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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醫學知識日新月異，近年來十分熱門的課

題之一是所謂的核醣核酸干擾(RNA interfer-

ence)，簡寫為RNAi。這門學問十分新穎，且為

當今生物醫學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幾乎每個月

出版的一些頂尖期刊，都少不了與此有關之新發

現，筆者也蒐集了一些文獻，加以整理，簡單敘

述如下，歡迎各位前輩共襄盛舉並不吝指正批

評。

定　義

RNAi是一種基因表達的調控方式，雖然有

多種作用的模型，但主要是藉由一小段2�-30核
酸苷(nucleotide, nt)長度片段的雙鏈RNA把其

標的(target) messenger RNA (mRNA)加以分

解(degradation)或抑制轉譯(translation)而達到

“後轉錄基因抑制” (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的效果。

RNAi之發現

早在�990年有科學家試圖以基因轉殖的

方式去加深花的顏色，但出乎他們意料，當他們

把加深顏色的基因轉殖到植物的細胞中，花朵

並未呈現預期的顏色加深，反而出現了淡淡或

白白的區域出來，他們發現原先花朵中的顏色

基因反而被抑制了，這種抑制主要是mRNA之

分解而來，這種現象被稱之為RNAi。但其機轉

當時尚未十分明瞭。一開始，科學家們猜想會不

會是anti-sense的RNA與細胞中之sense RNA
結合所造成之RNA干擾而導致該RNA之表達受

阻，但是美國科學家Craig C. Mello及Andrew 

Fire於�998年發表了他們的新發現：在蠕蟲(C. 
elegans)身上打入數百或超過�000 bp之double-
strand RNA可以造成非常強烈且專一性之RNA
抑制，其效果遠比單單打入sense或anti-sense
之單股RNA更強大，而且每個細胞所需之雙股

RNA之量非常少即可達到非常顯著的效果(�)。這

個發現暗示RNAi主要是由雙股RNA來執行，而

且絕非傳統所想像的anti-sense/sense strand 

RNA之間的結合與干擾而已，這兩位科學家因

此發現而榮獲2006年諾貝爾獎。各位不妨閱讀

原文，體會一下那約4頁的文章，其邏輯分析非常

嚴謹，文字敘述十分精要，值得參考。

Dr. Mello及Dr. Fire之實驗乃用外源性之長

鏈RNA來執行，但實際上，內源性之雙股RNA
存在於植物、蠕蟲及果蠅中，在哺乳動物細胞

中可能是不存在的。內源性之雙股RNA可以抑

制mRNA之轉錄(RNA-induced transcriptional 

silencing, RITS)及轉譯(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此種現象可能與細胞

之防禦及免疫功能有關，可以防止外來病原之侵

入。

siRNA與miRNA
現在科學家們已經了解數百以及超過�000 

nt之雙股RNA在植物、蠕蟲及果蠅細胞中必須

核醣核酸干擾(RNA Interference)
周  文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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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處理成2�-30 bp之雙股RNA才能執行RNAi
的任務，那些被處理過的短鏈雙股RNA稱為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但是RNAi卻
非僅siRNA才能執行。另有一類small RNA也
有RNAi的功能，那就是microRNA (miRNA)。
在�993年，科學家們在C. elegans發現lin-4
這個gene，可以調控蠕蟲之發育，但此gene並
未有轉譯成蛋白質之功能，反而是以RNA與其

target gene lin-�4之 3’-untranslated region (3’
-UTR)相結合而抑制了lin-�4之轉譯與表達(2)。

這個發現非常有趣，因為這種小RNA與前面提

到之siRNA有點像，兩者都是不能轉譯成蛋白質

之RNA (non-coding RNA)，而且均有抑制基因

表達之效果。但是明顯不同的是siRNA常與其

target序列完全配對 (match) 而導致其target 序
列分解，而miRNA主要結合的區域在於target 
序列之3’-UTR，且抑制基因表達之機轉是經由

轉譯之抑制。miRNA之研究有如雨後春筍，發

展極為快速，理由是因miRNA與生物之發育、癌

細胞之產生等方面有密切關聯，而且在哺乳類動

物細胞中(含人類)即有內源性之miRNA的存在。

siRNA與miRNA之形成

兩者之形成(Biogenesis)之過程有些不同，

在植物或C. elegans等有內源性siRNA的生物細

胞中，長鏈雙股RNA先經一種名為Dicer的蛋白質

(一種RNase)作用成短鏈雙股RNA，之後，其中

之anti-sense strand再與一種protein complex
稱為RNA-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RISC)
結合，去抑制其target mRNA。但miRNA卻是由

細胞中之一段DNA序列，在RNA polymerase II
之催化下，形成一個具有stem-loop之單股RNA 

(稱為pri-miRNA)，再由一種名為Drosha蛋白質

之作用形成較短之stem-loop的單股RNA (稱為

pre-miRNA)，此時由核中到細胞質，再經Dicer

之作用與RISC之loading而與target genes中
之3’-UTR結合而達到抑制基因表達之目的(圖
一)(3)。siRNA與miRNA都是最近十年左右發現

的，十分新穎而有趣，我把其同異列表(表一)，供

各位參考。

siRNA與miRNA之應用

雖然在哺乳類動物中可能無內源性之

siRNA之存在，但其抑制基因表達之功能卻為

科學家們提供一個研究的利器。早期科學家們

發現哺乳類動物細胞中若放入長鏈雙股RNA會

圖一　�miRNA之biogenesise過程。成熟之miRNA
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有些會抑制 t u m o r 
suppressor genes之miRNA變多，或是會抑
制oncogenes之miRNA變少，均可能導致腫

瘤之生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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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非特異性之生理效應，而非像植物、蠕蟲或

果蠅細胞中之單純RNAi效應而已。但在200�年

Dr. Tuschl實驗室發現短鏈(2� nt)雙股RNA可
以在培養的哺乳類細胞中造成特異性的基因抑

制效果(4)。這個發現開啟了RNAi在一般實驗室

中的廣泛應用，科學家們不必每次花大心血去

作knockdown animals，更不需要再耗費時間

去用homozygous recombination把培養細胞

中之某一個gene完全剔除，只要請生物科技廠

商合成短的雙股RNA放到細胞中，即可有效地

抑制target genes之表達。要有效地以短鏈雙股

RNA達成抑制哺乳類動物細胞某特定基因之表

達，可能需要遵守一些設計上的規則，目前生物

科技廠商及學術單位有提供軟體以設計出比較

可能有效之siRNA的序

列，我們只要輸入target
序列，就有多個siRNA
序列以供選擇，十分方

便。合成之siRNA再以

化學或物理方法送入細

胞中，即有抑制特定基

因之效果。但是抑制效

果是短暫的，因為那些

外源性的RNA無法長久滯留於細胞中。

對有些細胞難以一般方法放置入雙股之

siRNA時，或是需要長久抑制某特定基

因表達時，科學家們可用載體去表達一

段stem-loop RNA (short hairpin RNA
載體，shRNA vector) (圖二)，再以病毒

感染細胞的方式把載體送入細胞，而成

為細胞的基因體永遠的一部份。在細胞

中, 那shRNA vector 會表達一段stem-

loop RNA，這RNA再由細胞中之Dicer
把它作成可抑制基因表達之短鏈雙股

siRNA，而達到gene silencing的效果，

而且這種載體所抑制的效果會一直持續。明顯

可見，放入之shRNA vector能否執行RNAi之
功能取決於細胞中Dicer能否將之進一步作成

短鏈雙股之siRNA而定。有科學家們作了一種

載體，含有2個轉錄短鏈RNA的promoters (eg. 

U6及H�) (圖三)，希望直接由此載體合成兩股短

鏈RNA而在細胞中自行結合成雙股之siRNA，
希望省略Dicer之介入以提高RNAi之成功機

率。此種雙promoters之轉錄稱為Convergent 

transcription，但目前文獻似乎沒有十足之証據

顯示此種載體有優於傳統之shRNA vector。

在miRNA方面，目前有很好的assay來定

量，配合即時定量PCR，可以精準地定量任何之

表一

圖二　�shRNA vector之簡略圖示。由U6或H� promoter轉錄之RNA因為序列互

相吻合，會形成一個stem-loop或是hairpin之結構，成為細胞中Dicer之受

質(substrate)，最後會形成具有功能之si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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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又不需要太多的RNA。而且目前已發現

的數百個miRNA可作成微矩陣，可用來探討不同

細胞族群中整體miRNA之表達差異。科學家們

經由這些研究逐漸了解到miRNA巨大的生物調

控功能，這目前是十分熱門的研究話題。

更有甚者，科學家們把miRNA的結構與

siRNA的結構互相整合，發展出一種miRNA-
based short hairpin RNA的載體(圖四)(5)，初步

顯示此種結合miRNA結構的shRNA載體能引

起較多之Dicer的活性，意謂在細胞中能產生較

大量之siRNA而有較佳之RNAi效果。這種組合

十分有趣，利用哺乳動物細胞中內源性具有的

對miRNA processing之能力去加強siRNA之製

造，算是siRNA與miRNA的一種活用。

結　語

RNAi之發現可謂是近代生物學上的一大突

破，一段短短的雙股RNA竟有如此令人意想不

到之功能，人類細胞中之miRNA雖小而且數目可

能不多但卻擁有那麼多的功能。這些small non-

coding RNA雖然看似不起眼，但卻十分地重

要，不管在生物基因調控上的研究(miRNA)或實

驗室中研究基因功能上的新技術的開發(siRNA)
都具有重大意義。生物醫學必定仍藏著很多令人

驚喜的秘密，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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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科1990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檢驗醫學科

副教授） 

圖三　�Double-promoter shRNA vector。在此載體中，

U6及H� promoter由兩側分別轉錄一段單股之
短鏈RNA，兩RNA再黏合(annealing)成為一個

siRNA以執行RNAi之功能

圖四　�miRNA-based shRNA vector。�為傳統之shRNA 
vector，顯示hairpin或stem-loop之結構。2為
miRNA (以miR-30為例)之結構。3及4為miRNA-
based shRNA vector，以預期之siRNA為主要結
構，兩側配上miR-30之部份構造，可增加RNAi之
效果。(5)

醫學新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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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長、教授及學兄學弟們：

今天我代表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來參加

今年台北景福會。承蒙陳董事長的特別安排，在

林執行長、楊院長、林院長的後面演講，覺得很

光榮及興奮。

三十年前糊里糊塗的去到美國，至今已這

麼多年的時光。有這個機會回來參加我們的景福

會，面對大家師長前輩及學弟們，心情有萬分難

以表達的感觸。母校永遠是母校，老醫院還在，

中央走廊也是一樣，學生時代的生活情景一幕

幕的現在眼前。

出國時和一群同學，申請到紐約一家醫院，

也沒有什麼調整就去。結果才發現這是一個很

小的醫院，充滿了猶太人跟黑人。第二年幸運申

請入康奈爾醫學中心(Cornell Medicial Center)
作麻醉科住院醫師，心理才比較平衡。三年後接

著到耶魯大學醫學院任教兩年後，就開始到外面

開業。

�985年有很好的機會開創外科開放醫院

(Out-Patient Surgery Center)，前後於二十年中

經營過三家大型外科中心、腎臟結石中心、手外

科中心及痛科中心等。前前後後處理過的病人總

數三、四十萬人。雖然因出國覺得沒有直接對台

灣有大貢獻，但手下醫過這麼眾多的美國人，美

國是台灣的友邦，也許間接上也對台灣有所貢獻

吧。

醫學院畢業後這麼多年，常常在想，我們一

生醫生的生涯，其成功與否，到底要怎樣衡量。

今天在這裡我表示我的意見及結論，讓大家作

參考。

我認為在座所有醫學院的學生，不論什麼

科系，考上台大醫學院已是70%的成功，那麼如

果能從醫學院畢業，已是80%的成功。畢業後的

成就只有20%的差別可觀。如果作一個正正當

當的醫生，行醫救世，不管開業或作研究，每人

都有90分的成就，最後的�0分的差別，也是見仁

見智，大家差別不大了。因此我在這裡特別恭喜

大家，只要是台大醫學院的畢業生，每一個人都

至少可給自己90分的成功分數！

最後我特別要代表北美校友會向這次八月

來加州參加盛會的師長教授同學們表示感謝。

特別謝謝陳維昭董事長、侯勝茂署長及劉秀雯

院長、林永龍執行長、陳培哲教授、賴明詔院長、

翁惠瑛醫師、王烱琅醫師、韓良誠醫師及宋瑞珍

前院長們，全部在此謝謝您們的支持、鼓勵及演

講。您們的參加，讓我們北美校友會特別有光彩

及成果，還有特別感謝許金川教授的鼓勵及幫

忙。以上。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9年畢業，現任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會長）

2007景福校友返校致詞
張  和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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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大醫學院醫科第一屆的畢業生，畢

業距今已經六十年，而我今年也八十五歲了。

�923年出生的我，歷經了台灣歷史最複雜多變

的一段時期。兒童、青少年時期，我是日本殖民

統治下的日本人，讀的是日本人為主的小學校與

台中二中。�94�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我才十八

歲，�943年被迫提早半年從高等學校畢業，雖然

如願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就讀，但本來應該最多

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卻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

