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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發鼻咽癌的新療法─使用鉀鈦磷
雷射進行內視鏡鼻咽切除術

鼻咽癌是台灣常見的癌症，2003年全國鼻

咽癌發生個案佔全部癌症發生個案的2.4�%，鼻

咽癌死亡人數佔全部癌症死亡人數的2.�2%。發

生個案的排名於男性為第9位、女性為第�7位；死

亡個案的排名於男性為第9位、女性為第�4位。

2003年初次診斷為鼻咽癌者共計�,508人，男性

�,�57人，女性35�人，性別比3.23：�，粗發生率(每

十萬人口)男性�0.05，女性3.�7，年齡中位數男性

49，女性47；當年死因為鼻咽癌者共計747人，死

亡個案男性562人，女性�85人，性別比3.05：�，

粗死亡率(每十萬人口)男性4.88，女性�.67，年齡

中位數男性56，女性59。儘管鼻咽癌對放射線治

療及化學治療反應良好，所以原發癌症的治療主

要以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為主，但由於許多病

患在接受診治時疾病情況已經較為嚴重，因此在

放射線治療後約有�5%會出現鼻咽部復發或殘

存腫瘤，如果腫瘤小，尚未轉移到肺部、肝臟、或

者骨頭等處的復發性鼻咽癌，可以考慮再次放射

線治療或接受手術，以往主要的治療方式包括再

次的放射線治療或開放性鼻咽切除術。由於放

射線治療後復發的鼻咽癌細胞多半對放射線具

有抵抗性，再次的放射線治療效果不佳且伴隨

許多副作用；而傳統的開放性鼻咽切除術，包括

經由口腔、下顎骨切開術或上顎骨掀開術，會遭

遇術野狹窄、不清楚的困擾。雖然可達到約50%

的疾病控制率，卻也會因為手術部位經過顏面

的皮膚、軟組織及骨骼，而無法避免地伴隨著許

多併發症，包括軟腭、硬腭缺損、顏面疤痕、牙關

緊閉、咬合不正、骨頭癒合不良或骨髓炎、食物

逆流至鼻腔、吞嚥困難等副作用，因此尋求更新

更好的治療方式一直是耳鼻喉科醫師的努力方

向。

由於鼻咽位於頭部的正中心，手術器械不易

到達，以致造成手術的困難。隨著科技的進步，

目前可藉助連接於監視器的鼻腔內視鏡，使用

可經由纖細導管傳導的鉀鈦磷(potassium (K)-

titanyl-phosphate) (KTP)雷射，經由鼻孔進入

鼻腔到鼻咽。左手握著內視鏡，眼睛看著監視器

的影像，右手拿著中空管道穿著有雷射導管的握

柄，在助手另一隻手拿著細長夾子牽扯下，進行

鼻咽腫瘤的雷射切除(如圖)。首先所有病患均先

經過切片檢查證實復發，並且接受核磁共振檢

查確定局部復發的範圍。病人平躺接受全身麻醉

及消毒後，鼻腔在使用局部血管收縮劑後無需局

部注射即可進行手術，使用0度或30度鼻腔內視

鏡檢視鼻咽腫瘤，在直視監視器的影像及核磁

共振影像的輔助下，用雷射先界定出切除範圍，

再以8至�0瓦的持續性雷射模式，將腫瘤及底下

的肌肉、韌帶一起完整切除，最後再以雷射對切

割邊緣進行燒灼就可完成手術。耳咽管的軟骨

耳鼻喉科診治的新進展
柯  政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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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突往往必須切除掉，所以病人術後常有中耳積

液會影響其聽力。由於出血量很少，傷口不會滲

血，所以鼻腔不用塞紗布。此種全新的鼻咽切除

法可以在清晰的視野及幾乎無出血的情況下進

行鼻咽切除，病患的鼻咽部復發腫瘤均可以用此

法成功移除，手術時間約為�.5小時，比傳統方式

縮短一倍以上，不用在臉上、鼻內、或口內劃刀，

不需破壞任何顎顏面結構，所以不會有傳統手術

方式造成的副作用。除了不用輸血外，由於術後

不用鼻填塞，病患不會有任何不適，並且可以在

全身麻醉恢復後立即回復正常生活。

復發性鼻咽癌的治療結果與復發時的疾病

程度有關，越早發現疾病復發，越早手術，越能

有效控制疾病，因此定期接受醫師的複診十分

重要。以往病患不僅要擔憂疾病復發，還要煩惱

再次治療後許多的併發症，有時甚至會消極地

逃避定期複檢。現在此種新的手術方式研發之

後，因為手術簡易可行，不會造成患者的二次傷

害，所以不用再擔心因為治療反而造成生活品質

變差。內視鏡雷射鼻咽切除術可

以作為治療復發第一或二期鼻

咽癌的主要治療方式，也十分適

用於復發第三或四期鼻咽癌的

輔助療法。對於多年來一直缺乏

良好治療方式的復發性鼻咽癌

而言，此種方式無異是黑暗中的

一盞明燈。

過去3年台大醫院總共有

30名病患接受內視鏡雷射鼻咽

切除術，其中4名是復發第三或

四期鼻咽癌，只做姑息切除；26

名是復發第一或二期鼻咽癌，結

果�6名無病存活，追蹤期間介於 �.5個月到3年

之間，中位數�年，3名出現遠隔轉移，3名局部復

發，3名局部壞死，�名失聯，成績差強人意。

經鼻軟式細徑喉食道胃鏡伴隨窄頻
影像在頭頸部癌症的診斷

由於口咽/下咽癌的治療與預後和腫瘤的大

小與侵犯程度有關，目前治療前的評估主要是在

全身麻醉下使用硬式喉頭鏡取得病理組織，並

評估腫瘤的範圍，但實際上常常很困難，並有全

身麻醉的危險性。其次，口咽/下咽癌會伴隨第二

癌症的發生，尤其是食道癌，因此需要加做困難

度且危險性高的硬式食道鏡，或另外安排食道

攝影或胃鏡來檢查食道。再者，頭頸部癌症治療

後會發生吞嚥困難，但常因牙關緊閉或頸部僵

硬，無法有效檢查。近來有適合的軟式細徑內視

鏡(直徑5毫米)可以經由鼻腔同時完成口咽/下咽

癌的腫瘤切片、腫瘤範圍的評估以及食道的檢

查，並可用於頭頸癌治療後吞嚥困難的評估。檢

查方法：病患左側躺，施以簡單鼻腔和口咽的表

鼻咽腫瘤雷射切除的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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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麻醉後，將內視鏡(GIF-XP260N, Olympus, 

Japan)經由鼻腔進入，進行鼻咽、口咽、喉部、

下咽部、食道與胃的白光和窄頻光(narrowband 

light)檢查，並針對可疑腫瘤進行切片。可見光(白

光)是由波長400奈米到700奈米的紫、靛、藍、

綠、黃、橙、紅之均勻混合光。波長較短，穿透能

力較弱，只能穿透到黏膜較淺層；波長較長，穿

透能力較強，可穿透到黏膜較深層，因此白光照

射到黏膜，看到的是淺層到深層的綜合，好像胸

部X光片一樣。因為血紅素對4�5奈米的藍光吸

收能力最強，其次是540奈米的綠光，窄頻光包

括這兩種最容易被血紅素吸收之波長的光線，

利用其穿透能力的差異，使得4�5奈米的藍光只

能穿透到黏膜較淺層，而被其微血管吸收，呈現

出棕色；穿透能力較強的540奈米綠光，可被較

深層的靜脈吸收，而呈現出青藍色的背景。利用

癌症較有血管增生的特性，有較亂、較多的微血

管紋路，經窄頻光照射，可使淺層早期的癌症，

在一片青藍色的背景下，呈現出對比強烈的棕

色，好像斷層攝影一樣，有助發現及定位出早期

的癌症。檢查對象為口咽/下咽癌之新鮮病患、

頭頸部癌症治療後發生吞嚥困難者以及其他適

合的病例。最近台大醫院總共有23名病患接受

這項檢查，其中口咽/下咽癌之新鮮病患有8名，

其病理切片均可確立診斷，其中有�例同時患有

食道癌；頭頸部癌症治療後發生吞嚥困難接受

檢查者有9例，其中兩例發現有明顯的食道癌，

有�例發現明顯的下咽癌，另有�例則同時發生

下咽癌與經由窄頻光才看得出的早期食道癌；

餘者5例則僅有下咽部狹窄無腫瘤發生；再者有

2例原為口咽癌，治療後追蹤發現有下咽癌並經

由此檢查證實；其餘4例分別為不明原發位之頸

部轉移的檢查、牙齦癌治療後胃出血之診斷、鼻

咽癌治療後甲狀軟骨併下咽部壞死以及口咽癌

治療後出血的檢查。這23例僅有3例因食道(�例)

或下咽部(�例)腫瘤太大以及有出血疑慮(�例)無

法完整檢查。檢查時間為9到52分鐘，平均為�9

分鐘。檢查中無明顯不適，檢查後僅有�例有短

暫胸口疼痛的情形。所以經鼻軟式細徑喉食道

胃鏡可在簡單的鼻、口麻醉下，針對鼻咽、口咽、

喉部、下咽部、食道與胃進行檢查，安全性和正

確度高，操作不難且所需時間不長，病患接受度

高，恢復快，是ㄧ個適合口咽/下咽癌以及其他頭

頸部癌症治療後追蹤的檢查工具。

另外有報告蒐集39名頭頸部癌症病人的42

個病竈，腫瘤位置分布如下：�4個喉癌、22個下

咽癌、5個口咽癌、�個舌癌，分別以可見光及窄

頻光照射，經放大影像的內視鏡錄影存檔，然後

由一位有經驗的內視鏡專家，及一位有經驗的

頭頸部外科醫師判讀，結果經可見光照射，只有

2�%病竈可輕易被辨識；經窄頻光照射，86%病

竈可輕易被辨識(P＜0.000�)。經可見光照射，只

有2%病竈可輕易被看出不正常的微血管紋路；

經窄頻光照射，83%病竈可輕易被看出不正常

的微血管紋路(P＜0.000�)。可見只要是黏膜的

病變，窄頻影像便有助早期發現及定位其病竈，

加上清晰及放大的影像錄影，有助於咽反射較

敏感者的局部檢查，以期發現早期的癌症，值得

推廣。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耳鼻喉科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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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十一月林肇堂主任打電話給我，要

我在「內科菁英講座」演講，之後，我一直在思考

適當的題目。最初想到的是：「台灣寄生蟲疾病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是在收集資料時慢慢

感覺到，與其把大題目濃縮來講，不如把小題目

詳細講，更有意思，何況過去將近20年自從成大

醫學院開始招生以來，我一直在寄生蟲學科的最

後一堂課，做類似總複習之類的教學，但是我目

前除了臨床以外，寄生蟲方面也沒有在做研究，

對現況與未來已經沒有資格講了，倒不如把最有

心得的過去資料好好整理，於是選擇了今天的題

目。

2007年二月一日，成大新任校長賴明詔校

友的就職典禮上，陳定信院長講了相當耐人尋味

的一段話：「賴院士曾經給我講過：『病毒比人類

更聰明』，從此以後我就不太敢說我是virologist
了」。

當時我就想：「是我笨？還是寄生蟲比

我更笨？」。我過去至少還敢說我教過多年

的「Pathology and clinical correlation of 
parasitic infections」，因為不但在我手上診斷

過，也根治過不少過去台灣存在的寄生蟲病，並

且寄生蟲學界也一步一步地迫使不少寄生蟲走

上滅絕的路上。至於陳院長戰鬥多年的HBV感
染，在臨床上，如果只針對eradication而言，消

化系醫學界目前能做到SVR就相當高興了。在台

灣曾經證明過存在的寄生蟲，在文獻上就有70
多種，而在那段人體寄生蟲的生活史，在醫界前

輩們不斷的努力下一一被解開，進而在預防、診

斷與治療上達到相當不錯的境界時，我有幸參與

寄生蟲病的醫療、研究與教育的工作，也算是我

醫業生涯中另ㄧ種「恭逢其盛」吧！

過去我在景福20卷�2期，寫過「有福行醫

四十年」，其中我把�963~�980定位在「與感染

症以及因無知、貧窮與不衛生的環境奮戰的時

期」。回想起來，過去台灣的寄生蟲感染大部分

以腸內蠕蟲為主，有蛔蟲、鉤蟲、鞭蟲和蟯蟲，而

地方性的與生活習慣有關的寄生蟲，有廣東住血

線蟲、薑片蟲、中華肝吸蟲、肺吸蟲、無鈎絛蟲以

及梨形鞭毛蟲，陰道鞭毛蟲和瘧疾原蟲等。至於

在特定族群散發的寄生蟲則有阿米巴，以及絛蟲

等。但是，漸漸的，尤其是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

並且出國旅遊急速增加，和中國大陸小三通，一

窩蜂的大陸旅遊，不衛生食品偷渡的增加，再加

上外籍勞工的引進，以及外籍新娘(包括中國新

娘)增加之後，台灣就有不少境外移入的新的寄

生蟲疾病，使得寄生蟲感染更加複雜。

其實寄生蟲感染的途徑有土壤媒介、食物

媒介、飲水媒介、昆蟲媒介、性行為媒介，以及其

他尚未十分清楚的途徑，這些都是和我們的生活

台灣寄生蟲生態變化中的片段
──台大內科菁英講座──

韓  良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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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的。本演講就以過去在台灣存在過的

