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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血紅素代謝途徑與血紅素氧
化(heme oxygenase, HO) 

血紅素氧化酶是代謝血紅素的速率決

定步驟所需之酵素，在體內分佈非常廣泛。

血紅素經由血紅素氧化酶可被代謝成膽綠素

(biliverdin)、鐵及一氧化碳，其中膽綠素在哺乳

動物則會進一步被膽綠素還原酶代謝而形成

膽紅素(bilirubin)，膽紅素再經由細胞質中的尿

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轉移酶(UDP-glucuronyl 
transferase)作用後和葡萄糖醛酸結合進行酯化

反應後，形成的膽紅素葡萄糖醛酸酯由膽汁中

排除；血紅素氧化酶除了可以調控體內血紅素濃

度之外，也扮演了由衰老死去的紅血球或是其他

細胞(如：肝細胞)中回收鐵質的重要角色。

目前已知血紅素氧化酶有兩種：即HO-�
和HO-2，這兩種同功酶由兩個不同的基因所製

造，但胺基酸序列有高達40%的相似度。HO-2
平常即有一定量的表現，HO-�的表現則可以被

某些化學藥劑或是環境因素(例如熱休克)所誘

發或是抑制。

自從�980年代早期由Kappas等人第一次發

展出血紅素氧化酶抑制劑來治療動物的黃疸症

狀之後，陸續又發展出幾種血紅素氧化酶抑制

劑，其中包括了發展用來作為抗癌藥物的zinc-

protoporphyrin以及直到近幾年才發展出來的

imidazole-dioxolane compounds。

誘發HO-�表現的因素則包含其受質血紅

素、各種金屬、內分泌以及各種合成的metallo-

porphyrins。此外許多引起細胞氧化傷害的物質

也會誘發HO-�的表現，因此有人主張HO-�表現

量增加是細胞受傷害之後的一種保護機制，藉由

其作用來清除造成細胞毒性的氧化血紅素或是

脂溶形式的鐵質，同時其產物膽紅素與膽綠素

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在因橫紋肌溶解症造成腎

損傷的大鼠模式中，肌紅蛋白(myoglobin)與血

紅蛋白，即血紅素(hemoglobin)會大量釋放到腎

臟的細胞外組織引起一連串的發炎作用並導致

腎衰竭，Nath等人利用此動物模式證實HO-�及
鐵蛋白(ferritin)合成的增加具有快速的抗氧化保

護作用。同樣地，Vile等人則發現皮膚中的HO-�
若被誘發則具有對抗紫外線傷害皮膚細胞的作

用，其機制可能來自於HO-�與一氧化碳的增加

促使鐵蛋白大量合成，反而使細胞內的游離鐵離

子降低，因而可減少產生過多的自由基。

在不同的組織間HO-�和HO-2表現的比例

以及HO-2的基本表現量差異很大，但目前對於

HO-2在細胞中的功能則還沒有研究得那麼清

楚，不過已知HO-2在表皮細胞、生殖細胞的發

育以及神經組織的訊息傳遞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

二、�血紅素氧化酉每�在臨床病理上扮演
的角色

血紅素的分解對於細胞的防護機制非常重

血紅素氧化酉每　與藥物發展

翁  怡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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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其一是因為氧化的血紅素具有細胞毒性必須

適時地被移除，其二則是膽紅素與一氧化碳的生

成具有保護細胞的作用。然而誘發HO-�除了具

有一些好處之外，對細胞仍會造成許多不良的影

響。

早在�990年代早期開始就有許多科學家發

現HO-�的表現可以抑制血管收縮物質的合成與

作用(例如：20-HETE、血栓素合成酶、COX-2)，
而在高血壓大鼠投予血紅素來誘發HO-�則可降

低血壓。

若以腎臟上皮細胞為例來看長期誘發HO-�
對細胞存活的影響，當細胞長期暴露於過氧化

氫時，細胞中的HO活性可增加兩倍，同時HO-�
蛋白質表現量亦增加，而此HO-�的活化有利於

細胞存活；但若是短期給予細胞過氧化氫和氯

高鐵hemin(血紅素)，雖然也增加HO-�蛋白質表

現量，卻反而造成腎臟細胞上皮細胞存活率下

降；不過長期接觸這兩種物質則可讓這些細胞

對於氧化壓力更有抵抗力。

Ahmad等人及Turkseven等人在2005年也

發現：給予糖尿病大鼠每個禮拜一次低濃度的

cobalt-protoporphyrin (HO-�誘發劑)可降低細

胞內的血紅素並可增加eNOS及pAKT表現，提

高細胞存活率。

2007年L’Abbate等人發現低劑量的CoPP可
減少缺氧及再灌流(ischemia-reperfusion)所造

成的冠狀動脈收縮反應。2008年Li等人發現長

期適度地表現HO-�可增加血漿中adiponectin的
含量，而此增加adiponectin的作用除了保護心血

管系統免於受到糖尿病引起的氧化壓力傷害之

外，對於其他類型的血管傷害也同樣具有保護作

用。

HO在分解血紅素的過程中所產生之一氧化

碳，與一氧化氮一樣具有放鬆血管的作用，此機

制可能包括了依賴環磷酸鳥苷的途徑(cGMP-

dependent)以及刺激某些鉀離子通道(例如：

calcium-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 BKCa 
channels)或是增加adiponectin等非依賴環磷

酸鳥苷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HO蛋白質的增

加並不等同於HO活性增加，也不代表一氧化碳

和膽紅素的生成量增加，例如Zucker大鼠表現

較多的HO蛋白質，但總體而言其HO的活性並沒

有增加，因此在考慮HO生成一氧化碳的量是否

增減時，評估HO的活性是必須的。

在大腦中，HO-2的主要功能即為產生一氧

化碳，並擔任某些訊息傳遞的傳訊分子、調控生

理機能。然而無論在大腦或是其他組織，HO生

成的一氧化碳究竟參與了哪些訊息傳遞，目前還

沒有被徹底研究清楚，唯一比較確定的是一氧化

碳能活化環磷酸鳥苷造成血管放鬆，雖然一氧化

碳活化環磷酸鳥苷的作用沒有一氧化氮強，但某

些藥物(例如：benzyloid衍生物YC-�)可增強一氧

化碳活化環磷酸鳥苷的能力，使得一氧化碳活化

環磷酸鳥苷的程度與一氧化氮相當。雖然大多數

研究顯示一氧化碳具有血管放鬆作用，仍有不少

人指出一氧化碳也能造成血管收縮，但是其機制

目前尚未釐清。

目前已有促進一氧化碳的釋放增加的藥物

(CORMs)，可以用於保護腎臟、預防糖尿病引

起的血管內皮損傷，但這些藥物(尤其是第一代

的CO donors，如：CORM-3)多半也能同時活

化HO-�，新一代的藥物發展重點則希望能延

長其作用時間，使一氧化碳持續釋放，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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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少同時活化HO-�的作用，使得藥物更具專

一性。雖然少量的一氧化碳具有放鬆血管、保

護細胞的作用，過量的一氧化碳卻會和血紅素

結合干擾呼吸鏈，因而產生過多的超氧游離基

(superoxide anions)產生毒性。此外，一氧化碳

也會和一氧化氮競爭血紅素的結合，造成與血

紅素結合的一氧化氮釋放，若是剛好處在活性氧

化物(ROS)過多的環境中則會產生過氧亞硝基

陰離子(ONOO-)引起組織傷害，故在使用這些

促進一氧化碳釋放的藥物時，必須特別小心藥物

過量引起的副作用。

HO在分解血紅素的過程中另外的一個副產

物則是膽色素。雖然黃疸症確實曾經使許多新

生兒生命受到威脅，適量的膽色素卻已被證實

在人體內可作為抗氧化劑維持身體氧化還原的

平衡，幫助細胞對抗氧化壓力引起的傷害；此外

少量的膽色素也具有抗發炎的作用，對於內毒素

引起的肺臟傷害具有保護作用。因膽色素具有抗

氧化及抗發炎作用，對於心臟疾病、糖尿病、冠

狀動脈等慢性發炎的病狀，都有足夠實驗證據

證實適量的膽色素確實具有保護作用，但是目前

臨床上還沒有發展出利用膽色素作為藥物的製

劑來治療這些疾病。

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貧血、因遺傳疾病或是

環境因素引起血紅素合成減少或是患有紫質症

(porphyria)的病人而言，長期誘發HO-�表現會

加速血紅素的分解，進而造成病狀的惡化，因此

未來在考慮使用藥物長期誘發HO-�活性之前，

審慎評估每個病人的狀況是否適合進行此種治

療方法是必須的。

三、血紅素氧化酉每�與各種常見的疾病

�. 心血管系統相關疾病

HO在缺氧-再灌流的情況下表現量會增加。

實驗發現若使大鼠長期處在缺氧狀態下(�0% 

O2)，約一小時即可發現其心室的HO-� mRNA
表現量增加，三小時以後表現量增加最多，且之

後還可持續數天；但在心臟以外的組織則沒有發

現此現象。利用心臟區域過度表現HO-�的基因

轉殖小鼠的心臟，進行缺氧-再灌流的實驗亦可

發現：HO-�表現量越多，心臟在經過缺氧-再灌

流之後的梗塞區域(infarct size)越小，且在再灌

流期間心臟的收縮力的復原情況也較好。當心肌

在缺氧環境下收縮，可刺激前列腺素的合成，而

前列腺素具有誘發心肌細胞表現HO的作用，經

由HO產生的一氧化碳可使冠狀動脈放鬆並保護

血管內皮，一氧化碳可減少心臟的梗塞區域。因

此缺氧誘發HO表現的現象可能是心肌細胞面對

缺氧壓力時重要的保護機制，HO表現量增加後

可透過一氧化碳放鬆血管、保護內皮，膽色素抗

氧化的能力以及誘發adiponectin產生各種抗氧

化、抗發炎等血管保護作用、預防心臟過度肥大

等多重機制來減少缺氧以及再灌流所造成的傷

害。

HO在冠狀動脈硬化的病程中也扮演了

保護性的角色。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
是造成冠狀動脈硬化的重要元兇之一，但同

時它也能誘發HO的表現，而非氧化態的低密

度脂蛋白則否。誘發HO的能力可能來自於ox-

LDL中氧化態的含花生四烯酸磷脂質(例如：

�-palmitoyl-2-isoprostanoyl-sn-glycerol-3-
phosphorylcholine、linoleyl hydroperoxide)，
HO表現量增加可減少ox-LDL引起的單核球趨

化性(monocyte chemotaxis)並減少硬化病灶

(lesion)的區域。此外如前所述，HO分解血紅素

的產物，因為具有保護血管內皮、抗發炎、抗氧

化、血管放鬆和抑制平滑肌細胞增生的作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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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冠狀動脈的病程也有改善的效果。