火威脅中度過。

�945年終戰後，台北帝大改為台灣大學，我

這一屆學生也從帝大醫學部第九屆變成台大醫

學院醫科第一屆，且因學制的改變，被迫延長修

業年限。�947年6月，我們才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充

滿壓迫感的沉悶時代氣氛中畢業。當時的我們

多數人是很徬徨的，為了最基本的生活而煩惱，

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這就是當時我們初為醫

者時所面臨的時代與考驗。然而即使如此，終戰

前後畢業的這幾屆的同學，後來都在醫療、公共

衛生等專業領域有突出的表現。

這些前輩對醫學發展貢獻的背後，其實曾

經面臨如今沒辦法想像的人生考驗與挑戰。在

這樣特殊的歷史時空裡，焠鍊出我們在醫療專

業中全心投入、力求突破的毅力，與改善醫療水

準，並晉升國際舞台的士氣與決心。醫學的本質

是以人類愛為出發點，我們不會忘記做為一個醫

師的專業道德與對社會國家應有的責任。

2007/��/�7於台大景福校友會

（作者係母校醫科1947年畢業，現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副會

長）

台大醫學院畢業六十週年
施  純  仁

張和雄 施純仁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四月8

謝謝大家讓我有這個機會，代表台大醫學

院醫科第十屆同學發表畢業五十週年感言。我今

天不講我個人的事情，因為我的事情很多，講不

完。我們這一次有二十二位同學前來參加Home-

coming，請同學都站起來，給大家看。�950年，

我們考上的時候共七十二位，現在很可惜的，有

十七位同學已經去世了。我們默禱一分鐘，來紀

念這些已經去世的同學。我知道有幾位班上的

同學，如同兄弟姊妹，照顧已經去世的同學，令

人感動。

我們班上的同學自�957年畢業後，各自行

醫，有的留在母校醫學院，有的在台灣其他醫院

工作，有的出國。無論在哪裡，同學間的情誼，從

未曾間斷。畢業50週年的今天，承蒙呂鴻基院

長及黃伯驥醫師的聯繫與奔走，大家重聚了，且

做一次台灣環島旅行，大家非常踴躍參加。有幾

位同學走路不方便，但是也前來參加。很多同學

說，假如這次沒有參加，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我們的同學偕同眷屬，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午齊集於台北高鐵車站，前往高雄，參觀左營

春秋閣、澄清湖、旗津半島老街、鼓山碼頭、愛

河，夜宿高雄金典大酒店。十三日由高雄小港飛

花蓮，遊太魯閣國家公園，參觀服務中心、燕子

口、九曲洞、天祥，夜宿遠來大飯店。翌日遊七

星潭，午餐後經蘇花公路到羅東，參觀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夜宿老爺酒店。十五日參觀金車蘭花

園，午餐後經過雪山隧道回台北，參觀頂頂有名

的朱銘美術館。十六日參觀台北�0�大樓。十七日

回母校台大醫學院�0�講堂，參加景福校友返校

盛會，隨後團體合照並餐敘。環島旅途邊欣賞各

地名勝；聚餐中，大家敘舊話家常，交談大家寶

貴的經驗，真是大享受。

我們的同學大家覺得自母校畢業後，開業

的或是在醫院、學校執業的都非常努力，發揮所

學，又繼續學習，不愧為台大醫學院的畢業生。

每一位開業的同學，偕同太太盡力工作。在醫院

及學校執業的同學，無論是國內、國外也都非常

努力，發揮所學，加以發揚，又吸收新知。我們大

家覺得母校老師教給我們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台大醫學院醫科第十屆 
畢業五十週年感言

莊  明  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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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誠實與認真」。五十年前我們畢業的那一天，

我曾經代表班上致詞。像那一天，又如昨日，記

憶猶新，時間的流逝真快，令人感慨無窮。現在

回想，過去的五十年，有很多痛苦、高興及榮耀。

我們這一班是非常可憐的一班，或者也是非常

幸運的一班，因為我們在初中二年級的時候，由

日本籍改成為中國籍，現在稱為台灣籍，又很多

人出國留學美國，甚至改成為美國籍。國籍換了

幾次，也是我覺得驕傲的事情。因為有這樣的經

驗，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國內或國外，都能夠應

付下去，無論在哪一種情形都能夠應付，是我們

的榮耀。

大家有談到過去五十年間，很多不大不小的

事情，都自己能解決，但是大的事情，我們還是

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要靠上天的指引。我

們也談到，醫師在照顧病人，但是往往忘了照顧

自己，所以現在開始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大家

在談話中，也說到醫生者，如有宗教信仰，在生

活上更有信心、有靈性。我們這一次的旅行，才令

人感覺，我們是兄弟姊妹，七年的同學，造就了

同學成為兄弟姊妹。

我們還記得�950年考進台大時，國文考題

是『從台灣看大陸』，那時是蔣介石先生剛從大

陸逃難到台灣。由考場出來，聽到有些同學相問，

「你有沒有到過新高山(玉山)」？「台灣最高的地

方是玉山，由玉山看大陸，可以看到麼？」那個時

候大家的國文程度就是這樣。有一位同學竟說，

他寫從日本看大陸，由日本看大陸，結果，國文

的分數幾乎是0分。但是該同學的數學特別好，

也及格了。我們這一班同學，小學時唸日文，戰後

中文學的不多，沒有充分了解，課程就馬上改中

文，以後又改成英文，大家學會三國語言，還講得

不錯。

這次的環島旅行及Home-coming，大家都

很高興。感謝呂鴻基院長及黃伯驥醫師的特別安

排。這一次，很多同學由國外回來，才知道台灣是

那麼美好。台灣的東部、南部及東北部實在是美

麗。短短一個禮拜旅行，令人享受。大家都在談，

明年，雖不是畢業五十年，是五十一年，我們還

要再集合reunion。最後謹此，我要感謝呂鴻基同

學推薦我代表全體班上同學在此發表畢業五十

週年的感言。敬祝母校各位師長、在座的各位前

輩及在校的同學、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萬

事如意、健康、平安！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57年畢業，現任中央研究院士及美國加

州大學總校教授、聖地亞哥分校精神學系行為基因體研究

所所長、哈佛大學精神遺傳研究所所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醫

學院士）

   
為回饋母校及提昇學弟妹讀書風氣，1958畢業沈永訓醫師曾將他收集的

日文骨科雜誌三套100多本及英文課本贈給圖書館，並在畢業50年同學會呼
籲在美在台同學，將不用的專科書籍捐給母校。

台大景福基金會希冀各期老學長能共襄盛舉，熱烈參與此活動，沈校友說
捐書除增加圖書館的內容外更能減輕家裡空間的負擔，是一舉兩得之事。

如蒙捐書請洽：台大醫學院圖書館杜宜凌小姐02-23123456轉8734
屆時圖書館可派專人去領受，並贈感謝狀。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四月�0

我很榮幸代表一九六七年畢業的醫學系來

致辭，事實上我對醫學界的貢獻很少，只是出版

過今天出席的最高齡的陳烱霖教授的傳記，以

及介紹對台大醫學院傳統有貢獻的人物之短傳：

「台灣醫界人物誌」(陳永興著)等書而已。

我們班上慶祝畢業40週年的方式，是同班

同學約30位連家屬共60位左右，做了��天令人

難忘的阿拉斯加遊輪之旅，大家彷彿又回到台

大醫學系的純真年代。我們班上同學見面都已會

觸及到「Power and Money」(權勢與金錢)，因

此侯文詠的「白色巨塔」絕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班

上。我們聚會時大家最熱門的話題是「Love and 

Friendship」(愛情與友情)，大家都敞開心胸，與

同學分享大學時代初戀的經驗。在��天的旅程

中，不但回憶台大時代的甜蜜歲月，同時也加深

彼此的友誼，決定在往後的歲月，大家共度老年

的黃金歲月。

剛才學長莊明哲教授說：「他們班上的同

學情同手足」，這在我們班上也是。就我個人而

言，我因在海外出版「自由的滋味」、「無勸果」

等書，而變成“國府里先生＂人物時，我的班友廖

運範醫師給我爸爸無微不至的照顧，我非常感激

他。另一位謝博生院長在二○○○年邀我回母校

教「醫學與人文」七年，有機會把母校學長蔣渭

水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以及杜聰明與李鎮源的

研究精神等傳授給下一代，讓他們知道台大醫學

院的優秀傳統，以及台灣文化的光輝傳統，那是

我返國十年最大的精神收穫。

台大醫科七年，最值得回味的是在大一時，

參加以洪若彥同學為主導的「清談社」。大家互

相腦力激盪，催生想像力，是大學七年中較難忘

的片刻。最大的成就，大概是翻譯出「羅素回憶

集」等書，有機會與翻譯出「佛洛伊德自傳」的廖

運範同學，共創鍾肇政所謂的「新潮文庫」時代，

替台灣社會開了一扇「世界之窗」，使無數茫然

畏縮的年輕心靈得到一陣春風、一道陽光，為台

灣文化界的現代化、人文化與民主化做出了歷史

性的貢獻，這是我在大學時代最值得懷念的事。

最後期待大家共同努力，讓2�世紀的台灣

邁向創造「文化奇蹟」之路，並落實台大校友蔣

渭水之夢：「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

的國度。」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67年畢業，現任望春風出版社發行人

兼總編、美國台灣出版社董事長、淡江大學兼任教授）

畢業四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
林  衡  哲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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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第一屆是在�982
年2月招生的。班上共有廿七位同學。當年此學

制的創立是由前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教授所發

起的。目的在招收不同背景的大學畢業生，由教

育部資助接受五年的醫學教育訓練。畢業後，依

個人興趣或專長，選擇基層醫療服務或從事基

礎醫學或走所謂的「冷門」科。至今我們這班已

畢業廿年，同學目前有一半是開業醫，有四分之

一是在公立醫療院所服務，四分之一則無音訊。

可以說，大部分的同學目前都在基層從事臨床醫

療服務，只有我一位留在醫學中心從事研究與教

學。學士後醫學系在台大醫學院僅持續了三年

就停招了，雖然很短暫，但它提供了一個窗口，讓

其他背景的年輕學子有一探醫學殿堂奧妙的機

會，也因為此機會我有幸在這裡，接受一流的醫

學教育與訓練，曾經體驗到理工與醫學之間的一

道鴻溝，但到現在能優游於其間進行跨領域研

究。此時才赫然發覺理工與醫學的極致，有相同

的哲理與信念。在此特別感謝台大醫學院的師長

所給予我們的栽培與教誨。

（作者係母校學士後醫學系1987年畢業，現任母校光電生物

醫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母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畢業20週年致詞
曾  文  毅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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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se drug reactions (ADRs) account 
for 6-7% of all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remain a major clinical problem. Type A ADR 
is dose-dependent and usually monogenic or 
oligogenic; an example is warfarin sensitivity, 
which causes excessive bleeding. We 
previously reported a functional promoter 
polymorphism of vitamin K epoxide reductase 
complex subunit � to be associated with 
inter-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arfarin dosage 
and can explain the inter-ethnic differences 
in warfarin sensitivity between Han Chinese 
and Caucasians (註�). A prospective study 
of war farin dosage requirements based 
on CYP2C9 and VKORC� genotypes was 
then conducted and demonstrated that 
pharmacogenetics-based dosing can improve 
the time to therapeutic INR, reduce adverse 
events and achieve high sensitivity (註2). 

Type B ADR is usually dose-indepen-
dent, and historically referred to as being 
unpredictable and polygenic; examples 
are penicillin allergy and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he 
latter is a severe life-threatening cutaneous 
adverse drug reaction still carry high mortality 
rate. We have identified genetic markers for 
some of these drug-induced life-threatening 
adverse reactions (註3; 註4). These markers 

have potential to be used clinically to identify 
individuals at risk for drug toxicity. This work 
has shown, in a paradigm shift that 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and other severe drug 
hypersensitivity syndrome can be predicted 
and can be explained by an oligogenic model 
with gene-drug interaction. These works have 
paved the road for personalized medicin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to develop gene tests for 
clinical use to guide physicians to prescribe 
more appropriate dosage and the right kind 
of medicine for their patients to safeguard the 
drug use (註5; 註6).

註�：Yuan HY, Chen JJ, Lee MT Michel, 
Chen YF, Charng MJ, LU MJ, Hung CR, 
Wei CY, Chen CH, Wu YJ, Chen YT. A novel 
functional VKORC� promoter polymor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inter-individual and inter-

Genomic Medicine to Improve 
Patient Care and Safety

YT Chen, MD, PhD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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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dif ferences in wafarin sensitivity.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4: �745-�75�, 
2005.

註2：Wen MS, Lee MT, Chen JJ, Chuang 
HP, Lu LS, Chen CH, Lee TH, Kuo CT, Sun 
FM, Chang YJ, Kuan PL, Chen YF, Charng 
MJ, Ray CY, Wu JY, Chen YT. Prospective 
study of warfarin dosage requirements based 
on CYP2C9 and VKORC� genotypes. Clin 
Pharmacol Ther, in press 2008.

