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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患是全人醫學理念之入門，心身一

體的的整體性概念有了實證研究的支持後，豐富

了照護病患的科學性，也讓治療中藝術性的部分

更能妥善的發揮。

早於�930年代，鄧巴(Dunbar)博士及其同

仁就開始探討病人情緒特徵與心臟病的關係。

他們發現冠心症(coronary heart disease)患者

『具有強迫性奮鬥、寧死不屈，事務越艱苦，雖

越不快樂，但卻更要硬幹』的性格特質。這些人

在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後，常常有極度絕望與憂鬱

的反應，但常常不聽醫師的建議，而再度回復過

往的生活形態，往往死於第二次的發作。這種質

性的觀察結果，於�950年代弗利曼(Friedman)
和羅森曼(Rosenman)定義A類型性格，並連結

該性格和心肌梗塞的關係時，獲得再次印證。

A類型性格行為可藉由會談及紙筆測驗加

以測量並分級。A類型性格者有野心、好競爭、

急於完成工作，且有趕時間的習慣。當執著的

生活角色能被接納並欣賞時，他們會感到強

壯。但面對出差錯，承受失敗帶來的自信心喪失

時，心臟病也在此時發作了。經典的心理動力學

(psychodynamics)觀點認為，自毀性的心臟病

發作是壓力最終的出口。至此，心身醫學的研究

雖然開始有量性的測量工具，然而，對於身體症

狀的發生，仍採心理動力取向的解釋。當時的心

身醫學研究，基於其本質上的主觀性，始終無法

有效滿足實證研究在方法學上的要求。

�952年起，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診斷

與統計手冊納入心身疾患(psychosomat ic 

disorder)的診斷類別，並賦予操作型定義。心身

疾患的診斷，在臨床上必須在身體症狀發生或

惡化之前，有時序上『相關聯的，而且具有心理

意義』的急性或慢性心理社會壓力發生，同時

這些身體症狀可以就精神生理學、精神內分泌

學與精神免疫學觀點，加以解釋或進一步檢查

證實的。在這之後，心身疾患的科學研究典範

(paradigm)更為確立，而一向被認為是心身疾患

一種的心血管疾病的心身醫學研究，自然依循同

樣的脈絡進行。

目前認為，心理壓力所造成的精神生物學反

應，可經由認知行為路徑(例如：求醫行為、情緒

行為、不利健康行為)與生理學路徑(例如：過激的

精神生理反應-hyperarousal)增加對疾病的脆

弱或易感度，以及影響疾病穩定度等，而影響疾

病的發生。因此，若要探討心理因素和心血管疾

病的關係，除了時序的確定之外，還必須尋找符

合心身疾患定義的認知行為與生理學路徑上的

變化。

和心血管疾病相關的心理問題，目前最被廣

為研究的是『憂鬱』。憂鬱對於冠心症的病程與

預後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在冠心症確診後�2個月

內出現重大心臟病事件(major cardiac event)的
機會，憂鬱的冠心症病人是沒有憂鬱者的兩倍，

有憂鬱者也較容易於這一年中死亡。憂鬱也和初

心臟血管疾病之心身醫學研究
陳  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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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急性心肌梗塞、不穩定心絞痛、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後死亡危險性增加有關。雖然一些研究

沒有發現憂鬱和急性心肌梗塞後死亡的關係，大

部分都還是認為憂鬱是心臟疾患致病與致死的

顯著危險指標(risk indicator)。

憂鬱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生與預後的時序關

係，在一些大型、針對老人的長期研究中被進一

步地探討。這些研究發現，新出現的憂鬱症狀和

心血管疾病危險性增加才有相關，慢性憂鬱症

狀則沒有相關，憂鬱症狀的惡化和因為心血管

疾病而死亡及發生心肌梗塞危險性增加相關。

此外，憂鬱嚴重度在死於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

上有劑量效應，憂鬱症狀越嚴重者越危險，即便

在健康的次樣本中也有相同的發現。整合分析

(meta analysis)則支持憂鬱症狀會顯著、獨立地

增加罹患冠心症的風險，其相對危險性為�.6倍，

高於吸二手煙(�.25倍)，低於吸煙(2.5倍)，至於

憂鬱嚴重度以及暴露時間對於危險性的影響，則

需進一步研究。

目前研究者對連結憂鬱和不良的心血管疾

病預後的潛在機轉仍未有一致的看法，原因可能

來自憂鬱對於心血管疾病形成和惡化過程所扮

演的角色，可能有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間接的

管道指的是憂鬱影響健康促進行為，而造成心血

管疾病的形成和惡化。舉例來說，憂鬱指數較高

與活動力下降相關，憂鬱同時也和藥物順從性

差，以及自我照顧較差有關。也就是說，在行為

層次上，憂鬱是透過不良的健康行為，間接地影

響心血管疾病的形成與惡化。

在生理層次上，目前有一些假設認為憂鬱、

身體疾病以及壓力是互相關連的。壓力會增進

適應力，但是當反應壓力的媒介沒有被抑制時，

免疫力會受損，動脈硬化、肥胖、骨質流失以及

大腦細胞萎縮相繼出現。憂鬱狀態時腦部的功

能性變化，包含背側新皮質代謝功能低下，以及

腹側邊緣系統的過度代謝。此外，杏仁核的異常

可能容易造成憂鬱，憂鬱症患者被發現其杏仁

核功能有過度活化的現象。神經解剖的研究發

現，雖然隨著憂鬱的時間增長，杏仁核終究會萎

縮，但是第一次發作重度憂鬱症時，杏仁核卻是

先腫大。因為杏仁核是整合害怕與強烈情感相

關訊息的部位，並輸出訊息到中樞負責自律神經

覺醒的神經核，以及啟動更多負責因應相關行為

的基底核。因此，在造成後續各系統因應產生生

理與行為反應而過度活化的現象前，第一個步驟

可能是杏仁核活性的提升。因為杏仁核透過其

中心核的輸出，同時調控自律神經系統活性，以

及親皮質素(corticotrophin)與皮質素(cortisol)
的產生，它長期活性增加的結果，將會經由一些

生理病理的改變而造成身體的損耗。

在重度憂鬱症患者身上已被注意到適應負

荷(allostatic load)的現象，例如：皮質腎上腺活

性增加、胰島素成長激素(IGF-�)濃度上昇、啟動

免疫反應等現象表現。長期的適應負荷加上重

度憂鬱症自律神經系統的失調，以及行為上健康

促進行為的減少，憂鬱症可能藉此增加發生心血

管疾病的危險性。另外，憂鬱的心肌梗塞患者，

他們的交感自律神經功能活性比副交感神經活

性旺盛，可能因此增加死於致命的心律不整的危

險性而影響病程。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憂鬱

的心肌梗塞患者的血小板凝集活性較沒有憂鬱

者高，意指可能他們較容易形成血栓。最後，免

疫系統的變化與HPA (hypothalamic-pituitary-

adrenocortical)系統也被提到可能是連結憂鬱

和不良心臟病預後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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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探討媒介憂鬱和心血管疾病發生與

預後關係的研究，目前大多沒有一致的結論。

例如，檢視憂鬱和心臟迷走神經活性(cardiac 

vagal control, CVC)關係的研究便是如此。較

高的休息狀態CVC以及在遭遇壓力下可適度釋

放CVC的能力，被視為是良好身心功能的指標。

相反的，較低的CVC則意指較差的注意力、情緒

系統及行為彈性的調控力。雖然數個研究報告

憂鬱者相較於非憂鬱的對照組有較低的CVC，
也有其他的研究指出在兩群中沒有發現差異，

甚至有研究發現在年輕女性中，高憂鬱症狀者

反而比低憂鬱者有較佳的 CVC。造成這類不一

致發現的原因，必須考慮到干擾因子之影響，例

如：活動力、藥物、性別、年齡、症狀嚴重度、身

體疾病等。另外，個體間憂鬱症狀表現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也被認為是造成憂鬱和CVC
關係之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

多年來，透過進行心身疾患研究的典範，文

獻的證據協助我們釐清心理問題和身體疾病的

關係。目前的證據雖支持憂鬱症狀和心血管疾

病形成與惡化的關係，然而在探究因果效應時，

因為受限於研究設計與工具差異等因素，尚未獲

得一致的結論。事實上，除了憂鬱之外，焦慮、社

會隔離、敵意與其他心理社會動力，也可能以全

身性的方式影響生物的平衡，而造成心血管疾

病的病理變化，值得繼續研究。

（作者係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 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誠徵主任兼所長

1. 應徵資格：(1)藥理學相關領域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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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富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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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台大醫院」的開設

「大日本台灣病院」(即台大醫院前身)成立

於�895年6月�8日，是「始政式」後一天。當時瘧

疾、傷寒、鼠疫、霍亂、赤痢、腸炎流行，開設「凱

達格蘭大道」的後藤新平提出「生物是原理」的

衛生醫療政策，即醫療衛生問題的解決，為最優

先的工作。先將疫病控制，讓人民健康，從事商

業的經濟活動，再輔以教育途徑，及警察的強制

法令來造成規律而安全的社會。而其主要的任

務，即為養成能解決社區內衛生醫療需要，提高

國民健康水準的醫師。�896年「台灣病院」改名

「台北病院」，��月山口秀高來台就任院長，以英

式「醫院型醫學教育」模式創立「台大醫學院」。

II.  「台北病院附屬土人醫學講習所」
的創設與開展

山口來台創設「醫學校」希望留名青史，起

初未蒙接受。但他不折不撓，在台北病院設立

「土人醫師養成所」，修業四年，結業後可在台

灣執業醫師。「土人醫師養成所」，所謂「土人」，

即「台灣人」。由�897年一月起登報招募學生，六

個月受訓日語的國語練習所學生為主，並招收中

醫師與漢藥店子弟，於4月�2日開課。「土人醫師

養成所」是台灣正式醫學教育的開始，至今��0
年，台大醫學院光輝燦爛的歷史，是山口秀高排

除萬難，值得緬懷其創院的艱困與成就！

III.「醫學校」與「醫專」時代的光環

由於「土人醫師養成所」的優異成就，�899
年由官方接辦改制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

職業教育，仍由山口秀高繼續擔任校長。�902年
改由高木友枝擔任校長，勉勵學生「為醫之前，

必先學為人」，於�908年成立「校友會」，勉勵校

友「生涯教育」的必要。�9�5年堀內次雄擔任醫

學校第三任校長，當「醫專」與「醫學校」雙軌學

制同時存在時，�9�9年醫學校升格為專科教育

的「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堀內為校長，

致力熱帶醫學。�927年改名「台北醫學專門學

校」，簡稱「台北醫專」，皇子裕仁(即昭和天皇)
於皇太子時期�923年到訪，。

IV.  戰爭中的「醫學部」與「醫學專門
部」

�928年台灣第一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成

立，�936年大學教育的「醫學部」成立，三田定

則擔任部長。�936年「台北醫專」改名「台北帝國

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繼續「專科教育」，三田

主事。三田�937年�0月升為總長(即「台北帝國大

學」校長)後，由永井潛繼任醫學部部長。�939年

7月3�日永井轉任北京大學後，教授會推舉解剖

森於菟為部長，再由富田雅次接任。富田後因反

對軍部占用醫學部內「日赤醫院」辭職，由「帝大

醫院」的院長小田俊郎接任。

110年來的台大醫學院
顏  裕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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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醫學教育的「產品」─「校友會」的
成就

「土人醫師養成所」、「醫學校」、「醫專」、

「醫學部」及「醫學專門部」一脈相傳，造就

2,454位醫師，占台灣3,426醫師數的72%，都是

台灣的菁英，救人濟世。他們是「醫療網」(公醫

的「基層醫療」，府立醫院的住院醫療及「帝大

醫院」的送醫療)的實施者。治病療傷，營造美麗

安全和諧的家鄉，從事社會的啟蒙與領導，享有

崇高的地位，受民眾尊敬如神，光環耀眼。堀內

次雄�936年退休後，�936年成立「景福會」，兼

容並包，促「醫學校」、「醫專」的「南溟會」校友

及「醫學部」的「東寧會」校友相親相愛，團結一

致。但若干東寧會、南溟會會友並未加入。

VI.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成立與發
展

�945年��月�5日「台北帝國大學」改名「國

立台灣大學」，「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易名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由杜聰明擔任院長。