HO對心臟血管多重的保護作用提供了一個

治療心血管疾病的新策略，早在�989年就有科

學家報告氯化亞錫可以降低SHR大鼠的血壓，

可惜的是氯化亞錫具有較嚴重的腎臟毒性；氯

化亞鈷、血紅素、metalloporphyrins等可以誘發

HO表現及活性的物質也常用於降低動物或是病

人的血壓。但必須小心若是這些藥物使得HO長

期過量的表現會造成副作用及毒性。

Navab等人在2005年發表了一些amino 
acid apolipoprotein A-I L-4F和D-4F mimetic 
peptides藥物，這些peptide類藥物可以誘發

HO-�，減少STZ誘發的糖尿病大鼠因氧化壓力

造成的血管傷害，減少ob/ob肥胖及糖尿病小鼠

體脂肪並延緩體重增加的趨勢，並具有抗發炎

作用。因為具有這些作用，將來這些藥物極有潛

力發展成為對抗肥胖、胰島素阻抗及代謝症候

群的臨床藥物。

除了上述藥物，事實上目前許多已知的藥物

也會影響HO-�表現量以及HO的活性。以下舉幾

個例子說明。

●  阿斯匹靈除了抑制血小板的COX-2而減少中風

及心肌梗塞的作用之外，近幾年來也發現在心

血管疾病和發炎的狀態下，阿斯匹靈可以活化

HO-�減少細胞的傷害；在人類內皮細胞中，較

高劑量的阿斯匹靈可以刺激脂氧素(lipoxin)合
成，作用於G protein-coupled lipoxin A4受體

增加HO-�而產生抗發炎的作用。

●  用做降血脂的statin類藥物具有抗發炎及抗氧

化的作用，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這與它們活化

protein kinase G、ERK及p38 MAPK，進而造

成HO-�增加有關。

●  抗脂肪氧化的藥物probucol除了本身具有與

維他命E類似的抗氧化作用之外，還可以誘發

HO-�，能夠抑制巨噬細胞聚集、抑制血管平

滑肌細胞增生，並促進內皮細胞修復，因此具

有減少冠狀動脈硬化的效果，而此作用可能與

probucol的酚結構有關；目前已發展出類似的

藥物AG�067進行相關臨床試驗。

●  Paclitaxel抗血管平滑肌增生的作用也被認為

是來自於誘發HO-�基因表現。

●  免疫抑制劑rapamycin可使細胞停留在G� 

phase。2003年Visner等人證實rapamycin可
增加血管平滑肌細胞中的HO-�表現，並可抑制

PDGF-dependent的平滑肌細胞增生。

●  免疫抑制劑cyclosporin A以及cisplatin的毒性

與抑制HO-�有關，而給予carvedilol可以誘發

HO-�，減少氧化壓力，對抗cyclosporin A造成

的高血壓。

●  薑黃素(curcumin)因為具有phenol結構，可以

誘發HO-�，具有抗癌及抗發炎的作用，存在於

許多食材當中，是天然的藥物。

●  葡萄皮中的抗氧化成分resveratrol具有的心臟

保護作用，可能是透過活化HO-�達到precon-

ditioning的效果。2006年Das等人證實給予

Sn-porphyrin抑制HO-�以後，將使resveratrol
磷酸化p38 MAPK及Akt的作用消失。

2. 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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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處在缺乏血液循環的環境，不像其他

組織可以藉由循環中的抗氧化物質來對抗氧化

壓力的傷害，因此HO系統對於角膜而言，是相

當重要的保護系統。隱形眼鏡引起角膜缺氧可

造成角膜發炎、血管新生和活性氧化物過度產

生，若先將隱形眼鏡浸泡於含有氯化亞錫的溶

液中可改善角膜上皮發炎的症狀；HO-�對於角

膜上皮的保護機制主要來自於抑制引起發炎的

二十酸(eicosanoid)的合成，至於一氧化碳和膽

色素是否與HO-�對角膜上皮的保護作用有關則

需進一步評估。

HIV感染會使單核球的HO-�增加20至50
倍，造成免疫系統所需的含血紅素蛋白質被破

壞，雖然HIV病毒誘發HO-�的原因仍未知，但

HIV感染後發炎的情形與氧化壓力的增加卻與

HO-�有關。補充血紅素可抑制HIV的反轉錄酶，

幫助愛滋病人對抗病毒。

3. 癌症

HO-�與癌症的關係主要來自於它與一氧化

碳促進血管新生及細胞生長的作用。HO-�過度

表現會刺激黑色素瘤(melanoma)細胞的增殖

與血管新生、促進癌細胞轉移、減低罹癌小鼠的

存活率，對於黑色素瘤的治療是不利的。癌細胞

的生長及轉移進程中，血管新生是必經過程，而

HO-�在血管新生中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003年起許多科學家陸續證實：若是增加HO-�
的表現則會促進肺癌細胞的生長、刺激血管新

生、提高癌細胞轉移的機率，同時HO-�也使癌

細胞更不易進行細胞凋亡(apoptosis)；相反的，

抑制HO-�活性可以減緩腫瘤生長速率、抑制腫

瘤的轉移、防止癌細胞擴散、使癌細胞對於化療

更敏感。由以上這些資料可知，抑制HO-�的表現

與活性可提供我們新的癌症治療策略。

4. 其他疾病

HO-�在其他黃疸症、糖尿病、肥胖症、急性

腎損傷、肝損傷、老化、巴金森氏症、阿茲海默

症、腦出血等疾病也扮演重要角色，限於版面因

素在此不多做討論。

四、結　論

近十年來，有關血紅素氧化酶系統在人類

生理所扮演的角色大量被探討，這個系統不只包

含了血紅素的分解途徑，更牽涉到血紅素分解

後的產物，如：一氧化碳、鐵、膽色素等等，而這

個系統究竟如何影響了糖尿病、發炎反應、心臟

病、高血壓、移植以及肺部疾病的相關研究也正

在迅速發展，利用藥物或是基因療法去調控HO
也讓科學家們開始注意血紅素-血紅素氧化酶系

統與生理病理的複雜關係。雖然目前利用一氧化

碳以及膽色素作為治療的藥物算是發展地相當

成功，但這些藥物若使用過量亦可能引起毒性，

如黃疸症。總而言之，發展以HO-�為作用標的的

藥物提供了一個能有效控制發炎反應、糖尿病、

肥胖症、高血壓及心臟病的策略，未來或許這些

在過去被認為難以治療的疾病可以因此而獲得

有效的控制。

（作者畢業於台大藥學系，目前為母校醫學院藥理所博士班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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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在我的腦海內已塵封了幾十年

了，即使一些隻字片語也躺在抽屜內超過了�0年
了。在偶然整理中又跳了出來，早年喜歡塗鴉，有

些可以發表，有些覺得不妥，也就丟在抽屜裡，

如今仔細再回味一下，或許可以趁大多數人都還

健在時，拿出來供大家品嘗回味。

記得剛接院長室醫務秘書時，就有不同的

傳言，似乎大家也不看好，一個牙科副教授，從

來沒有行政經驗，要負起臺大醫院醫務秘書(相
當於院長室機要)的重責大任，連我自己都懷疑

是否有能力？八月一日上任，星期六，早上九點(
或八點？)在台大醫院新址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

盛大儀式，記者會，照相，對了，醫務秘書怎不見

人影？原來我正在豪華寬敞的秘書室煩惱，因為

我看不懂如何“批”公文，我的原則是當初就跟頂

頭上司(陳榮基 醫務副院長)講好的，拋頭露面是

院長，副院長的事，至於秘書嘛就免了！

一進入院長室，miss蘇(蘇唐青 台大醫院院

長室秘書，三朝元老)就很正式的對我說：「陳秘

書，您要去人事室領官章，及院長的印章，還有要

將私章交給我，還有要先看公文！」我趕忙去人

事室辦完交接。可是公文實在看瞴，只好請教於

秘書室的組長及院長室的秘書們，她們真的都

很好，我不到一星期就可以坐著批公文了！當然

星期一我看門診，中午回院長室，公文好像長高

了，我還在研究中不敢批，下午又趕回門診，再回

到辦公室已是接近五點，不得了，公文長高到已

經看不到對面的牆壁了，秘書小姐(小芳)一直進

來偷看，她說道：「陳秘書，公文要趕快批！」真

是急死人了，還好我學得滿快的，而陳副院長也

教了我不少妙招，果然能順利解決。

三年零八天的臺大醫院“義務”秘書，由於在

言談中與當初的牙科主任韓良俊教授時常交換

意見，他見我觀察敏銳，因此鼓勵我寫下心得，

或許以後可以寫成回憶錄，前一陣子又與戴東

原前院長聊天，他竟然脫口說：「我可以提供資

料！」更讓我將一些寶貴的隻字片語捨不得丟，

有一天一定可以完成一部鉅作。

    
台大醫院院長室在東址2樓，我的牙科研究

室在景福館停車場旁邊三樓，我由院長室到研

究室走路6分半(飛快)，但是我卻有走過40分的

紀錄，小芳笑說我是“游”過來的，原因無他，一路

上在中央走廊上遇到同事，每人都說3分鐘就好

了，每一次都是講十幾分鐘，天知道我能與幾位

交談。我曾經5點進入院長室接了兩位主任的電

話，共講了兩小時，急得小芳一進來指著鐘“到底

要不要看公文？”我比說：「xx主任的complain，
不能掛！」我家裡的電話若超過晚上��點還在

行政趣事一籮筐— 
臺大醫院醫務秘書之前言

陳  瑞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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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而我都不出聲，大概是ENT李主任的電話。

 
由於醫務秘書被當初的秘書室賴主任形容

為臺大醫院的“怪胎”，所以“義務秘書”沒有主管

加給，工作加倍，薪水不動，只有補助家裡的電

話費�80元(我猜，大概是為了接complain用的)。
我做了一年後，或許還算稱職，院長指派我去成

立教學室，我一人兼兩角，更忙了。突然有一天，

我們的一位大教授走到我的後面拍了一下我的

肩膀，他說：「陳秘書，你是臺大醫院有史以來

權力最大的秘書！」，我嚇了一大跳！怎麼說？他

說：「臺大醫院從來沒有醫務秘書兼任一級主管

的！」我趕緊回去查，真的耶！我只好向院長請

辭，這個罪名不小。

 
三年零八天，除了醫務秘書，還加上教學室

的首任主任，以至於後來的兩年半資訊室主任，

其實有很多自認好玩的事情，先來點前菜吧！因

為有些事情講出來可能會得罪死人的！

（作者係母校牙醫系第十屆畢業，前母校牙醫學系副教授、母

院牙科部主治醫師、醫務秘書、教學室主任、資訊室主任。

現為母校牙醫學系兼任副教授、母校醫院牙科部兼任主治

醫師）

台大牙醫專業學院牙醫學系暨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若干名

一、應徵資格：
(一)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二) 具中華民國牙醫師執照者。
(三) 具國內外牙醫專科醫師資格且有臨床、教學及研究相關經驗四年(含)以上者。
(四) 具有生物醫學相關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者優先考慮。

