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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黏液蛋白在胎盤發育中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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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產生，可以起源於卵子受精。而

生命孕育的接續，則有賴胎兒的生命線—胎盤的

發揮功能，聯結母體與胚胎，形成生命共同體，

然後完成胎兒發育、順利產出。

我們婦產科醫生，自始都是為了胎盤的問題

而奮鬥。以目前最常見的母體罹病或死亡的原

因，主要包括：高血壓、出血及感染症而言，妊娠

性高血壓咸信與胎盤發育過程中的子宮螺旋動

脈(spiral artery)完成再鑄型(remodeling)，以便

增加胎盤血流的過程是否順利有關。而產科出

血最嚴重的情況，幾乎也都與胎盤有關，例如：

前置胎盤、植入性胎盤、胎盤早期剝離、羊水栓

塞等等，只要出血來源是胎盤著床的部位，出血

量就會很大。此外胎兒發育不良，或稱做「子宮

內生長受限」(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 
IUGR)，有很大比例的狀況也和胎盤功能不理想

有關。而生產過程中如果出現胎兒窘迫(一種胎

兒心跳型態異常的情形)的現象，也可以說是子

宮胎盤功能不足(utero-placental insufficiency)
的臨床表現。所以，生小孩的事情，也幾乎就是

胎盤的事情。

胎盤的形成

胎盤發育主要從胚胎著床開始，此時胚

胎已經藉著不斷的分裂，發展成多細胞的囊

胚(blastocyst)。而受精後的第六到七天，囊胚

外層的滋養層母細胞(trophoblast)便與子宮

內膜的上皮細胞發生「第一次接觸」。滋養層

頂端的滋養層母細胞以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

(syncytiotrophoblast)為主，它們的細胞膜表面

有微絨毛(microvilli)，可以和子宮內膜上皮細胞

的表面吸引足(pinopodes)接合，形成暫時性的

附著(adhesion)。隨著整個囊胚深入子宮內膜，

接觸面愈大，附著現象便愈穩定。最後內層的細

胞型滋養層母細胞(cytotrophoblast)穿過外層的

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浸潤(infiltrating)到整個內

膜層、外三分之一的子宮肌肉層及母體血管。

具體來說，第一次接觸的部位，稱為錨部絨

黏液蛋白在胎盤發育中的新角色

徐  明  洸

胎盤的相關構造，參考 2006版(5th ed.) Benirschke 
K et al. Pathology of Human Placenta. (Springer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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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anchoring villi)，這裡的細胞型滋養層母細

胞會不斷地細胞複製，聚集成為所謂的細胞索

(cell column)。從這裡製造出來的細胞型滋養層

母細胞便會往子宮內膜移動(migrate)，一部分

進入間質，變成間質型滋養層母細胞(interstitial 
trophoblasts)；一部分則侵入子宮螺旋動脈，

取代原來的血管內皮細胞(endothel ium)，
成為血管內滋養層母細胞 (en d ovas c u la r 
trophoblasts)。由於上述兩種主要細胞都是離開

原先所在的絨毛，因此又稱做絨毛外滋養層母細

胞(extravillous cytotrophoblasts, EVTs)。

原先帶頭的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會繼續增

厚，並形成腔隙(lacuna)。而細胞索(cell column)
也不斷地往腔隙方向複製細胞型滋養層母細

胞，而其中較成熟的滋養層母細胞就進行細

胞融合，分化成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分布在

外層，往腔隙突出去，形成所謂的游離型絨毛

(floating villi)，以相對於前述的錨部絨毛。游離

型絨毛所面對的腔隙逐漸成熟，最後接受子宮

螺旋動脈的灌流，充滿了來自母體的血液，於是

腔隙變成了絨毛間空腔(intervillous space)，游

離型絨毛直接接觸母血，變成了胎兒與母血之間

交換氧氣、養分和代謝廢棄物的橋樑，於是具有

功能的胎盤於焉產生。此時約為受精後的第十八

天。

滋養層母細胞在子宮內膜的侵入(invasion)
及移動(migration)，最有可能是受到滋養層母

細胞本身、母體及子宮內膜- -此時又稱為蛻膜

(decidua)的微環境的影響，近年來隨著分子生

物學和細胞生物學的進步，對於此部分的研究

也更深入廣泛。

黏液蛋白的生物角色

黏液蛋白(mucins)屬於一種高度醣化的

蛋白質，主要表現在人體內不同類型的上皮細

胞。它們主要分為分泌型(secretory)和胞膜型

(membrane-bound)兩類。前者為上皮細胞所分

泌，扮演類似潤滑劑的功能，包括：第2、5AC、
5B、6、7、8及�9型(MUC2, 5AC, 5B, 6, 7, 8, 
�9)；後者附在細胞膜上而向外突出，有一段貫

通細胞膜(transmembrane domain)，而後一段

尾節在細胞質內(cytoplasmic tail)，包括：第�、
3A、3B、4、�2、�3、�5、�6、�7及20型(MUC�, 
3A, 3B, 4, �2, �3, �5, �6, �7, 20)。科學家認為

胞膜型黏液蛋白可以因應

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表現

有如反應器(sensor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的
功能。比如它們的胞外區

段(extracellular domain)
可以結合特定，或稱做

「配體」( l i g a n d)的分

子，或者因為周圍酸鹼

度、離子成分改變，或是

其他的物理性質互動造

成蛋白質的四維結構改黏液蛋白與不同醣蛋白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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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於是在細胞質內的尾節可能產生修飾作用

(modification)，包含磷酸化等反應，接著引發一

系列的細胞內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因此胞膜型黏液蛋白的性狀改變，也被認為與

細胞的生長、複製、分化、轉型(transformation)
乃至於細胞的移動、侵襲有關。

目前的文獻報告顯示：第一型黏液蛋白

(MUC�)的過度表現(overexpression)，與直腸、

胰臟、膽囊及口腔上皮腫瘤的侵襲性及遠處轉

移有關。許多研究顯示，第一型細胞內粘連分

子(intra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s, ICAM-�)
可能就是MUC�的配體之一，可以引發鈣離子活

化的通路。第四型黏液蛋白(MUC4)的過度表現

也可能跟乳房、肺臟、直腸及胰臟的癌症有關。

而Singh AP在2004的報告顯示抑制MUC4的
表現可以壓制胰臟的癌細胞生長及轉移。甚至

Ramsauer VP在2003和Pino V在2006的報告

已發現MUC4之如何影響細胞行為，應該與透過

ErbB2及ERK的訊息傳遞有關。另外，第二十型

黏液蛋白(MUC20)的產生，可能會降低一些蛋白

分解酶，如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表
現，也使人類胚胎腎細胞株(HEK293 cell line)
的細胞複製減少。

黏液蛋白在子宮及胎盤的角色

我們的分析顯示，人類胎盤的胞膜型黏液

蛋白以第一、三、十五、二十型的基因表現最為明

顯。第一型黏液蛋白(MUC�)的研究特別多，第

十五型黏液蛋白(MUC�5)則是最近才被定序出

來，它的生物功能是何，尚待大家去解密，顯然

後面還有很多研究空間，因此特別在此介紹此二

型黏液蛋白。

第一型黏液蛋白表現在許多器官的上皮細

胞表面，包括：乳腺、肺臟、腎臟、胃、膽囊、胰

臟，以及女性生殖道。人類第一型黏液蛋白的基

因約長4到7千對鹼基(kb)，含有七個exons。蛋白

質全長分三段，包括較短的胞質內尾節、貫通細

胞膜區段，以及一塊很大的細胞外區段。後者含

有一段是由20個胺基酸為單位，重複20到�25次
的序列，富含serine, threonine及proline等胺基

酸，可以接上許多醣基。核心蛋白分子量約�20
到225 kDa，但是加上醣基以後可以達到250至
500 kDa。從細胞表面伸展出去甚至可達到200
到500 nm，遠長於一般的細胞粘連分子，例如

integrins或syndecans (它們不超過50 nm)。這

些現象符合我們對mucins的看法，即黏液蛋白

不僅是細胞的保護屏障，更具有調控細胞粘連

的性質。Muc�缺乏的小鼠，會有子宮的慢性感染

及發炎。已知子宮內膜細胞的表面富含MUC�，
而體外實驗顯示，內膜上皮細胞表面如果表現出

高量的MUC�，則囊胚就很難附著到內膜。倘若

從細胞表面移除MUC�，則附著現象才會成立。

合起來說，就是MUC�一部分扮演保護子宮內膜

免於微生物的侵犯的角色，但是在胚胎著床時

期則必須減少或消失，以利囊胚的附著。

MUC�的表現，會受類固醇賀爾蒙的調控。

例如雌性素會刺激子宮內膜MUC�的增加；而黃

體素在小鼠實驗中是會對抗雌性素對MUC�的
效果，但是在人類的子宮內膜，在分泌期(排卵後

黃體素增加的狀態)時，MUC�的表現是增加的。

不同物種為何效果不同，其機轉仍待研究。不過

我們的研究顯示，MUC�在胎盤的表現，是隨著

懷孕週數增加而遞增，而此現象是否與雌性素

有關則須進一步研究。讓我們好奇的是，MUC�
可以增加許多腫瘤細胞的侵襲及轉移作用，那麼

在胎盤是否也表現類似的功能呢?前已述及，滋

養層母細胞的細胞學性狀，包括複製、分化、侵

襲等等，與胎盤最後可否完整發育及是否引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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癇前症(preeclampsia)一種懷孕20週以後合併

