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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對象是J774 cell li冊，此細胞是一種免疫吞噬細胞，在藥物的刺激下，細

胞的actin延伸出去，像是科幻電影中的火星生物(紅色是標定act桐，藍色是標定

細胞核)

(東原:咱駝生物醫學與神經科學影備續作品臺大生命科學系辜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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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樣產黨妥展趨勢

隨著醫療技術的研發創新，以及社會結構

的改變，台灣正邁向老年社會時代，預計2010年

65歲以上人口將佔台灣總人口12% ，可預期的將

是國人疾病型態的移轉，慢性疾病將成國人重

要的健康影響因子。而此一趨勢變化，將帶動相

關市場的發展，例如照顧人力市場、健康促進市

場(如健康保健食品 、 運動健身休閒中心)、 保健

輔其器材市場 、老年及健康旅遊市場等等，其每

年近千億的商機，對台灣經濟發展貢獻的重要

性!

健康產業已被視為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

之新興產業 。 生物技術的進步不僅促進台灣健

康產業的發展，對於增進生活品質人類健康、提

高農業產量和改善環境等都具有重大意義。近

年臺灣經濟已成功地從勞力密集的生產，轉型

為高科技之製造服務業，繼資訊產業蓬勃發展

後，正處於一個轉換點 ， 未來在考量整體經濟永

續發展的前提下，我們必須全力發展以知識其中

心的產業來再造台灣經濟奇蹟，而健康產業正是

世界公認，新世紀最耀眼的明星產業，世界各國

莫不全力發展並列為策略性 、 技術性關鍵產業。

我們要掌握世界發展的脈動，及時投入生物醫學

科技產業與建設 ，乃是國家競爭力提昇和整個國

家經濟發展的契機。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及管理大師梭羅(Lester

c. Thurow)預測 ， 將來經濟成長有賴於生物醫學

科技之發展，生技產業也將是知識經濟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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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明星產業 。環顧當前世界各國，希望藉

由推動生物醫學科技之發展，形成強大火箭推

進動力以加速經濟發展，均紛紛投入此一戰場。

世界健康產業發展的市場， 1999年在生物

技術為490億美元、製藥為3 ， 740億美元、醫療

器材1 ， 570億美元， 2000年分別為554億美元、

4 ， 010億美元、 1 ， 680億美元 ， 平均成長率(%)分

別為12.9 、 7. 3與7. 0 ， 2005年生物技術達1 ， 036 、

製藥5 ， 730 、 醫療器材2 ， 200億美元，總體產值

超過六仟億美元 。 IMS Heal th統計資料2005年

全球藥品市場約6 ， 000億美元， 北美地區市佔率

48%為最大，其次為歐盟地區28% ，日本1 1 % (表

1) 。

2005年全球共有201億美元的資金投入生

技產業 ， 包括了創投資金 、 公司增資相關資金、

公開上市資金以及其他來源。美國的資金投入約

158億美元，大約為全球資金比重的78.9%; 歐

洲的資金投入約32.6億美元，約為全球比重之

16.2% ; 加拿大的資金投入約7. 62億美元 ， 係?為

全球第三大資金投入國。而德國佔5.94億、英國

9.37億及法國4.37億美元、亞太地區約只有2.41

億美元的資金進入，其中71.3%在澳洲[(表2) 。

健康產業是高附加價值產業，其相關價值

鏈眾多，它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以美國為

例，它使相關行業的年收入也達到27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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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世界生物按術產業市場現況

正\\」 生物技術 製樂 醫療器材

1999年 2000年 2005年 1999年 2000年 2005年 1999年 2000年 2005年
世界市場規模 490 554 1,036 3,740 4,010 5,730 1,570 1,680 2,200 
(億美元)

世界市場年平均成長 12.9 7.8 7.2 7.3 7. 0 
率(%)

世界市場分布比率(%)

美國 48 44 40 38.7 39.5 42.6 42 42 41 
歐洲 25 29 33 27. 2 26.7 24.8 27 26 24 
亞太 8.1 8.1 8.7 4 4 6 

(不合日本)

白本 27 27 27 14.3 13.9 12.1 14 14 15 
其他地區 11.7 11.8 11.8 13 14 14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我國產品世界市佔率 0.43 0.43 0.4 0.4 0.4 0.5 
(%) 

資料來源:日本為生物科技產業協會預測;美國J..:，tConsulting Resources Corporation Newsletter; 歐洲以
Europabio's Draft Core Ethical Values Europa Bio為基準 ;MRI推估部分數字而成;生技中心ITIS計
畫整理 O

表2 美國生投產品銷售額 (單位:宙萬美元)

年 2000 2005 2010 2000~2010成長率

人類治療用樂 11 ,700 20,600 36,300 12% 
人用檢驗試劑 2,500 3,700 5,400 8% 
生技農樂 780 1,950 4,200 18% 
特用化學品 550 1,170 2,400 16% 

非醫療用檢驗試劑 320 480 700 8% 
串串 昌十 15,850 27,900 49,000 12% 

資料來源: 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l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 乞21-2000

台灣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市場， 1999年在

生物技術~1 23.3億元 、 製藥520 . 9~億元 、 醫

療器材為177億元新台幣， 2000年為生物技術為

140億元、製藥547億元、醫療器材為1 86億元新

台幣 。經濟部工業局統計顯示， 2005年台灣生技

產業總營業額1 ， 600億元，其中製藥產業624億

元 、 醫療器材產業590億元、新興生技產業386

億元。 2001至2005年 ，生技產業平均年成長率

為12% 。各次產業以醫療器材產業的成長幅度最

高，年成長率達22% ， 新興生技產業次之，年成

長率約為15% (表3) 。

2007年七月

台灣具發展潛力之相關課題包括:癌症相

關領域、生活習慣病相關領域、抗體醫學/免疫

學相關領域、再生醫療相關領域 、 醫療器材相關

領域、生物資訊相關領域。

世界經濟體系已邁入技術、知識為核心的

智慧價值經濟體，生物醫學科技的發展，必須有

創新的觀念與作法，不能再依循或比照資訊電子

代工生產模式來推動。台灣現在的研發資源與

環境 ，比資訊電腦產業剛起步時還要好 ，此時更

要突破案臼 ， 為未來的三、五十年發展奠基。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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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現況(2004-2005年) 金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業別 新興生接產業* 製樂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合計

年份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營業額 343 386 602 624 504 590 1,449 1,600 

廠商家數(家) 240 253 414 419 480 484 1,134 1,156 
從業人員(人) 7,650 8,090 12,931 14,995 14,895 15,000 35,476 38,085 
出口值 137 153 46 115 244 270 427 538 
進口值 150 161 435 577 374 395 959 1 月 33
內銷:外銷 60:40 60:40 92:08 82:18 52 :48 54:46 71:29 66:34 
國內市場需求 356 394 991 1,086 634 715 1,981 2,195 

*新興生技產業包含醫療檢冊、生技醫藥、特化生技、食品生枝、農業生技、環保生按及支握性產業等 。

資料來源:貝才圓法人醫藥工業投fffLJ發展中IL' ， 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2006 。

表4 2005我國生醫產業發展實際資料 金額單位:新台幣億元

產業別 生物按術工業 製樂工業 醫療器材工業 合計

營業額 343 602 504 1,449 
廠商家數 240 414 480 1,134 
從業人員(人) 7650 12931 14895 35476 
出口值 137 46 276 459 
進口值 150 435 370 955 
內銷:外銷 60:40 92:08 45:55 68:32 
圍內市場需求 356 991 598 才， 945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經濟部生物按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 2005 。

展知識經濟，推動生醫科技產業的關鍵不僅在 已經有很好基礎及台灣的優勢之處做起，大家以

於如何創造知識、累積知識資本、傳播知識，更 感恩和無私的心為臺灣的生存與經濟打拚，協助

必須瞭解其獨特性，要能擬定長期發展與持續 政府展現知識經濟之具體成效，提升我國科技

投資策略，同時還要能將知識典範轉移為生產 水準 ， 帶動經濟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 。

效率的提升，才能永續經營，並具體呈現在國民

所得的大幅提高與倍增 。 台灣健康產業在全球化、國際化、綠色貿易

台灣希望透過生醫園區的發展，整合政府、

學術界與企業界之資源、人才與技術，做一個承

先做後的帶動作用，期待將醫療、研究、產業、及

生活結合在一起。選擇台灣具發展潛力之相關課

題，將最急迫、效益最大的政策事項優先推動，

當可立竿見影，發揮最大之效果，同時將這些觀

念與作法擴散出去，也希望藉著大家的協助，從

4 

壁壘以及新興國家掘起等趨勢衝擊下，面臨著各

國法規的障礙及競爭的壓力，掌握既有優勢、開

發特色產品、落實品質管理制度、培養國際觀，

方能掌握契機，開創星光綻放的未來 。

(作者條、母校護理系 1975年畢業，現任公街學院醫療機構管

理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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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交

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在過去一直努

力推動了許多公共衛生及醫療的資訊建設，從早

期建立醫療資訊網以來， 一路從電子化、網路化

進展至今己進入行動化及優質化的時代。在我接

任署長的這幾年，健康資訊更已成為世界主要

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推

動的重大建設，本害為因應此一趨勢並藉著以往

的建設基礎，將繼續積極的推動健康資訊建設，

而其中的「健康資訊交換」 即是這些建設重要的

一環。

【什/去是{這樣資訊交按】

這裡所提到的健康資訊是指有關於公共衛

生、醫療與健康紀錄等相關的資訊，其主要重點

就是病歷資訊。舉個例子來說，民眾參加衛生所

舉辦的健康檢查或傳染病篩檢，如果發現有進一

步檢查或治療的需要時，民眾拿著原先的檢查

結果到醫院，同時將個人生活習慣、相關的家族

病史、個人量測紀錄等一起提供給醫師，讓醫師

可以參考這些資訊，對就醫民眾做出最適當的檢

查與診斷，相對的民眾也可以獲得最適當的醫治

或健康照顧 。 對某些特別的病患在完成治療之

後，醫院發出其出院通報及相關病歷資料至衛生

所，以進行後績的居家照護或持續追蹤的服務 。

這些相關資訊就是所謂的健康資訊，而這些資

訊的流動，便是健康資訊交換。

[;為什及海要{這樣資訊交接】

近年來，由於國民經濟能力與教育水准的

2007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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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 同時社會也逐步邁向高齡化，民眾更加重

視生活及健康的品質，對身體健康的期望也從過

去單純的醫治疾病，進而更加注重疾病預防、身

體保養和健康的促進與維護。為因應此一趨勢，

本署已於94年開始推動以病人為中心的 「全人

健康照護計畫J '同時規劃及進行未來優質的醫

療服務與健康資訊建設的推動 ， 預計將來會整

合民眾自疾病預防、治療、復健 、居家照護至安

老的「全人照護」保健與醫療服務 ， 來滿足優質

健康的要求。而醫療健康服務人員可以快速與及

時的獲得所需要的健康資訊，便是本署促進「全

人照護」與推動健康資訊建設的關鍵基礎 O

[{是夜資訊交換之\-;j) 看見】

以往民眾在醫療機構只能申請獲得如病歷

摘要、體檢報告及診斷證明等的健康資訊，在本

署積極推動完成修法(醫療法及醫師法) ，並由署

立醫院率先實施，民眾已經能在各醫院申請拿到

個人全部的病歷資料複製本，所以，病歷已經不

再只是醫院的財產 ， 民眾亦有保存個人病歷資料

之權力，只是在交換方式的發展上，仍然有許多

努力的空間 ， 分析這些交換途徑，大致可分為實

體資料、電腦網路系統及可攜式電子儲存裝置。

目前健康資訊的交換主要仍是利用實體資

料來進行，如撰寫、影印或列印出來的文件，及

沖洗的片子或醫療器材直接印出來的圖像與文

字。近年來本署大力推動社區醫療群與醫療院

所間的轉診轉檢，部分醫療院所也透過策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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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或建教合作的方式，利用電腦網路及系統來

