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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E. Coli wild type (RFM443 strain) 在加入 Norflxacin (Quinolone 類的

antibiotics) 後造成 DNA damage '而呈現細胞延長，無法正常分裂的現象

(filamentation) 。 如果說生命是一場舞蹈，微小如細菌，在遭受到可能造成

死亡的嚴重傷害下，依然努力地舞出生命的價值。生為人的我們，又是如何

呢? (台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提供)

(來源:杜鵑花生物醫學與神經科學影像競賽作品臺大微生物所鐘孟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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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FU景福醫訊

發榮與皮膚基底細胞癌之進展一

著重於細胞介白質-6、環氧掰一2 、及CXCR4之研究

縮寫: Akt, acutely transforming retrovirus 

AKT8 in rodent T cell Iymphoma ; bFGF,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CSF斗 ，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HGF,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IG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MCP斗，

monocyte chemotactic factor-1; M M P,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SDF-1α ， stromal 

cell derived growth factor α ; STAT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TGFß,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ß; TNF戶 ，

tumor necrosis factor 戶 uPA ， urokinase 

plasminogen activator 

細胞介白質-6 (interleukin-6, IL-6) 、 環氧醜

-2 (cyclooxygenase去 ， COX-2) 、及CXCR4是發

炎反應及惡性腫瘤都相關媒介物質。本文將以在

台灣細胞介白質6，環氧酹-2 、及CXCR4對皮膚

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 , BCC)進展

(progression)相關之研究論文為藍本，涵蓋惡性

腫瘤機制中致癌力、抗細胞凋亡能力、血管新生

能力及其訊息傳遞，以介紹發炎與皮膚基底細胞

癌之進展機轉。

1.宿症機轉綜觀

近年來對於癌症的研究顯示出其形成

及進展之複雜性:逃避細胞凋亡(evading

apoptosis) 、本身具有足夠的生長訊息(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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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cy in growth signals) 、 對於抗細

胞生長訊息不敏感(insensitivity to anti

growth signals) 、持久的血管新生(sustained

angiogenesis) 、無止境的複製潛力(Iimitless

replicative potentials) 、對組織的侵犯及轉移

(tissu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都介入其中 O

過去的研究著重在腫瘤細胞本身之基

因變化，而發現了許多oncogenes 。 越來越

多的研究，發展出「種子與土地」的概念。也

就是說，腫瘤細胞本身協同腫瘤基質(tumor

stroma ' 或稱為腫瘤周圍的微環境 ' tumor

microenvironment)一同決定了腫瘤的形成及

進展 。 腫瘤基質包括既有的纖維芽細胞、細胞

外問質、血管及淋巴管，由外移入的則是免疫細

胞 ， 由於此種類似於傷口癒合反應，而使惡性腫

瘤被稱為 「永不痊癒的傷口癒合反應」。其中特

別值得提到的是: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 

(CAF)或稱為myofibroblast及tumor infiltrating 

macrophage (TIM) 0 CAF是被活化的纖維芽

細胞，可製造出growth facto陀、 SDF-1 、 MCP 、

metalioproteinases ; TIM是被趨化至腫瘤的巨

噬細胞，其釋放出的cytokines 、 chemokines 、

metalloproteinases 、 reactive oxygen free 

radicals 0 CAF及TIM製造出之媒介物質可促

成腫瘤細胞之生長 、移動、侵犯及血管新生 。

(Fig. 1, Table 1) 。值得注意的是:腫瘤細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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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腫瘤基質製造山之媒介物質，在種類上以

及生物機能仁，有不同組織的特殊性(t i ssue

specificity) 。

1 1.發炎反應與感症進展

正常的發炎反應，首先進行的是固有免

疫反應(innate immunity ' 參與其中的細胞包

t舌macrophage 、 mast cel 卜 granulocytes '

可 釋放 出 cytokines 、 chemokines 、

metalloproteinases 、 reactive oxygen free 

radicals及histamines 。 固有免疫反應促成

dendritic cell之成熟，而攜帶抗原去進行一連串

的適應免疫反應(adaptive immunity) ' 此時促進

了T細胞的作用 ， 而殺死腫瘤細胞。但是，連續的

刺激，例如:感染(如幽門桿菌、 B型肝炎病毒、 C

型肝炎病毒卜毒物或刺激

物(如石棉、煙霧、胃酸) 、

紫外線等，以及腫瘤本身

基因突變造成慢性發炎反

應相關因子上升，都會造

成慢性發炎反應，使得固

有免疫反應持續進行，上

述固有免疫反應(特別是

巨噬細胞)製造出之媒介

物質，會刺激腫瘤細胞生

長、抗細胞凋亡、血管新

生 、 侵犯組織，同時也因

JING FU景福醫吋

cell 、 g ran ulocytes) ，則fß後不佳;如有許多適應

免疫反應細胞(Iymphocyte s) ，則預後佳。 (Fig.

1, Table 1) 

11 1. 基底知 胞 宿 (Basal Cell 
Carcinoma) 
基底細胞癌(BCC )是世界最常見的腫瘤之

一 。易局部侵犯，但不易轉移是它與其他一些常

見內臟癌症不同之處 。 陽光的照射是其主要的致

病因 。

IV. 如胞介臼質- 6 、 被氧且每 -2 、趨{匕
素

I L- 6及COX-2與各種癌症之關連性已被證

實 。 有趣的是，紫外線照射過的人類角質細胞 ，

其reactive oxygen free 

radicals造成T細胞失去

殺死腫瘤細胞的功能。因

此，學者們提出腫瘤是發

炎疾病的說法。腫瘤周圍

的浸潤細胞決定其預後 :

如有許多固有免疫反應

市田目包(macrophage 、 mast

Fig . 1 . 腫瘤細胞與腫瘤基質間的對談 。腫瘤細胞經由分泌、chemokines ， growth 
factors , angiogenic factors 及 protease (特別是metalloproteinase ，

MMP)吸引並活化周圍的腫瘤基質細胞 。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 
(CAF)是腫瘤基質中被活化的纖維穿細胞，可製造出growth factors 、
chemokines 、 macrophage chemotactic factor (MCP) 、 MMP ; TIM 
是被趨化至腫瘤的巨噬細胞 ， 其釋放出的cytokines 、 chemokines 、

metalloproteinases 、 reactive oxygen free radicals ，二者製造出之媒介

物質又可促成腫瘤細胞之生長、移動、侵犯及血管新生。 (modified from 
Pollard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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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腫瘤及腫瘤基質製造因子之生物機能

4訕訕計三IIs Tumor cell TIM CAF 

Mutation /oncogenic potential TGF ROS TGF , HGF 
Tumor growth COX-2, IL-6, CXCR4, TGF戶 ， COX-2, IL-6, IGF1 , HGF, TGF戶，

EGFR ligand , TGF FGF, HGF, EGFR ligand, SDF-1 
PDGF, TGF戶，

Angiogenesis bFGF, VEGF, PDGF, TNFα ， COX-2, IL-6, MMP1 , MMP3, uPA, 
COX-2, IL-6, MMP, VEGF, PDGF, CSF-1 SDF-1(CXCL12) 

CXCR4 receptor, uPA, MMP2, 
MMP9 

Invasion MMP uPA, MMP7, MMP9 SDF-1 (CXCL 12), 
tenascin C 

Inflammation COX-2 , IL-6 COX-2 ， IL斗 ， IL-6, TNFa, MCP-1(CCL2), IL-1 , 
TGF戶 ， collagen 1,111 

TIM : tumor infiltrating macrophage ; CAF :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 
附註:腫瘤細胞本身及腫瘤基質製造出之媒介物質， 在種類上以及生物機能上，有不同組織的特殊性。

會釋放出IL-6及TNF叫 ，培養的BCC細胞株，也

顯示有IL-6分泌。 IL- 6是一種多功能的細胞介白

質，在各種發炎反應中，會被細胞製造出來 。 它

可刺激B淋巴球及T淋巴球的活化及分泌，引發

發燒及調控急性期蛋白的合成。在一些慢性發炎

的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因為IL-6上升而造

成關節炎以及全身性症狀。在乾癖這個表皮增

生以及發炎細胞浸潤的疾病， IL-6也被認為與其

致病有密切關係 。 同時， IL-6也與一些人類腫瘤

如: multiple myeloma' 腎細胞癌 ，卡布西氏肉

瘤及大腸癌有關。

環氧峙是H寄arachdonic acid轉換成前列腺

素的關鍵酵素，它具有兩種同形物環氧峙-1及環

氧酹-2 。 環氧齣-1是屬一般體質性表現的酵素，

環氧酹-2則需被生長素、腫瘤促進因子、細胞介

白質等的刺激才被誘發出來 。流行病學的研究顯

示長期使用非發炎性抗發炎藥物(NSAID)的人，

癌症的發生機率減少，證實了環氧齣-2產生的前

列腺素E2對於人類的腫瘤新生的角色。環氧峙

-2的過度表現與許多的癌症，包括至少80%以上

4 

的乳癌、大腸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膜臟癌 、

攝護腺癌、子宮頸癌與頭頸部腫瘤有相關 。最近

的報告發現人類皮膚癌有表現環氧峙-2 。 紫外

線已經知道是造成人類基底細胞癌的重要之致

癌因子 。 紫外線B光(UVB)照射老鼠與人類的皮

膚會誘發環氧峙-2表現。環氧峙-2抑制劑使用在

無毛髮老鼠的UV﹒誘發皮膚癌的老鼠實驗模式

中 ，發現會減少發炎反應與癌症的產生。環氧齣

-2與腫瘤新生及癌症生長有關 。在癌症產生的最

早時期環氧臨-2就會有超過正常的表現 。 除了在

癌症新生的角色之外，環氧峭-2過度表現和已經

發生的癌症的進展有關 。 環氧峭-2產生的前列

腺素具有腫瘤新生、發炎反應、抑制適應免疫反

應、抗細胞凋亡、血管新生、腫瘤侵襲與轉移之

作用 。 腫瘤細胞與腫瘤基質的細胞成份(特別是

浸潤腫瘤的巨噬細胞)都會製造環氧臨-2 ，進而

增加前列腺素E2的產量 。

趨化素為一群小分子量(8-14 kDa)的多做

類分子，可與細胞膜上的G蛋白關聯性受體(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 GPCR)結合 ， 這些

2007年十一月



受體即是所謂趨化素受體。趨化素的名稱原先

是因為這群分子具有引發白血球細胞趨化作用

(chemotaxis)的功能。趨化素與其相對應的受體

可再細分為CXC 、 CC 、 C與CX3C等四大類，這

是根據其N端的前二個cystein e胺基酸中間相隔

幾個胺基略而定。所謂CXC趨化素就表示在N端

的頭二個cyste i ne胺基酸中間有夾雜著一個其

他胺基酸，而CC趨化素則在其中沒有間隔其他

胺基酸，至於CX3C與C這二類趨化素，目前各只

有→種。趨化素受體的命名也是根據上述趨化

素的分類直接分為CXCRs 、 CCRs 、 CX3CR 1 、

XC R 1等四種。近年來研究發現，趨化素可以作

用在多種不同的細胞上，不只是原先已知的白血

球，還包括血管內皮細胞與腫瘤細胞，都可以受

到趨化素的作用而影響細胞的增生與移動。趨

化素的許多功能，包括促進細胞分裂與調控細

胞凋亡 、 存活與血管新生等，都對腫瘤的生長有

很大的助益，因此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腫瘤細胞

都已經被發現可以表現趨化素。最近也發現，乳

癌細胞表面所表現的一些特定趨化素受體對於

癌細胞轉移至特定的遠端器官扮演了極重要的

角色，由於配備了這些受體(CXCR4與CCR7) , 

會使癌細胞朝向趨化素濃度高的器官移動與

轉移。因此這些研究也使得趨化素所扮演的角

色擴展到促進細胞轉形、腫瘤生長、癌細胞侵

犯與轉移至遠端器官等功能。趨化素也可以調

控血管新生作用，有些趨化素可以促進血管新

生，有些則反而可以抑制血管新生作用。其中在

NH 2-端具有三個特殊胺基酸序列(ELR)的CXC

趨化素是很強的血管新生促進物質。相反的，不

具有ELR 序列的趨化素則是強力的血管新生抑

制物質，通常這類趨化素多半是會受到丙型干

擾素所誘發 (interferon-y ( I FN-y) - inducible) 。

ELR+ CXC趨化素，例如CXCL8 ，已被發現是

卵巢癌發生過程中極為強力的J11l管新生與腫瘤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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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促進物質。另外像CXCL5也與非小細胞肺