�947-48年杜氏去職，嚴智鍾任院長，杜氏返任

後�953年離職，開創高雄醫學大學，魏火曜繼

任。以後繼任院長的李鎮源、彭明聰、楊思標、楊

照雄及黃伯超教授們都是帝大醫學部的校友，都

全力提昇研究及教學的活動，並且非常重視醫學

倫理的提昇；台大醫院的整建，則是醫學部楊思

標校友擔任院長時劍及履及，全力以赴的成果。

謝貴雄是第一位醫科校友擔任院長。陳維昭則

以其管理長才晉升為台大校長。謝博生不但推動

科際整合，還培養出二階段學程的校友。陳維昭

院長、謝博生院長、陳定信院長及現任的楊泮池

院長都是醫科的校友，全力推動台大醫學院的

進一步發展，而以「頂尖大學」為其願景。

台大醫學院於�945年成立時，設五年制醫

科及四年制醫學專修科，醫學專修科於�950年
停辦。�949年起，醫科採「七年制醫學士學制」，

並於�973年改名醫學系，沿用「七年制醫學士標

準學制」，�983至�989年開設「學士後醫學系」，

採「單學士」及「雙學士」雙軌學制，培養了�0�名
「雙學士」「後醫系」的校友。

VII.「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的形成

�949年，台大醫學院成立「高級護士職業

學校」，後來改名為護理職業學校(�959年停

辦)，而於�956年設立護理學系。�953年成立藥

學系，繼則�955年成立了牙醫學系，�956年醫學

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成立，�967年分為醫事檢

驗組及物理暨生物技術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及復

健醫學系。本來復健醫學系的物理治療組屬於

醫技系，如今則各自獨立分設物理治療學系及職

能治療學系。由於綜合性醫事教育的典型已然

整備，因稱「醫學科學校區」。�993年，公共衛生

學系升格為公共衛生學院，改稱「台灣大學醫學

校區」。醫學院具有7個系：醫學系、藥學系、牙醫

學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護理學系、物

理治療學系及職能治療學系。就學學生數約在

2,000人左右，其中一半為醫學系學生，其次則為

藥學生，約為200人上下，再其次則為牙醫及護

理學生，都略多於�50人，醫技學生在�50上下，物

理及職能治療學生數約略多於�00人。除了上述

學士教育的功能外，台大醫學院更培育了碩士

學位及博士學位的研究生，目前學生數約為500
名左右，即碩士班學生約為300名，博士班約為

200名。20所研究所不但是進修教育的一環，而

且是培養教學與研究人才的重要管道。

�939年成立的熱帶醫學研究所，斐聲國

際，�95�年格蘭建議改名為公共衛生研究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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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醫療網」導向的醫學教育。�947年生理學及

病理學研究所成立，病理學研究所並成立碩士

班，藥理學研究所及生化研究所於�967年成立

博士班，�978年臨床醫學研究所成立，僅收博士

班。屬於醫學系的研究所包括臨床醫學研究所、

病理學研究所及法醫學研究所，其他�7個研究

所，醫學系校友都可以申請。屬於藥學系的為藥

學研究所、臨床藥學研究所、藥理學研究所及毒

理學研究所，其他最受藥學系校友眷顧的則為生

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分子醫學研究所

及免疫學研究所。屬於牙醫學系的為臨床牙醫

學研究所及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若干牙醫校

友亦對生理學研究所、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

究所與微生物學研究所，具有深厚的興趣。屬於

護理學系的為護理學研究所，甚多護理學系的

校友前往公共衛生學院進修。屬於醫技系的為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研究所，若干校友則進

軍微生物學研究所或生化學研究所進修。物理

治療學系設有物理治療學研究所，而職能治療

學系則設職能治療學研究所，若干校友亦進入

相關研究所進修。值得注目的是，醫學工程學研

究所是與工學院合設的，可見院際交流已蓬勃活

潑，更進一步設立了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台

大醫學院已全力進軍生物科技的研發。

另外，台大醫學院設有9個基礎學科及�9個
臨床學科，可說是融合研究教學與治療於一體

的單位。9個基礎學科代表了基礎醫學的傳統科

別，而為教學的重點，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生理學科、微生物學

科、藥理學科、病理學科等六科都設有研究所，

不虞教學人員的匱乏。法醫學科也設立了研究

所，與社會醫學科的互動當甚為頻繁，而成為減

少醫療糾紛，增進「無危險操作醫療」的焦點。

不但如此，社會醫學科的教學，實為醫學系「通

識教育」的基礎，早日成立研究所當大有幫助。

寄生蟲學科亦未設研究所，有關寄生蟲的研究

與教學的發展，當有賴研究所的開發與進展，尤

其在外勞增加、彼岸來客頻繁的「地球村」時代，

「寄生蟲症」的重視恐已其時。臨床學科中內

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骨科、泌尿科、耳鼻

喉科、眼科、皮膚科、家庭醫學科、神經科、精神

科、放射線科、麻醉科、復健科、急診醫學科及環

境暨職業醫學科為專科醫學會所認定的專科，

而與住院醫師培訓計畫合為一體，對醫學生的

選擇科別及將來導向影響莫大。檢驗醫學科雖

未設專科醫學會，但事實上與基礎學科的病理科

合而為一，可為解剖病理及臨床病理專科之助，

當為醫學生以病理為生涯專業的張本，甚為重

要。一般醫學科與家庭醫學科有若干重疊，都以

基層醫療為教學研究與醫療的對象，在「全民健

保」年代裡，「醫療網」的教學已為最迫切的導

向，兩科相輔相成，自可止於至善。

VIII.「醫學大學」之路

山口秀高於�90�年即擬升級「醫學校」為

「醫學大學」，�06年後的今日，若干校友及在校

師生全力致力於藥學系、牙醫學系、護理學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物理治療學系及職

能治療學系等6個學系，在「醫學院」內升級為各

自的學院(即藥學院、牙醫學院、護理學院、醫學

檢驗暨生物技術學院、物理治療學院及職能治

療學院六個學院)，成立「院中院」的結構，並將

「醫學校區」升級為「醫學大學」。亦即上述六個

學系與醫學系，孜孜不倦，「一步一腳印」，邁向

「醫學大學」之路。

2006年��月�9日，「台灣大學醫學校區第一

屆全球聯合校友大會」在台大體育館舉行，圓滿

成功，凝聚「全球」各地校友的智慧與歷鍊，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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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醫學大學」的催生劑，更為邁向「頂尖大學」

願景提供有用的錦囊妙計。在「全球」�93�醫學

院之中，「台大醫學院」的校友，散處「全球」各

地，「白色巨塔」內外，奮鬥飛揚，匯入主流。甚

多校友，在「頂尖大學」的醫學院教學研究，所見

所言，自甚為中肯。

回顧醫學教育的變遷，公認為第一家醫學

院的意大利的薩勒諾(Salerno)醫學院，創辦

於第9世紀，鼎盛於��世紀，於�8��年關閉。繼

起的拿坡里(Napoli)醫學院及伯都巴(Padova)
醫學院都以意大利的地利互爭第一。拿坡里醫

學院成立於�224年，並於�972年另外成立了

第二拿坡里醫學院。伯都巴醫學院近年來極端

重視歷史地位，已隱隱然以世界現存最久的醫

學院自居，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巴索羅醫院醫

學院(Barthelow)創立於��23年，亦以世界最

早的醫學院為豪。另外埃及的亞歷山大醫學院

(Alexandria)，在西元前三世紀為紀念亞歷山大

大帝進入尼羅河而設，最近則於�942年浴火重

生，重新再出發。上述5家醫學院的歷史傳承，本

身即是無上的榮譽，自為「頂尖醫學院」，無容

置喙。目前甚多稱為「頂尖醫學院」的，無非以

研究及教學的成就為主軸，其中最受矚目的，自

為約翰霍浦金斯醫學院(Johns Hopkins)在美

國巴爾德摩巿(Baltimore)的崛起，由於奧斯陸

(William Osler)教授開啟克拉克先生(Clerkship)
的臨床實習及住院醫師培訓而名重杏林，晚近則

多以在國內外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及品

質為衡量的標準，亦即研究成果的「顯性成就」

(measurable success)已為「頂尖醫學院」的標

竿。

�950年代引起的「醫學教育改革」浪潮中，

「基層治療」在醫事教育上的重要性，已受肯定。

山口秀高成立「台大醫學院」當時即在培養「基

層醫療」的「醫療網」醫事人員，而�95�年格蘭

成立公共衛生研究所時，即以「醫療網」模式為

「基層醫療」醫事人員的培養。台大醫學院於

�959年成立「台北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成

為台大醫學院醫科、牙科、護理學系學生的公共

衛生、「基層醫療」及「社區醫學」的教學實習場

所。爾後的「貢寮示範站」、「金山家庭醫學教學

站」，更一脈相承，成為「基層醫療」及「家庭醫

學」的訓練基地。自「全民健康保險」(簡稱「全民

健保」)於�995年實施�2年以來，甚受民眾喜愛，

但因醫療費用的上漲，「全民健保」已採用「管

理醫療」，因而「醫療網」化「全民健保」導向的

「基層醫療」教育已甚迫切，以培養基層醫療預

防醫學，增進偉大「台灣人」的健康水準，使其從

事有益的「拚經濟」。此一「醫療網」導向的「基

層醫療」教育模式，不但對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

師的一般醫學培訓中，社區醫學一個月的訓練課

程大有助益，且對藥學、牙醫、復健、醫技、物理

治療及職能治療專業的「基層醫療」教育的推進

有所貢獻。原來「基層醫療」的醫事教學，已成世

界衛生組織「社區化」醫事教育的基盤，而為世

界各地醫學院成為「頂尖醫學院」的有用評量工

具，「台大醫學院」不但獨領風騷，更加以研究發

展，自為「頂尖醫學院」，造福人群。

IX. 總　結

本文總結「台大醫學院」��0年來的成就，其

光輝燦爛永生不朽的歷史，建基於對台灣優秀

青年的無限信心，山口秀高排除萬難創設土人

醫師養成所，很多先輩，加以教導，必可以「醫療

網」的「基層醫療」服務來提昇「偉大台灣人」的

健康，從事有效的經濟活動，格蘭醫師的「醫療

網」醫學教育模式，更為今日並世各國「頂尖醫

學院」「基層醫療」教育模式之所由來。百尺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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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在海內外校友及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

下，「台大醫學院」當以無比的信心，營造「頂尖

醫學大學」！

X.誌　謝

本文承「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及楊照

雄前董事長激勵以成，若干資料由台大醫學院

陳定信院長提供，若干理念來自謝博生前院長。

本文承林吉崇教授校正，並由鄭麗美女士潤飾，

大德不言謝。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4年畢業，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家庭醫

學科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暨研究所 
徵求推薦主任及所長人選啟事

一、候選人資格：

1. 年齡未滿六十二歲（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後出生）。

2.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國內學者需具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

3. 具病理科專科醫師資格。

4. 在病理學領域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推薦辦法：

1. 由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含）以上連署推薦，並經被推薦人簽名同意。

2.  推舉委員得主動推薦適當人選，並經其他推舉委員一人附署後，正式向推舉委員

會推薦。

三、檢具資料：

1. 推薦連署書一份。

2. 被推薦人履歷表及所有著作目錄一份（附相關證件影本）。

3. 簡述個人對於本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四、收件截止日期： 九十七年五月九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以送達時間為憑。請親送

或郵寄（郵寄者請以電話、傳真或E-mail告知已送件）至病理學科辦

公室。

五、聯絡地址：10002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病理部 03-79室）

台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

收  件  人：病理學科主任推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世明教授

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5462 梁小姐

傳真電話：886-2-2393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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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侯先生善意教我做“結尾”！

我是第二期畢業，第一期生商帝祥是Costa 

Rica留學生，所以我算是台灣人第一期生。好像

我的母親是日本東京帝國女子醫專第二期，是台

灣人第一期生。

台大病理是病理法醫學教室	 醫學部�936～
　　　　　病理學科	 	 醫學院�945～
　　　　　病理學研究所	 台　大�947～
　　　　　病理科．部	 	 醫　院�947～

“四合一”共同體～咱的Home家！

女作家『A House is not a Home．屋不是

家』(P Adler)

→？『House屋，由有形的牆壁與樑造成；

Home家，由無形的“疼心與夢”建立』(EC 
Mckenzie)蠻富涵義的慧語……

……我謹以尚保存的相片，一起來回憶咱

病理的往日：Slide �, �978.7.3�葉曙先生榮退

合照，當時我們都年輕；Slide 2, �984.�2.6，
第�000次CPC時邀請葉先生“致辭”；Slide 3, 

�987.�2.5，病理學研究所40週年：Slide A，感謝

老師葉先生教導；Slide B，感謝工友小洪先生辛

勞；Slide C，會後晚宴；Slide D，晚宴；Slide 4, 

�997.�0.�5，為葉先生“90大壽”晚宴；Slide 5，晚

宴；Slide 6，晚宴；Slide 7, �998 Prof林清森拜

訪在加州的葉先生；約30～40年前“台大病理”
利用“IP” (病理切片討論會)機會遊覽許多地方；

Slides a～b, �978.2.25，到台中東海大學，年輕

的我們像“一家人”真是美好的回憶……？“吃老”
的我總有叔本華『分離，會有點“永別”滋味；重

聚，有點……』感觸，特別是“林○仁～吳○和”兩
位之逝世，“林清森～林宏雅”兩位出國。

EC Mckenzie『“爭吵”之毀壞Home，遠比

“葬禮～火災”得多』儆醒我們……我的“Home．
家觀念”可示如表一；

Slide 8, �997.�2.22，病理學研究所50週
年合照；Slide 9，感謝Prof林媽利；Slide �0, 

�998，為我們常辦“好料～美食”的王寶釵女

士榮退；Slide ��, �999，歡送陳志榮先生高

就；Slide c, �999，到基隆郊遊；Slide d，到淡

水郊遊；Slide e，到烏來郊遊；Slides �2～�4, 

�999.5.20，我退休前，最後一次主持的CPC；
Slides �5～�6, 2005.�.24，葉先生逝世一周年

紀念會；Slide �7, 2006，病理春酒。

因為『Home無形～無限，是動態的』→？

老學生～老觀念 
(台大病理學研究所60週年感言)