註3：Chung WH, Hung SI, Hong HS, 
Hsih MS, Yang LC, Ho HC, Wu JY, Chen YT. 
A marker for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Nature, 248: 486, 2004.

註4：Hung S-I, Chung W-H, Liou L-B, 
Chu C-C, Lin M, Huang H-P, Lin Y-L, Lan J-L, 
Yang L-C, Hong H-S, Chen M-J, Lai P-C, Wu 

M-S, Chu C-Y, Wang K-H, Chen C-H, Fann 
CSJ, Wu J-Y, Chen Y-T. HLA-B*580� allele 
as a genetic marker for 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allopurinol. Proc 
Natl Acad Sci, �02: 4�34-9, 2005.

註5：Hung SI, Chung WH, Chen YT. 
HLA-B genotyping to detect carbamazepine-
induced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implications for personalizing medicine. 
Invited review Personalized Medicine, 2: 225- 
237, 2005.

註6：Chung WH, Hung SI, Chen YT. HLA 
and drug hypersensitivity. Current Opinion 
in Allergy & Clinical Immunology. 7: 3�7-323, 
2007 (invited review).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放射線科徵求教師一名
（一）申請資格：
（1）�具本國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醫學院醫學士以上資格，並具有本國醫師
證書、本國放射線專科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者。

（2）申請者需具獨立研究能力，並有教育理念及教學服務熱誠。
（二）檢具資料：詳細內容請自臺大醫院徵才資訊或影像學部網站查詢。
（1）�個人履歷表6份、學經歷證件影本、本國醫師證書影本、本國放射線專科
醫師證書影本、執業執照影本、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無則免繳）、主論
文（2006年1月1日以後刊登或已為接受者）、最近五年內著作目錄（2004
年1月1日以後刊登或已為接受者）、學術獎勵、榮譽、重要事蹟、目前及
未來可擔任之課程及研究計畫概要，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2）推薦函二封。
（三）收件截止日：97年5月30日（星期五）台北時間下午5時前送達。
（四）預計起聘日期：98年2月1日
（五）收件地址：放射線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六）聯絡方式：單美麗小姐；電話：+886-2-23562570

公告詳細內容請逕自國科會、台灣大學、臺大醫學院及臺大醫院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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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過街老鼠，當然是人人喊打，

可是大家就是不知道，也無法想像，若看到老鼠

趾高氣揚、左顧右盼、大搖大擺的過街時，會是

怎麼樣一個場面。當然你會帶著揶揄的口氣說，

那只會出現在米老鼠卡通影片上，太空飛鼠與米

老鼠，在百般耍弄並擊敗天敵笨貓後，率領鼠兵

鼠將凱旋遊街場面；不過，今年可是老鼠大哥最

拉風的時光，君不見往日最醜陋、一等一最不討

人喜歡的它，經過名家潤飾過的鼠兄玉照，已高

踞在家家戶戶牆上的月曆中，這才恍然大悟，時

光又輪迴到地支的第一位「子年」，也就是「鼠

年」了；難怪剛跨過元旦就馬上帶來嚴寒，凍斃了

幾十個人，顯現了幾千年來惹人嫌、討人厭的惡

毒鼠性；不禁令人想起，十八世紀肆虐歐洲大陸，

奪走無數人命的鼠疫(黑死病)。

說起老鼠對人類的危害，可真罄竹難書。它

是農作物的第二號禍患(頭號是害蟲)，天生怯懦

的牠，只敢夜出偷竊食品，損壞衣物，又會傳染疾

病。所以只能白天躲在土洞或陰暗處，等月亮高

掛或月隱星稀的深夜，鬼鬼祟祟的掠食農作，氣

憤的農民則設法誘補，殺而烹之，以大快朵頤，

並兼報復之快感，還美其名曰「山豪」，久而久

之，竟成山產店的主菜之一，這算是老鼠對人類

的唯一貢獻。

至於家鼠，那可更糟了，牠們躲在家中「涵

洞內」、儲藏室裡、倉庫間，神出鬼沒，突擊式、

不分葷素的，「偷竊」食品，偷吃雞蛋，甚至嚼空

小雞、稚雞的內臟，雙「手」擦擦口，舔舔嘴唇，

留下一堆不忍卒睹的「皮毛空殼」後，揚長而去，

讓後知後覺的飼主發現殘骸後，只能頓腳痛罵

「殺千刀的『死』老鼠」，洩洩恨而已。難怪會成

為「過街老鼠齊喊打」的主角，這句名言也就成為

「討人厭、顧人怨」的代名詞。

因為老鼠的賊性幾千年來始終未改，老鼠

就與賊被畫上等號，人家是「龍生龍鳳生鳳」，偏

偏就被揶揄為「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打洞幹

嗎？還不是要從洞裡突然冒出來(當然是破洞而

出)偷竊食物，所以它的「賊性」是與生俱來的，

「怨不得它」，雖然它會「穿屋走樑」，除了做「宵

小」就是不當「強樑」，自古守「鼠規」如一，也足

堪「褒獎」了，不過還是難逃被引用來痛罵有「小

人的行徑或小丑不足畏的一些小人」為「鼠輩」

的惡名，於是「鼠輩放肆」，「鼠輩不要跑」，「無

知鼠輩」，「鼠輩猖狂」等詞廣為流傳。而人類的

腹與股相界凹處的「腹股溝」卻硬被稱為「鼠蹊

部」，把一個人最隱密處讓「鼠」字給沾污了，真

叫人不甘心。

因老鼠無一技之長，只會幹「跳樑小丑」的

沒本錢勾當，「鼠技」一詞就隱有才力小的含意。

因自知其作為惹人厭，聽到輕微聲響當然立即

吉鼠拜年  鼠事如意
戴  鐵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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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腿「鼠遁」，若有「貓老大」出其不意的突然

現身，還能不驚惶「鼠竄」逃走保命嗎？以「首鼠

兩端」罵人做事游移不定，更顯出老鼠的狐疑心

重。

因為老鼠行動鬼鬼祟祟，鼠頭鼠腦，狡猾透

頂，動的全是歪念頭，想的全是損人利己的壞主

意，絕不懷好心眼，對人類只有百害而無一益。

因為老鼠的尾巴細長，做事「有頭無尾」、「雷聲

大雨點小」或「做事無疾而終」，就是「虎頭老鼠

尾」了。

舊式木造房屋，一到晚上就有一群大小老

鼠，在屋樑上，頂樓倉儲間跑來跑去，還會傳來

嘰嘰喳喳「交談聲」，吵得屋內人人睡不著，於

是就以「老鼠爹嫁查某子」形容交頭接耳，嘰嘰

喳喳低聲說話的人，戲稱在「老鼠爹嫁查某子」。

一句「死老鼠」，罵的對象一百分之一百，罵的絕

對是「作惡多端，殺千刀，討人嫌，眾人罵」的老

鼠本尊，從來沒有聽說是用來影射、指桑罵槐咒

罵其他事物的，可見在人類眼中，它是多麼不受

歡迎，十足的被討厭。

有一個冷笑話：天神宣布，要以禽獸永遠代

表十二個「地支」，為了公平起見，在定點時間內

第一個跑到、並摸到一棵聳天大樹的，就排在第

一位，以後依序類推到第十二。狡黠的老鼠凌晨

天未亮就等在路旁，看到大笨牛走過來了就迎

上去：「牛哥哥早！」，「哼！」了一聲，大笨牛以不

屑的眼光斜睨老鼠一眼：「憑你那四支短腿，還

敢參加競跑爭取排名，真不知量力」，「好吧！就

讓我們比一比好了，不過站在起跑點上時要閉

起眼睛，等我喊起跑才可張開」，於是老鼠迅速

地從牛腿爬到牛背，再抵牛鼻上，一聲「起跑」，

牛立即拔腿狂奔，就在將抵大樹那一剎那，老鼠

一躍而下，手按大樹狡黠又得意的吱吱奸笑，於

是老鼠興高采烈的坐上地支「子」字首位，牛只

好委屈的排在「丑」字第二位了(接下去當然是眾

所皆知的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

申猴、酉雞、戌狗、亥豬；而與地支並列的天干有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雖然「老鼠過街齊喊打」，有如當年的綁

票、強姦、殺人犯「陳進興」，卻有卡通漫畫家

塑造出「米老鼠」與「太空飛鼠」大英雄，在七、

八十年代大受兒、幼童們的歡迎，米老鼠也就成

為家喻戶曉的卡通英雄，與「大力水手卜派」齊

名，而且成為狄斯奈樂園等遊樂場，最受小朋友

歡迎的招牌卡通造型人物。不過米老鼠的造型

清新帥氣，活潑勇敢，外表乾淨俐落，一點也沒

有沾上老鼠那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的髒醜猥賤，所

以對提高老鼠的形象毫無助益。

不過，今年是鼠年，還是希望「吉鼠」來拜

年，金鼠福臨門，鼠來寶，給大家帶來鼠事如意

好運連連。

至於老鼠為甚麼會有「耗子」這別號，可得

去請教老學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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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月徵信錄
何智謀 US$50 何既明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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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一

台灣本土著名作家莊永明先生在其所著

之《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中第三十九章之

「二二八劫 力避傷亡」中提到：「……三月三日

局勢已漸呈不穩狀態。韓石泉與侯全成、李國澤

在議會假寐，奔波竟日，疲憊不堪，但韓石泉等

仍在休息之前，長跪祈禱，期盼事態不要擴大。

……之後，在三月五日晚間八時，細雨霏霏，氣氛

顯得有些凝重，市議會仍然挑燈夜戰在開會，大

家議決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

韓石泉原不準備出席是項會議(按，他不是市議

員)，但是黃議長，侯參議員使人催邀，情有難

卻，乃改變初衷於九時赴會，想不到韓石泉竟然

被推舉為主任委員」。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

在當時又是「極端危險的重責大任」。那時國小

五年級的我曾經看到先父或獨自一人，或與侯全

成、李國澤等人在韓內科房間跪在地上禱告的情

形，這情景給了我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最動人的

身教。在書中也寫到先母曾對友人談起「他從日

治時代就從事這些非常危險的社會運動，我從

來沒有反對過，因為這些事是對台灣人有利的，

二二八當時我看見他每天早出晚歸……」也難怪

先父會說：那時他是以「背著十字架的心情去做

的。」

此外，先父曾是台南基督教青年會(YMCA)

的原始六位創會理事之一，使我也自�979起分別

擔任台南以及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各�2年
及4年(�994-�998)，並且，至今仍參與「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的

YMCA工作。

身教二

�959年的八七水災時，我剛好在台中成功

嶺受訓，八月七日當晚，營房的上下鋪中我是睡

上鋪的，下鋪的人都爬到上鋪來，因為房內進了

一公尺以上的水。第二天天一亮出外一看，隔棟

的家眷營舍和軍人眷屬都被水沖走了，好險!!不
久後我放假回台南，早上大家一起吃過早餐之

後，父親先在餐廳隔壁的浴室內漱口，遠遠的我

隱約可以看到他，他用大漱口杯漱完口，然後用

剩下的杯中的水，把手弄濕在洗臉。我覺得奇

怪，事後問他為什麼，他說：「水災後，送水管破

壞很多，政府不是極力叫民眾節約用水嗎？如果

每個人都照平常用水，在水壓不夠的地區的民眾

不是連煮飯的水都會發生問題嗎？」當時水龍頭

一開還是有水的，因為韓內科座落在台南市地勢

較低的地方，水費我家也付得起，但我父親就是

這麼一位常為別人設想的人。

這種「常為別人設想」的身教，使我在行醫

中很自然的，不時的提醒自己：「如果今天你聽

到的心臟雜音是在你自己身上發生時，或是今天

先父留給我的身教與言教六則
─紀念他111歲冥誕並回想其在我人生旅程上的影響─

韓  良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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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病人身上摸到的腫瘤如果是長在你身上時