癌的血管新生有關。腫瘤細胞所分泌的趨化素

也與腫瘤的侵犯度有關，人類黑色素細胞癌所

表現的CXCL8可以使基質金屬蛋白臨-2 (matrix 

metalloprote inase (MMP-2)的轉錄活性增加 ，

同時也增加癌細胞的膠原蛋白酹活性，因而增加

了黑色素細胞癌的侵犯度。

IV. 研究方倍:股緝犯戚 、 抗知胞;為

亡、血管生咸瓜皮侵犯， t生

i. Tumorigenes is: xenografts in SCID mice 

or nude mice , anchorage-independent 

growth in soft agar 

ii. Antiapoptosis : DNA laddering , chromatin 

conden sation and nuclear fragmentation 

(by Hoechst 33258 stain),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of hypodiploid (pre-G1 phase) 

cells and apoptosis ELl SA assay (detect 

cytop lasmic histone-associated DNA 

fragment) 

ii i. Angiogenesis: Matrigel blood plug assay 

in C57BL6j mice (and Drabkin method for 

quantitation of Hb), capillary tube formation 

assay,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HUVEC),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ssay in fertilized White Leghorn chicken 

eggs, microvascular density in xenograft 

(using anti -CD31 antibody) 

iv. Invasion : Matrigel invasion assay using 

chemokine as chemoattractant for BCC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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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ignal transduction: 

1. Expression: 

Protein: Western blotting, ELlSA 

RNA: RT-PCR 

2. Blocking agent: chemica峙 ， siRNA , 

neutralization antibodies , dominant 

negative DNA (eg . dnAkt, STAT3F) 

V.IL-6 、 COX-2皮CXCR4拘基底知
月色宿(BCC)進展(progression)之
論文對付

紀等人的研究發現細胞介白質6 (IL-6)大量

表現的基底細胞癌細胞 (BCC/IL6)植入裸鼠體

內，可以形成大的癌細胞腫瘤且伴隨著血管的

增生。其探討IL-6是否能誘發血管新生，我們利

用雞胚胎蛋膜血管新生及鼠體的血桂形成活體

實驗及人類擠靜脈細胞管狀形成的體外測試，

證實了BCC/IL-6的10倍濃縮培養液(condition

media , CM)具有趨化血管新生的作用。我們並

以RT-PCR及E Ll SA等方法分析BCC/IL-6的新

血管生成因子之基因表現及分泌的情形 ， 發現鹼

性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bFGF)有上升的趨勢;

而且以IL-6刺激BCC ，也發現bFGF基因表現及

分泌均隨時間而增加 。在鼠體內血桂的形成以

及人類擠靜脈細胞管狀形成，都可以因為添加

了bFGF抗體於BCC/IL-6之CM而被大量抑制:

以COX-2 siRNA轉瘟BCC/IL-6 ， 抑制了50%的

COX-2 '而造成人類擠靜脈細胞管狀形成被大

量抑制 ， 則再確認了bFGF及COX-2是IL-6調控

BCC血管新生的重要因子 。 AG490 (JAK抑制劑

)及LY294003 (PI3-kinase抑制劑) ，會抑制IL-6

提昇的bFGF基因表現及分泌;同時 dominant

negative STAT3及dominant negative Akt之基

因轉瘟，也具有同樣的抑制作用，顯示IL-6經由

JAK/STAT3及PI3-kinase/Akt 的訊息傳遞路徑

6 

調控b FGF 。我們的資料顯示，在體外的實驗環

境下 ' bFGF及COX-2是IL-6調控BCC血管新生

下游重要執行因子。 IL-6在基底細胞癌細胞經由

JAK/STAT3及PI3-kinase/Akt訊息傳遞路徑調

控bFGF ' 造成血管新生。腫瘤形成的多重步驟

中，細胞凋亡的調控是一個重要的機制。紀等人

的研究顯示，在高度表達IL- 6的BCC細胞，或經

IL-6處理的BCC細胞 ，可以抵抗UVB造成的細胞

凋亡。而此抗細胞凋亡作用是經由PI3 - kinase/

Akt及JAK/STAT3訊息傳遞路徑調控Mcl-1造

成。 (Fig . 2) 

IL-6 
ro EL i 

IL-6 

∞γ\YA1… 
\////0/-

MEK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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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細胞介白質-6經由 PI 3- kinase /Akt及JAK /

STAT3提升Mcl-1及bFGF而造成基底細胞癌

細胞抗細胞凋亡及血管生成 。 AG490 : JAK 
inhibitor; LY294002: Pl3-kinase inhibitor; 
STAT3F: dominant negative STAT3 。

發炎細胞與腫瘤浸潤的巨噬細胞(TIM)在

許多腫瘤之中發現會促進腫瘤進展與血管新生。

而發炎反應、環氧齣-2表現、血管新生與腫瘤侵

犯之前並沒有在人類基底細胞癌中一同被研究

過 。邱等人的研究主要分析人類基底細胞癌的環

氧臨-2的表現，微血管密度，與腫瘤侵犯的深度

及其相關性。 92個基底細胞癌的檢體由病理科

取得之後就進行免疫組織染色實驗，分別偵測

環氧峙-2 、 CD3 1 (血管內皮細胞標記) 、 CD68 ( 

巨噬細胞標記) 0 環氧由自-2的表現量是利用半定

量的方式區分檢體為高或是低的表現群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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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的數目是在顯微鏡高倍下計數有CD31陽性

反應的微血管總數。TIM則是高倍下被CD68染

上的細胞數目 。 結果顯示人類基底細胞癌細胞

中有較高環氧酌-2表現者，有明顯較多的新生血

管與更深的腫瘤侵犯。發炎反應的強度也與腫

瘤侵犯與血管新生有關。在腫瘤浸潤的巨噬細

胞上環氧酪-2的表現量也是另外一個與人類基

底細胞癌腫瘤侵犯及血管新生的相關因子 。我

們在這個研究中證明了人類基底細胞癌細胞中

的COX主表現和腫瘤的血管新生及腫瘤侵犯有

關 。 發炎細胞浸潤的嚴重度與腫瘤細胞環氧齣

-2的表現、血管新生、及腫瘤侵犯程度一致 。 抗發

炎藥物可以透過減少發炎反應與降低環氧酌﹒2

的活性來達到對人類基底細胞癌的化學預防效

果。進一步以體外方式探討環氧臨-2對人類基底

細胞癌腫瘤形成，抗細胞凋亡，以及血管生成 。

以環氧醋-2轉殖後選取環氧臨-2高度表現的人

類基底細胞癌細胞株(BCC/COX-2) ，相較於對

照組，經由較高的Mcl - 1及Bcl-2表現，具有抗細

胞凋亡能力;經由分泌較多的VEGF-A及bFGF

具血管新生能力， BCC/COX-2並且在軟膠中具

有anchorage一independent growth之能力 O

BCC/COX-2種植在SCID mice皮下，相較於對

照組，具較高腫瘤形成能力，且在SC I D mice形

成之腫瘤中，其血管密度高於對照組。 (Fig . 3) 

易局部侵犯是基底細胞癌之特f毀，陳等人

報告CXCR4造成BCC的致癌力及血管生成。

朱等人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人類基底細胞癌

局部侵犯的機轉。在42個人類基底細胞癌組織

中 ，侵犯性組織亞型的BCC與非侵犯性亞型的

BCC相比，具有較高的CXCR4表現(72.73% vs. 

38.71%, P<0.05) 。 此外，過去12年來台大醫院

所診斷的390例BCC中，發現有19例出現術後

復發，這些復發BCC的CXCR4表現比率高達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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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GF & VEGF 法G 如" ~1e~ '~ 

的glO斗
Fig. 3 環氧醋-2 ， 相較於對照組，使基底細胞癌細胞

經由較高的McI -1及Bcl-2表現 ， 具有抗細胞凋

亡能力; 經由分泌較多的VEGF-A及bFGF具
血管新生能力，且有腫瘤生成能力 。 NS-398

COX-2 specific inhibitor o 

89 .47% 0 SDF-1α可以促進BCC的侵犯度，且可

增加MM P-13的mRNA、蛋白表現與酵素活性 。

CXCR4高度表現的細胞株(BCC/CXCR4)與對

照組細胞株相比(BCC/pcDNA3)相比，在受到

SDF- 1α刺激時也具有較高的趨化侵犯度，且

此效應具有劑量效應與時間效應關係;反之，

若使用CXCR4特異抑制劑AMD3100 、 CXCR4

中和抗體(12G5)或CXCR4 siRNA均可有效抑

制SDF-1α(CXCL12) -CXCR4誘導BCC細胞之

MMP-13表現，同時也抑制了SDF-1a所引發的

BCC侵犯度。此外，以MMP-13抑制劑CL82198

或以MMP-13的siRNA處理BCC ，也都可以有

效抑制SDF-1α所引發的BCC侵犯度。我們的研

究證實， BCC週遭微環境中所分泌的SDF-1α可

以與BCC細胞上的CXCR4作用而調控BCC細

胞的侵犯度，而且此作用是透過MMP-13表現

增加來達成。進一步探討SDF-1α-CXCR4作用

誘導BCC細胞MMP-13表現之訊息傳遞機轉，

朱等人發現BCC細胞接受SDF-1α刺激後15分

鐘即可使磷酸化 ERK1/2的表現量上升 ， 而Akt

與其他MAPK路徑如p38 MAPK與JNK則無變

化，使用PD98059 (ERK1/2抑制劑)可抑制SDF

M所誘導的MMP-13 mRNA表現與酵素活'1生

7 



JING FU景福醫 訊

C.Jun antì-sense 
treatment 

\之?HL/ CXCMlntwbltor(AMmo0)
:這1 ←- :22;叫叫ing Ab 

1α誘導人類基底細胞癌產生MMP-13之

侵犯作用係透過ERK1/2 MAPK與AP-1

之訊息傳遞機制。 (Fig . 4)

Fibroblasts 

siMMP司3

綜言之，我們的研究顯示發炎反應

媒介物質對皮膚基底細胞癌進展之相關

↑生 ;由於慢性發炎反應各種媒介物質之

生物效應及訊息傳遞路徑其有組織特殊

性，瞭解發炎反應對皮膚癌進展之機轉

可應用於皮膚癌之治療及預防;慢性發炎

反應的概念及研究模式將來或可應用於

台灣皮膚神癌及雙比陡光致皮膚癌機轉
Fig. 4. SDF-1α/CXCR4透過ERK1 /2 MAPK與AP-1之訊息傳遞

機制誘導人類基底細胞癌產生MMP-13 ，造成侵犯作用 。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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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98059: ERK1/2inhibitor o 

j志說t
增加，同時也抑制了SDF-1α所引發的BCC侵犯 感謝余幸司教授提供BCC細胞株， 使得所

度增加，至於SB203580 (p38 MAPK抑制劑) 有體外實驗得以進行。感謝朱家瑜醫師、邱政偉

與SP600125 (JNK抑制劑)則無影響 。 MMP-13 醫師協助本文之完成。

promoter分析也證實AP-1在S DF-1α調控

MMP-13的表現中所扮演的角色。綜言之 ， SDF- 作者像母校醫學象1974年摹業，現任母校皮膚科教授)

.• -...........................、，.
• 景褔醫療體系人力網正式敢動 • 
• • 
• 為服務校友，結合校友力量發揮更大影響力，本會已於景福網站 • 
• (http://wwwjingfu.org.tw )中增設「景福醫療體系人力網J '其功能為專業 • 
• 的醫療體系人力銀行。服務功能包括: 1提供校友求職服務。2.提供景福醫 • 
• 療體系醫療院所求才廣告。 • 
• 目前景福人力網已建構完成，校友做用人力網之相關資料也已寄出，敬 • 
• 請校友多加利用，藉此人力資訊平台廣大運用，期許成為最有效益的專業 • 
• 人力網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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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營防建畫「均未才支從中心」

為醫學教育改進而努力

在醫師養成教育中，醫學生由通識課程、基

礎醫學課程而進入臨床醫學課程。在臨床醫學

課程中除了老師的授課外，最重要的就是床邊教

學，傳統上都是以師徒制的模式，由住院醫師或

主治醫師帶領實習醫學生、實習醫師從觀察老師

如何照顧病人中漸次學習，而後自己開始接觸病

人、處理病人。這當中有許許多多的第一次都是

直接從病人身上開始，第一次的病史詢問、第一

次身體檢查(以前稱理學檢查)、第一次開醫令、

第一次抽血、打針、導尿、第一次放氣管插管、第

一次急救(CPR) 、第一次電擊病人等等 。如此從

各式各樣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後，醫學生

就被培養成為醫師，醫學系畢業後，經紙筆測驗

合格，就取得醫師執照。此種模式歷經數十年，

似乎也沒有被質疑其中是否有何問題，所有醫師

都是如此被培養出來，其中也培養出了許許多多

的名醫。

然而，在此種臨床訓練模式下，病人必然

也付出了許多，以使我們的醫學生、年輕醫師成

長。不可諱言的，其中也可能出現一些因無經驗

而發生的疏失，或是增加病人的痛苦，造成一些

併發症等等。這些雖然可以在制度上以設計良

好的學長或老師指導制度使之儘量降低發生機

率。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人權高漲的年代，持

續維持此種完全只從病人身上學習的臨床訓練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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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也漸漸不合時宜。 此外，科技的進步，各種

