哈佛的內

科教授的書庫看到一本Thomas Caryle的書，

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r不必老是眺望遠方朦

朧的景物 ， 只須把握眼前可看清楚的事務 ， 將

之付諸實行就是了」。 我自己也確信只要把握

眼前，不好高驚遠 ，你將來的成就，就會像是

從黃昏進入夜晚的星辰， 一個按著一個會慢慢

顯現、閃耀 ， 人生的「可貴」 與 「有意義」 就

在此 。 以上的感受是我週末的夜晚坐在野外的

草坪上，遙望天空的星辰所得到的人生毆示 。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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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我個人雖然在

醫業這條路上走了將近50年，但是病人以及家

屬還是有比你強而可以讓你學習的地方，你們

才剛剛起步，一定要以「謙卑 、虛心的態度去

學習」。 我絕不唱高調 ，但我深信 ，與其得到

物質而成為富有，倒不如去尋找可以讓自己因

為耕耘心靈成長的園地而成為心靈上的富有，

這才是真正的富有。把你們自己擁有的知識與

技術用在最需要的罕見疾病以及發展遲緩兒身

上， 尋找這種場所才是正確的，就這一點來

說，你們已經是半個「富翁」了，不是嗎?雖

然這是漫長而辛苦的路 。

最後我想以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

授的話和各位共勉:

「不想走完不起程 J '今天各位既然決定起

程了 ，就該全力以赴，則我確信 ， 將來你們在

人生的中途站或是到達終點站之後，回首看看

你們在學生這個階段所下的決定，是對的、 是

甜蜜的 、 是幸福的，因為你們將來的幸福，你

們不是當目標去追求，而將是你們付出全心全

意努力後所獲得的結果。謝謝各位，也祝福各

位。

4次古巴

本人之所以把在成大醫學院的講稿投在景

福醫訊 ， 是因為主導本計劃的郭保麟教授是最

福校友 。 他一向非常關心年輕醫師的人格教

育，多年來也投入對「罕見疾病與發展遲緩兒」

這些「弱勢病族」的直接服務。這次的培訓工

作使醫學生在服務中成長，向弱勢病族學習珍

情生命的價值，向資深志工學習奉獻服務的精

神， 並使醫學生了解病人的需要 ，建立其社會

關懷、社會參與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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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長期的服務工作，而非短期的、只限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年學業 ， 現於台南開業及擔任台大

於暑期而已 。 本人認為將來在醫學教育上，將 景福基金會董事)

發生無可估計的影響 ，謹以此文章提供給景福

校友，做為參考 。

16 

徵.啟事
「牡聰明與我」一會作存社淑純j殺未
牡聰明↑專寸豆豆寶貝食共及1平/1、故事

杜淑純 2006年6月 13 日

我的父親杜聰明博士畢生致力於藥理學研究，作育英才無數，筆者希

望透過父親的人生故事，讓現在及未來的子孫們知道，他們有一位對臺灣

及世界文化貢獻卓越的前輩 。 繼 「杜聰明與我」這本書出版後，身為女兒

的筆者計畫未來出版下列書籍: (1)父親的墨 寶 及漢詩; (2)父親的照片

集; (3)父親、母親給家人的書信及他們的日記; (4)父親贈送給學生、親

友的墨寶，以及父親、母親生前的小故事集 。

父親晚年常題字贈予臺大及高雄醫學大學畢業生作為畢業禮物，很多

國內外親友也收過他的墨寶 ，筆者要拜託持有父親墨 寶 的朋友患予將其作

品拍照存檔並描述獲貝曾經過，一併寄至下列臺大校友雙月刊社地址，以利

編輯出于1] 0 另，如有知道父親生前軟事的朋友們，也請書寫後寄給作者，

不勝感激 。 如蒙提供照片及小故事，筆者也會一一加以社解，並將集結成

冊的刊物致送提供者，同時亦送至「杜聰明博士紀念館」典藏 。

聯絡人:林秀美女士

臺大校友雙月 刊執行編輯

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 1號臺大校友雙月 刊社

電話: (02)2362-3727 . (02)3366-2045 

傳真: (02)2362-3734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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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藍主任與我

一敬賀藍萬烘教授祭退

完成六年辛苦但也很稱職的台大牙醫學系

系主任、台大醫學院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所長，

以及台大醫院牙科部主任任期後，藍萬烘主任

己於今年七月底榮退。在這個日期榮退，正好

也是他各項主管任期任滿之時，因此可以說，

藍主任在漫長的專任教職生涯之後，劃下了一

個非常完美的句點。

非常完美的理由，當然不只是日期而己，

更在他專任期間對台大牙醫系、所、科部所做

的貢獻。回想自一九七二年二月我從日本東京

醫科齒學大學齒學部及齒科病院辭職回到母校

以來，至今已超過三十四年。我有幸從一開始

即和藍主任同事又同室(研究室) ，因此對他各

方面的「成長」和發展有機會

作近距離的瞭解。回校那一

年，系、科分配給我的研究室

是和簡秀雄醫師與當年仍頗年

輕的藍萬烘醫師三人共用一

室。我們三人志趣相投，除了

經常一起聊天之外，對於教

學、研究方面也幸而比別人有

較多接觸、商討的機會。

令我印象仍然鮮明的是，

同室的簡秀雄醫師對教學方法

韓良俊

則因我比他虛長數歲，很多事都會很客氣地找

我討論、商量。還記得當時他曾對所謂的「裂

齒症候群 J (Crack Tooth Synd rome )發生興

趣，我的專長雖不在牙髓病方面，他也曾在蒐

集資料研究階段就找我討論，並請我一起看論

文原稿，最後一切同室之福，在發表時也將我

的名字同時列上。即此一例，可以看到年輕的

藍醫師認真、實事求是和客氣、謙虛的一面。

前面曾提到他的「成長 J '我並無一點不

敬或倚老賣老的意思，而是因能近距離瞭解而

有的發現。其實，在台大牙科許多教師和主治

醫師中間，我和藍教授倒有一些特殊的共同

點，除了上述前期幾年的「同室之誼」外，據

第二屆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委員及衛生署支援官員(執行秘書、幹事等)
與製作教材的熱心與投入，金 三，圍中坐者石一為本校藍萬烘教授，石二為陳時中副署長(原為第

人甚感敬佩;而年輕的藍醫師 屆口醫會委員) ， 右三為筆者。(口醫會幹事詹瑞芝小姐[立者左一H聶)

2007年一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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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古早」時代，藍、韓 、 何曾是一家，這一

點也加深了我們在系、科內彼此的親近感 。更

有趣的是，不少人都說過，我和藍教授兩人長

得有點(或很)像 。因此，曾經不只一次，我在

台大醫院西址的中央走廊或牙科部門診附近被

不認識的病人叫住(叫「藍醫師」又很像在叫

「韓醫師 J ) ， 一開口就不停地感謝 ， 說經我治

療之後，痛得受不了的牙齒很快就不痛了 。每

次如此「無功受謝」之後，才會發現原來是認

錯人了，誤以為我就是藍教授 。 雖然功不在

我，每次碰到這樣的插曲之後，我還是會因高

興地分享藍主任高明的醫術，而感到與有榮

焉。

我和藍教授同室過之後，看著他從年輕的

講師一路發展，經過副教授而升教授，都相當

順利 。這中問他也曾把握良機，前往東京醫科

齒科大學深造(這也是我們兩人的另一共同之

處) 。 回來後繼續努力、完成論文 ， 取得該校齒

學博士學位。很令我佩服的是，藍教授在留學

過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回來後 ， 仍能和該校的師

長繼續保持多年 、 長期的友誼、聯繫，有國內

學會的外賓演講機會時，也常出面邀請他們來

台。為此，他有時也會客氣地要我幫他修改日

文書信。從這裡，又可看出他為人念舊、感恩

的人格特質 。

對系、科的服務 、 貢獻方面，藍教授早在

接我後任的第六任謝季全主任任內開始，即已

出任謝主任的副主任(有意思的是，謝主任在

我當主任時，也接受我拜託當過副主任，幫了

我很多的↑亡) ， 真正的任勞任怨，為其後第七任

主任工作，打下紮實的工作經驗與閱歷。還記

得他在決定出馬競選系 、 部主任時，曾多次客

氣地光臨我研究室提供其 「政見」給我，並聽

18 

我的意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關如何在台大

實現「口腔醫學院」事宜及其策略。時間真

快，就這樣六年過去了。 雖然不幸地，如同他

前六任主任的 「失敗 J ' 學院仍然沒能成立，

但這非他、也「非戰」之罪。正如我在二00

五年出版的《創系50週年紀念專刊〉中 「努力

與遺憾」一文(P. 30-32)所指出的 i li' 敵人』

就在本能寺! J 在台大一直未能成立有如其他四

校(高醫大、北醫大、中山醫大和陽明)的口腔

醫學院，對台大牙醫學系而言 ， 真乃時也!命

也!