寄生蟲病中，舉出代表性幾種做為今天演講的

內容。

§蛔蟲症(Ascariasis)
�96�~�962在農復會的補助下，根據台灣

省政府衛生處的調查，台灣省居民蟲卵總陽性

率為74.54%，其中蛔蟲佔55% (40-83%)，因此

寄生蟲學界在�975年6月�8日成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寄生蟲防治會」，特別針對國小學童以

Santonin與Ascaridol進行防治。結果從�973學
童的5�.4%降到�984的�.5%以及2000年的鄉下

學童0.59%以及都市的0%，這也印証了我上述

「寄生蟲比我更笨」的推論。

蛔蟲感染來自在野外玩耍的小孩嚥下有

蟲卵的泥土。此外食物、蔬菜、飲水的不衛生也

是當年盛行的原因。除非同時感染大量蛔蟲，

大部分是無症狀的，或只是輕度的消化道症

狀而已，但當年我確實看過不少蛔蟲「ectopic 
migration」的病人，如Loffler syndrome大部

分起因於蛔蟲症，但也有鉤蟲症以及糞小桿

線蟲所導致的，其中有部份小孩病人最後引發

ARDS而死亡，這些小孩的血痰中有大量的幼

蟲(larvae)，如今還給我留下膽顫心驚的回憶。

腸道感染中，也經驗過幾個因為「蟲球」阻塞腸

管，腸子完全不通，準備開刀，甚至也有過已簽

好開刀同意書，在等待剖腹前一刻轉院來找我診

治，成功的打下663條蛔蟲而治癒的病人。據我

所知，台灣最高紀錄是同一人一次驅出�600條左

右成蟲。此外成蟲引發intussusception (腸套疊

)，volvulus (腸扭轉)，或蛔蟲穿破腸壁而引發腹

膜炎的病人，也都看過不少。如今，年輕醫師無

法想像的是，當年不少著名的外科醫師之所以

成名，也和在手術前，不靠影像診斷而正確地診

斷出蛔蟲迷入總膽管，而在開刀房，在眾家屬面

前，英雄式地從總膽管捉出活的蛔蟲而聲名大

噪有關。我當內科醫師過去也從病人的鼻孔、肛

門以及口腔內用夾子，或用徒手，捉出過活的蛔

蟲，這也是相當難忘的記憶。

§鉤蟲症(Hookworm infection)
�962年台灣省衛生處的調查為居民的2-34 

%，�97�邱瑞光老師在宜蘭居民的調查，陽性率

為56%，�970-�980年間從高雄縣田寮鄉前來找

我看病的病人為�00%，但是到了2000年寄生蟲

防治會的調查，鄉下與都會區學童(請注意只限

學童)均為零。

不過，40年前引發我對寄生蟲高度注意與

興趣，而在40年後又令我高度感嘆與倫理深思

的，有關鉤蟲症病人的病例，則分別是：

病例一：

六個月大，長得非常可愛的小男孩，因高燒

(4�oC)、腹脹、極度貧血與呼吸困難前來急診。

在急救過大約十分鐘後不幸死亡。CPR過程中

因為壓出不少水便，病人死亡後，我為了進一步

了解死因，就積極的在顯微鏡下檢查小孩子的大

便。讓我驚訝的是，顯微鏡下只能看到成千上萬

的鉤蟲卵，沒有別的內容物。當時我懷疑，為什

麼還不會走路，沒有機會接觸泥土的小孩，竟然

會感染以土壤為媒介的寄生蟲？追問之下――

這也是history taking的重要――才知道給小孩

餵母乳的母親，在下田裡工作時，把小孩放在樹

下的草蓆上睡覺，而小孩醒著的時候，兩隻腳經

常是不停的在動，因而接觸到，草蓆外具感染力

的鉤蟲幼蟲的泥土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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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二(景福23卷第一期)

July �8, 2002，病人為63歲男性，台南縣關

廟鄉農夫，最近兩年來全身漸感無力，臉色日益

蒼白，但進食、排泄如常，並且還可以天天下田

工作。

最近一年，為了治療他的病，在南部一家醫

學中心整整一年期間，他分別做了五次上消化道

內視鏡以及兩次大腸鏡檢查，但還是找不出貧

血原因，(Hb 3.5 gm/dL，RBC �65 × �04)於是

主治醫師建議病人，再做一次下消化道內視鏡檢

查，以探究竟。病人因為有兩次大腸鏡「痛苦」

的經驗，因此要求主治醫師是否可免做第三次

大腸鏡，以其他檢查方法代替，主治醫師的回答

竟然是：「那麼，你等著來拿死亡診斷書好了！」

(Feb.�8, 2007我再去電和病人聯絡，他還活得

好好)。

病例一的小孩提醒我，此後應更加注意病

史的詢問，也從此對每一個有貧血的病人，不管

是小孩或大人，如果大便無法立刻得到，一律在

OPD當天做肛診，順便鉤出一些大便檢查寄生

蟲卵，因而附帶的，也診斷過不少直腸癌。至於

對來自鄉下的初診病人，則自從開業起大約40年
間一律以甘油灌腸，並立刻routine地或親自或

由檢驗師檢查大便。否則，即使交代「請你下次

拿大便來檢查」，病人不是忘了，就是只以火柴

盒帶來一點點乾掉的大便，因而無法做正確的

診斷。這是我自認多年來最得意的「行醫態度」

之一，也因此解決了很多到處花不少錢(當年沒

健保)做「影像檢查」而找不出原因，甚至被宣告

「不治」，最後找到答案而欣獲「重生」的病人，

正如病例二的農夫。

§鞭蟲症(Trichuriasis)

�929年日籍的鈴木外男醫師在台灣中部

檢查�4853名居民，陽性率為95.0%，也因此

在我行醫的第一階段(�963-�980)，在routine
檢查大便時，鞭蟲常常和蛔蟲、鉤蟲與蟯蟲，有

concomitant infection，因而成為一起見面的

「常客」，甚至也「喜歡」和Ameba一起出現，因

此要判斷致病原凶與各自的角色，有時會比較

困難。但如果有長期的diarrhoea，weight loss，
anasarca，weakness甚至cachexia，而蟲卵

5000eggs/g feces以上，則鞭蟲的致病可能性

就相對的提高。

我個人最有記憶的是，部分rectal prolapse
的小孩，到處求醫無法治癒而找我醫治，最後因

驅蟲(鞭蟲)而治癒。但嚴重的trichuris dysentery 
syndrome，引起貧血甚至大腸穿孔，導致腹膜

炎而死亡，或因為，非心因性的clubbing of the 
fingers，驅蟲後，恢復正常的病人，也不在少數

的經驗。

但是當年行醫中，自認「功德無量」的是，這

些有蛔蟲、鉤蟲、鞭蟲，或有上述兩種或三種寄

生蟲同時感染的小孩，很容易出現異食症(pica，
台語為「疳癪」)，如喜歡吃生米、木炭、泥土、木

屑、花生殼、鹽巴、粉筆，甚至以石頭敲打下自家

的石灰壁來吃，而被父母認為是「神經病」(當年

和精神病混為一談)，天天挨打，結果被我診斷

為寄生蟲症所引起，經驅蟲而治癒。小孩從此不

再忍受皮肉之痛。但我也經驗過一些父母，事後

因內疚而以頭碰壁，或甚至有更年期祖母，因心

生不安而想自殺者。這些回憶確實是我的「與感

染症以及因無知、貧窮、不衛生的環境奮戰的時

期」的部份寫照，同時也是當醫生才有的人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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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蟯蟲症(Enterobiasis)
�960年，台大醫學院的黃文賢教授調查台

北市學童4788人的蟲卵，陽性率為64.8%，�975
年邱瑞光老師調查台北市幼稚園和國小學童

7207人，陽性率為48.5%；但是2000年寄生蟲防

治會報告，鄉下學童感染率為�.62-2.08%，市區

學童之感染率為2.64-3.��%，2005年高市國小

學童陽性率為0.98%。 

蟯蟲的臨床症狀呈現非常的多樣性，其中

當年最常碰到的是小孩，尤其是女孩子，在半夜

因為這些小蟯蟲很喜歡到肛門周圍「遊盪」，引

起pruritis ani，半夜小孩「哭鬧」不停。不發燒、

無水便，又不咳嗽，奶水也餵飽了，尿布也乾乾

的，但就是哭個不停。精疲力盡的母親常在半

夜來敲門，我因為有相當多的經驗，做PE時一

定會看perianal region，而當場指給父母看「原

凶」。這一點也和pica一樣，解決了不少小孩「皮

肉之痛」。因為在當年，不少教育程度不高的

父母很會犯child abuse。至於因為抓癢引起肛

門附近的hemorrhage、eczema、ischiorectal 
abscess，或因奇癢而影響睡眠，因而引起「黑眼

圈」、「夜尿」、「心神不安而咬指甲」的小孩也看

過不少。至於尚未有性行為的小女孩的反覆引發

膀胱炎，或是被診斷為recurrent appendicitis，
光靠我給他(她)打蟲而治癒，這些成果，如今都

是我美好的回憶。

§廣東住血線蟲症(Angiostrongyliasis)
�976-�99�之間，高醫的黃高彬教授收集

經實驗証實的87位病人，寫成「兒童嗜伊紅性腦

膜炎和腦膜腦炎」，在《中兒醫治》發表。記得幾

乎是同一時期，�976年的夏天，高醫寄生蟲學

科的陳瑩霖教授，為了廣為收集這個在台灣與生

活習慣相當有關的地方性寄生蟲感染症，專程

到我的診所詳細為我講解A.C.的parasitology、
clinical features、pathology、lab diagnosis和
treatment。當時我的病人約2/3是小孩，並且

一般民眾「口傳」我很會醫治「腦膜炎」。因此

高熱伴隨IICP症狀的小孩，找我看病的著實不

少。這些病人其實當年還是以TB-meningitis，

Japanese B. encephali t is以及Bacter ial 
meningitis為主。但自從上過陳教授的「課」之

後，只要有meningeal irritation with peripheral 
eosinophilia and eosinophilic pleocytosis，我

在做lumbar puncture收集CSF時，就特別注意

CSF中是否會有A.C.幼蟲。但是很可惜的是，真

正找到幼蟲的，卻只有一個病人。畢竟，台灣的

A.C.病人，還是以高屏地區以及台東最多，一線

之隔的台南，當年可能並不太多。

§薑片蟲症(Fasciolopsiasis)
我在給學生上寄生蟲課時，為了給他們容易

留下記憶，常常把薑片蟲和「阿扁的故鄉」(台南

縣)一併提起。在�960年以及�96�年，高醫的謝

獻臣教授在台南縣柳營的調查，其incidence和
一般民眾一樣，都是24%，�986年Lee HH的調

查則是�0.5%。

薑片蟲是fluke中最大的寄生蟲，因為處理

菱角不當而感染。我的第一個病人是�965年左

右，一個驚慌失措的母親，抱著她六歲寶貝小

孩，並且以飯碗裝十多隻薑片蟲，告訴我小孩剛

排出這些蟲，問我怎麼辦。我因為知道她來自柳

營，並且對這個病「胸有成竹」，因此不慌不忙的

告訴她我的診斷和治療。

其實知道病人來自何方，又好好親自(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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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查大便，診斷並不困難。在多年的經驗中，

也成功治療過partial intestinal obstruction due 
to F. buski，而得到病人的感激，因為病人確實

可以在排出的大便中看到還在蠕動的蟲體。只

可惜當年還沒有praziquantel，我只好小心的以

tetrachloro-ethylene (0.� mg/kg)治療。

§中華肝吸蟲症(Clonorchiasis)
�969年Cross JH的調查，當年台灣居民的

感染率約為�.5%，但�980年，中興大學獸醫系的

王俊秀，高醫的陳瑩霖，以及屏東農專的郭謨等

教授所做的糞便調查，美濃與日月潭居民�590
人中，其陽性率為54.8%。一般而言，台灣中部

的日月潭、苗栗的明德水庫，以及南部美濃和旗

山都是有名的感染地區。這些地區的客家料理

中，常有淡水生魚片，因而吃下中華肝吸蟲的幼

蟲囊孢而感染。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感染率，乃除

了傳統生活習慣之外，近幾年，如台南市的安南

區以及美濃地區施行漁牧綜合經營，除了在養

魚池旁搭建豬舍，農家也以觀光飯店的剩菜為

豬飼料。其中有魚池中的生魚片，餵豬的結果，

豬被感染，而這些豬隻被販賣而移動，結果在中

華肝吸蟲的流行病學上，豬隻成了重要的角色。

何況台南安南區的烏魚有9�.6%、草魚83.3%、

鯽魚78%、吳郭魚63%，而美濃鯽魚75%、吳

郭魚55.5%、草魚28.5%感染中華肝吸蟲的幼

蟲。更可怕的是日月潭池內的克氏鱎，羅漢魚

有�00%的感染。我過去曾經驗過幾例反覆的

pyogenic cholangitis，到處求醫無法做正確的

診斷以便對症下藥。這些病人其實是由中華肝

吸蟲所引起，因為每隻成蟲一天可產下�000個
蟲卵，而中華肝吸蟲的蟲卵有其特色，診斷並不

困難，並且20多年來已有特效藥praziquantel，
其治癒率接近�00%，問題只在診斷而已。至於

反覆發作pyogenic cholangitis會導致怎麼樣的

pulmonary complication，則是我給學生的考試

題目之一(註�)。

在香港如果初步診斷有不知原因的急性胰

臟炎，最後診斷中有83%是clonorchiasis所引

起，因此在台灣的高感染地區對病人的急性胰臟

炎也應特別注意。關於中華肝吸蟲感染最令我

內疚的是：在還沒有praziquantel的年代(大約超

過30年前)，因為我對驅蟲沒有把握，沒能給病

人好好治療，但有了praziquantel之後，有時也沒

能「積極」、「主動」通知病人接受治療。因為成

蟲可以在肝內活上25-30年，還有治療之必要性，

如果好好治療之後，甚至也可使biliary tract之
abnormalities，有regress之機會(註2)。近幾年

我輾轉知道，病人在高醫、奇美被診斷為罕見的

cholangiocarcinoma (註3)時，或者病人再來找

你求助時，醫生內心的guilty feeling，景福校友

應該可以體會。根據2002年，陳瑩霖教授在�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arasitology的報告