模真以及電腦模擬程式都快速發展，因此，藉由

其他方式來輔助臨床學習及訓練已經是世界醫

學教育的潮流了。

台大醫院為了順應世界潮流以及時代的需

求，在經過將近一年的規劃及工程後，於2005年

12月6日正式建置敢用了「臨床技能中心J '隸屬

於醫院教學部之下。此臨床技能中心雖非國內第

一個臨床技能中心，但是軟硬體設備的設計及規

劃都是國內第一，甚至在亞太地區也是首屈一指

的。成立後國內各醫學中心及醫學院校幾乎全部

派人來參觀過，連國外訪客參觀過後，也都讚不

絕口 。為了讓校友們瞭解母院此臨床技能中心以

及其所帶動的醫學教育變革，特為此文，藉景福

臨~義教繞中;“敲
! 研單γ

2005年12月6日歐用典禮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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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加以說明。

此 「臨床技能中心」設置於醫院臨床醫學

研究大樓之三樓(原教學部之空間 ) ，緊臨醫院

院區，佔地大約二百坪，內部包括八間的模擬診

閩、三間模具操作教室、二間高擬真情境模擬訓

練教室 、二間討論室(其中一間同時兼中控監看

室) 、一間多功能使用室、一問電腦教室、一間標

準病人更衣室、以及一間辦公室。空間的規劃使

用以及課程的進行主要分三大主軸 ，第一是模具

操作教室與各種臨床操作技能的訓練 ，第二是

高擬真模擬情境訓練，第三是模擬診間與OSCE

之執行(OSCE是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之縮寫，中文稱為客觀結構式臨床

能力測驗) 。

年級升五年級之前即需經過此訓練，且必需被評

核通過才可 。其中包括抽血、放置靜脈留置針、

導尿 、 換藥等最基本的操作技能。而由升intern

之前移到醫四升醫五的暑假執行，乃因母院近年

已全面施行五、六年級cle rk時期即需直接照顧

病人， 由直接照顧少量的病人中學習(當然必定有

學長及老師的充分指導) ，為使此種hands-on的

學習更為完整，也讓clerk在學長的直接指導下 ，

可執行這些簡單的病人服務工作，因此需先以模

具進行如何正確操作的技能訓練及評核 。

除了這些最基本的操作技能外，現今台大

醫院所有第一年住院醫師均需經過「氣道處理」

及「中心靜脈導管置放」 之課程及技能訓練( (模

具操作) ， 內容有各種氣道處理的影音課程及分

組利用週六進行半天的實做訓練， 中心靜脈導管

置放的說明課程及分組實做訓練。安排這些訓

練主要也是基於新于醫師於執行這些醫療操作

過往醫學生的第一次抽血、打針、換藥、導 時較易出現不當操作，造成病人的傷害，因此要

尿 、 氣管插管等都是直接從病人身上開始，至多 求全院第一年住院醫師均需完成此訓練，日後將

可能可以互相練習抽血技術 。現今台大醫學系的 考慮讓intern醫師也接受此種訓練。

學生 ， 每個人進入臨床實習之前必需經過臨床

技能中心的基本技能訓練課程，往年是六年級升 此外，已實施多年的全體醫療人員均需接

七年級擔任intern之前必需的訓練，現已改為四 受的BLS及ACLS等急救技能訓練， 目前也都移

至臨床技能中心內進行。

目前在持續規劃以及設備擴充中的還包

括鼻胃管置放、胸管置放、胸水引流、腰椎穿刺

(Iumbar puncture)等等訓練課程。相信，隨著時

間進展， 日後各種侵入性的操作技能均可在臨

床技能中心中以模具做初步的訓練，且評核合格

後，才直接在病人身上操作。當然模具的擬真度

與其實病人仍然是有差異的， 因此，實際在病人

身上的執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訓練，而經由持續

於模具操作教室進行打針、抽血臨床技能訓練之' 1盲形 經驗的累積才會成為這些操作技能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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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仙
滋:

台大臨床技能訓練中心設有兩間高擬真情 ?

境模擬訓練教室，兩室之間有一間共用的控制

室，透過單面鏡(oneway mirror)可觀察 、 掌控兩

間訓練室內之進行狀況 。 這兩間訓練室的內部

設施分別與加護病房及開刀房襄面是一樣的，

各種配置的設備也與真實加護病房及開刀房

是一樣的 。 模擬加護病房內有一具高擬真假人

SimMan ' 經由控制室內之電腦控制 ' SimMan可

出現加護病房內病人之各種狀況，而在monitor

上呈現的BP ， HR ' O2 saturation ' EKG等各種

監視資料畫面也是與其實ICU monitor所看到一

樣的監測資料畫面，假人身上可摸到pulse ' 看到

呼吸動作、聽到心跳 、 呼吸音等等 。而電腦程式

可製造出各種緊急之模擬病人狀況，由受訓學員

(也可以是一個團隊)依所看到病人之狀況進行處

理，處理正確，病人j情況即回穩;處理錯誤，病人

狀況未變或變得更壞。例如可製造病人出現VT-

VF的狀況，此時是否使用電擊器，使用焦耳數是

否正確，均在學員處理後，假人之後續狀況會顯

現出來 ; 或是插管是否順利，是否及時進行氣切

等，均可在假人身上模擬或進行練習 。

目前台大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均需經由此

種訓練後才能進入加護病房照顧病人，除了各種

預先設定的情境操作訓練外，亦有操作前的一

連串以照顧加護病房病人之實用內容為主的授

課 ， 讓年輕住院醫院有足夠之知識及臨床處理

病人的技能後，才進入加護病房照顧病人。 此種

訓練方式擺脫了以前住院醫師都是讀書、看學長

如何做以後，第一次就在病人身上執行的訓練方

式 ， 讓住院醫師在假人身上第一次處理病人(包

括處理決策及處理操作) ，評核合格後才真正進

入加護病房照顧病人，避免因無經驗而不小心造

2007年十一月

JING FU景福醫叫

加護病房照護能力之情境模擬訓練

成病人的傷害。

除了內科住院醫師的此種訓練課程外，外科

住院醫師的課程規劃亦已快完成， 即將開始實

施 。 此外 ， 今年我們也購入了SimBaby ' 小兒科

系的住院醫師將來也同樣會先經過此種訓練課

程後，再進入小兒加護病房照顧病人。

另一間模擬訓練室的內部設施是模擬開刀

房，內有開刀房的于術床、麻醉機 、麻醉氣體等

等 ，可用於訓練外科系醫師、麻醉人員處理各種

模擬狀況 。

這臨吋J

F L可言

高擬真情境模擬訓練教室之訓練與監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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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OSCE之就行

八間模擬診間的內部設施與一般門診診間

是一樣的，有醫師、病人對坐之診察桌椅、有診

察床、洗手台(及相關設備) ，有電腦系統可看到

病人的病歷資料、影像資料(PACS系統)等等。

男有兩支隱藏之監視攝影機，及麥克風收音系

統，以便中央監看及錄影。八問診間分成兩排，中

央為監看區，透過單面鏡及耳機，可監看、監聽

每一間模擬診間進行之情形 。而在討論室之中央

監視系統可同時看到每一間的各攝影機的畫面

及聽到聲音(包括高擬真情境模擬訓練室) ，並進

行數位錄影。

如前面所說OSCE是客觀結構式臨床能力

測驗，主要是利用各模擬診間設定各測驗站，每

一站設定某一種特定主題之測驗，例如某一站

測驗病史詢問之能力、某一站測驗身體檢查(理

學檢查)之能力，某一站測驗向病人解釋病情的

能力等等 ， 而每一站之主題及病人情境均是事先

設計好的(包括劇本內容) ， 並且事先訓練好標準

化病人(所謂標準化病人是事先訓練好的非病人

的真人，他會按照我們設定好的疾病狀態及劇本

去扮演病人，與受測醫學生或醫師進行互動) ，而

後受測學員在每一站輪流與標準化病人互動，分

站測試這些學員的各種臨床能力 。

此種測驗可以評量許多紙筆測驗所無法測

驗出來的能力，與病人互動溝通的能力、病史詢

問的能力、進行身體檢查的能力、臨床決策的能

力、各種操作的能力，甚至臨床上與困難處理之

病人或家屬溝通應對的能力 。並且這些測驗過

程均被監看，以固定客觀條例式的評量表進行

評核，因此可以客觀的公平的進行學員上述能

力的評量。此外，事後也可將錄影內容回放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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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診間以標準化病人進行OSCE;立情形

員觀看，由指導老師給予回饋指導，以讓學員改

善，因此也可做為非常有效的臨床教學工真。

此種OSCE已是美國醫師考試必需通過的

第三階段考試方式，其他先進國家也有不少已採

行此種測驗方式 。 台灣在近幾年許多醫學院校

或教學中心也已陸續採用 。 台大醫院早於1999

年即已開始實施，早年是由資深住院醫師扮演標

準化病人，在醫學院二號館的小組討論室進行，

且僅針對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內科實習結束時進

行 。 目前臨床技能中心建置完成後，擴大推廣至

許多科，全部OSCE都在此技能中心內進行，並

由教學部負責招募志工，訓練成標準化病人。 七

年級實習醫師於內、外、婦、見科之實習結束前，

均需經過此OSCE的評量，以瞭解每位實習醫師

在該科之訓練成果，故每一位Intern於畢業前會

經過四次的OSCE評量。此外，五年級醫學生於

內科實習結束，也會有OSCE的評量 。

相信經由一連串的OSCE ，學生會學得正確

的醫病互動及各種臨床能力，以讓每一學生畢業

前確實有完整的病史詢問、身體檢查、臨床決策

及處理病人的能力 。 這些都是早年醫學生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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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客觀、完整評估的部份。雖然台大醫學系絕大

部份的同學會自動自發要求自己，完成所有這些

能力的學習與訓練 。 但是若只是紙筆測驗通過

即可畢業，相信確實會有一些能力不足的學生，

日後也取得醫師証書 ，就開始執行病人的照護，

這樣可能並非十分恰當 。現今 ，台大醫院努力推

動OSCE ' 相信這一部份的教學與評量會大大的

改善 。

結合去

台大醫院 「臨床技能中心」的設置及努力推

2007年十一月

JING FU景福醫訊|

行各種教學訓練課程與臨床能力評量 ，相信是在

台大醫學院推行小班教學及問題導向學習之醫

學教育改革後，另一波很重要的臨床醫學教育改

進方案，希望對於醫師的培育能達到可適應現

今時代的要求，培育出有足夠的各種臨床能力的

醫師 ，且訓練過程不會造成病人傷害的良好完整

的訓練 。

(作者你母校醫學采 19 8 1 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內科教授

兼一般醫學科主任及母院教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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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帽回重擅自q童文醫院

什麼是“台大醫院" ?就是一個提供優質醫

療照護，同時具備卓越的臨床教學及研究能力的

醫療機構，從醫療服務的角度來看，民眾信賴度

是一個很好的評量指標。兩年多前民國93年1 0

月我至斗六擔任雲林分院副院長，任務之一即為

籌設心臟血管醫學中心，提供雲林地區缺乏的

心導管檢查、介入性治療及開心手術等醫療服

務 。在上任之前，我請教總院心臟內外科的師長

們，如何做好心臟血管醫學中心?病患在哪裡?