除此之外，藍主任對台大牙科的諸多貢獻

是有目共賭的，他把絕不容易的牙科部業績明

顯提高了 ， 更難得的是，在他任期內也把前些

時稍嫌薄弱的系 、 所內研究風氣帶領出來 ; 尤

其是有關牙科雷射的基懼和臨床應用研究，藍

教授在國內不只是最早慧眼重視，而在這領

域，他自己所做或實際指導的研究 ， 其成就也

在台無人能及 。又在其任內碰到的有兩件大

事， 一是去年的臺大牙醫學系50週年慶典， 另

一是我曾經及早提醒他意義重大的台大牙科

台大牙醫學系歷任系主任攝於慶祝台大牙科創立100

週年典禮會場 ， 從左至右分別為第七任藍萬烘教授、

第二任洪鈺卿教授、第四任關學婉教授、筆者(第五

任) 0 (第六任謝季全教授當日未能與會合攝，陳盛茂

醫師攝)

2007年一月



關學婉教授(中間) 、筆者與鄧金假醫師(左 )合影 ，

鄧醫師在四十多年前曾經任職於台大醫院 ， 為最早

期的牙科住院醫師 。 (陳盛茂醫師攝)

100週年慶 ， 都在藍主任充分發揮領導長才的

結果， 兩者都圓滿完成，並且各出了一本可讀

性甚高的五十-週年系慶紀念專刊或專書〈台大

牙科100 > '留下可貴的紀錄，這些成就和貢

獻，都將永遠記錄 、 存留在我們台大牙醫或口

腔醫學將來的系史或「院史」上。

不僅如此 ， 藍主任行有餘力 ， 在其任內也

曾出任(其中有些目前仍續任中)中華牙醫學會

理事長 、 牙髓病學會創會第一屆及第二屆理事

長、中華民國醫院牙科協會理事長 、 教育部醫

教會牙醫學組召集人 、 國際牙科雷射醫學會國

家代表、國際牙醫學院(International Coliege 

JING FU景福醫訊 |

of Dentis峙 ，簡稱 I. C . D . )台灣分會理事長、衛

生署牙醫諮詢委員會和其後的口腔醫學委員會

委員等許多要職。目前他仍是筆者負責(擔任主

委)的口腔醫學委員會委員兼該會教育訓練工作

小組召集人 。 我們幸能繼續並肩作戰，為全體

國人的口腔健康，共同奉獻所能的一切。

拉拉雜雜寫出這些，雖恐不無遺漏，但主

要目的，無非是想以我所知道的一位努力、成

功的「台大牙醫人」之奮鬥過程 ， 提供給系、

科內年輕的後進，尤其是想為我們這個團體出

力、打拼者(包括新接的系、科部主任林俊彬教

授)一個學習 、 參考的榜樣。

最後，以一個過來人和藍主任長年的同

事 、 好友身分 ， 我願在此向他說，. BLUE 

SAN ' 辛苦了，恭喜你於今榮退 ， 也恭喜你至

今能有這樣非凡的成就 ! J 

二00六年八月

于台大醫院口腔損面外科筆者研究室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 1 962年畢業，現為母校名譽教授及

行政院衛生著口腔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學畢繕噩噩觀;新繪噩噩葛霞人尊重蜜語圖!組

有鑑於醫療相信向人 才 需求曰增 ， 亟需人力資訊之交流管道

景福基金會多位董事倡議成立專業人力銀行，結合母校及校友們
在各腎療機構的資源 ， 使國內之院所有更通暢的徵才管道，亦使

醫療人才能充分發揮長才，於第九屆第六次董監事聯席會決議通

過 ， 成立 「 景福醫療體系.J

第一階段執行方向 ， 丹等方令景福醫訊新增徵才啟事 ， 歡迎各校

友及院所刊登徵才啟事 ， 暫不 收取費用， 請直接與基金會辦公室

宇妾土合 (書主吉舌 02 - 23123 4 56#7282 ' 11萃 要"[. 02-23615556 ' erna il 
jingfü88 @ n."ls59. hine t. net '王 亮月小姐另外， 擬辦各地區之聯
誼會 ， 增加校友之意見交流管道。

第二階段長程目標，將以網路人力銀行為發展目標 ，也 歡迎

各位校友共襄盛舉 O

」三

2007年一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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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大醫技到陽明醫技
劉武哲

陽明大學成立醫技系是一個偶然的機運; 以臨床教師解決，那也是教育部技職司的變通

那時陽明只有醫、牙二系，護理系起其優先想 辦法所允許的。

成立的系，但屢試屢敗，教育部不准。於是推

出醫技、護理兩系再試，結果醫技系可以成 陽明醫技系和榮總醫院系統不是同一機

立，護理系仍然成立不了。在意外之時，想找 構，沒有像台大那樣實診科和醫技系合一的方

個人當系主任，沒想到我剛到陽明一年，就以 {吏，於是要自己發展系務。我們最早重視生物

「正科班』出身為由而被推，做起系主任來， 技術，先是在“醫技研究方法"這門課上，排

是1979年8月的事。 進生物技術，如基因工程和單株抗體等項目，

本來在1969年離開台大到歐洲留學，又到

美國做博士後進修。 1978年3月返國服務時，

選擇陽明的理由之一起:有宿舍可住，本想回

來好好發揮我的所學:醫用病毒學，卻一腳又

踏進醫技系來。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我先以副

教授代理系主任三年，升任教授真除，再做了

二任六年;九年系主任做下來，我的研究工作

已不堪想像，真是不幸，太早做系主任了(後輩

當引以為鑑)。

後來更發展成一門生物技術的課，包括產業管

E里。

陽明醫技系是陽明大學第三個成立的系，

但要成立研究所碩士班則一直落後，理由之

~師資已如上述，另外遇到的是使用醫事技

術、臨床病理、醫學檢驗申請，教育部都不同

意。最後還是以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過關，那

是後來學長孟粹珠教授擔任系主任時的功勞。

為了使醫技系的課業更為多元和寬廣;減

草創陽明醫技系時，最感頭痛的是師資不 少必修學分，增加選修學分，於是有學程的規

易，尋尋覓覓找不到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來; 劃。除了部定最少的必修，學程分物理、資

因為那是基礎醫學科系的找人標準，當年醫技 訊、生物技術、環保檢驗等，當然原來的以化

出身而又有高學位的人少之又少，陽明也不像 學為主的醫技系主修還存在的。

台大，有資深醫師教授撐著，可以慢慢來。到

了學生要到台北榮總實習的時候更麻煩。榮總 成立研究所時，師資也多了，除了自己培

有的是資深技師副技師，他們的出身是早期高 訓的老師，在校外進修學位回來，還聘請生物

中畢業生訓練出來的，堪任工作，教導學生實 系統的老師。師資陣容整理好了，很順利的就

習也還可以;就是無法充當大學的老師，於是 成立了博士班還比台大醫技系的早一年招生。

我被學校和醫院夾在中間，想了好多年，最後 最近這二、三年'老的退休了，新進的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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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則都是多年自己的學士畢業生從國外得博士 代改變，台灣的醫技界要整合成國際上合適的

回來的。現在都是年輕的一代，比我當年返國 醫療生技行業，以順應正在發展的基因體學與

服務時還年輕。 蛋白體學等系統生物方向 ，向全球化挑戰的時

候到了 。

醫技系已改名為醫學生物技術與檢驗學

系，有碩士班、博士班，現在的困難是空間不 [本文同時刊登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

夠，要與業界合作，包括生技公司;要改善檢 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50週年紀念特刊]

驗技術 '與醫界合作是醫療團隊之一 。

(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 1962年畢業，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 )

台大五十年醫技系慶之餘，我們要隨著時

徵信錄(95 年 10-12 月)