二、工作內容：負責牙醫系部所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與臨床服務。
三、檢具資料：

(一) 1. 個人履歷表
2. 近五年著作目錄及近三年主要代表作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表格請至http://sd.ntu.edu.tw/main.php?Page=A1下載)

(二) 1. 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97年10月31日下班前寄達牙醫學系辦公室。
五、預定起聘日期：98年8月1日
六、聯絡地址：100臺北市常德街一號

台大牙醫學系林俊彬主任收。
七、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6856 呂娟馨小姐

傳　　真：886-2-23831346
E-MAIL：jsleu3@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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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筆者現年八十七歲，曾自三十九歲至七十九

歲有過四十年的高爾夫球齡，回顧能享受高爾夫

球之往日，不勝感慨。本會愛好高爾夫人士不在

少數，說起高爾夫理論相信都各有一套。當然，

精通理論未必定是實力堅強，實力堅強的也未必

一定精通理論。可是，不管是誰，大概都曾發生過

這樣的疑問吧，那就是，向球師們請教的也好，

從書本、雜誌中讀來的也好，理論多不一致，正

反對的意見出於不同的球師，見於不同的書是常

有的事，那是怎麼一回事？

究竟golf swing的正確姿勢是只有一種呢？

還是有好幾種？如果是有好幾種的話，姿勢的哪

些部份是只有一種，哪些部份有多種？多種的部

份其變化的幅度有多大呢？對於這些問題，試就

手邊所有十餘冊高爾夫書籍及雜誌所刊世界第

一流球員的swing照片，加以研究，想來不無有

些意義。

（一）Grip
Grip有三種，即baseball grip, inter-locking 

grip (第�圖), overlapping grip，現在都是用

overlapping grip。同樣是overlapping grip，過

去有一種左手的finger grip，就是左手僅用手指

握桿的姿式，現在也不見有人採用了，目前都是

採用palm grip (第2圖)，就是手掌與手指併用的

握法。又同是palm grip，握桿的部位有的是放在

Golf Swing的基本見仁見智
楊  喜  松

第�圖

第2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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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根，有的是放在近拇指的地方，又由於球桿

長度不同而握位亦稍有變化，有人是球桿愈短而

愈移近於拇指。右手是finger grip，手掌之與grip
無關是一致的認識。

Overlapping grip的特徵是用左手第二指和

右手小指接觸，右小指有僅是放在左第二指的第

一節(手指第一關節與第二關節間的部份)背面上

的，也有扣牢在第二關節側面上的(第3圖)，而以

採用後者較多。

同是稱做overlapping grip，又有兩手背與

球桿平行的square grip，覆蓋左手背的hook 

grip和覆蓋右手背的slice grip三種分別，除了是

有意想打slice的人以外，普通是沒有人採用slice 

grip，不是square grip就是hook grip。square 
grip的話，在左指和右拇指直線放於球桿上，拇

指與第二指所形成的V字形，無論左手或右手的

都直對下顎之正中，也有人左手的Ｖ字形，稍稍

偏右對著右眼，這是Ben Hogen式的modified 

square grip (第4圖)。至於hook grip是左拇指置

於球桿右側，而右拇指置於左側面，其Ｖ字形無

論是左手或右手都對向右肩(第5圖)。也有人僅

是右手Ｖ字形對著右肩，而左手的Ｖ字形是對著

下顎正中的，這是modified hook grip。(第6圖)

Grip雖然要握得牢，但是膀臂的筋肉不宜

硬直，球師們都說左手應該比右手還要握得強才

好，也有的更具體的說左手的二分之一的強度。

（二）Address
一般情形，在使用木桿或長鐵桿時，stance

的跨幅較肩幅稍寬，球桿愈短，跨幅亦愈狹，5號
鐵桿時跨幅與肩幅相等，以次之短鐵桿，則跨幅

隨之漸狹。可是，也有些球師，不管用什麼球桿，

都是一樣跨幅的。有些球師更說stance寬，球會

打得更遠，身體柔軟的人，只要不妨礙上身的迴

第4圖

第3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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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與膝部的動作，他們勸人儘可能站得寬一點。

體重有人是放在腳跟上的，有人是平均放

在兩足全部的，更有人兩膝向內彎曲，把體重放

在兩足內緣上的，一般多是採取膝部微曲，跨馬

式的姿勢(第7圖)。也有人主張，重心本來放在腳

尖的人，則應使兩腳微曲，好讓重心分佈兩足全

部上，重心本來放在腳跟上的人，則膝部不要彎，

直立著好使重心放在腳跟上。至於在打球時，體

重的左右分佈，一般是在driver shot時，稍稍偏

重右足，fairway wood以次，則稍稍偏重於左足。

也有人把重心平等放置在左右兩足的，也有人不

管打什麼球，一律把體重放在右足的，更有些球

師對重心分佈不必特別加以注意的。

兩腳的腳尖，有人是左右同程度外開，有人

是左多右少的外開，也有只開右足不開右足的。(
第8圖)

Stance的種類分closed stance, square 
stance, open stance三種，有的人closed 

第5圖

第6圖

第7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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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ce, fairway wood, long and middle iron時
用square stance, short iron時用open stance, 

chip shot時用square stance。也有人在wood與
long iron時用closed stance, middle iron時用

square stance, short iron用open stance。也

有人只有short iron時用open stance，其他都是

square stance。更有些人不管打什麼球，用什麼

桿子，一律採用三種stance中的任何一種，不加

改變的。可說stance是因人而異，並不一致的。

至於address時兩腕的位置，有的人肘部輕

彎，也有不彎的，也有人左手筆直右手輕彎的。

而手腕有的是hand down，有的是hand up，有

的是取其中間的，也是意見一致。

頭有的人放在正中，有的人偏左，有的人偏

右。對於這一點，球師以為喜用左眼的左偏，喜

用右眼的人右偏，是合理的，這項意見應是值得

一聽的。也有人說應單眼看球，注視球的背面。

球的位置，有的人不管用什麼球桿，總是放

在左足踵線上，有的人，只有在driver shot的時

候才放在左足踵線上，fairway wood與long iron
則稍稍偏於內側，middle iron以下則都放在兩足

中央，也有人short iron時是放在中央偏右的。

桿頭一般多是緊放在球後的，也有人在

driver shot時用up blow打法的而稍為把桿頭

放得遠一點。手的位置普通木桿時桿身都是保

持與飛球線成直角，而鐵桿時手稍移於桿頭之

前方，但是也有像Tommy Armour一樣在driver 

shot時，是把手放在桿頭後方的。至於手與身體

距離的問題，木桿以距離兩拳為通常標準，但也

有人放得更近的，不過，桿身愈短，手應愈近身

體，則是定論。

Tee shot時tee up的高度如何呢？一般是以

球在桿頭上半段的位置為標準，也有人tee up竟
完全高過桿頭的。

（三）Back Swing
Back swing以前，有人先要試著waggle的，

也有人完全不用的；有人要forward pushing的，

也有人不用的，在forward pushing時，有人是把

腰向左方擺著，有人只把左膝向內彎進。

球桿一般是用左手舉上的，也有是兩手同

舉、甚至於也有僅用右手舉上的。Take back時，

手、腕、肩有的人是同時動作，也有手比臂、臂比

肩稍為動作得快的人。有人重視肩部的迴轉，以

為肩轉，腰會自然跟著轉的，也有人重視腰的迴

轉，以為腰轉，肩會轉得更多。

第8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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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swing時左膝向內側前方微彎，體重

移於右足，這是誰也不反對的，可是，這時有人

左足跟是上舉的(第9圖)，也有人不上舉而只讓左

足外側線稍為抬一抬(第�0圖)。也有人只有在用

木桿時才抬腳跟，用iron時則完全不抬腳跟的。

Back swing時，有人的左臂強勁的伸直(第
��圖)，也有人輕輕伸出而肘部稍微保持彎曲的

人(第�2圖)。右臂有人離開身體，也有人不離開，

使上臂緊挨著身體而進行back swing。有人以為

手腕是應該在back swing開始的同時就要cock
的，這是early cocking論者，與此相反，有人以

為過早的cocking，會使弧線縮小，而且在down 

swing時，有容易使桿面成為open face的危險，

所以不好，而以為宜在桿頭高與肩齊時再cock，
這時late cocking；在這兩者中間的，還有主張

在桿頭高度及腰時開始cock的；更有人在back 

swing時根本沒有cock動作的(第�3圖)。

第9圖

第�0圖

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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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back時桿頭的軌道，有的是直向裡面

拉的，有的是在飛球線上直拉了30~40公分以

後再向後拉的。有人以為應儘可能沿著飛球線

舉桿，也有一從開始就是拉向out side的極端的

人。

Back swing的top，一般以為球桿舉至水

平面時為適度，可是，也有超過水平面的over 

swing的人(第�4圖)。一般情形使用鐵桿時較木

桿的top為小，很多人都採用three quarter。也有

一種叫做電話box swing的，舉至腰的高度時就

停止了，似乎是D. Sanders的變形Swing (第�5
圖)。

Back swing的速度，很多球師都說慢一點

好，更有人說大約為down swing的三分之一就好

了。可是球師們的swing一般都是很快的。有人以

第�3圖 第�4圖

第�2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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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back swing將決定swing的好壞，也有人以為

並沒有太大影響的。

（四）Down Swing
Down swing的起點，有人是採取於back 

swing到達頂後，即平穩轉進的one p iece 
swing，有人以為於到達頂點後，稍作休止再開

始才是更適當的。

Down swing時是那個部位先動呢？有的人

是肩部先轉動，有的人是左臂先向下伸，也有如

陳清波樣的先是右肘向右腰前靠近的(第�6圖)，
也有用腰先迴轉的人(第�7圖)，也有當上抬的左

足根落地時也就是heel down時開始的，種種不

同，賦予變化。應如Middel-coff樣也有人解釋說

身體好像是牽線的木偶一樣，一部份的動作必

然會牽連到其他部門，那一個部門先動作，結果

都是差不多的。

在down swing中，腰部轉回來時，有的人不

發生sway現象(第�8圖)，有人會向左方sway (第

�9圖)，後者是當手進入了hitting area時，腰線與

飛球線平行，也就是所謂腰扭得慢的人。而後者

是腰線已轉對飛球線也就是腰扭得快的人。不管

怎麼樣，down swing的體重，必然會再移回左足

是一定的道理，這是沒有意見的少數部份之一。

第�5圖

第�6圖

第�7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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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達到hitting area時，右手移近右腰，