高血壓、蛋白尿及全身水腫的疾病)可能有關，所

以我們進一步想了解MUC�對於滋養層母細胞

的影響是如何。

MUC�主要表現在胎盤絨毛的胞融型滋養

層母細胞和子宮內膜(此時為蛻膜(decidua))區
內的絨毛外滋養層母細胞。EVTs有一部分會

表現MUC�，有一部分則不表現MUC�。如果我

們從細胞外實驗(in vitro)觀察MUC�過度表現

(overexpression)的滋養層母細胞細胞株(JAR 
cell line，分離自絨毛膜癌細胞，細胞性狀類似

滋養層母細胞)，發現他們的侵襲能力降低約百

分之三十五。進一步研究發現：此現象似乎與

MMP9的活性下降有關。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

看一下組織切片，在蛻膜區MUC�陽性的EVTs
主要分布在較靠近蛻膜深部，即較靠近蛻膜-肌
肉層交界面。淺層比較接近cell column的部分，

MUC�陽性細胞就比較少。這些現象出乎意料，

MUC�對於滋養層母細胞細胞株(JAR)的影響居

然與一般腫瘤細胞相反，可是我們要知道，JAR
細胞原始來源也是癌細胞。初步結果顯示MUC�
對於滋養層母細胞的影響不是刺激而是抑制侵

襲，而組織染色亦顯示MUC�對於滋養層母細胞

的蛻膜侵襲，應該是一種屏障、踩剎車的機制。

我們很好奇胎盤自從著床起就一直發育，為何長

到一定程度會自然減緩，而自然情況之下滋養層

母細胞為何會停留在蛻膜區，不會穿透整個子宮

肌壁。似乎MUC�在這個部分扮演了極重要的角

色。而蛻膜區的腺體細胞均明顯表現出MUC�陽
性反應，所以蛻膜區的微環境應該與MUC�抑制

滋養層母細胞侵襲功能能否發揮，有直接關係，

意即缺少蛻膜區的腺體，滋養層母細胞侵襲可

能不易受控制。此點與發生植入性胎盤的地區其

往往有蛻膜缺損的現象似乎也吻合。當然此論點

仍須累積更多證據才能證實。

第十五型黏液蛋白MUC�5在人體各組織之

中，以在胎盤的表現最為明顯。但是MUC�5到底

對胎盤的影響是如何，卻也耐人尋味。MUC�5
是2002年才剛從牛奶脂肪球被分離出來。它的

核心蛋白有334個胺基酸，一樣是全長分三段，

包括胞質內尾節、貫通細胞膜區段，以及一塊細

胞外區段。目前MUC�5的生理功能還沒有人研

足月胎盤的MUC�表現。箭頭處表示floating villi的
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有MUC�濃染。三角型記號代表

MUC�陽性的EVTs。

33週生產的胎盤的MUC�5表現。箭頭處表示floating 
villi的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有MUC�5濃染。與MUC�
最大不同的是decidua的EVTs均無MUC�5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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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我們發現MUC�5與MUC�有許多類似的性

質，如：表現量一樣會隨著懷孕週數增加而增

加、在胎盤絨毛的胞融型滋養層母細胞及蛻膜

區的腺體細胞表現明顯，不過最大的不同點是：

MUC�5在EVTs卻沒有表現。而MUC�5會抑制

JAR及JEG-3兩個絨毛膜癌細胞的細胞株的細

胞侵襲特性，但是是經由增加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 (TIMP-�, TIMP-2)的表

現來達成。由於EVTs沒有表現，所以MUC�5如
何在胎盤或蛻膜區發揮影響力，目前還無法解

釋。

黏液蛋白研究的意義

此外，MUC�在重度子癇前症的胎盤似乎

表現遠高於正常胎盤。是否意味著重度子癇前

症的胎盤，其滋養層母細胞侵襲作用是受到更

明顯的抑制。由於我們只能從生產的胎盤觀察，

所以重度子癇前症的胎盤在妊娠早期是如何，

目前仍不得而知。因此MUC�與preeclampsia

之因果關係，仍待我們繼續去研究。整體而言，

membrane-bound mucins的生物學角色，應該

不只於原來我們認知的mucins。滋養層母細胞

的功能攸關胎盤的良莠，就以整天跟它們奮戰

的婦產科醫師而言，mucins到底是什麼，還真的

必須好好思考玩味。

參考資料

Brayman M. et al.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 2004, 2: 4.

Singh PK and Hollingsworth MA. TRENDS in 
Cell Biology 2006, �6(9): 467-76.

Shyu MK et al. Human Reproduction 2007, 
22: 2723-32.

Shyu MK et al.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2008, 
79: 233-9.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主治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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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個人幸運獲得國科會菁英專案

擴增留學計畫獎助赴美進修後，開始積極尋找

進修地點。由於內人計劃於2007年中前往UC 
Berkeley攻讀學位，於是我將進修地點進一步

限縮於舊金山灣區。灣區的名校有Stanford、
Berkeley以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一

次與基因醫學部曾醫師閒聊時，得知她與UCSF
的莊寶田副教授熟稔，乃經由曾醫師之引介，與

莊副教授取得聯繫，並獲得他的允諾，自2007
年7月起在其實驗室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生涯。

莊副教授畢業於本校醫學系，大學時長我一屆，

在我就讀台南一中以及台大醫學系時早已因他

名列前茅的表現久仰其名。他在醫學系畢業後

負笈前往Berkeley取得分子細胞生物學Ph.D.，
再前往Harvard進行博士後研究，之後便加入

UCSF的Cardiovascular Research Institute成
為團隊的一員。UCSF為加州大學十所分校之

一，相較於其他分校，UCSF特色在於它只涵蓋

生物醫學領域，或因此故，它在生物科學具有極

高的研究水準，全美排名第七。UCSF的主要校

區座落在地形高低起伏的Parnassus，但是莊副

教授的實驗室位於靠近海灣的Mission Bay校
區，僅步行十分鐘路程即可達大聯盟舊金山巨人

隊的AT&T Park。Mission Bay校區於2003年落

成啟用(圖一)，實驗室所在的Genentech Hall據
說是以Genentech公司侵害UCSF研究專利所

給付之賠償金興建而成，內部佈置完善兼具現代

感(圖二)，朝窗外望去，呈現眼前的即是舊金山

的摩天大樓(圖三)。

實驗室總共有七位成員，除了莊副教授與

我之外，另有一位博士後研究員(來自台灣)、二
位博士生(美籍&日裔美籍)及二位技術員(菲律

楊  政  憲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 

進修心得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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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籍&華裔美籍)。相較於其他實驗室的規模，可

謂小而美。該實驗室的研究重點在於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此pathway在果蠅、斑馬

魚、甚至脊椎動物的胚胎發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pathway中的基因未表現時，會導致諸多