卸仕文 NT$ 200，000元

黃清泓 NT$ 100多000元

除慧玲 NT$ 12 ，000元

除晉興 NT$ 10，000元

那金塔 NT$ 10，000元

鄭成矯 NT$ 10，000元

線;支平 NT$ 10，000元

在手，安 NT$ 2 ，000元
林省三 US$ 500元

材;袁州 US$ 250元

林俊仁 US$ 200元

曼德誓說Qt;II 2.116-Q61111 t;e收到了全蔓toτ:
(1 )Humor~我一莊壽洛 5 pages (95年 12月 20 日收件)

(2) 養雞樂一戴鐵雄 2.5 pages ( 95年 12月 26 日收件)
(3) 水都成尼斯歸來漫談一李彥揮 5.5 pages (95年 12月 28 日收件)

(4) 牽手偎依著，漫步併排櫻花樹下一戴鐵雄 1 page (96年 1 月 3 日收件)

(5) 麻醉的發源地一江松原 2.5 pages (96年 1 月 8 日收件)

(6) 深夜一戴鐵雄 1 page (96年 1 月 8 日收件)

(7) 人生一戴鐵雄 1 page (96年 1 月 8 日收件)

(8 )伊斯坦堡一許清曉 7.5 pages ( 96年 1 月 9 日收件)

(9) 牛家班銀河團聚一蘇士民等集體創作 23 pages (96年 1 月 9 日收件)

(10) r思想枝(起)J 的播種、傳承與呵護一戴鐵雄 4.5 pages ( 96年 1 月 11 日收件)

11)元兇一戴鐵雄1.5 pa叉的 (96年 1 月 12 日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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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ancers with God's Blessing 

Cruising on Interstate Highway 37 one 

morning during the middle of May, 2003, my 

wife and I were heading from Kingsville to 

Austin , Texas. It was a very nice sunny spring 

day; the highway traffic was modestly busy. 

We planned to attend the commencement cer

emonies of my niece Li ly and grandniece 

Olivia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UT) at Austin 

We were very proud that they both could grad

uate from UT during the same year; both of 

them had previously lived with us in Kingsville 

for two years. We had observed their growth 

and maturatio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Feeling rather tired at one of the rest 

stops, 1 asked my wife to take over the driving 

1 drank some water and rested in the car while 

we headed towards Austin. Several hours 

later in the afternoon , we arrived at my 

younger son's house, located in Cedar Park, 

Texas, in the outskirts of Austin . For a couple 

ofyea悶， my younger son Steven had been liv

ing in Austin area with his wife May and their 

toddler son Matthew. They were also expect

ing another child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That evening , 1 felt some physical dis

comfort. 1 decided to retire early. During that 

nigt祉 ， 1 was unable to sleep tossing ba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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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 . Just after midnight, 1 felt this hot and 

burning sensation permeating my whole body 

It was very uncomfortable. Sensing that some

thing was not right, 1 decided to wake my son 

Steven . He checked my temperature , and it 

was an alarming 104 degree Fahrenhei t. 

Immediate旬， he took me to the nearby hospi

tal Emergency Room at Round Rock Medical 

Center. 

The next morning ,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contacted my son and informed him about my 

health status. Then, he approached me. From 

his grim look, 1 could tell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 He held my hands firm 旬， and then 

uttered this shocking statement, "You have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ML) ." 1 was 

stunned to hear of this diagnosis. AML is a 

very deadly cancer disease affecting one's 

bone marrow which is part of the body that 

produces the body's blood cells. The long

term prognosis is not very favorable in many 

cases. As you could imagine, 1 felt distraught 

and down 

Then, 1 prayed to God for his peace and 

presence. Soon , 1 felt his comfort in my hea付.

But, 1 still had these burning questions in my 

m叭叭 "Why was this happening to m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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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God allow this to happen?" 

Shortly after, the doctor initiated some 

supportive medical treatments. He reassured 

me that although the disease was serious, it 

was treatable . There was some hope. Two 

days later, 1 was transferred to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for further treatments 

Let me take a few moments to tel l you 

about my personal background. In 1960, 1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n Taip凹 ， Taiwan. As a 

young medical doctor, 1 was very enthusiastic 

and eager to advance my medical training. In 

1965, 1 had a good oppo付unity to come to US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Without interruption, 

1 underwent through the Internship and 

Resident programs for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female health medicine) special

ty training at a number of medical center hos

pitals in both Detroit , Michigan and 

Schenectady, New York. In 1975 1 passed the 

OBS-GYN specialty board . For 30 years , 1 

practiced medicine. For the first ten years , 1 

spent them in Schenectady, NY. From 1982 to 

2002 , 1 spent those years in Kingsville of 

South Texas (about 40 miles from Corpus 

Christi). The舟 ， 1 delivered approximately 5000 

babies over the 20 years span 

Closing my practice in June, 2002, 1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y retirement. Little did 1 

know that within less than a year of retiremer祉，

1 would be diagnosed with this dreadful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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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e-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s 1 indi

cated earl ier, 1 was initially shocked and 

stunned. Later, this was followed by bouts of 

anger, denial and depression .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Job in the Bible, 

1 learned that suffering did not always come as 

a result of sin. Although that at times God 

appears to be distant, he is right next to us. 

We have the wonderful assurance of knowing 

that God love us unconditionally and is in con

trol of everything. Suffering can serve a pur

pose in that it stretches our faith and causes 

us to draw closer to God. 

When the Apostle Paul dealt with his 

thorn in his body, the Lord reminded him,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1 Corinthians 

12:9. 1 just accepted the fact that God was 

going to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endure 

through this painful tria l. He was going to be 

right by my side. 1 felt great comfort knowing 

that God was going to be with me every step 

ofthe way 

As 1 entered the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1 was grateful that the leukemia spe

cialist Dr. Beran , MD, PhD was assigned as 

my physician . He was a soft-spoken , knowl

edgeable and experienced physician . 1 was 

quite impressed with his excellent bedside 

manner. 1 had the first course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n which 1 had to be in the hos

pital for 17 days. Over the following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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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s. I received six additional courses of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The result of 

treatment was incredible! 1 went into remission 

(no sign of the disease) for almost 2 years .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grace and mercy! 

During this period of remission , 1 moved 

from Kingsville to Katy, Texas to be near my 

daughter Selina and my son Simon. Although 1 

would experience some fatigue as many can

cer survivors often do, 1 pretty much resumed 

my normal life - walking , reading , attending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and worship service, 

etc 

In addition , 1 was praying for a complete 

cure for my leukemia. Several early bone mar

row tests indicated no signs of cancer cells! 1 

was praying and thinking that 1 may be one of 

the fortunate ones who would be cured . As 1 

read the Scriptures (Isaiah 38 :5) , God had 

given Hezekiah an additional 15 years to his 

life after falling ill and facing death. 1 was hop

ing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a similar bless

ing. 1 was thinking that if God were to extend 

my life, he must have a purpose in mind 

During this remission period , 1 took every 

oppo此unity to witness to my friends and family 

about my experience with the illness. 1 shared 

about God's love and faithfulness. 1 shared 

about His ultimate sign of love of dying on the 

cross for us 

Unfortunately, this peaceful and 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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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did not last long. In May 2005, 1 began 

to have problems with my prostate. 1 went to 

see a urology specialist who confirmed that 1 

had prostate cancer after examining my tissue 

biopsy. As the doctor announced that 1 had 

this second cancer. it was like a thunderbolt 

striking me down. Kneeling down, 1 cried to 

God for help. 1 asked God, "Why is this hap

pening again?" 

My urologist gave me two options of treat

ments- surgery or radiation therapy. While 

deliberating over the options, we decided to 

consult with my leukemia specialist. After 

some follow up tests, it was determined to my 

dismay that my leukemia had relapsed. 1 felt 

even more despondent. 1 was now facing two 

major hurdles - leukemia and prostate cancer. 

It was like a double edge sword piercing my 

soul. 

Again , God reminded me of Job. In the 

Bible story, Job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disas

ters and illness induced by the Devi l. Like Job, 

1 was confused about God's purpose of my 

misfortune. What was He trying to tell me? 