手腕應該保持cock，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可是

down swing的面，有的人是與back swing的面

是通過同一個面的，也有人是inside out通過不

同的面。Ben Hogan就是後者的代表。桿頭揮

出的方向，有人是inside out，有人是inside in，
也有人以為是在距球後方30~40公分處就一直

沿飛球線打出為最理想，如名球師Middlecoff就
是其中之一。除了bunker shot以外，誰也不會用

outside in的。

打球，有人是用左手打，有人是用右手打，

也有人左右平均用力打的。有些球師教人，身體

的重心本來放在右足的人用右手，本來放在左足

的人用左手去打。

用driver的tee shot雖然多數都主張用up 

blow，或者side blow去打，使用fairway wood
乃至iron時應該用down blow去打。但是也有少

數球師主張，甚至driver也應該用down blow去

打的，淡水出身的陳清波、謝永郁都是屬於這

一派。Down blow的正確打法，是要打球前方

的turf也會削掉的，又雖然一樣是down blow，

wood總是比iron要弱一點，是近於side blow的

down blow。

（五）Follow Through
Follow through是由back swing, down 

swing一連運動的結果，不是由意識形成的，純

粹只是自然的動作。Follow Through時，主張應

以右手為主的球師，都是右手的強打者，反之，主

張應以左手為主的球師，必是左手的強打者。兩

臂有的人只伸直右臂，而左臂彎曲(第20圖)，有

的人兩臂同時伸直到與肩平齊的高度。Turn up
有一直沿著飛球線把桿頭舉上，也就是不用扭轉

第�8圖

第�9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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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的打法(第2�圖)，也有使左右兩下臂交叉，

也就是扭轉手腕的打法(第22圖)。球桿的軌道有

一度外出於飛球線的，有筆直沿著飛球線延伸

的，也有在impact後立即進入內側的三種情形。

不用說，這些是受down swing軌道影響的結果。

至少在現役的球師裡似乎還沒有人在impact時
把左膝伸直了的，因此，一直到follow through的
階段，都是彎膝的(第23圖)，只有在進入Finish時
才伸直的。

Finish時，普通都是兩臂彎轉，club shaft
降至水平以下，甚至接近垂直(第24圖)，但也有

兩臂高舉在頭上如Palmer式的finish (第25圖

)。Iron的Finish一般都較wood為小，特別是近

年，為了希望球得飛得正確，似乎故意有使iron的

finish減小的傾向。

結　　語

我讀了很多高爾夫課本，觀察分析過許多一

流球師的照片，調查過球師們對於golf swing基
本的看法以及作法。

在golf swing基本的諸因子裡，所有球師都

是一致而沒有變異的因子，實在極為稀少。對

於大多數的因子，球師們的想法，多少都有些不

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見也不在少數。可以斷言

的是高爾夫的技術多伴隨有矛盾，其基本絕不是

單一的。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但是走向羅馬的

道路卻有多條。和這個道理相通的，golf swing
的熟練不是一蹴可成的，但是走向成功的路也是

很多的。

Orthodox的swing，不過只是比較多數人的

見解，嚴格的說，正統的swing是並不存在的。即

第20圖 第2�圖 第22圖 第23圖

	 	第24圖	 									第25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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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被稱為變樣的swing，熟練了的話，一樣能

打出漂亮的球。再說，世界球王Arnold Palmer
的特殊的 f i n i sh，再怎麼恭維，也不能說是

orthodox。被稱為電話box swing的D. Sanders
的back swing與finish，樣子的確不好看，但是

他的球實在飛得夠直，制霸big tournament是我

們在電視裡看到了的。而no cock swing的杉原，

在日本是屈指的最具實力者。

由於人的體格、氣質和其他的原因，swing
是因人而異，千差萬別的。所以說一個人的

swing雖然稍有些特別的地方，只要球能打得

直、飛得遠，又沒有失誤的話，那就安心打好了。

為了安慰與鼓勵這些球友，正是我寫本文的目

的。

(註) master eye (主眼)與身體的重心：

打球的人，應該知道自己兩隻眼睛那一隻

是master eye (主眼)。如果右眼是master eye，
那就應該用右眼注視球，頭絕對不要右傾。Jack 

Nicklaus以頭左傾有名，那因為左眼是他master 
eye的緣故，所以不可隨便模仿。要認清自己的

master eye，可於一張紙上，打個2~3公分的洞，

置於約距60公分的前方，先從洞穴中用兩眼看

目的物，然後再閉左眼看目的物，如果能夠看到

的話，那就知道右眼是master eye，相反，如果

閉右眼而能看到目的物的話，則左眼是master 

eye。

另有一個測量身體重心的辦法，以兩個體

重計並放，兩足分別立其上，右方重者，則知身

體重心在右，反之，則知重心在左。筆者順便在

此建議浴室裡放兩個體重計。

（作者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3年畢業）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壹名

(一) 應徵資格：
 申請時已具博士學位，所需專長為流行病學相關領域，對流行病學之教學與
研究有高度熱誠，有具體成果者尤佳。

(二) 檢具資料：
 申請信函(註明申請專長為流行病學，以及申請職級為助理教授、副教授、或
教授)、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影本、三封推薦信、未來五
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它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三) 截止日期：97年10月31日(以寄出地郵戳為憑)。
(四) 聯絡地址：

 臺北市徐州路17號501室，臺大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李文宗所長收
(五) 傳真專線：886-2-23511955

E-mail：wenchu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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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在先父所著一九五六年十月印行的自傳

《六十回憶》中第7頁有這樣的一段：

「余日間受人役使，稍有餘暇，勤奮攻讀；遇

有不瞭解之處，窺伺有閑「係員」，趨問請教。有

名當房森吉者頗愛余，其宿舍在「台南公館」(現
臺南市公會堂後面)，退廳後余代其到市場買菜，

彼則教余數學、日文，於是余學大進。其後當房氏

掛冠前往南洋，發刊「南洋及日本人」雜誌，音信

間斷甚久。余因一九二三年，臺灣當局以違反治

安警察法架誣，與蔡培火、蔣渭水兄等，同拘入

獄。當時此事曾轟動日本全國，當房氏在南洋聞

悉，曾撰文記述余幼時情狀，刊於其經營之雜誌

寄余，為余一生最寶貴之紀念品。不料一九四五

年三月一日，盟機轟炸臺南時，同付一炬，並余一

生之紀念照片、日誌、論文亦遭焚燬，痛哉!當余

至當房氏在臺住宅時，常遇其獨飲啤酒，每招余

同飲，余稍識啤酒滋味者，自彼時始。當房氏時

尚未娶，送余極多書籍，如化學、物理等書，厥時

余尚不識此等書之內容為何如也。」而在台灣文

史作家莊永明先生所著《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

事》(遠流出版)第63-64頁也有如下的數段：

「由於服務的單位是地方稅系，每逢開徵稅

金之期需要開立稅單，需要大量抄寫人員，人手

不足時，韓石泉也參加『告知書』(繳稅通知單)的
抄寫工作，能多賺些外快以幫助家計，他也樂於

接受這份工作。

韓石泉工作勤快，抄寫的份數很多，所得比

整整六十年前失，而復得的一件「家寶」
韓  良  俊

圖為韓石泉在當台南州廳「給仕」(工友)時之上級同事

兼補習老師名當房盛吉者於離台之後，遠赴「英領新

嘉坡」(當時名稱)並於�9�6年8月28日，擔任發行兼印

刷人所發刊之週刊「南洋及日本人」雜誌，其封面印

有東南亞簡單地圖與 “NANYO OYOBI NIHON=JIN”
(刊名的日文發音)及NO.247字樣。其「賣捌店」列有
台北新高堂、上海日本堂書店、新嘉坡花屋商會和「彼

南山田新助」等。本期發行日期為�924年3月20日，恰

與註者在[註45]所料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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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還要好，父親頗為嘉勉。父執陳先生曾笑著

對他說:『你現在雖然屈為給仕，但是如此勤勉

用功，來日必可升為參事。』

他自習之餘如遇不解之處，便就近向同事請

教，因此有空閒的『係員』，

便成了他的臨時老師，有一

位名叫當房森吉的同事，見

他好學不倦，十分疼愛他。

當房先生的宿舍，住在

『台南公館』後面，有時韓

石泉代他到市場買菜，送到

他家時順便接受其教導數

學與日文，當房講解不厭其

詳，使韓石泉受益匪淺，學

業大進。

未有家室的當房，被派

到台灣來，憂悶可知，經常

獨飲解愁。每當韓石泉來

訪便引為酒伴，韓石泉初嚐

啤酒滋味，便是受到當房的

『開竅』。當房先生還送給

韓石泉不少書籍，如化學、

物理等，雖然當時他還看不

懂這些書。

當房森吉後來辭去台

南州廳官職前往南洋，成

為一位文化人，在當地創

辦了一份《南洋及日本人》

雜誌。此後雖然音訊間隔，

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

發生時，韓石泉和推動台灣

議會期成運動的同志一起被拘捕下獄時，遠在

南洋的森吉知道這項殖民當局壓迫台灣人自治

運動的消息，極為不平，特別撰述一篇文章，刊

載於他所經營的雜誌，以為聲援，並且郵寄了一

份到台灣給他，對於亦師亦友的當房森吉，他衷

刊登『韓石泉君』文章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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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激其道義上的行動。

當房森吉這篇文章，韓石泉一生視為最珍

貴的紀念品。不幸卻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盟

軍飛機轟炸台南時，和他珍藏的日記、紀念照

片、論文，同付一炬。」

可惜先父自己認定為「一生最寶貴之紀念

品」的當房氏寫於一九二四年之這篇文章，自

一九四五年燒失後一直到先父於一九六三年猝

逝，未能讓他於生前重新讀到，這事也使我們全

家人一直引為憾事。直到二○○五年九月，我曾為

正連載於《健康世界》雜誌358期的修訂第三版

《六十回憶》的註45寫過：「《南洋及日本人》雜

誌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治警事件發生日

期)之後出刊，以至一九二四年內之各期中，當必

有韓石泉認為『余一生最寶貴之紀念品』文章，

如能在日本國會圖書館和相關的較大圖書館搜

尋，或可找到也說不定。」

事有湊巧，就在我寫這一段註的日期之後不

久，有一位台籍的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陳恆昭先

生(舍弟良博南一中高中以來的好友)因有要事，

正回台來往於台北、台南兩地，我就把握良機，

請家兄良誠於陳教授來訪韓內科時，特別拜託

他回日之後，從日本國會圖書館及包括東京大學

之各大學圖書館搜尋，看能不能找到《南洋及日

本人》雜誌中之這篇文章，我也另又寫信請託。

陳教授也非常樂意幫忙，真的為我們在日本各處

努力搜尋，甚至還找向他曾留學過的英國牛津大

學，並三番五次隨時以傳真和我聯絡他搜尋的結

果。可惜在這些地方雖找到這本雜誌，但卻都缺

所需那段期間的數期，以致無法如願找到該文。

正在大家失望快要放棄時，幸好陳教授想到他曾

有一位在東京大學指導過的台灣研究生王能君

先生，當時已是台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陳教授遂

轉託他也試試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搜尋看看。

這一尋之下，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有

如奇蹟般，得能在中研院找到了一九二四年三月

二十日出刊的《南洋及日本人》第247期，且在其

2�-22頁赫然尋得千辛萬苦想要找到的那篇文

章，作者道理庵正是先父幼時的補習老師當房

盛吉，而且果然是我在上述註45研判的那一段

期間內所寫的。這真應了一句話：「眾裡尋他(它)
千百度，那人(文)就在燈火闌珊處」！

下面就是我們整整期盼六十年終告尋得的

「家寶」──當房盛吉寫的「韓石泉君」一文。因

係日文，我特將其翻譯如下：

韓石泉年輕時坐於書桌前勤奮用功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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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欄：螺旋槳的響聲──韓石泉君