器官畸形，而基因過度表現卻又可能形成惡性腫

瘤(如：basal cell carcinoma)，因此實驗室經常

利用gene knock-out或transgenic model來進

行各種基因表現的研究。目前實驗室已走過草創

期的艱辛，正積極進行許多hedgehog signaling
相關研究，莊副教授很歡迎本院醫師及有志於

研究之士加入團隊，共同探討胚胎發育的奧妙。

大約五年前，該實驗室同仁曾經製造一隻

Fu knock-out mouse，當時發現這隻老鼠無法

存活超過三週，其體型遠小於wild type，同時伴

隨明顯的呼吸障礙及水腦症。由於呼吸道與腦

室都佈滿纖毛上皮細胞，藉由纖毛有效率的擺

動可以清除呼吸道異物，並使腦脊髓液循環順

暢，莊副教授因此高度懷疑Fu基因被剃除後可

能導致運動纖毛的功能障礙。哺乳類動物除了

呼吸道與腦室外，運動纖毛同時存在於其輸卵

管上皮細胞。而精蟲尾巴在電子顯微鏡觀察下，

與運動纖毛的構造非常類似，於是莊副教授指定

給我的研究題目便是─Fu基因在輸卵管與精蟲

的功能性表現。

擔任主治醫師多年來，雖然也做了若干研

究，但捫心自問很清楚自己的研究能力尚待加

強，驟然接到如此高難度的題目，令我內心惴惴

不安。可能因為莊副教授同為醫師出身，很瞭解

臨床醫師在實驗能力上的侷限，便視我為新手，

不厭其煩地從頭教起。所幸經過不斷摸索，逐漸

熟悉基本的實驗技術，即使遇有不甚明瞭之處，

亦可立即請教其他資深同事，尚不成問題。然

而，實驗過程中往往還是有得不到答案的時候，

必須自己多方蒐集資訊，甚至實際動手多次才

能獲致解答。例如，在利用in situ hybridization
確定Fu基因表現於老鼠的輸卵管與睪丸後，莊

副教授建議我將基因表現的實驗擴展到其他動

物，也就是非洲蛙(Xenopus tropicalis)與雛雞

(chick)。實驗的第一步驟當然得先摘除它們的輸

卵管與睪丸，才能進一步固定組織、包埋、切片、

進行in situ hybridization等。在Berkeley的實驗

室摘除非洲蛙的輸卵管與睪丸時，真正見識到青

蛙龐大的輸卵管，幾乎比所有腸子加起來還大，

由於當時有熟悉解剖構造的專家幫忙指出這些

器官所在，所以器官摘除過程非常順利。但等到

返回自己的實驗室嘗試摘除孵化前雞胚的輸卵

管與睪丸時，問題就來了。由於個人向來均以老

鼠為實驗對象，對於雛雞較為陌生，其解剖構造

又迥異於老鼠，因此當我第一次剖開雞胚的腹腔

時，翻找各個器官卻遍尋不著輸卵管與睪丸。雖

然事先在網路上查得成雞的解剖圖片，卻無法

直接套用在雞胚上。可能是做雞胚實驗的人太少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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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跑了一趟圖書館，根本找不到

雞胚的解剖圖譜。甚至向專精於

雞胚實驗的專家請益，也得不到

答案，因為它們從事心臟血管的研

究，對生殖道構造並不瞭解。黔驢

技窮之下，只好輸入各個可能的關

鍵字上網查詢，來個大海撈針，所

幸花了好幾個星期，解剖了數十隻

雞胚後，總算完成輸卵管與睪丸的

摘除。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也學

得諸多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經驗，獲

益良多。

此外，在摘除�8.5天鼠胚的輸

卵管時，因為組織非常微小(大概

不到� mm)，必須藉由解剖顯微鏡

才得以看見輸卵管。而困難之處在

於必須完整、無損傷的摘除輸卵

管，以便在後續實驗中獲得清晰完

整的圖片，這時發現個人以往腹腔

鏡手術的經驗派上了用場。首先，

將整個胚胎浸泡在生理食鹽水中使組織稍微散

開，以便找尋輸卵管的所在。操作過程中因為組

織過於微細脆弱，不時會因周邊組織的撕扯，造

成組織液滲出而影響視覺清晰度。此時，必須不

時加壓噴灑一些乾淨的生理食鹽水到輸卵管周

邊，才能增加清晰度。此原理與腹腔鏡手術時，

常需藉由噴水來洗清手術視野如出一轍。而解剖

老鼠與手術最大的差異，主要是手術時有助手幫

忙拉鉤，解剖老鼠時卻只能靠自己萬能的雙手，

常常會覺得如果能多一隻手，那該有多好！

當然，研究之餘也不忘利用假日，享受美國

的好山好水。這一年中曾經二度徜徉於安瑟．亞

當斯鏡頭下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圖四A)、漫步

於景致優美的紐約中央公園(I)、震懾於大峽谷

的險峻雄偉(B)、走過壯麗的金門大橋(D)、坐過

舊金山懷舊復古的叮噹車(H)、吹過太平洋岸涼

爽的海風(E)、品嚐過Napa Valley香醇的紅白酒

(F)、看過紐約另類的自由女神(G)、也欣賞過阿

拉斯加美麗的極光(C)。一生中能有這麼一年時

光體驗生活的多采，人生無悔了！

本文轉載自台大醫學院「楓城新聞與評論」

�8�期電子報生活版！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主治醫

師）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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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及林和惠醫

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師獎2名，經

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師獎)及醫學系七年

級實習醫師半個月網路公開票選，並在選拔委員

會的督導下(該委員會是由陳維昭教授、戴東原

教授、許美慧主任、陳博光教授、黃天祥教授等

5位委員所組成，方啟泰醫師擔任執行秘書)，投

票結果終於揭曉。今年(2008年)由解剖學科黃

敏銓副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基礎教師

獎；外科陳晉興助理教授、皮膚科邱顯清副教授

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臨床教師獎。內科部

高芷華醫師、教學部葉啟娟醫師榮獲北美校友

基金會醫療服務獎(最佳主治醫師獎)。外科部羅

喬醫師、精神部黃偉烈醫師榮獲林和惠醫師紀

念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97年6月6日假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20�廳舉辦「96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

穗典禮」，典禮中邀請到北美校友基金會前董事

長、婦產科周松男名譽教授並代表林和惠醫師紀

念基金會陳鈴津董事長頒獎，為我們闡明「北美

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

金會」創立最佳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的

宗旨與由來。並請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達對得

獎師長由衷的感謝與恭賀之意。

此次我們特別訪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發表

感言；解剖學科黃敏銓老師：「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是人生三大至樂之一。能夠在臺大醫學院當

老師，是件非常愉快的事；獲得「北美校友基金

會最佳基礎教師獎」更是讓我感到非常榮幸與

欣慰。在此同時，更加期許自己給學生的不只是

知識，而是希望學生能善用這些知識來解決他

們將來會面臨的問題；讓這些基礎課程不只是

課表上必修的科目而已，更是將來臨床課程的

2008年臺大醫學系 
最佳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黃天祥、蕭伊芸

圖一　�最佳基礎教師頒獎。左起：黃敏銓副教授、周

松男教授、林冠良同學

圖二　�最佳臨床教師頒獎。左起：陳晉興助理教授、

謝旻瑾同學、周松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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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墊腳石，幫助每位學生能有穩固的知識基

礎，而能更上層樓。」；外科陳晉興老師：「醫七

實習一年中，外科應該是最辛苦的三個月。學弟

妹們除了要學習外科疾病及基本病患照顧，更有

堆積如山的工作及雜事。非常感謝學弟妹們對外

科的付出，讓我們臨床病患的照護工作順利圓

滿。學弟妹們給我的肯定，是我堅持改善實習醫

師教學品質的最大動力。也感謝外科師長及同

仁的支持及協助，使外科實習醫師教學改進方案

順利進行。外科實習醫師教學還有許多改進空

間，未來我也將全力以赴，為學弟妹們營造更好

的實習環境及氣氛。」；皮膚科邱顯清老師：「獲

知得獎時，感到很意外，但很高興。臨床皮膚科

學可說是一種形態醫學。因此，對於沒機會看較

多病人的學生而言，“看圖識病”成為皮膚科一種

重要且獨特的學習模式。一張品質良好的疾病

圖像所傳遞的訊息，再多的文字或言語敘述也

無法比擬。多年來我用相機在診間和病房記錄

皮膚病灶，一點一滴累積教材，使我在授課時總

能以最典型的疾病圖片，讓學生在短時間即能

掌握皮膚疾病的最大特徵，而達到良好的教學

效果。今後我仍會繼續相同的工作，以不負此獎

對我的肯定。」

內科高芷華醫師：「當我被告知由實習醫師

票選獲得2008年「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主治醫

師獎」時，心中百感交集。驚訝，因為不曉得醫學

院有這麼一個獎項，而且自己並未與所有實習醫

圖三　�最佳臨床教師頒獎。左起：邱顯清副教授、周

松男教授、丁千芳同學

圖四　�最佳主治醫師頒獎。左起：高芷華醫師、周松

男教授、郭文涵同學

圖五　�最佳主治醫師頒獎。左起：葉啟娟醫師、周松

男教授、陳紀雯同學

圖六　�最佳住院醫師頒獎。左起：羅喬醫師、周松男

教授、洪俊銘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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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有深入的接觸，何以得到夠多的票數當選？欣

慰，因為自己的努力被實習醫師看到了，當然更

希望自己對病人的態度、服務的熱忱、教學的認

真以及研究的精神也被實習醫師學到了。戰兢，

因為在醫學與醫德的傳承上，自己肩負著神聖的

任務。感恩，因為上帝不嫌棄我這個卑微的人，

使用我在這個世代為祂工作。但願 上帝賜福所

有要畢業的學弟學妹，讓他們有一天也會成為最

佳的主治醫師！」，教學部葉啟娟醫師：「在2008
母親節的中午，臨時到醫院來幫老師的忙，意外

接獲得獎的消息，真是送給我母親最好的禮物！

醫師和老師的角色，其實很難分割，尤其是在台

大醫院，至今我還是持續跟著老師們學習，我所

作的一切，是把老師們教給我的繼續傳承下去。

「醫學終其一生就是要學習，假日出來在職教育

也是常態，期待你們在未來的行醫生涯中，都能

保有像今天這樣的態度和精神。」這是我參加完

實習醫師EBM競賽的感受，希望學弟妹們永保

學習及分享的心，代代相傳。感謝學弟妹們的肯

定，加強了我走在這條路上的信心。」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的外科羅喬醫師說：「去