――Current status of clonorchiasis in Taiwan
――全台的感染率因衛生條件的改善、教育的

普及、有效的化學治療，因而有漸緩之勢，但是

中華肝吸蟲症畢竟還是目前台灣重要的衛生課

題之一。

§肺吸蟲症(Paragonimiasis)
�9 6 0年以前，人類的肺吸蟲還是以P. 

westermani為主，之後，陸續有多種species被
發現。在台灣，尤其是新竹地區的大人，因喜歡

吃生淡水醉蟹(drunken crabs)而得病者眾。記得

我小學時也曾應邀到過景福校友吳秀惠醫師在

台南縣北門鄉的家遊玩，並吃過非常美味可口的

醉蟹。回家之後告知父親，他立刻翻開肺吸蟲生

活史的書給我看，並被告誡一番，使我以後再也

不敢品嚐，但至今仍難忘醉蟹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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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在�989年也有一位�0歲、台南縣

善化鎮的女孩，因為profuse hemoptysis不止而

開刀，做pulmonary segmentectomy (Lt.upper 
post)。在病理切片中証明是paragonimiasis。幾

乎在同一時期，我也診治過此症最後一例，嘉義

縣東石鄉漁民人家，約十歲小女孩的肺吸蟲症。

可見當時不止新竹地區，南部也應該有零星的感

染症例，只是此後我再也不曾診治過肺吸蟲病人

了。

至於文獻上的記載以及我的小經驗，被診

斷為pulmonary tbc.接受治療，最後在痰中證明

有P. westermani蟲卵的病人，過去也不在少數。

在還沒有praziquantel的時代，本院楊思標教

授，發表過以Bithionol治療paragonimiasis的論

文，也曾經是台大醫科學生求學時，印象相當深

刻的一件事。

§無鉤絛蟲症(Taeniasis)
過去除了原住民以外，平地住民也都有病

例。記得過去偶爾有母親驚慌失措地，像是帶薑

片蟲匆匆來院一樣，帶著小孩和排出的、具有很

強motility 的gravid segment來院求助，但不曾

有病家帶scolex來找我的記憶。

台灣因為豬肉在習慣上一定是吃煮熟過

的，因此未曾有過T. solium的病例報告，倒是T. 

saginata尤其是對原住民，我有不少的經驗。但

當時還不知道正確的名稱是T. saginata asiatica 
(又名T. saginata taiwanica或Taiwan taenia)。
在病房，看著病人排出長達4-5公尺的蟲體，又

有許多同時住院病人圍觀的經驗，如今回想起

來，的確是成就感很大的事。但每次檢查排出的

蟲體，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是否成功的打下，吸著

於腸壁的scolex，否則就算「失敗」。但是這個觀

念，似乎已隨著驅蟲藥的進步，在textbook上也

不再提起了，倒是「老一輩」的醫師應該還有這

個記憶。

§阿米巴症(Amebiasis)
過去如果有一般民眾病人，以血便的主訴

來院，即使沒有裏急後重(tenesmus)的主訴，

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bacillary dysentery，或

是Amebiasis (amebic dysentery)；至於colon 
cancer，則不妨排在後面去思考了。如今碰到

amebic dysentery的病人，要考慮的，大部份是

那些到過落後國家旅行過的病人、養老院老人、

精神病患、同性戀病人、高度營養不良病人、接受

化療病人或長期服用類固醇病人等等，又再加上

有血便、裏急後重、發熱等主訴的病人了。

過去在OPD看血便為主訴的病人，我一

定交給病人便器，請他(她)當場如廁解便。解

便後，我會親自以小火柴弄些血便或黏液，放

在玻片上，蓋上cover glass，立刻看ameba 的
t rophozoites。量少時，偶爾會滴上normal 
saline，看pseudopodia在動的情形。夏天有時

一天看上3-5個，立刻打Emetine-HCL，�980年
後打less cardiotoxic的Dehydro-Emetine，再

以antibiotics治療colon表面上之pin-point ulcer 
with secondary infection。病人幾乎在半天，或

一天之內，症狀就會有明顯的改善。

最令我印象深刻，並且可能是其他醫師沒

有過的經驗是：�966年，一位家住台南縣楠西鄉

約60歲婦女，因發熱超過一個月以上，以及上腹

疼痛且腫脹，輾轉被送到韓內科。當年在極為貧

困的農村是沒有正式的擔架的，病家於是拆下

家中老舊的木製門當擔架，由4個人千辛萬苦的

抬到韓內科。到達門口時，說巧不巧，有一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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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重量的長木頭，「呸」的一聲，斷了！整個人就

滑落到地上，背部重重的碰到地面。不到一分鐘

之後，病人開始劇烈的咳嗽。我站在她旁邊，看

她一口一口「連咳帶吐」chocolate color的pus!!
前後一個鐘頭，竟有「一碗公」(約600-800cc)的
pus被「咳、吐」出來。我在pus中找到了ameba，
打了Emetine-HCL。第二天她說，當天晚上是

過去一個月以來睡得最好的一晚，因為右上腹

不痛了，鼓起的上腹部也消了！熱也退了，胃口

也開始有了…。這就是右葉之liver abscess往
上接觸到diaphragm，最後破裂，濃液進入肋膜

腔，結果因為一摔，在肺支氣管和肝臟之間形

成瘻管(bronchohepatic fistula)，而咳出大量

的肝臟中的necrotic materials。其實，以前在

還沒有有效內科治療amebic liver abscess或
amebic empyema時，肝臟和肺支氣管瘻管的

形成，反而是意味著有不錯的預後，因為化膿物

質可以藉由瘻管排出體外。但是隨著經濟及交

通的改善，正如我在「有福行醫四十年」中詳細

描述的，我最有心得的「liver abscess的trochar 
operation」，則是人工瘻管，我相當得意，又是經

常操作的「開小刀醫大病」最典型的例子，這些

經過開刀治癒的病人會一輩子把你奉為「救命恩

人」，使我也藉liver abscess結交了不少從心底

感激你的友人。

腸道外感染，除了liver abscess之外，膿胸

(empyema)、腹膜阿米巴症、心包膜阿米巴症

(pericardial amebiasis)、阿米巴腎炎、肛門附近

之皮膚阿米巴症、陰道阿米巴症……，都可能是

由liver abscess，再經由血液擴散出去的。至於

腦性阿米巴症，我不曾有過經驗。

§梨形鞭毛蟲症(Giardiasis)
在美國目前最多的腸內寄生蟲病，就是

giardiasis。十多年前，某一醫學中心的高級主

管，在Africa旅行之中發生diarrhoea、腹漲、全

腹絞痛，並有未曾經驗過的非常惡臭味的排氣

(flatus)。旅行中他相當苦惱，看了第三個醫師，

才得到正確的診斷。

回台之後他「考」我，問可能是什麼病?!我
毫不猶豫的下了正確的「giardiasis」的診斷。

因為除了症狀之外，這是最有名的traveler 's 
diarrhoea。台灣如雨後春筍般到處設立的養老

院、日托中心，以及homosexual men急速增加

的社會，此後應特別注意此病，尤其是Giardia所
引起的急性膽囊炎以及慢性腹瀉。

§陰道鞭毛蟲症(Trichomoniasis)
過去我教學生此病，都說是男人在外拈花惹

草，得了trichomonas urethritis，或trichomonas 
prostatovasculitis，回家之後心虛，為了怕妻子

懷疑――最近為什麼沒有「興趣」？――於是當

晚，或是隔天以後接二連三的做性行為，結果是

無辜的妻子就直接受到感染了，但是更無辜的

是，女人陰道比男性生殖器更適合trichomonas
生存，因此全世界的女性感染率都比男性高了。

不過最近情況相反，已經不只是男人惹的禍了。

不只在美國，此病已是全世界最常見的性行為

傳染病之一。根據WHO的估計，全世界約有

一億八千萬人口受到感染，因此我在目前行醫

時，還是特別針對有性行為的女性，只要有解

小便的「小毛病」，就把小便做沉澱，以便檢查

Trichomonas。這也是繼我過去的勤於檢查大便

之外，目前得意的「行醫態度」之一。並且正如其

他性行為傳染病，如淋病、梅毒與愛滋病一樣，

只要夫妻一方有病，夫婦應一起檢查與治療。但

問題是：要不要給對方知道？或如何在不給對

方知道的情況之下，有技巧的給夫婦一起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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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予以治療？這是行醫的藝術之一，有經驗的醫

師，應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與心得。否則，病人不只

會怪罪對方而鬧離婚，或傷夫婦感情而已，有時

可能會反過來怪罪醫師，或罵醫師多管閒事、多

此一舉，則這又變成是醫師的「無辜受辱」了。

§瘧疾(Malaria)
家父行醫的年代，尤其是第二次大戰末期，

市區居民大量外移鄉下「疏開」時，台灣的「寒

熱仔」(台語)可說是家喻戶曉的寄生蟲症，因為

當時大約�/5的人口有此病，約等於�20萬人口。

當年只要有間歇性發冷發熱、盜汗、貧血、肝臟

腫大，嚴重時解黑色小便，一般民眾和醫生都會

毫不猶豫的診斷為malaria。但經過醫界不斷的

努力，到了�965年十一月，WHO終於宣佈台灣

為瘧疾撲滅區。但目前一年大約仍有接近20-30
例，並且幾乎都是境外移入者。我本人在小學、中

學時、進入醫學院之後、自己行醫時，以及在成

大醫院急診部，都看過malaria。大約5年前，在

成大急診部我看過最後一個malaria。因為這個

病人對學生及住院醫師而言，可能是千載難逢的

機會，因此第二天我問：「有哪一位抽空去看過

病人的blood smear?」，「……」。之後，我就覺得

有些「心灰意冷」了。

§血絲蟲症(Filariasis)
這種寄生蟲的成蟲寄生在lymphatic sys-

tem，而microfilaria則以寄生於肺毛細血管內

為主。血絲蟲過去在台灣還是以Wuchereria 

bancrofti最多。白天microfilaria在pulmonary 
capillaries，而因為有nocturnal periodicity，
�0PM~2AM之間，可以在peripheral blood中
找到。記得在�970年左右，有一位家住韓內科

對面的藥房老闆，因發熱、頭痛、肌肉酸痛，

以及皮膚過敏(特別是外陰部周圍)，而前往北

部到處求醫，沒有得到正確的診斷。最後找

我看病，我得知他常到澎湖出差，立刻聯想到

Filariasis，叫他住院，�0PM一到立刻抽血，結

果真的在direct blood smear上看到「活跳跳」

(台語，活生生之意)的microfilaria。當場我開

始以Diethylcarbamazine為他治療，半年後，

為了清除「殘兵」，再給一次，終於解決了他的

苦惱。目前一閉上眼睛想到這個病人，還是相

當「記憶猶新」的。至於慢性病人的乳糜尿、象

皮腫、鼠蹊部之hydrocele，這些自家父時代一

直看下來的「老病人」，目前只剩下兩位輕度的

Elephantiasis而已。

§其他

其他台灣存在的寄生蟲症之中，如糞小桿

線蟲症(Strongyloidiasis)、肺孢子蟲症(Pneu-

mocystosis)以及弓漿蟲症Toxoplasmosis等，我

雖然看的不多，但漸漸的，隨著抗免疫藥物的普

遍使用及愛滋病的急速增加，尤其是器官移殖的

日益盛行，在台灣將會成為非重視不可的寄生蟲

症。最近幾年因為養寵物―狗、貓―相當普遍，

Toxocariasis、Dilofilariasis也漸漸成為困擾我

們的人畜共通的寄生蟲症。

註�:   Parasitic Disorders by Tsieh Sun, �998, 
Page 345.

註2:   Mairiang E, et al. Reversal of biliary 
tract abnormalities associated with 
Opisthorchis viverrini infection following 
praziquantel treatment. Trans R Soc 
Trop Med Hyg �993; 87: �94-�97.