進行病歷資料的交換與共草。這些成果已經大

大改善了健康資訊交換的來源與效率，但是要達

到普遍化、行動化的醫療資訊流通，來滿足民眾

或醫療院所可以隨時隨地快速獲得健康資訊的

需要 ， 仍需持續的推動及努力 。

隨著消費性電于產品的蓬勃發展 ， 光碟片、

隨身碟、 MP3 、于機、 PDA甚至於晶片卡，都是

目前隨手可得的電子儲存裝置，使用這些隨身

攜帶的儲存設備，可以隨時自醫療院所或相關機

構把個人的健康資訊轉錄或傳輪到這些裝置儲

存起來，需要時可以把這些儲存的資訊提供給

醫療照護人員參考，進行更周全的醫療診斷與

照護。此一方式在國內尚屬新興的概念 ， 部分醫

院已經開始提供檢驗紀錄的光碟，而我國現行

的健保IC卡也已經運用此概念，將部分診斷 、用

藥、重大傷病等紀錄納入儲存，但這些都屬於局

部的應用，自前尚無成熟的應用實例 。

【{是教資訊交換之配合】

我在台大醫院看診，經常會有病人拿著在

別家醫院照的X光片光碟給我。因為每一家醫院

光碟的格式或有不同，把這些光碟放到台大醫

院的電腦中，醫師並不能馬上就能看到這些×光

片的影像。所以，健康資訊交換所使用的語言 、

文字、電腦格式都要可共通的 ，才能達到交換的

目的。本署已經在建立及推廣相關健康資訊標

準上(如HL7 、 D I COM 、電子病歷內容基本格式

等)耕耘了許多年，期望透過標準化的推動來促

進健康資訊之流通，所以，健康資訊標準化的工

作，仍將是未來持續努力推動的方向 。

另外，民眾期望健康資訊在交換的同時能

確保資訊的安全及隱私，而安全隱私的顧慮及法

6 

律責任，也讓醫療院所在健康資訊交換上採取

較保守的態度，所以營造保障安全且保護隱私的

資訊交換環境，便成為健康資訊交換的重要課

題。本署~確保健康資訊不會因為電子化及資訊

流通，而降低對安全與隱私的保障，近年來已經

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電子簽章法的立法施行，

研訂及修正相關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等法

規，完成訂定基本的法制條件，並運用電子憑證、

系統備援及防護等技術，建立資訊安全的環境，

但在實際應用上，仍有許多規範尚待進一步的釐

清與建立，使健康資訊的提供者及需求者雙方，

都能在法規、技術及規範的保障下產生信賴 。

{使教資訊交換之展望】

在我接任署長以來，即提出「把健康資訊還

給民眾」的願景，並於民國95年起開始進行 「國

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HIP)J 規劃'計畫主軸是

以建置健康資訊流通之基礎環境與創新應用為

重點，共計有九大分項計畫，預計從民國97年度

開始執行;在這些分項計畫中 ， ["""國家健康資訊

交換平台及安全與認證」計畫包含了第二代的醫

事憑證IC卡及健康資訊交換平台的建置及應用，

希望能建立安全 、可靠及更有效率的健康資訊

交換機制與服務，同時也配合在「推動國家健康

資訊之基礎法制」分項計畫，研擬健康資訊應用

與授權規範;在「建立健康資訊標準」分項計畫，

推動健康資訊標準的導入與建置;在 「個人健康

資訊交換及儲存」分項計畫，提出可攜式電子儲

存載具、個人健康資料銀行及個人自我健康管理

等的創新應用方向。期望在不久的將來，透過本

計畫的推動，民眾可利用電腦、網路及可攜式電

子儲存載具，隨時隨地的獲得個人健康資料，向

全人照護服務與健康台灣的目標邁進。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75年畢業，現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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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怠之緣

一為t/o年前在台灣總管府管學校發生的事件:市舉辨

韓良誠

懷著發自內心的感恩和敬仰之思，我們兄弟

姐妹±人以及部分配偶分別遠自美國和台灣各有

6人總共12人，於2006年6月 18日一起前往日本，

恭請日本國寶級人物、前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小田

滋教授夫婦帶隊，前往東京品川區法禪寺的墓

園，追拜以 「明理」與「大愛」 改變家父一生命運

的偉大教育家 一掘內次雄校長(小田教授外

祖父) 。 整個掃墓前後的經過，其實也是夠耐人回

味、值得一記的。

2005年末到2006年初，我們韓家共發生了

兩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第一件事是，目前在日本

東京大學法學部當教授的陳恆昭博士最近為了

台灣大學和東京大學的學術合作，頻頻來往於

台灣與日本之間;又因為他是五弟良博從小學到

台南一中時期的好友，旦因為40多年前他常常在

台南韓內科進出，甚至常和五弟、六弟在我家過

夜，因此和家父、母都相當熟悉 。 他在念台大法

律系時，也曾和五弟、六弟同住台北我家金山街

寓所。有一次他因為半夜洗澡時不慎瓦斯中毒，

夜間人靜時「碰」的一聲，倒在浴室中不省人事。

要不是六弟良平機警地從夢中躍起，破門而入，

急送台大醫院急診部搶救成功，否則東京大學

也沒有機會自英國牛津大學請來這位傑出的學

者在東大執教了。

這位陳教授最近每次返台時，到台北一定會

2007年七月

和四弟良俊聯絡，到南部則會來韓內科找我們夫

婦聊天。我們兄弟最近為了找1924年刊登在新加

坡出版的 「南洋 日本人 」 雜5志，上面一篇有關

描述家父14-16歲時任職台南市政府當工友時的

同事(後來擔任該誌主編人)對他的印象的文章 ，

請陳教授幫忙尋找 。 他答應了，於是在返日之後，

在東大的圖書館和日本各有闊的圖書館、牛津大

學的圖書館，全用心的找過，但都無功而退 。 最

後他下的判斷是 I在台灣的中研院圖書館最有

可能J '於是請他的學生目前在台大法律系的王

能君教授代為設法，結果就真的在中研院找到

了!這篇文章是家父當年寫〈六十問憶〉時，一直

惦念並因無法找到而遺憾終生、對我們非常重

要又有歷史價值的文稿，卻因為 二次大戰末期

(1945年3月 1 日)盟軍大舉轟炸台南時，韓內科遭

到空襲直接中彈因而一起被燒掉的 o

想不到就在父親去世42年之後，居然因陳

教授盡心盡力的幫助找到了!! 0 r事在人為」這句

成語又得到了印證，更重要的是 「餵而不捨的做

事態度J '恐怕才是陳教授今天有機會以身為台

灣人而能在人才濟濟的東大躍升 「法學部」教授

的原因罷 。正如上述，小田滋教授和陳教授不但

同是法界學人，小田j茲的公子又是棟教授在東大

的學生，因此我們這次掃墓就請陳教授幫忙與小

由教授代為聯絡細節。要不然，光憑我們自己，

恐怕是很難這麼快辦到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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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們如何知道小田滋教授和掘內校長 「一學年分為三學期，每學期正考一次，另

的關係，則又算是另一段「奇遇」了: 有學年考試，三學期正考平均成績占一半，學年

我的二嫂李慧嫻醫師，是1951年台南女中有

史以來第一位考進台大醫學院醫科的學生 。在她

念小學時就讀「台南公園小學J '而這所小學當

年絕大部份學生是日人，因此2005年的小學畢

業的週年同學會就選在日本東京舉行 。 李醫師

在同學會會場擺設出售書籍的桌上，偶然間看

到一本《掘內 ﹒小田家三代百年仿台灣》這本書，

打開一看，才知道作者小田滋教授就是掘內校長

的外孫 。 他是一任9年，連續三任共計27年任職

海牙國際法庭當法官最久的日本國寶級人士 。他

的外祖父掘內次雄又是在台前後共51年參與台

灣醫學教育 ，並且對衛生建設極有貢獻的人物 。

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人士又有不少是我二嫂所熟

悉的台大醫學院老師群，因此立刻把唯一的一本

書買了下來，並想辦法透過出版社代為轉交給作

者一封信 。大約三週之後 ， 她喜出望外地收到回

信，於是在書信往返中表示了我們想造訪他的意

願 。明內校長在台的前半段時期是當台灣總督府

醫學校及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校長，而後半段則是

任職台北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院長 。杜聰明教

授當年畢業總督府醫學校時是掘內校長的 「愛

弟子J (得意門生) ，明內校長鼓勵他赴京都帝大

進修藥理學 ; 而魏火曜教授則是掘內校長當赤十

字社台灣支部醫院院長時向東大招募返台，任

職該院當小兒科醫長的，可見掘內「校長」、 「院

長」看重台灣子弟並加以培育的慧眼。至於家父

韓石泉在學時要不是由於他的「明理」與「無私

的大愛J '恐怕我們兄弟姐妹的一生命運又是另

一番 「狀況」了，不，應該說我們根本就不會 「存

在」了。 整個故事的經過，在〈韓石泉醫師的生命

故事H莊永明著 、 遠流出版社出版) 72頁至77頁

有如下詳實的記載:

8 

成績亦占一半 。 學校教學嚴格，對同學功課迫得

甚緊，每逢考期大家都必得開夜車;熄燈後仍群

緊於圖書室、餐廳、走廊等，只要有幽微燈光，便

有人埋首苦讀，甚而徹夜不眠 。 每遇舍監巡邏，

則紛紛避之作鳥獸散，待舍監走後，又回到原位

繼續加油，無人敢對考試放鬆 。 因此有年齡較大

同學，記憶力差，功課趕不上，竟導致精神錯亂。

學校「主任舍監』攏野是一個十分霸道的人

物，同學無人敢於冒犯 。攏野擔任歷史、地理、日

文三科教學， 11大權在握，威風凜凜 ， 儼如獨裁君

主』 。 這位日籍舍監對台籍同學很輕蔑，稱呼在

學同學不是『御前JJ '便是『貴樣 JJ (即『小子』 、 台

語 11屁塞仔』的意思。 )對畢業生始稱為『君JJ (在

日語中為直稱，如『你JJ '尚非敬稱之『您 JJ 0) 

有一次時值考期，大家正安靜地在溫習功

課，嚨野的女兒穿著日本木屐在自修室走廊來回

奔跑，足聲夏夏，好不擾人。 嘉義籍的黃君不耐

她如此吵鬧，很不平地說了一句 11γ力?三/--{ JJ 

(吵死人了 ! )想不到灑野的女兒竟然哭了，跑回

去告訴她的爸爸 。灑野聽了寶貝女兒的哭訴，也

不問明原因，怒氣滿面的拉著小孩子的手 ， 衝進

自修室，向其女所指的黃君，一連擱了好幾個巴

掌，黃君突然地遭受如此欺辱，不僅不敢反抗，

還俯首直賠罪呢 。

學校販賣部有一位川、使仔JJ (工友) ， 他每

天以牛奶 、 雞蛋等物品，巴結校方有關人員，取

得了福利社的販賣權。這名工友不僅和灑野狼

狙、為奸 ， 還兼任校方的『報，馬仔JJ (打小報告的人

) ， 舉凡同學的行為 、思想 ，他無不一一秘告給舍

監知道 ， 難怪舍監對同學們瞭若指掌。有些同學

2007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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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請假等情事，不蒙獲准，往往得請他代為說 壞，損失不賞。

墳，始能成功，足見其『權力』的可觀。

這位『小使f布，從販賣部謀取了可觀利潤，

家置僕妾，儼然闊佬，大家雖然不滿和不恥他的

行徑，但是卻敢怒不敢言。

韓石泉三年級時，被同學們推舉擔任學寮(

宿舍)組長，責任是照顧問學的生活，與關心同學

的福利。

寒假期間多數同學返鄉歡度春假，但是仍

然有些清寒同學，因買不起回家車票而放棄返

鄉，於是三、五人湊成了一組，臨時合伙。他們從

自行採買、自行佐膳中獲得了經驗，覺得比在學

校搭伙要來得經濟合算。因此，開學後他們仍然

沒有解散，繼續地合伙，每天輪流外出購買魚、

肉、蔬菜回來，自洗、自炊。不僅能愛吃什麼，就

買什麼，而且也從煮飯的工作中自得其樂 。由於

大家紛紛合組組員自辦伙食，直接影響到了販賣

部的生意，當然就有事情發生了。

有一天早晨，瓏野舍監來到食堂，盛氣凌人

的下達命令，要同學在限期內將鍋、碗等一切的

烹飪工具，自動繳交出來，否則要加以懲罰 。

韓石泉聽了灑野的話頗為憤慨，告訴大家

說0"這一定是販賣部的那個傢伙搞的鬼，我們

受夠了，不能再任其欺侮，大家一起來發起用

盟罷買，讓他知道我們可不是可以任由人擺佈

的。』韓石泉登高一呼，全體同學鼓掌表示贊同，

並且決議即時展開行動。

販賣部探知這是因其韓石泉鼓動同學同盟

罷貴的結果，很是氣憤，乃向攏野舍監投訴，要

求對韓石泉施以懲罰。當天晚上，灑野派人找韓

石泉到舍監室見他，一見面便不分青紅皂白，聲

色俱厲的比罵道:門前簡直就是和流氓余清芳一

樣的人物，不知好歹! dJ 

余清芳是領導武裝抗日運動的人物，以建

立『大明慈悲國』 為號召，組織秘密結社，率眾

攻擊派出所，刺殺日本警察，雖然最後革命功敗

垂成，但是曾震驚了殖民政府，史稱他所製造風

潮的反臼運動為『西來處事件dJ '或 q焦吧昨事

f牛」。

灑野舍監將韓石泉比喻成武裝抗日的余清

芳，很顯然地是明指韓石泉倡議的同盟罷買，就

是有意以激烈手段和校方做對;而和校方不合

作，就是反抗日本政府，因此他要向校長報告，

給以勒令退學的處分。

韓石泉對於j龍野虹lllt 0"戴反動I帽子』的于法

十分鄙視，他辯稱說:

『同盟罷買是純為同學們的腰包著想，同學

抗議的對象，是販賣部的非法利潤，絕無與校方

過意不去的意思。販賣部各種食品定價昂貴，有

些同學因為欠帳而達數百元者，如何有能力償還

呢?大家覺得對外採買比較有利，這是同學間的

判斷罷了。』

灌野豈聽得進韓石泉的說明， 一再斥責為

那時，販賣部正好進了大批的肉包、肉粽， 這是詭辯，並強調他的做法是偏差的叛逆行為，

準備大發利市，想不到無人問津，只得任其腐 一定要由校方加以嚴懲，不能饒恕，以免畢業後

2007年七月 9 



|JING FU景福醫訊

R台害社會 。

韓石泉退出舍監室後，內心↑晶喘不安，攏野

部買東西，可不是他個人能力所能夠辦得到，所

以不敢保證。』

如此霸道，萬一其計得逞，他遭到退學處分，又 果然沒錯，雖然此後同學們取消了同盟罷

沒有能力遠渡日本求學，勢必因此流浪街頭，前 買運動，但是以後好幾個月內，販賣部仍然少有

途黯淡，如何是好?父親過世時，母親一再告誡 同學去走動，生意仍然蕭條，那位『小使仔』損失

說 11你的父親逝世後，今後家庭可以說要唯你 可不少。

是賴，務必加倍用功，俾學業有成，以告慰父親

在天之靈。』思及慈母憔悴的淚臉，情何以堪?之

後，母親又常說 11你的哥哥在台南外|廳、工作貼

補家用 ，你畢業後也應該幫助其子女，這樣才不

會辜負哥哥對你的培育之用心。』為此他數日輾

轉反側，難以安眠。(母親交代的話，他在後來都

確實做到了。)