莊  壽  洺

表一　我的Home觀念

家 相處

狹義．家庭 情»理
廣義．大家族 情≧理

病理 理≧情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三月 ��

『Home，不是那麼Perfect～會質變的』，所以

需要時時共同維護！……難怪S Butler風趣地說

『Home, Sweet Home；這首歌，該是單身漢所

做的吧！(？僅知美好一面)』……不過“吃老”的我

還是認同370年前J Clarke『家是家，雖然沒那

麼溫暖舒適，家“病理”仍然是我們的家』理念！

既然『Home咱的病理，是動態～沒那麼

Perfect』→？“維護～改善” ……謹以47年來“體
驗～感觸～偏見”，期待：

一、 少些負面的“光說不練”與“計較”！→？『聲大

話多，罕做工，真輕鬆；聲細話少，上無閒，真

呣甘』……女作家G Eliot風趣地說『他好像，

以為太陽出來，是為要聽他的啼鳴的雄鷄』

～評論作家J Ruskin『一個只顧自己的人，不

足以成大器』儆醒慧語。

二、	多些正面的“誠實～敬業”！
誠實　幼時日本老師『正直是一生之寶』

～作劇家Middleton『誠實一經典當，永不可贖』

～評論作家Ruskin『誠實，就是孩童“教養”的根

基』→？誠實：心肝清氣～老實～規矩～樸實！

敬業　野田聖子，38歲就擔任郵政大臣的，

“敬業～實踐”是學生時代在飯店“打工”時被派到

“清滌厠所”……無意中看到『資深的歐巴桑，在洗

好便器後，從“便器”臽取一杯水“喝下”……並說：

我洗過的很乾淨』……→？“感動～啟發～促成”
她“敬業～實踐”的生活準則→？質»量……接任王

位卻未滿一年就放棄王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

Edward八世『美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父母順從

小孩”(�957)』→？咱台灣多的是“孝敬子女”的父

母……溺愛造成“任性～無廉無恥”眾多Tadpole
蝌蚪型高級知識份子，所謂白蟻族群“三害：利委

～妓者～叫獸”！……因之，EC Mckenzie說『幸福

家庭(？病理)是由“自重～容忍～合作”建立』……

→？人生追求幸福＞喜樂，人該有二條路要走：

(一)  生活之路，追求有限會質變的：喜樂，“肉體

～唯物”層次之需求！

(二)  生命之路，把握無限的本體：幸福，“心靈～

唯心”層次之需求！

因為(�)人是會質變～不可靠的，活用政治

家P Henry �765，可示如表二，(2)喜愛不等於幸

福，作家C C Colton牧師『Antony追求Love，結

果覓到Disgrace……』可示如表三……

使我想起老子的精華及數學哲學作家羅素

滿貼切譯文示如表四……→？『趁錢過三頓，分

享渡一生』(N MacEvan)～『生命的價值在於“分
享”不在“取得”』

→？咱的典範(默默工作～不計較)：
“陳雯玲～饒宇東～孫家棟～簡合亨”咱的寶

表二　人是會質變不可靠

Caesar   有他的 Brutus
Chales I  有他的 Cromwell

表三　喜愛≠幸福

Antony追求 Love（？佔有愛情）

Brutus追求 Glory（？大義滅親）

Caesar追求 Dominion（？獨霸權力）
結果，所追求的 “破滅”：
Antony覓到 Disgrace（？恥辱）

Brutus覓到 Disgust（？厭惡）

Caesar覓到 Ingratitude（？忘恩）

表四　老子精華

老子 羅　　　　素

生而不有 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為而不恃 Action Without Assertion
長而不宰 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
功成不居 Completion Without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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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Diamond”！

結　論

借用往日�2年的體驗如表五

台大病理是“四而一～一而四”共同體，咱的

Home→？『“和諧”是合夥事業之首誡；疑心是

其癌』，借以30多年前美軍電台時常警醒的『No 

success can compensate the failure in home 
(一家失和，萬金莫贖)』做為本文結尾！

記得有首日本歌最後一句『花是九蕊～花是

九蕊～心願是一個』，我的唯一心願就是『願我

們疼惜咱的“Home～病理～台大”』，最後Slide 

�8，以『米勒“晚鐘”』由衷地感謝“培植～善待”我

們的“台大病理咱的Home”！……內心響起新聖

詩78首『主啊！助阮“互相洗腳，謙卑縖腰屈低”親
像你；助阮“相疼和睦”，驕傲～嫉妒～紛爭攏除

去』。

Appendix
活用哲．神．數．物理學家Pascal巴斯卡口氣

『我是柔弱的蘆葦～卻是會思考的蘆葦～可惜是

“Queer Thinking怪老觀念”！』，不過台諺『查某

人的話無啥，若是無加伊“信到Sin-tau”，你著“知
～知代～知死”』→？『老人的話無啥，若是無加

伊“信到Sin-tau”，你著“知”！』

→？Appendix～Appendicitis！

謝謝各位的耐聽！

（莊壽洺�960研究生筆於2007新年）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任母院病理部兼任教授）

表五　往日體驗

台大病理主任　�982 ．有6個Ideas
　　　　　任　6年後 ．已無啥Idea
優生保健主任　�99� ．不敢有Idea
　　　　　任　6年後 ．得一個Idea

(唯一Idea：和諧第一)

「作者來電訂正」
景福醫訊第25卷第2期(2008年2月出刊)

作者朱健次「願效子路問夫子」一文中，有一處失誤，更正如下：

Page 15，第2段第5行
原文「能吞下這口氣，吃？願效……」改為「能吞得下這口氣，吃

得下這口飯嗎？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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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時序又進入年終歲

尾，準備迎接春節來臨了。嶄新的一年--2008年
適逢十二生肖之首的金鼠年，特別有所感觸與期

許，期待新的一年博愛家族全員以追求「第一」

的抱負追求卓越。

二、三十年前，當我還是臺大醫院外科住院

醫師時，當年的外科主任洪啟仁教授(現為台北

市新光醫院院長)於晨會中告訴我們：「急診手術

的要領在simple and effective(簡單有效率)。」
當時深有同感，此後不但奉行此原則於急診手術

之處理，並推而廣之為日常生活之行事準則，包

括目前之「醫院管理」！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國政就

如同調理小吃一樣簡單(simple)，要領是要「用

心」把一道道菜餚烹調好吃而已(effective)！道

家老子都認為治國無啥大學問了，何況「醫院

管理」？！我抱持的管理原則就是「簡單化」，

但要有「效率」--設定不複雜具體目標後，就要

「用心」(盡心盡力)堅持邁進(consistency and 

persistency)。我們設定的目標也許很小，旁人認

為沒有甚麼「大理想、大願景」，但只要是對提昇

「醫療品質」有關的任何問題就是我們醫護同

仁要全力達成的目標，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為」，

個人一直深信成就每件小事，最後自然完成「大

事業」。2008年我只設定兩個目標，期盼博愛家

族成員依此標竿一步一步前進：

(一)精進醫術

成功的醫療包括兩個構面--精準的診斷及

適切的治療(藥物、手術及各種處置)。診斷並非

全憑高科技的檢查設備，耐心(慢工出細活)於
病史探討及詳細的理學檢查基本功(所謂的望、

聞、問、切)亦為重點所在。外科治療首重正當之

適應性(indication)及手術之技巧，就像餐廳之口

碑首重廚師之廚藝。外科醫師要抱謙虛之心，終

身學習之精神，時時反省如何改進缺失，使自己

的手術技巧日日精進，達到完美之境。目前醫學

之發展，已經打破內外科之藩籬，內科系醫師也

開始進行各種「手術」(介入性處置)(如心臟血管

擴張支架、肝癌高週波熱療及內視鏡手術處置

等)。期望博愛內外科醫師同仁堅持精益求精之

精神，成為各種手術之「仙角」(experts)。

(二)人文博愛

人與禽獸之差別在於「人性」，人類企求的

不僅是吃喝溫飽而已，重要的是：「人文的素養」

及「人性的關懷」。醫療不僅僅是科學，它還富含

「人文藝術」的成份；醫師與病人的互動，牽涉人

與人接觸極端頻繁複雜的關係。沒有人文素養、

人性關懷的醫師將淪為「醫匠」，甚或自以為是、

傷害病人而不自知的「庸醫」！我希望博愛醫師

行醫之餘，要廣泛涉獵人文知識，其中閱讀好書

(reading)是最重要的修身養性，提高思想格局

高度的方法。我們「博愛」醫院標舉的宗旨就是

歲 末 感 言 迎 新 春

陳  幸  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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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濟世、視病猶親」—所謂的「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是人性關懷的

終極目的，同仁們要將之內化於您的日常醫療行

為當中。台灣媒體動不動就「拼經濟！拼經濟！」

經濟也許重要，但人心的感動、人與人之間溫馨

的互動，更為重要；從事醫療工作者「業績」也許

重要，但病人打從心底的信任與感恩，更彌足珍

貴。

以上簡單兩項歲末感想與各位同仁共勉，

企盼2008金鼠年國泰民安，大家健康快樂。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宜蘭羅東博愛醫院院長)

臺大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增聘教師徵人公告
公告主旨：毒理學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乙名（助理教授或以上）

公告單位：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公告內容：國立台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乙名（助理教授或以上）

聘　　期：2009年2月1日起

工作內容：1. 開授研究所及大學部毒理學課程。

2. 從事毒理學專業領域研究。

3. 協助行政服務工作。

資    格：1. 具毒理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具博士後二年研究經驗。

3. 具獨立研究能力、教學與服務熱誠。

4. 研究教學領域與毒理所現有教師專長領域互補者優先。

申請資料：1. 中或英文詳細個人學、經歷及自傳。

2. 畢業證書影本。

3. 歷年論文著作發表記錄。

4. 過去教學及研究成就大綱。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構想。

6. 三封推薦函及推薦人姓名、聯絡方式。

7. 其他有助瞭解應徵者之資料亦歡迎提供。

截止日期：2008年6月30日下班前送達。

聯  絡  人：劉興華 教授兼所長

聯絡電話：886-2-2312-3456 轉8605
電子郵件：shinghwaliu@ntu.edu.tw
傳真電話：886-2-234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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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究竟有多遠？從屏東恆春的家

到桃園中正機場，距離六小時，爸爸一夜無眠的

開車護送；從桃園到香港，距離不滿兩小時，空

服人員倉卒的服務一頓早餐。我們從北京踏上

中國大陸的街道，自遊覽車窗向外看—路上行人

同我們一般長相、和我們一樣騎腳踏車、開小客

車、擠公車，彷彿都可以聽到他們和我們說著相

同的話語寒喧。窗外的北京要說和我們不同，大

概就是那灰得發沉的天。

在北京，我們前往頤和園、紫禁城，向中國

的記憶朝聖。雄偉輝煌的宮殿建築雖然霸氣逼

人，一間間院、一幢幢樓中絲絲縷縷的奇聞軼

事，一磚一瓦堆砌的風水盛衰，才是真正令我甘

心在烈日底下瞻仰尋思的。只可惜這樣聞名遠近

的歷史遺跡，觀光客確實是塞得太多了，在導遊

先生小姐們的麥克風與相機閃光下，這些亭臺樓

閣倒也類似動物園裡企鵝的命運了。說來也真是

矛盾，巴不得自己能多聽導遊先生說一段故事，

多看一眼慈禧房裡埋藏的秘密，卻又在推擠嘈

雜當中失去了賞玩古蹟的雅興。

遊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倒是令我開了眼

界，我們台灣大學與其相比，還真算小呢！北京

大學的開營儀式後，順道走過北大圖書館、光華

管理學院、未名湖及北大古典的校門等，走馬看

花，瀏覽校園行程過於倉卒，還沒來得及嗅出大

學的氣息，就得趕著爬回遊覽車了。清華大學的

參訪，多虧了帶領我們四處探訪的清大同學，領

著我們尋一遍朱自清的河塘月色，繞一回大禮堂

前的草皮，二校門前留影，清大校園真是綠意盎

然且清雅異常，每一個角落都適合寫下一段故

事。幾段參觀大學的行程中，或許是時間安排太

過緊湊，即使是原定與中國醫藥大學學生交流的

行程，都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大陸的學生們交流，

所得到的訊息，除了他們的學制介紹之外，所剩

不多。我倒是寧可略去聆聽學校師長對學校概

況的報告，直接抓著一位同學，問問他們的大學

生活和對學校的感想呢！

山東的行程，除了青島啤酒廠之外，首先走

訪泰山群峰，領會登泰山而小天下之雄偉境界。

此行最令人期待的主角，就是曲阜三孔—孔府、

孔廟與孔林。孔子的故鄉充滿了後世君王推崇孔

子而立下的碑文牌坊，然而卻遍尋不著孔子教導

弟子的杏壇書香。街上小販不乏一尊尊、一幅幅

孔子的雕像畫像，各處景點遊人如織，標榜闡述

孔子一生的歌舞劇場，卻是那麼的商業庸俗。我

努力想沾染一些讀書人律己待時的嚴肅，卻只感

覺到孔子故居成為觀光景點的悲哀。一塊塊碑文

刻不下孔子對後世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碑石

上怵目驚心的裂痕縫補，卻紀錄了文革的縫線未

拆。曲阜承載著中國儒家思想的開端，同時也背

負著文革的痛切教訓，眼看這樣的人文價值被觀

台大醫學生2007年暑期 
北京、山東行

程  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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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商業淹沒，實在不勝唏噓。