註3:   Schwar tz DA. Cholangio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liver fluke infection. Am 
J Gastroenterol �986; 8�: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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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八月，日本廣島都會盛大、莊嚴地舉辦

不幸成為世界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過之城市的

紀念活動。八月六日上午，我照例又仔細觀看了

NHK播放的「原爆の日(原子彈紀念日)廣島平和

紀念式典」的活動。

在典禮中，廣島市長、兩位小學生和首相安

倍晉三都依序致詞或朗誦。電視記者也強調說:
今年已是「被爆」滿62年，現在尚存活的「被爆

者(遭遇轟炸之災民)」平均已高達74歲。因此所

有的致詞、朗誦和報導完全如往年一般，大聲指

陳戰爭的悲慘、禍害以及和平的可貴。這些人敘

述的內容都非常正確，並無可議之處，而且做為

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過的國家，日本是有責任

將戰爭的醜惡、原子彈的可怕詳實告訴全世界的

人士。

但很可惜的是，作為美、日兩造之外的第三

者的我們，每年看到的以及聽到的，不論是官方

或民間人士，都只披著強烈的「被害者意識」，

盡是將日本純粹地當作被害者來訴苦、言悲，都

完全不見對於為何會有這樣的遭遇，也就是「為

何日本要挑起戰爭」的反省和論述，竟像悲慘的

戰爭是無緣無故掉到他們頭上，而日本和日本人

只是莫名其妙地無辜受害似的。如果他們每年

只是重覆這些對自己之罪過閉一隻眼的論述，而

不真心、切實反省日本引發戰爭的責任，那麼在

這些典禮中致詞的人士所祈求的和平與免於戰

禍的言論，終將流於空泛而不具意義！

做為長久以來一個「知日」的知識份子，筆

者有許多長期交往的日本友人，也知道在台灣

有一些會讀中文、甚至也是言論版作者的日本人

士，非常希望他們能鼓起道德勇氣，在他們本國

努力向政府及民間的有識之士敲響這一項似乎

尚無人指出過的盲點，如此才可能制止未來潛在

的「戰爭製造者(不論是日本或他國)」，並從根源

上杜絕戰爭的禍害，以達成真正的世界和平。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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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政策委員

會委員）

敬致日本友人
韓  良  俊

作者近照(〈今周刊〉特約攝影許育愷先生攝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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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年前老么說：為啥都是別人的話，似

乎Advise我寫出有創意Originality的→？愛默

生『不敢說我想而引用賢哲經典的人是懦怯不

算君子』……其實“心有餘力不足”，何況古哲人

Terence『沒有前人未說過的』～『我的理念不

是我的，而是借用Socrates～扒自Chesterfield
～偷自耶穌；作家兼演說家D Carnegie』～『我

不僅用盡腦力，且用盡所能借～扒～偷到的腦

力；W Wilson』～『獨創，不過是隱藏來源的藝

術；讀者文謫』……不過邱吉爾『沒啥讀書的人，

閱讀語錄是件好事』～『語錄是慧者的智慧～長

者的體驗，因之，語錄得以永不朽；B Disraeli』
～『引用別人語錄是為要：自我表現優越；

Montaigne』→？『我常引用自己語錄，以增加談

話佐料；蕭伯納』～『引用語錄最愉快～親切感

的是與原作者有點頭之交感觸；K Williams』，
何況富蘭克林風趣地說『我的慣例：若我錯了，

就馬上推給Johnson博士～總統或聖經呢』，詩

人TL Peacock甚至『提不出引用語錄的，依我

的判斷，那不算寫作而是玩耍』～『語錄之引用

錯誤，事實上是有識之士的自豪～榮幸，有智慧

的讀者從未正確引用的；H Pearson』……哲人

P Charron �60�『人類之科學～研討的真正意

義在於：瞭解人』～劇作家易卜生『人的首要任

務是To be yourself演好你的角色』……作家E 

B White對年輕作家Advise『不要寫關於：Man
一般人，而要寫關於：A man某人』→？寫關於自

己！……劇作家T Williams『為啥要寫作？～因為

覺得生活不充實』～『寫作唯一目的：使讀者能

更會鑑賞人生或更會忍受苦難；S Johnson』，智

者卡夫卡甚至說『寫作是一種禱告』→？評論家

C Connolly『寧願為自己而寫，雖然沒啥讀者；

而不願為讀者而沒有自己』→？女作家G Stein風
趣地說『我為自己與讀者而寫，不過讀者是事後

才想到的』→？『假若不會“惹些人”的，我認為是

沒啥重點的寫作；詩人作家K Amis』。

Advice～本質

A 幽默作家J Billings『Advice如同Kissing
接吻一無所費，卻行之甚樂』指出Advice本質，

然而人性是『合於自己意念才會接受Advice; 

Blessington夫人』→？『要求Advice時心內似已

有定見，他期待你的認同；S J Harris』～『要求

Advice，十中八九是為要獲得奉承；LC Collins』
所謂Jones律吧，所以『Advise要漸進勿燥；W 

Stack』，何況『Advise並不能誘發行動』～『身

教功倍於言教』，Cicero甚至說『Advice之判斷，

依據結果不是動機』→？『老人樂於Advise是無

力氣再做歹之故；La Rochefoucauld』。

B  Jones律『誠懇的Criticism批判真難堪，

特別是親朋好友的Advice』所謂人性弱點→？後

藤新平約百多年前指出『台灣人：驚死～愛錢～

愛面子三大劣性』……林肯風趣地說『當你抓住

大象後腿，而牠卻要跑開時，最好是讓牠跑』慧

語→？咱台灣人！

Advice～我 
(言教VS身教)

莊  壽  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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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600年前哲人Thales回應啥最困難～

啥最容易『認識自己／身教最困難，Advice勸
人／言教最容易；Diogenes』，可惜『最須要

Advice時，往往最聽不進～愈好Advice，執行愈

難』→？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能接受

Advice的人，有時比給Advice的人更為高桿；詩

人K Knebel』～『接受Advice的多，可惜只有智

者受益』～『假若能分別好Advice與壞Advice，
你就不須要Advice的，所謂Van Roy律』。

Advice～優劣

A『最好的Advice：與你犯同樣錯誤的人的

Advice』→？『假若照咱Advise別人的話去做，

我們早就有驚人的成就呢』，可惜我們只能言教

而不是實踐身教……Pubililus留有『不能更改

的Advice是壞Adivce』警語→？詩人Sadi風趣

地說『按照對敵的Advice做是錯的，不過“與其

Advice做相反”就對，也是所謂上策』～『不要相

信受困者的Advice；伊索寓言』。

B『Advice言教總比實質Help幫助更為容

易；柏克曼』→？『所謂Advice是：施者比受者有

福的；L Copeland』，不過P McGinley却說『製

造仇敵之要訣，我所知道的是Advice』～『沒有

比Advice更壞之惡；M Dressler』→？不要“黑
白”Advise別人，尤其“吃老”，……所謂Benson氏

Advice『見微知著：小事做得好，大事也會弄得

好』→？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

C古哲人Ep ic te tus『Adv ic e勸告總比

Lepbraid叱責好』→？『Scream尖叫有時比長篇

大論更有效；Emerson』～評論家N Boilean『蠢

才偶也有良好提示的』～詩人PJ Bailey『極邪惡

的人常有極佳Advice』。

D 劇作家B Jonson『靠自我奮鬥而不肯聽

從Advice的人，是自我本位的愚蠢，不足取』→？

雖然有『人人可獲得最寶貴禮物之一就是所謂

Free advice免費忠言』諺語，“吃老”真苦悶的

是：必須聽孩子許許多多Advice～評判。

Advice～比喻

A J Billings風趣地說『Advice像瀉藥易得，

服用卻夠苦』→？『事後的Advice猶如死後送

藥；丹麥諺語』……詩人ST Coleridge『Advice
像雪，愈細嫩愈著住愈滲入』富涵義慧語。

B 『Advice如同商品，總是供多於求』～

『Advice，總是斗量給人卻一顆一粒地接受；

WR Alger』……『供多於求的有三項：稅金～麻

煩～Advice』～『Advice如同稅單，直率直接的

話，真難受；A Helps』→？愛默生『勸告～評論

不該都像刀鉗“土直”而要有輔導～啟發性』，非

洲有『Advice宛如陌生人：迎接，他就留，否則就

走』諺語。

C 法學家O W Holmes『老人的Advice
就像百冊世界名著的目錄，無啥路用』～『老

人的Advice如同冬天太陽，亮是亮卻不溫暖；

Vauvenargnes』→？『酒席中的Advice無啥路

用』，何況『酒後多失言Many a Slip between 

Cup and Lip』……詩人T Hood留有『要Advise
自負傲慢的人，就像對牛彈琴』警語→？R 

Townsend風趣地說『所謂Adviser顧問：借你的

錶而告訴你時間，之後卻不還錶的人』。

D 對夢蠻有心得的Robinson夫人『夢中你

Advise別人的話，當心會有難堪的爭吵；但是夢

中接受Advice的話，你將會有新～有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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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ce～Humor

A 思想家梭羅『罕見喜歡Help幫助別人／

身教，多於Advice／言教的人』→？『替人出主

意Advice，常常覺得較高杆；S Johnson』心態

……Anton對經理們『制止Bickering爭吵辦法：

造出Crisis危急感就是』Advice……不過智者

Prochnow留『替人出主意～Advice，就要記得：

Socrates是位偉大哲人，他到處給人Advice，結

果被他們毒死』富涵義慧語。

B 智者E C Mckenzie『所謂少年犯較喜

歡飆車～吸毒等刺激性歹事勝於Advice言教』

→？『假若孩子都遵照父母Advice言教而不學

其行為榜樣的話，就不會有少年犯問題的』……
對蟲類Adder風趣地說『假若太早，就別起床

別出來』Advice→？『早起的鳥兒有蟲吃；W 

Mathews』～『早起的蟲兒先被吃；J Igno』。

C 楊格曼風趣地說『要求Advice的人大概

尚未婚』→？『你的先生接受過你的Advice嗎？

……沒人在看時，他偶會接受的；Copeland』
……劇作家詩人P Calderon『女人的Advice無
啥，可是不理的話就會吃虧是戇人』→？『適當

的恐嚇，有時比Advice更有效；EW Howe』……
出版家S Beach的祖父留有『切勿失去：閉嘴的

良機』慧語～『別跟醜陋的人爭吵，因為爭吵對

他沒啥損失』警語→？『成功的男人後面總有位

“不以Advice煩擾他”的女士；楊格曼』富涵義慧

語→？所謂賢內助！

D 對太胖模特兒Follis風趣地說『Pose slim
擺個苗條姿勢就是』→？『肚子不聽“節食”言教；

Seneca』……『醫師：沒啥要緊，只要每天戶外

運動二三里就是，你的工作是啥？……患者：我

是郵差；Copeland』～『別接受泌尿科醫師的飲

料』～『看病，切勿找診所裏花草枯乾的醫生；E 

Bomeck』→？對年齡過40的Advice『心胸要開，

冰箱勿開；楊格曼』→？啤酒！

Advice～惑

A 困惑的是『有些人從不接受Advice而
有些却樣樣Advice都接納』→？『智者不須要

Advice，傻瓜不接受Advice』～『當局者迷，旁觀

者醒；Emerson』→？妙的是『雖然接受Advice
也跟別人一樣會錯；楊格曼』～『Advice從不被

感激的：結果好，接受Advice的人就說自己的

Idea；壞就歸罪於出主意的人；麥肯齊』。

B 劇作家O Wilde風趣地說『別替女人出

主意Advice』→？詩人J Gay『Love愛情豈能

Advise？』～『女人的Advice不管她說啥，“相
反地做”就是，也是聰明辦法；詩人T Moore』～

『所謂好Advice：“做相反”就是，十中八九是對

的；哲人A Feuerback』～『最邪惡奸猾的人往

往會給最佳Advice；詩人P J Bailey』→？『太座

首先給的Advice要接受，不是之後的』～『女人

的Advice不是太貴／受不起，就是無啥／太賤；

Albertans』。

C 歌德『想要寫作，就勿諮詢別人』～史家

Acton『切勿勸人寫關於歷史』……『為了朋友最

好：不要替他出主意Advice』→？神學家T Fuller
『困惑的是：給他好Advice，但是誰能給他“接受

Advice的智慧”呢』……賓州開拓者W Penn『有

心幫助的人，才有夠格指責，否則是殘酷，不是公

義』慧語。

D 『格言皆有正反兩面，所以必須正反兩面

一起接受；W Mathews』→？『水可載舟亦可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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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荀子』～『金錢是良僕也是惡主；培根』～君