攏野舍監前後態度的一百八十度轉變 ，可

不是他真的想通了，而是明內次雄校長的深明事

理。當他接到了舍監簽呈的退學處分報告，覺得

如此處分，不可思議，不予同意，以致舍監不得不

『降氣求和』也。

這一次的抗爭行動，給韓石泉一個很深切的

數天後，韓石泉獲得通知，說是灌野要再 做示，只要不畏強權，據理力爭，自有天助、人助

找他去舍監室面談。那時韓石泉的心情，真有如 的機會。」

『竟全自東(註:恐懼的樣子);芒午，靜候宰割。』

他懷著:長志的心去見灑野，不料，攏野的態

度並沒有前次那麼的強硬了，竟然慢條斯理告訴

韓石泉說 11細思前次的談話，覺得你和同學們

所要求的，並非全部無理由，只是不向學校販賣

部購買物品，是違背了前校長高木友枝先生愛

護同學的好意。』他接著又表示 11向販賣部買東

西，既方便又衛生，學校設置販賣部的目的，完

全是為著同學健康著想，所以務必能取消罷買運

動，而且今後校方也將嚴格規定一切食物，不准

私自帶進學校裡面來。』

韓石泉見攏野說話不再氣燄囂張，知道事

﹒※-----------------※--------自姐回-- -

而該書78頁至83頁，對掘內校長又有更進

一步的描述:

「在「同盟罷買事件』中袒護韓石泉，使免

於遭受退學處分命運的掘內次雄校長，也是一

位對台灣醫學衛生教育頗有貢獻的人格者，韓石

泉譽之為 F一位勇敢的開拓者、偉大的教育家、

真摯的學者。dJ (按，此三句形容掘內校長的話 ，

也被小田教授引用在他那本。屈內小田家三代百

年仿台灣〉一書裡。)

情有了轉機，心情顯得舒坦了許多，也就答應將 掘內次雄原為參與一八九五年接收台灣之

他的意思傳達給同學知道，並且會要求大家遵 役的軍醫，他見識到當時瘟疫病流行的可怕，翠

照辦理。但是，韓石泉還是向嚨野舍監強調說: 年(一八九六年)雖除役返回東京，進入北里傳染

「同學們是否能夠再像往常一樣的踴躍到販賣 病研究所研究細菌學，但當年十月他即申請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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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擔任台北病院內科醫師，此後一直服務台灣醫

學界，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始被國府遣返日

本。

掘內校長歸返日本後於'j-L五五年五月

十二日在家鄉病逝，享年八十三歲 。 消息傳來，受

業門生都喘噓不已，有感於恩師在台春風化雨的

功績，醫學校歷屆畢業生於同年六月二十五日，

假高雄醫學院舉行追悼會，懷念德澤 。

韓石泉不僅趕往參加，還發表了悼念演講

詞:

『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其治台政策不消說

是帝國主義的政策，是以本國羊毛中心利益的政

策，因此其對台民有福利的唯一政策，只是醫事

衛生方面的成就;而對這方面貢獻其一生之偉

績，就是我們的師長塘內博士。

這位勇敢的開拓者、偉大的教育家、真摯的

學者，不幸於本年五月十二日，在日本故鄉逝世，

享年八十三歲高齡 。

距今六十餘年前，台灣可以說是疫痛(瘡疾、

赤府、虎疫、鼠疫等)猖嗽，絕無醫療設施的黑暗

時期，掘內先生以勇敢的開拓者與偉大的精神，

如史坦利(Stanley)之在阿弗利加(~社洲)與惡疫搏

鬥 。

六十年前的醫學尚未發達，其幼稚程度，

令人難以置信，如以瘡疾為沼氣，用玻璃小板掛

在湖沼邊樹上，以探究病原。且當時權疾的傳染

與蚊蟲的關係，尚未明瞭，有人說瘖疾、腳氣病

JING FU景 福醫訊|

問約有二、三千人。掘內先生到台後第三日，便受

命開始對鼠疫作預防療治的工作，而與此惡疫

搏門，直到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此惡疫始告絕

跡，計罹患者30 ， 101人，死亡24 ， 104人，其慘烈的

程度，可以想見 。

本省醫學教育的搖籃羊毛台灣醫學講習所，於

六十年前成立，兩年後改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檔再改為台北醫專，經台北帝大醫學部，而為光

復後的台灣大學醫學院 。

掘內先生自二十四歲至六十四歲在醫學校、

醫專時代任教四十年，有教無類，對台灣青年無

差別觀念與待遇 。以淵博的學識、明徹的頭腦、

溫和的態度、熱誠的精神，誨人不倦，現在桃李

遍全島 ，奠定本省醫藥衛生的良好基礎 。

t屈內先生之為人，聰明、厚道、刻苦、嚴謹、

沈著、絨默、慈祥，集所有美德於一身 。

掘內先生自幼喪父，為襄助家計，初為商店

小使(ð主:個人) ，受主人凌辱，再轉入某醫局為藥

局生，偷光讀書，浮蠣奮發， 十六歲竟獲及格藥

師試驗 。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再入日進學舍，最

後入仙台醫學部專攻醫學，畢業後為軍醫，繼而

從事醫學教育終其一生。掘內先生對於細菌學 、

衛生學及傳染病方面的研究著作甚富，均為學術

上寶貴資料 。

掘內先生和一般日本人不同，來台後開始學

台語，他教台灣青年日語，而自己學習台語，其偉

大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

及赤病恐係同一病原。鼠疫的病菌尚未決定，與 掘內先生門人多是當時民族運動先鋒，先

蚤的關係，更不洞悉， 當時為鼠疫犧牲者 ，一年 生非不同情此項運動，深恐門人因此受虧，曾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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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規勸，余亦受其勸告，當時曾對先生不滿。及今

思之，始覺先生用心之苦，而處境之難也。

本日在高雄開追悼會，回顧往事，不禁感慨

繫之，特此表達哀悼之意。』

醫學校的同學多數成為了 『抗日民族運動的

先鋒ν顯然可見掘內校長的開明作風;他沒有

將「政治』帶進校園，更沒有『種族歧視ν只是

站在同學的課業是否會因從事「校外活動』而受

影響的立場上，規勸同學們「好白為之』而已;而

且在同學畢業後 ， 還關心著他的子弟會不會因為

『政治熱』而惹禍上身呢。

韓石泉的學長蔣涓水，曾記下其在一九三一

年，受掘內校長的邀約到其官舍的對話 :

掘內 : 你自學校時代，就有很大的政治趣

味 ， 做出種種的事情;而現今又要多事 ， 時時聽

得你有不穩言動，到底是因為什麼緣故呢?

j胃水 : 這政治活動的嗜好，我也不知道為什

麼生出來的，我想恐怕是一種『病』罷 ; 不論何人

若能醫好我這政治的煩悶 ， 我這瘦瘦身軀 ， 馬上

就會肥大起來，可免永久做個瘦鬼。

醫學校不僅校長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師資

也是第一流的，這並非虛言。杜聰明曾說IT'教授

與日本醫學專門學校教授，亦可以比肩 ， 大部分

的教授是派往德國留學回來的專家。 JJ J 

-※---------------圓圓※咀圓圓--

向掘內校長的後代親人表示敬意，與前往墓園參

拜並做追思時，我iF5 12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把各

自的行事規劃暫時擱下來而在不到一週的時間，

就全員做出決定，而於6月18日成行了。

2006年4月26日掘內校長的外孫小田滋教

授曾經來台，並在「黃信介先生紀念講座」中以:

「我心目中的台灣」為題和彭明敏教授進行一場

精彩的對話。小田滋教授因為曾經在聯合國國

際法庭擔任過法官，也擔任過副院長又對台灣

有特殊的深厚感情，因此他對台灣之國際地位

困境的看法是 r台灣事實上已是一個獨立的國

家，只是尚有未獲普遍承認的問題而已」聽過這

場對話後，讓我非常的感動、同感。

演講後當晚透過他好友楊基銓夫人的安

排 ， 在台北圓山飯店，我有幸宴請了這位堅定支

持台灣的友人也是我們韓家恩人的外孫，並約定

6月 1 8日前往掃墓事宜。在多次書信往返中，我們

知道他不但仍忙碌異常 ， 並且在19日要主持一項

重要的會議，因此雖然NHK報導6月 18日以後的

一週是陰雨的天氣，我們還是決定如期前往。

到達日本成田機場當時果然是軍雨霏霏的

天氣，我們美、台兩國分別於約定的三點半前後

在東京的St. Luke's Residence 、小田教授侃儷

寓所集合並參觀之後，於五點半前往品川區的法

禪寺 。 到達時大約是六點左右，墓園管理員已經

鎖好圍籬的大門準備離開(差一分鐘恐怕就要隔

天再來了) ，還好經過說明之後，她重又打開門讓

我們進入墓園。入境隨俗地，我們提著木造水桶

裝滿井水，在300坪左右， 60多個墳墓中找到掘

內校長的墓地。站在他墓前當時，既陰暗又是細

從以上的描述讀者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我們 雨之中 ， 我沉思良久，終於真正體會到「百年樹

韓家多人幾乎在同一時期前後，一提到前往日本 人」 的真諦、 「人間的大愛J '以及為人師表者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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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隨俗，作者以清水淋洗前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掘內;欠雄校長墓碑

只 「傳道與解惑」而已!

JING FU景福醫訐~

在掘內校長墓旁，韓家家人一同齊唱

「仰之彌高，吾師之思...... J 

總督府醫學校勒令退學的處分 。 遙想當年，如果

不是因您惜才相救，使我們父親得能完成了他的

接著二嫂李慧嫻醫師代表我們大家，以日文 醫學校學業，我們這群後代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

在墓前做了如下的告白: 的一切，也不能過著如此安然的生活了。因此我

們從台灣和美國專程來到這裡，謹向您致上最

「掘內次雄博士墓前敬致感恩之詞一2006 大的敬意與謝意 ，也希望讓我們在您墓前一起

年6月18日 獻唱一首感恩的歌，歌名是「仰之彌高，令人尊敬

(仰i于('f'尊主 L)J J 

明內校長天 t.SJZ安!我們是12名韓石泉醫師

的後代兒女和其配偶，我們的父親韓醫師在90 當大家在獻唱中唱到 「仰之彌尊，吾師之

年前，因您明智、公正的決定，免於遭受從台灣 恩」 時，由頭頂流下的雨水夾著感恩的淚水，我

小田滋教授夫婦及來自台、美兩地前往掃墓的韓家家人總共十四人合影

2007年七月

的眼前也變成朦嚨的一片.. . . .. 。

最後，我們自動交給墓園管

理員一筆 「奉納金J '請代為在

墓前定期獻上鮮花，而結束了這

次的參拜。離開時，我們也許 F

了諾言，如還有適當機會時，我

們會再來謝恩、致敬的 。

(作者像母校醫學系 1960年畢業 ， 現於

台南開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董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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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沈友仁教授

享譽國內外小兒神經學權威沈友仁教授於

2007年4月22日渣然逝世 ， 讓所有親友與後輩無

限感傷 ! 告別式於5月21 日假台大醫學院景福會

館舉行，陳水扁總統特頒褒揚令，政治界與醫學

界諸多大老都親臨會場，連日本友人幅山及廣瀨

教授夫婦亦前來致祭，典禮莊嚴隆重場面感人!