A chaplain in the hospital explained to me 

that many times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are 

hard to understand. But, he did provide me 

some insights as related to my profession as 

an OB-GYN physician. A woman may experi

ence painful sufferings while going through 

labor as she gives birth to her child . But, after 

the agony is over, there is great joy when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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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s the little baby in her arms. In the same 

manner, our life may be filled with trials and 

sufferings. But, at the end of this natural life, 

we will experience great joy when we are final

Iy united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re my 

two cancers just my misfortune? Or, were 

these ordeals given to me as part of the 

process to prepare me for eternity? 

As 1 read in the Scriptures, 1 am reminded 

of the Apostle Paul's exhortation in Philippians 

4:6-7. "R呵。ice in the Lord always. 00 not be 

anxious about everythi呵 ， but in everything , by 

prayer and petition , with thanksgiving ,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 will guard 

all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1 held fast to these words. 

In June and Ju旬， 2005, two full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brought me back to cl inical 

remission which only lasted to November, 

2005. My leukemia came back again. 

Subsequently, 1 was placed on two courses of 

experimental drugs, which also had little effect 

in containing the leukemia. Finally, my physi

cian put me back on an intensive triple 

chemotherapy in January, 2006. Ouring the 

recove叩 phase of this triple chemotherapy, 1 

developed sepsis with septic shock, and went 

into semi-comatose condition for several 

hours. My life was in a dangerous state while 1 

wa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But, by God's 

grace, finally 1 came out the critical condition , 

and gradually recuperated over the next s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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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l weeks. 

Current旬， 1 am in clinical remission! It has 

been a long journey since 1 was first diag

nosed with leukem闊的ree years ago. 1 contin

ue to receive follow up treatment at MO 

Anderson . 1 continue to praise God for his 

grace and mercy. 1 don't know how long that 1 

will be in remission this time around. But, 1 do 

know that God is faithfu l. The Scriptures says, 

"Blessed is the man who perseveres under 

trial , because when he has stood the test,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that Go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James 1 :12 

1 completely surrender myself to God , and 

continue to pray and petition for His mercy 

and love 

Finally, 1 want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wife Ling-Rong who has 

shown her steadfast faith in the Lord and help 

support me during these many difficult 

months. 1 am deeply indebted to her for her 

tender loving care. 1 also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many brothers and sis

ters for their continual prayers and support. 

May God continue to demonstrate His 

love to you 

In Christ 

Chin L. Lin 

( 作者仿、母校醫科 1 960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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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舞人歸一寫在出版

『爾底發主德J 前夕

(-)著述 d 文孝娃傅古巴之緣起

在人生常遠不相識的人因摩詞不思議的機

緣邂逅，遂成為至交。歷史小說家南宮搏，本

名馬漢獄 字馬彬，早年為廣東中山大學歷史

研究所專研唐代史之歷史學者，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移民香港，改執筆歷史小說，雖已於一九

八三年因病去世，在世時南宮搏文學曾在香港

和台灣風靡一時，成為最暢銷作家。 一九六0

年代香港受到中共侵犯威脅之際，他曾避居於

台灣二年，並應聘中國時報(當時尚稱徵信新

聞)社長，其逗留期間筆者經友人介紹得以認識

南宮搏。其後筆者將其代表作門各神』譯成日

文，並經由因相同之機緣而成為忘年交的日本

頗知名雜誌「文藝春秋」編輯部長薄井恭一之

推薦，在文藝春秋社所發行文學雜誌「才心

讀物」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三月號誌上，

以「洛神之賦」為題名，揭載其摘譯，並於一

九九八年由近代文藝社出版單行本。南宮搏生

前曾將其畢世著作多種贈送筆者，其中『李後

主』 一書格外吸引筆者 ， 蓋一九五九年日本岩

波書店刊行吉川幸次郎、小111環樹編基『中國

詩人選集』全十八卷，此一叢書尚包括由京都

大學文學院畢業不久的村上哲見註釋之『李煜』

一卷，而早已對李煜及其詞產生濃厚興趣使

今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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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大英博物館之英人Arthur Valley專

注研究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以「源氏物語』英

譯者聞名於世，其有關中國之著述以英文出

刊，除『論語』 、 『西遊記』之外，亦涉及李

白及白樂天之傳記 。 後二著則以詩人本人之作

品為架構 ， 充分顯現特色。世界屈指之日籍中

國文學者吉川幸次郎採同一手法著述『杜甫私

記 JJ '在日本發行，使洛陽紙價貴。 國人林語

堂戰前發表『吾國土，吾國民』、『生活之發

見』 、 『北京好日』等名著成為世界頂尖文學

家 。 他戰後以英文著述『蘇東坡 JJ '曾發行日

文版，以深入剖析蘇軾本人詩作 ，談論北宋時

代政界側面之同時仍巧妙地浮彤蘇軾之一生 。

南宮搏『李後主』也是根據李煜本人文學作品

所組合，尤其他深具洞察眼光銳利的詞句詮釋

令人讚嘆，可惜容有未盡確定典據的敘述之

憾 。 因此， 筆者立願'R聾Arthur Valley ， 吉川

幸次郎、林語堂諸巨匠，繼而涉獵古典史料及

近代學者研究成果 ，以文獻記載起縱軸，以李

煜的詞為橫軸而編織他的傳記 。 將描寫李煜生

涯時 ，他傳承至今的三十九首詞可補充文獻記

載不足，另一方面若能挖掘詞之歷史背景 ，就

可以理解每一首詞所代表之真正意涵 。

(三) I荊於請與詞

筆者對李煜發生興趣非因他是皇帝，肇始

於他是中國最偉大詞人的緣故 。 在漢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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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北宋蘇

軾以及唐以前之曹植和陶淵明，均被譽為詩

聖。李煜未列入這些詩聖群象系譜，他僅能在

被稱為詞之與詩稍有不同的文學分野中，留下

不滅之聲名。那麼，何謂詩?何謂詞?兩者存

在何種差異?詞白何時形成或具備何種特徵?

吾人不得不去概觀此等疑難 。包括日語之北亞

阿爾泰語言呈複音節語，異語同音少，不太需

要以聲調區別。反之，漢語屬於單音節語，異

語同音多，必須藉聲調加以區別。現在北京語

產生平聲、上聲、去聲、入聲四種聲調，平聲

以外之三種聲調總稱仄聲，若平聲與仄聲合併

稱四聲。換言之，漢語可分成平聲和仄聲二大

類，詩仍交互排列一字、 二字或三字之不同平

仄語群，促使音聲上產生旋律，更加使上、下

二句合組一聯，每一聯最後一語選擇同一平仄

且同一語尾文字，用來增強其旋律性，稱為押

韻。詩因為實施押韻亦稱為韻文。交錯使用不

同平仄語群時，在周代詩經四言詩和漢代樂

府，並沒有一定的規則，稱為自由詩，在唐代

以後詩則要依從某種的束縛，稱為律詞，其規

則稱為韻律。詩之各句字數成一致，詩經為四

言，樂府有四言和五言二種，律詞亦有五言和

七言二種，各分為四句形成之絕句和八句形成

之狹義律詩。

如眾周知，毛澤東會吟詠詩和詞，其作品

集『毛澤東詩詞十九首 JJ '英譯成If' Nineteen 

Poems with notes and an appreciation JJ '由此

可知英文poem包括詩和詞，事情上詞也進行

不同平仄語群交互排列與押韻，屬於韻文。唯

一與詩每句字數一定相反，詞各句字數呈不

齊，可稱之為長短句，詞係歌詞之簡稱，原本

屬歌曲之辭，詩欲歌唱時才依據詩創作歌曲，

詞則按照即有歌曲填字 ，別稱為填詞，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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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困難使各句字數保持一致，遂產生以長短句