此行我們同時參觀了即將竣工的北京奧運

場館：田徑賽主要運動場鳥巢、游泳池水立方，

也拜訪了大陸家電業的龍頭海爾電器，參觀幅

員廣大的海爾工業園區，中國的大都市的確如

課本、報章上描述的，正瘋狂的追趕著已開發國

家。四合院一方面散發著傳統中國建築的幽香，

另一方面卻包藏著液晶螢幕與無線網路，同時

擁有古典的浪漫和現代的便利，實在令人傾慕不

已。然而，街道巷弄中不時顯露出的混亂，卻將

大陸向後拖離了一些距離—隨處吐痰者比比皆

是，行人不管紅綠燈號誌的隨意過馬路，任何場

所幾乎都可以抽煙……。台灣乾淨的人行道，較

令人安心的交通秩序，與漸漸擴大的無菸空間，

原來是這麼可愛，這麼值得我們用心維護！

今年暑假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從車

窗上望下去和台灣沒什麼不同，但在小街上行

走著，搭沒有空調的地鐵，向冷漠的櫃檯小姐問

路，卻又感到生疏。這次的拜訪，雖然只看到大

陸的一些地方，許多想法和印象也都未免偏頗，

但還是十分感激大陸台灣同胞聯誼會與台大景

福基金會提供這個機會，使我能不假他人之手，

親自體會輝煌歷史文化與現代化工商發展交織

而成的中國大陸，品味兩岸居民性格迥異之處。

期間各位帶隊老師與來自大陸志願者們的帶領

與陪伴，更是為這趟旅途添上一道虹彩。希冀台

灣也能有相同的機會，邀請彼岸青年來台灣享受

不一樣的品味。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三年級學生）

台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研究所)徵主任(所長)

1、資　　格：(1)具教授資格。
(2)年齡未滿62歲。
(3)具提昇生化暨分生所未來發展之能力。

2、檢具資料：(1)詳細履歷表，包括學、經歷、榮譽、服務及論文著作目錄。
(2)三封推薦信。
(3)教學研究發展理念。

3、截止日期：97年4月30日(以送達為憑)。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九樓907室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主任(所長)推舉委員會」。

4、聯絡電話：(02) 2312-3456 分機 8227
傳　　真：(02) 2391-5295
電子信箱：mfch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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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命之宇宙物理學的意義

「何謂生物？」或「何謂生命？」的疑惑，與

「宇宙是何物？」及「物質是何物？」等迷思，彼

此一直是科學上爭議不休之三大論題，欲完全揭

曉其真面目，絕非輕易之舉。莫說曾經獲得兩次

諾貝爾獎的化學大師Pauling猶不禁歎惜：「生命

是很難下定義的」，有如英國生理學者Holeden
對生命的真諦宣稱：「生命是一種兼具正常的特

異的構造之積極的維持(active maintenance of 

normal and specific structure)」，其辭也許容

納深奧涵意，遺憾的是對生命的詮釋似乎過於

抽象而不易理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生物學開始依物

理、化學的法則探求生命現象之走向，逐漸與其

他許多自然科學渾然融合而形成一門〝生命科學

〞的領域。蘇俄著名植物學者Timirayazer曾經

揭破：「生物就是物質演化之一過程」，這種以物

質現象來解析生命現象之科學思潮，相信至今

無人敢持表達異議之立場。舉凡對外界具備境

界，在一定的氣壓和氣溫之下，借助物質及能量

代謝以達成自我保持，並能夠自我增殖的有機物

質，稱之為生物，而其具備之機能乃至特性稱為

生命，此一概念可說已獲眾所認同。

由太陽輻射達至地球之光能，其大半被消

耗於加溫大氣，僅十分之一被用於綠色植物之光

合反應，成為生物的能量來源。設想沒有太陽，

地球決不會有生命之奇蹟。另一方面，構築生物

的有機物質均以多量存在於宇宙空間的碳、氫、

氮、氧、磷、硫等元素群組成，將稱之為生物元

素，或取化學記號稱為CHNOPS系。碳原是大部

份以碳酸鈣(CaCO3)和碳酸鎂(MgCO3)的形態

形成岩石，真正與生物圈不停循環的碳，來自大

氣中及海洋中之二氧化碳(CO2)。受光合反應所

吸收的二氧化碳與生物以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

各自總量仍大致相同。此外，生物所需之無機原

子，例如鈣、鉀、鎂、鐵、鈉、氯，或酵素成分之

錳、銅、鉛、鈷、鉬等皆為宇宙擁有。由此可見，

生物本質上顯示與宇宙同一構成，而生命現象為

宇宙現象之部份展現。

蛋白質除了構成生物體之外，生物體本身物

質代謝的機制若是缺少酵素，就無法順利進行。

據此一事實之察覺，吾人更能認清蛋白質在生命

上之重要性。蘇俄生物學教授Oparin及倫敦大

學物理學教授Bernal等，從事有關生命發生的研

究之學派，一向較重視物質代謝。Oparin曾說：

「生命之最特別的性質在於物質代謝，若無此特

性，任何生物均不能存在」。他們倡言：「物質演

化的結果，從無機物產生有機物，隨後由胺基酸

合成蛋白質，繼而可與外界交換物質的蛋白質出

現，於是發生了生命」。換言之，他們對缺乏核酸

Biology of Love─從生物學看男與女 
(上 篇)

楊  喜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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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質亦肯定為原始生物。日本分子生物學界

的翹楚渡邊也承認：「有了能量及物質代謝的蛋

白質就已經是生物，而與核酸合併後成為更高

級的生物」。可是，只靠蛋白質不能複製完全相同

的後代，重視自我複製的學派並不將生命的本質

置於蛋白質身上。他們反駁：「能夠進行自我複

製的核酸才是生物，蛋白質不過是其化學的保護

構造而已，何況蛋白質的立體構造由胺基酸結合

順序所決定，畢竟仍受著核酸的支配」。還有不

少學者唱反調：「生命本質存在於核酸，而最初

生命以核酸姿態出現於地球上。」

即使如上所述，現代生命觀顯存〝蛋白質原

始生命說〞與〝核酸原始生命說〞之分歧思想，

既然生命為宇宙現象之部份表現，必與宇宙、能

量、物質之本態息息相關。曾預告介子之存在而

為日人首次獲致諾貝爾獎之湯川，為門生片山所

著『量子力學之世界』寫書序之便申論：「生命現

象之理解，在基本的層次若無量子力學的知識，

就無法達成。所有的科學最後不得不進入分子、

原子、量子的境界。」

二十世紀中葉，分子生物學解釋了生命機構

之謎題，同樣包括地球科學之宇宙科學，揭開了

宇宙之神秘面紗，地球外生命乃至宇宙生命之探

求，已不再是科幻小說的範疇，而是生物科學與

宇宙科學結合的宇宙生物學，包括地球外生物學

(exobiology)、行星生物學(planetary biology)及
銀河生物學(galacto-biology)之主要研究對象。

關於有無地球外宇宙生物存在，學界產生極

端分歧的觀念。曾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之

法國分子生物學者Monod為代表之一派認為，

在宇宙誕生生命，係由諸多宇宙科學上因素偶然

重疊所促成，屬於非常稀罕的巧合，本為機率很

少發生之宇宙或物質進化現象，即使經過一○

○億年的悠久歲月，成立遺傳密碼進而產生自我

複製系統之機率近乎零，日本地球化學者野田則

推定生命發生之機率為�0-40000，因此宇宙之間，

除了地球之外不可能出現生命，此仍是針對宇宙

誕生生命之悲觀論。但生命起源論開拓者蘇俄

Oparin曾經說過：「生命作為物質運動諸形態之

一股，若適合的各項條件一旦形成，在宇宙任何

角落，在任何時機隨時都會浮出，現時尚有諸多

新的恆星或行星相繼在誕生，不可置疑在這些

行星上會發生曾在地球上所發生之相同物質演

化過程，終於誕生生命。」這是多麼滿懷自信的

宇宙生命誕生樂觀論。既然在地球上生命得以出

現，從宇宙之不可想像的浩翰及超乎想像的天體

數量著想，在其他星球上亦可能存在生命，仍屬

於統計學上必然，難以評估生命僅為唯一在地球

之獨特現象。Einstein以前發表：「在宇宙無特別

的場所，宇宙均受普遍定律之支配，因此宇宙生

物不可能只有一種地球型生物」。只是在地球生

物，組合蛋白質之胺基酸為左旋光性(L型)，而組

合核酸之五碳醣為右旋光性(D型)，但在其他宇

宙生物不能排除由右旋光性胺基酸和左旋光性

五碳醣形成，同時不能排除核酸之鹽基由地球

上五類鹽基以外之未知鹽基取代，而且依不同互

補性連結。總之，若按照現代宇宙論所啟示，吾

人傾向於信奉生命是依存於宇宙構造和歷史之

非常困難發生的現象，同時也是宇宙演化所不可

避免的必然的一環。也因此宇宙生命隨著宇宙流

轉，將反覆不斷地進行誕生與終結。

第二章　生命之熱力學的意義

細胞之二大功能在於物質代謝與自體增殖。

物質代謝無非與外界之物質交換，metabolism
源自希臘語metabole，表示變化的意義。細胞通

常將攝自外界或細胞內之醣予以分解，從中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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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合成脂肪、胺基酸、核酸等有機物質，此一系

列的化學反應形成細胞物質代謝主軸路徑，醣以

外的物質(如脂肪、胺基酸等)亦經過某種化學變

化後，參加此代謝主軸路徑。

醣歷經多種氧化反應後，分解成為二氧化

碳和水，最後以氣體形態被排泄細胞外。CO2

和H2O等無機物與原先有機物的醣相比，其化

學能較小而entropy較大，尤其氣態物質比固態

物質之entropy大，細胞乃吸收entropy較小的

物質而排出entropy較大的物質及熱能，進一步

阻止細胞內entropy之增加，可以說細胞以物質

代謝獲得〝負entropy〞。量子力學建設者之一

Schrödinger，於�944年將負entropy命名為〝

negentropy〞，並表示「生命係攝食negentropy，
以維持其物質系統之秩序性」。至�970年代，

negentropy之概念由Haken、Prigogine等科

學者開拓數量研究之途徑，Haken並將抗拒

entropy之現象稱為〝協力現象〞(synergy)，生物

乃具有synergy之〝entropy〞減少系統。總結來

說，物質代謝之本質若從熱力學的觀點予以分

析，深具「拋棄entropy以抗拒entropy增加」之

意義。

細胞賴物質代謝及核酸修復，以反抗無秩

序定律而維持生命，但無秩序增加為宇宙之本

質，僅可抑制而難以完全阻絕，細胞entropy仍
然繼續增加，這便是細胞隨時間之老化現象，先

天上細胞本身自有一定之存活壽命。面對險況，

細胞理當仍有增產entropy極小之新的結構蛋白

質，以稀釋整個細胞之entropy而使之減輕之方

策。故細胞首先複製DNA後，促使增加體積的母

細胞分裂成二個子細胞，並將複製的DNA平均

分配給各個子細胞，達到稀釋entropy之目的。

關於DNA複製之機序，Watson與Crick於�953

年發現DNA雙重螺旋鏈結構時，早已預測為〝半

保存的複製〞(semi-conservative replication)，
即複製的雙鏈之中一鏈為舊鏈而另一鏈為新

鏈。�958年Meselson與Stahl，再利用�4N和

�5N放射性同位素之重量差異，以實驗的研究印

證半保存複製說之準確性。今日吾人面對所謂自

體分裂或自我複製或自體增殖時，回歸熱力學的

倫理考量，堪稱深富制衡entropy的意義。

Lamarck於�809年著作『動物哲學』，主張

誕生後獲得的形質能世代遺傳，然而在多細胞生

物，體細胞之變化不致引起生殖細胞變化。一方

面據Crick所提倡的中心原理(central dogma)，

DNA變化可轉錄m-RNA，再轉譯成蛋白質變

化，但是蛋白質變化卻無從反轉譯成DNA變

化，今日的分子生物學已完全否決〝獲得形質遺

傳說〞，學術的熱門已成過去，Lamarck的銅像

今天仍凋零地孤立在巴黎植物園門口處。半世

紀後的�859年，Darwin發行『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提倡〝物競天擇說〞，依當代DNA學
之觀念，進化之原因可歸納為DNA細微的無方

向性偶然性突然變異與自然選擇二個主因，普

遍所稱〝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是也。

從化石身上可認識生物自單純往複雜，自稚拙變

精巧之演進，顯然演化傾向於秩序之增加。不過

Monod對演化之含義有恰當的解釋：「進化儘管

是物質秩序之增加，以整體生物族群而言，無秩

序依舊在增加，並未曾違逆entropy增加定律。」

詳述之，進化現象在熱力化學上，首先以自體增

殖增加成員數量後，不吝惜犧牲部份成員，任令

其遭自然淘汰而死滅，以拋棄無秩序，用這種代

價換取殘餘成員之高度秩序。

前述知名量子物理學者Schrödinger，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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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年著述『生命是什麼？』，嘗試以物理學觀