本人受家屬委託致答謝詞，戰兢惶恐無法自己，

而往事歷歷如繪，無限感懷。

從醫學院學生時代受教於沈教授，畢業後

選擇小兒科，後來踏入小兒神經學領域，有幸再

回母院擔任兼任教職，及至成立學會前後的相

互配合，本人一直受到沈教授的照顧，甚至他退

休後選擇專職於國泰綜合醫院，與我繼續維持

著長久的師生關係，期間超過30年。回首過去，

真是點滴心頭，百感交集。沈教授為人正直、治

學認真、做事嚴謹 ，可道之處極多。限於篇幅，茲

舉數點紀要:

第一次比較清楚認識沈教授是

1975年的事，當時我是醫學系五年

級學生，有次跟他臨床實習完畢'

沈教授邀我們幾位同學參加一項腦

性麻痺病歷的統計研究，由於時問

緊迫 ， 接連幾個晚上在台大醫院病

歷室翻閱病歷，沈教授不時到病歷

室來指導我們如何整理病歷資料，

還帶來一些點心，讓我們受寵若

驚，不免對他產生可親的好感 。也真

14 

洪煜隆

1983.11.18第一屆亞澳小兒神經醫學會擔任會長

是因緣際會，沒想到五年後我在國泰醫院小兒科

R3時也選擇小兒神經的次專科領域，再次回來

台大醫院接受沈教授小兒神經學的教導有半年

之久。

1982年本人，被醫院派赴美國密西根大學醫

學中心進修小兒神經學，同國後不久剛好第一屆

亞澳小兒神經醫學會即將召開，沈教授也邀我

1 996.6.8小兒神經醫學會成立

2007年七月



2000 . 3 . 28第十屆亞洲小兒科醫學會右起Michael

Johnston教授、沈友仁教授與作者

加入籌備工作，從講員的邀請、節目的安排、到

實際會議的進行 ， 沈教授很有原則的規劃讓我

耳目一新 。

JING F時福醫叫

中都表露無遺，連外國來賓也對他的多種語言能

力感到驚訝。酒自甘耳熱之際，稱兄道弟，關懷闊

談更能拉近彼此距離。

不遺餘力

1985年沈教授延攬我擔任台大醫院小兒科

兼任主治醫師，之後在他的鼓勵與支持下，本人

順利通過台大醫學院及教育部講師與副教授的

升等。 1994年，藉著他在福山幸夫教授面前的

推薦，本人順利通過論文審查及語文測驗，獲得

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博士學位，這種厚愛與鼓

勵，真令我感激莫盡，也因此下定決心，在各方面

貢獻己力以為回報。

其實沈教授對於後進的提拔，並無特定對

在上課或開會很有威嚴的沈教授，課堂外 象。在幾次正式或非正式場合，他總是鼓勵後輩

卻很風趣健談，尤其他的歌唱才華，在每次宴會 要把握時機，多多發表論文，並爭取教職 ，現今

2001年教授夫婦同時退休皆榮獲名譽教授證書

與台大陳維昭校長合影

2007年七月

國內各大醫院的小兒神經教師們，多多少少曾受

到他的鼓舞 O

史任務

沈教授基於對社會及歷史的責任，雖然在

人力與財力相當拈掘之下，毅然決定籌組學會，

指示本人負責規劃，從初步構思、發起人登記、

召開籌備會議及無數文書作業，終於在1996年6

月8日成立了中華民國小兒神經醫學會(後改名為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十一年來經過四屆理監

事的運作，已舉辦二十多場學術與教育演講會，

有超過二十位的國際知名專家學者到過台灣，並

與國內學者有所互動，對國內學術水準與圓際形

象的提昇頗有助益。

代使命

這十幾年來，隨著時代的需要，早期療育的

口號高唱入雲，沈教授也一直強調小兒神經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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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介入需要，有小兒神經專科醫師的參與或主

導，發展遲緩兒童的早期療育才有紮根的可能 。

由於他的高瞻遠囑，發展遲緩與早期療育的課

程已列入前幾次學會的演講會中 。 1999年沈教

授擔任衛生署委辦發展遲緩兒童類別、鑑定標

準、人員、工真及方法之小組召集人，對於早期療

育的初期法規之規畫~ ，貢獻良多 。之後沈教授一

直擔任台北市與台北縣政府發展遲緩早期療育

推動委員 。 2000年兒童局成立後，積極推動早期

療育的培訓工作，委託小兒神經醫學會舉辦培訓

課程連續三年，早期療育已逐漸成為大家的共

識 。沈教授更常常大聲疾呼，早療應單獨成立一

科，成為小兒科之重要部門 。凡此種種，沈教授

對早療工作的投入，可見一斑 。

章~J者

沈教授的學術地位，舉足輕重，他創造了

許多台灣第一的記錄 。 台灣第一位phenyl keto 

nuria (PKU)的患者由沈教授所發現，也是首先

報告使用Lofenac特殊奶粉之個案 。他於1971年

設立台灣第一個小兒腦波室，開創幼兒腦波檢查

之先河，從1977年開始沈教授接受院內、院外有

志於從事小見神經學的年輕醫師之訓練至2001

年退休為止，總共接受33位外院醫師的代訓，連

同院內醫師已超過50位，稱之為台灣小兒神經

學之教父，亦不為過 。現今台灣許多小兒神經專

家們，直接或間接受教於沈教授之教誨 。

1983年第一屆亞澳小見神經學會於台北舉

行，沈教授為大會會長，那次會議同時成立了亞

澳小兒神經學會，也真定台灣在此區域的學術地

位，更開歐了往後國內小見神經學各項活動之濫

觴，諸如每月舉辦小見神經月會、每年舉辦神經

學會小兒神經學symposium等例行活動 。成立

學會後更與國際接軌，開始舉辦小兒神經學諸多

16 

國內與國際會議 。沈教授具有豐富的國際觀，他

是第一位加入日本小兒神經學會之台灣會員，也

是台灣第一位加入世界小兒神經學會積極會員，

他曾為亞澳小兒神經學會之台灣國家代表長達

十多年 。

200 1年沈教授於七十大壽之際榮退，但他

退而不休依然每天到台大上班，並至國泰醫院兼

診 。在小兒神經學會年會及一些國內外演講會或

研討會中，依然可看到沈教授的參與並指導著

後輩們 。他再三叮嚀年輕醫師們，雖然現今已有

許多新穎儀器如CT、 MRI等工具，但基本理學及

神經學檢查之概念仍不可偏廢，因那是最基礎

的思路，引導我們深入去探素病情，這也是目前

年輕醫師們所最欠缺之部分 o如今恩師己去，少

了一位語語教誨者真是醫界之莫大損失;緬懷先

人，當惦記著他對我們的愛護與屆世發 ， 繼續發揚

他認真嚴謹的志業，以不負他的期望與託付 !

沈教授與師母余秀瑛教授結總四十六年，

聽鯨情深， 2001年夫婦同時白台大退休，謂~美

談;退休後更常相伴出遊，令人稱羨 。 晚年更以

抱孫為樂，每天接送上學不以為苦 。正如他的為

人瀟灑俐落，沈教授也於睡夢中安然離去，無

2005年元旦三代同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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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無拖累，其清高典範永留人心 。正是所謂:

春蠶絲已盡，為桃李芬芳乃無所抱憾;蠟炬淚雖

乾，因高風亮節而有口皆碑 。

敬愛的老師，您安息日巴 !

洪煜隆敬筆 2007. 5.30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77年畢業，現任國泰i綜合醫院汐止分

2006. 7. 15沈教授夫婦攝於美國舊金山

a 立台灣 2、學醫學院
皮膚科誠徵教師-名

一、資 格: 1) 具圈內外皮膚科專科醫師資格 O

2) 具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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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證件影本、兩封推薦函、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

三、起聘日期 :2008年2月1 日

四、截止日期 :2007年9月10日

五、收件地址: 100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

台大醫院皮膚部主任軍轉「皮膚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六、聯絡方式:電話: (02)2356-2141 棟秋冷IJ\~且

傳真: (02)2393-4177 

E-mail: derm@ha.mc.ntu.edu.tw 

2007年七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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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多長擎的多學郎一沈友仁教授

4月22日的下午，驚間我們敬愛的老師沈友

仁教授走了，讓我們痛失一位敬愛的恩帥，心中

有無限的不捨與懷念 。沈教授一生有許多豐功事

績 ，足為後輩所景仰效法。

1擎賞東、函，文名為北斗

沈友仁教授於1969至1970年在美國賓州大

學進修 「小兒神經學J '於1978年獲得日本東京

女子醫科大學醫學博士，歸國後全心全力灌注於

小兒神經疾病的研究，教授擁有思慮續密的腦

細胞，發現許多罕見的神經病例 。沈教授對小兒

痘學疾患及新生兒腦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不

僅創設了台大小兒神經科，也長期領導了國內小

兒神經醫學的發展 。在沈教授的努力下，台灣小

兒神經學會的國際能見度也漸漸打開 。 沈教授

也是公認的「台灣小兒神經之父J '不但成立了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J '在沈教授的犧牲奉獻

下學會業務也日益成長茁壯，至今會務蓬勃向

榮 。

第一先生，精神寄春秋

沈教授一生擁有許多第一的頭銜 。在台大

就學期間，就榮獲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研究獎

第一名，也在此時葉立獻身小兒醫學之志 。沈教

授於1966年診斷出台灣首例「萃丙個尿症J '給

予病患正確的治療。 1971年於國內首次設立小

兒腦波室，並親自訓練技術員操作，國際同儕稱

他為「台灣小兒腦波之父」 。 此外在1983年國內

首次舉辦第一屆亞澳小見神經醫學會，沈教授是

18 

李旺秤

第一屆亞澳小兒神經醫學會主席，也規劃了會議

的流程，奠定台灣在亞澳地區的學術地位 。

科學專家，平生炳事功

沈教授在台大醫院副院長期間 ， 負責醫院

電腦化，建立近、中，長期發展計畫，提昇醫療

管理效率與服務品質。首創台大醫院資訊室，尤

其於1986年率先開發整體性中文醫療作業系

統，解決當年掛號一號難求之困，並首創以電

腦開處方，以疏解臨床大排長龍的情況，因而於

1985年獲得行政院經濟部全國傑出資訊人才

獎 。

:杏渲沾j匕雨， ~~&孝毓芽芬

沈教授秉承對學問的熱愛，將知識學問做

承傳，從不對年輕醫師藏私。他常將年輕學子帶

到黑板前或在紙上，將中樞神經及周邊神經結

構一筆一筆的畫出， 一句一句的說明神經走向，

使後輩衷心佩服 。 沈教授也強調病史、臨床症

狀、理學觀察的重要性，對病患症狀抽絲剝繭的

逐一分析 ， 藉由細微的神經學檢查變化以期早

期發現病徵來對症下藥，這也是沈教授所強調

的加強臨床觀察的能力，而不是僅靠影像檢查

來診斷疾病 。沈教授不只讓病人得到最好的照

顧，也讓住院醫師教學及診療首屈一指，對後進

提攜不遺餘力得到了最好的照護 。 因此沈教授

也獲得了教育部資深教師四維獎章及台灣大學

資深優良教師表揚 。

2007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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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婪，怯惜中人 從古巴

沈教授在初高中廣泛涉獵各種運動，如拳 沈教授過世後， 筆者有機會受命草擬沈教

擊、游泳 、田徑 、 撐竿跳 。 唱歌、跳舞、口琴都難 授公祭文，謹以此文紀念我們的恩師沈友仁教

不倒他 。 醫學生時代的送舊晚會上表演過變出小 授 。

鳥的神奇魔術'沈教授的同班同學都以有這位具

有‘超能力，的同學1聶榮 。沈教授能文能武，才藝

雙全，擁有極佳語言細胞，英日文琨垠上口，也

可唱出熱情的拉丁歌曲 。 任職英國海軍醫學研

究所[NAMRU-ll]時，由於禮儀需求，與夫人研讀

國際標準舞的書 ，兩人自行摸索，最後學會了各

種交際舞的跳法，沈教授與其夫人余教授相知

相惜，鴨鯨情深 。這就是亦儒亦俠的沈教授!

d三心j齊世，動手拉克明

沈教授對病患照顧十分用心，對於發展遲

緩和身心障礙兒童努力爭取他們的醫療與福利 。

1999年沈教授擔任衛生署委辦發展遲緩兒童類

別、鑑定標準、人員 、工具與方法之小組召集人，

對早期療育之規劃貢獻良多，也造福了許多發

展遲緩與障礙兒童的家庭 。沈教授也於1999年

獲得台北市政府行醫四十年獎狀 。

i是否棄婦真，文章成局長

沈教授在學右街上的成就也讓後輩欽羨 。 沈

教授共發表中英文論文115篇，研究著作斐然，

且被廣為引用;學術研究外，沈教授亦具有傑出

行政能力及領導長才。專精醫學之外，沈教授也

是台灣醫院電腦化之模範 。 教學及診療首屈一

指，對後進提攜不遺餘力，這

世典範 o沈教授雖然己離我們而去，其對工作的

投入與執著，以及對生命的熱力與認真，所交織

出之動人且深刻的生命樂章，充滿了精彩，也豐

富了你我，必將時時在我們的心中迴旋 。

2007年七月

1月22日的下午，我們敬愛的老師沈友仁

教授走了，讓國家痛失一位醫學權威，也讓我們

痛失一位敬愛的恩師，心中有無限的不捨與懷

念 。 老師一生熱愛醫學，投身學術研究 ，追求完

美，不但曾前往美國費城進修研究，也是日本東

京女子醫大醫學博士 。 老師一生奉獻台大，作育

英才，也熱心院內事務，視公如私，擔任過無數

台大醫院重要職務 。尤其早期規劃台大醫院資

訊系統，對醫院的永續發展貢獻良多，功不可

沒 。

老師治事唯正直廉平，為人本溫良恭儉，提

攜後進，不遺餘力 o 也熱愛教學，指導學生無數，

對台灣的小兒神經學界，更有卓越的貢獻 。 老師

不僅創立台灣第一個小兒腦波室，成立了台大小

兒神經科，也創建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老師畢

其一生努力提升國內小兒神經的學術水準，查聲

國際，讓台灣小兒神經的成就在國際揚名，用心

良苦 。 老師推動學術心胸無私，謙沖風範，更為

人景仰 。 現今國內小兒神經的前輩都曾受教於

老師，堪稱桃李滿天下 。 我等今日成就，當感念

老師多年永無止盡的付出 。老師實在是最好的老

師，最佳的朋友，最值得敬重的長者。

老師春風化雨四十餘載，桃李芬芳遍天下 。

老師一生精采豐富，盡痺職守，清高典範 ，將永

刻人心，傳頌後世 。

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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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貫中日為醫學教育耕耘播種功在台大