年六月從雲林外放回來總院，突然接到李伯皇主

任交予我負責外科部實習醫師訓練的這個重大

任務，一開始實在既擔心又害怕，一來因為對這

項任務不是很熟悉，二來因為實習醫師的訓練是

我們科的重點加強工作，深怕自己沒有做好。但

開始接觸同學之後，只覺得能跟同學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是件很美好的事情，看到同學認真處

理病人的事情，認真跟刀，一點一滴的成長，心

裡就非常開心；看到同學處理事情不夠理想，就

會思考我們的教育要如何加強，當然心裡不免

會傷心難過。就這樣接來一梯同學，送走一梯同

學四個回合，一年過了，你們也要畢業了，恭喜你

們，也祝大家之後的行醫生涯能夠順利。」另一

位得獎者精神部黃偉烈醫師：「在實習時受到許

多前輩的幫助。這些知識與關懷，維繫了我對臨

床醫學的動力。感激之餘，也希望把這份心意流

傳下去。當住院醫師後，期許每週花些時間和實

習醫師聊聊，或許在工作或生活上，有幫得上忙

的地方。後來才發覺，這些互動並非單方向的，

我學到的東西，比我能給予的更多。感謝各位實

習醫師，讓我有機會檢視自己的知識，和大家相

處的時光也很愉快。也希望藉此拋磚引玉，讓住

院醫師與實習醫師有更深入的互動。」

最後希望藉由得獎的優良教師，讓大家看

到他們除了優質的教學外，也致力於學術研究，

進而提昇全院的研究能力與水準。另外在最佳主

治、住院醫師獎項，大家可以學習到一位好的醫

師，是如何實踐希伯克拉底斯的醫師誓詞中應

以病人的健康為首要的顧念，真正落實在病人的

身上，由於重視醫病關係及社會態度的發展，足

為其他醫師及學生的典範。醫學系同學也經由這

次選拔活動，可以勉勵自己，提昇更專業的臨床

技能與投入學術研究的熱誠，在醫病溝通技巧上

能更嫻熟，進而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

（作者黃天祥係母校醫學系1974年畢業，現任母校醫學系主

任；蕭伊芸現任母校醫學系技正）

圖七　�最佳住院醫師頒獎。左起：黃偉烈醫師、周松

男教授、謝佩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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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山崎嶇蜿蜒的山路上，縱使時間是在

早晨，輕輕晃動的遊覽車依舊使人徘徊在夢鄉

邊緣。一個緩慢的煞車讓人從夢中醒來，睜眼一

看，我們已經到達了朱銘美術館的大門。

2008年6月�日，我們一行人走進了這座全台

灣最大的藝術創作。這次是二階段學程第十屆

的生活營，參加的有一般醫學科的諸位老師和參

與二階段學程前後屆的同學共四十餘人。生活營

的目的除了讓大家有一個放鬆遊憩，陶冶心靈的

機會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起前後屆的傳承，

讓即將於五年級就要進入實習醫師工作的同學

們有機會吸取經驗，儘早做好準備。

朱銘美術館成立至今不到十年，它可說是

當代知名藝術家-朱銘先生畢生精神的體現。當

年朱銘先生在國際間逐漸嶄露頭角後，雕塑作品

日益增多，家中空間逐漸無法容納。於是他開始

在北台灣尋覓合適地點，最後選定了金山作為安

置作品的處所。朱銘美術館除了安放朱銘先生

的作品外，它的一磚一木，一花一草都由朱銘先

生親自設計，因此整座園區就如同一件雄偉的

創作。

朱銘美術館記趣— 
2008一般醫學科生活營

崔  紘  彰

參與一般醫學科生活營的老師與同學們於「太極拱門」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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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學程的生活營在八年前也曾經假朱

銘美術館舉行，據當初參加的老師們回憶：那時

候的作品主要是太極系列，陽光相當熾熱，園區

不一會兒就逛完了。這八年來園區增加了不少新

的作品。為了使藝術能更臻完美，朱銘先生在創

作了國際知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二十件之後便

決定終止這個主題，轉而用不同素材挑戰其他

領域，這幾年來陸續創作了取材自生活周遭事

物的「人間系列」，以及表現國軍精神的「三軍系

列」。

美術館的入口處是一條長長的走道，走道

兩旁便是朱銘先生「人間系列」的壁畫創作，創

作題材從生活周遭隨處可見的景象，乃至於第一

屆總統大選的旗幟、廣告等。引領我們的解說員

葉姐用她充滿熱忱的聲音向大家一一闡述各類

作品的創作由來。

穿過了走道，映入眼簾的是重重青山。朱銘

美術館有百分之八十的空間位於室外，我們運氣

相當不錯，持續了將近一週的綿綿陰雨恰好在今

天稍事歇息，讓大家得以不受干擾地欣賞展品。

在葉姐的帶領下，我們沿路穿過了空降傘兵的影

子，捕捉到運動員跳躍翻滾的一剎那，緩步踏上

與國軍行進時相同的道路。一路上還不經意發現

一些位於電線桿、樹叢裡的小鳥兒雕塑。

美術館當初闢建時所挖出來的眾多石塊，朱

銘先生加上幾筆便成為一件件作品，點綴於旅

途之中。曾有工作人員提議定期清除石塊上的青

苔以免作品受損，但朱銘先生最終仍決定讓作

品順其自然的發展，他認為植物的攀附、生長，

作品因此所受到的侵蝕、崩壞，都是生命的一部

份，不需要特別去干擾這個過程。

在爬上一座小山丘，轉個彎後，最著名的太

極系列就呈現在大家眼前。當年朱銘先生因為

體型瘦小，其師楊英風先生便勸他練習太極拳

以強身健骨，這也是他創作構想的濫觴。至今大

家一提到朱銘，總是會想到那氣度渾厚的「單邊

下勢」與巍然聳立的「十字手」。該系列的後期作

品「太極拱門」中，人形的具體姿勢已不復見，而

是以彼此循環的氣流作為表現。

其後的路上還有不少逸趣橫生的作品。像

朱雋先生巧妙運用了拉鍊的結構，軟化了地面以

及石塊等「硬」組織。「拉鍊石頭」這項作品就像

電影「羅馬假期」中的「真實之口」浮雕，讓人禁

不住好奇的伸手進去探索一番。一些由不鏽鋼

所構成的行人坐在涼椅上熱情的跟遊客打招呼。

在二號展館的門口外，有打手機的，推著嬰兒車

的，撐傘的銅雕遊客跟大家一起在排隊。在一處

空地上，高聳伸入天際的攪拌器意圖將雲朵打出

氣泡來。領頭的葉姐一一跟我們悉心解說，時間

不知不覺就將近正午了。

結束完上午的行程，等大家用過午餐後，便

開始了經驗分享的活動。四十多人共分為五組，

每一組裡都有老師、五升六年級的同學以及剛升

上五年級的同學。老師們除了勉勵同學們在未來

兩年中盡可能的學習外，也期許大家在思考時不

要侷限於一種病、一種治療，而應該對人的整體

狀況作思考。就如同William Gull爵士所說：「醫

師要看的不是肺炎，而是得肺炎的人。」

在最後的經驗分享時間裡，我們開始跟剛升

五年級的同學講述自己過去一年來的經驗。回想

起去年在關渡自然公園舉辦生活營時，我也是緊

張兮兮的向學長學姊們詢問該念什麼書，什麼都

不會時要注意什麼。在剛進臨床工作時，也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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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用到Massachusetts pocket medicine、