點思索生命現象，在書中讚歎，他日或許將有與

量子力學匹敵之未知物理學興起，多數年輕物理

學者受到此書的激勵，嚮往投身生物學界域的

研究。Bohr門生之德國量子物理學者Delbrück
則曾一度懷疑與物理學法則不同之生命法則存

在，�938年赴美，與Herschey、Luria共同研究

細菌病毒(bacteriophage)之增殖機制，終於發

現遺傳之本態為DNA，三人共同獲得�969年度

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後來Watson與Crick發
現DNA雙重螺旋鏈結構，證實生物現象的確受

縛於純粹物理化學的規則。一般評估，�859年

Darwin『物種原始』之問世，與�959年DNA雙重

螺旋鏈結構之確定，無疑是生物學歷史劃時代

光輝。生命本身之神秘，其實並無Delbrück預感

的生命定律，也沒有Schrödinger期盼的新物理

學定律的出現，生命現象與物理化學現象之間並

未曾發生斷絕，生命完全受著量子物理學規範之

支配。如在本文詳細敘述，若深入量子層面凝視

生命，不難領悟生命主要是獨立且開放的物質系

統，倚賴能源變遷反抗無秩序增加定律，以維持

自身結構空間的時間事象。實際上，生命特徵的

物質代謝、自體增殖、演化等等，在其背後蘊藏

之共同單純機構，莫過於「捨棄entropy以抗拒

entropy增加」之原理。法國哲學者Bergson曾述

說：「正要攀登物質所滑落的斜坡者，那就是生

命。」生命之所以能夠如此，完全拜此一原理之

賜。

第三章　生命之地球物理學的意義

現今金星和火星大氣均以佔九五％的二氧

化碳為主要成分，地球大氣卻以佔七八％的氮和

佔二一％的氧為主要成分，二氧化碳僅佔○‧○

三％，產生如此不可思議的差異，如簡單說明，

地球擁有海洋為其原因。海洋的水從海面蒸發

開始進行水之循環，當降雨時將大氣中二氧化

碳溶解成碳酸，帶落地表，降落海洋之碳酸與海

中鈣或鎂結合合成碳酸鈣、碳酸鎂等碳酸鹽沈

澱於海底形成堆石岩，降落大陸之碳酸乃引起

花崗岩之風化，即碳酸與矽酸鋁進行化學反應

產生碳酸鋁和矽酸，經河川流入海洋，亦沈澱於

海底。由於海底移動，板塊衝突發生於大陸地殼

sial層下面時，碳酸鹽之一部附著於sial層，回到

大陸。進入地函之碳酸鹽，乃在高溫高壓環境下

受分解成二氧化碳以及鈣、鎂、鋁等，後者其後

再與矽酸結合，合成矽酸鹽，他日將形成為新海

底，二氧化碳則在新生海底時，經海洋或以火山

噴火重歸大氣懷抱中，這就是被地球物理學稱為

CO2-cycle之二氧化碳循環。地球溫暖化之際，

海水之蒸發將增加，促進水循環，加速二氧化碳

之碳酸化，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量，緩化溫室效

應，促使地球溫度下降。地球發生寒冷化之際，

則情況相反。換言之，地球本身具備以二氧化碳

循環之地球溫度自動調節機制。惟在此一充分

奇巧的機制裡，地球具有以矽酸鹽組合形成大陸

地殼之事實，又顯現極其深奧的意義，因為大陸

地殼能以矽酸鹽岩石之風化，將碳酸加以消耗而

不讓其重新分解成二氧化碳，所謂風化過程不外

乎消耗二氧化碳之反應，而且此過程由高溫促進

並由低溫抑制，頗與調節地球溫度的目標符合。

生命雖源自海洋，如果沒有陸地就不易消除大氣

中過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慢慢蓄積的結果，

勢將造成地球超酷熱之局面，生命也許未能出

現，即使出現亦瀕臨危亡。

二氧化碳循環亦可解釋為碳藉著二氧化碳

→碳酸→碳酸鹽之化學變化，在地球表層進行循

環之現象，因此不妨另稱為C-cycle。生物發生

後，生物難免經由碳循環，介入此一地球溫度自

動調節機制，如地球寒冷化時，綠色植物光合作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三月 2�

用轉弱，二氧化碳消耗量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

含量增加，驅使地球溫度上昇，地球溫暖化時，

仍進行與此相反的調節。生物之出現，將遷移地

表的碳化為構成生物體之碳，碳循環之碳減少，

大氣中二氧化碳隨之減少，終使地球產生寒冷化

之趨勢。大氣中氧與二氧化碳比率亦建立微妙

的對應，二氧化碳減少而氧增加時，地球溫度雖

然寒冷，但未必有礙於動物之增殖和進化。植物

欣欣向榮所引起之地球寒冷，可抑制植物繼續

過度之繁榮，即植物具備以控制本身繁殖力，達

成安定地球溫度之機制。另一方面如前述石碳

之形成對地球溫度影響至大，各種動物之繁榮

或滅絕與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顯然有密切的關

係。恐龍在距今數千萬年前，中生代白堊紀與新

生代第三紀之際，突然遭全面急遽滅絕的命運，

或許與石碳大量形成，招致氣候寒冷化有相當

之關係，亦未可知。

(未完待續)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3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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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來臨床診斷工具突飛猛進，這泰

半和高科技物理或化學的進展有密切的關係。

隨著這些基礎科學的發展，臨床科學也跟著專

業化，這些變化促成在專科(specialty)內發展不

少次專科(subspecialty)以及該方面的次專科專

家(subspecialist)。

當我們慶幸醫學專科化後促成醫學水準逐

漸提高之際，我們也不得不開始關心這些分科系

太專精產生的後遺症。我們開始注意到這些專

精的分系專家的眼光，只注重專精的深度，但無

意間也失去了視野的寬度。結果是原本稀鬆平常

的病例，往往被所謂的專家們誤判誤導而不能自

拔。這就像深入林中，所看到的是伸手可及的樹

幹，但是完全忽略了整個森林的原貌。這些專家

們可能枉費了很多珍貴的儀器或昂貴的實驗診

斷，他們的結論有時難免陷入常識外的偏見卻不

自知。以下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三個病例，供讀者

做參考，或許讀者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觸。

病例之一～不定期的長期咳嗽

十歲的男孩，名叫Ken，由他父母親開了將

近五小時的車來看我們門診，他是由一位當地小

兒科醫生介紹過來的。小孩的父親是當地中學

校長，母親是同校的老師。他們的主訴是，自從

半年前，這小孩無故開始不定期的乾咳。當咳聲

連連在上課中發生將近二個月後，級任導師報告

了父母親，父親就帶Ken去看他的小兒科醫師。

將近一個月都是當上呼吸道感染治療，也換了

幾次的抗生素，結果毫無起色。一連串的檢查，

包括血液分析，胸部及鼻竇χ光檢查都屬正常。

於是藥物治療也從感冒藥，到抗組織胺，接連換

了幾次，他的乾咳仍持續發生。經父母親的催促

後，小兒科醫師只好轉診給當地過敏科醫師看。

經過皮膚過敏測試後發現，Ken只對二種季節性

草花粉有輕度反應，過敏專家乃建議Ken接受

四年的減敏注射。小兒科醫師覺得過敏科醫師

未免小題大作，但因乾咳持續著毫無變化，於是

決定把Ken轉診給耳鼻喉科醫師徵求“第二個意

見” (second opinion; 轉診的常用語)。耳鼻喉科

醫師經用喉鏡內診後發現，Ken所有上呼吸道解

剖構造完全正常，也沒發現發炎或粘液過多的病

變，於是他建議作上呼吸道CT檢查，以補足喉鏡

內視的不足，且加上血液過敏抗體測試，來排除

過敏症的可能性。兒科醫師和父母商量後，決定

只好按專家意見行事。當血液及CT結果回來時，

已是乾咳發生後四個多月，父母親心急如焚。放

射線專家對影像的解釋語焉不詳，但隱約暗示

有一個像腫大的淋巴腺似的影像在喉管後方。

血液檢查發現沒有過敏抗體。放射線專家乃建

議請胸腔外科醫師開胸腔上部作組織活體檢查

(biopsy)，以策萬全。

這個報告無疑對兒科醫生及父母是一顆有

遠看是山，近看是山，再看是…… 
－臨床經驗談－

黃   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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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大炸彈。那模糊的影像到底是什麼？是不

是淋巴腺腫大？是癌嗎？怎麼那麼可怕？經過三

人幾番討論後，他們一致認為癌症的可能性很

小，但是他們也不敢掉以輕心，只好去徵求 “the 

third opinion” (第三個意見)。小兒科醫生先打了

長途電話給我，“Dr. H，不知是否應打擾你，但是

這個case太困擾我和父母，請幫忙。” 我再詳細

問了病史及病歷，在決定接受這個case之前，我

請兒科醫師轉達父母二件事：“第一，允許我和

Ken單獨會面十五分鐘，之後我會向父母轉述談

話內容。第二，允許我每兩星期跟Ken作追蹤電

話討論。” 父母完全同意了我的請求。

見面那天，發現 Ken是一個稍微瘦削、害

羞的小孩。我一開始談話就約束了二件事：“第
一，講話要清晰，不可含糊，自己眼睛一定要看對

方的眼睛。第二，談話間不可咳嗽，以免打斷談

話。” 談話中我發現他功課很好，除了社會科學

外全是A，他記得他的乾咳是從上社會科那課開

始，以後習以為常都沒辦法克制。我又發現乾咳

和運動無關，又睡覺後、起床前沒有再咳。他的

社會科的分數常是B，他不喜歡社會科的老師，

但他否認乾咳和老師有關。我說：“你咳了這麼

久，你想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我不是醫生。” 

“但是身體是你的。你猜看看為什麼咳不停。” 他
正想問，我趕快做了身體檢查，一切都正常。我

說：“Ken，你爸媽開了近五小時半的車來這裡，

我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你說，這個咳是什麼原

因。你是A級學生，腦筋一定好，你知道的。” Ken
終於囁嚅地說出來，“大概是我胸部肌肉鬆弛。” 

“很好”，我說，“我同意，我們想辦法強化你的胸

部肌肉。” 我叫他把褲皮帶拿下，在他驚惶中，我

用皮帶把胸部扎緊，一直到他認為可以止咳為

止。“Ken，注意聽著，這皮帶很管用，帶在上衣

內沒人看見的，早晚都帶，假如咳開始，再弄緊

點，從今以後每天記載咳幾次，我每兩星期用電

話問你。” 我把父母叫進來，把帶來的CT過目，

發現所謂的模糊影像位於喉管後面的軟體組織

內，和喉管及咳嗽不可能有關係。我約略和父母

解釋我對Ken的乾咳的看法，他們仍半信半疑。

母親：“Dr. H，你不用開藥？就是一條皮帶？” 我
說：“爸爸，媽媽，我替Ken向您們致敬，謝謝對

他的關心，兩星期後我會再跟您們說。”

兩星期後我打電話給Ken，“怎麼樣？皮帶還

帶著？” “Dr. H，我已經不用皮帶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咳已經好了。” “那很好，你總共帶

了幾天？” “只有二天，我就不再咳了”。“Ken，很

好，請你爸接電話。” Ken的父親道謝再三，一直

問是什麼妙方。我說，“Mr. Williams，其實沒什

麼，我只細聽Ken對我講的病史，然後將力使力，

順水推舟而已。” 兒科醫生也來電話，“Dr. H，

Ken都好了，是什麼妙計？” “Dr. C，其實沒什麼，

我有讀一點有關兒童心理的文章，用點時間回

顧病史，找出障礙，跟他溝通一下，如此而已，多

謝你的轉診。” 十五年後Ken的爸打電話來，“Dr. 

H，記得我們嗎？Ken已被Miami大學醫學院錄

取，他沒再咳過，他立志要作小兒科醫生！” “Mr. 