子愛財取之有道→？林○雄『信○兄，連○的錢

不能拿』～金○煒『李○兄，中國的錢不能拿』～

徐○勇『○市長，中國共產黨的錢不能拿』。

E 活用史家H Adams『不要跟台灣三害：利

委～妓者～叫獸打啥交道，他們就像Hog肉豬，

你必須以棍子打豬喙』妙語。

Advice～自勉

A S Chinmoy『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譬如

Advice就是』→？『被要求才給Advice而且要

簡單；華盛頓幼年文件』～『話多不如話少，話

少不如話好；呂近溪』～『多思考～少言語～罕

下筆』……古智者Solon『Advise朋友就要幫

助他，不是說些讓他高興的話』～『一旦替人出

主意Advice，你就負有責任義務；M Forbes』
～『Advise前要確知何種Advice最適當』→？

『Advise要緩慢，接受要快』。

B 智者Publilius『接受Advice者眾獲益者

少』→？『從Advice獲益比給Advice的人要更

有智慧；評論家JC Collins』～『不能言教的

Advice，身教往往可做到』～『我們所欠缺的不

是Advice言教而是身教榜樣，傻瓜也會說說』

……達文西『諮詢，就要找善於自律的人』→？

『有成就的人，多是遵從他曾經替別人所出主意

的勸言』。

C Coll-Webb『要勸告～批評，該限於：自

我反省評判』慧語→？『智者不僅知道如何接受

Advice也知道如何拒絕』～英諺『疼惜你的人的

Advice要記下，雖然現在你不喜歡～不須要』慧

語……智者JA Farley『對年輕畢業生：我所能獻

出最佳的心聲共8字：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tell the Truth真誠待己且說實話』→？『不要

跟權力～武力爭鬥，而要利用；工程師B Fuller』
～『Lovka勸告：切勿信任以“Party黨”當動詞的

人』→？KMT。

D 『我終於學到：不能期待孩子聽你的

Advice言教，而忽視你的榜樣身教(5�歲之頓悟

)』～『當父親長輩就該記住：總有一天孩子後輩

會遵循你的榜樣身教而不是你的Advice言教』

……作家D Brown『不要擔憂年老或想討人喜

歡，你喜歡自己就好』→？『我的理念真單純：空

就填，滿就倒；AR Longworth』～『天之道，損

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

→？今日“虛～偽～詐～狠”之困惑！

E 古哲人Thales『認識瞭解自己最困難，

Advise別人最容易』也就是Cicero所謂『只有自

己才能幫助自己』→？醫學院給M Konner醫師

的Advice『假若順的話，就繼續；若不順就停；

不知怎麼做就別亂做(？求助專家)』……Q Crisy
留有『遇Disaster災難就該像處理瑣事般以平常

心，但是處理Triviality瑣事絕不可像處理災難』

警語。

結　論

Ⅰ 辨別“虛偽”是智慧之初步～敬畏耶和華

／認識上帝是智慧的開端“真誠”：老實～規矩～

樸實，是做人的根本。

Ⅱ 智者不僅知道如何接受Advice，更知道

如何拒絕，這就是智慧～替人出主意Advice就
該負有責任。

Ⅲ 我們所欠缺的不是Advice言教而是榜

樣身教：“瞭解自己”最困難，Advise別人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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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起床後～出門前”輕輕地親親睡眠中的

Better half的習性！

Ⅳ 格言皆有正反兩面，必須正反兩面一起

接受→？事物皆有正負兩面，必須同時思考！

Ⅴ『獻醜～曝露自己缺點最好辦法是：替別

人出主意』→？“吃老～厚話”的我！

結　語

萬世先師孔子留有許許多多良好教訓／言

教，卻也有殘酷言行人性(？狠恨基因)弱點，顯

示思～言～行一致的榜樣身教之難：所以Thales
『Advise別人／言教最容易而認識自己最困

難』，莫怪老子對孔子的Advice也毫無作用→？

誰能給孔子或我們“接受Advice的智慧” ？……
謹以智者Farley『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tell the Truth真誠待己且說實話』也就是“心尊上

帝的實踐信仰生活”自我勉勵做為本文結尾。

莊壽洺筆於8.�5終戰日～�0.25台灣受難

日，2007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任母院病理部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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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話說那年春天，中國非典肆

虐人間，台港各地，人心惶恐。我

倆暫緩回台之旅，改走美南猶他

等地，賞峽谷殊景，看沙漠風光。

稍後，再北去加拿大洛磯山區，

探雪山冰河，觀飛瀑靜湖。遠離

喧嘩，走入走出大自然，賞心悅

目，舒暢筋骨。(見葉子「走入走

出大自然」，景福醫訊第二十卷

第十期)。

兩千零七年，人間四月天，春暖花開、又是

外出趴趴走的好時節。這回，我們再次走入大自

然，去那地老天荒之地，更深入不毛，一個禮拜

多，繞行兩千多哩路，萬里江山萬里塵，無邊風

月天地心，乘興而去，興盡而歸。行前，內人找資

料，看地圖，參閱旅遊手冊，估行程，訂旅館，又

東問西詢，一切妥善準備好。於是，她導遊兼三

陪，陪玩，陪笑，陪睡覺，總而言之，全陪地陪都

包了。葉子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從北加州那帕谷自家出發，先去南加州，參

加同學陳炤輝大兒子的婚禮。隔日一大早，我們

這部凌志老駒，再展翼遨翔，凌虛御風，春風得

意馬蹄輕，朝往亞歷桑那州奔馳。出發前，同窗

老古頻頻「勸君多帶幾瓶水」，他就怕我們「西出

陽關無飲水」。離加州邊境前，先去那嚮往已久

的Joshua National Park，觀賞它特有的沙漠自

然奇景。早年，摩門教徒來此拓荒，驚見那一棟

棟的神奇樹木，好似舊約中，約書亞朝天招手的

模樣，它的名字因此而來。還有那獨特的灰熊仙

人掌，很多珍奇稀有植物，它早被聯合國列為沙

漠生態環境的保護區。

進入亞歷桑納，繞過鳳凰城，繼續北上，

偶而飛沙走石，風塵「撲撲」，超迷你的龍捲風，

此起彼落，好像小龍嬉戲，不成氣候。傍晚來到

Sedona，這風景如畫的紅岩城，曾是美國周末

雜誌，選為全美最美的地方，廣受騷人墨客，

攝影行家的青睞。此時近黃昏，夕陽無限好，

一座座秀麗的紅色岩丘，更顯得鮮紅亮麗，層

次分明。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翌日清晨，

走入走出大自然(二)
葉  弘  宣

Sedona (紅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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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風撲面，來到高崗上，放眼四野，美不勝收。

什麼Coffee Pot, Cathedral, Chimney, Snook 
Rocks，盡入眼底。那石鐘山(Bell Rock)，聳

然直立，壯觀無比，都是鬼斧神工之作，還有

Chapel on the rock，建在高聳的懸崖上，更顯

聖靈之尊。

繼續北上，來到Kayenta，這個Navajo-
land，印地安族人的聖地，舉目赤地千里，其中危

崖峭壁，怪石重疊，圖騰柱岩，好似神仙境界，

有左右Mittens，三個姊妹…。在Artist Point，

我們拍下最美的原野風光。昔時，印地安人居

無室廬，幕天席地，視土地為母親，這些堂皇

壯觀的景物，是motherland的延伸。他們自成

一國，Navajo Nation，兩萬七百方哩，橫跨三

州的高原、峽谷、湖泊，可說是A Nation within 
a Nation。億萬年的地殼變動、起伏、風化、侵

蝕、堆積、沈澱，這裏是地球歷史的博物館，展

示地質學上的Rock Formation，遠自侏儸世

紀。Monument Valley，一直吸引好萊塢，來此

拍了無數西部影片，How the west was won是
一九四三年的經典作。

再轉往Page，途經Antelope Canyon，有上

下谷，底下隱藏著蜿蜒狹窄，變化多端的地洞。

紅色的沙岩，歷經千萬年，雨水急流的沖刷，塑

造成今日這不可思議的自然奇觀。從入口而下，

有幾百呎，極狹處，勉強通人，上頂的細縫，偶

而透出幾線曙光，洞內景象，嘆為觀止，無可言

喻，只有親臨此境，方能感受其中奧妙，給你視

覺，心靈的享受。在中天時分，更領會到「白駒過

隙」的妙境。Lower Canyon洞口，豎有石碑，紀

念十幾年前的一場災難。驟雨急流，淹沒整個地

洞，十一個旅客，來不及逃生，

多為法國人，其中有一華人，年僅

三十七。

來到G len  C anyon，在

一九六三年大壩完成後，原來

Boulder Canyon的科羅拉多

河，水面逐漸升高，再經十四

年，造成今天的Lake Powell。
這裏的晴空、藍水、閃岩，吸引

各地旅客。Rainbow Bridge的
Boat tour，是一生難忘的經驗，

五十哩水程，來回七小時，嘆江

Artist Point (Monument Valley)

Antelope Canyon的地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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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畫，兩岸起伏的岩脈，橫看成嶺側成峰，億

萬年留下的神奇風貌，讓你心曠神怡。斷崖峭

壁，磐石重疊，湖中處處浮出峻岩奇峰，還有幾

處幽靜小灣，……。近年來，水位低落，那白色的

Bathtub Ring，高出水面好幾呎。當年葉子有「長

江歸來不看河」的感慨，今日卻又「科河歸來不

看江」。上了岸，復行兩哩半，壯觀的Rainbow 
Bridge，由遠而近，這高聳的硃紅色拱門巨塔，

是遠古海水沖刷而來的自

然奇蹟。塔高兩百九十呎，

拱寬兩百七十五呎，昔時

印地安人，認為彩虹化作

岩石(Rainbow turned to 
stone)，是他們的祭祠聖

地。由於山川阻隔，這別有

天地的世外仙境，美西地質

學上的Wonder一直到二十

世紀初，才被現代的文明人

發現。

這回的大自然之旅

後，我們歸程擇經Mt. Zion 
National Park，重溫山林之勝，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回到凡間的拉斯維加斯，已是萬家燈

火，眼見霓虹閃亮，人潮擁擠，有聲有色。此時葉

子已心如止水，不為所誘，借住一晚，直接上床，

一覺到天明。再循來時路，驅車回那帕老家。出

外旅遊好，回家的感覺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執業於加州NAPA）

Rainbow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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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落山風，自然會想起恆春，談到恆春民

謠，「再唱一首，思想枝---」就會被輕輕吟唱。

恆春民謠有一枝、二伴、三埔、四春、五空、

六楓港之詮釋。先人(大概在十七世紀以後)都
是獨自由唐山(中國大陸之舊稱)渡海前來蓬萊

仙島打拼奮鬥的壯男，每當夜深人靜，思鄉之情

油然而生，其中有一對來自唐山汕頭的父子巫元

束、巫永聲(引自吳燦崑主任手著「恆春民謠」專

集)，與多位同鄉人在恆春南灣附近的「跳石山」

頂燒木炭維生，每當太陽下海(此地看不到太陽

下山)，西望大陸那邊的唐山故鄉，自嘆在異鄉

有若一枝無依樹枝，思鄉之情油然而生，乃脫口

而出，吟唱出歌謠而傳誦成思想枝(一枝)。開墾

荒地必須靠牛犁助耕，而「牛犁田、頭前行」，亦

即牛在犁田時，必須行走在農夫的前面，牛尾在

後面向著農夫與農夫做伴，而唱開「牛尾伴」，又

以牛助耕，牛就成為與農夫相依為命的良伴，進

而買牛母，生子傳後代，有就地娶妻生子傳香火

之含意，故亦稱「牛母伴」(二伴)。古時臺灣遍地

樹木及草埔有待開墾，平埔調乃油然而生(三埔

)。既已開墾，就等待收成，而恆春四季如春，是

有「四季春」之詠(四春)。但恆春多颱風，五穀受

殘，有謂「初一落(雨)，空歡喜；初二落，有花結

無子；初三落，有稻做無米」，形容辛苦耕作的五

穀被颱風打壞，變成米倉空空，為「五空小調」的

由來(五空)。日據時代製糖會社，必須靠燒木柴

製糖；若遇到颱風肆虐而收成不好時，農民就爬

越阻路的「尖山」，到楓港去砍柴賣給製糖會社(
後者以船運回恆春製糖)，以貼補生活費，因尖山

阻隔，回鄉不易，在楓港的山上砍柴思念恆春故

鄉，而演化出「楓港小調」(六楓港)。以上只代表

一種說法，還有許多其他的傳說。

觸到恆春民謠，自然會想起播種者「紅目達

仔」陳達老先生。家貧、目不識丁的他，憑著幼時

聆聽自大人在茶餘飯後、喜慶廟會中所彈(月琴)
唱(民謠)的曲譜歌詞，牢牢輸入腦海，謹記在心。

弱冠後，揹著一支父執輩贈送的老月琴，開始走

唱賣藝的生涯。他又貧又瘦，但人窮志不窮，堅

持彈唱受賞，絕不接領「嗟來食」(乞丐討食)。猶

記民國五十年代，我在恆春中正路的「十三間樓

仔」租屋開診所，「紅目達仔」偶來看診(幼時染

眼疾，家窮無力就醫，致紅目終生)，領藥後說：

「院長仔，我無錢，唱歌乎你聽，好姆？」，換得

我莞爾後，抱起月琴，手指輕撥，就地取材，即興

「抓」詞，隨著輕飄弦音，藉由低沉沙啞，略帶磁

性的歌喉輕輕唱吟，歌聲裊裊迴旋診察間，在思

想枝、牛尾伴、平埔調、四季春交互演唱中，藉沙

啞、蒼涼歌聲，娓娓詮釋詞譜涵意，時而略帶哀

怨孤寂，或急轉為高亢激昂，再斂成軟聲傾訴，

宛若鶯鳥嬌鳴；唱腔鏗鏘，賽似群珠落盤；繞樑

「思想枝(起)」的播種、傳承與 
呵護------走尋思想枝的前輩

戴  鐵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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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音，數日不絕。因其唱法獨特，讓未諳恆春民