春風化雨傳清範流風楷模群倫千秋師表

德垂泰山秉學人風範一生清廉令人懷忠

和藹謙誠為作育英才鞠躬盡痺風範長存

正是老師一生的寫照 。老師謙謙君子 ，學人

風範，為人耿介， 一生清廉。驚聞噩耗，溯迴往

跡，四十餘載訓勉藏言猶在耳，恩澤化雨，遺愛

永銘 。其亮節高風，必為後輩景仰。謹以此文獻

給我們敬愛的老師沈友仁教授 。 "

(作者像母校醫學系 1988年畢業，現任母校小兒科副教授)

喜女警隊陀利-2006每份完全畫哥哥徵業態片

台大醫院自 1895年創立迄今，已有 112年的歷史，為捕捉剎那間的歷史

鏡頭，留下百年的歷史點滴、永恆的記憶。本院刻正籌畫編印出版「台大醫院

1895-2006J 照片專輯。為了豐富專輯內容，謹在此懇請醫界前輩、現職同仁共
襄盛舉，不吝支持提供相關歷史照片或畢業紀念冊 O

【照片徵集方式】
1. 黑白、彩色照片不拘、尺寸、件數、年代不限。

2 徵求之照片內容包含:建築景觀、醫療實景、儀器設備 、硬體設備、教學一實

習醫師、住院醫師訓練、社工活動、婦女贊助會、常德會、退休、院長交接、

校友活動、各學會、各類演講、中外來賓，共14類。

3 提供之照片請附註人、事、時、地、物等文字說明，字數不限 。

4. 照片經收錄者，本院將薄致謝酬，並於出版品中註明出處及提供者。

5 照片經錄用者請簽署「入選照片授權台大醫院永久無償使用」同意書。

6 . 本活動所徵集之照片，無論入選與否，原件一律歸還提供者。

【畢業紀念冊徵集方式】

1 徵求民國50年以前之畢業紀念冊。

2 . 經收錄者本院將薄致謝酬 ，並於三個月內完成掃瞄建檔後歸還。若願意原件

提供本院收藏者，請特別註明，本院將併入珍貴院史資料妥為保存。

如欲提供之照片或畢業紀念冊，請於96年 8 月 31 日以前，以電話 (02)

23123456' 分機: 1188與本案業務承辦人台大醫院秘書室李立敏小姐聯繫 o

20 2007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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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靠IJ ((至5噫﹒字1}斯黑)) n. ((茶話 t; )) 

歌劇《瑪儂﹒列斯果? (Manon Lescaut) ' 

為義大利歌劇大師普奇尼(Giacomo Puccini , 

1858 幽1924)的四幕歌劇，描述一位名叫格里歐

的法國青年騎士(Chevalier des Grieux)的愛情

故事。年僅十七歲的格里歐在學業完成回家的途

中，偶然在一家旅社前面看到一位從馬車下來

的妙齡女郎Manon Lescaut o 格里歐驚為天人，

乃向前交談，方知Manon是由其哥哥護送來此，

明天就要進入一家修道院當修女。 Manon進去旅

社後，格里歐唱出“Donna non vidi mai " (我從來

沒見過如此的女人)的詠嘆調，表示愛慕之意。格

里歐一不做二不休乃懲蔥、瑪儂與他私奔。瑪儂本

來就不是心甘情願來做修女的，遂與他私奔到巴

黎。格里歐只是一位學生，身上並沒有多少錢來

供給瑪儂在巴黎的開銷。瑪儂竟然私下與有錢的

老稅吏交往，騙取一些錢財以供她奢侈的花費。

格里歐痛苦於瑪儂水性楊花的行為，但仍然不想

離開她，甚至願意為她赴湯蹈火，亦在所不惜。

瑪儂竟然偷取老稅吏的珠寶錢財，欲一走了之，

卻為老稅吏報警把瑪儂抓走。格里歐因有騎士

身份兔於坐牢，但瑪儂被判流放他鄉。當時美國

南部路易士安那(Louisiana)州為法國殖民地，其

首府為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 ' 專門收容本

國流放來的罪犯。 (相對地，澳洲Australia則為當

時英國流放罪犯的地方) 。格里歐愛瑪儂入骨，甘

願向朋友借錢伴隨到新奧爾良照顧她。瑪儂最後

因長途跋涉，體力不支，死於格里歐的懷抱，全

劇終。此劇於1893年，在義大利Turin市的Regio

劇院首演，大獲成功，使普奇尼成為義大利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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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威爾第(G. Verdi)的接班人。

〈瑪儂﹒列斯果〉是法國著名的古典小

說。作者為普雷汶斯神父(L'Abbe Prevost 

1697什 763) 0 Prevost神父主要的作品為《一

個貴族青年的回憶錄卜其中的第七卷為《騎

士格里歐與瑪儂﹒列斯果的故事? (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 , 

此書簡稱為你!lanon Lescau吟，於一七三一年

出版，成為法國經典名著。普雷汶斯神父的本名

Antoine Francois Prevost幾為世人所忘，但他
卻以此書名留青史。

歌劇《茶花女? (La Traviata)為義大利

最偉大的歌劇大師威爾第(G山seppe Verdi , 

1813-1901)的三幕歌劇 ，為十九世紀巴黎名妓薇

奧麗塔(Violetta)與男主角阿弗雷多(Afredo)相

戀的故事。本劇開始， Afredo與朋友參加Violetta

的家庭舞會，兩人合唱著名的飲酒歌(Bri dinsi) , 

唱完以後Violetta感到頭量，進入房間休息，

Afredo尾隨進入問候，並談及前些日子Violetta

臥病時候，每天送臼色茶花請安者 ，即為其本

人，並表明內心愛慕已久。 Violetta深受感動唱<

Ah , fo月'e lui che I'anima > (夢中的人) ，但因久

經風塵，深知男人不可靠，半信半疑，想要放棄

這突來的愛情 ， Q昌 <Sembre libera > (永遠自由

快樂) ，此時聽到窗外Afredo愛情的呼喚，又不知

如何是好。第二幕Violetta終為Afredo真誠的愛

情所感動，乃決心洗盡鉛華，並變賣首飾家當，

21 



|JING F時 福醫訊

兩人搬到巴黎鄉下居住，享受愛情的生活。有一

天Afredo的父親Germont先生偷偷來訪，告以

其全家的聲譽將因而毀於一旦，其女兒的婚姻也

會遭受波及而被退婚，並請她以Afredo的前程

為重離開他。 Violetta一生周旋於朝秦暮楚的花

花生活，現在剛剛得到真正的愛情，竟因世俗的

干預，使她不得不答應老人，離開她所愛的人，

內心非常地痛苦。 Violetta為了信守諾言，隨即參

加她以前的老相好男爵都侯(Baron Dupho l )的

舞會。 Afredo不明就裡'誤會Violetta背叛他，竟

以在舞會贏得的賭金全部拋在Violetta的身上來

侮辱她，並與男爵決們而逃離巴黎。最後一幕，

Violetta因宿疾(肺結核)1J日劇，躺在床上奄奄一

息。Afredo聽到其父說明原委，趕來探病，請求

原諒。 Violetta迴光返照，合唱<親愛的，我們將

離開巴黎>(Parigi ， 0 ca悶， noi lasceremo)' 最

後終於香消玉煩倒在Afredo的懷裡' 全劇終。

本歌劇於1853年在威尼斯的La Fenice歌

劇院首演，與《弄臣> (Rigoletto , 1851)及《唱遊

詩人> (11 Trovato舟， 1853)合稱威爾第最受歡迎

的三部曲(popular trilogy) 。雖然首演時，女主

角的體態過份豐滿，引為笑話，但是由於旋律優

美，且哀怨無比，馬上受到廣大的喜愛，至今世界

各大歌劇院很少不把它放在節目裡面的。

歌劇《茶花女〉是根據法國大文豪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的1848的名小說、 1852

的名舞台劇〈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elias) 

改編而作曲的。小仲馬本身年輕時曾與巴黎一名

妓相戀11個月後分閉。等他回巴黎時，才知道佳

人已故，其遺留下來的首飾、家真盡付拍賣中 。

在書裡作者藉其在拍賣中，買到男主角亞芒送給

女主角瑪格麗特(Margueritte)的一本書 <Manon

Lescaut>來認識男主角而展開男主角的敘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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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戀情。男主角在書扉上寫著 r瑪儂對瑪格

麗特 慚愧J '表示瑪儂的愛情不如瑪格麗特遠

甚。在小說中，男主角父親的出面阻撓，是作者

為使劇情更加引人傷悲而力oJ:去的。事實上大仲

馬(Alexander Dumas Pere)並沒有過問小仲馬

的戀情，而是女方有自知之明自動結束的 。

這兩齣著名的歌劇分別出自兩位義大利歌

劇大師之手，而其劇本則來自兩位法國名作家的

著名小說改編而成的。 1731年的名著 < Manon

Lescau吟，要等到1893年才被Puccini譜成歌劇

(另外有同名歌劇 <Manon > 為法國作曲家馬斯

涅Jules Massenet於1884以法文所作 。) ，而小

仲馬的小說《茶花女〉在1852年搬上舞台成功

後，威爾第即於1853年譜成歌劇。《茶花女》的

故事本已出名 ，而歌劇的旋律更是迴腸盪氣，令

人內心感傷不已 。 “ La Traviata"一詞，其意為一

位任性、感性、迷途的女人，威爾第採用為劇名 ，

隱含同情之意。嗚呼!娟婦從良，自古有之，嫁給

大官巨賈平為妾者多，而與相愛的年輕男人結婚就

非常困難且少之又少了。中國古有《李娃傳卜敘

述唐朝士子鄭元和與名妓李亞仙相戀的故事，

歷盡艱苦，終於結為夫妻。茶花女為成全別人而

犧牲自我，令天下有情人同聲哭 。 而天下父母

心，皆自以為是。我不知道父母的阻撓是否就是

明智之舉，至若水性楊花的Manon根本不知愛情

為何物，實在可悲!

1970到美國，首次從唱片聽到瑞典已故

的男高音比約林(Jussie Bioerling)唱<Donna

non vidi mai >這段詠歎3月時，感到無與倫比的

美。在我看過的四十多齣歌劇中 ，男高音所唱

過愛的詠歎調，還是以此段最美。難怪在1991

年，於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所舉行的帕華

洛帝(Luciano Pavarotti)的獨唱會時， 帕華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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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以此詠歎調獻給戴安娜王自己(他說: Prince 

Charles , with your permission , I would like 

to sing < Donna non vidi mai> to Princess 

Diana) ，可見此曲是男高音心目中認為最崇高愛

意的表示。

自 1850年至1924年，為威爾第與普奇尼雄

霸義大利歌劇最燦爛的時期 。 普奇尼的音樂非

常好聽，但比較偏向陰柔，著重女主角的份量，

且有一種較定型的旋律;威爾第的音樂則不然，

劇力萬鈞， 剛柔並j齊 ， 千變萬化 ， 不一而足 。 兩

位大師的作品為快界各大歌劇院所不能缺少的

JING FU景福醫吋

曲目 。 雖然義大利歌劇自羅西尼(Rossini) 、唐尼

傑梯(Donizetti) 、貝且尼(Bell i ni) 、威爾第至普奇

尼 ， 一百多年(1810~1926)的黃金時代已經結

束 ， 但是全世界的歌劇愛好者，每天還是不停地

或聽或看這些歌劇來作為人生的享受。歌劇讓

人有“聲達極暐似天籍，歌至悲處欲斷腸"之感 。

難怪在外國有人竟然以“沒有歌劇 ， 我怎能活下

去 ! ?(How can I live without opera ?) "為題，

在報章雜誌上大做文章呢!