Williams，恭禧了！替我祝福他”。

病例之二

安妮是住在距我們一小時左右車程的一

個高二生，她家來自印度，爸爸是當地心臟科醫

生。他自己先打電話給我：“Dr. H，我跟我們的小

兒科醫師溝通後，決定我自己打電話請教。有將

近三個月，我女兒安妮，今年念高二，得了很奇怪

的過敏病，一直不停地打噴嚏。首先小兒科醫師

就用口服的抗組織胺，一連試了將近六種口服

藥，未見功效，於是加用了類固醇性噴鼻藥，已

換四種藥，也不見症狀有改善。很糟糕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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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也是不止的打噴嚏，以至於老師們都很

不高興，認為安妮已經擾亂課堂內的秩序。很多

次她被老師命令去廁所噴完再進來，不料坐下不

久，故態復萌，真是傷透腦筋，兒科醫師也沒辦

法，就把安妮轉診給當地小鎮上的過敏科醫師。

這位過敏科醫生作了皮膚過敏測試，發現安妮只

對塵蟎有些許反應。那位過敏科醫師主張四年

的減敏注射以及房間內作去塵蟎的一些預防措

施。我原則上同意他的決定，但是回來跟安妮的

媽討論後，發覺過敏科醫師的處置似是隔靴搔

癢，還沒捉到重點。譬如說，安妮為什麼在課堂

內打噴嚏，而且每晚打噴嚏到早上二點左右，當

她睡著後噴嚏就停了，一直到醒起來為止。我們

為了慎重，又請ENT醫師看，ENT醫師認為打噴

嚏可能和鼻竇有關，建議作一連串的CT檢查。到

此我們夫妻都被搞糊塗了，小兒科醫師就建議我

打電話跟你商量。”

我細聽後，直覺事情大概沒有父親講的那

麼單純，而且好像事有蹊蹺，需要和安妮溝通。

於是跟安妮的醫生爸爸開了條件：第一，我跟安

妮談話時請父母親不要干擾。第二，放手讓我開

導安妮，而且讓我追蹤一段時間。父親完全同意

了。

那天，安妮和她滿臉憂愁的父母出現在門

診，在候診室就聽到她響亮的噴嚏聲，而且次數

蠻頻繁的。坐下來後，發現安妮穿著整齊，瘦瘦

的。因為仍在打噴嚏，有點害羞，又不自在的樣

子，一直看著地上，也沒有正看我一眼。我決定

先作體檢，在檢查中她照噴嚏不止，我斜眼看她

父親，他似已動怒，準備要發作，我急忙用手制

止他。檢查頭、臉時發現，安妮雖然打噴嚏，但她

也沒有眼淚，檢查鼻腔也沒有一點鼻液，跟一般

過敏病人的症狀，全然二樣。

我亮出手錶算她打噴嚏的次數，竟然達到

一分鐘34次。我心中暗驚她好大的功力，居然一

直打噴嚏，毫無減緩的趨勢。我坐下後繼續注視

她數分鐘，決定採取行動。突然舉手猛拍桌子，

“PAH”的一聲，跟著大吼，“安妮！Stop!!” 安妮沒

有預料我有這麼大動作。她震了一下，噴嚏嘎然

而止，以驚異的眼光看著我。“安妮，我已聽了妳

的打噴嚏聲十分鐘。妳、妳父母和我都同意時間

寶貴，我要同你談正事，妳要注意聽，我必需和

妳談話二十分鐘，這期間我不要妳打噴嚏，因為

妳一開始打噴嚏，妳一定聽不清楚我講的話，那

妳就是在浪費時間。妳很聰明，妳應該不會和妳

自己為難才對。” 她點了頭，我們開始談話。

我要安妮把她一天的工作表說給我聽，安

妮是全A的優秀學生，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因為

她是資優生，她已在修大一程度先修班的課，因

此功課負擔蠻重，但她應付裕如。她的課外活動

卻相當驚人，她同時是該校足球隊和網球隊隊

員，常參加校際比賽。她一星期去私人教師學習

鋼琴二次，小提琴二次，在校內活動時常參加表

演。她也是該校辯論會會員，她打噴嚏的毛病

約在當上該校學生刊物的總編輯後三星期左右

發生。她每晚就寢以往是十二點半和一點之間，

自從當上總編輯後，因為校稿，根據她父母的觀

察，她就寢時間約在早上二點左右。這女孩子很

聰明，意志力本就很強，加上父母望女成鳳的壓

力，她的體力開始透支，顯然她開始用身體症狀

表示她體力已不堪負荷。

我替安妮分析她的症狀後，問她是否同意

我的看法。她斜看了她父母的臉色後，點頭表示

同意。我說：“安妮，妳是妳們學校一等一的好學

生，但是別忘了妳的體力和常人一樣，需要定期

調養身體。所謂的“超人”是一般人的想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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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沒有那種人，也不需要那種人，懂嗎？” 我接

著說，“妳爸媽已親口要我幫忙妳，我就當他們的

面前說妳選一種運動，專學一件樂器就好。妳學

校學生報總編輯的工作很重，我看請指導老師另

指定四個同學當副編輯，輪流負責校稿。OK？” 
他們離去後，我算算跟她談話時間總共約45分
鐘，這期間她都沒有打一次噴嚏過。

二星期後，我打電話追蹤。安妮的父親適在

家。“Dr. H，多謝妳看了我們的安妮。奇怪的是，

她看了你後再沒打噴嚏過。這像奇蹟一樣，你到

底用了什麼處方？” “處方？我沒開處方，這你應

該知道。” “奇怪呀？我們這邊的醫師都說安妮得

了非常厲害的過敏病。不過你……。” 我打斷他

的話。“安妮是有點過敏，不過很輕，我認為跟她

勤打噴嚏無關。我只想問你一件事，你們看安妮

最近有沒有快樂一點？” “這個……是，是有，她

好像比較有笑容。” “那就是了，好好鼓勵但不要

逼她！我祝福她。” 一年後我得知她進了一間常

春藤聯盟的名校。

病例之三

Jonny是九歲男孩，看我們免疫科門診的主

訴是全身酸疼，整天躺在床上已將近三個月。他

媽媽說Jonny之前一向活潑健康，並在當地一支

少棒隊擔任第三投手。他的症狀來得很快，幾乎

沒有病前徵候。他給小兒科醫師診治很多次，沒

有起色，於是被轉診給傳染病專科醫師，以及神

經專科醫師，他們各看Jonny二次，但大家都沒

有結論。

小兒科醫師在要求轉診時特別交待我，

Jonny的父親是當地律師，媽媽是小兒心理專

家，叫我們小心點，我也不知道這種類似警告有

什麼特殊意義。

我們看Jonny是在星期五下午，只見他躺在

檢查台，朝著壁，閉著眼在呻吟。他不回答任何

問題，體檢時稍微碰到，他就哇哇大叫，似在故

意誇張。問病史時，全是媽媽在說話，他爸爸二

眼直瞪著天花板，毫不作聲。

他的媽媽，Thompson太太(假名)，“Dr. H，
我們開了四小時的車子，遠道而來。Jonny非
住院不可，據我們了解，他大概得了很麻煩的

小兒皮肌炎(Dermatomyositis of Childhood, 

DMOC)，只有請貴院的免疫專家才有辦法處

理，請你務必用最好的藥，拜託。” “Thompson
太太，DMOC是很少有的病，這些小孩的發病過

程，臨床症狀都很特別，血液檢查也有幫忙。但

是Jonny的發症過程、症狀及你們帶來的血液檢

查結果，很不像。” “Dr. H”媽媽阻斷了我的話，

“類固醇(Corticosteroid)是一定要的了。” 我說，

“太太，作好診斷最重要，好嗎？”

我看父母親二個都顯得很疲憊的樣子，心

想先讓Jonny住院，他們也可以休息，可以鬆弛

氣氛，同時我也可以客觀地觀察Jonny的症狀，

於是讓Jonny住進一間雙人的病房。

跟他父母在醫護站談話時，當值護士已回

來給我血壓、心跳及呼吸次數的記錄。我背著父

母輕聲問了護士，Jonny在房間內作什麼。“哦！

量完血壓後他坐起來，開始用遙控機在找TV的
節目。” 我回頭問Jonny的媽：“Jonny最近幾個禮

拜有沒有在家看TV？” Thompson太太，“不，不，

完全沒有。他一動身體就喊痛，他只能躺著睡

覺，怎麼可能看TV。我們二個人要餵他吃三餐，

他是很虛弱，我們也被他累壞了。” 我說，“親愛

的爸媽，謝謝照顧Jonny，你們都累了，請回旅館

休息，Jonny就交給我們，明早九點在這裡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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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請慢走！”。

爸媽走了之後，我快速的進了Jonny的房間，

果然看到Jonny在聚精會神用雙手握住遙控機

在玩電視遊戲。看到我進來，他馬上“碰”的一聲

倒在床上，並閉著眼開始呻吟。在急促間他大

概也來不及想，躺下後居然仍把遙控機握在雙

手掌中。我開始心裡有數，趕緊回醫護室用呼叫

機請當值的神經科醫師，Dr. JR來看診，我要請

他從神經科的檢查判斷Jonny有沒有可能得了

DMOC。十五分鐘的檢查後，Dr. JR走出病房跟

我說：“SW，你說這個小孩得了DMOC？是你講

的？他看起來健康的很，病史、檢查結果都不像

有DMOC，我看連做血液檢查都不必，明早就讓

他走吧！”講完後就走了。Dr. JR是快人快語，但

我對他的專業很有信心。

我回病房跟Jonny說：“你不必再躺了，我不

會跟你爸媽說的，我想跟你談話三十分鐘，以後

是自由時間，悉聽尊便。好，你先坐起來，能不能

告訴我你的日常生活？”

在三十分鐘內我得知，Jonny家除了父母

外，另有一個三年前父母收養的義兄，Jose。

Jose高Jonny半歲，是墨裔。起初兄弟間感情不

錯，後來因為二人都在同班，又同在一個少棒隊，

於是兄弟間有形無形的競爭開始變得激烈。很

不巧的是，Jose在學業或打球的表現都比Jonny
高一著，Jonny的父母也開始在二個小孩面前奚

落或批評Jonny的不是，這讓Jonny拉不下臉或

覺得非常的不爽。

三個多月前，他們的大熊少棒隊打入準決

賽。Jose是第一投手，所以擔任先發，投到第六

局時熊隊已領先對方三分，當時教練覺得Jose

的投球數已夠高，就換下Jose讓Jonny繼投。換

手時Jose說：“Jonny看你是否有種投完九局。”

Jonny當天的球運不濟，投球不準，讓對方保送

上壘太多，第八局時讓對方佔滿壘。教練上去

說：“Jonny，對方已是二死，再一個出局你就功德

圓滿，他們下一個打手很普通，你一定處理掉。” 
很不幸，Jonny給了他一個全壘打。熊隊突然間

轉贏為輸，第九局熊隊反攻無力，沒得分，結果

以一分之差被淘汰出局。賽後更衣室內氣氛很

差，隊員都怨聲載道。但是最傷了Jonny的心是

教練的一句話：“你是天生的敗者，你連比你家收

養的那個還差！”

Jonny從那晚上就一病不起，但他從沒講

這些事給他爸媽知道。我說，“Jonny，謝謝你告

訴我你的故事。今晚我只要你作一件事，你給我

畫張畫給我，題目是「Jonny在家」，我明早來收

件，其他是自由時間，你可以去遊戲間走動。好，

晚安！” 在離開醫護室前，我交待值班護士，艾

美，定期觀察Jonny的狀況。

隔天早上，我聽了艾美有關Jonny的狀況。

她說Jonny一切正常，晚餐都吃光，去了遊戲間，

和其他小孩有說有笑，毫無病態。後來又玩了TV
遊戲直到熄燈為止，睡眠情況也很好，整晚沒要

過一次止痛藥。我其後走入病房看他，他已起身

吃早餐，看了我，面帶微笑，雙手遞了他的畫給

我。

九點整，Jonny的爸媽到達病房，我們在訪

客休息室坐下。“Thompson太太和先生，經我

們的觀察，Jonny沒有DMOC，他今早就可以出

院。” Jonny的媽：“Dr. H，你講什麼？你說Jonny
沒有DMOC，怎麼可能？” 我說：“我們是根據你

們帶來的資料、他的病史和臨床資料作了判斷。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三月 27

我們看過好幾個DMOC的病人，Jonny的病情完

全不像！” Jonny的媽：“那麼他是得了什麼怪病，

喊著全身酸痛，已躺在床上三個月？”

我把Jonny的那張畫遞給媽媽，“妳是心理

學專家，請妳解釋畫的含意。” “他會自己畫畫？

我不信！他連提筆的力氣都沒有。” “Jonny的媽，

這裡有他的簽名。妳再不信，請你去問Jonny。” 
那張畫裡面有二層樓的房子，有支旗桿，有游泳

池在後院，畫中只有孤伶伶的男孩，似無精打彩

站在那裡，沒有其他人物。

Thompson太太注視了那張畫約十幾分鐘，

然後嘆著氣說：“Jonny看來很孤單。怎麼Jose也
沒畫進去？他看起來……他很哀傷的樣子。唉！

Dr. H，你是認為Jonny有……有心因性症候群，

而不是DMOC？” 我點了點頭。“我是兒童心理的

專家，怎麼看不出來？這個也未免”，“因為”，我打

斷了她的話，“因為妳太靠近Jonny，看他就像看

樹，但不見林，妳沒有看到Jonny的另一面。” “但
是我…..”，我再打斷她，“現在幫Jonny脫離困境

只有一個辦法，請你們當地妳最信任的兒童心理

專家，幫忙開導Jonny。妳是局中人，千萬別再自

己作主。” 只見Thompson太太開始抽搐，大眼淚

珠一顆顆掉下來，“我怎麼這麼糊塗！讓Jonny吃
苦這麼久！” “Thompson太太，妳沒有糊塗，妳也

幫過很多小孩的。我們有時變當局者迷，這次就

讓別人幫忙吧！好，你們可以馬上打道回府，有

事儘管通知我，我會交待Jonny的兒科醫師。” 我
站起來後，一向無話的Jonny的爸先站起來和我

握手，“承教，承教。我們不察，謝謝你了！”

隔了週末後的星期一下午，我們免疫分系內

有病例討論會，我決定提出Jonny的case和同事

討論。我們小兒免疫分系內，包括分系主任(Dr. 