心臟病患是否有信心在雲林分院接受治療?心臟

內科的教授們一致認為雲林地區尚無心導管設

備，心臟病患治療需求殷切，尤其心肌便塞病患

愈早治療愈好，台大總醫提供24/j、時緊急心導

管于術治療急性心肌模塞病患已有將近10年的

經驗，分院如能提供全天候的心導管治療，將是

鄉親的一大福音。加上心臟內科主治醫師均為台

大完整訓練的總醫師們，我較為資深，在介入性

心臟醫學領域於國內外也小有名氣，整個國隊應

可打響分院心臟中心的名號 。心臟外科的師長們

認為開心于術的進入障礙高，病患要留在雲林分

院接受開心手術對醫療團隊是一個極大挑戰，

兩年可能開不到10例 。

十例這個數字不是隨便說說。查-T93年4

月署立雲林醫院改制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之前

台大總院醫師支援署立雲林醫院階段便可一目

了然。舉一般外科手術為例，民國90年7月至91

年7月，全年總刀術485例，全身麻醉249例，重

大于術包括肝、胃及大腸于術共10例 ，民國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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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至92年6月將近一年的全年總刀術750例，全

身麻醉355例，重大手術仍維持10例 。 當時支援

的醫師專業能力均為一時之選，在台北總院也小

有名氣，為何手術病例數這麼少?說明了醫師南

北奔波的辛苦，外科手術的成功與否，除了于術

本身技術精湛之外，術後照顧扮演了重要角色，

雲林是個農業縣，老年人口多，合併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壓、慢性腎臟病等幾乎為常態，從病人

的角度，術後找不到醫師是最常見的焦慮點;從

醫師的角度，最好開刀完沒事，回台北還有許多

事等著要做。 開心于術術後照顧不僅一定需要，

而且關係著手術的成敗及病患的生死，不下猛

藥實在無法建立“台大的品牌" 。我想了許久，唯

有靠“團隊合作"主治醫師輪流全年無休照顧病

患才能提供鄉親“不打折"的醫療服務 。民國93

年11月 15日台灣大學校慶日心臟血管醫學中心成

立，由本人、王怡智醫師(現為總院心臟內科主治

醫師)及林昭維醫師(現為分院心臟內科主任)開

始病患心導管檢查兩例，隔日開始常規開心手術

兩例，請總院外科部陳益祥助理教授(現為醫學

院外科副教授兼分院外科部主任)帶領紀乃新、

吳毅暉(目前兩位為總院心臟外科主治醫師)及許

鈞(目前為分院心臟外科主任)三位主治醫師，共

同為病患操刀，成功完成開心手術，展開了雲林

分院心臟中心忙碌的醫療服務 。

團隊合作在醫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

是外科系常是“個人英雄主義" 。 心臟內科是內

科裹的“外科介入性心臟科醫師許多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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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科醫師很像，自我意識很強，要同儕相互合

作是頗有難度，通常是誰都不服誰，你聽我的，

就是合作，要我聽你的，門都沒有。台大畢業生

個個都是人中之龍鳳，許多同期學長在同一醫院

同一科別互別苗頭 ， 甚至水火難容的例子不勝枚

舉。加上台灣的健保制度，一個疾病的治療，給

付固定的醫師治療技術費，完全不鼓勵多位主

治醫師的醫療團隊共同治療病患 。我常說台灣目

前的醫療是“一人一國 意思是某一家醫院心臟

科很好，病患找的是這家醫院的某一位主治醫

師，在替病患做治療時，是這位主治醫師及住院

醫師或技術員幫病患治療，不可能多位主治醫師

合作的心臟團隊共同治療 ，因為如此一來要均分

微薄的主治醫師技術費，花加倍的時間才有相同

的收入，病患、接受到的醫療服務是一個主治醫師

的經驗技術'而不是整個心臟科的團隊 。雲林分

院心臟中心一成立，我就要求心導管介人性治療

及開心于術至少需兩位主治醫師合作共同為病

患服務，有經驗的主治醫師們共同來執行醫療，

風險自然會大大地降低 ，成員們均有共識，以病

人的安全及治療成果為首要考量， 因為我們治療

的對象通常是一個家庭的精神及經濟支柱，我們

治療了一個病患，不僅是救了一個生命， 而且是

挽救一個家庭 。兩年多來，在分院心臟中心接受

心導管介入性治療或開心于術的病患，均是兩位

或兩位以上主治醫師共同完成的，這些年輕醫

師不計較個人收入的服務熱忱'是台大醫院“團

隊合作"核心價值的具體實踐 。

合作成為)~、臟中心的文化之後帶來的好處

就是整個心臟內外科團隊情感及工作氣氛非常

的融洽 ， 一切以“病人至上盡力求取最好的治

療成果 。心臟中心成立半個月之後， 93年12月1 日

半夜第一例急性心肌槓塞病患至急診處，值班

的兩位主治醫師即為病患以)~、導管支架置放打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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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阻塞的冠狀動脈，穩住血壓心跳，由於病情複

雜，隔天再由外科接于成功地完成冠狀動脈繞

道于術治療，術後復原極為良好， 一個月後回到

工作崗位，此病患目前在我的門診定期服藥追院

治療。從此正式展開雲林分院急性心肌模塞24

小時全天候全年無休的緊急心導管治療，每天

均有兩位心臟內科主治醫師值班，加上放射技術

師、護理長及隨叫隨到“on call" 的外科團隊(醫

師及體外循環師) ，提供頂級醫療照顧，至96年2

月底兩年多的期間已完成170例急性心肌硬塞緊

急心導管于術治療。

人才是一個組織永續經營的根本， 94年8

月外科陳益祥副教授至分院擔任外科主任，加

上許鈞醫師及陳詠瑋、游聖彬兩位生力軍，分院

共有四位心臟外科醫師，為雲嘉彰投地區心臟

外科陣容最堅強的團隊 。許鈞醫師在95年4月

至6月由分院留職留薪及藤澤獎學金支助下至

日本大阪國立循環器中心研修心臟及主動脈于

術治療， 回國後在陳益祥主任指導下 ， 心臟外科

團隊突破完成許多高難度的心臟外科手術'其

中以兩項于術最為難得。第一為羅氏于術(Ross

operation) ，將病患正常的肺動脈瓣切下作為受

到細菌感染嚴重破壞的主動脈瓣，再縫合生物

瓣膜作為肺動脈瓣，如此一來病患瓣膜于術後

不需服用抗凝血劑，也不必擔心主動脈瓣直接

置放生物瓣膜使用10至15年的時間限制，這種

過程繁複 ' 手術時間長達10小時的技術'全台

不到5家醫院開過，雲林分院是其中之一。第二

為主動脈根部及瓣膜保留的大衛氏于術(David

operation) ，主動脈于術是心臟外科高難度的

手術，升主動脈瘤開刀常見的班氏于術(Bentall

operation ' 主動脈置放人工血管及機械瓣膜取

代原來的主動脈瓣)死亡率約為20% ， 大衛氏于

術要保留病患的主動脈瓣，免除機械瓣膜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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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生服用抗凝血劑的不便，于術過程更為複

雜，風險自然更高，分院已成功完成四例大衛氏

手術，零死亡率而且主動脈瓣功能也都良好。

最近台中市長夫人邵曉玲女士急救過程中

使用的葉克膜在分院兩年前便是標準配備，陳

益祥主任是國內外“葉醫師"的專家，在邵女士

急救剛裝完葉克膜也至奇美柳營分院提供專業

意見，並留守一晚 。 我們團隊在分院以葉克膜

加上心臟內外科治療也救回多條性命，至96年2

月底，已完成開心于術172例 。 分院心臟外科目

前同步積極發展周邊動脈疾病及靜脈曲張的治

療。

心臟內科方面國內可執行的介入性治療包

括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置放，高危險性左主幹枝

治療，高難度慢性完全阻塞病變，高速人工鑽石

頭的旋轉式動脈粥狀瘤切除術，風濕性心臟病

僧帽瓣經皮氣球擴張術，頸動脈及脊椎動脈狹

窄支架置放，洗腎病患靜脈摟管狹窄氣球擴張

術，周邊動脈疾病及腎動脈狹窄的治療等在分

院均為常規于術。先天性心臟病，在總院小見科

王主科教授的協助下，在分院病患均可得到與台

北同樣規格的治療，包括心房中隔缺損的閉合，

開放性動脈導管的線圈或閉合器置放，肺動脈

瓣狹窄氣球擴張術等。 95年8月內科賴凌平副教

授至分院擔任內科部主任，賴副教授為國內心律

不整的專家，他加入後成為目前雲嘉地區唯一具

有心律不整電燒執照的心臟專科醫師，他不日目前

積極學習J心律不整電燒的分院游治節主治醫師

在半年內已成功完成40多例電燒，植入性去顫

器(ICD)及心臟再同步節律器治療(CRT)也是常

規手術。賴醫師的加入分院心臟中心包括專任心

臟內科主治醫師8位及心臟外科主治醫師4位，正

式成為雲嘉彰投地區最完善的心臟病治療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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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至96年2月底，已完成

1684例心導管檢查及治療。

從病患的角度，“台大醫院"是民眾最信賴

的醫院，也就是相信台大醫院的診斷及信任台大

醫院的治療 。我由於負責副院長一職，偶而會接

到電話，希望能商請總院某教授來探視一下他在

分院住院的家人或是協助轉到台北總院給某教

授治療，任何一通電話均顯示分院在那個領域

民眾信心不足，信賴度不夠 。我常跟心臟中心的

成員說，我們時常需要思考治療病患時，會不會

覺得留在分院治療會“對不起"他們，到目前為

止多位主治醫師加上我，陳益祥及賴凌平主任豐

富的臨床經驗，病患選擇在分院接受心臟疾病

的治療是他們的福氣。另外一個指標就是病患不

管是由門診或急診就醫，我們需有足夠的能力提

供最好的醫療，不需轉院，到分院就可以得到病

患及家屬的信賴，在極少數的情況(如先天性心

臟病或少見的介入性心臟血管疾病的治療) ，我

們會請總院的師長或專家至分院幫病患治療 ，

由分院負擔支援費用，減少病患南北奔波之苦及

多出來的花費，這才是“中台灣的台大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的服務形成口碑之後，分院黃

世傑院長常提到的“帳逞"理論效果逐漸浮現，

民眾認為雲林分院心臟都可以開了，其它手術更

會有信心，前面提到的一般外科手術為例在94

年7月至95年6月一年之間大幅成長為1272例，其

中包括肝、胃及大腸于術共的例即為明証 。

台大醫院除了提供醫療服務之外，同時肩負

著教學及研究的使命。心臟中心的成員除了參與

總院的優良傳統床邊教學外，對醫學生及住院

醫師又愛又怕的心電圖判讀，每週下午半小時的

病例測試及實例講解，深獲學生好評，目前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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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內科也開始實施‘心電圓判讀教學" 。研究 各醫療科部及行政部門全力協助，常以 μ分院"

方面，幾乎每一位主治醫師在分院經費支助下 為念，才能成為“雲林縣及附近地區民眾最信賴

均有研究計畫，三個國科會計畫及多個臨床試驗 的醫院" 。

已在進行，目前以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名義發表的

SCI論文共有12篇。(本文同時刊登於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第

十四期院訊。)

從分院心臟血管醫學中心不到三年的成長

過程來看，醫學院陳定信院長及總院林芳郁院 (作者你母校醫學系 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雲林分院副院長

長時常耳提面命台大人的可愛及可敬的“使命 兼健康管理中心及心臟血管醫學中心主任)

感"展露無遺，“中台灣的台大醫院"需要總院

(一)資格: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1.具有教育部認可大學職能治療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此資格於97年l月4日前

取得)。
2.具有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執照者為佳。

3.五年內曾發表職能治療學相關領域之S口， SSCI論文。

(二)工作內容:負責本學系精神領域職能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含大學部及碩博班之

課程)、研究(含研究生之指導)與服務。

(三)檢具以下資料的民本一份皮電于檔光碟一份) : 
1.履歷表、相關學位及證照證明

2.著作目錄(含抽印本或論文)

3.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4.推薦函兩封

5.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

備誼: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

專任教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 flperson/ 
html/form. htm1 下載相關表格。

(四)截止日期:民國97年l月4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五)寄件地址:台北市100徐州路口號4樓 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林克忠主任 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連絡電話: (02)3322 -8183 傳真: (02)2351-1331 
網址: http://w3.mc.ntu.edu.tw/-ot/ 
聯絡人:郭文雀小姐 (E-mai1:kuowenc@ntu.edu.tw) 

(七)預定起聘日:民國97年8月 l日

2007年十一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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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種

2006年10月 15日，我利用內科專科醫師甄

選委員會口試完之後的時間，應陳院長之邀，參

觀過去一年多以來，他花很多時間與心血一直在

規劃籌設的 「杏園計畫區」 。 陳院長有建造杏園

的想法，其實我在多年前就知道 ， 因為過去在台

大醫院新大樓尚未完成以前，我經常出入台大醫

院 「充電 J .或參加台大醫院內的學術討論會;

或參加當時肝炎研究中i c，、主任陳教授主持的肝

炎研討會;或在李源德教授所主持長達13年的

內科加護病房，受教於李教授;或帶個案請教連

文彬教授因此我曾有機會在醫院西址中央

「播種」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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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旁邊，在來來往往的眾多人群中，利用下午