(作者像母校醫科 1 9 65年畢業，前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

科主任、 教授，現已退休)

更正敵示

2007年七月

景福醫訊第二十四卷第四期p. 11 (1-3月 1數信錄)名單

中:許世崇校友捐款US$ 500 ，誤植為許世榮校友，特此

更正，並致上最高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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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勒克吃防軍需曉明t這樣

馳名世界的水都一義大利威尼斯Venice

(Venezia)浪漫又樸素，吸引成千上萬之旅客每

年來此參觀遊覽精美建築、超凡的雕塑，搭乘紅

黑相間的「剛朵拉J '和於聖馬可廣場領略鴿子

的 「襲擊」 。

威尼斯，亞得里亞海之明珠，建於公元

453年，相傳是在野蠻人入侵期間，威尼托區

(Veneto)的人們為了避戰亂，被迫遷移到威尼

斯灣湖的小島上，生活在沼澤區域，難民們將大

量的木製支柱打入土層，作為地基而建立了「水

鄉J 0 697年成為拜占庭帝國的一個城邦，十三

世紀後，成為地中海的商貿中心，不幸 |→六世紀

初，逐漸喪失她在政治及商業的影響 。 1797年為

奧匈帝國所吞併而屈從於法拿破侖的統治，致有

一千多年歷史的威尼斯共和國從此滅亡。 1849

年反奧地利獨立成功， 1866年和其他附近城邦

合而為一，統稱義大利。

雖然如此，威尼斯所展現出來的氣勢很是

獨特，頹廢與華麗並存，新舊同在 ， 美妙又迷離，

似隔絕但也好客，全區面積412平方公里 ，人口

廿七萬，整個城市建築在水上，出門或徒步或乘

船 、泛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汽車的城市，市內歷

史文化名勝古蹟眾多，有120座，但市內人口約六

萬二千人，佔地6.9平方公里。

哥德式 、文藝復興型、巴洛克式教堂， 120座

鐘樓， 64所男女修道院， 40多座宮殿，以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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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浴場 ， 使您流連忘返。

威尼斯近年來淹水嚴重，除洪水的侵蝕外，

地面下沈，環境污染也令人擔憂，據統計在1900

年，聖馬可廣場每年只會水淹10次，但如今每年

至少受洪水上淹1 00次，不日100年前相比，威尼斯

的水平面上升了23公分 ， 如不搶救 ， 到2100年 ，

或將完全被水淹沒，再也不適合人居住 。有鑑於

此， 2003年9月 14日於英國劍橋召開了由威尼斯

危機基金會主辦的國際會議來商討政策，其實

早在2003年5月，當時之義大利總理貝魯布俄尼

(Silvio Berlusioni)也主張進行MOSE計劃，擺上

79個連串可氣脹的、盆頓" (pontoon)於三處礁澤

入口地橫在海床，當j朝漲超過110公分時，就會

自動吸氣而脹 ， 而阻止E得里亞海進來之水，預

計2011年完工。

其實威尼斯由118個島和400多座各種各樣

的橋樑組成之市區，西北角有條1846年建造的

4公里長之鐵橋和1932年造之公路橋來和陸地

相連 。市內又有170多條縱橫交錯的大小河道，

使整個城市宛如浮在蔚藍之海面 。 2300多條

水巷是她的街道，一樓是無法住人， 據說初一 、

十五一層的水會淹過膝蓋，甚至秋末時分及冬

季 ， 連聖馬可廣場也會水淹，在這座水城任何車

輛都不可以進入， 機場來的巴士也得在火車站往

返 ， 因此城內所有交通工具都是船 。

大運河呈倒S型，貫穿整個威尼斯為該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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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動脈，長4公里，寬30-60公尺，與177條支流

相通，將威尼斯市一分為二。

威尼斯景點不少，著名者有聖馬可廣場、總

督宮、聖馬可教堂、嘆息橋、里亞托橋、鐘塔等 。

除此外，世界上第一個電影節一威尼斯影

展於1932年召開，茶花女歌劇首演在此，航海家

馬可波羅生於此而音樂大師理查﹒華格納於此

辭世。在這裡拍製的電影更不少，如Casanova

Tomb Raider等。

威尼斯，自小學時，即知其名之世界著名水

都，但苦無機會去觀光，看她的真面目， 一直耿

耿於懷 。 今年十月，本期台大醫學院醫科1963年

同學，決定以地中海、愛琴海、黑海郵輪之旅來

聯歡，可惜沒經過威尼斯而由羅馬往返，認為機

不可再失，因此決定先到威尼斯逛兩天，以償宿

願。 一經決定且費城到威尼斯美航(US Airways) 

每天有不著陸直飛，因此買了兩張美航機票，

十月十二日費城往威尼斯，十月卅一日羅馬回費

城。

十月十二日天睛，早上看完門診後，中午回

到家，稍事休息整理好行裝後，下午二時由慶兒

駕車，與內人一齊出發，所幸尚未是交通尖峰時

段，因此沒塞車，半小時順利抵達費城國際機

場。在櫃台報到寄了托運行李，內人及我各一件

後，領了登機卡，逕往安檢處通闊，沒料到我倆

竟被詳查攜帶行李及搜身檢查，狐疑一問之下，

方知我夫妻倆之登記卡，蓋上 'SSSSJ '被認為

恐佈份子特嫌而處理，原來我倆因為要坐近通

道座位，一經發覺並不如此，就要求換位， 一共

換了三次，最後一次還在十月八日，出發前之星

2007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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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於中國城亞美旅行社，難怪使安檢人員起

疑，以為抓到恐怖份子。經過安檢後，即在候機

室等待，下午五時五十分之美航1422號班機，苦

等三小時半後，竟說此班機因機件故障，有待修

復，起飛時間延後再通知，終於在下午七時，有了

消息，已修理好，預定7日寺30分飛往威尼斯，還好

此架由馬德里飛回之美航，故障沒發生於再飛威

尼斯時(也許在馬德里到費城時已知，祕而不宣

) ，否則難免令人心驚肉跳，經過約8小時之飛行，

終於當地時間早上10時半左右到達心儀已久之

威尼斯 O

在馬可波羅國際機場驗証後，行李查都不

查，走出海關，好不容易找到銀行，以美金兌換

歐元，不料唱空城計，暫休，本擬改往他處，原來

辦事人員兼管隔間之郵政 ， 終於移步進來，慢吞

吞花了近十分鐘，總算有了歇元。即與內人趕去

另一處，掛有水上巴士(Water Taxi)窗口買船票:

一間有廿四小時有效票，每人12歐元，乃買了兩

張，匆匆忙忙趕去，又帶行李悶件，走了一大段

路，走到了碼頭，出示船票，被告知此票不對，應

回到機場出口處，搭ACTV之巴士去港口再改乘

水上巴士到聖馬可廣場 O 無奈之下，只好再走冤

枉路照辦，終於在中午時分到達聖馬可廣場附

近，火車總站(聖塔露西亞)二百公尺處 。 既已來

到，只好設法託放行李後出遊，傍晚再回去入住(

其實來聖馬可前，離港口後第一站就是火車總站

) ，待問附近幾間旅館，受拒後，靈機一動，何不

找間中國餐館，東方人或對同胞會伸出援手， 內

人本不同意，但在我堅持下，為了省時省力，找到

廣場附近之Ristorante Capitol '海城酒樓J告

以實情，餐廳服務員很是熱心，滿口答應行李可

代管，並指示旅遊路線在那，吃過午飯後，乃開

始威尼斯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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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運河遙望聖馬可

護安島石T廣場 S t. Marks Square 
'Cpiazza San Marco) 

在 「海城」附近，走路一下就到，人山人海 ，

群鴿亂飛，廣場東西長170多公尺，東寬80公尺，

西則55公尺，總面積約一萬平方公尺，呈梯形，

造型優美、和諧，石雕生動、逼真，令人嘖嘖稱

奇。廣場南、北、西三面為宏偉壯麗宮殿建築圍

繞。東西聳立著高98.6公尺的聖馬可鐘樓及東西

建築合一的聖馬可教堂，西面乃總督宮，及聖馬可

圖書館。總督宮很是華麗，用粉紅色和白色的大

理石所砌成，為過去威尼斯國家元首之府第及政

府所在地。

聖馬可是「新約﹒馬可福音」之作者，公元67

年在埃及殉難，公元828年，兩位威尼斯富商在

當時總督之指示下，成功地把他的乾屍從埃及

亞歷山大港偷運出來，搬回威尼斯，存放在聖馬

可教堂的大祭壇下，從此聖馬可成了威尼斯的保

護神，以一隻帶翼的獅子作標|幟。廣場入口處，

有兩根高大的圓柱，東側的圓柱上挺立著- 一雙展

翅欲飛的青銅獅，乃威尼斯的城徽飛獅 。 飛獅

左前爪抓著一本聖書，上面)有拉丁文寫著天主教

的聖諭 I我的使者馬可，你在那裡安息吧」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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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望去，總督宮上也不少聖馬可及他的獅子 。

自古以來，此廣場一直是威尼斯的政治、宗

教和傳統節日的公共活動中心， 1797年拿破侖進

佔該城後，讚美稱為世界上最美的廣場，而下令

把總督宮改為行宮。廣場人流如潮，人來人往，廣

場上有數不清的鴿子飛起飛落，只要遊人們手中

有食物，就會群來搶食，我夫妻也不免俗以一歐

元買了一小袋，就有無數隻鴿子飛來或在頭上，

或在肩甚至于指上，煞是好看。令人吃驚的是廣

場如此多之鴿子，但是很乾淨，不見地上有鴿糞，

不知威尼斯人是如何來清洗?

廣場乃威尼斯之明珠，它最美麗的時候是

j二潮的時候，一片潮水如同在廣場舖上一面大鏡

子，使所有建築像鎮按在水晶或玻璃中間而玲

瓏剔透、光呆照人。可憾我們在峙，未見上潮，失

去視覺如此美景，回來後 ，同學江醫師告之，似

乎在我夫妻離開威尼斯後，不久幾天，發生1966

年以來最大之淹水，若如此，但盼平安無事。前

提到之鐘塔建於15世紀，每到整點時，兩個機械

人就會問槌自動敲鐘報時，整個城市都可聽到

暸fl亮的鐘聲，登上則縱目遠眺，威尼斯全城盡收

眼底，美不勝收，可惜時間關係，內人想多在室

鵲子群飛在聖罵可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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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中所說及利亞托橋

JING FU景福醫訊|

練，長11公尺，寬近1公尺半，以樑木板起材料，

用黑漆塗抹七遍始成，坐滿六人加船夫一人。時

有古老的手風琴或其他樂器來伴奏，穿行於古色

古香的水巷，欣賞兩旁古建築，令人陶醉。不過

收費不便宜 。論船而非依人而計價，約的分鐘75

歐元，不過可討價還價，且先說清楚，以免偷工

i戚料，啞吧吃黃蓮，同時並不一定船夫會對你唱

義大利情歌或民謠。因此我們認為似乎不值得，

且在白天，不很有詩情畫意浪漫氣息，乃作罷他

去。

:14上巴士'Water Taxi (Vaporetto) 

外逛，因此作罷不登，連廣場上之聖馬可教堂及 威尼斯市內任何車輛都不可以進入，因此

總督宮也只在外瞻望而不進內參觀 。 徐志摩筆下 城內所有交通工具都是船。在路邊插著 'Taxij

的「嘆息橋j ，也因太令人傷感，而不屑一去。 的牌子，指的是汽艇，重要交通工具是ACTV經

營的水上巴士，大小不一，有快有慢，有每站必

停，也有只停幾處者 ， 不過標示得很清楚，但路

程上有些卻需改搭陸上巴士來接通，不知何因未

威尼斯有四百多座橋，造型千姿百態，風格 說清明示 。 例如往返Lido與火車站之快速水上巳

各異，有如遊龍，有似飛虹，有莊重、 有小巧。其 士No 哎，從Lido出發後於P. Roma需改搭陸上

中利亞托橋最為著名，建於1592年左右，橋長48 巴士到港口再由此地又乘水上巴士才能抵達火

公尺 ，寬22公尺，為單孔拱橋，用

大理石砌成，大運河在橋下經過，

「剛朵拉」 來來往往，橋上走著熙

熙攘攘的觀光客。它曾出現在莎

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而聞名於

世 。

觀朵拉G叫ola
它是威尼斯特有的 'Taxij , 

有如人們陸上的自行車、摩托車，

船身狹長，首尾翻起，最適罩在

狹窄的水巷中行駛。船公身著黑

白相問的傳統服裝，頭戴有紅色

帽鐘的草帽，用單槳划船，操作熟

2007年七月

行走於水巷的「剛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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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總站，不可不慎， 一不小心還會搭上陸上巴士

往機場方向去 。

水上巴士路線多，上下大運河者為No . 1 

及No . 82 , No. 52則環繞|\Aurano ， Burano及

Torcello諸小島 。注意乘船前要先買票，可在站

亭或香煙店買，可買單程、雙程、一日24/j \時(12

歐元卜三天七十二小時 。 有效票，採榮譽制不大

會查票，萬一被查到會罰重金至少一百歐元以

上 。以聖馬可廣場為例:

由Piazzale Roma: No. 1: 40分 No. 52 (直達):

20分 No . 82 (直達): 30分

每10-12分一班

由火車站: No. 1: 35分 No. 52 (直達) : 25分

No. 82 (直達): 25分

每10-12分一班

由機場: Motorboat約一小時，但車程1 2歐元，不

然如我前言，陸水聯搭則便宜得多 。

又No . 1-7在市內， No. 8-11出城

計有Line Centrocita: No. 1, 82 

Line Stagonali : No. 3, 4, 5 

Line Giraiitta: No. 41 , 42 , 51 , 52, 61 , 62, Dm 

Line Lagunari: No. LN , T, 11 , 13, 17, 18, 20 

Line Terminal: No. 24, C, B, R, F 

Line Nottarne: No. N 

因為內人不想進室內參觀而喜在外欣賞風

光，加以有不限制使用的水上巴士票，因此觀光

完利亞托橋後 ， 不去另一景點學院橋(Academia

Bridge)而決定搭船觀光逕往外島里多(Lido) ，治

28 

岸風景如畫，建築物很是奇特，有新有舊，有高

有低，有富麗堂皇，有破舊頹廢，多姿多彩，不免

有所感觸今非昔比 。 威尼斯往日威風不再，除博

物館教堂外，乃新建的觀光旅館，不過乘船破浪

而行，令人心曠神怡 。

傍晚時分，回到聖馬可廣場，於 「海城」吃

了晚飯後 ， 謝別了餐廳、人員之熱忱服務，給予暫

放行李，本來多給些小費，但受謝絕 ，乃又拖帶

行李於附近水上巴士站，搭船去火車總站，到站

後，一問所預定之旅館Hotel Nazimale就在附近

不到200公尺，因此次日就近可搭 「歐洲之星」快

車經佛羅倫斯去羅馬 。 第二天(十月十四日)晨起

時間充裕，去羅馬之火車站(聖塔露西亞)就在附

近，不必麻煩設法去搭火車，行李可託放在原住

旅館，很是方便，想起昨日往里多途中前一站聖

依蕾那(S. 日ena) ，附近風光綺麗，似有可散步

的公園，因此我倆又搭水上巴士前去 ， 果然是所

閒人少，觀光客也不多的恬靜公園，沿岸走道很

是清淨，在那逛些時候，坐在椅子上遠眺 ，聖馬

可廣場的鐘塔，欣賞大小汽船航行水中 ，不知不

覺已到中午時間，因此又於Giardini (吉阿迪尼)