……你希望要如何處理？」，這些思考都給了我

行醫旅途中極為有益的指引。

身教三

先父為了追求學術生活，另一方面也如他所

求，愧對身為醫師父親卻無法救活�930年出生

滿一歲時，感染肺炎繼而併發腦膜炎而喪命的

長子，因此不但放棄了門庭若市的開業，以39歲
的年齡，且以自費，在�935年攜家帶眷的，花掉

了他開業之後，七年來的積蓄，遠渡日本。先是

跟隨在台灣教導過他的明石真隆教授進入內科

學教室，後又進入生化學教室研究，並接受加藤

七三、小宮悅造兩教授指導，以五年時間完成《脾

臟燐脂質之研究》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在我

醫學生三年級學生物化學的時候，用心培育了陳

定信教授的宋瑞樓教授的弟弟—宋善青教授曾

向我提起，是一篇非常傑出的論文，他在做這方

面的研究時曾參考過。這是我當學生時以有這

麼一位父親而感恩，也感到非常高興的一件事。

他別世七年之後，當我36歲時，通過入籍為

日本千葉大學大學院醫學研究科研究員，使我也

自�970至�98�年，一方面日夜忙於照顧門診、病

房以及加護病房的眾多病人之外，也想盡辦法不

定期的抽空前往日本千葉大學，接受橫川宗雄教

授(註�)上課，或參加symposium，也加入日本寄

生蟲學會並發表論文，在國內也接受高醫謝獻臣

教授以及陳瑩霖教授的指導，在高醫寄生蟲學

科參加symposium以及進行實驗，終於很“艱辛”
的以十多年的時間完成《台灣南部鉤蟲症及其

貧血》(Hook worm infection and its anemia in 

Southern Taiwan)的主論文，通過千葉大學的博

士學位。

至於先父在開業中不忘常看醫學雜誌(按，

當年根本沒有像現在的各種繼續教育課程)，在

診療桌上還放有一本當時內科學最好的Text-

book-Cecil內科學，在看病之暇利用空檔的時

間，或在遇到問題時都在翻閱。這種在本行知識

上不想落人後，另一方面也向病人負責的行醫態

度，使我在開業初期，如果一想到父親在書房或

診療室看書的身影時，從最初「不敢不看醫學雜

誌，到看出興趣；最後也看出行醫中的信心」，這

也是家父的身教使然的。

言教一

小時候我看到父親除了醫務夠忙外，還花

那麼多時間和心力在光華女中的教育上，因為

於心不捨，我曾向父親問起他為什麼需要這麼

做。家父當時就向我提起：「阿誠，只要是教育的

投資，不管是別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下一代，再

大的投資，包括時間和金錢，都是值得的，將來

只要有機會你也一定要做」。自從早期的日治時

代，台灣一般人都還相當重男輕女，不重視女子

教育的時代，先父就一再提倡女子教育的重要，

這從他列為四個擇偶條件並予以實現的第四項：

「要受過相當教育，倘有合意者，使其再得深造

之機會，亦所樂聞」，以及戰後他擔任台南市光

華女子高級中學的第一任校長以及第二任董事

長至�963他別世為止，也可以了解。

我本人自從�966年擔任台南光華女中董事

長至今，一再主張以「快樂學習」、「珍惜生命」、

「有教無類」、「每個人都抱持著不同的使命來

到這個世界──天生我才必有用」、「因材施教」

的教育理念，配合校方辦學，並且努力打破台灣

教育界多年以來「唯升學主義是從」的觀念，尤

其在四年多以前，極力爭取在台灣臨床神經心理

學方面有崇高地位的高雄醫學大學郭乃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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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光華女中主持校務。

這種做法，在台灣的女子中學教育上，可能

是創舉，也就因而使光華女中今年在全國公私

立綜合高中當中，經教育家、教授們的評鑑得到

教育部評為特優全國最高分。我確信這也和先

父當初重視女子教育的立校精神有關。

回首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期許，正如他

在《六十回憶》中所寫的「……尤期望於後代者，

不在其積蓄財富，不在其享受厚祿，僅望其能在

學術、靈性、道德上有相當高尚之成就，藉以貢

獻人群，完成余未了心願而已。」

言教二

「本市有少數醫師在醫師的『看板』上(招

牌之意)有誇大頭銜的字眼，在報上也常有不實

的報導，我很不以為然，也感到不齒」。先父開

創的台南韓內科自�928年開業以來只有過一次

廣告，那是在開業當天，在「台灣民報」(如圖)刊
登過一次「醫院新設的廣告」而已－《韓石泉醫

師的生命故事》2�6頁。因此在先父的《六十回

憶》中在��6頁的醫師十箴上，有一箴是這樣寫

的：「醫師不應銜功，或作誇大及虛偽宣傳廣告，

蓋疾病之治，雖有賴於主治醫師之睿智，究其實

際，係集合古今有關醫學各部門研究者之血汗結

晶而成者，個人絕無可誇耀之處，學海汪洋，觀

於海者難為水，誇大廣告，適足以表現其人格見

識之低劣而已，實不足道也。」

過去，偶而會有一些善意的媒體朋友或病

人，想給我做報導或刊登「救命之恩」，「華陀再

一九二九年三月廿四日的台灣民報廣告版，上有韓內科醫院的「醫院新設廣告三月十一日開院」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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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類的報上銘謝，如果事先知道，我都一定

會婉言拒絕，並且會以近乎拜託的口氣說：「我

非常希望，也在享受，以《平靜心》(註2)，過平靜

的生活。」經我這麼一說，大部分的媒體朋友以

及病人都可以接受，不再困擾我。但也有部分媒

體朋友熱心的自動找資料，在沒預警之下做過報

導。不過，有時也曾經在拒絕時曾被罵過：「不知

好歹，有醫生還給我xx呢！」。最近曾在醫學院

教授的要求或推薦之下，接受過醫學生或衛生教

育有關的正派雜誌記者的採訪，但事後總會有些

「內疚」或「不自然」的感覺，因為我其實沒有像

他們報導那麼好。

言教三

先父在他所著的《診療隨想》的第25頁有一

段如下的話：「證明書及診斷書必須真實正確，

然而時有使醫生為難者。例如要求說：形式上有

證明書就能通過，乃糾纏不已，把責任推在醫生

身上，要醫生作虛偽文書，若不從所請，將被視

為頑固無情；徇其所求，則良心不許，左右為難。

除非你要作代罪羔羊，否則應捐棄私情，依法且

憑良心做事，不然，後患將必難免」。因此當我還

是醫學生的時候他曾說：「阿誠，如果你將來畢

業，可以負責寫診斷書時，無論得罪多少朋友或

病人都不要緊，你絕對不可以受他們影響，而寫

不實的診斷書。切記，切記！」

我自己行醫44年來，確實謹守父親的庭訓，

無論在多大的威脅利誘之下也不曾寫過一張不

實的診斷書，這是我最受惠的言教之一，也是

驕傲。記得開業初期，台南有一家頗具規模的

XX紡織廠的經理，對他手下近千名的員工說過：

「只要你有辦法，能請韓醫師隨便給你寫診斷

書，我一定讓你請假，但是公立的XX醫院的不

算！」這些話是前來應診並要求寫診斷書的該廠

員工們告訴我的，雖然到今天為止，我不曾和該

「經理先生」見過面。畢竟「擇對固執」會碰到多

次的「做事起頭難」(台語)，但是一旦上了軌道，

有些事，不但會「峰迴路轉」、「受益無窮」，「一

帆風順」，也會受到「別人的肯定」。因為面對常

常自動替我做宣傳，或是介紹病人來找我的老病

人、好朋友、親戚、流氓、記者、管區警察、老師、

校長、民意代表、……我都一路堅守過我父親的

言教，不為所動。至今自己覺得非常的欣慰，也絕

對對得起我最尊敬的父親(註3)。

[註�]：橫川定為橫川宗雄之父，前者為先父

最尊敬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教授，後者為我的

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參閱《韓石泉醫師的生命

故事》第83頁：韓石泉最為推崇的教授，是橫川

定，他說「諸教授中最富研究精神者，首推橫川

定師，無論風雨寒暑寸步不離研究室，其目不停

視顯微鏡，卒能發現一種腸內寄生蟲，以自己的

姓冠名為「Metagonimus yokogawai」而聞名海

外，對余特別賞識，當時兼教解剖學，解剖最重

記憶，余年輕記憶力強，今田束所著《解剖學》

三卷俱默記無訛，故能獲得最高分數也。」

[註2]：《平靜心》是全世界內科學界公認的

“內科教父”，William Osler (�849-�9�9)的不朽

名著──《平靜心》Aequanimitas的書名。

[註3]：有關先父其他身教與言教細節，歡迎

讀者亦參閱自2005年4月開始，目前每個月正在

健康世界雜誌連載中之先父原著、舍弟良俊修訂

並加註的《六十回憶》修訂第三版。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業及擔任台大景

福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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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已歷百年，百年來醫學院的前輩

蓽路藍縷，勵精圖治，慘澹經營，事業有成。在國

內醫學界領導人的培養、新醫療技術的創造及引

進、專長領域的研究、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的舉辦

等，均有輝煌成績。尤其人才輩出，有行政院傑

出科技人才，更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有校友服

務於國外的醫療機構，亦有耀眼的表現。過去台

大醫學院無論在醫學教育、醫學研究、醫療服務

及社會事務一向在國內扮演龍頭角色並能立足

國際。近來許多醫學院及醫學中心相繼成立，台

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已經逐漸失去唯我獨尊的

優勢，有些方面仍可維持領先，但某些方面卻力

有未殆的感覺。近來甚至有人說台大醫學院無

法維持龍頭的地位，這可能是危言聳聽，但是這

種不進則退的原因是值得檢討。台大醫學院之

龍頭老大地位的維持不是自我標榜，而需要自己

莊敬自強，尊重別人，以成績贏得別人尊敬。台大

醫學院人才濟濟，每人均有衝勁，均有接受時代

考驗及潮流試煉的能力，除了要立足國內，更要

放眼天下，以追求自己服務單位之卓越榮譽的抱

負，如果能夠提供同仁發揮潛能的環境及協助，

醫學院的前途應該是充滿希望及燦爛的。

醫學院的三大使命，包括教學、研究、及服

務，但三者並非各自獨立的項目，而是相互重疊，

環環相扣。高品質的服務會增進教學及研究的成

果，理想的教學及研究成果能提升服務品質。環

境的變化很快，我們若要完成這些使命的卓越，

必須不斷地接受挑戰，謀求這三方面的改進。

一、教學

醫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能因應社會、經濟、

及專業知識急速變遷之有國家責任感的全方位

的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及能立足國內而有國際

觀的醫學界領導人才。這種醫師及醫事人員的養

成是經由臨床醫學教育及臨床實務的經驗，促

進學醫者之臨床認識經驗之組織化的能力，培

養其終身學習，認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洞察能

力及動作反射能力，以能解決生涯中不斷面臨的

問題。訓練目標是培育青出於藍的醫事人才及專

才，有道德勇氣的領導人才。要達到這目標，追

求完美教育的永續經營，要有”萬世觀”的教育理

念。我對改進醫學教學的期待：

(一)教學的方式：除加強其他教學方式，特

別是小組教學外，必須重建及加強真正的床邊教

學，特別要加強學習者的基本知識及病歷的撰

寫。床邊教學能確實教授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

的技巧，培養醫學專業技術和氣質，教導醫學倫

理，改進溝通技巧，更能提供學習的典範，開始

新的傳承，使學習者學習優良教師之研討和解

決問題的方法，在問題之反射的思考及其對問題

所採取之行動的結果，並選擇優良教師的行為

做為自我學習技巧，自我發揮潛能及自我實踐之

終生學習的方式。

(二)教材的選擇：醫學教育的對象，包含醫

師及其他醫事人員。醫師包括醫科學生、住院醫

師、及研究員。醫師雖有共同的基本需求，但也

我對台大醫學院的期待
曾  淵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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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別需求的特性及各有不同對問題解決的努