空檔的時間，和陳院長一起喝咖啡，聽他暢談他

憐 的研究心得、人生際遇、院內動態、台大醫學院

學術地位如何提高的問題..... 。之外，他也談到

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像外國出名的研究機構一

樣，有理想的場所可以讓師生腦力激盪，提升人

文氣息，而不必在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中央走

廊，克難式地擺起小桌小椅才能喝咖啡。

前些時看完位於基礎醫學大樓二樓行政

區，電梯出口右側的200坪雜亂無章的「杏園計

畫區J .在回台南的飛機上，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

幫助母院，使這一件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工作更

加完善。 因為我多年以來一向認為，母院要擠身

世界頂尖醫學院之林，除了要有可以給學生良好

2007年十一月



身教與言教的老師群之外，優良的設備

以及可以改變學生氣質的環境，也同樣

的非常重要。雖然我明白陳院長所肩負

的阻力、重擔，是非常人所能承擔的，除

非具有超人的抗壓力、毅力以及對理念

的堅持，是不易成事的。

聖誕節前，有一天我無意中，在整理

舊資料時，找到王秀才己先生的作品集，翻

開一看， I播種」立刻映入我眼簾'並且

非常的吸引住我。我沉思良久，頓時拍案

叫絕，坐在旁邊一起看這作品集的內人，

也立刻鼓掌叫好，我們於是決定把這個作品贈送

拷種
為題:這母院培育之處且敬佩

陳定?言院士院長1王內對醫學教育

卓越貢獻謹捐贈王秀才己先生2月雕
作品「播種」以示母院教育理:定
代代拘傳生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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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ing 
Hsiu-Chi Wang 

This copper statue is dedicated to our alma mater in 
token of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sound and wonderful 
education we received before, and also in honor of 
Professor Ding-Shinn Chen, Dean ofthe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Academician at Academia Sini間， for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edical education. Over 
many years he has painstakingly sown on good soil 
seeds that produce an everlasting crop. The mission 
and vision of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ill thriv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Liang-Cheng Hahn , M.D. , Ph.D 
Fang-Chih Kong Hahn , B.A 
Alumn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 ty 
March 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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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圓合照

給母院的「杏園」。

從那一天開始，只要一想到這件事，我就↑

然地感到非常白的甘「興奮」尸，想不到，我把贈送事宜

告訴陳院長之後的兩個多月則(仁二月九日，星期五)卜, 

他在電話中告訴我，他也一宜處在「興奮狀態態、」尸, 

只是沒有向我講起罷了，這件事使我們在電話中

也不禁「會心地」 開懷大笑 。

二月六日，陳院長親自和杏圓規劃委員會召

集人蕭裕源教授、湯月碧教授、施庭芳教授.....

以及陳院長極得力的助于林俊發秘書等一行人，

一起到陽明山王秀把先生的工作場所看作品是

否「合適」。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問陳院長感覺

如何?他說 I一行人都一致認為很有品味，也很

合適」。至此，我就非常的安心，也從心底感謝這

些杏園規劃委員們一年多來的辛勞。

三月二十日在陰雨中，我麻煩林俊發秘書帶

我去陽明山看過這件藝術品。當天我撐著雨傘，

在陰雨綿綿中，在刺骨的寒風中，凝視「農夫」

很久，似乎是看到「汗水」 交雜著雨水從「農夫」

鼻尖，也從下巴，一滴一滴的流到他播種的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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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在心裡說 ，辛苦了，陳院長 ! j 。上 。 而作品臉上展現的「期待」、 '1言心」 與「不畏

艱難」的神情，不正是母院台大醫學院之所以有

今日的最好寫照嗎?過去許許多多我們的前輩們

辛苦播下的 「種子j ， 最近幾年陸續在「開花」 、

「串吉果」 。當然 ， 我們這一代更要負起責任，使母

台大醫學院110週年院慶當天，在接受母院

給我的感謝盾牌時，我心裡想 ，母院給我的培

育之恩，不是言語或物質所能替代的，但願這個

院的教育理念 ， 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 『有形的銅雕.Jl '可以帶給母院『無形的力量.Jl ' 

引領學弟學妹們邁向世界醫學頂尖之林，藉以造

福人群 ， 增光母院」 。 再者，院慶當天李校長致

詞時特別提到，台灣大學雖不及醫學院長久，卻

也已有78年的歷史;無獨有偶的是，我從父親接

手主持的「台南韓內科j ，正好也已存續78年了，

而且從家父誕生之年算起， 他今年也恰好是滿

110歲了呢!

到三月二十三日 ，銅雕定置於杏園之後 ， 我

也情不自禁的去 「偷看」過兩次(陳院長很忙， 我

不敢打擾他或事先通知他) ， 好像是量身定做的

一般，很合適地站立在目前所放置的地方 。

四月十二日，院慶的前一天下午6點50分，

陳院長才剛回國(赴西班牙開會 ， 聽說在飛機上

的時間比在西班牙的時間長) ，就立刻打電話給

我，說，perfectj 、 'feeling非常的好」 、 「... . . .」 '

(作者你母校醫科 1 96 0年畢業 ， 現於台南開業及擔任台大景

福基金會董事)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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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牙醫學系暨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若干名

一 、 應徵資格一)具中華氏國牙醫師執照者 。
(二)具國內外牙醫專科醫師資格且有臨床 、 教學及研究相 關

經驗四年(含)以上者 。
(三)具有生物醫學相 關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者優先考慮。

二、工作內容:負責牙醫系部所相 關領域之教學、 研究與臨床服務 。

三 、檢具資料一)1.個人履歷表
2 . 著作目錄及近三年主要代表作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表格請至http://d e n t istr y .
mc.ntu. edu. tw下載)

(二)1.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

四、截止日期: 96年 1 2月 19 日下班前寄達牙醫學系辦公室 。
五 、 預定起聘日期: 97年8月 1 日
六 、 聯絡地址: 100臺北市常德街一號

台大醫院牙科部林俊彬主任收 。
七、聯絡電話 : 886-2-23 1 23456轉6856 呂娟 馨小姐
傳真: 886- 2- 2383 1346 
E-MAIL: j s l e u3@ntu. edu.tw 

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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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天過-天，不用想明天」
九十五高齡郭金塔健康人生觀

文。鄭功賢

郭金塔卻認為，長壽不是只有現代人才喜好追

求的，距今二千三百年前的秦始皇就曾派人四處

去尋找長生不老偏方 ， 然而縱使貴為帝王的他生

命終歸還是要結束。郭金塔表示，生命的問題很

深奧，除了自然科學之外，還涉及精神科學、生

命科學等層面，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基

本上，他認為，自然和精神科學都會對人的生命

產生影響。

醫學院110週年院慶典禮演講照 對中國易經、老子、道教、佛教都相當深入

研究的郭金塔，特別舉了兩個自己親身經歷的例

健康養身、長命百歲是人人關心的話題 ， 但 子，其中之一是，在他六十二歲那年，曾給南部一

今年高齡九十五的新海瓦斯董事長郭金塔卻認 位出身屏東潮州的知名算命師算命，該算命師鐵

為，生命的問題很深奧，不是簡單的自然科學所 口直斷他至少還可以再活三十五年 ， 當時他半信

能解決，其中還包括精神(心靈)科學、生命科學 半疑，心裡想六十二歲再加上三十五年 ， 那不是

等問題。 已經快要一百歲了，可能嗎?

本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醫學 另一個例子是，有一年他的好友，前省議會

博士，一九四三年就在台北圓環設立郭外科診所 議長、士林電機董事長許金德病重，在榮民總醫

開業行醫的郭金塔，今年已經九十五歲，但是他

走路不用拐杖，身子非常硬朗，說起話來控鏘有

力，每天還到位於台北縣三重市的新海瓦斯公司

上班，並大量閱讀中、英、日，甚至是德文的書報

期刊，是一位具體實踐活到老、學到老，樂觀又

開朗的老人家。

忽然和精神科學都會夠生命產生影響

雖然自己學醫，但是博學多聞、涉獵深廣的

2007年十一月

郭金塔校友接受八月財訊雜誌健康人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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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昏迷了一個月，當時許家親朋好友都很擔心， 晚上約十點半上床睡覺，早上六點起床的郭

於是他和許金德的女兒許淑貞等人便跑去淡水 金塔，每天在睡前會邊看日本NHK新聞，邊喝法

三芝的天元宮(當時規模很小)求神問朴結果獲 國波爾多的紅酒八十到一百西西，他說，英國有

得神明指示，許金德會在下周一醒過來，當時眾 一位大學教授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現紅酒含有

人均半信半疑，後來許金德真的在神明指示那 豐富的酵素，因此，每天少量飲用有益健康 。

一天醒過來，並且又多活了兩年才往生。

另外，每天早上郭金塔習慣會喝一杯用上等

郭金塔說，這兩件事讓他這位學自然科學的 夏威夷咖啡豆煮成的咖啡，再喝一點蜂蜜檸檬

人不得不相信， 宇宙間存在著某種神力，不過， 水，配上幾片麥芽糖餅乾 。

他特別強調，要相信神的存在，但不能迷信，人要

多做善事，而不是去求神明賜給你健康長壽或 重視預防勝於治療的郭金塔，會請醫師事

讓你賺大錢 。 先其他調配好感冒、怯瘓的藥， 一有症狀出現，

他就會馬上吃一包預防 。不過，郭金塔強調，藥

不是好東西，不能亂吃，千萬不能把身體當成是

雖然人的生命問題不是自然科學就可以解 藥櫥，他說現在有些醫生很沒有醫德，經常會要

決，不過，郭金塔仍然強調，規規矩矩生活對健 患者亂吃藥、亂開刀，結果小病都變成大病 。

康養生還是很重要，如果不規規矩矩生活，再好

的名醫也救不了人的生命，像他從不挑食、甚麼

都吃，卻只吃八分飽，不會好吃就一直吃，因為好 另外，郭金塔認為，人的習慣往往也會造成

吃多吃，急性、 '1雯 '1生病就會跟著來 。 許多疾病，例如喜歡吃鹹的人，容易得高血壓，

肺癌則和抽菸習慣有關，愛好喝酒的人肝則容易

還有台灣人向來流行吃當歸、吃人摹補身 出問題等等，因此，只要生活習慣改變，就可以減

子，更有人則習慣吃維他命C等營養食品，但是 少疾病的發生 。

郭金塔對於這些補品一概敬謝不敏，他說，日常

生活當中所吃的蔬菜、水果，已經含有豐富維他 郭金塔特別舉日本東北地區一個村落為例

命C等營養，不需要再吃這些補品 。 表示，由於該村落的人經常使用酷潰物，結果經

過日本醫學界追蹤發現，該村村民得胃潰虜的比

對於運動的看法，郭金塔表示，過度運動不 例很高 。 因此，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或喝過量

能讓人長壽，運動只要適度即可，像他每天早晚 的酒等等，那麼用自然科學的智慧便可以解決健

會做簡單的甩手及扭腰運動，每次甩手三百至 康問題。

五百下，這樣可以幫助消化，扭腰則可以強化脊

椎骨;有時候他也會到住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或 對於現代醫學研究持續在關注的郭金塔表

到陽明山兒子家中種種蘭花、澆澆水，因為那裡 示，目前已經有很多研究報告顯示 ' DNA (基因

有上上下下的階梯，可以達到運動作用 。 )和人類疾病的產生及壽命有關，例如有些人的

DNA特別容易引起糖尿病、心臟病及癌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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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一種藥物對於不同人種或民族所產生的 別人、多做一些善事，那麼你高興、他高興，大家

藥效也會所有不同;諸如此類的自然科學研究， 都高興，社會就很祥和 。如果今天企業家有錢就

對於人的生命都會產生一些影響。 去找美女跳舞，那麼賺錢對於整個社會的意義

其實是負面的 。

不過， 郭金塔認為，人除了要活得健康之

外，也要活得快樂，如果活得很長壽卻不快樂 ， 自稱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和平愛好者的郭

又有何意義?因此，擁有正確的人生觀很重要 。 金塔表示，其實一個人賺的錢多寡不重要，夠用

以前經常會出國旅遊的郭金塔表示，人生的目的 就好，人只要能夠知足就會很快樂，他特別引用

是快樂，不是為了賺錢或當總統，因此，應該多 今年已經九十九歲的日本和尚松原泰道一句話:

找一些時間去享受世界文明、文化，全世界擁有 「一天過一天，不用想明天，過好日子就好。」來

這麼多美的藝術品、建築物及音樂，要懂得去欣 詮釋他豁達的人生觀。

賞，人生才有意義。

(轉載自財訊月刊8月份專訪)