Washington manual、台大內科住院醫師手冊

這些「生存寶典」。我一邊講著，一邊開始想起過

去幾個月在內外科接觸的每位病人、報過的每一

個病案、參加的每一次晨會與晚間交班會、還有

上過的每一台刀。實習醫師是醫學生進入臨床

工作時面臨的第一道關卡，其中又以內科考驗為

最。在內科病房的每一天裡我都不得不隨時上緊

發條，準備隨時面對自己完全陌生的事情。等度

過了以後回頭再看，卻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

感覺。然而在我眼前仍有太多未曾學過，未曾經

驗過的事情，而知識的演進又是如此快速，若是

要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就得不斷的學習。我必須

衷心的感謝諸多被我打擾的病人，每次我犯錯總

是會及時提醒我的護理人員們，工作超時但總是

耐下性子來指導我的學長學姊，還有每天要務繁

多，卻總能有條不紊提點我們的老師們。

生活營結束後，再過不久便是下一新學期。

我期盼所有剛進入臨床工作的同學們能夠和樂

的與病友及工作同仁度過這一年；我也祈禱自己

能夠以更謹慎的心情面對即將到來的每一項挑

戰。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五年級學生）

附表：2008年一般醫學科生活營流程

地點： 朱銘美術館

時間 行程 說明

08:�5 醫學院大門口(仁愛路一段一號)集合 �. 請著輕便衣物，建議準備攜帶遮陽工具(陽傘或帽子)
2. 準備照相機及毛巾

3. 領取早餐及一瓶小礦泉水

08:30 準時搭遊覽車出發→朱銘美術館

地址：台北縣金山鄉西勢湖2號
�. 往朱銘美術館

2. 說明行程及中午用餐

3. 同學車上自我介紹

�0:00~�2:00 抵達朱銘美術館。

參訪活動分2大組進行，由朱銘美術

館的解說員帶領進行參訪。

�. 門口集合統一入場

2. 自行開車前往之師長可於朱銘美術館正門口集合

3.   由解說員在美術館內先介紹美術館的精神及歷史源
由，並帶領大家前往館內園區進行雕塑欣賞。

�2:00~�4:00 午餐及中午休息時間 用餐地點：美術館餐廳二樓享用自助餐

�4:00 集合 活動地點：美術館餐廳二樓

�4:00~�4:30 師長致詞 活動地點：美術館餐廳二樓

�4:30~�4:40 休息時間

�4:40~�6:30 薪火相傳

學長姊學弟妹分組活動

共分成4-6組，每組皆包含老師、學長姊和前後三屆同

學

�6:30~�7:00 分組自由活動 漫步美術館內，欣賞各個景點及留影。

�7:00 請於�7：00抵達朱銘美術館入口搭乘

遊覽車賦歸

於�8:30回到醫學院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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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良人沈友仁教授毫無預兆地在

睡眠中悄然離開塵世。退場俐落，一如他的率直

個性，留下爽朗豪傑的身影令人懷念。

事發突然，要收拾他的辦公室不知從何著

手，整排靠牆書櫃塞滿了醫學、電腦學、電訊

學、統計學、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工具書等等，

他研讀的層面之廣、層次之深，遠超過我對他的

認知。書櫃頂上一列大紙箱塞滿獎牌、紀念品。

檔案櫃裡溢出超滿的資料，有各種聘書、獎狀、

感謝狀、歷年來的工作紀錄、演講和教學用幻燈

片、國際同儕信件、國內外研討會邀請特別演講

信函及大會手冊、論文抽印本等，正如他常自嘲

「我的檔案櫃每個抽屜都吐舌頭」。

這一大堆文物是他一生的心血，是灌注他一

生中最精華階段的生命活力提鍊而成的無價之

寶，蘊藏著他從臺大醫學院醫科畢業踏入社會

(臺大醫院)以來層層歲月的辛勤耕耘過程紀錄和

務實益眾成果。這些資料不僅具學術價值和實

用醫療參考，也可從中瞭解前人播種之辛勤和醫

學進步的足跡。他無私的奉獻、提昇醫療水準造

福病童、教導後進不遺餘力、奠基醫療資訊電腦

化、領導臺灣小兒神經學會進入國際學會核心等

等事蹟，榮獲總統褒揚令，因而國史館致函臺大

醫院，請提供沈友仁教授生平事蹟資料，俾供修

史參考。

如此珍貴資料應予永久保存，遂決定把他

的論文編集成冊，方便捐贈、保存及後進索引參

考，並可避免搬遷時資料散落遺失或被當成廢

紙清除而失傳。根據他生前自己整理的原著論文

清單加以核對補充，搜集論文抽印本，找不到抽

印本則進入學術網路資料庫搜索，網路資料庫未

收錄的早期期刊再到醫學院圖書館尋找期刊合

訂本影印，褪色糢糊的打字稿重新打字。

在整理他的文書時，發現原著論文之外，

有許多研討會邀請演講之演講稿及摘要、主持

國際/國內小兒神經醫學會學術研討會致詞、綜

論、工作報告等，都是他的心力和智慧的結晶。尤

其是臺灣小兒神經醫學會的誕生和成長紀錄、

臺大醫院門診作業電腦化的開發過程、臺灣醫

療網的規劃和進展等，雖非醫學研究報告，卻都

是前所未有別無史料的拓荒紀錄，是他傾心盡

力親身推動的第一手資料，都可成為歷史的見

證，因此一併保存，將其著作分類為：A. Journal 

Articles (期刋論文)，B. Congress Proceedings 

情繫論文集
余  秀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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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刊)，C. Opening Addresses (致開會

詞)，D. Miscellaneous Essays (其他)。至於單

行本和主持及參與之研究計劃則僅將書名或計

劃名稱列入目錄中。他的著作主軸可分為兩大

類：醫學研究(包括基礎醫學及臨床醫學)與醫療

行政(包括醫療作業電腦化及醫療網規劃)。

雖已盡力搜集，恐怕尚有遺漏。我記得他在

總駐院醫師時，以他的臨床經驗和深入研讀文

獻資料，深知診治嬰幼兒病童時除了針對其直接

病因之外，也要注意到維持病童適當體液和電

解質平衝的重要性。為了提醒駐院醫師避免發生

醫療遺憾，他用心編寫了fluid therapy講義訂成

冊，在尚無影印機的年代自己刻鋼板油印發給後

輩駐院醫師，他身為醫師的使命感我很感動，因

此印像深刻，但那本講義我遍尋不著。

他於�959年自臺大醫學院醫科畢業，服畢

兩年兵役，�96�年退役、結婚、進入臺大醫院小

兒科，斯時即以升任本科教授為目標而奮鬥不

懈，從駐院醫師時期即自己構想研究主題、獨自

執行實驗。第一篇論文發表於�963年中華小兒

科醫學會雜誌。

尋找他的論文抽印本，心情如同在尋覓他，

每找到一篇就勾起一段回憶和一縷思念，每一

本資料都藏留著他的手溫，握著他的作品感覺

手牽手，隨意翻閱不忍釋手，字裡行間盡是他埋

頭苦幹的影像，尤其是早期的研究成果。那個年

代的臨床醫師跨足鑽研實驗室領域的研究工作

者鳳毛麟角，小兒科研究室空蕩蕩，夜裡整層四

樓只有他孤單在做實驗，他說：「有時候覺得背

脊發涼，好像幽靈將出現」。�964年發表的兩篇

論文獲得小兒科醫學會優秀論文獎第一名，其中

一篇Urine amino acid paper chromatography 

and amino acid excretion pattern in normal 
children的實驗就是通宵達旦在此研究室完成

的。研究進行期間連續數週夜宿實驗室，卻在某

日半夜步行兩個多小時回家敲門出現在門口的

疲憊身影、獲獎時的喜悅笑顏、歷歷如昨。

�965年完成總住院醫師任期，小兒科無主

治醫師缺額，適逢臺大醫院新成立血庫，需要一

名主治醫師而來徵詢他的意願，他陷入傍徨，師

長好友的看法是：難得有此機會，先佔先贏，要

等小兒科主治醫師的職位遙遙無期，何況前面還

有先輩在排隊。但他志在小兒科，此步踏出回頭

難。立取或枯等？內心掙扎數週，終於執著於既

定志向，「等」！

等待期間任職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NAMRU-II位於臺大醫院建築內，現在的牙

醫學系館)生化科並兼任臺大醫院小兒科主治

醫師。當時NAMRU-II生化科正進行食品營養

的生化學研究，暑假期間在雲林縣臺西國小召

募學童住校供給制定膳食，採血液尿液。他的

主要工作是照顧學童健康和抽血，整個暑假住

在臺西。此外則是在NAMRU-II實驗室用電泳

分析法(electrophoresis)分析檢體。任職美國

機構，入境隨俗，學會社交舞和開車，他也很得

意實驗技術領先我，當時臺大藥學系尚無電泳

分析設備。前述得獎論文中的紙層析法(paper 

chromatography)基本操作是我告訴他的，電泳

分析我甘拜下風，莫怪他向我炫耀。

同一時期，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部高原滋夫

教授獲美國NIH資助研究亞洲族群血液生化學

特徵，向臺灣教育部尋求臺灣地區協同研究者，

他突獲欽點參與，受寵若驚。還好已考得汽車

駕照，租車展開上山下野南奔北馳，採血液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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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小兒科實驗室篩檢分析，往往深夜才回到

臺北，工作到天亮，終年無休。他的能力和態度

深獲日人肯定讚佩，與團隊成員成為莫逆。找

到�967年發表在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的論文抽印本，湧起一陣榮幸感。

也是這個時期，他在臺大醫院先後診斷出

三例罕見疾病phenylketonuria病童，並給予正

確治療，他為病童擬定治療飲食明細單，並且

持續追踪數年。成果發表於�973年中華小兒

科醫學會雜誌，文中紀載著治療飲食單，明訂

飲食時刻、每餐的食物名稱及攝取量、其所含

phenylalanine、蛋白質、脂肪、醣、熱卡。病童

中有一對姐妹，症狀明顯改善，家長甚感激，送

了一塊寬6尺高�.8尺的原木厚重匾額，上刻「沈

教授友仁醫冠群雄」，從其住所高雄市運送到我

家。當時他是講師，「教授」之稱喜在心頭，這匾

額現在仍掛在家中。

�967年台大醫院急診處新設一名小兒科主

治醫師名額，他得以由兼任主治醫師成為專任

主治醫師並兼任急診處副主任。此時他已發表8
篇論文，其中6篇是跨臨床和實驗室的研究。翌

年升任講師。�969年獲China Medical Board 

(CMB)獎學金單身赴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費城

兒童醫院(Children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CHOP)當小兒神經學研究員進修一年。為了要親