謠的我，在腦海裡留下了思想枝微痕。

陳達老先生這位「思想枝」播種者，於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因過馬路發生車禍不幸辭

世，好在其生前因獲許常惠教授賞識，替他灌錄

CD傳世，一代宗師的獨特唱腔，才倖獲留存。其

後有張新傳、張文傑、朱丁順三位繼續傳承，恆

春民謠才得免于斷弦。

「張新傳」老先生為了傳承發揚恆春民謠，

在墾丁社區發展協會贊助下，正式成立民謠傳承

班。張新傳歌聲渾厚，唱腔佳。他彈琴沒照譜，

恆春民謠實際上也沒有譜，每次換曲，都以調弦

來改調(如四季春要調成高音，思想枝需調低)，
靠著嫻熟靈巧指法撥弄月琴，彈奏出前無古人，

後尚未有來者的美妙獨特、令人心曠神怡的完美

前奏；詠唱時則只略撥琴弦，彈出和諧旋律；間

奏及尾奏強勁有力，有如萬馬奔騰，更是出神入

化得難以筆墨形容，所以被文建會列為國寶級民

俗演唱者。我妻因加入民謠傳承班而有幸接受

張老師的薰陶，在我妻的心靈沙漠裡，灑下了民

俗琴謠的綠苗；所以他是我妻的第一位民謠啟蒙

老師。不過，因為沒有譜可循，學時只憑感覺與

指法去摸索音階在弦上的觸點，所以初學時的學

習過程，備極辛苦。

我們最欽仰的是他的「五孔小調」唱出的

「五條手巾」，每一條手巾就是一個淒美故事，第

一條手巾是牛郎織女；第二條是孟姜女；第三條

是陳三五娘；第四條是山伯英台；第五條是樊梨

花。

可恨的歲月催人老，老師目前已近九十高

齡，身衰體弱，再也無法指導琴藝，令人惋惜。

第二位讓人永懷思念的民謠耕耘者是帶我

妻、教我妻在民謠學習路程中充實、成長，俾我

妻有能力教導初學者琴藝的張文傑老師。他為

人老實憨厚，待人謙讓有禮，為存續發揚恆春民

謠，也開班授徒，並向國小生傳藝，最有名的是

恆春鎮大光國小十來個小學生組成的月琴彈唱

隊，不但名聞遐邇，也曾應邀上電視表演而獲得

佳評。

張老師於民國三十六年出生于單親家庭，

自幼與生母相依為命，由母親獨自辛苦帶大。

二十六歲時結婚，婚後賣饅頭維生，因有歌唱天

賦，多次參加流行歌曲歌唱比賽，但均未入選。

表哥見其心灰意冷，乃勸其勤練民謠，參與民謠

比賽，果然獲得入圍並勇奪首獎；從此經常受邀

廟會演唱，漸漸唱出「名聲」，引起屏東縣文化中

心蔡東源主任注意、發掘，及民謠促進工作者陳

正賓教授的注意，見其家境清寒又無業，乃向文

化局申請專案補助，獲准安置他在恆春地區的

大光、水泉、恆國、永港等四所國小，教導小學生

學習彈唱恆春民謠，使其一家人暫獲最起碼的溫

飽。他家境清寒，無子，育有三女，所以揹著月琴

不定時的應邀獻唱，獲取微酬維持生計，不過他

生性樂觀豁達，並不以家窮為苦，卻不幸於壯年

時罹患糖尿病，終日為此惡疾所擾，於四十多歲

就因此疾先失去一腿，靠義腿及柺杖辛苦行走，

還得騎機車乘載其妻前往採取「刺莧子」零售，

以貼補家需。後來又失去另一腿，五十幾歲時復

因此宿疾完全失去視力，換由其妻肩揹月琴，車

載他並牽他上臺，到處演唱；每次看到他倆夫婦

鶼鰈情深，相扶相持，步履蹣跚，緩緩上臺時，內

心總會難以自抑的產生一陣心傷與不忍。只要是

我妻主持節目，每次都是由我妻牽他上臺。從此

他摸索著，暗無光亮的度其餘生；最後，令人嗟

嘆、遺憾地，才跨過五十八歲年華就丟下嬌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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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女(另一長女嫁給軍人)，撒手塵寰，結束了坎

坷貧苦的一生。在簡單的出殯儀式中，我們與眾

多接受張老師指導琴藝的月琴民謠同好者，都衷

心祈禱老師漫漫冥途路好走，淚眼矇矓、滿懷悲

悽地送老師最後一程。

張老師最大的心願是創立恆春「思想枝」民

謠促進會，並如願以償的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二

日，由其一手創辦，正式被核准成立「恆春鎮民

謠促進會」。後來老師因歌唱者個性耿直的通

病，被會員排擠，乃黯然退出民謠促進會。受此

打擊，張老師的病情每況愈下，於病情轉惡而無

法勝任小學生教唱時，其教職遂由朱丁順所取

代。雖在重病中，想起無法再繼續傳承自己所最

愛，終其短暫的一生，努力呵護耕耘的思想枝等

民謠給天真、可愛、勤學、並已大有心得的小學生

們，情不自禁的感嘆於造化弄人，賜給自己這樣

一付不堪的軀體。因一再地打擊，老師的病體更

加迅速惡化，而終跨乘黃鶴，駕歸寰宇。

張老師歌喉好，唱腔佳，嫻熟各種恆春民

謠演唱技巧。他最擅長於依所處場景、人文、宴

席、廟會等，就地取材，即興脫口成句(四句)，以

「思想枝」曲調，詮釋出喜慶賀詞、神祇頌禱、

人物褒貶、景色描繪、官場逢迎等，歌聲音質優

美，清平怡人。他藉「平埔調」鋪敘悲歡離合，坎

坷情路；歌聲蒼涼酸楚，一音一詠，悲悲淒悽，如

泣如訴，撼動聽者胸臆；細聲愁哼輕咽，句句叩

人心弦。老師一生窮困拮据，歷盡滄桑，志不得

伸，又兼病魔纏身，既喪雙腿，復失靈窗，因此，

古往今來最偉大的一對情癡，梁山伯與祝英台悲

苦感人的二十四相送(凌波主演的黃梅調山伯英

台電影裡只有十八相送)，由生涯多艱的張老師

以他淒涼的唱腔，溶入他自己崎嶇不平、多災多

難、殘疾病苦的人生經歷，一節一節，輕描淡寫，

平鋪直敘的從他弦裡口中傾瀉而出，令人不能不

對山伯英台的悲戀故事，產生共鳴，而沉迷於哀

怨，愁訴，泣血，撼人靈犀的音符中。老師送給我

們的遺作就是他唱、我妻錄的「二十四相送」，可

惜沒有好好請教所錄歌詞內涵，以致在他往生

後，有幾句聽不出詞意。他教會了我妻彈、唱「思

想枝」，「平埔調」，「四季春」，「五空小調」後，

在將開始教「牛尾伴」時老師病倒了；眼睛都已

完全看不到了，還念念不忘的要教我妻學會彈唱

「牛尾伴」，直到飛往極樂，還是來不及教會我

妻，因此沒有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妻這一輩子

最大的憾事。

與張新傳老師一樣，張文傑老師每次轉彈

另一曲子，都必「調琴」作譜。雖然月琴的彈奏，

根本無譜可循(月琴彈奏本來就無譜)，只能憑經

驗上的累積，靠手指尖在琴弦上滑觸到音階點，

彈撥出正確的音階；因為每一首曲子的音調都

不一樣，有如西洋五線譜上的C調，B調一樣(這
只是一個比喻，並不全然這樣簡單)，所以要把一

首曲子藉月琴彈得出神入化，調準音階是首要條

件。這是兩位張老師彈琴前或改彈另外一首曲

子時，一定先調琴，對準音階後才開始彈奏的原

因。只會彈琴而不會調琴是成不了大師的。

張文傑老師教琴，因為在琴弦上有一定的落

指點，所以伴奏起來，每次能彈出同樣的旋律，

學起來容易，學生的接受度高。張新傳老師的指

法是隨興的，落指點隨時改換，專憑他純熟的技

巧與國寶級深厚的經驗，彈出美妙動人的旋律

與震撼心靈的樂章，不過，就因為他的落指點模

糊，要學到他的精髓可難了。所以跟他學琴，除了

有相當的天份，是很難登峰造極，有所成就的。

另外一位傳承者是朱丁順老師，我妻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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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短期學習過，因尤明雄總幹事在「恆春鎮思想

起民謠促進會九十四年會員大會年刊」上已有專

文介紹，所以不再撰介。

吳燦崑主任自教職退休後，竭盡心力投入恆

春民謠的研究，將思想起的緣起(產生背景，曲調

由來，名稱演變)；思想起唱詞的主體結構形式(
像七字四句聯有：正格與變格「七字雙枝聯」。正

格的第一、二句「說景」，第三、四句道情，如：這

旁看過彼旁山，看見溪底一港泉【說景】，阿君

雄雄飲一碗，飲欲與娘同心肝【道情】；變格的第

一句「說景」，第二、三、四句「道情」，如：三月算

來人清明【說景】，手抱細子到墓前，三牲酒禮

來拜敬，答謝母親養育情【道情】)；「思想起」主

體唱詞的運用變化；五空小調、平埔調、四季春、

牛尾伴、思想起等的特性；歌詞表現的意思；「思

想起」主題詞的內容類別(如宗教類、戀情類、相

褒類、勸善類等)；將各前輩唱腔譯成五線譜(如
前述)；諸唱將自唱自譜歌譜的五線譜。

為了培植幼苗，在學得月琴彈奏技巧後，應

墾丁國小之邀，我妻前往該校傳授月琴彈奏基本

技巧及「思想枝」演唱，為民謠傳承盡了一點心

力。所獲鐘點費，全部送給貧病的張文傑老師當

生活費。

長年來，傳統的民謠表演方式是，在喜慶宴

會上，由演唱者獨唱，持月琴自彈自唱或團體合

唱(只有思想枝適合)，這方式在東、西洋歌曲尚

不盛行，電子媒體未普遍化時，於缺少娛樂的封

建質樸農村，尚能廣泛的被歡迎接受，不過現代

的年輕人活潑好動，喜歡隨著快節奏、高低音階

迅速變化的熱門音樂蹦蹦跳跳，不喜歡慢板，詞

調千篇一律，毫無變化的恆春民謠，因此，民謠

演唱也就失去昔日風光，在表演舞臺已難佔有一

席之地，所以除了少部份耆老對恆春民謠情有獨

鍾且能唱者外，已鮮有刻意想聽恆春民謠的人，

加上老年人口的自然凋零，讓民謠人口更加萎

縮，恆春民謠已走到了瀕臨存亡斷續之秋；我妻

亟思突破，在搜盡枯腸之餘，讓我妻發現了，以

往民謠只有月琴伴奏，而沒有樂器相配；進而再

由西洋樂器的「小提琴鋼琴絕配」得到靈感，想

起了，以「胡琴搭配月琴」的另一種表演方式，並

獲得張文傑老師贊同支持，師徒倆由張老師拉二

胡，我妻彈月琴，幾度練習合奏後，首次於民國

八十年初，恆春鎮「三山國王廟」建廟一百週年

慶晚會上，張老師在我妻牽扶下，師徒二人登臺，

首度在二人的琴、胡伴奏下獻唱了「思想枝」，博

得滿堂彩。此一開風氣之先的創舉，獲得了多方

肯定。不久，恆春鎮農會洋蔥嘉年華在墾丁福華

大飯店舉行時又獲邀約，指定師徒琴、胡合奏演

唱恆春民謠；從此，替民謠開創了另一種演唱方

式。這也算是我妻對恆春民謠的一點小貢獻。

獲邀加入恆春鎮思想起民謠促進會後，為了

發掘，散落埋沒在鄉下各地，民謠演唱者的獨特

唱腔、唱法與優美歌詞，我妻藉我家診所接觸面

廣闊的人緣關係，到各地採訪民謠男女唱將。我

妻花了很多心血與時間打聽各地唱將名單與住

址，下鄉按「址」索驥的造訪他(她)們，請其就地

演唱，我妻並立即錄音保存其所唱，自己獨創的

珍貴民謠詞譜與唱腔，交給民謠促進會，由吳燦

崑主任(時任促進會總幹事)將之音譯成譜，並加

註五線譜，以�、2、3、4、5、6、7，代表音階，讓恆

春民謠正式有譜，使教與學者皆有共同語言----
歌譜可循，大大的方便了教與學，讓我妻對民謠

有了「略盡棉薄」的喜悅。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開業戴外科婦產

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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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或挫折)對一個人來說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面對失敗(或挫折)後能夠勇敢地站起來，就