形成的詩即詞。剛說過詩之各句字數僅有四

字、五字、七字三種，但詞之各句字數最少一

字，最多超過八字以上，特稿屬長句，如此字

數五言絕句為二十字，七言絕句為二十八字，

五言律詩為四十字，七言律詩為五十六字，總、

字數亦限於一定，然而詞一首總字數最少十六

字，最多二百四十字，有天壤之別，五十八字

以下稱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稱為中調，

九十一字以上稱為長調。詩不分段，但詞分

段， 一段稱為單調，二段稱為雙調，三段以上

稱為三壘、四壘等。詩之題名以內容主題而命

名，但詞卻採其依據的音曲名為題名，因此內

容與題名之間常見不協調之例，也出現多數題

名相同而內容毫無牽連的詞，不過同一題名的

詞必然其各句字數、句數、段數合致。由此吾

人能領悟詞與音曲之間密接不離關係。詞所依

據的歌曲名仍稱詞調或詞牌，據清代學者統

計，唐宋時代詞調多達八百二十六曲。

唐王朝可區分為初唐、中唐、晚唐。而中

唐值詞之黎明期，著名的詩人張志和或劉禹錫

已開始嘗試作詞，中唐代表的詩人自居易、李

商隱、溫庭筠等亦發表不少驚世之詞，尤其溫

庭筠被評估為唐代最初且最高的詞人，並與同

時代詩人李商隱比肩，被稱為溫李。前揭『中

國詩人選集』尚有『李商隱』 一卷，吉川幸次

郎曾形容為耽美的詩人，溫庭筠之能夠與白居

易同格的詩人李商隱並稱，可見其詞人造詣之

不凡。入晚唐後詞名作明顯增多，以長篇敘事

詩『泰婦吟」成名的詩人韋壯，一方面亦受譽

為唐代僅次於溫庭筠之名詞人。及至五代十國

時代詞越發流行，名家陸續輩出，終於在四川

後蜀國『花間集』之出版，由後蜀趙崇作選出

十八個詞人五百首詞，以五十首為一卷，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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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卷之多，係詞文學史上最重要之詞選。作

品登載於「花間集』之詞人允稱為花間派，多

出身自後蜀，在江南則由南唐馮延巳、李煜等

組織江南派。到了宋代北宋蘇軾'以及遺留

「樂章集」的落魄文人柳永，南宋辛棄疾等出

現，詞竟被稱為宋詞而成為代表宋代的文學 。

(三)為房主膚之興亡

中國中世曾多次反覆以長江為界的南北分

裂和全國統一之局面 。 始自西元二二0年魏、

蜀、吳鼎立之三國時代可說是最初之分裂時

代，至西元二八0年西音在統一全國為止，延

續六十年間。然而西晉至西元三一六年滅亡，

第一次統一時代僅維持三十六年間的短暫時

間 。 西晉覆亡後再度出現第二次南北分裂，至

西元五八九年漢族隔王朝再統一天下之二百七

十三年間，稱為五胡十六國時代。唐王朝滅亡

引起的第三次分裂，持續至西元九七九年北宋

達成再統一，其七十二年間，在華北中原地域

後梁、後唐、後音 、後漢、後周五個王朝交

替，除後梁和後周由漢族建國之外，其他都由

勳匈奴支族沙汰族所建立。在周邊地域尚出現

十國，除北漢以外，其他九國皆在江南，稱為

五代十國時代 。五胡十六國時代華北較呈戰

亂 ， 反之五代十國時代江南較處於亂世。唐滅

亡後各地節度使紛紛獨立建國，准南節度使楊

行密隻子楊薄亦於唐滅亡二十年後的西元九二

七年自立南吳國，其勢力遍及准南和江南地

域，但治國實權則由宰相徐溫掌握，九三七年

徐溫假子徐知詰受禪讓，創立南唐國。徐知詰

原為孤兒，建國後回復李姓，改名曰昇仍是南

唐烈祖 ， 後世史家稱為先主，不外乎李煜之祖

父 。 李昇在建國初期與北方契丹族遼國結盟，

藉以抵抗後音，但未施展恢復北方經營天下之

雄才大略，即位後採行和平政策，努力維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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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安 ， 雖僅在位七年卻能奠定國家之基業 。

惟讓位後南吳皇室一族其下場非常悽慘 。 讓位

空年的西元九三八年，廢帝楊薄即囚死於潤州

丹陽宮。 九三九年遺族從潤州被移囚於泰州永

寧宮，由於遭禁止與外部通婚，不得不進行血

族婚配。九四0年楊薄長子楊鏈亦被害。至第

二代李璟治世，西元九五六年後周侵准南大破

南唐時，後周皇帝柴榮下令安撫楊氏遺族，但

都將伊延範在護送至金陵之途中，~斷絕將來

禍根，擅斷屠殺一族六十餘名 。李璟將伊延範

處之以斬腰刑。據史書記載李昇、李璟父子絕

非殘虐無道人物，依然不幸發生如此人間地

獄，使後世讀史者不勝惋惜 。

西元九四三年李昇病嫂，長子李璟登位，

即為中主，南唐李璟在位初期十年間國力最盛

期，國士自二十八什|擴增至三十五州，但後周

南侵後，國勢逐漸哀頹。西元九五四年後周太

祖郭威去世，養子柴榮繼位成為世宗，翠年實

行廢佛，加強軍事 ，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 於

是立志統一天下，並策定『先易後難，先南後

北』 。 西元九五六年世宗親自南征，南唐儘管

動員十萬大軍增援江北 ， 仍未能擊退，翠九五

七年再度反攻江北 ，亦噢大敗 。最終仍以去南

唐年號而奉後周正朔即曆法和年號，供數十萬

歲貢，割讓包括末陷四州的准南十四州六十縣

領土等條件，向後周乞和。從此李璟避帝號僅

稱國王，後世史家稱南唐三代君主為先主 、中

主 、 後主，其緣由在此 。到西元九六0年趙匡

!亂由於陳橋兵變宴奪後周，建立北宋王朝，翠

九六一年南唐為防備北宋再度南侵，當建南都

於遠離常江南岸的江西南昌 ，但年末李璟因憂

國駕崩於陪都，在位十九年，享年四十六歲 。

李璟性格溫和，愛好和平，也是不輸於兒子李

煜之名詞人，名篇四首收錄於『南唐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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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Jl '傳承至今 。

李璟去世時長子至第五子均已接故，由第

六子幼名從嘉字重光繼位，改名煜，他生於九

三七年南唐建國之年，天生美貌， 重瞳，為文

學、藝術、音樂多方面的天才。李煜即位當初

北宋尚無南征實力，因此兩國表面上得以維持

友好關係'南唐人民暫時獲得富庶安樂之生

活。西元九六四年皇后大周后病嫂，李煜在四

年後的九六八年再娶大周后的實妹小周后。南

唐昔日曾列入北周，後蜀競爭之三強，所以北

宋將展開統一大業時，仍沿襲後周『先易後難』

之戰略，九六三年併吞南楚，九六四年攻滅西

蜀，九七0年攻略南漢後，始於九七四年即李

煜登位十三年後，征討南唐。九月由名將曹彬

率領北宋大軍架浮橋南渡采石，東進敵者且，亦

促使吳越軍從西方挾擊金陵，南唐雖令南都十

五萬新軍經水路北上急援，但遭消滅，次年九

七五年十一月首都金陵陷落，南唐終於白九三

七年建國以來已三世三十八年而覆亡。吳越國

即使曾為北宋盟友，亦不免於三年後的九七八

年消失，繼而北宋於九七九年攻滅北漢，一統

天下， 結束中國中世紀之紛亂 。 亡國後李煜被

移送北宋，翠九七六年正月到達宋都開封，北

宋太而且趙匡!亂特赦李煜抗戰之罪，任命違命

侯，然而十月太祖急逝，實弟趙光義繼位為太

宗，二年後七月七日七夕之日賜牽機藥毒殺李

煜，隨後小周后相繼死亡，長子仲寓字叔章被

封清源都公，九九四年三十七歲時去世，其下

一于正言亦早逝，後主子孫斷絕。雖南唐皇室

命運悲壯，後世史家評論 11 較諸南唐所加南

吳者，北宋可謂對南唐尚仁慈」。

( i~)孝娃詞寫作年代

李煜三十九首詞篇的詞集皆以雜亂失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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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無一依寫作年代先後次序編輯者，因為學

者大多只熱狂於詞句詮釋，對詞句歷史背景不

感興趣所致。雖然如此，假如熟知五代十國時

代歷史，而且看重文獻史料，那麼大部分詞篇

還是可由詞內容大略推測其創作時代 o 比如於

衛賢水墨畫『春江釣盟圖』之『漁父.Jl ' 