對於台灣當前社會一切向錢看，大家都在

爭逐名利的現象，郭金塔語重心長的表示，賺錢 (受訪者郭金塔校友你去北帝國大學的屬醫學專門都 1937年

雖然很重要 ，但一定要懂得運用，例如多去救助 畢業，現任新海瓦斯公司董事長)

'í 、
臺文醫學鵑單單單.請個事值教師敢看

、

(一)應徵資格 : 1.具護理學及相關學門博士學位

2.具獨立研究能力，且能勝任護理教學
3 .專長為產科護理、社區護理、精神科護理或護理行政

者優先
(二)檢具資料 :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經歷、專長領域卜最商學歷

證書影本，教學及研究計劃書，最近j年著作目錄及3年內
主要代表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各L份及推薦~3封 O

( 三 )截止日期: 96年12月 31 日(寄達日期) 0 

(四)起聘時間 :97年8月起聘 O
(五)收件地址 : 100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護理學

有~ 11 '戴玉慈主任收(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聯絡電話 : (02) 23123456分機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 : (02) 23219913 

E-Mail : yut z u@ntu.edu .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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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事刻意諸事吉緯

在豬年首先想到的， 當然是舉世聞名的老

「豬」宗 「豬八戒J '在西遊記四大主角中扮演丑

角的老豬，性喜漁色，雖蒙「唐三藏」賜法號 「八

戒 」 以期刊度」入正途，不過直到取經返唐完成

任務，始終不改其 「嗜酒好色劣行惡好J ' ，-天生

傻氣 J '依舊保持超 「豐滿」身材，擺頭晃耳，我

行我素，不作假不虛偽，卻又不失素樸天真 ，廣

受不分年齡層的歡迎喜好 。受其尊容，言行，德

性之累，他的子子孫孫永遠無法擺脫諸多 「罵

名 J '應是「豬八戒」老兄始料所未及:於是「豬

哥」 一詞成為「好色J ' ，-喜歡 『虧』女性 J ' ，-很

色」的代號，像「看水查某囡仔，看駕嘴爛泡擦

擦滴J ' ，-豬哥鼻日國日國嘟J '可把一個「色瞇瞇」

的 「色男(不指色狼)J 形容得淋漓盡致，令人會心

-lll西;可是情人之間的親暱動作，被小姐暱罵一

句 「麥豬哥H搗亂局L嘟」 可更增添幾分羅曼蒂克氣

氛。

飼養豬哥替母豬配種為業者的作為，被創

造出 「豬哥賺爽，牽豬哥賺TIONJ 黃色冷笑話 。

另有一則笑話:女主人拿二佰元叫男倆人去買 ，

枝 「竹竿J '洗完衣服卻未見「竹竿J '問倆人「竹

竿」放那裡?回說「放在冰箱裡J '看到他從冰箱

拿出一個大 「豬肝J '氣他不過，罵一句 「你的耳

朵在那裡? J '把個倆人嚇了一大跳，雙手從褲袋

裡各掏出一隻豬耳朵往前遞出 ，並「趕緊」回說

「耳朵在這裡」。被斥退後，心裡還宜畸咕「找回

二十元，偷偷買了一隻豬耳朵準備晚上下酒，老

板娘怎麼會知道?J 。

24 

戴 鐵 雄

做事迷糊，舉止輕浮不正經，吊兒郎當，色

瞇瞇惹人廠等等，都可被罵 「豬八戒」 。

以「豬」罵人損人的可不勝枚舉 ，-豬腦

筋J '等同 「豆腐腦 J '就是罵人「沒腦筋」、笨，

不過多少還含些戲誰性與寬容性 ;換成 「豬頭

豬腦J '可就是頁-正的在罵人「做錯事、沒大腦」

了。

大男人主義的封建時代，太太是丈夫的附

屬品，也可稱妻奴，不識字、做錯事的妻子最常

被罵的就是「豬母」這二個字，含有傻瓜、沒有腦

袋、笨手笨腳，只懂吃、喝、拉、睡， ，-吃乎肥肥，

極乎鎚鎚J '像頭片會生小孩，不會{故事， 一天到

晚 「咕咕叫」 討飯(唸噴)吃的笨肥母豬一樣的

「無路用J '以 「豬」罵人，可是不分男女性別的罵

人意 ，-豬母」 與 「豬」 兩者當然都含有，罵人「笨」

的含意。「憩駕那像豬咧J '不再拐彎抹角而直接

罵人像 「憊豬」。

「豬頭皮炸(CHU -A)無油J '叫人不要亂炸(

亂蓋 ， 臭彈) ，蓋不出東西的。

「 月巴豬」可是背地裡偷罵肥胖又討人厭的

人，若當面罵，肯定會有事。「意豬」 、 「笨豬」 一

定是上屬罵下屬，或長輩罵下輩的氣忿語，而且

一定罵在後者做錯事時 。

不過，養閒處優 ， 吃飽飯沒事幹'既不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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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接代之責(因已被去勢) ，只懂食、喝、拉、睡的

「豬公J '卻很少被以「豬公」 一詞罵人，可能是

大男人主義時代，女人不敢頂撞，臭罵男人的關

係吧 。 不過若真的被罵 「豬公J '並不是一件好

事，君不看看被送往屠宰場待宰的，那一隻不都

是被「閹」而養得肥肥胖胖的豬公(或豬母) ;臨

死將被載往屠殺了，還狂喝猛吃，就像「七月半鴨

子」般的 「不知死活J (不像「牛」於死到臨頭，還

知道悲鳴掉眼淚)。被罵「豬狗精牲J '更非翻臉

不可。

看過 「天公生」時，蹲坐在最前面中間主供

桌上，被供獻為祭拜「天公」的主祭品，張口咬

著一隻「相子」的超重大肥 「豬公」吧!這個豬公

司咬相子」的景像，在筆者小時候卻被引用為暗

指 「外省人」為「咬帽子的J ' 一看到外省人來

了，一定有人會說 「咬村子的」來了(當然含有 「鄙

視」之意) 。 這當然其來有自:臺灣被日本統治

時，日本人譏罵臺灣人為 「清國奴(CHIANG CO 

RO)J' 我們拿統治階級的日本人沒辦法，不敢明

目張膽，罵「日本狗J '只好背地裡偷，罵日本人「四

腳仔J (人兩腳，狗四腳， 當日本人『抓扒仔』叫三

腳仔半【假日本人也】) ;日本戰敗，國民黨替聯軍

總部代管臺灣，有些「外省官僚」把大陸的貪污

劣習帶到台灣，有些外省軍人跟著幹起搶劫，強

姦惡行，弄得通貨膨脹，經濟蕭條，人心惶惶，民

不聊生:於是偷偷罵大陸來的為「外省豬J (因為

有些當時的外省人活像「豬」一樣的好吃懶做，

只會吃 【錢】、會拉 【廢物】而不做事 。 日本人雖

欺負，壓抑我們臺灣人，卻不貪污，還會建設，

所以才夠格被尊稱為「狗J ) 。不知何時 「咬柚子

的」 三個字，竟成了「大陸外省人」的「暱稱J (指

的是往日) 。

「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J '把一個人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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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不討好」的窘境描繪得入木三分 。「死豬

鎮站 J '意謂豬販死腦筋的每天把死豬肉擺佔

「豬站」上，企圖賣出沒人要買的死豬肉，導致

新鮮豬肉無法上架進帖，永遠沒進帳，暗指「尸

居其位」 者或沒用的東西不清除，無法新陳代謝

(像傷口的爛肉不刮除阻礙癒合;廢物不丟棄，永

遠髒亂等) ，形容得很貼切 。

無論如何， I豬」已經與「愚笨」、「肥胖」、

「懶散」一劃上等號， I豬哥」更成為 「告子色」的

代名詞，應是創造 「豬八戒」 這一號大丑角的西

遊記作者始料所未及 。

其實 ，豬的天性溫順、敦厚、善良、「失日足」、

與世無爭;幾千年來，一直認命的，毫無抗拒的

被圈飼在「豚舍」 內，默默的、毫不居功的將肉體

全部提供給人類佐膳 。 除了「回教徒」與 「佛教

徒J '不分種族、膚色、男女老幼，在三餐中，營

養佳舖裡，豬肉與其內臟都幾乎是不可或少的 。

豬的全身上下裡外，皮肉，腦、心、肺、肝、脾、

腎、膜、大小腸(大便除夕十)、生腸、 生瘟器、尾巴、

耳、鼻、舌、豬頭皮(最好佐酒料) ，前後大小腿與

豬腳，都是一級營養品，而且無論是蒸、煮、炒、

炸、傲、煎、烤、嘿，以豬為材烹飪成的佳錯都能

上桌成珍品;尤其一定要食用「豬腳麵線」才能

去霉運、除晦氣，走出陰霾，迎向光明，步上坦

途。

在兒童漫畫卡通影片中，打著蝴蝶結，穿

紅白條格子襯衣，黑裙子，裝扮清新，天真無邪

的「豬小妹J '可是蠻討小朋友喜歡的。以前於

戰爭物資缺乏時，豬皮還被利用於製皮鞋，豬毛

用於造毛筆呢 。 雖然現代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高，

為了怕「膽固醇」 找上門或體重略增而極度排斥

肥豬肉，然而古往今來，在維持人類的營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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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豬油可佔有重要的一席 。用豬油炸的料理特

別香，尤其拿豬油攪拌成的「乾(TA)麵」 聞起來，

可香得叫人宜淌口水。

除了稻米雜糧外，豬也是農民的重要經濟

來源 。以前還沒有農保、健保時代，上筆者診所就

醫的農民 ， 十有八九都除欠醫藥費，不過他們都

很老實 ， 養肥的豬一出 「朝J (牛墟也) ，售豬的錢

一入于，馬上會前來清償積欠的醫藥費。

古俗婚娶，迎親時男方必需送「豬平J (一頭

豬的一半叫豬平)給女方宴請親友，並宣示女兒

已出嫁，才能娶得佳人歸 : 若碰到「鼎真、龜毛」

的女方，還當場「稱斤磅兩自缸，若與約定的斤兩

有失，非得立即上就近的市場買足豬肉補送，否

則不准佳人跨出鬥檻 。

總之，無論褒貶，豬與人類的關係太密切

了，在數說牠的劣根性之餘，時逢豬年，也要記

起牠的優點，特為文替其導正，恢復應獲的讚譽

與掌聲。

(作者像母校醫科1 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開業戴外科婦產

科診所)

哥哥為醫訊捐款贈閱單

國外校友使用 國內校友使用

口捐款 US$ 25 元以」二:贈送醫訊 12期 口捐款 NT$ 600 元以上:贈送醫訊1 2期

口捐款 US$ 50 元以J二:贈送醫訊24期 口捐嘉欠 NT$ 1 .200 天一以」二 : 貝曾 i乏莘莘三孔24其月

仁立捐是欠 US$500 元4 以 J二:才t久貝曾￡送醫三R 亡3揖是文 NT$ 1 0.000 元4 以 J二 : 才已久貝曾主主三岳苦苦氏

才i司主欠 日 Jt月 年 月 日

國外校友注意事項

以美金支票捐贈(抬頭請寫 Taita Jing-Fu Me d ical Foundation ) , 
請填妥捐款贈閱單連同美金支票寄回。(本會地址 1 00 台 北 市 中正區常德街 1 號)

我想 口 捐款 + 贈閱景福醫訊 口捐款

簽名

口 醫訊寄送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校友編號

主這三氏主也 起上

電話 (0) ( H) 

Fax:(O) (H) 

手機

e-mail 
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畫才 拓奇 +長最危 0 141 0009 戶名:台大景福基金會

。有關醫訊寄贈問題，請聯絡 (02)237卜7818 黃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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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r~年@風.J'"曲

二00六年除夕，在NH K每年依例舉辦的

「紅白歌合戰」盛會中， 受過正規聲樂訓練之

男高音歌手秋川雅史的一曲 「化作千百縷清風

.... . .J 引起了廣大的迴響 。之後，他和其他歌者

經常演唱此曲，可說在日本全國各地都引發了共

鳴。由於歌詞大意即在強調人死後就是歸返大

自然，故已無處不在，不會單處墓中，加上其曲調

優美感人，大有異於一般流行歌曲，因此每次的

演唱，都安慰了無數喪失親人的、原本愁苦萬分

的日人。

據傳歌詞原文，係來自一位在北愛爾蘭服

役的23歲英國士兵 。 他在一次出任務巡邏時，不

幸被恐怖份子的炸彈炸死了，但悲傷的親人卻在

他的遺物中找到了這一首詩，而且這位士兵也吩

咐大家要寬恕敵方，不必急於報仇 。 這件事感動

了所有得知此事的人，因而傳遍英國各地。日人

新井滿將該詩意譯為日語，並配上旋律，由男高

音秋川雅史於去年底的「紅白歌合戰」時首演 。

此曲的成功，在於不只新井所譜的曲調旋律感

人、動聽，他自己所譯的歌詞也順暢易懂，可謂

詞、曲一氣呵成，推出後由秋川一唱成名， l旬屬

必然 。

值得注意的是，在聖經路加福音第二十四

章，也有如下類似的情節敘述: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

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見石頭已經

從墳墓輯開了，他們就進去 ，只是不見主耶穌的

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

... 。 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

活人呢?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

2007年十一月

韓良俊

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 (第一節至

第六節，部份省略) 0 J 可見在基督教思想中，早就

有和該詩一樣的信念 。

筆者試譯日文歌詞，甚望多少也能撫慰因

喪失至親、好友而痛苦萬分的本國人士心靈，其

歌名和歌詞如下:

化作千百縷清風......