像英雄不怕出身低，就怕不能安於貧苦而奮鬥不

懈。陳水扁出身三級貧民，憑其不斷努力，雖於

台南縣長選舉及台北市長連任時失敗二次，入冤

獄一次，終能入主總統府，應是敗而不餒，勇敢

地從失敗中重新站起來，衝向勝利終點的一面最

好的鏡子。

目前有多少年輕人因為愛情不順遂，就意

志消沈，甚至消滅自己或毀掉對方；有的人因為

事業失敗就軟癱在地，一蹶不振，這些都是弱者

的行為，不是智者、勇者所應有。有多少人因為丁

點小挫折就想不開，一直往牛角尖鑽，終無法跳

脫，與「憂鬱症」結上緣，給家庭帶來困擾與莫

大負擔，也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無法抗拒失敗或挫折，另一個稱號叫「經不

起打擊」，這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的專利，億萬

鉅富、熠熠鉅星、一代紅顏都會經不起小小打擊

而憂鬱，終致自殺身亡，譬如：國際知名企業總

裁因家中小爭執，一時氣憤想不開就跳樓身亡；

香港鉅星張國榮被憂鬱症纏身而跳樓終結痛

苦；一代紅顏林黛、樂蒂也都喝藥尋求解脫，其

他名門豪家子女，一般市井小民，因掙不脫小挫

折、跳不開小困擾而自閉、醉生夢死、渾渾噩噩

過一輩子的在在都是。

一個人一生中就算都能一帆風順，沒有遭

遇失敗的不幸，也難免會碰上一些小挫折、不順

心、或不愉快；若能「知足常樂」就能不計較周圍

的芝麻小事；能快快樂樂的「為自己而活」，不會

在意別人的任何眼光與苛評惡語，能安於貧、樂

於苦，將一切不如意拋諸腦後，勇敢地從失敗挫

折中站起來，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最最重要的能活

得踏實的秘訣。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開業戴外科婦產

科診所）

勇敢的面對失敗
戴  鐵  雄

作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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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日早上我們夫妻倆參加台灣

「行家旅行社」旅遊團，坐華信航空公司的包

機，開始五天四夜的北海道旅遊。按規定大家在

9:45AM起飛三小時前就到機場，只見第一航廈

內幾乎人擠人！看了這場景才瞭解台灣每天出國

旅遊的人，果然可能不下萬人！

我們一團二十八人中有九人、十人兩小團是

互相認識相邀參與的。多半是三、四十歲以下，

年紀最大的，除了我們夫妻近七十之外，有一位

王先生最「老」，五十一歲。導遊鍾先生(小鍾)也
是五十歲的老經驗，一路上就是聽他講旅遊地點

的典故、日本的歷史、以及笑話，使一團在車上

一路熱鬧歡笑，也促使全體有良好的友好氣氛。

在第一航廈的商店區，我看到一個促銷的

Canon IXUS 65相機，價錢低於市價，又附送� 
GB SD card。因為我對原有的Canon5.0嫌它拍

攝反應慢，不太滿意，因此立即買下，結果這是

我少有過的好買賣。因為感光度高達ISO 800，
不用閃光就可照相，反應很快，可攝 snapshots。
又LCD大，可以相當清楚地看照像結果，對沒帶

手提電腦看放大的相片的人是很方便。

華信包機載約兩百遊客，三小時半後到達

北海道旭川國內機場AKJ。從機窗看下北海道白

雪覆蓋的山地，還可喝酒、吃一餐，蠻不錯的。

下機，坐上旅遊社包的巴士，首先到「男山

造酒場」。這是有 �00年以上歷史的清酒老舖，

江戶時期是獻給將軍賞飲的清酒，它的冰酒曾贏

得世界品酒大賽連五次第一名。我們試飲幾口就

得離開到下一站，續往參觀「層雲峽冰瀑祭」，它

以沿著流過大雪山系層雲峽溫泉附近的石狩川

為舞台，綿延一方公里內的會場，排著大小不一

的冰柱、冰隧道、冰窖等。因為已到晚上，有各種

顏色的燈光照射，非常奇麗，不過俗麗，有點缺

乏藝術感。在冰上行走，不小心就會滑倒。使我

們一到旅館就買止滑鞋套。

當夜宿層雲峽溫泉區Prince Hotel系統的朝

陽亭，房內有榻榻米客廳區及西洋式的床。第一

夜的晚餐就是buffet，雖然不錯，總是自然地會

多吃幾口好吃的，吃多就會胖！有趣的是餐廳有

中國來的漂亮女服務生及男廚師，都說一口流利

標準的日語，我原還以為是日本人呢！他們都好

像是已很習慣台灣遊客。這也難怪，好大餐廳大

多是台灣來的客人。當晚是太累了，只在房內泡

浸熱水後就上床。

次日一早就去大雪山看層雲峽谷中最著名

的斷崖大石，其實這些斷崖比起太魯閣不算什

麼。但有出名的「流星及銀河瀑布」，流星瀑布是

從90公尺高的斷崖上俯衝傾瀉而下，它的左邊

是�20公尺的「銀河瀑布」，但兩者都結冰了，還

算是相當有趣的景觀。流星瀑布及銀河瀑布有人

合稱為「夫婦瀑布」。看景觀其實也不一定是要

它世界第一，連同周遭風景氣派夠雄偉美麗或幽

日本北海道之遊
許  清  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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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就是好景點。

之後的目標，是小樽(Otaru)市。它在札幌西

北，以火車要三十分鐘的距離，是面向日本海的

小港都。我們看過瀑布、雪山，坐巴士，途中在

一些商店買有名的泡芙(日人稱為shucream, or 

cream puff)，有些人還坐滑盆滑下小丘，有一位

不小心還撞傷腰部！車上聽這位留學日本、導遊

過美國加拿大、學經濟的小鍾說明個不停，中午

時分到達小樽。

小樽是十九世紀中期、江戶幕府末年開始逐

漸開發的都市，明治時代(明治元年是公元�867
年，明治維新發生在此後約十年之間)不落人後

地建立歐式建築。這港都人口約十四萬，有明治

時期的多棟歐式建築，除了二十世紀早年建築的

三井、日本、安田各銀行小樽支店建築物都有名

之外，歐洲復古式豪華建築「舊日本郵船小樽支

店」還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之一。其他還

有著名的以前用小船卸貨用的運河、兩旁小樽

倉庫及明治時期路燈，造成古色古香、浪漫的氣

氛。另外「北一(Kita-ichi) Venezia玻璃美術館」

(仿威尼斯人工吹製各種美麗的玻璃藝術品)、幾

位有名作家畫家的文學館美術館，以及「石原裕

次郎紀念館」也是可以參觀。

這石原裕次郎是我們年輕的時代，就以不做

作的、充滿男性活力、粗獷、野性、和整排東倒西

歪的牙齒，風靡一時，最受歡迎的電影明星(日本

電影明星或名美女的可愛之處就是不會矯揉造

作、做可愛狀)，他一出現就受女性尖叫歡呼，羨

煞我們同期男性。忘了什麼原因，相當年輕就去

世。他的哥哥是作家，現任東京都知事(市長)的
石原慎太郎，曾訪問過台灣。

不過，我們在小樽的時間排定不久。一到市

內就是到運河旁外觀倉庫式的「小樽運河食堂」

吃 buffet式中餐。這種吃到飽的吃法，日人稱為 
「Viking料理」，除了有各色料理可以誘人選擇，

還會讓人有非得吃回本錢不可的感覺。因此吃

多了，確是會增加體重，有人叫他「百匯」、或「包

肥」。這食堂內也有一些異樣早期風味的賣店，

讓人自然多照些相片留念。

運河是很小，河旁的路燈、倉庫，路旁觀光

客用的人力車，確有七八十年前，我們父母輩祖

父母輩留學日本當時的風味。我也發覺日本人說

「懷舊」，多半是指的明治維新時期的文物，好

像是對幕府武士時代的歷史不一定有多少懷念。

和歐洲各國、希臘、土耳其等國家談論歷史古蹟

有些不同的心態。是否對明治維新導致國家的

興盛、一般民眾的人權被重視的時代，還是有好

結了冰的銀河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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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得榮耀、驕傲、想念？

也難怪日本人對明治維新有特別的感情。

自從美國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之四

艘軍艦�853年出現在日本沿海(被稱為黑船)，日
本全國人心惶惶，導致薩摩蕃與歷代仇視德川幕

府的長州蕃聯手攻擊幕府軍，終致第十五代將軍

德川慶喜�867年「大政奉還」(放棄將軍職權，降

任公爵位)，從此明治元年後約十年內國家就經

歷最大的改革：廢蕃置縣、版籍奉還、推行士農

工商四民平等(農民至此才可以有「姓」！不過還

是維持華族、士族、平民三階級，到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才廢除)、設立軍隊制度、富國強兵、殖產

興業、地租改革等政策，封建制度終於被推翻，

建立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迅速地派員留學歐

美，積極地推動：大中小三階段學制(過去一般市

民農民無學歷)、發行報紙、使用公元曆、主張自

由民權，及至斷武士髮、穿西裝、穿鞋、戴帽、建

立紅磚建築、舖道路、使用馬車、人力車、路燈，

又開始食用麵包、牛肉、牛奶等等(統稱「文明開

化」運動)，生活全然歐美化。對使用計時錶、雨

傘認為是很時尚！雖然並未能使全民生活西洋

化，想想過去武士帶刀橫行，農民無地無權的時

代，這些變化是多麼鉅大！可是全國人民卻很快

的接受、適應，認同自己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政

策，從無懷念過去專制獨裁時代的現象，國民表

現向心力，到現在不到一百五十年，日本已是世

界強國之一！ 

除了日本人對明治維新時代的嚮往，北海道

和末代幕府還有特殊的關連。當幕府軍戰敗時，

抗戰派的榎木武揚等幕府極右派武士數千人和

數名法國籍顧問，率領數艘新式軍艦，�868年脫

逃到北海道箱館(現稱函館，都唸為 Hakodate)，
和當地原住民Ainu族建立良好關係，有繼續抵

抗政府軍的姿態，被稱為「箱館政權」。他們並未

自認獨立，卻迅速地被外國稱為「蝦夷(Ezo)共和

國」，也可看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思維(蝦夷是

對北海道地區或人種的統稱，現在較不常用)。不

過這政權一年多就被政府軍隊攻擊降服。他們

對於採用歐美式文明生活毫不猶豫；選擇領袖方

式，是日本首次的公開投票選舉。

北一玻璃館內展示品確是很美。它是北海

道最有規模也是最有歷史的玻璃工坊，有很多完

全由藝術角度、人工吹製的玻璃，高雅細緻。還

有一家類似義大利 Sorrento「音樂盒館」裡面收

集有西洋、東洋、古典、現代的各式各樣音樂盒，

工藝典雅。我們買下兩個，是要給我們兩個小孫

女的。這裡古街中心點還有一個上世紀後期才

建好的一個「蒸汽時計」(就是時鐘)，每十五分

會從頂端發出氣笛聲，有五尺五寸高、�.5噸重，

是世界最大的。我們還進去一家「銀之鐘咖啡

座」，喝完一杯，咖啡杯子還送我們當紀念品。羊

毛都會出在羊身上，這些杯子都要錢，就是不記

得除了喝咖啡外，我們在那一家買了什麼，他們

還慷慨的可送人這些杯子，不知他們本錢哪來？

這種五天四夜旅遊的缺點就是看的景點

小樽運河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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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每個景點卻都是走馬看花式地經過，無法

仔細欣賞他們的特色、氣氛。不過到下一站洞

爺湖之間，我們還路經很美麗的小富士山(羊蹄

山，�898公尺高) (日本的象徵、靜岡縣的正牌富

士山有 3,776公尺高，周圍有五個湖)，續往位於

羊蹄山麓的「名水公園」，又名「京極吹出公園」

(Kyogoku Hukide Koh-en)，天然湧出的泉水，

『純淨清涼，清淨甘醇』，一年四季不斷湧出，

據說這地下湧出的水已列入日本百大名水之一，

遊客都會專程走過約一百公尺、積雪、結冰，有

斜坡，很滑的路面，下車去取水喝。我們對這「喝

水」是沒練過什麼功夫或覺得有深奧迷人的吸

引力，只隨別人路走一半，到滑的斜坡就不下去

了。年紀也不小，一滑倒骨折，水再好喝也划不

來！

傍晚時分來到洞爺湖(Toh-yako，我不知它

為何不唸為 Doh-yako？)，此為一標高83公尺的

火口湖，是日本最北端的不凍湖，一年四季不結

冰。湖中有四座翠綠的小島，皆被劃入自然保護

區管理

當晚住宿觀光旅館。洞爺湖是有名的溫泉

區，大家換上旅館的浴衣(yukata)，到榻榻米超

大房間，吃每人一份的日式宴席料理。雖

然看來料理豐盛，美味吃多了，已感受不

出他的好味道，不會特別興奮。倒是在榻

榻米上穿著yukata，覺得好像我們也曾

經長期居留過日本似的，純日語也講得

特別流暢起來！

這裡還可以唱 Karaoke，突然有一

位團員想起我在路上提起今天正好是玉

麗的生日，大家唱起生日快樂歌。導遊小

鍾也唱，還有一位在啟聰學校當義工手

語翻譯的洪小姐起來給聽障的玉麗比手語。我

們雖然不會手語，大家誠摯善良的心，讓我們很

感動。

這些年輕的團員都驚訝我們倆已是六十九、

六十八歲了，其實我們自己也很難相信自己年歲

已是一團中最高的！不過我們相信一個人的歲數

不重要，一生心裡隨時維持年輕時的虛心好學求

知的精神、思考如何有創意、能聞過則喜、知錯

能改，最要緊。

第三天又是六點前就起床，發現窗外就是

一片洞爺湖景色。飯後還出去外面湖邊走一趟、

小富士山(羊蹄山)