「漁父二 」 二首，係表明末懷有與長兄弘冀太

子爭位之詞，屬於李煜即位以前作品殆無疑

問 。 11 i完溪沙』、『玉樓春』、『菩薩蜜』、

「子夜歌」 、『一斜珠』合計五首，在歌唱宮廷

華麗宴會或閏房樂 ，充滿愉悅情懷，其登位後

大周后去世之前三年間 ，李煜最幸福的歲月之

作品。大周后去世的西元九六四年也是李煜與

小周后開始談戀愛的一年，李煜尚留下回想與

小周后私會之『菩薩蜜二』、『菩薩蜜三』二

首，以及由於私情漏露，小周后暫時出宮後，

傾訴離情之『相見歡』 一首 。 追慕大周后之

「搗練子令一」和『謝新恩二」無疑是大周后

去世前後 ，最遲九六八年與小周后再婚以前之

創作。由學者一致考訂自再婚至九七四年與北

宋開戰六年間之詞篇，有『蝶戀花』、『謝新

恩三 』 、『謝新恩四』、『采桑于二』四首均為

憂思祖國之悲歌，另外『阮郎歸』因「南唐二

主詞」註明『成鄭王十二弟.Jl'顯然九七一年

南漢滅亡，李煜遣使次弟李從善 ，被抑留於開

封期間所完成，而李煜堂兄弟眾多，從善係十

二堂弟。『虞美人』 、『臨江仙』二首屬金陵

圍城中，又『破陣子』屬亡國後被押送宋國途

中作品 。李煜白幽居於末都志趣世三年間，憂

思從心靈深處奔湧凝縮為文字 ，形成『清平

樂』、『望江梅一』、『望江南一』、lI i完溪沙

二」、「烏夜啼一』、『望江梅二』、『子夜歌

二』、『烏夜啼二 』 、『浪淘沙令一』、『望江

南二』、『虞美人二』、『浪淘沙令二』十二篇

千古絕唱，均為懷念故國，悲歌俘虜落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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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讓後人流下萬斜同情淚。最終剩下「采桑 首苦思分離愛人之詞，提倡窗娘遭宋逼令獻上

子一』 、 『喜遷鶯一』、『長相思一』、『謝新 宋後宮之假說。但李煜稱呼愛慕對象之女人，

恩.il 、 『長相思二』 、 「搗鍊子令」 、 『 楊柳 措辭很含蓄， 譬如『長相子一」中僅歌唱『塞

枝』 七首戀愛詞，為何年所作則不明 。 雁高飛人未還.il '在『采桑子」稍見具體描

述，選『舞態、徘徊』之辭句，至『喜遷鶯』始

李煜天性浪漫多情，雖深愛先後二后 ，后 明白指出，而吟詠引用為本短文題名的『留待

宮佳麗數不盡 ， 黃氏 、 流珠、秋水 、 慶奴、喬 舞人歸」之名句。『喜遷鶯」屬於雙調詞 ， 後

氏、官娘皆多姿多菜，深獲李煜寵愛 。黃氏擔 段詞句如下:

負坎呵命運 ， 原出自南楚將門之女，幼時生父

戰亡 ，南唐將軍憫之攜入禁中，及長大姿色出

類拔萃，南唐亡國後主北上 ， 歸宋後宮。 秋水

天真爛漫，流珠仍聰明 ， 是唯一得免大周后嫉

妒之宮女，為琵琶好手，大周后去世後尚能奏

樂皇后生前作品「激醉舞』、『恨來遲二破』

音曲。李煜曾在黃捐扇子上寫 『楊柳枝ν 贈

給慶奴。喬氏篤信佛教 ， 常參詣佛寺，李煜恩

賜其于書『金字心經』 一卷 ，南唐亡後被送入

宋禁宮，聞後主死訊 ， 將『金字心經』 喜捨相

國寺 ， 祈願後主冥福，並在卷後于寫『故李國

主宮繽喬氏伏遇國主百日 ， 謹昔時贈妾所書般

若心經捨在相國寺塔院 。 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

見佛』之辭。

間鶯散

餘花亂

寂寞畫堂深院

片紅休掃儘從伊

留待舞人歸

古今研究李煜詞的人未曾注目舞人二字之

深意，僅前出村上哲見初次加註Iî為何特別

用舞人辭句，其理由不明.il ' 然而如採用南宮

搏假說，舞人不外乎舞妓官娘，舞人二字就是

支持南宮搏假說最重要之明證 。 此七首吟詠年

代亦可從辭句推知，應屬李煜二十七歲那年暮

春起，至空年春天李煜初遇小周后止之短暫期

間，吾人據此終可完成依寫作先後排序之李煜

官娘係李煜在生涯中除大小周后外，最深 詩集。 能夠解決前人未踏之詞文學千年迷思，

愛的女性 ， 選入後宮以前出身江南水邊採荷花 其樂趣無窮，在此筆者將再次高歌「留待舞人

女，是高身細腰深目之絕世美人，音娘之名來 歸』名句，而擱筆此文 。

自深目的特徵。她長於舞蹈。李煜造六尺高之

木製金蓮花使官娘在金蓮花上飛跳尖足舞別名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1 943年畢業，況已

纏足舞竟成纏足風習之濫觴。可惜官娘忽然下 退休)

落不明，南宮搏乃根據這些寫作年代末明的七

賀! 本令副幸丸行長陳慧玲誓師

榮獲2006年 4法院使今年輕 i司扛傑成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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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妹妹旬前走 y 兄弟一起來

編者按:本文藉由四個溫馨小故事，自然

地呼應作者與同仁們實踐「視病猶親、全人照

護、創新卓越、終身學習」的具體作為，展現

出白衣天使對生命關懷的智慧與韌性，及為生

命尋找出路與方向的使命感。期願藉由景福醫

訊一隅，與更多讀者分享作者之心血智慧，期

盼獲得更多校友之迴響，以激勵同仁為提供優

質的台大護理服務而努力!

台大護理的力量是什麼?台大護理的智慧

是什麼?台大護理的勇氣是什麼?台大護理的

未來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力量?是什麼樣的智

慧?是什麼樣的勇氣?是什麼樣的未來?是

愛。是愛。是愛。是人間至|育，世間至愛。是

生命的光輝，人性的真、善、美、聖。請跟我

來。

「姊妹為心，其利藍布全」一--九九
一生，喜濃重“蕾"

這位李先生六十二歲，是高階主管，患

有高血壓及糖尿病20多年，一直未能規則服

藥。十幾年間先後發生兩次中風，所幸只造成

左側輕微偏癱，五年前因冠心症，做過兩條主

要供應心臟血管的氣球擴張術。這一次上腹痛

三週， 一直以腸胃不適自行服成藥，最後在上

班時病倒由同事送到急診。當時呈現心律不整

及低血壓，經血液酵素、心電圖及心臟超音波

檢查，確定為非Q型心肌模塞，急送加護病

2007年一月

黃巧文

房。接下來李先生病情一路惡化，插氣管內

管、電擊、心導管及主動脈內氣球幫浦(一種心

臟輔助機) ，幾乎所有內科的治療全部用上也無

法挽救垂危的生命，轉由外科緊急做冠狀動脈

繞道于術加上葉克膜(一種暫時取代J心肺功能的

體外心肺機)才渡過難關。但後績的合併症他卻

幾乎無一倖兔，包括心包膜血塊填塞、取下葉

克膜機後左側股動脈急性血管阻塞、持續致命

的心律不整、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及持續肋膜

積水等，這樣整個醫療團隊、家屬與李先生共

同歷經兩個月的苦戰，可說是九死一生，他奇

蹟似地活下來。

為了脫離呼吸器他從心臟外科加護病房轉

呼吸加護病房，由於心肺功能實在太差了，歷

經兩個多禮拜的訓練，他被列為呼吸器戒斷困

難案例，轉到外科病房，預計輔導長期居家使

用呼吸器。第一天接觸這家人就感受到他們超

強的戰鬥力，特別是李太太強烈表達希望脫離

呼吸器的決心，大家可以體會家屬的心情，在

那樣的情境下我們也向呼吸器宣戰，同時很誠

實告訴他們沒有把握完成這項挑戰，但一定盡

全力。接著姊妹們商討和佈署作戰計劃，以營

養、情緒、運動、呼吸道維護和能量保存五個

主軸與相關部門通力合作，並指派一位自願長

期追蹤的妹妹照顧，皇天不負苦心人，兩個多

月與病人和家屬問信心喊話和專業照護，李先

生拔除氣切管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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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 ，他哭了，太太哭了， 一旁的女兒也哭