搭船，本應乘原坐來之一號船回火車總站，但有

位熱心人告之， 52號船也可以坐，且快不停多站，

因此改坐此小船風馳電摯，速度很快，不久就到

P. Roma終點，必須改乘陸上巴士到港口，再搭

水上巴士抵火車總站(Ferrovia) ，乘陸上巴士時，

以為可直達火車站，差一點被送去機場而誤了下

午二時卅二分開往羅馬之 「歐洲之星」快車 。所

幸發覺早，不然又會狼狙不堪 。 回到旅館，還有

時悶，乃信步去附近Jew ish Ghetto猶太貧民區

走訪，不過人去樓空 ，乏善可陳 。下午二時卅二分

準時乘 「歐洲之星」快車頭等箱，離開久仰大名

的世界著名水都一威尼斯，於傍晚七時零八分抵

達義大利首都一羅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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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後， 由網路上知悉，威尼斯於十月十四 間處形同虛設，無人上班，太不可思議。若當時

日(即我倆離開到羅馬)的那一天，水淹聖馬可廣 服務台有人可間，至少不至於在聖馬可廣場而不

場，污水倒灌入城，水深及膝，觀光客叫苦連天， 是在火車站附近找所訂之旅館，而覺大不方便，

可說我們逃過此劫，真是吉人天相是不? 甚至也不會走冤枉路，趕去搭非ACTV之汽船 。

綜觀此次威尼斯之行，雖是走馬看花，在天 (作者像母校醫科 1963年畢業 .UCLA槃理博士，目前執業於

時、地利、人和下，總算圓滿完成，不過對機場詢 費城)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單細胞

生物學制(pff)誠徵教師重名

(一)應徵資格

1.具有解剖學、細胞生物學等相關博士學位

2. 具教學熱忱及研究潛力

3. 可協助大體解剖學教學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

1.個人履歷、著作目錄、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至多三篇(一份，請附

電子檔)。

2.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
3. 兩封以上推薦函

4. 學經歷證件影本

(三)截止日期

九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送達本學科辦父室)
(四)聯絡方式

電話 :886-2-23562211'886-2-23562212 張瓊容小姐、盧國賢老師

E-mail: lks@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六樓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mail: anatomy@ntu.edu.tw 

是同主止: http://med.mc.ntu.edu. tw/~anatomy/ 

傳真: 886-2-2391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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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or~我

( ? 久的月人的特好)

「愈老愈明智~白髮象徵智慧~家有一老

(a -婆)猶如一寶( 7老a-伯是麻煩).J]恭維諺語，

希臘卻有「白髮象徵年老，不是智慧』諺語→?

『狐狸會老，不會變好(Frank l i n )~ “吃老"也不

會變好(Wilde) .J] ，何況 「吃老，病痛多~日乞老，就

是病(Terence) .J] . . . .一智者HL Mencken有「年歲

愈增，我愈不相信年齡可以換來智慧』人生體驗

. . .. 7 “吃老的我"怎麼辦. . . .. . 諾貝爾獎S Lewis 

「人所不能忍受的指責:沒有Humor感與吃不

了苦』 → 7 IF Humor感與吃苦，顯示優雅品性~

象徵文明人(莊氏) .J] , GJ Natjan風趣地說『女人

老了，就愈依靠化妝;男人，愈依賴Humo口， Dr 

Johnson也有『愈老，幽默感愈好』感觸，詩人A

France甚至『愈思索人生，我愈相信該選擇“幽

默與厚道"做為導師』慧語!

mumor--本質

。卡通家J Thurber IF Wit機智，取笑別

人; Satir i s t諷刺家，取笑世人; Humo rist幽默

家，取笑自己』蠻“士宜"地指出幽默本質→?

IFJoke玩笑 ，算是Humor一型，有些人欣賞，卻

多被誤會.. ... .7 存著惡意的，不算是Humor (H 

Youngma n).J] ，綜合Humor~Joke~ P u n雙關

語~Sati舟 ，可示如表1 '因之， IF 頁-正的Humor

源自 “心肝"不是“頭殼" , Humor本質是 "Love

疼"而不是蔑視(T Carlyle) .J] ~ IF真正Humor是

善意親切的，它指出人性的弱點卻不蔑視也不

30 

升
壯

j名士
軍
司

留下 1、內傷痛.J]→?評論家L Kronenberger 

IF Humo r宛如一方面傷害同時也醫治~一面控

訴同時也諒解~一面減少同時也增大，表面上

看似損失，其實卻充實 ，久之，成主為話習性 』 比H喻俞

Hum吶10叫「本質→ 7 IF Humor!感莒像是連結

念"自的守巨傲女發性橋樑(行TL M\Vl asso r叫1甘)~Humo叮r是出自

內心心、而傳入(對方)心內(ST Co叫le r叫idge吋)~H u川mor

是兩人之問所謂捷徑(V Bo r叩ge叫) .J] . .…. 馬克吐恩

IF Humor泉源，不是喜樂而是憂傷，天堂裡不須

要Humor ，蓋人間世是感傷憂苦的.J] ，而諾貝爾

獎Hesse甚至說 IF Humor是從深沈~持久的悲憂

中提煉出來的結晶』。

表 Humo r之比喻

類似 本 質 作 者

Wit機智 EI:lZ笑別人 J Thu rbe r 
Sat i re諷刺 EI:lZ笑世人
Humor幽點 取笑自己

Joke玩笑 Humo r一型 H youngman 
Pun雙關語 最低級Humor CH Levis 
Cy n ic i sm諷刺 其型的Humo r HG Well s 
Sa t i re諷刺 臭酸的Humo r HG Well s 
Sa t i r e諷刺 土車的Humo r P Jennings 

。作家J P Richter IF 自由氣氛產生Humor

感，而Hu m or會造成自由氣分.J] ，因為『真自

由出於“Self-government自治"不是“Self

expression自我表現" (讀者文誦) .J] , Kafka 甚至

說「自由意味著“責任因之人都懼怕自由~責

任，所以寧願藏身“白鑄的籠中 .J] IF 幽默家

2007年七月



是，雖然不舒服，卻(會自制而)覺得還好的人(D

Herold LJ]•? Ii' Humo r像是到口的肥鴨竟然飛

了，還能一笑置之(L Hughes) .J] 0... B Burton更

認為Ii' Humo r會淨化的l液，使人年輕活潑，適於

各種場合』→? Ii' H umo r感是腦筋最有意義的活

動力(E Bono)~該喜歡或欣賞自我嘲笑挪瑜的

人吧(PH Johnson) .J] .... ..GB Cheever甚至有『為

享受健康愉快生活“讓我有敏銳Humor感"是我

對上帝永不變的第二信念』人生感言。

。智者R Davies í'對真理敬慕執著，乃源

自豐富H umor感.J]~1i'優雅的幽默或諷刺，通常

是潛意識的(份S B恥ut伽|怕e昕叫「內山) .J] ，戶所丹以『完美的心靈，是

不會缺乏幽默感的(份ST Co叫le昕圳ridg伊e) .J] ，不過『把

Humor 

→?沒日啥舍H u mor!感莒的社會多不幸也多可↑怕白→?

咱台灣.……….一….…. . 固 Ii' Humor一經“解釋"其味盡失(V

Woolf) .J] • ? Ii'如同青蛙， Humor一經分析~解

剖，就沒啥意思了(EB White) .J]•? Ii'道可道，非

常道(老子) .J] ......幽默家R Benchley Ii'給Humor

下定義，是欠乏幽默感的人之消遣』→?同樣

幽默家S Leacock Ii' Humor最佳定義，據我所

知 : 謹慎地注視“生活上矛盾並巧妙地表達

因為這麼寫下的是我呀.J] ......不過經濟學家JK

Ga l braith卻風趣地說í'Humor不錯，可以得到注

意與關心，可惜卻沒l1舍“說服力"就是! .J]。

@umor--徒有

。編者C Brooks Ii' Humor的人有滿意臉孔，

但機智的人卻是不滿~酸溜溜臉孔』→? Ii'缺乏

Humor感使人變得稀奇古怪(H Young-man) .J] , 

作家Co l ette甚至說『完全沒幽默，日子就真

地難過呢! .J]•? 11 文化愈久，愈缺乏Humor.J]

11 “春秋戰國"之後，很罕見到以“諷刺~暗

示~幽默"方式對話~作文(t白楊版資治通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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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II Humo r感會使人不太介意缺乏魅力

的弱點，甚至會以微笑面對困境(Maugham) .J]

→?“反奴"人權牧師TW Higginson有「面對困

境時，大體上“習慣性的Humor感"是有效的』

體驗， Nelson伯爵甚至說『假若沒有所謂補救

性Humor感，我不可能渡過險惡人生路途』→?

「假若沒有 Humor感，我早已自殺了(聖雄甘地

。慧者林語堂 II Humor感能改變整個文化

生活本質」→?警醒缺乏Humor感的國人，他說

『獨裁者(?老蔣)最大毛病就是缺乏幽默感，又

過份自大ν 『富幽默感的人，瞭解絕對的正義~

完美，難能達到，因之，人類才能好好地生存幾

千年的(B Atkinson) .J] ，所以S Butl軒說Ii' H umor

感使人敏感地瞭解自己的荒唐弱點，避免過錯』

•? Ii' Humor正是對抗“人問世"困擾的良藥(M

Brooks) .J]。

。作家B Gracian Ii'以幽默~玩笑勸告，有

時比嚴肅教訓有效』慧語→? Ii'討論重大問題之

前 ， 我也會講個笑話~幽默呢(林肯總統) .J] .... ..P 

Cook 風趣地說「若是先天缺乏Humor感~諷

刺感，你很有機會當上“老大"呢』→? Ii'缺乏所

謂第六感(Humor感)的話，其餘五感就“五官不

全"了(McKenzie) .J] ，不過W Feather 11任性的

Humor ，在事業上就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警

言→? Ii'甲的幽默感對乙或許會破壞友誼.J] , WS 

Maugham也風趣地說Ii'Humorist幽默家善於看

出Humbag騙子 ， 卻不常認得出聖賢呢』 。

Humor--比喻

。智者EC I\I1 ckenzie Ii'想像力，是上帝賜與

“The Have-nots窮人"的補償; Humor感，是賜

與“The Haves富人"的慰藉.J] ，編者JB Morton 

風趣地說 r英國人很喜歡Humor ，卻害怕Wit;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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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如劍而Humor像是小丑吹牛』→ 7 Humor宛

如『庇護諷刺之箭的盾牌(C Simmons) .J] ~如同

『針線 ， 運用得當，樣樣可以修好.J]~又像「緊繃

鋼索的人生增加其平衡(McKenzie) .J] ~也像『生

命機器的潤滑油(GS Merriam) .J] ~可謂『心身補

藥，是沮哀~不安的

之 ， Humor是 f所f謂穩定明智的試金石 !

。馬克吐恩比喻 U' Humor幽默故事 ，是美

國式 ; Comic喜劇故事，是英國式 ;Witty機智

故事，是法國式; Humor故事之效力，賴於講者

“Manner態度"而Comic;WWitty故事卻在於

“Matter題材內容.J] ，他也比喻U'Wit與Humor

若有所不同，那就是 “ Duration持續長短

Lightning閃電與Electric light燈光，兩者性質相

同，但是前者閃電是強烈醒目又會引起傷害，後

者燈光卻不然 .J] .. . ...心理學家S Rudin U'面對挫

折:法國人，會目的酒而死:愛爾蘭人，會憤怒而死

於高血壓;丹麥人，會自殺;美國人，會盟的酒而殺

你，之後會為你遺族籌備百萬救助基金的壓力，

而死於胃潰傷』→? U'台灣人，會目的酒而殺你，之

後白首並責怪你的錯( 7活該) ，卻不反省自己』 。

。隨筆作家J Addison 1711 U'假若要我寫下

“飲酒原則"我會引用W Temple爵士:第一杯為

自己 ，第二杯為友人，第三杯為Good Humor ，第

四杯為對敵』→? U'第一杯，人喝酒;第二杯，酒

喝酒;第三杯，酒喝人(日本諺語).J]→? U'人讀書~

書讀書~書讀人“書呆子" (A Burgess).J]→?文

化人~學者，台灣多的是 !

。詩人Heine風趣地說『夏娃吃了智慧果之

後，立即找樹葉遮身;女人腦筋一動，想到的就

是:新衣 ! .J]• 7Good Humor在社會上宛如『穿

著蠻優雅的衣裳(R Stee怡， Mackeray) .J] ~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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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冬天的火爐，使人感受溫暖(EB White) .J] .....對

夢蠻有研究的Robinson夫人留『舒適的幽默笑

話，是前途良好預兆;但是騷擾大笑或傷人的玩

笑，卻是事業困惑前兆』做語 。

Humor--幽默

。劇作家E Albee U'我有奇妙的“荒謬

Ridiculous感"卻沒啥“幽默Humor感"呢』→?