A)，一個副教授(Dr. B)，一個助理教授(Dr. S)和
我共四人。我報告並分析病例後，我徵求大家的

意見。我看三個人都面有難色，Dr. B先開了口，

“SW你有自信這個case不是DMOC？”，我說根

據我能收集的資料，Dr. JR的意見和我自己的判

斷，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五，我確信

他沒有DMOC。年紀最長的Dr. A問：“什麼是心

因性症候群(psychosomatic disorder)？” 我說，

“簡單的說，是一個身體狀況還健全的人，可能因

心理因素以致於器官功能出現偏差，而出現主

觀上明顯的症狀。” Dr. A：“SW，這個case你有

嚴重的誤判。人家老遠來到我們大學醫學中心求

診，你卻連安排一系列的檢驗都沒做，讓他們隔

天就走了。那你讓他住院幹什麼？我才不信什麼

心因性症候群，這泰半都是沒有足夠臨床經驗的

人想出來的便宜之計！” 我抗議，“對不起。在這

種情形之下有什麼值得做的測驗。Dr. JR，同我

有一樣的意見。” Dr. A，“要是我的話，我一定安

排一系列的檢查。例如血液檢查，包括白血球、

紅血球、血小板數，發炎指數、肌肉破壞的指數。

其次，我安排做核子醫學檢查，像肌肉的MRI。
我要神經科醫師安排做肌電圖(EMG)，我也要請

小兒外科的先生拿一小塊肌肉做切片，然後請病

理科做一般組織學、螢光抗體以及特別染色檢

查。大學醫院的檢查應該保持這種水準才對。” 
我看到Dr. B在猛點頭，大家似乎都瞪著眼看著

我，他們的表情似在警告我：“這次你栽了，一定

逃不了。” 我知道在這種場合，尤其是對一群只

深信醫學的進步要全靠嶄新儀器檢查的人，想去

開導他們無非是對牛彈琴。只好說，“這是我專

業的判斷，我已盡了全力，或對或錯，我自己會負

責，我會做追蹤後續報告給你們。” 那天，我們幾

乎不歡而散。

兩個月後我打電話給Jonny的媽，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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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Dr. H，你好，我有請我們這地方我認識也

可信賴的同行，給Jonny作了心理治療幾次，我

也跟Jonny的級任老師和棒球教練解釋了Jonny
的情形，他們都願協力幫忙，我感到很安慰。

其實Jonny已恢復得很好，他已不再缺課。” “那
太好了，妳應該居首功！我可以不可以跟Jonny
通話？” 過了一陣子，Jonny接話，“Dr. H，Hi！” 

“Jonny，你有沒有再玩棒球？”。“Dr. H，有，你知

道我現在投球好準哦！我教練說我已經可以跟

Jose輪流作先投。” “哦，那好極了！Jonny，我有

一個請求，你能否再畫一張畫給我？題目跟上次

一樣，畫好後請媽媽寄給我。好！祝你好運！”

兩星期後我接到了Jonny的畫，畫的內容幾

乎跟上一張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是，Jonny旁
邊多了一個男孩(我猜一定是Jose)，二個人手中

都拿著一支小旗，似在大聲喊叫著。

再隔一個星期，我在分系病例討論會中報

告了Jonny的近況，我拿了前後二張圖給同事們

看。最年輕的Dr. S猛點頭又向我微笑，中年的

Dr. B看了畫後微微點頭示意，最資深的Dr. A，只
向畫瞟了一下，就爆出了一句話：“我還是對的！”

後 記

以上的三個病例或許有些讀者、女士先生

們有“似曾相識”的感受或共鳴。我個人雖不相信

專業上的盲點的大小或深度一定和某人的年齡

有關，我倒覺得這些專業的缺陷必然跟一個人態

度的傲慢或偏見有關。

另外，我相信儀器再新、實驗診斷再精確也

無法取代正確的病史，同時，沒有一個病史比經

過醫師和病人充分溝通來得更珍貴。因為，醫學

本來就是人和人間溝通的藝術和科學。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佛羅里達大學小兒科名譽教

授）

預
告 台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28週年年會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NTUMCAA-NA)將於2008年8月9日至10日在美國俄

亥俄州克利夫蘭市舉行。還有安排會前及會後的活動，包括8月8日的高爾夫球賽及

會後的旅遊。

詳情將公於北美校友會的網頁(http://ntumcaa.freeshell.org/)

敬請海內、外校友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若有問題請向大會主持人 莊武雄醫師 聯絡

(e-mail：wschuang@aol.com)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三月 29

清曉邊開車，邊向坐在他旁邊的玉麗瞄了一

眼，她還是靜靜地往前看。但經過四十多年的婚

姻生活，他可以從她的側臉、眼神，看出她的心

思。她今天就會發生三十年來人生最大的變化，

她應該有期待、興奮，也有不安，但她還是看來

很平靜。他右手伸過去，輕輕地握下她的手，她

也輕輕握回來，兩人都沒有出聲。

她是在美國榮民醫院資訊中心工作的電腦

軟體設計師，看來比她的真實年齡小上十歲，表

情也看不出和其他人有什麼異樣，不過她是有嚴

重聽障，已三十年。

他們要去的是達拉斯一家大醫院的耳科門

診，今天，她要裝「人工耳」耳朵後面的小電腦

音波處理器，並開始啟動，她就可以第一次聽到

三十年來未能聽聞的外界聲音。

「人工耳」(cochlear implant，耳蝸移植)是
用在有嚴重聽障(尤其是神經聽細胞退化引起的

)病人上的。�978年開始發展，迄今三十年，因電

腦附屬品的迅速進步，人工耳的設計也開始大幅

地改善，這種手術也逐漸普遍，全世界已有超過

十萬聽障者接受這種治療，其中美國就佔了兩萬

兩千名以上。

這耳蝸移植治療聽障有兩個階段，第一步是

用手術，由耳科醫師將直徑一毫米細的一束電線

穿過耳後的骨質，植入到耳蝸內的二十二個接觸

點。第二步是要等到手術後三週，傷口癒合後，

配置耳朵上的音波接受及處理器，將外界的聲

音換成電子訊號，經頭皮外的電線圈傳遞資訊到

皮下訊號接受器，再傳到植入耳蝸的電線，刺激

聽神經。經過電腦的調整及使用者的訓練，患者

就可以和人面對面的談話。

她三週前已接受電線植入手術，經過相當

順利，今天要開始第二階段。

回想四十五年前台大護理系畢業，做了公

共衛生護士、台大醫學院實驗嬰兒室主任之後，

�965年到美國，嫁給已相愛數年的清曉。當時她

已有高音頻的耳鳴，婚前曾兩人一起看過兩位台

大耳科醫師，知道她可能有「神經性聽障」，叫

做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到美國也給一

位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耳科醫師看過，從她做過

的「聽音圖」(audiogram)判斷，診斷已是沒有疑

問。

「神經性聽障」是耳蝸內接受各種音波頻

率的「毛髮細胞」(hair cell)不明原因的退化性

病變，這種聽覺障礙影響兩側，會在開始時有耳

鳴，以後從高音的聽覺消失，最後可能惡化成為

很嚴重的耳聾。這些變化的發生年齡、進行速

度，各個人不一樣，當時對這種嚴重聽障是毫無

治療的方法。

�978年開始，玉麗的聽覺逐漸消失，先是兩

玉麗的故事
許  清  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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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耳朵像是有感冒似的、塞住的感覺，然後就逐

漸地重聽，一、兩個月後聽覺幾乎完全消失。自

此三十年，她就一直生活在寂靜的世界裡。

她在這兩個月期間，不時自己會到家裡客

廳，按鋼琴的鍵，試聽高音低音。她知道壞事情

可能終於發生了，但是她沒有悲傷驚慌，只靜靜

地告訴清曉，她的聽覺已幾乎完全沒有了。這

時，其實她心裡已下決心，作一般人很難想像的

事。

失去聽覺，她並沒有將自己隔絕於世外，或

增加她的心理依賴性。她開始去芝加哥西北大

學的「聽覺門診」(Hearing Clinic)，學習「讀唇」

的要領。又在�978到�980年間，她自己到西北大

學工學院，問出他們接受台大護理系學分。於是

她申請先做特別學生，補齊微積分、電腦語言等

課程，得到GPA=3.75優秀的成績，再申請進入

當時開始正發展中的電腦研究所，�984年得到

電腦碩士學位[�, 2]。

然後她更積極的申請工作，結果馬上得到

美國榮民醫院資訊系統中心的職位，到現在工作

二十三年，拿了十多次的獎金[3]，總額將近一萬

四千美元。因為她工作一直有新的成果，現在還

繼續閱讀工作相關新資訊，上司准許她可以「要

工作到幾歲都可以」。當時求職面談時，採用她

的Dr. Julianni Souchek用筆寫給她說：「妳這麼

嚴重的聽障，而可以拿到西北大學的電腦碩士學

位，一定有異於常人之處。」她並不以為自己有異

人的才能，只是不願屈服於逆境。

「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不礙白雲飛。」

她在該資訊系統中心生物統計單位開始工

作後一年，就贏得工作優秀獎金七百多美元。再

過五年就發表兩篇論文[4, 5]。

回想當年得知玉麗的聽覺已逐漸喪失，注

意到玉麗很心情沉重地在用鋼琴試自己的聽覺，

清曉感到焦急、無奈、心疼與不捨，心情覺得無

比地沈痛。他想到的是，孩子的教育，如何在母

親無法瞭解小孩子們的話的情況下，讓他們能夠

正常的長大。還有，在不能聽到外界的聲音，聽

不懂電視新聞報導、電視、電影或音樂，不瞭解

別人的談話，不能和家人正常地對話的情況下，

如何使玉麗繼續和家人在同一個環境，以同樣的

心境，繼續個人間的互動、過正常的日常生活。

當時他們的兩個兒子是十歲、八歲。他叫孩

子來，慢慢地告訴他們，母親以後無法瞭解他們

的話，要他們盡量以書寫表達他們的意思，以後

母親雖然無法像以前一樣細心地看顧他們的學

業、起居，但要聽話、努力讀書，孩子們不禁抱

住媽媽一直哭泣。兩個孩子現在已長大，各個成

家立業，共生了五個子女。玉麗目前住在大兒子

家附近，感到很幸福，因為每天可以看到三個孫

子。再過幾年，可以到第二個兒子家附近住，陪

他的兩個孩子。

除了玉麗本身的努力，上天也祝福她，美國

的電視新聞在那一年開始注意到聽障者的問

題，新聞節目開始有字幕隨發音立即出現。這種

字幕的服務，到現在，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電

視新聞、電影節目都有了。這使玉麗看電視可以

瞭解每天的新聞，還可以享受電影的情節。又因

通訊器材的研發，清曉還能用電子郵件隨時和

她聯絡。

她選擇電腦作為專業，也特別適合於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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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為她可以不必對話，可以用電子郵件就和

其他工作同仁聯絡。他們的上班時間，每人可以

自由安排每週百分之四十的時間在家工作。

同時，清曉多用簡單的手勢，說話時注意讓

她更容易讀唇，有要事告訴她，就用手寫的。每

次同學朋友聚會時，自己少說話，多書寫，解釋

別人正在說什麼。雖然無法句句筆譯，起碼讓她

瞭解這群人的對話大致內容。她無法接聽電話，

就買可以顯示號碼的可震動呼叫器，設計兩人間

用的號碼通訊方式。

他們並沒有學習手語，因為使用手語的人和

一般人會成為不同文化的一群。他們到外面看電

影、音樂會、或其他靠聽覺享受的活動，從那時

起幾乎停止。到現在三十年，清曉已經差不多不

聽音樂，因為沒有她一起享受，他不感興趣。

清曉自�972年在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服

務，�983及�989年受邀參加台灣的國建會，瞭解

台灣需要他這種感染專科醫師服務。看到玉麗

能自立，受同事的重視，又能拿到工作優秀獎金，

於是經玉麗同意，�990年返台。一方面距離年老

的父親較近，又可在台灣醫界作些不同角色的工

作。迄今已是十八年，雖然目前的醫院職位允許

他常常回家，但他已有「告老返鄉」，陪妻子孫子

的強烈意願。

隨著年齡的增加，他也感到需要趕緊做些

他平時一直想做而沒下手的事。他開始兩人一起

旅遊，讀過去寫的日記，讀過去還沒有電子郵件

時每天和玉麗通訊交談的傳真記錄，回想他們

倆的一生，回想玉麗的辛苦與努力。

她修碩士學位時，實在很不容易。她課前

會先告訴老師她有嚴重聽障，請他盡量書寫重

點在黑板上，又盡量用她攜帶的大型手提助聽

器，坐在最前面，試圖去瞭解老師講什麼，她用

這大型助聽器可以隱約聽到低音的母音部分

(vowels: a, i, u, e, o)。不過只聽到一個字的母

音部份時，不能判斷是何字，能聽到較高音的子

音部分(consonents: t, d, z, ch, j, g, s, l, m, n, 
p, g等)比母音重要許多。因此助聽器的作用不

大，她主要還是靠閱讀有關的教科書，偶而借閱

同學的筆記。這些課程的申請，她從頭到尾都自

己做，最後還是修得碩士學位。

求得職位後，上班時，同事對她雖很好，常

寫新消息給她，但總是聽不到同事們的聊天，她

只能瞭解工作崗位上該作的事。

不過美國政府單位對於有身體器官障礙而

有能力工作者，是會給予正常職員完全同樣的權

益，開會時會由鄰座的同事書寫會議討論大綱

給她看。

�988年她在生物統計單位應該升職級的

時候，她的上司選擇另一名資歷較差的人員。她

決定向上級控訴歧視，榮民事務部門(Depart-
ment of Veteran's Affairs)高層單位派人來各方

詢問調查，九個月後判定她的上司錯誤，她工作

職等要予以升級，該有的薪水補發，又轉移到對

她較適合的電腦軟體資訊單位工作(Veteran's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這使他們對美國政府機構只看能