洞爺湖觀光旅館之日式宴席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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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一邊注意不要在雪上滑倒，呼吸冰冷的空

氣，看湖中島嶼、飛翔的海鷗、烏鴉，氣氛蠻是別

緻的。

開車不久就到還在噴煙的昭和新山，這是

在昭和�8年大地震時，火山爆發所隆起的山嶺，

原本高度只有270公尺，後來因為地殼不斷活

動，褐色光禿的山頂仍在冒煙、山的高度還一天

天增加，至今它仍是一座正在成長的『新山』。當

地有個養數十隻熊的牧場，這些熊雖然會向觀

看的遊客招手乞食，很可愛，但養飼場內滿地熊

糞，有些煞風景，待不久。

再坐車過十點，到「登別尼克斯

海洋公園」(Noboribetsu Nix Marine 

World)。尼克斯的主要設施是以丹麥的

耶斯克城為藍圖興建而成的尼克斯城。

有水中隧道，有海豚、海獅表演、國王

企鵝遊行都非常有趣。尤其是企鵝的遊

行，有一隻走在最後的就是不聽話，雖

然有園丁隨著音樂輕輕拍手從後面趕這

些企鵝向前走，它就是一直向後轉過來

抗議。

城的四周都是北歐式的街景。中餐就在此

處吃火鍋。離開海洋公園，到「登別地獄谷」。這

是一萬年前形成的直徑450公尺、面積��萬平方

公尺的爆發火山口。內有十五個「地獄」：機銃地

獄‧鉛地獄‧鉄砲地獄‧大地獄‧龍巻地獄‧昭和

地獄‧不老泉‧涙川虎地獄‧釜地獄‧オハツ地獄

‧大砲地獄‧奥地獄‧目の湯‧乙女湯‧湯の花畑

等。它赤褐色的岩壁被聳立的山峰所圍繞，不斷

地從地底噴出熱水、水蒸氣和一些氣體。強烈的

硫磺味瀰漫在周邊一帶。真的像地獄一樣，像是

大規模的北投陽明山硫磺礦區。

這個地獄谷也可以花時間繞一大圈，但我們

得趕路。再坐車一小時半，到札幌市(Sapporo)。

Sapporo是原住民族Ainu語，「乾燥而廣大」之

意，日本大和族�850年代才移入。現在人口近兩

百萬人。藉�972年奧林匹克冬季運動會在此舉

行之機會，開始開發為觀光都市。

導遊似乎在路上臨時想到要帶我們去看札

幌的「北海道大神宮」(「神宮」是祭拜天皇，而

「神社」則否)，我們趕到時正好在下午四點半關

尼克斯海洋公園的企鵝遊行

登別地獄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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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前，我們幾乎是一腳插進去正要關閉的大

門，正好看到裡面有一起日式婚禮，原來三月三

日是女孩子的節日「雛祭」(hinamatsuri)，可能

就是結婚的好日子。

之後，又到舊的北海道行政大樓「道廳」，是

和台北賓館、總統府同樣式的Baroque建築，現

已成了觀光景點。當夜我們到旅館之前，到一家 
「Miyabi」日本料理店吃大王蟹吃到飽、什麼酒

都可喝到夠！幾位店員又是日語標準的美麗中國

小姐。我吃了四條蟹腳、喝啤酒、紅酒、日本清酒

才凱旋進住札幌APA旅館。這旅館的老闆是一

位女性，她還把她的照片登在旅館外大型廣告的

上面！半夜大腿癢醒，發現一片蕁麻疹，我以前

吃蟹不會過敏，現在似乎是會了！服一顆隨身攜

帶的抗過敏藥，當晚再也沒有睡好。

第四天早上起床時，幸而過敏疹已大部消

失。早餐後前往NHK Tower附近停看一下，再去

免稅店買東西，然後參訪「白色戀人巧克力工

廠」。這一家巧克力公司，「石屋」，以歐式風格

為背景的建築，一片的建築像是遊樂園公園，

定時又會在二樓出現多數的大型玩偶機器人表

演。機器人在日本有記載是第七世紀遣隋使、遣

唐使時代，叫做「仕掛人形」(karakuri ningyo)，
早期沒有橡皮筋當動力，有人用的是鯨魚的鬚！

蠻有創意的。到江戶時期它的發展迅速，開始應

用歐洲進口的時鐘彈簧圈。巧克力工廠內裝設

也很精緻，像是英國式建築，有華麗高級的內部

裝潢。還有等身大的馬車、林肯總統、貝多芬、

Pinocchio等的坐姿雕像。所賣的點心、巧克力

應該是好吃，但我們不會再買了，也就沒看。

接著我們到有名的有透光屋頂、共七街區

長的商店街「狸小路」(Tanuki Koh-ji)到一家導

遊相識的店鋪買打九折的巧克力點心，再到一家

旅館吃「包肥」中餐。上車後要坐兩、三小時，我

是馬上睡著了。

到當夜住宿的十勝川(Tokachigawa)「太平

原旅館」之前，我們還到以養駿馬出名的「日高

(Hidaka)」買據說有滋養皮膚效果的馬油，登上

「日勝山卡」(山卡兩字合一) (Hikachi Toh-ge)展
望台，望過去一片白雪覆蓋、有稀疏樹林的十勝

平原，可以感受到常在小說上描寫的北海道冰冷

遼闊的情景。

接續來到「幸福車站」，這是一個已棄置不

用的無人小車站，距下一個「愛國車站」只十五

分鐘。據說一般日本人，尤其是戀人或新婚夫婦，

都喜歡在愛國車站，買一張到幸福車站的車票，

有從「愛之國」進入「幸福之門」的意思，小車站

內牆壁天花板釘滿數十年來訪客的名片字條。

當時氣溫逐漸下降，感覺要下雪前的澈骨冷氣，

我們還是帶著異常地羅曼蒂克的心情在那小車

站各角落照相留念。

一行到下一站時已天黑了。「六花亭」是北

幸福車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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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道有名的點心製造廠，據說是當地

甚至日本全國甜點中最受歡迎的，尤其

六花亭草莓巧克力以及特製的六花亭

奶油夾心餅。我們倆是只喝咖啡、買幾

個點心，上廁所，就離開。然後全體趕

到「音更町(Otohukecho)時計花鐘公

園」。

這公園有座直徑�8公尺的花時

鐘，曾以世界第一大花鐘而列入金氏世

界紀錄中。春夏時節開滿了2萬多株的雛菊及三

色堇等花朵。經過特殊的設計，即使下雪也可運

轉。這個地面上的大時鐘旁邊還有一片大地擺滿

了很多各色的燈，晚上時間一到，會隨音樂改變

花樣顏色，應該是從天空照下最好看，他們是以

大銀幕放映從高處照的影像供遊客同時觀看。

這景點在旅程上是原訂隔天早上看的，靠導遊小

鍾的經驗，晚上趕來看，我們才欣賞到花燈表演

之美，又當晚的表演正好是這季節最後一次。我

們倆照相時一些年輕團員都來加入和許伯伯許

媽媽一起照！也感到滿溫馨的。

最後晚上住宿在太平原旅館，這裡的溫泉

水據說有養顏美容功效，我不相信，但還是去浸

了近一小時！此行只嘆安排過多的景點，到各旅

館都沒有更多時間享受溫泉之樂。

最後的一天又是六點前就要起床。昨天晚

上氣溫下降，已有將下雪的預感。今天果然降

雪，樂壞了沒見過下雪的團員。第一站就是看白

鳥大橋、白鳥(就是天鵝)及鴛鴦。導遊有經驗，要

我們早餐時帶個麵包出來餵鳥，增添很多樂趣。

這些白鳥每年都飛來此地過冬，千百隻聚

集在一起，蔚為奇觀，雖然北海道還是冷得下

雪，這些鳥是冬天從西伯利亞飛來「避寒」的。接

著前往「池田葡萄酒廠」參觀，十勝(Tokachi)的
葡萄酒頗獲日本國內外的讚譽。在池田葡萄酒廠

內可參觀葡萄酒的製作過程及貯藏庫…等，並可

試飲。我不客氣試喝三杯，再接著前往參觀「丹

頂鶴自然公園」。

丹頂鶴身長�40公分，身體除了部分翅膀邊

緣及頸部黑色外，都是白色，頭頂有一塊紅色而

名。長壽，據說可活40-70歲。在未被特別保護

的明治末期時，被貴族當珍品宰食，曾經一度面

臨滅亡的命運。西元�924年(大正�3年)，約僅存

20幾隻丹頂鶴，之後由政府及民間開始共同積

極協力保護，並於�952年將其列為「天然紀念

丹頂鶴自然公園合影

釧路空港的丹頂鶴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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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958年在釧路(Kushiro)市成立丹頂鶴自然

公園。�970年全世界初次的人工孵化成功以來，

十一月到三月之間可以看到約�50隻。5~6月時

可看到褐色小丹頂鶴。從「鶴見台」(Tsurumidai)
看這些鶴群，都很遠，不能看得清楚。此地「釧路

空港」外面的一對丹頂鶴塑像較能看得出牠的高

雅形象。在鶴見台每天飼養這些丹頂鶴四十餘年

的八十多歲渡部女士曾在電視「丹頂的一年」演

出，是曾受日本政府賞「勲六等瑞宝章」的當地

名人。

中餐吃蒙古烤肉後就到釧路國內機場，再

坐華信航空包機，晚上近十點到達台北的旅館。

我第一次到北海道是�980年左右，到札幌

醫學院訪問並演講，晚上和田教授、谷口副教

授、等數位科內人員邀請去料理亭，還請藝妓出

來表演！記得當時是一月、下雪，札幌市內在準備

巨型冰雕展，因此也留個印象，去北海道就是看

冰雕。這次三月旅遊發現了還有不少的景點，五

天之內看完是相當累。不過這類團體的、短期的

旅遊，本來就是要我們看多、看得快的。以後我

們可以自己來，不要頻頻換旅館，慢慢欣賞有趣

有氣氛的地點，同時可每天悠閒的泡溫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於美國德州達拉斯

巿近郊）

景福醫訊捐款贈閱單 

國外校友使用 國內校友使用 

□捐款 US$ 25元以上：贈送醫訊12期 

□捐款 US$ 50元以上：贈送醫訊24期 

□捐款 US$500元以上：永久贈送醫訊 

□捐款 NT$ 600 元以上：贈送醫訊12期

□捐款 NT$ 1,200 元以上：贈送醫訊24期

□捐款 NT$10,000 元以上：永久贈送醫訊

捐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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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Foundation）， 
請填妥捐款贈閱單連同美金支票寄回。（本會地址：100 台北巿中正區常德街 1號）

我想 □ 捐 款 ＋ 贈 閱 景 福 醫 訊       □ 捐 款  

簽名               

□ 醫訊寄送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校友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O)        (H)         

Fax:(O)        (H)         

手機                 

e-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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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首先介紹以鉀鈦磷雷射

對復發的鼻咽癌，進行內視鏡鼻咽

切除術，以及經鼻軟式細徑喉食

道胃鏡伴隨窄頻影像在頭頸部癌

症的診斷，希望有助對病患的診

治；韓良誠校友以其用心、敬業的

態度，面對痼疾，一針見血，在沒

有高科技儀器輔助的時代，憑著

醫者父母心、濟世之情，加上最重

要的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終於

使「寄生蟲比人更笨」，挽救無數

貧困家庭的命運，這種視病猶親、

不分貴賤、不對病人敷衍馬虎的

執業態度，印證了態度決定高度，不愧是內科菁英，以一位開業醫師能有如此崇高醫德醫術的成就，真

令在醫學中心的吾人後輩汗顏。最重要的是，這篇文章並不是歷史文件，有些寄生蟲疾病目前仍未絕

跡，本文仍深具醫學參考價值。接著是韓良俊教授的小品文，語重心長地希望所謂的「受害者」能深切

反省，為何自己會成為受害者。有著台灣人純真性情的莊壽洺教授，強調身教重於言教，不要說一套卻

做另一套，歷經兩個多月的旁徵博引，希望大家真誠待己且說實話。本文雖有點難讀，但是一旦進入寶

山，是不會空手而回的。景福人不但專業了得，文采更是一絕，再度拜讀葉弘宣校友的「走入走出大自

然」，儼然是現代版的「桃花源記」，適合載入教科書。戴鐵雄校友本著對鄉土的熱愛之情，走尋思想

枝的前輩，使得恆春民謠經由陳達、張新傳、張文傑、朱丁順諸位前輩以及戴家繼續傳承，才得免於斷

弦，令人敬佩。緊接著是其小品文—勇敢的面對失敗，以期能夠知足常樂，為自己而活。最後，由老當益

壯的許清曉校友用心地記下日本北海道之遊，真讓人腳底發癢，興起「善於生活者，亦若是」之嘆。本

期可讀性高，文章軟硬適中，期待對校友有所助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耳鼻喉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