了，是喜極而泣，我和李太太抱在一起，內心

悸動不已 。 姊妹同心，其利斷金，其生命尋找

出路是我們白衣天使的使命。

「就為俯視，全人反筱」一--先，笨
的戰役 vs 遺憾的插管

阿弟因呼吸喘從急診住進腫瘤病房，他是

我們化療的常客，高中二年級因惡性骨肉瘤轉

移到肺部，暫時休學 。 他兩邊的肺及右後背鼓

出很大的腫瘤，猶如服下夾了一顆橄欖球，到

病房前總醫師己預警他隨時會「爆 J '主治醫

師已向父母說明病情，並同意不做插管急救 。

經過數天悉心的醫護，他渡過危險期， 基於不

放棄兒子的心情，洪大哥提出繼續化療，阿弟

非常孝順也同意繼續努力，於是展開數次的化

療 。 就這樣熬了近一個月，胸部×光顯示病情

持續進展，肺幾乎快被腫瘤細胞破壞殆盡，阿

弟呼吸愈來愈困難，必須靠嗎啡來緩解，我最

後一次看阿弟時，洪大哥正以果汁機打蘋果加

倍力素營養奶，洪大嫂正餵著稀飯， 一口騙一

口地，阿弟說實在吃不下了 ，洪大哥又再多騙

了兩口果汁牛奶，這一對夫妻給孩子完全的

愛 ，寸步不離地守在身旁，真是天下父母心，

著實令人感傷。

離開阿弟後內心非常沉重，我們已多次和

父母討論尊重阿弟的想法和最後心願，提醒深

入孩于內心世界，洪大哥非常權威，認為兒子

能承受一切， 完全不願意觸及孩子可能離開的

事實 ，也不同意我們和孩子深談 ，洪大嫂雖能

接受我們關心孩子，但礙於先生的態度，也婉

拒我們的協助，我們只好教她一些方法和請一

位與他們非常親密的病友家屬協助。阿弟喘不

過氣開始血氧下降，這當下洪大哥一反過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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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要插氣管內管 ，因此與太太有爭執，最後阿

弟為了爸爸自己決定要插管，我們用上呼吸器

同時以鎮靜劑減少阿弟和呼吸器無法配合的不

適， 這樣過了一天 ，阿弟走了，留給我們護士

妹妹們許多遺憾，大家持續討論著阿弟插管的

痛苦與洪大哥夫妻最後的失和。

由於插管當天我不在 ， 有些事很想釐清，

決定關懷這對夫妻做哀傷輔導。 打電話前我內

心模擬著情境，接電話的是洪大哥，他很高興

我打電話來，主動談了許多阿弟病前和病中勇

敢的事蹟，阿弟是足球校隊，得過許多獎，還

出國參加比賽 ，最後阿弟為了爸爸自己決定插

管，在洪大哥的心中留下奮戰到底非常光榮尊

嚴的形象。 他們夫妻倆早在三天前求神問 ←中

知道很難過關，若能過三天就有另一次生機，

洪大哥堅持插管就在搏鬥這三天 ，洪大哥說 :

「 插管當下很多人會覺得我太殘忍，我了解兒

子 ，我們都不想輕言放棄，還好兒子也沒有很

痛苦 ，他很重視形象，我們最後幫他穿上他最

喜歡的球隊隊服和Nike球鞋，看起來很英挺，

我沒有什麼遺憾 。」 接著洪太太也搶著要和我

說話， 告訴我她和病友家屬共同問過阿弟的心

願等 ，兒子沒有遺憾的走 ，她也沒有遺憾，還

不斷感謝我們一直以來的照顧。我將這些故事

分享給妹妹們，大家感到寬心，視病猶親，全

人照護，為生命尋找答案是我們白衣天使的使

þ.. -
口[J V 

「創祈卓越，終身學習」一一兒

子，我要陪你長大

吳老師三十多歲是高中老師，發病初期他

爬樓梯會喘，以為自己運動不足還設法多做運

動，直到因腸胃不適症狀求醫後，才被診斷原

發性肺動脈高壓轉診到胸腔外科評估心肺移

2007年一月



植 。 這是一種不明原因的罕見疾病 ， 這類病人

在休息狀態下肺動脈壓較正常人高出許多，活

動時肺動脈壓會快速上升，呈現呼吸更喘的表

現，過去無藥物治療情況下從發病到死亡約三

年存活期 。 他被診斷時兒子才出生三個月，剛

當爸爸，最割捨不下兒子，當時怎捨得面對移

植可能的生離死別，就這樣出入醫院快兩年已

到了心肺衰竭的情況，幾乎整天在床上依賴氧

氣。

就在這個時候奇蹟出現了 ， 靠著已故同樣

是肺高壓的醫師病友及胸腔外科李教授的努

力， 即將自國外引進一種須持續長期靜脈注射

的降肺壓藥Flolan和特殊的輸液機等相關配

備 。 由於我在前一年獲赴美進修胸腔重症護理

的機會，當時便特別學習肺動脈高壓這類病人

的照顧，為了這個治療計劃，查閱許多文獻和

美國的專家書信往來 ， 並以史丹佛醫學中心的

治療計劃為藍圖，整理成醫護人員指引和病人

居家治療手冊，同時在病房對護理姊妹上課 。

為了與醫療團隊共同救治病人 ， 姊妹們經常超

時下班學習如何泡製藥物、操作機器和教導病

人的技巧;為了爭取健保高額藥費與醫材補

助，經常與健保局藥師和審查者幹旋，最後終

於全額給付案通過 ， 吳老師成為國內第一位獲

准使用Flolan的幸運者，台灣也繼日本後成為

亞洲第三個開始Flolan治療的國家 。一眨眼己

五年多了，吳老師的兒于己國小二年級，-兒

子我要陪你長大的心願」一直被祝福著 。 創新

卓越，終身學習 ，為生命尋找良方是我們白衣

天使的使命 。

2007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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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娣姊妹妹勾前乏，克第一起

來」一一毒銬，-.jJ if .n~人正在灣久
湖州處

前些日子擔任新進護理員甄試考官，面試

中有幾個學妹分享她們護理經驗和生命故事，

感動得我偷偷拭淚， 心理高興著台大護理又添

許多優秀妹妹，誰說新新人額是草莓族，她們

正不怕苦、不畏難和我們一起向前走呢 ! 學弟

中有一位分享他找尋這輩子專業的故事 ， 他說

自己過去一年換了許多工作，忽然有一天覺得

自己非常喜歡接觸生命助人，護理是他的歸

依， 真是「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

在燈火闌珊處」 。 對我這個邁入第十六個年頭

的姊姊 ， 願意分享護理的美是 「衣帶漸寬終不

悔， 為伊消的人憔悴 J ' 姊姊妹妹向前走，兄

弟一起來，為生命尋找方向是我們白衣天使的

使命。

是什麼樣的力量?是什麼樣的智慧?是什

麼樣的勇氣?是什麼樣的未來?是愛。是愛。

是愛。我們愛護理，姊姊妹妹向前走，兄弟一

起來 。台大護理加油 ! 加油 ! 加油 !

[本文同時刊登於台大醫院護理部一小故事

大歐示 慶祝九十五年度國際護士節徵文集]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研究所2004年畢業 ， 曾任母院護理

師、護理長、借調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護理科主

任，現任職台大醫院5W2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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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 2戀

運動後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家新開張的冰果

室，走到門口 ，由一位面貌嬌美 ，滿臉笑容的

小姐迎接入座後，送來一份價目表;等我點了

一杯綜合果汁， 她便在價目表 ' 3 J 項處指了

一下看看我，等我點頭後，在一張紙條上寫一

' 3 J 字，下面填上20元，並向我示意一下;心

想可能要先付費，正準備掏錢包時她卻已轉身

離去。看到她與正在調製果汁的老板間的親暱

互動，才知道，原來是一對年輕夫婦。不知幾

時播放的，耳邊飄來陣陣輕音樂聲，環視室內

牆上除了設計精緻的價目表外，還位置勾稱的

樣貼著四|慎路邊畫家的人物、風景素描;在這

簡單、小巧卻充滿藝文氣息的小店中享用飲

料，不但暑氣、疲倦全消，也被那對年輕夫婦

臉泛笑容，細細低語，眉目傳情的婚後戀情所

感染，飄飄然憶起昔日青春年華的韻事點點。

驀然發覺黃昏已逝，華燈初上，匆匆結完帳與

送到門口笑容可掏，一再彎腰謝別的年輕老板

娘搖手示意後，吹起年輕時常吹的口哨，踩著

月影，浴著涼風，邁著愉悅的步伐，踏上歸途。

那日，正埋首寫病歷，護士帶進病人，抬

頭始發現，是那對冰果室夫婦;先生呵護著臉

色蒼白的太太，輕輕的扶她坐上診察椅後 ，立

即拿出一張紙條放到桌子上，紙上寫著，肚

子痛，拉六次，吐二次，全身無力」。問她甚

麼時候發生?搖搖頭，抬頭望向先生，他也只

「 古古 」兩聲， 同樣搖搖頭， 這下才猛然發覺

原來是一對啞巴夫婦。

看到打點滴時他忙著替她鋪墊被、 蓋棉

毯，點滴針頭打進血管後，輕輕握住她的小

手，瀕瀕以毛巾擦她的臉頰;那憐情、關懷的

眼神，深情的看守住她疲憊的病容;兩雙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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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鐵雄