道理庵(按，本名為當房盛吉)作
韓良俊 譯

前一陣子，參加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陰謀

團(譯者按，這當然是基於日人觀點之錯誤名詞)
成員中有十四名(譯者按，正確為十八名)被起訴，

預審終結被判有罪之事見諸報導，其中有台南市

的醫師韓石泉的名字。而我所認識的人中，也曾

經有姓名相同的「韓石泉」其人。是否為同一人？

若從其年齡、職業推想，我想應該是不無可能

的。

那是明治時代要變為大正之前，當時的民

政長官就是現任的內田嘉吉總督。那時在台南州

廳(譯者按，位在今之「國家台灣文學館」)有一個

工友名叫韓石泉，是個十四、五歲的台灣少年。

他可說是聞一即知十，其聰明實無人能比。特別

是他在數理方面的頭腦很清楚，因此在工作單位

深受期許，他的上司白井氏(後改名高白田氏)對
他寄予厚望，並鼓勵他投考台北醫專(譯者按，此

係「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之誤)。

在他準備入學考試期間，可以說一直是片刻

都書不離手的。而在每天退廳(譯者按，下班)後
以及每個星期日，他都會來到我當時在台南公館

(譯者按，在「台南公會堂」後面)內我的住處跟我

研習數學和其他科目。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去安

平散步。而我回家的時刻無論多晚，韓君都會在

我家等我回來見面。有時會留下來一起吃飯，或

吃吃餅乾之類；偶而有我異性朋友來訪時，韓君

雖不刻意迴避，卻也不會顯出有興趣的樣子。他

曾不只一次對我說道:「我現在不對異性表示興

趣，並非是還年輕的緣故；有一天我如『立業』

了，有能力使妻子溫飽時，我會不考慮年紀大

小，就會娶妻『成家』的。」又說：「如果萬一雙親

有一天別世了，則為了韓家的緣故，即使仍屬年

少也會娶妻的。」「只為了獲得異性慰藉而結婚的

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去做。」以上這些話，就講得

有點像小孩子在講大人話的樣子了。

我曾去韓家拜訪，並在韓君通譯之下和他

雙親面對面談過話。他的父親看來是一位相當

有學問的漢文學者，但家中經濟狀況算是貧窮

的。因受到其父薰陶，韓君有很固執的一面。韓

父說過：雖然社會進步了，最需忘卻、排除的卻

是法律，因為法律雖然有時可區分正、邪，但另

一方面，在訴訟、裁判時，明明是可依常理認定為

「善」者，也往往因「證據不足」而無法明判其為

「善」。

日夜不懈地準備醫學入學考試的韓君，其

用功的程度實在驚人，而且以僅只畢業於公學

校(譯者按，相當於國民小學)的學歷看來，他真

是博學得很。而在我回去內地(譯者按，指日本國

內)不在家的期間，他集資北上參加了醫學校入

學考試，結果居然被高分錄取了。之後，我和韓

石泉就沒有繼續會面的機會。這樣又過了幾年，

好像在前年(譯者按，一九二二年)，由於偶然的

機會他獲悉我在新加坡，就寫信給我報喜道：已

經順利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目前就職於

台南醫院，並且已經結婚成家云云。(譯者按，家

父入台南醫院服務係在一九一九年，但其時仍未

婚；一九二二年自台南醫院辭職，其前一年與家

母訂婚，約五年後始成婚，故這位日本友人此處

之記述，當係「已訂婚」誤為「已結婚」。)

長久不通音信之後，接到你的來信(譯者按，

本文語氣從此段開始，對第二人稱講述，有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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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讓我滿心歡喜，雖然如此，今天看到的消息

卻報導有和你同名同姓的「韓石泉」者因違反治

安警察法(譯者按，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發生，史稱「治警事件」)，被判有罪。如果這兩個

「韓石泉」確屬同一人，我這就有話要說了──

製糖會社收買土地的事，的確是殘酷的；那

時代官尊民卑的歧視的確是太過分了；台灣人習

於無稅的古老慣例之後，忽然被抽取各種租稅，

使愈貧者愈感受塗炭之苦；急遽的進步凸顯出

根基過於薄弱；同為官吏者中部份雖受知識階級

人士親近，但多數低層官吏卻反而作威作福；而

且更甚者，一般不智的內地人(譯者按，指在台日

人)橫暴成性；以上這一切的一切，我知道你必早

已感知並且慨嘆過。

曾有一次，台灣人兒童對著某內地商人的妻

子稱呼為某某「老闆娘」，那商人妻子就怒叱那

小孩說，不許叫「老闆娘」，應該叫「夫人」。那

少年仍譏笑說，「居高位的高官且其人格高尚者

的妻子才是『賢夫人』，其實像你這種操『賤業』

(譯者按，指那時的商人)人格低下者被稱「老闆

娘」，已屬太好了。」我倆曾在我台南公館寓所談

論過此事，諒你仍記得。當時的台灣，有很多似

此無智之人；與此相反，你所受的教育程度即使

面對比你年長的內地人，要指教他們你亦綽綽有

餘。因此，你必瞭解其他台灣童子的教育程度多

差了吧？

那時我們也談過，有一位台北的郭君說台

灣人的願望曾經是，不要使台灣成為日本領土，

而且想如何打倒清朝，恢復漢人的皇朝(譯者按，

此處似指「反清復明」)。我則以為，應該更進一

步，不要切割同文同書的日本、中國，毋寧採行

同為世界上的有色人種理當同走之路。當務之

急，不論是高層、基層的在台日人以及成為日本

領土的台灣居民之間，要去除隔閡，並且須一律

稱呼為「移住台灣的日本人」和「台灣原住的日

本人」，要如此各進一步，相互包容。(譯者按，這

有如現今提倡之「台灣原住民」、「台灣老住民」、

「台灣新住民」等稱呼)。

為要達此，你們這些人(譯按，指受過高等

教育之台人)要為民表率，指導「原住台灣的日本

人」(譯者按，此處指台人)，並希望他們能和移

住台灣的非官方、平民日人融合在一起。你該記

得，這件事我曾和你談過許多次。當其時，你也

曾對我的意見表示首肯，並對我說過，希望我能

長住在台灣。可惜的是，雖然超乎對移住台灣的

日人以上地，我更捨不得離開(我認為是)原住台

灣的日本人(即是你)之情況下，我還是移居到南

洋來。我原本期待有暇時再赴台一遊，遺憾的

是，看來你已不是原先我所認識的「韓君」了！我

暗自希望：你只是一個追求台灣人地位之向上而

加入為秘密結社的團員，而非想策動台灣獨立的

陰謀團成員(譯者按，這當然也是站在日本人母

國本位的偏頗觀點)。

但是，如今你們的證據文件已遭押收，並被

判有罪(譯者按，此為誤傳，因初審時治警事件涉

案之十八人全體皆無罪，迨檢察官上訴，第二審

始判蔣渭水、蔡培火等共七人禁錮，其他六人罰

金，其餘五人無罪，無罪者中包括韓石泉在內)，
我不得不認為你們這夥人只習得了日本文明學

問的皮毛，對你們的未來曾寄于厚望的我，一切

期待算是落空了。於今，我只能期望，由於你們

這些早晚必被發現的少數人陰謀團作了犧牲之

後，能引起台灣統治當局的覺醒、改善，而不致

於貽禍給全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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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餘�音

通觀這一篇專欄文章全文，可以發現它其

實不只是韓家的「家寶」而已，因為它呈現了

�9�0-�920年代台灣社會的一些情形，特別是

那時來台日人的心態。譬如在其第七段(即改而

對第二人稱敘述的第二段，起頭為「製糖會社

……」)提到許多當時在台灣社會發生之不公不

義事件，而基本上，當房氏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是

比較開明而同情台灣人的。

但是對於如何使台灣人皇民化，以及對「治

警事件」的觀點，他可能就不脫當年一般日人的

偏見，而對涉入治警事件的韓石泉與其他台人，

他採取反對甚至敵視的態度，這種態度從文章

後半以至最後一段可明白讀取出來。而這種態

度，又跟先父的恩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堀內次雄

校長對同類事件所採取的苦心及同理心立場大

不相同。在《六十回憶》第�9頁，先父對此有如下

的描述：「堀內先生和一般日人不同，來台後開始

學台語，他教台灣青年日語，而自己學習台語，其

偉大精神，由此可見一斑。堀內先生門人多是當

時民族運動先鋒，先生非不同情此項運動，深恐

門人因此受虧，曾暗中規勸，余亦受其勸告，當

時曾對先生不滿，及今思之，始覺先生用心之苦，

而處境之難也。」｣

相當有趣的是，在前述莊永明先生所著的

《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第63頁最後一段(「當

房森吉後來辭去……」至「……對於亦師亦友的

當房森吉，他衷心感激其道義上的行動。」)，著

者採取了善意的、明理的詮釋。可是，現在依據

這新出土的「家寶、史料」，事情真相可惜並非如

此，而且反而是令人遺憾地寫信來「埋怨」或「譴

責」的(如文章後半各段)。

另一點需要訂正的是，雖然先父在《六十

回憶》中提及當房氏的名字為「當房森吉」(第7
頁，莊永明在其書中亦援用此名)，但根據這份史

料，當房氏在《南洋及日本人》雜誌的發行兼印

刷人所記載的本名是當房「盛吉」(也是該專欄

作者)而非「森吉」。錯誤可能出在不管是「盛吉」

或「森吉」，在日文中都可讀為(MORI KICHI)，
先父可能因這兩字同音而記錯、寫錯名字了。由

此可見，依據正確史料記載歷史的重要性，而先

父和莊先生在執筆當時尚未能接觸到這一份史

料，以致記述有誤，這多少也可算是「非戰之罪」

吧！

至於該文前半，述及先父在十四、五歲之

少年時情狀，說他「聞一即知十，其聰明無人能

比」、「在數理方面的頭腦很清楚」等先天上資

質優秀的一面，但讀者更需注意的是先父所作的

辛勤努力(可再參閱該文第三及第五段)，因此他

才能如願考上當年台人夢寐以求的總督府醫學

校，並且有後來波瀾壯闊、為台灣打拼不懈的一

生。而先父在少年時即已展現的異性觀，雖然被

當房氏調侃為「小孩子在講大人話」，但從這一段

的描寫，也可預見先父一生確實做到愛情忠貞不

二，充份成功地扮演了一位好丈夫、好父親的角

色。

於此，不妨參閱先父於四十六年後的�956
年��月出版的《六十回憶》第��2頁，其中敘述

�95�年3月3�日於台南市民權路自宅三樓，舉行

結婚二十五週年的銀婚慶典時之盛況，有如下的

一段：

「當日余報告結婚生活經過，從畢業、議

婚、偷窺、鍾情、戀慕、求婚、訂婚、教讀、入學、

夜勤、畢業，至結婚、蜜月旅行、留日、病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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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光復，以至重建事業。余特報告強調四點：