請你不必在我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裡'並不在那裡長眠，

已化作千百縷清風，

在那浩大的天空，

到處吹拂;

在秋天，我會變作光，照在田野，

冬天我變成鑽石般，閃亮的白雪，

清晨的我是鳥，喚醒沉睡中的你，

夜晚是星辰，一直守望著你;

請不必在我墓前哭泣，

我並不在那裡，我沒有死，

已化作千百縷

無處不在的清風，

正吹過那浩瀚的天空;

千百縷、千百縷清風

在那浩瀚的天空，

到處吹拂;

化作千百縷無處不在的風，

就在那浩大的天空，

吹過各地!!

(作者你母校牙醫學系 1962年畢業，現任母校名譽教授，行

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痞症防治政策委員

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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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什置面，但彈問

Kusadasil Ephesus 

離開烏克蘭後，遊艇經黑海、愛琴海， 差不

多一天一夜的時間，到達了土耳其西海岸的旅遊

港口庫什達西 。船停泊後可看到與海岸聯接的一

迷你島，名 "鴿子小島H 一這也就是庫什達西的字

義 。上有一十六將紀建的防禦敵人的堡壘，和一

個紀念碑 。 當然，如今旅客比鴿子可要多了!在

碼頭對面是一個極大的購物商場，內有各式各色

的土耳其特產，如皮貨， 地毯，銅器，于飾等，正

是旅客們施展還價技巧之處 。

趙汪宗奇

庫什達西因它的地理環境優勢，使它在歷

史上成為歐亞通商主要港口之一 ，又是個海邊度

假的勝地 。 但更因此城附近古跡甚多，特別是保

存非常好的厄弗所古城，它是顯示古羅馬輝煌建

築 ，遺跡的經典勝跡 。此地又是個基督徒朝聖之

地:有聖母瑪利亞度她晚年的故居，聖若望門徒

大殿遺址，和聖保綠宗徒宣講福音的足跡 、場地

等等。

Library at Ephesus , Turkey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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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一行預定用半天的時間參觀聖母的家

和厄弗所兩地 。 登上巴士前就看到導遊法思先

生 ， 他曾在伊斯坦堡帶領過我們，這次特搭機來

此再度為我們服務 。 在異地見到熟面孔，加上{也

是個非常有經驗的老手， 1更大家非常高興 。經過

大約半小時的鄉村式的路程，我們車子漸上了博

伯爾山，到達了一樹蔭遮天、兩旁非常整齊的大

道!下車後，慢步前行時一邊想像兩千年前聖母

來此時的心境、景象。一邊也猜測在前面的她的

居所是怎樣的?很意外，原來這羅馬式的石屋非

常的小，只有兩間是向大眾開放的。不像是個"

家而更像是一個小祈禱室和更小的側室。

經過兩位教宗: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二世親

自探訪，此處已正式成為朝聖聖地。正如法思先

生所說，不論聖母的確在此居度她的晚年與否，

這謙卑、單純、安靜又充滿著尊嚴的地方卻是當

今促進回教徒和基督徒溝通、合一的場所 。瑪利

亞，這位"主的牌女不拘人視她為天主之母，

或先知的母親，她繼續以她的順服、溫良、卑微

帶給朝聖者祝福並鼓勵，讓他們也能在平凡的生

活中經驗到不平凡的派遣和使命，且懷著信心說

"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 " (路 1: 38) 

向南約十公里外的厄弗所古蹟則帶給人完

全不同的印象。它使人聯想到歌舞昇平 、 偉大、

華麗，甚至於奢侈的羅馬帝國文化的，風俗民

情。也幾乎可以聽到馬蹄轎車行走在寬大的大

理石道的韻律，和男女老幼歡笑、談話、交換物

品的聲音 。 啊!遇到大節日，全城;二十五萬人的

十分之一一 ，兩萬五千居民，在公元前第二世紀時，

就可以集合在山腳下的大劇院裡、慶祝、聽講，

商店、藥房、公共廁所、澡堂，設備齊全，方便有

序。那高達數層樓的賽爾習恩圖書館有難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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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壯觀，尊嚴和堂皇。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

那樣的讓人回味，依依不捨 。

各處的壁畫、細瓷磚地、百餘大小圓柱，精

巧又雄偉的建築設計，實用又微妙的科技(如澡

堂的熱水，廁所的排水系統) ，讓人驚嘆不已 。 雖

然這裡發掘的歷史已近一百年，仍經常有新的發

現和研究。也更使人了解希臘、羅馬文明帶給厄

弗所人的影響。不錯，這極負盛名的古城，小亞

細亞的海港，是各民族文物薔萃的地方。在公元

初期，它又是羅馬帝國亞細亞省的省會，難怪聖

保祿宗徒曾三次來此傳教，在公元54-57年，建

立了厄弗所教會 。

從聖保祿寫給厄弗所人的書信中可看出他

對此地人的關懷和祝福，同時也預言、警惕以後

的異端邪說 。我們不難看出他怎樣應用當時的環

境，奧妙的解釋出聖三的道理因為藉著帕，我

們在一個聖神內，才得以進到父面前。所以你們

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

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

基督耶穌白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祂，整

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

聖殿;並且靠著祂'你們也一同被建築 ，因著聖

神，成為天主的住所" (弗2: 18-22) 

這番精言勸告厄弗所人在個人地位上要保

存心神的合一 ，並勉勵修德成聖。也正是法思

先生離別前向我們這群幸運的牛家班人，或"世

界人"的挑戰:

剩餘的歲月裡，留下一些不朽的痕跡呢?"

(作者為越振大校友遺婿，現任職香港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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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興趣誼
(l O/27) 

詹靜貞

二十七日清晨七時抵達雅典，大船靠岸，停 手中搶來麥克風將大家從夢鄉喚回雅典來， 他

泊在希臘第一大港Pireus o 急中生智由旅遊手冊中摘讀及組合，簡短的把

昨日已被周導遊再三叮嚀過 ， 所以全體陽光

旅遊團團員在八時半已分別上了二部遊覽車出

發去雅典做一日遊 。

今日的導遊小姐叫Theado悶 ，是位年輕貌

美的希臘人。一開始向大家介紹本地的地標及民

情風俗 ， 就讓人覺得她的英語聽得人像在霧裡看

花 ， 似懂非懂，只因她閱歷太淺，英語也不十分

熟練，比起土耳其的導遊Fatih真不可同日而語。

希臘歷史向大家報告，活絡了這段去Temple of 

Poseidon車程的氣氛。 這位小姐雖然知道她的

說明會使人墜入夢鄉，但她仍盡心盡力的在解

說他們三千多年來，這裡發生過許多輝煌的征戰

興衰之歷史及文化要點 ， 給這群老智牛聽，就這

一點執著已讓我很感動。

大約十點半車子終於停泊在 Cape

Sounion 。 這裡是Poseidon Temple的岩山腳

下，這個海角是歐洲大陸的最南端。導遊帶大家

爬上石階陡坡，到達山崖半島上 ，只見十六條沖

遊覽車沿著海岸線向東南行駛 ，經過擠車 天巨石柱，豎立在曾經是雄偉壯大的海神殿遺

又擁塞的現代化市區，車子顛沛行駛了近過把 址上。後人只能憑想像去推敲這神殿曾在此享

鐘頭，大家還不知身在何處。急得陳傳峰由導遊 受過希臘人祭品巴膜拜的盛況。我們走到南端山

Acropolis , Athens, Greece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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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崖邊，遙望碧藍的愛琴海上 ，隱

約可見數座島嶼輪廓，這裡就是愛

琴海得名之處。

這個故事說的當然是公元前

的事了，年輕的雅典王Aegeus與

鄰國克里特島之王打戰，結果被打

敗，因而簽訂下條約，強迫雅典人

每年送交童男童女各七人，押送到

克里特島去餵食直在傷害當地人

的人身牛頭怪獸 Minotaur 。 一直到

小王子Theseus長大成人後， 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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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為民除害 。 荷馬史詩裡提到的為搶回那 "一笑沉千船，名字

寫在火焰上" 的海倫 ， 害得斯巴達與特洛城苦戰

這年他參雜在十三名少男少女之中，被送 十年的英雄人物 。

到克里特島去做祭物 。 他們到達後就被關進

特備的宮殿裡'克里特島的公主A riadne看到 中午我們被帶去希臘餐廳吃風味餐，看到

Theseus長得英俊瀟灑，就決定設法相救 。 到深 滿桌飛舞的蒼蠅 ，我頓失胃口 ，雖然飢不擇食，

夜裡公主悄悄遞給他一線軸和一把短劍，告知使 但也記不得吃了什麼好菜，只慶幸沒有拉肚子。

用方法，叮嚀事成之後請勿忘我。第二天這群童

男童女被送入一座神秘的迷宮，入宮前Theseus

就將線軸偷偷去在門後，經過無數叉道及十字

路，走到晚上才到了人身牛頭的附近。當身高二

倍於常人的怪獸衝過來要吞食他們時 ' Theseus

拔劍砍斷它的一條腿，然後以亂劍刺中它的要

害 ， 妖怪當場死亡。 Theseus 帶著十三童男童女

沿著線素回到入口處，公主已備好船隻要跟他

們同回雅典。大家上了船， 一帆風順的漂流到那

克索斯島 'Theseus跟同伴們決定上岸去遊覽

島上風光 ，只有'Ariadne想在海演小睡休息。這

Theseus雖是智勇雙全的蓋世英雄，但對救他命

的女人卻不講信義，趁她熟睡時偷偷帶著同伴

們揚帆而去 。可憐的Ariadne-覺醒來卻找不到

Theseus等人，就傷心欲絕 ， 還好有酒神巴卡斯

來相救，她詛咒Theseus要受懲罰。

話說Theseus離家時與父王約定 ， 去時船

帆上掛黑旗，殺了妖怪平安回來時要換掛白旗，

這王子急著要逃離那克素斯島 ，忘了將黑旗換

成白旗。 Aegeus王天天望眼欲穿不見掛著白

旗的船隻歸來 ， 以為愛子已死 ，就在Poseidon

Temple的地角上跳海自盡，因此這海就叫

Aegean Sea ' 而這1\7.王子後來雖然做了雅典王 ，

終其一生都在懊悔中渡過 。

我在此海角沉思瞋想著在這一帶海洋 仁曾

經出沒航行過的希臘神話裡的角色，尤其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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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二時許，大家坐在車內觀光市區及奧林

匹克運動場後，就被帶到Acropolis的山腳下 。 抬

頭往岩山頂上瞭望，只見有座曾經是巍峨又龐大

的神殿之石柱骸架，高高在上 。 我們這群老當益

壯的牛幫團員，個個奮力爬了近200石階， 到了

女神殿(The Parthenon)前 ，我已氣喘如牛了。

眼前只見許多沖天巨石柱聳立在看似方型

的殿基上 ， 橫頂著石樑殿架 。十五年前來這裡

時，只見許多破斷石柱，橫躺在根根石柱之間 ，

如今舊地重遊，希臘于民已將古代此殿的風華雄

姿修補出壯觀的輪廓，只因修復工程仍在進行

中，無法瞧其全貌。

Acropolis是古希臘人的宗教，軍事防禦及

衛城聖丘 ， 只因山高岩堅，約在公元前五世紀時

希臘人決定在此山頂上建造大理石宮殿，以便

供奉賜給他們國泰民安之神 。 據希臘神話之說，

自從宙斯推翻他老子(Cronus)克羅那斯神朝後，

就把宇宙的統治權改成三分天下。他自己則是天

帝，總管天下大事 ， 大弟Poseidon管海洋 ，二弟

黑地斯(Hades)管冥府，其他還有戰神 ，愛神，太

陽神，農業之神等等 ，湊成十二天神，而雅典娜

是天神之一 。 據說她以金盔鐵甲姿態、從宙斯的

前額生出的 ， 所以她是一位智慧神兼戰神又是國

家保護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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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希臘人正苦於不知選何方神聖來鎮防 的觀看Erecheion神殿的女神列柱及維修中的