力而不會歧視有身體障礙的原則，有了信心。她

敢於提出控訴，爭取應有的權益，可以看出她不

服輸的精神。

美國的榮民事務部自從�980年代中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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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致力於使屬下�67個榮民醫院的護理作業

紀錄電腦化，因此她轉到榮民健康事務部門

(Veteran's Health Administration, VHA)的電

腦資訊單位之後(她任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cialist/Developer)，表現更為出色，從�990
到2002年，幾乎是年年得到獎金[3]。又主動設

計graphic user interface、加入一精神科計畫、

設計電腦輸入精神健康評估的方法，並參與研

發、完成護理方面的數個軟體，2000年拿到「特

別貢獻獎」獎牌[6] 

2006年VHA電腦病歷輸入系統贏得美國政

府機構內最高榮譽的「創意獎」[7]，時代週刊都

予以報導[8]，使玉麗也有屬於其中一份子的榮

譽感。今年，她六十八歲，仍被選派在資訊技術

部門(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工
作。

清曉對玉麗的積極求學和求職的精神始終

很支持，但不知道她的學業是否能夠順利完成？

要找工作職位，更不知道是否有人要錄取她？因

此只能鼓勵她全力以赴，然後聽天由命。幸而她

很爭氣，一切都能圓滿完成。

要做耳蝸移植，他們十多年前曾打聽過，但

感覺這技術仍是實驗性的，因此沒有再追蹤。這

次，是在去年十月，清曉的同學一大群坐船旅遊

時，一位同學提醒他們，人工耳的進步很快，有

一位熟人做完移植後很滿意。這消息使他們很積

極的開始找這方面的資料，去聽課，又各方打聽

尋找適當的耳科醫師，最後是找到在居家處，美

國德州達拉斯市的一位耳科開業醫師。

這位醫師不但有四百次手術經驗，他有一個

有三、四位人工耳助聽器專家和心理學家的團

隊，對手術後的病人給予訓練復健。

這位醫師四百個手術後，只有一位是因為外

傷而需要取出已裝好的骨及耳蝸內部訊號接受

器。還有一位洗腎病人是術後一年發生感染，而

需要取出、治療，應該是非常好的成績。

手術後的團隊支持是更重要的部分。正常

人的耳蝸內有一萬六千個「毛髮細胞」，接受不

同頻率的音波，經腦細胞分析成為聲音，而且有

兩邊的耳朵可以辨別聲音來自什麼方向。人工耳

感受到的的電子音，只有二十二條電線傳入的音

波頻率，而且一般只裝在一邊。因此一開始裝上

人工耳時，只會聽到環境各方來的各種音波，無

法分辨，吵雜不堪。因此啟動音波處理器後，它

的小電腦要由這些聽力學專家幫助，經過多次調

整各個音頻率的聲音大小，以配合個人耳蝸的

病變，讓使用者起碼能夠在靜的環境裡，可以面

對面、看著嘴唇和人對話。音波處理器也可以設

定成為在開車時也可以聽清楚的方式。

植入的二十二個電線頻率如何能代替毛髮

細胞的一萬六千個不同頻率？原來腦細胞有很

神秘的「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在腦部受

損傷後，細胞間的神經接觸點可以再生或重組

(synaptic re-organization)。

例如，一個人裝上凸眼鏡看東西，看到的事

物都是倒立的，人是倒著走的，可是經過幾個禮

拜後就適應了。這是腦細胞會自動增加神經接觸

點，來修復因為損傷而引起的缺陷的結果。右臂

截肢後，左臂逐漸能夠代替右臂的功能，也是這

種機制在作用。

因為玉麗是後天性的聽障，除了一直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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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而且兩邊耳朵都一直帶著已沒什麼效果

的助聽器，這種持續的助聽器使用，更能使「神

經可塑性」發揮作用。因此她應該可以在幾週或

兩、三個月內就可以適應人工耳的聲音。假使是

先天性的聽障，小孩要適應從未聽過的聲音，是

需要專家及家人較久的努力。

第一階段的手術之前，這位醫師排了六、七

項術前評估，包括：腦磁振造影(MRI)、聽力專

家(audiologist)的說明、聽力治療師(audiothera- 
pist)的評估(auditory verbal evaluation)、心理

學家的面談、聽力(audiology hearing test)的再

驗、平衡感的測試(videonystagmography)，還

有保險公司付費的查證等。這些就安排了一個

月。

這項手術前後，包括評估、音波處理器、復

健，所需費用很昂貴，約要美金五萬到七萬，甚

至十萬元左右，以後各種部分品也持續都需要支

出，保險只會支出一部份。昂貴的價錢，是「人工

耳」目前無法在全美國估計四十萬到七十萬名嚴

重聽障的病患之間普遍植入的最主要原因。

手術是一天之內可以回家的門診手術。早上

七點就開始，不到兩小時，醫師就出來，手拿幾

張手術部位的照片，對清曉報告說手術已順利

結束。在手術終了前，例行地，人工耳聽力專家拿

儀器進入手術房，測試每支電線的功能，也都完

整，他們心中輕鬆許多，以後就是要注意傷口是

否順利癒合。

在恢復室，玉麗有點頭昏，但也沒嘔吐。再

過五小時就回到家。她注意到口腔有些血，猜測

可能是耳內的血從歐氏管(Eustachian tube)流
出來的，也注意到她的味覺變得較不敏感。她

在術後一週，回去見醫師時提到這個問題。醫

師說這是可能發生的，因為有顏面神經的分支

(chorda tympani)，會經過耳蝸鄰近，到舌頭前

三分之二及唾液腺，手術時有可能會受傷，應該

過幾個月就會好。還有，因為三十年來自己聽不

到聲音，聲質逐漸改變，手術後她感覺到可以聽

到自己的聲音比較大聲，上班時她的同事也都注

意到，她手術後的聲質也改善許多。

看著玉麗手術後靜靜地躺下休息，清曉知

道她一定是有些不舒服，而不說出來。她向來不

抱怨或訴苦，是和她的家庭背景有關。她家裡有

十二位兄弟姊妹，她有什麼事，甚至於耳鳴、聽

覺等嚴重問題，也從來沒有和家裡人談過，都是

自己解決，這也養成了她刻苦耐勞的精神。

今天就是音波處理器要啟動的日子，清曉

和玉麗帶著一箱人工耳部分品，兩人都抑制著激

昂的情緒，試圖保持平常心，靜靜地坐著，朝醫

院開車。這一生他們陷入極大的困境，但也都很

努力地克服。又承蒙上天保佑，賜給他們電視字

幕、電腦、人工耳等新發展，又遇到幾位貴人的

護持。不久，兩人應該可以三十年來首次正常地

對話。

兩人可能有說不盡的話，也可能相對無語。

註解：

�.  Hsu Y-L: The Ef fect of Transmission 
Times on Scheduling Multiple Factoring 
Algorithms, Thesis, �984.

2.  Van Ness JE, Hsu Y-L: Multiple Factoring 
fo r  the  Para l le l  So lu t ion  o f  Power 
System Problems, Eighth Power System 
Computat ion Conference,  Hels ink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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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 �984.
3.  Awards: 5/�6/90 Performance Award   

5/28/9� Performance Award
8/20/92 Performance Award
9/�2/92 Service Award
7/2/93 Performance Award
9/�3/93 Service Award
6/28/94 Performance Award
4/�9/95 Service Award
6/�3/95 Performance Award
7/�3/98 Service Award
3/8/99 Service Award
3/8/99 Service Award
��/2�/0� Individual Cash Award
8/2�/02 Individual Cash Award

4.  Hsu YL, Reda DR: A microcomputer-
based clinical trial database incorporated 
with 'audit trail' for correction process,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30 (�989) 239-248.

5.  Phair JP, Hsu CCS, Hsu YL: Aging and 

Infection, �988 Research And The Aging 
Populat ion. Wiley, Chichester (Ciba 
Foundation Symposium �34, p �43-�54).

6.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Ve t e r a n’s  A f f a i r s 
"Special  Contr ibut ion Award":  for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mission of the 
department; "for your independent effo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I front end 
application". July ��, 2000.

7.  "Innovation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ward", for the accomplishments in VHA's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system, VistA. 
July, 2006.

8.  時代週刊  2 0 0 6年8月2 7日：“ H o w  VA 
Hospitals Became The Best”.

部落格網址ht tp: // tw.myblog.yahoo.com/

ccshsu-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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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誠徵教師
(一)應徵資格：申請者須具開創性、獨立性及團隊合作精神，且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專長為臨床藥學領域、具Pharm.D.學位，且有實務經驗者。

2.專長為藥事行政、藥物流行病學、藥物經濟領域相關之博士學位及博士後研究之資歷。

(二)檢具資料：�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性著作抽印本或影本(最多

五篇)、三封推薦函、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概要，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

背景之資料。（上述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三)截止日期：97年4月4日下午五時前送達臨床藥學研究所辦公室�

(四)起聘日期：98年2月1日

(五)來函請寄：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408室

臺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林慧玲所長���收

傳真專線：886-2-23951113

E-Mail:�ntugiocp@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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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雨淅瀝

黑夜御著

冷風

悄悄佇立   綴滿

雨珠的

窗前

燈光斜照

射出淡淡金黃

月琴半擁

纖指輕撥

思想起情韻

緩緩流逝

低頭筆耕燈下

偶然抬頭

眼神交會  一語

不發

眼角魚尾 飄浮

笑意

200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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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     夜
戴  鐵  雄

台大醫學院婦產科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1. 依    據：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2. 資   格：1) 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資格。

2) 具婦產科臨床經驗並有產科特殊專長領域。
3) 有前瞻性研究能力、教學熱誠，並具教育部講師以上資格者。

3.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附照片)。
2)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推薦函三封。
3) 學經歷證件影本。
4) 五年內著作目錄表及三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
5) 相關資料(紙本及電子檔)應於2008年4月30日下午5點前寄達。

4. 起聘日期：2009年2月1日

相關資料請看本科網站http://ntuh.mc.ntu.edu.tw/obgy/
地　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婦產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電　話：(02)23123456轉5155 陳小姐
傳　真：(02)23934197
E-mail：jfchen@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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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彥  南

新年假期中得空於家中窩居

校稿，雖然在寒流籠罩下，北台灣

天候濕冷，但內心卻因細細品味

景福校友們的來稿，感受到豐富

而溫暖的「家之愛」。

本期中，顏裕庭前輩以相當

精簡的篇幅回顧110年來的台大醫

學院，並語重心長地指出，社區醫

學為台大成為「頂尖醫學院」之重

要研究發展方向。病理部莊壽洺

教授對病理之家的殷切期許，摯

情流露於台大病理學研究所60週

年感言之中。羅東博愛醫院陳幸鴻

院長精要的歲末感言，切重時代

的需求。醫學系程郁文同學的2007年暑期交流感想，促使我們去思考兩岸醫學生的交流重點，以及應

檢討執行的方式。楊喜松前輩以其博學之智慧，寫下“Biology of Love＂，功力深厚，令吾後輩小子仰

望。佛大小兒科黃碩文教授以其精心診治之案例，分享極精采而寶貴的臨床經驗，是令人讚佩的心身

醫學教材，筆者特別推薦讀者們細讀。許清曉校友分享家庭中的生命故事，真情滿溢於紙上，讓人於

心底低迴不已。戴鐵雄學長此回「深夜」之新詩，相信長期讀者們均能意會其中伉儷情深之情韻。在醫

學新知中，特邀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新秀陳錫中醫師，就心臟血管疾病之心身醫學研究作一概述，

盼望精神醫學在未來與各科醫學之合作研究，和金鼠之生產力一樣多子多孫！生生不息！

筆者藉此隅向歷屆各班古道熱腸的景福校友們致上最高之敬意與祝福，並于新春之際，敬祝所有

景福人「展心、樂活、分福、沐春」，如意吉祥！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母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作者(左一)於主持「自閉症類群疾患—從兒童期到成人期」專題討論 

會後，與徐澄清教授(右二)、宋維村院長(右四)、高淑芬副教授(右三) 
及其他論文發表者合影。(台灣精神醫學會四十六週年大會暨 

學術研討會，高雄，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