　

一、 自與鸞妹訂婚以後，愛情沒有轉移，即未曾

愛上其他任何女性。

二、 迄今尚不知有結婚倦怠期。

三、 未嘗有感情的衝突，換言之，相敬如賓，未曾

反目。

四、 經濟絕對公開，自由使用，沒有限制，互相信

任，沒有懷疑。

最後介紹子女淑馨、良信、良誠、良俊、淑

真、淑清、良博、良平、良憲。是日余精神倍覺愉

快，不減新婚之夕，使余沉溺於快樂幸福之中。」

總之，新出土的這份家寶，也是很珍貴、頗

有價值的一份台灣史料，我相信該文非常值得

提供給大家分享、細讀及保存，故撰此文以饗讀

者。(2008.2.26.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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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石泉博士在韓莊銀婚慶典中報告結婚生活經過

「作者來電訂正」
景福醫訊第25卷第2期(2008年2月出刊)
作者林洪謙「北歐自由行」一文中，有一圖文字敘述失誤，更正如下。
Page27，左邊圖1
原圖敘述：“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Den Lille Hav Frue”1993年建造
更正如下：“美人魚”，“The Little Mermaid”，“Den Lille Hav Frue”1913年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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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大管絃樂團的回憶
賴  明  詔

我是在醫學院三年級(�963年)時參加醫學

院的杏林弦樂團，當時醫科五年級的柯守魁任團

長，由於柯團長的魄力，首次召集台大校總區的

愛好音樂的同學與杏林弦樂團合組台大管絃樂

團。聘請國防部示範樂團的指揮樊燮華上校擔

任指揮，立即雄心萬丈，有全台巡迴演出甚至到

香港(柯團長為香港僑生)演奏的計劃。當時管樂

部較弱，還透過樊上校的關係向國防部示範樂

隊借了幾位管樂團員來助陣，經過幾個月的密集

練習，終於在台北國際學舍及台中台南共演奏了

三場，這是台大管絃樂團的處女航。但是香港之

演出終沒有成行。記得當時演出的重頭曲目是修

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法國號的角色特別重，靠

著向外借將的幫忙才得以順利演出。就只此一次

演出之後台大管絃樂團不再練習，等到再復團已

是我畢業(�968年)後的事了。但杏林弦樂團仍斷

斷續續由包括我本人的幾位團員支撐著，通常是

在醫學院同樂會時表演室內樂，由高坂知武教授

指導。幾個當時的團員現在還在台灣，包括莊伯

祥醫師(小提琴，和信醫院)，另有幾位管樂家，例

如郭耿南(單簧管，現任職國家衛生研究院)也是

音樂會的經常參與者。所以我與台大管絃樂團的

關係就只有那短短的一學期。當時大家的音樂

水準一般不高，所以能演出未完成交響樂曲已是

很好的成績。

我早期師事楊子賢老師習琴，在醫學院時

代陸陸續續學了大約四、五年，畢業後即留美，

滯留於國外三十多年，出國後最初十幾年沒有碰

過琴，後來再重新恢復拉琴，也參加南加州大學

的社區管絃樂團。期間(�988年)曾回國在中央研

究院服務半年，得有機會再度在楊老師處學琴。

四年前回國長住才真正有恆心地再度拾起提琴，

在這幾十年的玩琴過程中，在台大管絃樂團演奏

的階段是受到樂團正式訓練的一段經驗，那時

也是師事楊教授最認真學琴的時期。現在我提

琴的技巧已不如往昔，但是卻增加了對音樂的

體會及感覺，現在拉琴已經可以融入了自己的音

樂感而不止於對技巧的揣摩，這是拉琴隨著年紀

而成長的心路歷程，是感覺最快樂的時期。

今年初當了成大校長之後，有機緣與奇美

企業創辦人許文龍先生一起在成大舉行一場音

樂會，有幸借用了奇美基金會收藏的Stradivari
名琴，這把琴先後被Joachim、Elman及Suk擁有

過，音色之美真是“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這是一

生最難忘的經驗，也是擔任成大校長的一個意

料不到的福利。

現在台大交響樂團的水準已超出當年許多，

這是時代的進步，一代比一代好。恭賀你們年輕

一輩的成就，也祝褔你們永遠不要放棄你的樂

器。

2007.07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成功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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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田(Shimoda)、唐人阿吉、陳
傳峰的金色夜叉、「淨蓮之瀧」
(Joren-no-taki)

翌日終於天晴，早餐後坐車到下田市。下田

是伊豆半島南端的小港口，人口只有兩萬五千

左右，可是在明治前後時期是個日本歷史上

很重要的外交政治舞台。�853年美國軍艦由

Commadore Matthew Perry率領，出現在日本

外海，被稱為「黑船」，要求日本開國的地方就是

下田。翌年，俄國軍艦由Putjatin指揮，也從下田

登陸。

當時長州藩士吉田松蔭(Yoshida Sho-in)，
在下田曾經企圖登上美國船，被拒絕，然後被日

方幕府逮捕幽禁。他是思想家、教育家、軍學家，

是對日本對外思想有極大影響的人物。他強力

教導要尊皇倒幕、要廣蒐外國資訊，還主張將滿

州、朝鮮、台灣、菲律賓、等地收入日本影響範

圍之內，可說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閥思想的始作

俑者。教出來的學生中有眾多倒幕運動中早年

戰死的人物，及指導明治維新的主腦【木戸孝允

(Kido Takayoshi，明治維新前尊皇攘夷運動的

中心人物，明治維新各項政策的主要推手。可參

看筆者「日本北海道之遊」)、高杉晋作(Takasugi 

Shinsaku,也是尊皇攘夷主角之一，曾被派往上

海，觀察過太平天國之亂、滿清的被殖民地化，

因而二十四歲代表日本和英法美荷四國聯軍談

判時堅拒土地租讓，二十七歲時肺結核死亡)、

伊藤博文(Ito Hirobumi，曾留學英國，明治首任

議長及首任內閣總理大臣，草創憲法，就職朝

鮮統監後被安重根刺殺)、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第九代內閣總理大臣，擴充軍備，成為

陸軍幕後人物，被稱為軍閥之祖，八十三歲死亡

時國葬)】。吉田松蔭因承認陰謀暗殺幕府元老，

被捕入獄處死，死時才二十九歲。和現代人相比，

日本幕府時代、明治早期的人物似乎都很早熟。

我們現代人可以說要讀的書很多，不可能太早到

社會上做事。其實一個人要事業成功，遲、早，都

一樣。人生盡力而為就是。

�854年美日簽定修好條約，下田與北海道

的函館同時開港。�856年，美國大使Townsend 

Harris來下田。這裡又發生了一個有名的「唐人

阿吉Okichi」故事。當時Harris不知是否因為生

病，要一位看護(誰不會猜測他要的是一名短期

的妾！)，結果找到當藝妓很有名聲的美女齋藤

吉(Saito Kichi，阿吉，Okichi，�84�-�89�)。原來

Okichi已有許婚者而不願意，結果被當地藩主軟

禁，提供重金，二十五兩銀給她，以後每月十兩；

又給她的木工許婚者「松鶴」穩定的公家工作，

而事成。阿吉服侍Harris的時間據說不到一年就

因Harris離開而解雇，但是當地人，看到她生活

變富裕，由初時的憐憫變為嫉妒、歧視、排斥。

阿吉開始酗酒，雖然後來和原來的許婚者結婚

或同居，終於離異。她恢復藝妓職業、開料理店

都因酗酒而失敗，終致乞食數年。五十一歲時，

投水自盡，結束了哀怨的一生。當時日本人心地

2008悠遊東京、伊豆八日紀(下)
許  清  曉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八月28