力，因此最好的教學是在單位時間內，提供最大

的學習資源，為學習者選擇其必須瞭解的問題與

當今所經驗的有用教材，教授可以應用的解決問

題之知識及技巧。對於臨床初學者，他們的教材

以認識臨床問題為主，如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的

技巧、及疾病的認識。對於高年級學生及住院醫

師，由於對於面臨的臨床問題有些瞭解，他們的

教材是直接與將來發展的反應技巧的技術與知

識，良好醫病關係建立的能力及全人的醫療觀

念。研究員的教材是儀器操作的技術及知識，以

及新科技的訓練及新問題所培養的反射訓練及

研究的訓練。其他醫師人員，亦應有不同層次的

教育及訓練計畫。

(三)教師：充實教師及輔導教師系統(如導

師、助學者、教育師)，以提供學習者選為自我學

習的榜樣，傳授醫病溝通、病史詢問、及理學檢

查的技巧，提供廣泛的臨床經驗，以刺激學習者

的自我學習能力。因此要提高教師之教學責任感

與教學熱忱，讓有心參與教學的同仁，有參與教

學的機會，主管人更要以身作則，多多參加教學

活動。鼓勵教師的進修，加強教學方法及技巧的

知識，及發揮同仁在這方面的專長。同時要考慮

教師之教學負荷的均衡性及合理性。網羅熱心的

校友參與教學。除了專業的傳授外，更要予學習

者之人格的塑造及道德規範的教導。

(四)教學設備：利用輔助的教學及學習設

備，如模型、標本、視聽設備、電腦…..等，排除

影響學習者臨床認知的障礙，讓學習者得到最

大的臨床感覺的經驗，如UCLA Medical Center
出版之 Blanfussa Medical Multimedia可提供

自我學習的臨床材料。

(五)教學評估：對於老師之教學方式、教學

課程及教材、及學生學習成效，必須有適當的評

估系統，對學生學習成效亦需有評量系統。評估

及評量預期的結果是否達成，以供改進的依據。

(六)制訂教學獎勵辦法，以彌補目前獎勵不

足之處，以增加同仁教學的貢獻。

二、研究

研究目標要培養更多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大

師級研究者，但也要指導協助年輕人的研究，增

進研究風氣，進行有益人類健康的研究。除了研

究的量要改進外，更需追求研究質的提升。表面

上院內論文的篇數增加，但如以人員的增加列

入考量，則個人論文的平均數目並無顯著增加。

依據醫學院出版的論文摘要集，尚有不少專任同

仁每年平均沒有一篇第一作者論文，顯示他們沒

有發揮研究的潛能，這種原因值得探討。不過，

有些主管在沒有當主管前很少有研究成果，但一

旦當上主管後，卻在一大堆論文掛名，真是不良

的現象，值得檢討。我對研究提昇的期待：

(一)維護及尊重學術研究的自由，在自由思

想，團體紀律下，讓同仁能有學術創新及發明，

成為優秀醫學研究的領導者。

(二)需要“世界觀”的研究，瞭解國際醫學的

傾向，要擠身醫學主流，使本土研究及國際研究

相互融合，臨床研究及基礎研究並重，醫學研究

與工學研究互相結合，個別研究及群體研究兼

顧，而加強合作研究。

(三)加強跨科院校合作及建立各種專題之

群體研究群，以達互相支援、扶持的加成效果。

(四)籌募更多的研究資源，支援需要者，尤

其新進研究人員或學成歸國者，立刻給予特別支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四月22

援，以使能適時發揮其專長。

(五)爭取合理的研究空間並規劃空間合理

的使用，改善研究環境。設立共同研究室，使研

究空間及貴重儀器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並能發

展連貫性、廣被性的研究。

(六)協助同仁添置所需的研究設備。

(七)加強研究行政效率，提供有關研究行政

事宜的協助。

(八)避免優秀研究助理之流動，加強研究助

理之福利，以期達成專任研究助理制度，而維持

研究連貫性及研究品質。

(九)鼓勵同仁參加研討會及相關學術活動並

爭取主辦權。

(十)補助同仁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出版

論文之費用。

(十一)加強研究及論文的倫理及道德。

三、服務

醫學教育的目標，在於養成符合社會需要

的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社會需要的醫師及其

他醫事人員，是指全方位治療疾病、維護民眾

健康、及促進全社會健康的醫師和醫事人員，因

此，服務的要求是以人為本的醫療服務，要求高

品質及安全的醫療。我對服務改進的期待：

(一)必須有能洞悉社會的需求之”社會觀”的
服務，為滿足社會需求而提供服務的設計，能作

為優良醫療服務品質的示範者及社會的中堅份

子。這以照顧病人為主的服務，是要有良好的研

究及教學的成果來提升其品質。

(二)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

(三)提供病人人性化的醫療及環境。

(四)發展及引進醫療科技，促進醫療服務專

精化，從事他人尚未做，他人不願做及他人所不

能做的醫療服務。

(五)增強醫療工作的團隊精神，以提供安全

精緻的醫療服務。

(六)落實醫療品質的評估，供作提升醫療品

質改進的依據。

(七)珍惜我們的地位，與其他醫學院或醫學

中心維持良好的合作及互動關係，在各單位的同

心協力合作下，共同為國人健康服務。

(八)加強與校友的合作，建立雙向的聯絡管

道。協助校友建立優質的醫療體系，獲得校友的

回饋，以協助母校的進步。

四、�我對台大醫學院追求卓越的建議

(一)確立目標，要達成追求卓越的目標，使

同仁能作個人生涯的規劃，以能在國際知名醫學

院服務為榮，有使命感及責任心，全力以赴。

(二)協助各部門均衡的發展，較充足的部門

固然要再進步，較不足部門更要協助補強，發揮

整個醫學院的團隊精神，共同追求卓越的未來。

(三)經由溝通、協調、凝聚同仁的共識，決策

透明化、財務公開化。決策要依法執行，執行要

公平、公正、公開。以有人性化的企業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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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運作，營造更好、有創造力的工作環境，以激

勵士氣，達到成效。

(四)建立有效之行政系統，協助同仁之行政

事務處理，減少同仁之相關事務的文書負荷。

(五)爭取教師名額及同仁教師資格，使各部

門均能有維持運作的人力。依據醫學院臨時研

究人員聘用辦法，增加研究助理人員及技術員，

協助研究工作進行。

(六)空間方面，目前同仁研究室空間不夠，

辦公室也不足，希望以本院發展的空間需求之周

詳計畫爭取合理的空間，規劃現有空間的適當使

用。同時由自籌的經費來協助空間的擴充。

(七)經費方面，院內尚有許多同仁沒有公家

研究計畫，主管除協助同仁爭取經常費用及研究

計劃，要尋求其他資源，籌募資金以提供臨時性

費用，作為開展新研究及避免正進行研究工作

的中斷及延緩，並幫助人員方面的需要，協助同

仁臨時之重大科技的研修及提供教學措施及教

學設備的改善。經費方面的協助是可以立刻達到

效果。

(八)我認為身為單位的主管，從事行政工

作，是要為同仁服務，提供必要的援助，營造“眾
樂樂”的氣氛，而不是享受權力，獨占資源，去掌

控同仁，去限制同仁，造成“獨樂樂”的現象。

(九)我希望歷屆醫學院院長遴選時的抱負

及政見，能刊登於校友刊物，讓大家來督促及

檢視。同時加重遴選委員的責任感，能為歷史負

責。

促進醫學院的進步發展，追求醫學院卓越

的將來，是醫學院每一份子的責任及其畢業生

的期待。緬懷醫學院過去百年的光榮歷史，展望

二十一世紀，面對今天醫學院進步中的一些隱

憂，我們不能再蹉跎，不能再等待。雖然，我已經

退休兩年，但對台大醫學院的發展，仍有無限的

期待。我也希望大家能以“作為台大醫學院”的一

份子為榮，來協助台大醫學院的發展及茁壯，讓

台大醫學院成為永恆卓越的醫學重鎮。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名譽教授、秀

傳醫療體系中部地區總院長）

台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所)�
誠徵本所助理教授以上二名

應徵資格：�具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且有博士後研究經驗，及獨立
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誠者。

應徵資料：1.��個人詳細履歷表一式二份�(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及重要獲獎記錄，
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生化及分生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3.�未來研究計畫書一式二份
4.�近五年內著作目錄一式二份並附論文PDF檔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基醫大樓�9F�R907�
台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辦公室收

截止日期：九十七年六月十六日(一)前送達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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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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性之起源

生命之目的在於個體維持和生物種之保存，

後者由細胞之自我複製始能達成，稱之為生殖，

可說是動物跟植物共同之生物特徵之一，分為

無性與有性生殖二種方式。生物約在四十億年

前誕生，而約十五億年前出現有性生殖。性之英

文sex其語言來自拉丁語sexus，字義即是分割，

性在生物學上表示同一生物種內之雌雄區別。

因此譬如單細胞生物的細菌與草履蟲之二分裂，

或同為單細胞生物的酵母菌之出芽，以及下等植

物之無性生殖細胞的孢子之分裂，無雌雄區別

之一個細胞自已複製稱之為無性或單性生殖，由

於細胞分裂之前先進行細胞DNA複製並平分給

分裂的各細胞，親代細胞與子代細胞其DNA鹼

基排列完全一致。較進化的多細胞生物乃分化出

生殖細胞，亦稱配偶子，其中營養物較多，生存

率較大，體積較大，但移動速度較差者為卵細胞

(卵子)，而相反者為精細胞(精子)，此細胞DNA鹼
基排列不同的二型生殖細胞各自先行減數分裂

形成DNA半數的細胞後，再由其細胞融合(即受

精)產生DNA排列不同的子代細胞，稱為有性生

殖或複性生殖。惟多細胞植物亦能由體細胞(不
由生殖細胞)之分裂分化達成無性生殖。與無性

生殖未曾發生DNA排列改變相反，有性生殖則

賴以減數分裂、細胞融合、核融合，進行同一生

物種內不同性型之間DNA重組過程，本質在於

遺傳物質之交換。英文sex傾向於表示性行為，

sexuality乃表示性現象，即雌雄現象全貌。

單細胞生物除了無性生殖外，亦實行有性

生殖。細菌中若具備F因子被認為雄性之細菌與

未具備F因子被認為雌性之細菌接合時，雄方架

設管狀橋，將本身DNA經由橋管輸送至雌方，稱

為細胞接合，其實態不外乎DNA感染、形質轉

換，而頗與受精相似，雖無細胞融合(受精時亦

僅精子DNA侵入卵子)，既產生核融合和DNA重
組，可視為有性生殖。屬於纖毛蟲之草履蟲為具

備大核和小核二種細胞核之單細胞動物，亦顯

示性型之分別，若不同性型的草履蟲進行接合

時小核互相互換DNA之一半，大核消失而由重組

後之小核形成大核，交換DNA後草履蟲彼此離

開，其細胞接合雖未進行細胞融合，既進行核融

合和DNA重組，也可視之為有性生殖。一般受精

時精子和卵子形態極端不同，屬於異型配偶子融

合，單細胞生物之細胞接合乃因雙方細胞形態

無差異而屬於同型配偶子融合，惟受精或草履

蟲細胞接合，因為事前完成減數分裂，DNA數

量減半，或相互交換DNA的緣故，核融合之後之

DNA數量不會增加，細菌細胞接合乃因為事前

未進行減數分裂的緣故，核融合後DNA數量會

倍增，需以隨後立即之細胞分裂減半其數量，儘

管如此，亦可知有性生殖不一定非先完成減數分

裂不可。此外，細菌之雌雄性別不是絕對性而是

Biology of Love─從生物學看男與女 
(下 篇)

楊  喜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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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性，雄性細菌若遭遇更強力的雄性時卻變

成雌性接受DNA之提供，稱為〝相對性雌雄性〞

而被視之為有性生殖之濫觴。

剛說過有性生殖之本質為基因不同的二個

細胞進行融合重組基因，形成新基因細胞之現

象。若遇二個細胞基因完全相同時便不能達成

有性生殖之目的。性乃是限制結合對象之現象。

基因重組若在不同生物種間不能進行，即〝種內

婚制〞。若同一性型間亦不能進行，即〝性外婚

制〞。被允許融合者僅限於異性的同種細胞，此

乃是性之定律。因此假如無性型現象存在，就等

於〝性內婚性〞，違反有性生殖之目的，喪失其意

義。換言之，有性生殖成立於性分別基礎上。身

體移動緩慢的蚯蚓、蝸牛等動物雖呈雌雄同體

即具備雌雄生殖器官，但事實上與其他個體進

行交配，以避免違反有性生殖之定律。高等植物

雖亦能實施無性生殖，但普通採用有性生殖。植

物因為無法移動，雌雄同體較有利，所以雌雄異

株較少，而雌雄同株單性花或雌雄同株兩性花

較多，後二者雖具備本身雌蕊和雄蕊，如前文所

述，植物乃有阻止本身雌蕊雄蕊間受粉之種種機

制存在。有性生殖基本的性別普通僅有二種，形

態可以識別，屬於異型配偶子，以雌雄性稱之。

相反，單細胞生物形態無法識別，屬於同型配偶

子，僅藉是否進行接合來分辨，以接合型稱之。

其接合型在酵母菌分出a和α，在藻類分出十和

一，在草履蟲分出多達四八種。從單細胞生物接

合型有三種以上之事實可推測，雌雄之起源當初

為多性，其後受自然淘汰逐次減少接合型，最終

減少至形態不同的二型，即雌性和雄性，自多性

朝兩性之變遷趨勢不外乎〝性型二型進化〞。大

師Fisher亦曾嘗試以數理統計學的方法驗證此

一理論。

自我複製稱為生殖，促使細胞數增加之自

我複製稱為增殖或繁殖，嚴格說兩者不能混為一

談。在無性生殖一個細胞分裂成為二個細胞，容

易達成繁殖之目的，有性生殖僅可滋生同數的子

代，不易滿足繁殖之目的。多細胞生物其有性生

殖之所以能夠增殖，也是靠生殖細胞之無性生

殖達成。雖然性不是繁殖所不可或缺之現象，有

性生殖之目的乃至意義也不在於繁殖，而在於獲

得遺傳的多樣性，藉以應付生存環境之變化，提

高進化機率。如通常從事無性生殖之細菌偶而

產生細胞接合，滋生基因不同後代，改變受器以

防禦病毒侵入。無性與有性生殖各有各的優劣，

儘管有性生殖繁殖效率奇差，仍保持著無性生

殖難以奢望之優點。瘧疾原蟲採用反覆替換無

性和有性生殖，實為冀求兩者平衡點之高明策

略。此外性現象尚承擔延續生物種生命之重大使

命。如前文說過，從一個細胞不經由有性生殖而

以分裂增殖的DNA相同之細胞群稱為純系細胞

群(clone)。clone有一定的壽命，經過一定分裂

次數後便將死滅。一九五四年美國Sonebone以
〝每日分離培養法〞(daily isolation culture)初次

證明，除施以凍結保存以外，clone具有不由物

理學的時間的限制，而由不受培養環境條件影響

之分裂次數的生物學的時間規制之一定壽命，並

就草履蟲測出三○○至三五○次之壽命。日本高

木於草履蟲亞種測出六五○次之壽命。無性生殖

即使效率較佳，如果無性現象，生物種就難以維

持。草履蟲經過一定次數分裂而老化時，需採細

胞接合之理由在此，事實上有性生殖最大意義在

於創造新的clone。

第五章　性型二型進化

剛說過性現象為限制結合對象，即限制配

偶之制度，選擇種內婚制和性外婚制，因此有性

生殖開端於同種異性個體間借助同一種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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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的訊號之相互認知，其認知方式有二，僅由