身參與臨床診療多方面學習，事先在國內考取美

國ECFMG。這一年他非常非常用功，在小兒神

經學的基礎、臨床診察、診斷、治療、以及嬰幼兒

腦波的理論、檢查、判讀等紮下充實基礎。我找

到數本他當年的筆記本，內容有腦部及神經系統

詳細筆記、有腦波原理意義與判讀等。一年內有

如此豐碩成績，必是珍惜分秒勤讀勤學，但他即

使犧牲睡眠，仍每晚寫滿滿一張郵簡寄給我，沒

有間斷。

返國後在臺大醫院首創小兒腦波室，積極

培育小兒神經學醫師，全國各大醫院紛紛派醫

師來學習。在此時期深入研究新生兒腦波，歷

經七年研究，其成果：An electroencephalo-

graphic study in 557 normal ful l  term 
newborns with normal prenatal, perinatal 
and neonata l  condi t ions (�978)，及An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tudy in �82 normal 
newborns with abnormal prenatal, perinatal 
and neonatal conditions (�978)不僅獲臺灣醫

學會優秀論文獎，並且被國際聞名的美國醫學文

摘(Medical Digest)轉載刊登。當時臺灣的臨床

醫師論文能獲Medical Digest收錄者很稀罕。

歷經副教授(�974)、到�978年升任教授己

發表2�篇研究著作，絕大部份是單獨作者。在

無電腦、圖表用手繪、統計靠運算、實驗設備

克難的時代，這樣的成績可稱優異。�978年發

表於Brain and Development長達�7頁的論文

Purulent meningitis in newborns and young 
infants, a clinical and long-term neurological 
follow-up study in Taiwan是他費了數年時間犧

牲假日走訪南北窮鄉僻壤探尋失聯病童詳細檢

查分析的完整報告。其優異的研究成果深得國

際小兒神經醫學權威福山幸夫教授(日本東京女

子醫大教授)的肯定與讚佩，獲醫學博士學位。

�983年福山幸夫教授建議在台北舉辦第一

屆亞澳小兒神經醫學會研討會，由沈教授負責

籌備並擔任大會主席，opening address收載於

論文集。研討會圓滿成功，他帶領臺灣小兒神經

學醫師跨上國際舞臺。為了使臺灣小兒神經學能

永續發展，與國際同儕並駕齊驅，更期盼有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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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位居領先，�996年見時機成熟，人材齊備，在

他領導籌劃下，臺灣小兒神經醫學會由神經醫學

會獨立出來。每個月舉辦病例討論會，每年舉辦

學術演講會，他一直熱心帶動。臺灣小兒神經醫

學會是他播種(人材)、催生、培養成長的，文集中

有幾篇敍述此學會創立成長史及展望，日本同儕

對臺灣小兒神經醫學會的快速進步頗重視，邀

請他在日本小兒神經學會總會演講此主題，其演

講稿也收載在文集裡。

他升任教授翌年(�979)，臺大醫院楊思標院

長聘請他擔任醫務秘書。入座院長室原未列在他

的生涯規劃中，此機會為他開啟了另一個發揮潛

力施展抱負的空間。他配合醫院方針致力行政

工作，兼顧醫療專業和教學。學術研究則居指導

地位，從他的著作中的作者排名序位可看出此分

水嶺。

�980年「作業電腦化」的觀念在國內萌芽，

臺大醫院率先計劃從門診作業電腦化著手，

�98�他升任醫務副院長兼企劃室主任，開始規

劃門診作業電腦化。�982年成立資訊室，聘他改

兼資訊室主任。他撥出時間去聽課研修電腦軟、

硬體基礎課程，充分理解電腦結構、功能、程式

應用。同時分析門診作業流程中每個環節的相

關細節。扎實的醫療行政經驗和電腦學識加上

鍥而不捨的毅力，讓臺大醫院門診作業電腦化

在兩年內(�983年8月)即順利啟用，並且成為全

亞洲典範，日、韓等國都來觀摩，文集中有8篇相

關文章。�985年承蒙臺大醫院林國信院長(�984
年上任)推薦，榮獲全國傑出資訊人材獎。

�986年衛生署想規劃全國醫療網並欲建立

全國醫療資訊網，從新竹區域和花蓮區域同時

起步，聘請沈教授擔任如此大型遠程計劃的召

集人，計劃內容資料龐大，不適於納入文集，僅

列計劃名稱於目錄中。當時他身負醫療、教學、

行政(副院長、資訊室主任)等繁重職務，仍定期

奔波花蓮、新竹，憑其扎實的經驗和堅忍的毅力

順利推動計劃，圓滿達成使命，文集中有3篇相

關文章，另有兩大本成果報告僅列名稱於目錄

中。臺灣醫療網及醫療資訊網的成就當時可說

居國際領先地位，外國研討會常邀請他去特別

演講，聽取臺灣經驗。有幾篇演講稿我重新打

字，文集中共有7篇相關演講稿。

�993年轉任小兒部主任，召集部內各專業

精英合力編著了非常實用的兩本書：新生兒加護

病房手冊及小兒加護病房手冊，僅列書名於目錄

中。

他自升任教授直至退休，雖然一直肩負行政

重任職務，但從未忽略身為教授的責任：教學、

醫療服務、指導研究，經常忙到深夜才回家。每

年都有數篇論文發表。

編好目錄，全集共��60多頁，分成上下二

冊，Journal Articles�3�篇。數一數我們兩人聯

名的valproic acid (VPA)抗癲癇藥論文有�5篇，

心思捲入時光倒流的漩渦。�978年他升任教授，

他的目標既已達成，兒女也已中學階段，我向他

表示想出國進修。他極不願再重陷隔洋相思之

苦，但也不忍我壓抑心願，答應放我一年。�979
年4月我啟程赴日本國立東京大學藥學部進修。

我出國不久，臺大醫院引進VPA sodium 

salt為試用新藥。VPA於�978年剛獲美國FDA
採納，當時文獻資料不多，他為了要確立適用於

國內病童的用藥準則，決定從劑量、療效、血中

VPA濃度三方面綜合評估。療效的判斷擬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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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指標細目，包括腦波、癲癇發作次數、行為、智

力等，評量表除自用外，也發給其他醫師。他又

要跨足實驗室自已分析血中濃度，為此請購了一

枱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簡稱GC)，
詳讀厚厚的操作手冊，與儀器公司的技術員共同

摸索，確立了VPA的分析方法。此時，意料之外

地接任醫務秘書，行政事務繁忙，VPA的分析遂

商請實驗診斷科莊講師承接，親自傳授分析技

術。

我留日期間，非常掛念家中大小，他是從來

不過問家務瑣事的大男人，初次父兼母職，必是

手忙腳亂，接著又突然獲聘為醫務秘書，事務千

頭萬緒，其繁忙可想而知。但仍每天寫滿一張郵

簡給我，報告一天有多忙碌、家中一切平安、叮

嚀我保重安心等等。�980年4月我返國後才知道

他因肝炎曾住院一個多月，幾週前才出院。住院

期間寫給我的郵簡滿紙善意的謊言。想到他如

此愛護我，而住院期間病床上的他和家中兒女都

沒人照顧，家不像家，我心如刀割。

我回國後不久，莊講師辭職他就，沈秘書無

暇顧及實驗室分析，我義不容辭接下這份差事。

此計劃持續至達到預計病例數，於�984年發表

Trial of valproic acid for intractable seizures 
in childhood，作者包括所有參與的臨床醫師

及莊講師和我。我在開始接觸VPA時，即改進

分析方法，廣讀文獻，發覺VPA的藥物動態學

(pharmacokinetics簡稱藥動學)很詭譎，於是對

病人血液檢體除了按照原計劃測定VPA濃度外，

更進一步做藥動學分析研究。並且用動物實驗

對其變化多端的藥動學機制追根究底，愈做愈有

興趣，欲罷不能。當時國內電腦尚不普遍，他用

他的掌上計算機寫藥動學必要的線性回歸程式

和統計分析程式，我們的論文得以發表在高水

準的國際期刋。VPA常常隨興出現在我們的聊天

中，他講臨床所見、我說實驗新發現，彼此抬槓

也是樂趣。�983年在台北舉辦的第一屆亞澳小

兒神經醫學會研討會，我發表了兩篇VPA藥動

學研究成果，口頭報告和壁報展示各一。中場休

息時(coffee break)有幾位外國貴賓來稱讚我的

研究，說我的報告正是臨床盲點，他很欣喜。印

象最深的是美國Cleveland Clinic Foundation的

Applied Clinical Pharmacology主任Professor 
C.E. Pippenger來向我邀稿，且於其返美後又來

信鼓勵我投稿至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或Epilepsia，好讓更多人讀到我的研究