狹窄的一面、極端的排外或是懼外心理，從這故

事可看出。只因她和外國人同居過，就不能接受

她是日本人，稱她為唐人，連原來齋藤家之菩提

寺也拒絕埋葬她，最後葬在下田市寶福寺境內

一角。他投水處已改名為「阿吉之淵」(Okichi ga 

huchi)，每到她投水的三月二十七日就會有人去

祭拜。

看完展示這些故事的小「開國博物館」，再

到Perry和日方簽訂「和親條約附錄下田條約」

的地方--了仙寺。中餐後再坐巴士到半島中央山

區。途中在車上，陳傳峰突然起立講解，補充說

明我沒能講完的金色夜叉故事:他說昨晚看過一

本書，書上描寫日本十九世紀有兩位名女人，一

是唐人阿吉，另一人是阿宮。他說阿宮嫁給富山

之後，生活一直不快樂，有一天富山發現阿宮使

用的縫紉機有一個抽屜是上鎖的，一直感到很

奇怪。有一天，他趁她外出時偷偷地打開那抽

屜，發現裡面都是情書！他按捺心中急速升溫的

憤怒，沒說什麼。可是到晚上兩人躺在床上睡覺

時，他終於忍不住心中狂燒的妒火，忽然雙手抓

住阿宮的喉頭，獰視她的面孔狠狠地用力一捏。

阿宮突如其來的被襲擊，無法抵抗，吐出一口鮮

血掙扎幾下就死了，鮮血沾滿了她項鍊上的鑽

石!聽到這裡大家都肅然寂靜下來，看著他以沉

痛的神情繼續說完金色夜叉的故事。他說，阿宮

死後，富山匆匆地辦完葬禮，都沒透露她是他殺

的。過幾天，有一位穿著高貴的女人來訪，說她

要拿回寄放在阿宮處的一疊和情人間的來往情

書，這些應該是保存在縫紉機抽屜內，富山才恍

然大悟，他誤會了，情書是這女人的，他錯殺了

阿宮！我們聽得都深深地被這故事的轉折感動，

都一聲不響。不過我聽到一半就覺得奇怪，說，

我的印象中阿宮並沒有死哦?! 陳傳峰才鄭重地

聲明，「這故事的後段是我自己添加的。」這麼一

說，大家捧腹大笑。他太太才說這後段故事聽來

應該是從法國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摘來的。

他的故事讓我們笑了大半天。能臨時編造這麼

一段而語辭一句不修、面不改色，不愧是才子！

他在旅途中談天論地的能力以前也展示過。這

有點像是日本人的「かくし芸」(kakushigei，可

譯為「隱藏的技藝」)【平時私下學習一些唱歌、

跳舞、魔術等表演技術，以便在酒會同樂時，臨

時表演娛眾的技藝。看櫻花那天，男士喝酒後在

花下跳舞比手技的應該就是】。他的可是高段多

了，不用練習，即時組成話題。

到達山中的村莊「湯之島」(Yugashima)參
觀「淨蓮之瀧」(Joren-no-taki)，有一條小瀑布

接上溪流，溪水清澈見底，是可以付費釣魚的地

方。我們參觀短短十幾分鐘之內就看到一位溪

中釣客，釣到四、五條鮎魚。溪旁有密密地種植

翠綠色葉片的wasabi (日本芥末)、約一個房間

大小的池塘。該處路邊啟示板說明，wasabi原來

是日本獨特的植物，叫做Wasabia japonica (or 

Eutrema japonica，Japanese horse-radish)，
在日本平安時代(794-��85年間)就有記載，約

四百年前移植到湯之島。�940年以來努力栽培

改良，出現湯之島獨特的品種。Wasabi的辛辣

淨蓮之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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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是要將植物根部搗碎、研磨、攪拌才能使其中

酵素活化其含有揮發性的辛辣化學物質。因為它

是有揮發性的，吹氣就會逐漸消失其獨有的刺

激味，和辣椒不一樣。辣椒的刺激味叫做“hot”，

wasabi的叫做“sharp” (James Bond電影中 
“Gold Finger”很性格的一句--“Tart enough?”
--有印象吧?! 以後張長喜請我們吃生魚片時，

“Sharp enough?”)。

以前據說附近有「淨蓮寺」，旅客山路步行

辛苦地越過天城山(在伊豆半島中央的山脈，最

高處有一千四百公尺)，到這一地帶就可以去歇一

腳，現在已荒廢不見。「淨蓮之瀧」位置在山中低

窪地方，綠蔭環繞，與外隔絕，如同另一天地。瀑

布裡相傳有一美豔的女郎蜘蛛精，被她的蜘蛛

絲纏住，就會被拉入瀑布的水面下；看到過她的

人，如不能替她守密，也會死亡。因為瀑布一帶陰

森得很，人少的時候這種傳說是相當地迷人。附

近還有一個川端康成的小說中「伊豆の踊子」的

銅像【「踊子，odoriko」是日本旅遊技藝團的舞

女(戲子)】。

下午三點就到我們將住宿的「湯ヶ島」「落

合樓村上」。之前一、兩天，我們就聽甘、張兩人

告訴我們說，伊豆最後一天要下榻的是國寶級日

本旅館。

八、�文 人 墨 客 的「湯 ヶ島」
(Yugashima)、「落合樓村上」
(Ochiairo-Murakami)
在伊豆半島天城山中央有個「湯ヶ島」溫泉

勝地。其中有多家溫泉旅館，是自從明治時代就

有很多騷人墨客喜愛流連的地方，這些包括川

端康成、井上靖(Inoue Yasushi，�907-�99�，
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伊豆市人，京都帝

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作家、詩人，常以實

在人物作為題材。描寫武將「武田信玄」、「山

本勘助」的近年日本電視連續劇小說「風林火

山」就是他寫的。可參看筆者部落格的「立山黑

部水壩五日遊」)、与謝野晶子(Yosano Akiko，

�878-�942，大阪堺市堺区出身，寫日本「和歌」

的歌人、作家、思想家。初時以描寫女性官感而名

噪一時，以後又在日俄戰爭時期寫反戰的詩歌，

曾被駡為逆臣賊子，而著文反駁國粹主義之危

險。她還主張女人要受教育、要參政、要能經濟

獨立，是一位有強烈女權觀念、很特出的女性。

大阪堺市有她的銅像)等數十名。國際出名的川

端康成(�899-�972)二歲失父、三歲喪母、到十六

歲之前，祖母、姐姐、祖父相繼過世，養成很孤僻

的性格。少時似乎並沒能看得出文才，高中畢業

成績單上作文分數只有五十三，是全班八十八名

中的第八十六。不過十七歲就開始寫作，立志成

川端康成的小說中「伊豆の踊子」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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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家。有。「伊豆の踊子」、「雪国」、「千羽鶴」、

「古都」等一百多篇，內容多描寫孤獨的性格、

細膩的人際情感、及男女戀情；也常以舞女、藝

妓、女侍者為主角。被稱為是「強調言語表現獨

立性的新感覺派代表」。川端在一家湯之島溫泉

旅館住了四年半，得到靈感，寫「伊豆の踊子」。

據說這麼久他都沒付住宿費，可見當年社會對

作家文人的容忍、或尊敬。�968年得到諾貝爾

文學獎"for his narrative mastery, which with 

great sensibility expresses the essence of the 
Japanese mind."。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

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因為痛恨日本社

會的墮落，失去武道精神，憤而自殺；他依照日

本武士自殺方式切腹後由他的學生斬首。川端是

唯一被允許見證屍首的文人。三年後口含瓦斯管

自殺身亡。

這個和日本文學家們淵緣很深的湯之島溫

泉中，最有名的就是這家「落合樓村上」。十九

世紀中期，足立敏雄氏在天城山區挖到金礦致

富，在這深山幽谷狩野川(Kanogawa)旁建造了

一座自宅，以後成為溫泉旅館，稱為「眠雲樓」。

後來幕府舊臣、明治維新後成為天皇親信之一

的山岡鐵舟(學禪、又善書法)，深喜這個在深山

中的溫泉旅館。他看到旅館旁左側本谷川和右

邊貓越川合流成為狩野川，建議改稱為「落合

樓」(Ochiairo)。【日文「落合ochiau」為「相聚」

之意】。因此，自從明治十四年就改名為「落合

樓」。此後文人來此地的越來越多，喜歡寫遊記

的田山花袋(Tayama Katai，�872-�930，是「只

向讀者提供生活記錄的」自然主義作家，著有

「日本溫泉巡迴」等)攜同島崎藤村(參看筆者部

落格內「立山黑部水壩五日遊」)等多人訪遊過。

深山幽谷樹蔭中，潺潺的清澈水流聲，旅館房內

濃淡對照、柔合舒心的光線，深深地吸引了這些

作家。川端康成和文友梶井基次郎(�90�-�932，
東京帝大英文科畢業，寫散文，肺結核死亡。死

後對他作品的評價與時俱昇)常在此地談論文

學，料也互相校改文稿。

我們下午三點多就到達旅館，只知道這是國

寶級的。看到有員工在日式房子大門前灑水，以

後聽屋主人說，這叫做「水うち，mizu-uchi」，是

歡迎客人時的禮儀。我們到有一個grand piano
的大型早期西洋式客廳，聽一位約三十多歲年

紀、身著特殊日式工作服的男士說，六點開始導

遊、介紹旅館。

網路上蒐得的落合樓村上全體空中照

落合樓村上的露天溫泉連接到室內洞穴般的溫泉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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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房間之後我們就去泡溫泉。這裡的

房間是以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中的名字命

名，不是號碼；我們的房間名字是「楓」。除了約

十四疊榻榻米房間之外，還有兩間各一、兩個榻

榻米大的化妝室及更衣室，又有擺設西洋式茶桌

椅、邊喝茶，邊觀賞後院的木板走廊式空間。這

裡溫泉的水池看來是建在小岩窟中，再經洞口直

接連到外面露天水池。我們泡溫泉水看著頭上

天空和樹林，讓熱氣充分浸透全身，酥軟筋骨，

徹底消除日間的疲勞。

大家六點在他們的大客廳集合，這位壯年

人開始帶領我們參觀這家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卻又保養得很完善的古典日本旅館建築。從七十

多年前，屋主開始重建、增建，花了當時的七千萬

日圓，相當於現時的四十億日圓，改建成目前的

樣子，落合樓本館和眠雲樓是分開的。五年前屋

主負債十億日圓，無法周轉，結果轉手給目前的

屋主，也就是這位壯年人，村上昇男，Murakami 

Nobuo，旅館也改名為「落合樓村上」。這位現主

人有經營旅館經驗、有銀行作後盾，五年來盡力

恢復這建築原來的風華，因為這建築有七項是

被列為國家有型文化財，不能讓它荒廢下去。不

過據我們的國寶級經濟學專家陳傳峰的診斷，

這家只有十六個房間、只可容納六十位客人，有

六十名職員的旅館，要經營成功是很不容易。據

我外行人判斷嘛，如果盡量以其過去的文化界

燦爛的歷史，吸引高水準的、願意以昂貴的住宿

費欣賞日本古典庭邸、生活藝術的旅客，再加上

銀行的犧牲資助，或可繼續生存下去。這裡住宿

一晚每人要價兩萬五千到四萬日圓。可能經由旅

行社訂房會比較便宜。不知道我們這一晚付了多

少。相對的，在新宿京王飯店，利用長榮機酒行

tour package，兩人一晚只要價四千台幣，約一

萬五千日圓。

Murakami-san說明這建築有七項被列為

國家有型文化財。我因為忙著照相、發問，並沒

有全記起來，但最感嘆的是，日式房間幛子門上

方及窗子的「欄間」(ranma)木格子，製作的樣式

每個房間都不一樣，Murakami-san說現在就算

有資金，也沒有材料或工匠可以做出這種水準的

欄間。近身仔細觀察這些精緻的、花樣不同的格

子、各個木條接合處，似乎可以感受到工匠們凝

神屏氣、謹慎操作手中工具當時的緊繃氣息。

二樓有個一邊是舞台、另一邊是「床之間」

一百零八個榻榻米超大型的「紫檀宴會場」，也村上先生說明「欄間」

落合樓村上的「欄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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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令人驚訝，應該是當年就已經預料這個落合

樓將會成為眾多文政商界領導人物聚餐的場所。

「床之間」中擺設已經有七十年歷史的高雅藝術

品；紫壇木柱及橫床木是採用先前經過三十年時

間陰乾的木料，充滿節痕，展露霸練、力道的陽

剛氣質；都可說是代表了日本建築、生活之美。

隔日買了一本有很多相片、2003年出版的

「落合樓物語」，上面列出代表日本建築精華的

文化財是有五項；玄關棟(入大門脫鞋處)、本館(
我們住的)、眠雲樓、紫檀宴會場、以及日式的階

梯棟等。其實除了建築本身，旅館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方向，房廊的線條及明暗、牆內凹入處擺