一方發出訊息為〝多階段配偶認知〞，一般採用

後者較多。訊息包括各種感覺刺激，蛾、蟑螂等

由雌性釋放引誘pheromone，屬於嗅覺的訊息。

昆蟲之pheromone已經以化學分離，分類二四

種之多。螢蟲之發光、蝴蝶之翅紋樣、魚類之婚

姻色屬於視覺的刺激。昆蟲類(蟬、蟋蟀)、青蛙、

鳥類之鳴叫屬於聽覺的刺激。蝸牛、蛇類之身體

接觸屬於觸覺刺激。動物之所謂求愛行動，乃是

以本能的行動傳達訊息之配偶認知機制，可以傳

達是否同種異性，是否性成熟，是否已進行交尾

等訊息。雄性魚有攻擊侵入自己領土內同種他個

體之習性，但對腹部因成熟卵膨脹之同種雌性

則不加以攻擊。兩性開始特定型式游泳稱為婚

禮舞蹈。雌蛾之婚禮舞蹈乃另有把pheromone
送達雄蛾觸角上目的。動物發情時才開始求愛

行動，雌雄間之求愛行動中由雄性積極發動，雌

性消極接受較多。在鳥類雄鳥血中androgen (男
性賀爾蒙)濃度達一定值以上時發情而展開求愛

行動，其求愛行動將促進雌鳥血中estrogen (女
性賀爾蒙)濃度。長尾猴尚保持一定的發情期，

類人猿雖無發情期但僅在月經中間數日進行交

配，未完全喪失發情期。人類則完全喪失發情

期，隨時都在發情狀態。猴和猿其雌性在臀部具

性皮，排卵期並發紅腫脹，雄性受其視覺刺激而

發情。人類雌性無性皮，具有乳房，因大腦皮質

甚發達，發情將受其抑制。總之，求愛行動深受

性賀爾蒙控制，認知對象之外尚兼具性引誘之作

用。

動物雌雄性之數目比例大部份顯現平衡，

蟑螂雄性數目呈雌性之二倍則屬於特例。然而，

在受精後孕育子代過程全由雌性負責，雌性是

〝被榨取的性〞，不由雄性負責，雄性是〝榨取

的性〞。雌性在受精後產卵之前拒絕交配，無法

再複製自己，雄性仍可複製多數的自己。因此，

實際上能交配的雄性與能交配的雌性比例變成

懸殊，譬如蝴蝶之雌雄比達八倍，造成〝雄性競

爭〞(male competition)。雄性間相互之爭為最

顯著的競爭，勝者可確保領土，提高社會順位，

獲得許多可交配的雌性，尤其海獅為極端的一

夫多妻，雄性間爭勝者得以與集團大多數雌性

交配。據調查，新生兒之八五％為集團中四％

之雄性所生。增加一次交配中之射精次數，或

增加一次射精精蟲數量之〝精子競爭〞(sperm 

competition)，係雄性間競爭之另一種形態。猴

類或獅子之殺死其他雄性之嬰兒亦可視為雄性

間競爭現象。雌雄本質的差異在於所產生配偶子

之大小差異，產生大配偶子(即卵子)者為雌性，

而產生小配偶子(即精子)者為雄性，然而事實上

動物雌雄之間形態呈外觀上差異。在自然界即

使存在多數的雌性優越之事例，兩性平等殆完全

沒有，雌雄形態上之相異在動物全系列中幾為不

爭的事實。屬無脊椎動物的昆蟲類，兩性大小之

比較，雌性佔優越，如蜘蛛雌比雄大四倍，雖魚

類、兩棲類、爬蟲類其雌雄差異不十分顯著，部

份鳥類雌雄約略同一大小，一般而言鳥類和哺乳

類，雄性比雌性大，這固然胚胎於androgen之生

長促進作用，雄性競爭亦不能置身於外。雄性競

爭，體型較大之勝者始能獲得交配機會，當求愛

行動中雌性亦選擇體型較大美麗之雄性而與此

交配，逐漸促使雄性優越加深，這乃係由雄性競

爭與雌性選擇(female selection)二種機制所扮

演。Darwin著述『人類之由來與有關性擇』，加以

命名為〝性擇〞(sexual selection)。動物雌雄各

顯現，出生時已成立之第一次性表徵及因生殖腺

分泌的性賀爾蒙不同之第二次性表徵。第二次性

表徵差別若遭性擇擴大時，特稱為〝性的二型〞

或〝雌雄異型〞，事實上顯示雄性優越。雖說性的

二型中，鳥類之雞冠，有蹄類之鹿角，大猩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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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囊，人類之鬍鬚為最突出，但體重差異仍然最

具代表性。哺乳動物大部份呈一夫多妻制，多妻

愈明顯，雌雄體重差異隨之愈明顯，以海豹體重

為例，雄性達雌性之四倍，海獅則達七倍。靈長

類中，如長臂猿例外地採取一夫一妻者，其雌雄

體重差距不很大，但如狒狒、紅毛猩猩、大猩猩

採取一夫多妻者，其雌雄體重差距非常懸殊，雄

性體重約達雌性之二倍。採行雜婚而屬於一夫

多妻之黑猩猩，意外地體重性的二型甚平凡，雄

性體重僅為雌性之一‧三倍，Rodman詮釋：「黑

猩猩因行動半徑較大，體重不可過大，仍以精子

競爭代替，其陰莖對體重相對比，動物中僅次於

人類，睪丸對體重之比率呈○‧二七％，比大猩

猩之○‧○二％，紅毛猩猩之○‧○五％，人類之

○‧○六％高出很多」。人類仍體重性的二型相

當突出，尤其持有對體重之相對比在動物中呈最

大之陰莖，表示原屬於一夫多妻者。重言之，性

型二型即雌雄現象乃由性型多型進化而出現。

第六章　人類雌雄之真貌

人類男女其腦很難想像產生差異，此種議

論亦容易招致女性歧視之誤解，然而男女心理、

思索、行動有些不同。成人男女對甜味之嗜好

有別，女性較喜歡甜味，男女聲音之不同亦為性

的魅力之一，男女之腦對聲音之感受恐有不同，

這些特別例子每每令人置疑人類腦存在性的差

異。最近腦之研究成果顯示，不但腦重量而且

腦構造在諸多方面產生雌雄之差異。從動物腦

之雌雄差異可類推人類的腦可能亦存在性的差

異。顯而易見的是平均一四○○公克之男腦與

平均一二五○公克之女腦相互間有重量之差異，

但是腦重量對體重之比例在男女間並無差別。

此乃印証男女腦重量差異不是由體重差異所

引起之結果，而是由性擇造成之性二型(雌雄異

型)。就是說腦重量較大之男性不但較易獲得雄

性競爭之勝利，而且也較易受女性之垂愛青睞，

其演化累積的結果，逐漸促使男女腦在重量上

發生差異。

已獲得語言機能的人類，其求愛行動利用

會話最簡便有效。在戰前筆者尚為醫學生的時

代，還記得有一名暢銷作家石川達三，中途輟學

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但在一九三五年以報導日人

移民巴西之作品『蒼氓』(棄民之意)，獲得第一

屆芥川文學獎。這本小說一節中可見如下一段描

寫：男主角在前往巴西之移民船中初次與一位年

輕貌美未婚女性相遇，生性浪漫的他不到幾天

就想跟她做愛，而問她說，「今天晚上你要不要

跟我結婚？」。這是多麼美麗、高尚、含蓄、暗示

之求愛甜蜜語言呢！儘管人生匆忙，已歷經六○

星霜歲月，此一求愛名言記憶猶新。

歐美電影中時常可看到男人在愛人住家窗

戶外頭，一面彈琴一面唱戀歌之畫面。日本往昔

亦有過相同習俗，男人在女人戶外，吹口笛或唱

戀歌，被稱為“喚叫”。日本『源氏物語』為世界最

初之長篇小說，約一○○○年前日本平安朝中期

由宮廷女官紫式部所編寫，雖屬於虛構故事，可

提供豐富的當時日本之風俗、習慣、社會、思想

之資料。作品全篇以五四帖構成，男主角乃由架

空人物降下於臣籍之美貌皇子扮演，名曰光姓曰

源氏，而故事不外乎光源氏之戀愛遍歷物語。當

時日本上流貴族社會尚遺留著濃厚的母系社會

習俗，男女婚姻後女方留在女家，男方往訪女家

相聚，所生子女由女方養育。光源氏甚好色，如

後述十二歲正式結婚後，至二十二歲之僅一○年

期間，就與其他七名貴族女性發生肉體關係，其

中也有寡婦或有夫之婦，尤其是愛上繼母藤壺，

因不倫生一子。後來光源氏生父桐壺帝退位，由

光源氏異母兄朱雀院帝繼位，但朱雀院無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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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後由表面上為光源氏異母弟，其實為光源氏

與藤壺所生之冷泉院繼位，光源氏晚年成為太上

天皇。此世界聞名之日本古典『源氏物語』曾記

載，某日晚上光源氏偷偷進入有夫之婦空蟬臥室

的時候，事前察覺的空蟬已先行避開，光源氏不

得已與代理的女性進行交合，在日本此種行動主

義的求愛，被稱為“夜爬”。日本之古代亦曾流行，

有妙齡少女的家庭夜晚故意不閉戶，表示可以夜

爬之求愛方式。據說喚叫和夜爬之日語發音均念

Yobai，而夜爬之語源出自喚叫。

戰後不久，日本電影界曾發表三部賣座影

片，其中「青色山脈」，由池部良和司葉子共演男

女主角，聽說台灣財經界聞人蔡萬財先生與池部

良認識，也曾一起用餐，筆者亦二、三年前，因東

京女性友人曾與司葉子同行來台觀光，筆者在印

象中，電影裡她身長瘦高，至實際相見才發現身

材僅屬中等，但已八○歲左右老女，尚維持眉目

清秀和氣質文雅。暫且不說這些，總覺得此聞名

電影或許缺乏故事結構和情節之深度。另一部

名作「請問芳名？」，其女主角真知子曾脖子圍上

白色圍巾，她圍法竟被稱為真知子圍法，曾一度

風靡日本全國不衰。其電影片名亦甚存寓意，在

日本古代，男人詢問女人名字等於求愛，女人告

知自己名字等於接受求愛。還有一部昔日聞名影

片，雖片名和故事一時想不起來，其中描寫一對

陌生男女在大城市偏僻角落偶然邂逅，不自禁性

交後互相不詢問對方名字而離別之落幕場面，與

其充滿人生悲哀的背景音樂相結合，其情其景，

令人永遠難忘。如今筆者始恍然大悟，此作品主

題乃至中心思想乃在於要揭發，現已消失發情期

而時常發情之人類，其實在深處仍遺留著保持發

情期之靈長類或哺乳類時代祖先之形質。

古代人類不問歸屬於何種民族，皆以成人

儀式表明男子或女子之性成熟，女子仍以初次月

經來到後才舉行，成人儀式後男女均改名字且改

服裝，在未開化民族，男子施行紋身，女子進行

耳介穿孔，染黑齒，並穿內裙。在古代日本盛行

於武家或貴族之間之元服，無非是男子成人儀

禮，元服以後廢乳名，改採成人名字、服裝、髮

型。在平安朝時代元服當天夜晚，男子必須與女

性同衾，前述之光源氏，十二歲那年舉行元服，

左大臣向光源氏生父桐壺帝上奏，欲使自己長女

葵上擔任添臥，受恩典，光源氏乃冠禮之夜赴左

大臣宅邸。剛說過『源氏物語』為小說之類，但

歷史上三條天皇十一歲時元服，諸公卿相競爭

結果藤原兼家獲選，由他息女綏子扮演添臥角

色。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縮小社會階級制度，取

消士族和平民之別，僅保留華族制度，元服風俗

亦走向衰微，由徵兵檢查代行其象徵意義。儘管

既稱成人儀式或是稱元服，由於近年動物行動學

(ethology)方面研究，已釐清其本質畢竟與動物

之求愛行動無異。

研究生物與環境相互關係之生物學領域稱

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或生態學(ecology)。
動物行動學與此不同，是要解明動物行為之意

義。其創始者Frisch, Lolenty, Teenbergen三人

共獲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以上縷縷敘述，試以人類男女關係拉到生

物或動物層次，可發現在那裡並沒有公平不公

平，正義不正義，或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只存在生

物種保持之哲理，支配一切。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3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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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克魯埃西亞(Croatia)及史洛凡尼亞