報告，並寄一本他的著作Antiepileptic Drug 

Therapy in Pediatrics贈我。後來我才知道他是

TDM期刊的主編，也是國際知名的小兒神經醫

學專家。我能獲此榮幸，感念友仁啟動VPA的研

究，我適時伸出援手承接，得到回報。

友仁和我都在200�年退休，皆榮膺名譽教

授。退休後他仍然看診、教學，小兒神經醫學會

的病例討論會及學術演講會從不缺席，討論會

中常提出卓見和指正，仍應聘參與衛生署「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計劃，進行中的計劃資料塞

滿書櫃，未納入論文集。他的業績成就一定遠超

過我所找到的這些文書紀錄。

我們兩人有許多共同規劃期待的「將來」尚

未實現，我們等待拍攝時髦的金婚紀念婚紗藝

術照。我留日返國後，他說以後再也不願和我長

年分離，相思苦不堪言。言猶在耳，卻逕自悄悄

地離開我，急飛天國，留我思念。他謝世之後，我

才驚覺到我們早己是「從心所欲，行不踰矩」的

老人而未自覺，在我心中他是永遠不老的巨人呵

護著我。回想我不曾像我母親對我父親那樣細

心服侍老伴衣食，深感自責。編輯檢視著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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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淚水糢糊了我的視線，浮在頁面上的是深夜

裡他在燈下奮筆急書的模樣。

搜集文章、編排、設計封面、寫序、申請國

際標準書號(IBSN)、交涉印刷商等等歷經數月，

整個過程我幾乎忘我而沈浸於和他心靈交會。我

把出版權捐給臺灣小兒神經醫學會並捐款，他一

定很高興能對學會有所奉獻。當我拿到剛出版的

論文集時，似乎看到他手中捧著論文集，面露喜

悅，以慣常的語調叫著我的暱稱說：辛苦了，謝謝

你。

他忠心盡責、善良正直、自我要求高標準的

精神表現在一生的行事風格，亦反映在學術論文

和工作報告中。傳承他的精神應是他的心願。整

理他的論文和文章編輯成冊，盼能達成他的心

願、保存他的心血，也珍藏了隱藏在扉頁中我對

他的無限思念。

（作者係1959年臺大藥學系畢業，現任臺大藥學系名譽教

授）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 
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1. 具護理學或相關學門博士學位 
2. 具獨立研究能力，且能勝任護理教學

二、檢具資料：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最
高學歷證書影本，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論文目錄表(如
下※說明)、3年內主要代表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各乙份、推薦函
3封。
※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核算計分http://www.

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 論文目錄表Ⅲ-1(供核算歸類計分用) 
2.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目錄)

三、截止日期：97年 12 月 31 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98年8月起聘。
五、收件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黃璉華主任收（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Mail：lhhu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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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陳振陽教授要我寫一篇我與台大樂團

的文章，內容不拘，但我一直非常猶豫。因為我

與台大管弦樂團的因緣非常少，倒是與台大醫學

院杏林弦樂團有過一段共處的經驗。所以我就寫

一點有關杏林弦樂團的小事。

我�955年入台大，住第十宿舍，在宿舍外練

習小提琴，不知哪一位同學轉告了台大樂團的

人，於是他們就派人來邀我參加。我去了沒幾次，

只記得當時印象最深的二、三位學長，林二及高坂

小姐，二人都令我很感佩。不久擔任醫學院弦樂

團指揮周欽城學長知道有一個醫學系小老弟在

台大樂團，要我何不直接加入醫學院杏林弦樂

團。我想將來反正會歸隊的，何不早點認識那邊

的人，於是就轉入醫學院團隊。三不五時挾著小

提琴由台大校總區騎腳踏車去中山南路的醫學

院參加練習。現在記得的也不多了，只記得那裡

高手不少，有一位高我很多班的周烒明學長，上

台演奏過貝多芬Spring Sonata奏得很不錯，到

現在記憶猶新。在指揮周欽城學長的領導下，杏

林弦樂團頗有規模，只是練習的時間大家很少守

時，常讓我這個老遠而來的小弟空等一個小時以

上。有一段時間我很失望，告訴周學長我不想再

來了，要等三年級來醫學院後再參加。學長看這

個小老弟有點太serious，便多所安撫與鼓勵，才

使我打消了退堂鼓。

開始的幾年，因為有很熱心的團長周欽城

指揮，杏林弦樂團辦得有聲有色，每學期都上台

表演。直到團長畢業離校，樂團頓時陷入群龍無

首的狀態，團員因為功課忙，少了個靈魂人物催

促，團練越來越少，樂團瀕臨解體。我們班上五、

六個學小提琴的同學(吳忠修、黃文哲、陳素瓊、

張哲星及我)不忍心樂團亡在我們手上，於是硬

撐下去。記得有一次只有五、六個人，由文哲兄指

揮，五、六個小提琴一字排開(沒有中提琴，沒有

大提琴)，竟然就在醫學院的大禮堂演奏起來，

這是我平生經歷過的最小樂團。這幾年可以說

是杏林弦樂團最黯淡的時期。畢業不久我就聽

到學弟們重振雄風，樂團又恢復以往的熱絡，更

令人興奮的是終於與台大樂團合併一起練習。如

此整合，不只令我欣喜，也使我遺憾沒有這一份

福氣。

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回想起來當年的點

點滴滴，雖然沒做好，但也沒有讓歷史斷掉，現

在只有祝福這一團體，不斷茁壯。加油！加油！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任職於慈濟大學人類遺傳

學研究所）

杏林弦樂團的空窗期
李  明  亮

7~9月徵信錄
鍾貴石 US$20  劉淑智 NT$1,500
陳慧玲 NT$2,000 林　茂 NT$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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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台灣醫師，曾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及二

次大戰前的熊本，受教於一位日本人醫師，這位

台灣醫師的後代遺族，為了要把對其父親的恩

人感謝之意，傳達給恩師的後代，特由台灣前來

日本熊本，在4月6日，遺族們見到了父親恩師之

孫，並實現了在墓前感恩的願望。

這位日本恩師就是曾任熊本醫科大學(為現

今熊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校長的明石真隆醫

師(�882-�966)。而受教於明石醫師的則是韓石

泉醫師(�897-�963)，互相會面的是明石醫師之

孫、現任熊本市醫師(公)會屬下之“Health Care 

Center”所長的明石隆吉醫師(58歲)與韓石泉醫

師的次男良信(75歲)等五位姊、弟、妹一行家族

共十一人。

依據隆吉和良信兩先生所述，內科醫師明

石真隆曾於大正期間奉派到台灣，後來並擔任

台灣的台南醫院院長，一直到�937年。而韓石泉

醫師則自�929年至�933年之四年間，曾在台南

醫院任職。在當時，某些在台日人有歧視台人者，

但明石院長則因賞識韓石泉醫師的學識能力與

對工作的熱忱，曾在韓獲聘為助手(譯按，韓醫師

升任醫官補之前，初任台南醫院醫務助手)時，破

格准其進行部份醫療。

在明石院長歸國後，韓醫師為了進一步鑽研

醫學，便攜家帶眷的到熊本醫科大學留學，進入

當時之明石校長研究室接受指導。但在熊本期

間，一度因胃出血而病危時，被緊急送去已退職

開業之明石醫師的內科診所救治，幸而保住一

命。

學成後，韓醫師在日、美開戰前回到台南

向日本人恩師感謝 
──因其先人在二次大戰前曾前來熊本研習醫學，
台灣人遺族特來熊本在父親恩師墓前參拜感恩

中村勝洋 報導 
韓 良 俊   譯

韓石泉醫師(前排左一)任職台南醫院時，在院內與醫

師同事及護士等合影。(譯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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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新開業並長期為鄉里奉獻。韓醫師育有

十一個子女，其中有五個兒子或在台灣或在美

國，成為內科、小兒科及牙科醫師。

次子良信說：「先父在言談間，常會說出他

對明石老師的感恩之意」。而他們家族人人也難

忘明石醫師對其父所施的大恩，因此早在四年前

開始，便託由在熊本的人士到處尋找明石醫師的

後代家人。四月六日能夠實現大家會面，乃是經

由前熊本縣醫師(公)會會長柏木明醫師的介紹，

才在2007年7月終於找到明石校長之孫明石隆吉

醫師。

雙方全體便於今年4月6日安排在熊本市上

通町的一家大飯店聚餐，並互相暢談彼此的祖

父及父親的往事。隨後，又一同前往在熊本市坂髮

地區的明石院長之墓，韓良信家族全體就在墓前

合唱「仰之彌尊」一曲，以表達感恩之意。已繼承

韓石泉醫師之醫院(譯按，現為韓內兒科診所)的
韓家三男韓良誠先生(現年73歲)也在墓前訴說：

「父親從明石院長學到的種種，他也教給我們兄

弟，才能使我們都各有所長，這都是父親的老師

兼救命恩人的明石院長所賜的。」

而明石隆吉醫師也感動地說：「我以前不曾

從祖父聽過有關韓石泉醫師的事，今天才第一

次知道有這件事。韓家家人居然會感恩到似此

程度，我也深深感佩，相信我祖父在天之靈，一

定會感到高興的。」(譯自2008年4月7日之日本熊

本日日新聞特稿)