設的插花或是古董裝飾、照明光線的角度，都可

以是一幅畫。飄飄然感覺身在高風格藝術品味

的生活空間。

晚餐時menu上的用字似乎也可看出這一家

的格調：御先付、小鉢、御酒肴、御吸椀、御造り、

お焼き物、御炊き合わせ、お鍋物、御揚げ物、

御酢物、御留椀(白飯及醬菜)、水菓子、甘味，都

加了尊敬語「御」、「お」字。餐前主人再來跪座

在榻榻米上向大家致歡迎詞，然後和身後的女

服務生一起從容地、恭敬地、彎低身軀深深地敬

禮，兩人身體似乎匍匐在榻榻米上。是那麼地敬

業！

九、�東京的壽司、小石川後樂園
(Koishikawa Kourakuen)
在日本國寶級生活藝術館似的「落合樓村

上」過了一夜，翌日早上給我們安排「東京發電株

文化財之一的階梯棟

文化財之一的大門入口

一行十人在大宴會場「床之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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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會社」的高級專員，專程來給我們介紹利用這

麼淺的狩野川建設的原自家水力發電廠。這是已

荒廢十年之後，2006年這個「落合樓發電所」再

開始發電的。重建這種小河川的水力發電廠時

需要再評估：堰堤的建築、取水口、導水路、沈砂

池、micro水力發電機的裝置等，還牽涉水利權、

漁業權、礦山權、吵音量的影響等。應可產生年

發電量750 MWh左右的電力。可以供兩百戶的

用電，年減少280噸的二氧化碳空中釋放量，是

等於四十七個東京巨蛋面積的森林可以吸收的

量。發電所可由四人操作，都可以從東京遠距離

觀察控制。記得這位專員說日本有一百多家這種

小型發電所。日本這種利用小河川的水力減少地

球暖化的努力，實在很令人欽佩，應該由全世界

效法。

退房之後，坐巴士，參觀一家修善寺、看一

處「虹之鄉」(Nijinosato，有各國不同樣式建築

及花園，也有相當大的日本花園)。之後坐車兩小

時多直接回東京去。途中，雪白的富士山才終於

在灰藍的天空中為異國的訪客淡妝露臉！

從寧靜怡祥的山林間溫泉旅館，回到繁忙、

擁擠的東京市街，是很明顯的對照，感覺似是回

到現實社會了。幾天來每天到處參觀走動也是有

相當大的活動量，所以每天的攝食量雖多，體重

都沒增加。回到新宿京王飯店房間，立即上網查

看信件及新聞。這些溫泉旅館內都沒有電腦上

網的設備，是很令人遺憾，可能是我將來不會長

住的主要原因。晚上到甘以昌強力推薦的高島屋

十三樓「築地玉壽司」(Tsukiji Tamazushi)，第二

天晚上輪到張長喜帶我們往銀座三越百貨附近

四樓的「壽司清」(Sushi Sei)，暢快地吃兩頓。這

兩家的師傅代代相傳。壽司清是有一百幾十年歷

史的老店，我們坐在sushi bar，一邊和好談的年

輕sushi師傅聊天，一邊點選喜歡吃的nigiri，相

當愉快。這兩家在築地都有本店。築地有世界最

大的魚類批發市場，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鮪魚是

在築地魚市場賣的，它有最佳的生魚片，應該是

sashimi專家張長喜每年的朝聖地。我們下次應

該去參觀。不過，鮪魚年捕捉量已從五十年前少

於五十萬噸，增加到目前超過四百萬噸，因而海

中鮪魚的量已經明顯減少，bluefin tuna之九成

已消失。日本漁業者開始注意，限量捕捉，鮪魚

的批發價已經明顯增加，鮪魚生魚片終將成為

高價位食品。

回東京的第二天遊覽位在東京正中央的小

石川後樂園。這個公園是�629年由水戶藩主德

小小狩野川就裝了發電所！

富士山終於露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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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賴房建立，以後其子德川光圀(Mitsukuni)再整

建而成，是他們在江戶(明治以後改名東京)的宅

邸【當時將軍要求全國各藩在江戶設宅邸，讓藩

主家室妻女居住，原意是要作為防止各藩造反而

留置的人質】。德川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將軍德川

家康有十一個兒子、五個女兒，以及七、八個疑似

其DNA carriers。其中三子秀忠繼位第二代將軍

之外，九子義直、十子賴宣、十一子賴房分家，分

別成為尾張德川、紀伊德川(又稱紀州。因秀忠一

支後來無嗣，由紀伊第五代、吉宗，Yoshimune，
繼承為第八代將軍，是最近台灣上演的日本電視

影集「暴坊將軍」主角)、及水戶德川三支分家。

其他兒子則不是早去世，就是過繼給其他大藩

結親改姓，以增強德川的勢力。女兒也都嫁給大

藩藩主。娶到將軍女兒的藩主江戶宅邸，是被允

許將其大門漆成紅色。目前代表東京大學的「赤

門」(Akamon)一辭之源由，就是因為東大懷德

館(二次大戰時燒毀)為過去前田(Maeda)家宅

邸，前田藩主曾娶過將軍女兒、大門漆成紅色而

來。赤門在正門之旁。進入醫學院及附屬醫院要

經過寬大鐵門，因此醫學院也有人稱為「鐵門」

(Tetsumon)，而有「鐵門俱樂部」。臺大醫學院

在有歷史性的景福門(東門)旁，因此有「『景福』

醫訊」。臺大醫學院前院長魏火曜教授、婦產科

前主任魏炳炎教授、及精神科前主任林宗義教授

都是東大高材生。不知道還有其他東大生否。

光圀(後由第三代將軍國光賜名為光國)繼承

為水戶德川第二代之後，聽從流亡日本的明朝遺

臣朱舜水的建議，將小石川宅邸整建為有池塘、

曲水、築山等迴遊式庭園，內有各種花樹。因為

有紅葉林，秋天就呈一片紅色。他又依照范仲淹 

(范文正)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而命名為「後樂園」，已經被指定為

國家文化財、「特別古蹟」及「特別名勝」雙重頭

銜。光圀好學，讀了司馬遷的史記深受感動，編

東大的「赤門」

小石川公園合照

每位仍散發少女般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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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了「大日本史」，是昭和時代電視影集「水戶黃

門」的主角。

小石川公園內有不少遊客，還有很多櫻花，

但已經開始凋落了，櫻花樹上出現綠色的葉子。

花瓣吹落得滿地、滿池面，總是不覺帶來絲微的

失落感。公園鄰近有銀色大巨蛋頂部，像是個大

氣球。它是職棒讀賣巨人隊的根據地。附近也可

看到很大雲霄飛車的架子，長龍般上上下下呈半

圓形雙軌曲線。那玩意兒給我錢也不會坐。中午

我們解散各自行動，到晚上才去銀座吃壽司。太

太們頓時忘了疲勞趕緊去百貨店採購。哪一家百

貨店貨色其實都差不多，京王百貨距離我們的飯

店最近。

翌日，我們也像是被風吹散了的花瓣，早

餐後各對夫婦自由行。飛機起飛時間之前四小

時就坐機場巴士往成田，回美、返台，結束這次

旅行。相片聯同江漢塗、張長喜、及甘以昌的近

一千七百張。會選好看的、有趣的分享(在http://

tw.myblog.yahoo.com/ccshsu-clement/的「遊

記」部分)。

累了嗎？有一點。有趣嗎？Absolutely！要再

來嗎？You b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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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暨台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一、大會舉辦日期：訂於11月16日（星期日）。  
二、舉辦模式： 下午，各學系個別活動。 

晚餐及餘興節目：所有學系共同參與。
三、 舉辦地點： 

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活動：台大醫學院101講堂。 
聯合晚宴：台大醫學院大廳。

母 院 點 滴母 院 點 滴
1.  賀本院教授榮獲國立臺灣大學九十六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獎。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謝松蒼 教授；小兒科 謝武勳 副教授；復健科 王亭
貴 副教授；藥學系 顧記華 副教授。

2.  賀本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林仁混 名譽教授當選第27屆中央研究院院
士。

3.  賀公衛學院公衛系王根樹老師榮獲本校97年度第2屆教師傑出校內服務獎。
4.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於九十七年七月十四日開始「試營運」，原位於舊址的

小兒部門診搬到兒童醫療大樓，病房將稍後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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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銘  嘉

本期的藥學新知由藥理所翁

怡君執筆，詳細介紹血紅素氧化酉每 

的生理功能、病理角色，其表現與

活性變化與各種疾病之關係，藉由

此文之介紹，希望能使讀者了解各

種藥物對血紅素氧化酉每 表現或活

性調控與藥理作用之關係。牙醫

系陳瑞松醫師回憶他擔任臺大醫

院醫務秘書點滴。楊喜松醫師以

其四十年之高爾夫球球齡配合專

業書籍的研究介紹高爾夫球的握

桿方法，擊球時腳部站立姿勢、

跨幅以及揮桿方法都有詳細圖解

與說明。韓良俊教授有關六十年前失而復得的家寶一文詳述如何找到他父親韓石泉醫師極為珍惜的一

篇文章，這篇文章為日治時代與韓石泉醫師有亦師亦友情誼的日本人當房森吉，為了韓石泉醫師因「治

警事件」被殖民當局拘捕，因為不平及惋惜所撰寫於1924年刊於「南洋與日本人」報誌的文章，文中對

1910-1920年代台灣社會的情形及來台日本人的心態有一些描述，為有價值的台灣史料。賴明詔校長在

「早期台大管弦樂團的回憶」一文，醫學院杏林樂團如何擴展成台大管弦樂團，以及當時參與之團員組

成練習及全台巡迴演出點滴，以及對自己拉琴技巧成長及音樂喜好之心路歷程有詳細描述。許清曉醫

師在「2008悠遊東京、伊豆八日紀(下)」一文對伊豆半島下田市與湯之島的「落合樓村上」旅館以及東

京之小石川後樂園的地理環境與歷史人物與故事有詳實生動的描述，隨著許醫師筆下娓娓道來的文

字敘述，除了給予我們豐富且知性的歷史收穫之外，我們亦彷若一同巡禮了日本之名勝古蹟，令人身歷

其境，回味無窮。最後希望景福校友們能繼續支持與賜稿，更要感謝景福醫訊徐小姐及諸位編輯的幫

忙，使八月份景福醫訊能順利出刊。

（作者現任醫學院藥理研究所教授暨動物中心主任） 

編者與太太攝於義大利威尼斯Lido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