(Slovenia)的旅遊漸成熱門。每每提起前南斯拉

夫(Yugoslavia)這兩個小國，就有戰亂不斷的感

覺而裹足不前。甚至所謂「賭仙」戴子郎在他最

近出版的「環球賭記」中記述克魯埃西亞首都

財庫拉夫(Zagreb)為一個骯髒、黑暗、滿牆塗鴉

……有如紐約黑人區……說得一文不值。

財庫拉夫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一時半，在微雨

中，德航班機平穩地降落在財庫拉夫國際機場。

自法蘭克福(Frankfurt, Germany)經一小時又

十五分鐘的飛行，終於完成由紐渥克(Newark, 

NJ)以七個半小時的飛越大西洋經德國轉機，算

算比紐渥克去夏威夷還近些。

通關確實很簡便，不必填什麼表或入境單、

不囉唆、不聞也不問你要來幹什麼？什麼時候

走？停滯多久……等等。關員看你一眼，再看看

護照，蓋上圖章就放行。我們的領隊張兄事先

以電子郵件召來一輛中型包廂車和一輛奧迪

(Audi)小轎車，平安地滿載我們美東台灣團十二

位抵達Westin Hotel。門口有位操標準美國口音

的老太婆代表Collette Vacation在招呼。入房

後，馬上倒在床上呼呼入睡，乃是時差七個小時

之故。

當地時間晚上六點整，大家集合在大餐廳，

才發現我們這個團，由全美及加拿大聚集，一共

有四十一位，加上導遊老太婆，另有一位大胖子

來自西岸西雅圖，另一位來自倫敦的英國紳士。

據解釋，這兩位為助理導遊，也是頭一次來克魯

埃西亞，是他們學習之旅，並幫助正導遊全程陪

伴。

一頓歡迎晚餐後，被帶到巿區廣場看夜景，

走路過街，此時氣溫不錯，星光燦爛，很多人坐

在路邊喝啤酒談天，一看是典型的歐洲城巿，有

些建築物正在加修，有的大建築物似蘇聯共產

箱型大樓和傳統歐洲舊型建築參差並列，別有

風味。

克魯埃西亞(以下簡稱克國)為前南斯拉夫

的六個地區之一。地廣人稀，現佔地五萬六千平

方公里，比台灣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大一些，海

岸線超過一千公里，島嶼有三千八百個以上，人口

則只有四百萬，其中兩百萬人都住在首都財庫拉

夫，所以房地產很貴，據說比例上比紐約還貴！

第二天巿區之遊，全團坐一輛大巴士，首

先到半山的大墓園，有幾世紀的大建築物及廣

大的森林、草地，葬有歷代有名的家族，我們被

引到克國第一任總統Franzo Tudjman (殁於

一九九九年)的就寢之地。現代的克國人，係在第

克魯埃西亞及史洛凡尼亞 
2007/9/7

李  汝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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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紀烏克蘭遷來的斯拉夫民族，絕大部分為天

主教徒，操克魯埃西亞話即南斯拉夫話(South 

Slavic Language using Roman Script)。

一般而言，巿區建築的確很舊。牆上的塗鴉

文化不少。但導遊說是巿政當局正努力地克服改

進，效果如何還不能預測。克國長期在共產體制

之下，又加上獨立後戰亂繼續五年，現在的GNP
約為六千美元，為台灣的一半，算是貧國。

財庫拉夫的大教堂(St Mark’s Church 

Cathedral)並不大，但有Stepinac主教陵墓在

內，幾年前羅馬教皇Pope John II在世時，曾親

自來此祭拜他而出名。Cardinal Stepinac原是

此教堂的Archbishop，二次大戰後，因反對共

產被獨裁者鐵托(Tito)以莫須有的罪，處以勞

改十六年，但只關了六年改為軟禁到死(殁於

一九六○年，以六十一歲而終)。一九九八年梵蒂

岡(Vatican)把主教提昇到僅次於聖人(Beautify)
的榮耀地位。

首都財庫拉夫為政治、文化、學術及經濟中

心，巿內有很多宏大建築的博物館，因時間不足

無法一一入內參觀，只以鴨子划水在外走動。中

午則到露天廣場Docae Market看花巿和菜巿

仔，肉類店貨物豐富，蔬菜則看來「貧弱」，不如

我們的超巿。

不列(BLED, SLOVENIA)湖邊與他
鄉遇故知

下午三時，坐上巴士經四小時的旅程往西

北走。直駛Slovenia史洛凡尼亞(以下簡稱史國

)。由克國過關入史國，史國的關卡極嚴格，本來

克、史為同一國，分裂後因史國加盟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歐盟各國(二十七國)加盟之

間無關卡，外間人如已進入歐盟中的任何一國就

可以在另外二十六國自由通行，所以由非歐盟國

進入歐盟國的第一關，不得不加強審核，我們全

團包括司機(克國人)都要下車，一一不厭其煩地

校對護照，看看尊顏，幾乎花掉一小時。

史國地處奧國(Austria)南方，義大利的東

北角，其東部就是克國，東北部和匈牙利交界，

佔地兩萬三千平方里，比我們住的紐澤西小一點

點，人口將近二百萬，其中史洛凡尼亞人佔9�%，
獨立前為南斯拉夫最進步的地區，因地緣關係，

從前為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s)
的一部分，和維也納(Vienna)很近，於一九九一

年六月二十五日率先自南斯拉夫脫離，宣佈獨立，

卻只戰了十天就取得完全獨立，其中的緣故很奧

妙。

我們來到湖邊小城不列(Bled)住進Hotel 

Golf，可以看到湖光山色。平靜的湖、清澈的水，

湖本身不比日月潭大，但可以遙望Julian Alps (
為阿爾卑斯山的一部分)，連綿的山脈，海拔均在

二千五百公尺以上，湖中有小島，並有小教堂，環

湖的對岸有古堡高聳，的確可以構成一幅美麗的

圖畫。

五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全團分坐兩艘用人

力划動的小船，慢慢地穿越湖中到小島上的St. 

Mary教堂，堂中有網鐘可拉，拉上拉下恰到好

處時，鐘聲響起，這時導遊說可以下願，如在傍

晚則如寒山寺的「夜半鐘聲到客船……」可惜是

青天白日的上午天，沒有這種興緻。湖中禁止汽

柴油馬達動力的船隻，以維護湖中魚蝦生物，保

持乾淨的湖水，清澈見底，可以看魚群在水中跳

舞，更可吸引大小鳥類飛翔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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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回原地，有志搭巴士往對岸古堡，古堡內

有小小的博物館，並在室外吃午餐，卻被一陣驟

雨灑身，不過十分鐘後馬上轉晴，大家決定走路

下山，二十分鐘後抵達山腳，環湖到街上不意遇

見一群說台語的人士，一問之下，是早我們幾天

來的加州主辦的台灣團在湖邊溜達。我們的鄰居

好友黃恆信、李彩雲伉儷也參加加州團在內，也

碰到芝加哥的鄭天助醫師伉儷，想不到會在他

鄉遇故知，歡喜得不得了，大家一起照了好多照

片留念。

鐘乳洞和白馬發祥地

歐 洲最 大 的鐘乳洞，就在玻 斯德 娜

Postojna，由快速電車載你到地下百公尺陰涼的

水滴乳洞內，佔地數千畝，奇形怪狀的鐘乳柱在

燈光照耀下閃光，內部非常整潔，毫無臭味值回

票價。再者就是全世界有名的白馬原產地Lipica，
乃一五八○年維也納的查利伯爵(Charles)所
創，四百多年來為最重要的國寶之一。小馬生下

為普通的棕色，經過二年飼養，95%的棕馬會變

成全身均白的駿馬，這種遺傳特質還沒能在人類

看到，而且成長的白馬均高大優質，經過長久的

遺傳交配，而成功的極為寶貴。據說二次大戰末

期，很愛馬的美軍將領巴頓將軍(Gen. Patton)由
義大利揮軍進入史洛凡尼亞，最大的原因就是

想獲取此地的Lipizzan Horses。二十幾年前，我

們曾在維也納也參觀過，但原產就是在此，牧場

內有騎兵學校，設有特別表演場，以四隻白馬做

行列排隊操演，整齊畫一，博得觀眾大喝采。

克國的利比亞拉Riviera海灘勝地

離開史國，傍晚巴士把我們再帶回克國。這

次過關就很輕鬆愉快，克國關員只看一眼就揮手

讓巴士入境。究其因，大巴士兩旁漆有大字「克

魯埃西亞旅遊」Croatia Tours的觀光巴士返回

克國之故。不到半小時，就抵達海濱五星級的

Hotel Mileuj。晚餐後在海濱散步，清風徐來，晚

霞在望，氣溫宜人，有人說這個奧巴第亞Opatija
城為克國的Riviera，如法國的Nice尼斯海岸，但

比尼斯像是迷你型太小，不過旅館的設備富麗

堂皇，一切齊全，旅社對面有超巿，東西不貴。

在旅程上，五月十九日應該是參訪Brijuni島
及Pula城，但因另需安排渡船及增加費用，詢問

之下，Pula有世界第六大的羅馬競技場老建築

物，Brijuni島是前南斯拉夫獨裁者鐵托的夏宮

及遺留下來的Safari動物園，因當年鐵托在第三

世界極有勢力，非洲國王們競以非洲動物進貢

(African Animals)而留下的獅、虎、象、長頸鹿、

斑馬、鹿、駝鳥…等等。我們幾位商量結果，何必

另花錢去看獨裁者的樂園，只派代表去，我們就

留在旅館享受五星級的設施，在游泳池內外渡

過一個極愉快的一天，並品嚐克國出產的當地好

啤酒，痛快無比！

聯合國人類世界遺產級的國家公園

克國有一個極為美麗的原始山林湖區，佔

地約294.82平方公里，有湖泊、山林斜坡，高達

一百十公尺，湖泊之間有水道相通，叫Plitvicka 

Jegera國家公園。於一九四九年才納入國家公

園體制，一九七九年由聯合國資助管理來保持

原始山林。大湖旁的山巖由碳酸鈣形成，湖水

清翠，遠看均是一片藍綠互映，到處有瀑布依

地勢變形，原始森林內野生動物、昆蟲、鳥和湖

中的魚均和平共存，據調查有一千二百七十種

植物，五十五種野生的蝴蝶蘭花，三百二十一

種的蝴蝶生存於此山湖區域；另一百六十一種

鳥類，二十一種蝙蝠，另有褐熊也生於樹林之

間。雖然冬天也會下雪冰凍，這個國家公園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開放給遊客，甚為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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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坐了環湖小巴士、電船過湖，當然也用

了兩腳走了一段路，享受大自然的奇石瀑布，及

探望湖中成千成萬的魚群，很奇怪的是魚群卻游

集岸邊，好像在等人餵他們。

綠山翠潭數萬甲，

大小魚群聚湖涯；

瀑布濤聲震天角，

原始荒野資源佳。

我們所住的旅館，麻雀雖小，臟腑俱全，比

起幾年前黃石公園的簡易客棧不知好多少倍！

鐵托(TITO)獨裁元兇，敬而遠之

和國家公園的導遊聊起舊南斯拉夫的事，

這位自稱四十歲的壯年大漢，聲稱他十八歲時被

徵召入伍，退伍後曾在工廠做工，也到德國、義

大利等國，在遊輪上當侍役。我問他是否懷念鐵

托元帥？他回答說是，但我一再問他，如果今天

鐵托復活再執政，你是否要支持他？這位先生

的答覆真的有趣。首先他說Yes，想想一下又說

No！他的解釋是鐵托在世時，沒有戰事，雖然當

兵不致於死，但不能反對鐵托和政府，如果反對

共產黨就沒有命。那時全國的公司、工廠都是國

營，他所服務的工廠有二千多名工人，一切吊兒

郎當，沒有人認真工作，反正是鐵飯碗、大鍋飯，

做了也是那麼幾個錢，不做也是那麼多。現在就

不同囉，如果肯幹、出力出時間的就有多少的報

酬，何樂而不為？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競爭方式

鼓舞就令效力增加，現在的生活比從前好的多的

多。我問他這是否為一般人的觀感。他笑笑說也

不一定，當然也有人懷念當年的鐵飯碗，安穩的

生活，人各有志，所好不同罷了。一般而言提起鐵

托，大部分以敬而遠之的態度處之。

鐵托、鐵托，到底鐵托是怎樣的一個人

呢？鐵托元帥(Marshall Tito, �892-�980)原名

Josip Broz，生於當時還是奧匈帝國的克魯埃

西亞，父親是克國人，母親是史國人。父業製鎖

匠(Locksmith)。Tito為Broz家的第七個孩子，家

道貧困。嬰兒時由外祖父在史洛凡尼亞養大，在

上學年齡時才送回克國，但小學二年級就留級，

十三歲時輟學去當機械工學徒，輾轉於各種行

業，十八歲時參加克國史國社會民主黨，有一陣

子到德國朋馳(Benz)汽車廠當機械工，最後曾到

奧國的Daimler汽車廠當試車駕駛員。一九一三

年被徵召服役於奧匈帝國陸軍，並在匈牙利布達

佩斯的一次比劍比賽中得過銀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送往蘇俄前線，但

因參加反戰活動被囚，戰事加劇，被釋回前線和

蘇俄作戰，在多次戰役中漸露頭角，但在復活節

的戰鬥中受到嚴重的傷害而被俄帝軍捕獲。經

過十三個月在蘇俄軍中醫院的治療後，被驅往烏

拉山集中營服勞役。但在獄中被難友舉為領袖，

並幾次脫獄成功，混入共產暴動，甚至也參加過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十七日的聖彼得堡的大暴