靜靜的相互凝視，以眨眼、張眼、閉眼、瞇

眼、斜眼及含情脈脈互盯的眼，傳達彼此的關

心、感激與愛意;內心不禁對她倆以神靈交

會，眉目示愛方式的無聲戀情，感到無限的羨

慕與欽仰 。

上街路過， "育不自禁的再度光顧那家冰果

室 ，同樣笑瞇瞇的迎客入座，卻多了一份親切

與熱情，他也微笑著舉手招呼;送來果汁時以

手勢止住她，並示意她坐下，執筆在紙條上寫

下「你們怎麼樣認識的? J '她臉頰一紅，隨

即站起來走入屋內，不久捧來一隻小箱子，並

招手將先生請過來，將字條讓他看過後，就把

箱蓋打開，從裡頭取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妳很漂亮 J '寫字問她甚麼意思'她微笑著

指他一下後，兩手握拳前後擺動，再指向自

己;我會意了，在紙條上寫下「這是他寫給妳

的第一封情書? J '雖然他笑得很尷尬，她卻

點點頭開心的笑著。接著又取出第二張，上面

寫著「妳好漂亮，我真的好喜歡 J '第三張寫

的是 「不要臉 J '詢問後始知，原來是小姐所

回的第一封情書。看完好多好多一張又一張，

字數愈來愈多的情書後才知道，是男生熱情奔

放，赤裸大膽的表白，餵而不舍對愛情的執

著，誠懇的黏纏，終於打開了小姐緊閉的心扉

所結的美果。

走在回家路上，浴著明亮的月光，擁抱滿

懷溫馨，循著熟悉的街道，讓微涼夜風揹著感

人的無聲戀1育，緊跟著輕輕踏在回家途上的足

跡， 一起吹上我的床， 一起飄入我的夢中。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0年畢業， '-見於恆吞鎮開業戴外科婦

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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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臨置昌神經醫學蘊話
擅躍覽圖編輯台灣事刊

國際著名學術雜誌Su rg i cal Neurology為

一本發行世界許多地區與國家的世界性神經外

科與神經科學雜誌，列名SCI與 BioSIS 。目前

國內列名SCI的臨床醫療學術雜誌，僅有兩種

刊物。

該學術雜誌有鑒於國內神經學界同仁，經

常投稿於該雜誌被接受刊載，所以肯定我國學

術界在此領域的貢獻與水準，乃授權本人和國

內神經科學界，負責編輯出版該雜誌之台灣專

刊。

鑒於國內有關醫學會每年之學術會議均有

百篇上下的論文發表，其中至少有部分論文內

容及水準均佳，應該積極鼓勵整理完整正式論

文發表;或已在國內雜誌發表之論文也可增加

病例或實驗資料，加以補正更完備，而來投稿

本著名雜誌發表，提升我國學術水準與地位。

有幸榮獲此良機，乃邀請國內有關學術單

位主管、學會理事長或代表等，共同組織成台

灣神經科學聯盟編輯委員會(Taiwan Neurosci

ence All iance, Editorial Board) ，徵求各方學術

論文，而由本編輯委員會專家負責審稿 。在最

短時間內完成、修改、補正，以豐富其內容，

提升其水準'使能刊載於該著名雜誌。每年編

輯出版二期，每期10至1 5篇論文，則每年可使

國內增加20-30篇優秀論文，刊登於SCI雜誌，

以提升我國學術水準與國際學術地位。

2007年一月

高明見

目前第一期專刊已出版，並發行到全世界

各地。第二期專刊也在編輯中 。

有關投稿須知及相關事宜，請洽詢本編委

會或上網查詢: www.journals.elsevierhealth.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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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景福醫訊

帶 續

就在布希總統與美國國會，數度為了聯邦

經費是否可以支助國內胚胎幹細胞的進一步研

究，吵得不可開交之時，其他地區的幹細胞研

究並未因此而停止。人類憑藉生物科技的進
步，想要當「上帝」的「職務代理人」的企圖

心，可以說是與日俱增。大凡如「怕今生」
症、糖尿病、中風、心肌硬塞、肝衰竭、關節

炎、掉牙等等疾病，現今科學家們均致力於研
究經由補充細胞或是誘生組織來達到療效的方

法，幾乎只要不是「複製人 J '什麼都可以玩 。

所以幹細胞研究可說是一刀兩刃的「神鬼任
務 J '目前沒有人可以界定它們會進展到何方。
當然我們要「活到老」、又要「活得好 J '所以

人類在生物科技方面的戮力研究，仍然是值得
鼓勵與期待。

本期的醫學新知，刊登由陳信芋醫師執筆

徐明洸

執行編輯徐明洸醫師(圖右)與長庚徐振傑理事長(中)及

兄長張明活醫師(現任三峽恩主公醫院代理院長)攝1%
2006台日周產期醫學聯合懇談會晚宴

的「人類胚胎幹細胞分化為卵子」一文。由於許多早發性停經或是雙側卵巢腫瘤等原因失去生育機
會而報憾的女性，若是能藉由幹細胞科技誘導出自體卵子，得以一圓「生」夢，也是美事一樁。然

而過去研究結果顯示，只有小鼠之胚胎幹細胞有可能達成此目標，直到近期，才終於有 「人類也可

以」消息，所以陳醫師此文，可以好好參考。

楊思標前院長，是位可敬的長者，由他來介紹故院長陳禮節教授這位「長者的長者 J '真可發

思古(人)之悠情。由趙曲水宴女士撰寫的採訪陳寶玉女士(即楊前院長夫人)專文，描寫種種心路歷

程，十分感動，我們特地與前文搭配一起刊登。

韓良誠醫師一文是期勉醫學院志工學生之間課典禮致詞稿，特別刊登以供景福校友參考。韓良

1臭名譽教授一文乃敬賀藍萬烘教授榮退，讚譽藍教授在專任教職生涯劃下一個完美句點，既輕鬆且

溫馨。劉武哲校友一文，介紹陽明醫技成立的始末;林欽鈴醫師一文，則似一篇祝禱詞，讀者可以

參閱。至於楊喜松醫師一文，是「南唐後主傳」出版前之簡介文，不過內容可是一點都不簡單，如

果讀起來覺得「霧煞煞 J '請不要擔憂，因為編輯委員們也深有同感，不過如此有學問的文章，不

給刊登，就顯不出醫生也是有「文化水準」的。黃巧文護理長一文，道出白衣天使對生命的關懷與
全人照顧的工作使命感，值得一譜。戴鐵雄醫師一文，是一則「小鎮故事 J '在「無語」的世界

裡'卻有甜美的愛情與親情，令人動容。高明見教授一文，看似一則廣告，倒也能振奮人心一番。

在編後語總不能免俗的感謝一下林社長、林總編及方副總編，也謝謝亮月和其他編輯委員以及

兩位副執行長和幾位相關前輩。最後，也謝謝所有景福讀者。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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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臺大醫學校區
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時間 2006年12月29日

地點:臺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李正茁

李校長、陳院長與新科教授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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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固立盟團閻明

李校長、陳院長與新科助理教授合影 。

\ 

教師聯誼會新舊幹事合影 。

~ 

事，

李校長、陳院長與新科副教授合影。 。

李校長、陳院長與新科講師合影 。

勵之二

位 小

教師聯誼會新舊總幹事交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