希臘半島時，來了Poseidon和Athena ，二大天 殿廳，在匆促中跑 F石階衝進左近的博物館 ， 只

神 。 Poseidon就向當時仍過著簡陋原始人生活 見許多古時被供奉在神殿裡的雕像，有神話述

的希臘人說"此城要用我的名字命名，尊奉我為 說中的人妖及男女神們俊美的裸體石雕。

守護神，我將賜你們船船和金銀及其它財富

雅典娜卻說"此城若用我的名，我就賜給你們 只恨時間苦短，匆匆跑下山崗，經過那圓形

智慧 ，及做你們的守護神"。經過大家商議後，當 劇場，也只在鐵絲網外瞄一眼就趕上車。四點半

地人民請求二位大神展示及比較所賜寶物的優 大家都回到船上，六時一刻先生太太們西裝革

劣， Poseidon變出好幾匹白馬，可是當地人不會 履 lOrion餐廳被伺候享用全套西餐。餐後全體

用馬， 不承認這禮物的價值，而雅典娜舉起長槍 移陣到戲院去看Direct from Las Vegas Show 。

往地上一刺 ，立刻就長出了枝葉茂盛的橄欖樹， 十一點夜深人靜，我問房靠在床頭，由小窗口內

當地人認為在這山脊岩丘之地，能種出這種樹很 眺望|造船逐波的浪濤，耳聽輪機轟隆的節奏漸入

寶貴，就擁她做保護神並用Athens做城名，其 夢鄉 。

她在岩石山頂上建造神殿供奉祭拜她。

(作者為江松lfr-、校友夫人，前台大醫院外科護士，王見退休

只因大船五點要開航，我們就近走馬看花 Greenich, Connecticut) 

_， Ih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仿勿仿仿~/h仿仿仿仿仿仿仿衍。4:..

11 1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 三

誠徵講師級教師壹名
(一)應徵資格: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資格;具備國內外臨床病理專
科醫師資格者為優先 O

2 具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忱 。
(二)檢其資料:

1 履歷表及相關學位證明 。
2 _ 五年內著作目錄並附重要著作抽印本 。
3 未來教學、服務及研究計畫概要。
4 學術相關人士推薦函兩封 。
5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

(三)截止日期 :96年12月 15 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地址: (100) 臺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i

田主任
(五)聯絡電話: (02) 23123456轉2149
傳真: (02) 23224263 
E-mail: chenhc4428@ntu_edu.tw 

可已 (六) 預定起聘日期 :97年8月 1 日 .111 
可//////////////////////////////////////////////////////////////////////////////////////////AI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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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m:勒斯Naples， Italy 

浪漫搞妮的拿不勒斯海灣，是令人陶醉的

意大利民謠的搖籃。我念初中的時候，看了一本

原文法語的中譯本小說"葛萊齊拉Graziella" 。

作者Lamartine回憶他年輕時去那不勒斯度假，

邂逅了一位漁村少女"葛萊齊拉兩人跌入愛

河，可惜天不作美，悲劇收場，造成終身遺憾 。 主

人翁筆下的海灣，和動人肺肺的愛情故事，使我

久久不能忘懷。三年前才有幸一遊這個嚮往已久

的地方，現在舊地重遊'倍感親切。

我敢說拿不勒斯是全義大利最美麗可愛的

港灣。只要看那挺秀的山崖、透綠的海水、蔚藍

的天空、悠閒的海鷗、加上成排的畫艇，我們就

不難體會，為什麼那麼多撩人的情歌都從這裡孕

育出來。

蘇士民

出來的大礁石，好像在向我們輕輕地招手 。太美

了，大家爭著拍照，捨不得離開 。

在飲食攤喝些飲料後，我們順著蛻蜓小街，

慢慢爬去後山 。石街兩旁盡是做觀光客生意的

小商店和餐館 。 也有幾家高級旅館 ，每夜收價

300元美金以上。一間古老的小教堂Saint Anna 

Church躲在小咖啡廳的後邊。奧古斯都花園

Augusta Gardens是小島上最美麗的景點之 , 

各色各樣的奇花異木，把花圈點綴得好像人間

仙境。德國工業巨豪Fredrich Afred Krupp在花

園旁邊，蓋了一座小古堡 。 據說，從古堡客房下

望250公尺下面的海灣，有全晶最漂亮迷人的景

色。可惜古堡巳經封閉了好幾年， 一直在整修。

坐纜車下山後，我們乘快艇前往蘇連多

我們從拿不勒斯海港坐水上快艇 Sorrento 。上岸後，導遊先生帶我們去一家製造

Hydrofoil' 大約45分鐘就到了Capri島。面積10

平方公里的Capri島，遠在羅馬帝國時期，已是

王公貴族的度假勝地。根據語言學家的考查，

Capri取名於義大利語的山羊。坐纜車Funicular

只要七分鐘就到了山頂。山頂上是一個小方場

Umberto Plaza' 一座古色古香的鐘塔，直立在

方場中央，兩旁都是露天小吃店和禮品店。已經

是十月底了，遊客還是這麼多。今天是艷陽天，

氣溫240( ，是典型的地中海仲秋氣候 。 從山頂

下望，斷崖下是綿延不絕的海灘，從*霧中浮現

2007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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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神展臣， Pompeii Ruins , Italy (10/29) 

音樂盒Music Box的商店，一位工匠示範音樂盒

的製造過程給大家看。店裡出售的音樂盒標價

都很貴 ， 沒有人購買。 中餐就在附近的露天餐館

吃小牛肉 ，喝當地的紅酒和白酒。被洪賢明灌了

兩大杯紅酒，站起來時已經輕飄飄了，蘇連多海

灣在醉眼裡變得撲朔迷離，更加迷人了。

去龐貝(Pompeii)的路上，車子沿著峭壁深

淵走， 一山繞過一山。狹窄的公路是從山腰切

出來的 ， 非常驚險。左側是懸崖深谷和險峻的海

灘，時而暗礁冒出水面，令人想起荷馬史詩裡蠱

惑水手的海妖石(Siren's Rock) 。過了不久，高大

莊嚴的維蘇威火山(Mt. Vesuvius)出現在海的另

一邊，遠遠就有↑聶人魂魄的威力。

來到龐貝古城(Pompeii Ruins) ' 導遊先生

又帶我們去一家製造貝殼裝飾品的商店，還是沒

人問津 ，他顯然有點失望。買了票進去看廢墟，

導遊拖著腳步，似乎有點無精打末。看了幾個景

點後，大陽已經西斜 ， 天色漸漸暗下來，走在我

旁邊的李兄開始緊張起來。最後，他終於忍不住

了， 問導遊先生為何不先去看妓女院(Lupanar) ?

老先生眼也不抬，回答說妓女院在整修， 不能

參觀。李兄心有未甘， 回美後查究，發現老先生

說謊。其實，最有趣的春宮壁畫不在妓女院，而

34 

是在House of the Vetti '李兄想看的Portrait of 

Priapus就在那裡 O

史據，龐貝城在公元前9世紀巳經存在，小

城幾度易手，其中，受希臘的影響最大。羅馬於

公元前三世紀攻佔小城，到了公元前 80年，正式

編入羅馬屬地，賜名Pompei 0之後，小城的經濟

發展神速，很快的變成羅馬帝國有錢人的心愛度

假村 。 公元79年8月24日，維蘇威火山爆發，頃刻

之間，滾熱泥漿淹沒整個小城，沒有人知道，城

裡的二萬五千居民中有多少人逃生。更不可思議

的是，龐貝古城埋在地下達一千五百年，被世人

完全遺忘了。 一直到16世紀的時候，一個蓋房子

的工人在埋水管時才無意中發現，大規模的挖掘

工程要等到18世紀才開始。

廢墟的面積很大，坎士可不平的舊石街排得

齊整有序 ' -M~就看得出是→個有相當水準的

小鎮 。城中心有一個大廣場，面向著廣場是有巍

峨石柱的市政大廳和氣魄雄偉的大拱門。城裡

有好幾個希臘神廟，城郊有一個相當大的競技

場和露天劇院 。 街道兩旁房屋耽鄰，現在只剩下

破牆殘喧，有些房子屋頂還在 。 這個廢墟確實是

一個五臟俱全的羅馬城，處處表現羅馬文明的風

汁丈。

我們參觀了麵包房、男澡堂 、 男廁所、阿

波羅神殿 、 House of Venus , House of the 

Golden Cupids , House of Hunt , Caligula 

Arch，以及Forum 。 兩間展覽室堆滿了出士的古

物，有家庭用具、 各種銅器、藝術雕刻 、燒黑的珠

寶等等。最觸目驚心的是那幾具人和動物屍體

的石膏標本 o 這些石膏標本是從屍體直接印模

的，非常逼真，有的平躺'有的俯臥，有的互相擁

抱 ， 有的埋首蹲坐 。 活生生的姿態，清楚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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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危的生命最後的掙扎。我們全體在廣場合照留

念，互相慶賀十六天的銀河大圓圓，完滿結束。

的同學會旅行計畫，目前看好七到十天的日本深

度遊。

自 殺

十六天的旅避不算短，卻也很快的過去了。

每天的節目豐富緊湊，絕無冷場，很多人話講得

太多，聲音都沙啞了。這 -次的牛家班大團圓非

常成功，每人都忘情遊樂，玩得好開心 。 新會長

詹德勝上任，指派張長喜和盧文雄，負責2008年

下船那天早上，大家互道珍重，依依不捨，互

許兩年後重聚 。年紀大了，我們都明白，老朋友好

比醇酒，彌久彌芳。

(作者你母校醫科1 963年畢業，現退休南加州n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眼科
九十七學年甄選專任教師公告

用人單位 :眼科
職 稱 :專任教師

名額: 1 名

應徵教師甄選資格 :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中華氏圓眼科醫學會專科醫師證書。

(3) 具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

檢附證件 : (1) 個人履歷表
(2) 個人學經歷證書 、 醫師證書 、 眼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最近三年內 (2005 - 2007年)五篇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性著作之抽
印本或影本

(5) 最近五年內 (2003 - 2007年)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 【依據2006

SCI或SSCI】 ，並挑選其中 10篇 (以內 )之論文註明5年內被引用之次數

(6) 教學研究計畫書

(7) 二位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之推薦函

(8)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或相關評估資料

(9)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 、 合作主題 、 及其連絡

方式(女口:電話 、 e-mail等)

(10)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 、 指導主題名稱等(本項若無者，免提供)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2007年12 月 15 日止(以寄達本科日期為憑)

起聘日期: 2008年8 月 1 日
報名方式: 請將相關資料寄至台大醫院眼科部主任室(100台北市中 山 南路7號12樓)

聯絡電話: (02) 23562131林小姐 ， 傳真 : 02-239扭扭0 ' 電子郵件 : winnielir峙的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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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們
王莉芳

在本期景福醫訊中 ， 有皮膚科紀秀華醫師的大作“發炎與皮膚基底細胞癌之進展和我們分

享此領域的最新發展及其研究成果與心得 ; 有牛家班(醫科1963年畢業)“銀河團罪"的完結篇 ， 和

大家分享老同學重緊旅遊的芬芳;有高齡九十五的老前輩郭金塔醫師暢談其養身哲學與健康豁達

的人生觀 ; 也有戴鐵雄前輩關於“豬"的“世說新解戴醫師是景福醫訊的常客，相信您也和編者一

樣 ， 雖無緣見其本尊 ， 但已是戴醫師的“粉絲"。除了這些輕鬆有趣的生活小品外 ， 當然我們也沒有

忘記“院事 、 國事 、 天下事拜讀黃瑞仁醫師的大作“建構中臺灣的台大醫院感受其用心努力與使

命感 ， 編者身為黃醫師的老同學 ， 除了衷心敬佩外 ， 也與有榮焉 ; 張上淳醫師特別撰文 ， 向所有景福

的讀者們說明台大醫院建置“臨床技能中J心心刊 ， 為醫學教育所作的努力;~草韓章良誠醫師的“播種

讓編者的感動達到最高點 已“‘十年樹木 、 百年樹人教育事業永遠是最重要 、 最耗心力 、 也最有回饋

的 ， 透過教育的“播種良醫良術才能代代相傳 ， 生生不息。

(作者仿、母校醫學萍、 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皮膚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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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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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牟秦福校友
返校聯誼會

時間 : 2007年11月 17巴

地點:台大 醫 學院

101 講堂

攝影:李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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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2007年11月 17日)。 (陳淑慧攝影)

景福校友返校臼 (2007年11月 17 日) 0 (李五郎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