動。根據紀錄，一九一八年曾申請參加蘇聯共產

黨，其間娶了Pelegia Belousova為他的第一任

蘇聯妻子，並於一九二○年攜眷回到故鄉克魯

埃西亞。

Josip Broz一回到故鄉即立刻參加當時正

在擴張勢力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南斯拉夫帝

國剛經過選舉，共產黨剛成為第三大黨佔議席

五十九席，南斯拉夫帝國的皇帝不能容忍，宣佈

共產黨為非法組織，迫使共黨潛入地下，鐵托

也恢復去當機械工養活他的家庭。四年後Josip
移職造船廠被選為工人領袖，領導罷工，被工廠

免職而跑到貝格利Belgrade的鐵路製造船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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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日他的共黨身份曝光，又遭免職，最後還

是回老巢，變成克魯埃西亞金屬工會的書記。

一九三四年當選為當時流亡在維也納的南國共

產黨中央政治委員的一員，這時因為保密的需要

以代號Tito取代他的名字。以後反而他的真姓名

就很少人曉得了。一九三五年他到莫斯科替「共

產國際」的巴爾幹支部工作，當了蘇聯共產黨員

和秘密警察的一員。翌年，史達林不喜歡當時南

國共產黨負責人，就在莫斯科派人暗殺此翁，而

命令Tito接手，並命他馬上返回當時還是非法的

南國共產黨擔任總書記，在這一段時間內，Tito
對蘇聯共產黨和史達林極為效忠。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國、義大利及匈牙

利聯軍攻打南斯拉夫，十一天後南國的各地區代

表在首都Belgrade簽下停戰書，克魯埃西亞成立

了納粹扶助的獨立政權，是克國極右派和德國的

傑作。Tito在此時根本不動聲色，原因是蘇聯和

德國事先已簽好互不侵犯條約。等到六月二十二

日德國毀約，開始攻打蘇聯，Tito在七月四日召開

中央委員會並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開始以游

擊武力打擊德軍，逐漸地在Tito領導下的南國共

黨游擊隊有了些戰績。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公開

建立南斯拉夫臨時政府，並被認命為國家解散

委員會的主席。當然當時還有流亡在外的南斯拉

夫帝國也有一批游擊武力在英國人支持之下和

納粹黨周旋，很顯然的這兩隊人馬在互相競爭

擴散勢力，但是Tito軍比較勇猛，比較受南國人

抗拒德國人的認同，戰果也引起同樣地反納粹的

西歐聯軍的注意和接濟。美國總統羅斯福、英首

相邱吉爾以及蘇聯頭目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上，

正式承認Tito的南斯拉夫民主國，不過因此至少

有三次機會，德軍差一點活捉Tito，情況極為危

急。

Tito在二次大戰中親身率領手下的共黨游

擊隊打仗，不同於其他東歐國家共產黨頭目，戰

事嚴重時，那一些傀儡政權的首領們卻龜縮在

莫斯科，戰後才奉命回國接收，Tito則真正在和

納粹作你死我活的戰鬥，所以改變他的思維，戰

事快結束時，Tito想辦法迫使蘇聯軍隊在進入南

國戰贏後之幾個月內，必須離開佔領區，返回蘇

聯使南國擺脫直接受蘇聯的控制取回自主權。

因此Tito是鐵幕之內的政權，唯一不一定聽命於

莫斯科，甚至抗命，於是一九四九年被共產國際

開除，並和蘇聯交惡。

戰後冷戰開始，Tito自任南斯拉夫社會民主

共和國的總理，佔據實權，並於一九五三年接任

第二任總統，一直到一九八○年死亡為止為終生

總統，這個和蔣介石不相上下。Tito的共產主義其

實和蘇俄的沒有什麼兩樣，只是不接受共產國際

的指揮，不過世界一般人對他的看法是比蘇聯

史達林好一些。可以讓人民出國工作，但對反對

者也用鐵腕對付，極刑囚禁水牢槍殺等等都有，

最有名的就是把財庫拉夫天主教Archbishop 

Aloysius Stepinac以和納粹合作通敵之名判刑

勞改，和羅馬教廷交惡，梵蒂岡也不甘示弱地把

Tito從天主教堂驅除(Excommunicate)，兩國因

此絕交，更有甚者教皇把軟禁中的Archbishop 

Stepinac提升為財庫拉夫的主教(Cardinal)。

Tito死後十一年，南斯拉夫開始分裂成六個

國家，其後五年戰亂不斷，引起國際介入干涉，初

期曾期望於西歐諸國，就近協助解決。未果，終

於美國出面解決六國的安全，各自獨立，為了維

護各自為政，各族的宗教自由及民主，這是值得

的，這是一個克國人對我講的良心話。

Tito一生有三位太太及無數的情人，但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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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人則從未和他正式結過婚，但也替他生了

一個兒子，現今他的第三夫人還健在，但和Tito
之間沒有生育。孫子輩的，有一位現在財庫拉夫

影劇界的領袖，另有孫女為有名的心臟科醫生。

Tito一生沒有受過多少正式教育，除了能講他自

己的家鄉話Serbo-Croatian Slovenian外，另可

操捷克語、德語、蘇聯話和英語。

SPLIT城
五月二十一日清早，就不停地沿海濱公路

南下，沿途島嶼山脈無數，尤其灰白色的鈣質大

理石在陽光下極為耀眼。中午時分到達SPLIT
古城。這裡有朱庇特主神廟(Temple of Jupiter)
為古羅馬時代所建，舊日築在海港邊，今天地

形已完全改變，在聯合國人類世界遺產保護

(UNESCO World Heritage)之下。當時導遊裝模

作樣，卻有演戲天份，自編自導自演，口中喃喃，

扮成凱薩大帝，很是有趣。

克魯西亞古蹟豐，

柑欖石山處處峰；

愛德雅海平如鏡，

烈陽穿射古牆縫。

午餐後，再沿Dalmatian海岸，右側是平

如鏡的愛德雅海(Adriatic sea)，風光明媚，

氣候溫和，烈日在上，在夕陽下山前抵達名城

Dubrovnik。

馬可波羅的出生地-Korcula
住進才兩年新的五星級Hotel Dubrovnik 

Palace，發現有很大的室內游泳池在頂樓，室外

沙灘的游泳池在底層，設備完善。坐在房內，靜

靜地觀賞夕陽入海，餘暉燦爛，海水深藍色而無

波浪，品嚐當地超級啤酒，好友聚集破豆，人生

享受不過如此！

早上醒來，豐盛的早餐在可以望海的餐廳

等我們享用。九點鐘，又沿濱海公路九彎十八拐，

坐二個半小時的巴士，途中忽然在對面山脈看到

「萬里長城」。是的，是真的萬里長城，城廓綿延

由這座山連到另一座。規模不若八達嶺或承德，

但是確確實實的長城風光，另加海邊景色，原來

威尼斯(Venetian)人，古時佔據此地建成防禦外

侮，歐洲人不必長途跋涉，到此地可一目瞭然。

車到小漁港後，全團移坐小輪船，渡海到

Korcula島，只需十五分鐘，這個島出了大名鼎鼎

的馬可波羅(Marko Polo)。一二五四年馬可波羅

在此出生。沿石階小路到一座保存完好的石屋，

這就是馬可波羅的房子。買票入內參觀，才知馬

可波羅並非第一位由威尼斯去中國的老外，原來

他的父親和阿叔先於一二六○年間聯袂到過中

國，九年後回來。馬可波羅是受到他老爸及阿叔

的鼓勵，在十七歲時離開故鄉Korcula到威尼斯

(Venice)以海路到埃及(一二七一年)，然後徒步

騎馬或坐駱駝經過現今的敘利亞、巴基斯坦、阿

富汗、西域到達長安，於四十一歲那一年才回到

威尼斯。那麼為什麼人人只知馬可波羅，而不知

他的阿爸和阿叔(Nicola i Mattea)呢？當波羅由

長安回威尼斯時，正逢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
在打戰，馬氏參戰不幸打敗被捕，捉進監獄當

P.O.W. (Prisoner of War戰俘)，在獄中無事可

做，憑記憶寫下他的遊記，這本紀錄出版後，洛

陽紙貴，人們只記得馬可波羅，而不知前人了。

回程到鄉間酒廠，試試四種不同醇量的葡

萄酒，酒廠人很慷慨，不似法國酒廠不但收參觀

費，又只供一小杯試飲。在此大夥兒人手一杯，再

一杯，裝模作樣搖搖酒杯，看透明處，先小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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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結果幾杯下肚，有點昏昏的感覺，爬到地面

出外(酒莊設於地下)，卻是陰雲密布，雷電交加，

閃電一現，大雨傾盆，洗盡了塵埃。

點點島嶼在近景，

雷電驟雨黑雲緊；

試飲醇酒人不醉，

九彎十拐似坪林。

陣雨一退，涼風吹起，回旅館後，大家結隊

前往Dubrovnik古堡，在室外帳棚下吃了一頓美

好的海鮮大餐。

彈孔累累的德不立克Dubrovnik古堡

五月二十三日早餐後，悠閒地坐巴士往Old 

Dubrovnik保存完好的古堡，也是聯合國人類世

界遺產保護的羅馬時代的古堡之一，古堡內有天

主教修道院，院內有全歐洲最古老的藥房，自古

創立至今還在施藥濟人，並附有陳列古代武器的

博物館，但牆上彈孔累累，乃是一九九一年以後

獨立戰事時所留，特別畫圈子保存；一九九一年

的分裂戰後把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屋頂及屋樑

全部摧毀，以圖片為證，並加說明。有一室專門

展示獨立戰爭的紀念室，內有一百多張年輕人的

相片，是當年的英雄犧牲者，旁邊置有一本子讓

遊客留言。廖登豐教授以漢字留下「永遠和平」，

我則以「忠魂永垂」題字，並署名台灣國廖某某

及李某某等。

晚上全團人馬到Konavle’s的鄉間美食店，

在水流濤聲的原始建築物內大喫當地大餐惜

別，盡興而歸。完成十天的旅遊。

後��記

(一) 感謝張明峰伉儷為安排「克魯埃西亞」之遊

花費很多寶貴的時間、精神完成任務。

(二) 因地緣的關係，一般美國佬對「克」「史」等

地的認識不多，美國與這些國之間還沒有直

飛的班機，遊客仍以歐洲人居多。

(三) 多謝Keith Aufhauser, PhD讓我借看他在

當地購買的Death of Yugoslavia by Laura 

Silber & Allan Little (Penguin Books, BBC 
Books, revised �996)

(四) 其他參考資料

(�) 戴子郎；環球賭記

(2)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3)  US State Depar tment Bureau of 

Europe and Eurasian Affairs May 2007
(4)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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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將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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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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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文  堅

很榮幸擔任本期景福醫訊之執行編

輯，讓我在繁忙的日常例行公事之中，多了

一份完全不一樣的工作體會。在本刊一開

頭，我寫了一篇有關RNA interference的介

紹，雖然我沒有在作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

鑑於其對生物醫學的巨大影響與興趣使然，

我研讀了一些相關的文獻，作了一番簡介。

另外，北美校友會會長之致詞及畢業數十年

之前輩們的諄諄教誨，值得我們一起謹記

於心，希望能不負前輩們的努力。陳垣崇教

授描述其最近在pharmacogenomics的研

究的心得，此類的研究將有助於避免嚴重的藥物副作用。戴鐵雄醫師以其生花妙筆寫下應景的鼠年文

章。雖然老鼠在一般人的印象不佳，但卻是我們生物研究上的好幫手，相信很多讀者都曾仰賴老鼠來

做研究。韓良誠醫師節錄其父親身教及言教的實例，在世道中落及講究醫學倫理的今天，特別發人深

省。曾淵如教授雖然已經退休，仍念念不忘對母校的殷殷期盼，值得晚輩們拜讀，以更上層樓。楊喜松

醫師則延續上一期有關Biology of Love的文章，以他兼具科學與人文的素養，把兩性之間的關係做了

一番生物學上與文學上的描述，有賴各位細細品讀，以體會其中精髓。最後，李汝城醫師記錄其克羅埃

西亞與史洛凡尼亞之旅，大部分讀者對這兩個國家都十分陌生，此篇遊記應可增加各位在地理與歷史

方面的見聞。

兩年前第一次遊歷北京，特別前往紫禁城參觀。明清歷史及小說中的場景，能夠實地參訪，十分有

意思。圖為筆者與內人攝於紫禁城御花園入口處的夫妻樹。

（作者係母校醫科1990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檢驗醫學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