「我為要解渴而飲酒 ， 其次為要防渴而飲酒的

(L Peacock) .J] .. ...愛麗絲夢遊記著者也是數學

家L Carroll U'為啥稱課業Lesson ? ，因為“課業

Less-on" 一天比一天 "Less減少on" 緣故』 。 警

告牌『切勿穿越這牧場，除非能9 . 9秒內;注意:

公牛可在10秒內(IL Batavia) .J] ~ U'總是誇口祖

先之優越，就像蕃薯~土豆，最好部分埋在地下

(HF Cooper).J]雙關語→?總是誇耀數千年攸久

文化 ， 卻無啥文明的Chink!. . …W Faulkner風趣

地說 『這裡是自由國土，人們有權利寫信“罵我

誇我我也有權利“不看"呢』 。

。『國會會場充斥著Humor ，所以我決不愁

沒材料寫我的幽默欄(W Rogers).J]→?充斥著

Rat race鬥爭，宛如Verbebrate~lnver-tebrate

動物園的台灣國會! .... . .喜劇家L Bruce U'我所有

的Humor源於“困惑~絕境假若世界都安祥

沒啥病痛~暴力，我只好到“救濟院"排隊等待

救濟n尼』→?詹森總統幽默地說『從帳蓬向蓬外

“撒尿"總比從蓬外向蓬裡撒尿好吧 ! .J]→ 7 U'吃

碗內，說Sue碗夕h 的“利委~妓者~邪者" 三

害 !

。智者C Mackenzie U'現今言行舉止像男

性的女人，不難見到;但是罕見言行舉止像紳士

的淑女呢」→?咱的女立委!→? U'上帝賜與女人

Humor~惑，可由她所嫁的玩笑，感觸到的(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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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維對聯『左聯，考試不作弊明年益，老

弟 ; 右聯 ，寧願沒人格不顧不及格:橫聯 ， 就是要

過(北市醫誌).J]→? U"他從夜總會出來，拍拍穿制

服先生說“叫輛Taxi給我吧 著制服先生回頭

生氣地說“我不是Boy ' 我是海軍少將“好

吧那麼給我“戰艦， (R Bench ley) .J] 。

~Humor--II)恣

。 Nobel獎、H Hesse U" Humor大師可以隨

意地寫些Humor ，但實質上主題只是人生的“悲

傷~挫折~感嘆.J]→?中國自春秋戰以後缺乏

Humor ，源於“罷點百家，獨尊儒家" 抑制自由思

想，造成 “偽~瞞~詐~鬥~狠~殺"獨裁傳統

…因之，喜劇家B Connolly說『幽默家是不快

樂的人像Saki~Thu rber ， 世人在尋歡作樂時 ， 他

們內心在灼燒』→?馬克吐恩『故事有許許多多

種類 ， 唯一不同的的是幽默故事』。

@ Hesse U"悲劇與幽默並不對立，其所以

對立，是因為兩者之一出現，必然會讓人聯想到

另一個.J] ，並認為『守法卻能超然於法~擁有卻

能如無所有~“出世卻又未隔絕社會"境界，唯

有Humor才能達到此崇高A的人生哲學要求』→?

U" Humor提升“Insight~Tolerance洞察力與雅

量" 而lrony諷刺則更具深度，不過能瞭解體會者

少之又少(A Reppler) .J] 。

。評論家M Muggeridge U"“Good taste 

鑑賞力好與Humo r幽默"是相矛盾的術語，如

同Chaste whore貞潔的淫婦』→? U"非常罕見

所謂Humor鑑定家，何況彼此也不一致呢(J

JING FU景福醫訊|

Humor感的國人!不過劇作家B B recht卻說

「正宜的人，沒啥Humor感的』→?日自台灣人“正

宜， ! 

~Humor-- 自魁

。歌劇家詩人WS Gilbert 1894留 U" Humor

如同藥劑，會有濫用之憂』警言→? U" lrony~ 

Humor (挖苦~幽默) ，所謂自由心靈，有內心

警察之必要(E Hubbard) .J] ... ... M Maccoby認為

U" Humor感在情緒上等於Rea lism現實感，所以

不該把每樣事都看得太嚴肅，只要把某些事，認

真地看待就是.J] ，演藝作家W Al l en注意到「幽

默家常常在“囝仔卓" (與小孩同卓).J]→?“囝仔

卓"較天真~老實~有趣!

。導演明星HB Tree U"千萬不要跟沒啥

Humor感的人說些幽默，他會常常以此 “曲解~

抹黑~反對"你的』警吉→?台灣三害! 一 ? U"由

所討厭的Humor~玩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個

人的性格(哲人.GC Lichten-berg).J] ，甚至2500年

前哲學兼詭辯家Gorgias留有「須要以“笑料~

幽默" 鬆懈對方嚴肅;但要認真嚴肅地留心注意

對方的笑話』蠻富涵義慧語警言。

。羅榮光牧師借用『人生的季節: 1 ~20少

年期，春; 21 ~40青年期，夏; 41 ~60壯年期，

秋; 61 ~80老年期，冬 。 81~返老還童，再由“春

天少年期"開始第二個人生(P Tournier).J]勉勵

老年人→?張群『人生七十方開始』一一“吃老"的

我不敢奢求… ? U"恭維好比香水，嗅間可以，不
得吞嘸! (J Billings).J]•? U"人生“麻煩"七十才開

始.J] ，何況74歲的我 !

F 讀 姑 去b、
Billingsb . ...德國諷刺家K Tucholsky U" Humor 

屬於天生本質，德國人卻遺失掉了』→?沒啥 | 智者Rochefoucau l d 1665 U"運氣與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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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支配著人問世事』→?300年後U"Humor感與 的!

相對論(※1 ) ，並肩探索宇宙真理的線索(愛因斯

坦)dJ富涵義慧語。 以 “自由氣分~幽默感"是一體兩面，更是

(※)相對論 ， U"和一位可愛少女坐在_._~起兩

個鐘頭，就像一分鐘:而坐在熾熱爐邊一 一分鐘，

文明社會特質，不見於文化古國Arab與Chink!

主主 持

就像兩個小時;這就是相對論(A Einstein 1955. -tr 吃老的我漸漸感受智者Kafka U"咱還能

4. 19)dJ 0 舌著，這就是神蹟(?也是恩賜)dJ慧語， 也體會:

1 1.因瑣事爭論之後， Nancy議員激動地說

『若是你老婆，我一定會在你咖啡“下毒邱吉

爾總理“你若是我老婆，我會欣然地喝下去的"

也激動地回應(Astor夫人)dJ蠻幽默富“文明人"

特質的吵嘴→?日自立委“禽客" ! . . .蕭伯納 『想知

道一個男人或女人的“Breeding教養最好辦

法就是. 看看 “在吵架" 表現就是」→?咱台灣

人，尤其利委 !

11 1.幽默感使人無意中感受自己的弱點

. .....而以微笑面對難忍之事，不會太認真計較→?

「幽默是優雅品性 “文明人的表徵(刀口盟) dJ 。

IV 中國文化悠久卻“思~言~行"不一，缺

乏幽默感，源於“罷點百家，獨尊儒家"刻意抑制

自由思維，也註定形成“偽~瞞~詐~鬥~狠~

文明社會“個人~社會"使命的關係如圓1 。

人{ 個人 a ‘ 
責任

， 社會
l j~1叫 tt費 )

( rI 義 )

/文明
Aidos • ~ Logos 
(勾起恥 月1們 ) 

肯台i灣彎諺語 r有歌有曲 ， )心心頭鬆;無歌無

曲，成憩人dJ~西西-方慧語『無音音平樂，人勿會死，可

惜無[味床， 是皇錯吉凱(尼采)dJ→?幽默.……'……….一…….…….一U"“幽默~良

女知日~氣質"絕不是教育問題(佇?看:立委~記者~

教授)而是

“文明λ火白的甘特質』ν，以此自我勉l勵勘，做主為考本文之

結尾。

殺"文化→?“台灣三害"造成今日亂象是必然 宇賞你母校醫科1960迦牟畢業，現伐捏捏里可義且把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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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絡管訊96/6/16--96/7/15色收到文章如下:

( 1 )三篇短文 朱健次 2 pages (96年6月 22 日收件)
( 2 )撥穗典禮紀實一-陳信銓 3.5 pages (96年6月 25日收件)
( 3 )最佳教師選拔報導一-黃天祥、蕭伊芸 3 pages (96年6月 25 日收件)
( 4 )歡欣共相聚，景福情更長一一許文政 3 pages (96年6月 26 日收件)
( 5 )廖P泡湯一一張武謹 2 pages (96年6月 26 日收件)

(6 )願代孔子覆朱子-朱健次 1 page (96年7月 2日收件)
( 7) 釵頭鳳一-朱健次 1 page (96年7月 9 日收件)
( 8 )黃富源理事長榮退紀念文一-林應然 2 pages (96年7月 9 日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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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六會』公告

台大景福基金會

96年3月28日由景福基金會董事長陳維昭 性、財經議題等)

教授，召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第2屆全球 下午:各學系個別活動。

校友大會』研議會議，邀請台大醫學院、台大公 午餐:簡單茶點 。

衛學院、台大醫院院長及牙醫學系等7個校友會 晚餐:所有學系聯合聚餐以凝緊向

與會，研議續辦全球校友大會事宜，決議如下: 心力。

1 、 大會名稱:訂為「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Jl 0 6 、如欲貫徹全球校友大會之概念，可以台大醫

2 、舉辦周期:每年舉辦。 學院每逢5週年、 10週年慶時，擴大辦理大會

3 、今年舉辦日期: 11月 17日(星期六) 。 活動;特別邀請畢業30 、 40 、 50週年之國外

4、承辦單位: (1) 逢整數週年(30 、 40 、 50週年)之 校友返台參加，也歡迎北美年會回台共襄盛

學系承辦，無逢整數週年之學 舉 。

系時，就恢復原來景福、景康舉 7 、 (1 ) 各學系於會前提供一頁年度校友報告給主

辦聯誼會模式。 辦單位，於大會當天發給與會校友 。

(2) 今年物治系40週年，以物治系 (2) 年度校友報告將在景福網站及景福醫訊刊

為承辦單位 。 登 。 讓未能參加之校友能藉此管道了解各

主辦單位:景福基金會為主辦單位，統籌大會 學系之動態。

任務編組事宜。 (3) 會後校友可將活動心得，投稿景福醫訊，

協辦單位:牙醫學系校友會、藥學系校友會、 讓未能參加之校友了解活動情況，增加末

護理學系系友會、職能治療學系系 來參與性 。

友會、醫技學系系友會、

公衛學系系友會等6個學

系。

5 、節目程序 :上午:所有學系共同參與。

2007年七月

共同節目專題內容:

(1 )專業課題(以承辦

學系之專業為主

軸) ，分近程及未

來發展為方向。

(2) 輕鬆議題 ，以所

有學系有興趣的

題目為導向(如文後排左起:襲字聲、江東亮、康照洲、溫文昭、楊照雄、陳維昭、黃

巧文、陳晉興、陳芳、傑
化、休閒、趣味前排左起:簡文仁、朱茂男、林明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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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 倍
鍾國彪

這是第三次擔任執行編輯 ， 從菜鳥到現在 ， 終於比較容易就上手了。原本照輪的話 ， 應該是八月 ，

卻因有出國的行程而提前 ， 還好我們的編輯群很有彈性，也感謝王小姐的居中協調以及某人的成全 ，

才得以交換成功。雖然已經做過內容的初枝 ， 在編輯會議中真正的領教正 、 副總編輯以及諸位編輯的

犀利與用心 ， 居然還是有如此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 覺得很汗顏 ， 應該是自己的前置工作不足吧 !

本期共包括八篇文章 : 蘇喜所長介紹台灣健康產業的發展趨勢 ， 讓我們得以認識在醫管領域中的

新興發展方向與可能的潛力 ， 相關領域及有興趣的校友 ， 可以掌握契機 ; 侯勝茂署長談健康資訊交換

之回顧與展望 ， 從國外的發展經驗提供國內的實務參考 ; 韓良誠教授的感恩之旅 ， 詳述了一段因緣際

會的故事與原委 ; 洪規隆院長與李旺祥醫師則分別以文章 ， 表達對於沈友仁教授的追思與懷念 ， 呈現

沈教授在醫療 、 學術 、 教育以及實務上的各種成就 ， 濃厚的師生情誼一覽無疑 ; 王子哲醫師的歌劇<<

瑪儂>>及<<茶花女>>一文，可以帶給大家更能了解兩齣歌劇深刻的意涵與學習對於歌劇的欣賞 ; 李

彥輝醫師的水都威尼斯歸來漫談一文 ， 非常仔細的紀錄旅途的點滴，提供了旅遊者寶貴的參考 ; 莊壽洛

醫師的Humor ~我一文，則從多元的各種角度來詮釋幽默 ， 也不忘順道對時事加以解嘲一番。最後 ， 則

是『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公告 ， 讓校友們得知11月 17日的活動。

從答應接任景福醫訊的編輯 ， 歲月有如白雲蒼狗般流逝轉換 ， 一轉眼不覺已經五年了 ， 在跨越不

惑之年的前後 ， 感受人生的生老病死 、 起伏順逆 、 憂傷喜樂 、 點點滴滴 、林林總總 ， 心中是五味雜陳 、

百感交集 ， 還好在道的洗禮與不

斷的修行中 ， 擁有一份簡單的信

念與不變的執著 ， 所有的悲歡離

合 ， 喜怒哀樂 ， 是非對錯 ， 可以隨

喜自在 ， 看它緣起緣滅 ， 來去自

然，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 心中

是平靜祥和與無盡的感激。

作者(左)全家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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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你母校公共衛生學*' 1986年畢業，現

任母校公街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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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台大景福基金會東區校友聯誼會 (2007年6月 16日) 0 (郭英雄攝影)

台大醫院112週年院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7年6月26日)。
(李五郎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