（作者為衛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主委、台大名譽教授）

年輕的韓石泉醫師(立者左二)也曾客串當外科手術的

第一助手，坐著量患者脈搏的護士梳著當時標準的

「護士髮型」。

日治時期早期的台南醫院建築物外觀。(《韓石泉醫師

的生命故事》著者莊永明先生提供)

韓石泉醫師於1919年及1920年獲聘台南醫院時所領的

聘書(左)以及薪給核准令(右)。(譯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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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一生，如果有機會遇到一位貴人，

在他潦倒、無助時，以愛心改變了他的一生，或是

在他生命危急時，自告奮勇，拯救他的生命，則

是人生幸運之極致，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何其

有幸，先父卻在在他坎坷又驚濤駭浪的一生之

中，碰到比「一位」更多了一人，這樣的「貴人」。

兩年前(2006.6.�8.)韓家在台、美的兄弟姊

妹以及部份配偶共�2人，為了對堀內次雄校長，

這位在先父還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醫學生時代，

因為發動「同盟罷買事件」，幾乎已被判定開除

學籍之際，以師生之愛，挺身袒護先父，使他免

於失學的命運，進而使先父因而發奮圖強，加倍

的努力、珍惜，結果以第一名畢業於總督府學校

的這位偉大教育家，表示我們發自內心深處的感

恩與崇敬，因而前往他在東京品川區的法禪寺

墓園參拜(詳情請看景福醫訊第二十四卷第七期

—＜感恩之旅＞。就在同時，我們也一直在想盡

各種辦法，並尋找多種可能的管道，希望也能夠

向明石真隆教授—熊本醫科大學學長(校長)—

這位先父的救命醫師，又是做人做學問的恩師，

表示我們身為人子的景仰與謝意。當年先父因為

仰慕他，同時也受到他多年來潛移默化的影響，

因而在�935-�940年間，毅然決然的暫時放下

門庭若市的醫業，攜家帶眷地前往日本，追隨他

攻讀博士學位。但不幸的是，在�939年冬天，三

妹淑真剛出生時，先父因為過度操勞，加上身處

異鄉，又因研究上求好心切，引發上消化道大量

出血呈虛脫現象，脈搏約200以上，陷入高度昏

迷，不省人事時，在

其明石內科醫院(即
目前在台灣所稱之

「內科診所」)全力

搶救，主治先父，以

教授之尊，在沒有住

院醫師之下，不分晝

夜，不眠不休全力

搶救，終於轉危為

安，而救活了先父

的，就是這位我們

尋找多年的明石真

隆教授。

先父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第一年，因

為台南醫院內科沒有出缺的員額，於是先受聘於

台北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內科，受吉田坦

藏、小島鼐二兩位教授指導，第二年�9�9年得知

台南醫院內科有一個缺額，於是請求恩師堀內校

長推薦，順利返鄉，進入台南醫院內科服務，因

而有四年多的歲月，受教於明石真隆博士。

現在的年輕醫師比較難以想像的是，當時

最初進入台南醫院，能擔任的職位只是「醫務助

手」，在工作性質上可說是比目前的「應當先生」

還不如的，因為醫務助手只能做抄處方、檢查大

小便，以及問病史等工作，並無法負責診治病人。

當年編制上的「醫務助手」，上面還有醫官補、醫

官以及醫長。如此的制度，以先父的個性，叫他

感 恩 之 旅 (二)
韓  良  誠

日治時代歷任台北醫專教

授、台南醫院院長與日本熊

本醫科大學教授及校長等

台、日醫界要職的明石真隆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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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做這些不像醫師的，單調、刻板又無挑戰

性的工作，可能會覺得「無法學以致用」。於是有

一天他鼓起勇氣，大膽的向明石真隆院長請求有

「工作權」，可以獨立診治病人。起初先父不但不

敢奢望，還有被罵的心理準備，因為當年一般說

來，日人醫師中，不少是有民族優越感的，認為台

灣人是他們統治下的次等公民，但出乎意料的，

先父向他表明態度之時，明石院長不但馬上答應

他，可以讓他主持一部份住院病人的診治工作，

更進而答應，如果門診病人有人願意由先父診治

者，也可以負責診治。有關這段往事，在《韓石泉

醫師的生命故事》中，著者莊永明先生有如下的

描述：

「明石院長如此『破天荒之英斷』，院內有

人表示不信服，不僅日籍醫師有所煩言，日籍護

士也心存輕視之心，有意杯葛，讓他難堪，韓石

泉當時的處境很是尷尬，也怕辜負院長善意，但

是他還是不顧一切，憑著實力以赴，用事實來證

明自己確有能力擔任診治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讓

日本醫師刮目相看，證明台灣醫師是不會比他們

遜色的……」。「韓石泉在日籍同事之間，始終抱

著不亢不卑的態度，周旋其間，以不辱台灣人尊

嚴為信念，而且對醫務的投入十分專心，終能獲

得多數日人尊重」。這種台灣人「榮任」醫官補的

事，在台南醫院內科史上，以韓石泉為第一人，外

科則有王受祿，耳鼻(喉)科是陳德智。

記得我們兄弟姐妹小時候，有時碰到問題，

不敢面對嘗試，甚至逃避時，先父常以明石先

生提倡的「事上鍊磨」鼓勵我們。先父一生從醫

濟貧、以病人為中心，並且，仍然不忘不斷地進

修與研究的態度，留給我們五個醫師兄弟的「身

教」，也可說是得自於明石醫師。八十多年前明

石真隆院長因行政事務煩多，常向先父提起，嗟

嘆缺乏研究經費與時間。但是，畢竟他還是一

位研究心很強的「日本邊遠地區」學者型醫師，

在台灣期間，對台灣風土病投入很多心血研究，

當年的「日本內科全書」中，有關瘧疾及阿米巴

篇，就是由他所撰寫，難怪他辭職台南醫院返回

故鄉，旋即被聘為熊本醫科大學教授，不久又被

推選為學長(校長)，可見他的真才實學，獲得日

本學界的肯定。因此也可以了解，先父為了師事

明石校長，以39歲「高齡」，攜家帶眷的，包括四

個小孩(兩位家姊、家兄和我)，一家六口於�935
年，以自費花掉他開業七年所得，前往日本，進入

熊本醫科大學明石內科研究室做研究。研究生

涯中常常日以繼夜不離研究室，因而被日本同事

稱為「不知疲倦者」，也因此，於論文接近完成時

(�939)，忽然大量上消化道出血、休克，並陷入高

度昏迷，不省人事。所幸明石教授主治得宜(包括

輸入先母的O型血400cc，先父是B型)，救活了

先父，住院兩個月後出院。因此明石醫師可說是

先父畢業後的救命「貴人」，但也可見當年的醫

學，治療消化性潰瘍所需時間之久，也可以推想，

當時先父的上消化道出血，確實非常的嚴重。

如今回想起來，在我們兒時以及中學時期，

於日常生活中，先父常以明石醫師的言教與身教

教導我們，甚至在進入醫學院之後，因為我常常

筆者與家兄良信合影(舍妹韓淑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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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寒暑假跟隨父親學他看病，他也會以得自恩

師的點點滴滴，以及分析病情的方法、倫理的思

考，來教導我、引導我，這也是我一直不敢忘懷

先父之恩師的原因。更何況，先父常常提醒我們

兄弟姐妹：「你們在有生之年，絕對不可忘記明

石先生在我身上所施的恩澤」，這也是我們全家

會一直盡全力尋找明石先生親人的原因。

至於尋找明石教授的前前後後經過，要不

是鍥而不捨地，加上「機運」，再加上「上帝的指

引」，恐怕也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因為畢竟，他是

�882年出生的人，更何況，他只生了一個已經出

嫁又是改姓江藤(從夫姓)的女兒。

兄嫂李慧嫻醫師在2006年�月�5日，拜託她

認識的Hawaii Pacific Press記者，以日文刊出

「尋人啟事」，結果幸好有一位久保內美知子醫

師來電談起，說她就讀日本東京女子醫大時，曾

經聽過有位明石博士，「曾經是台灣一所醫院的

“院長”，也在日本當過“校長”」，至於其他則不知

道。

去年 (20 07)李醫師曾在Hawai i的一所

Cafeteria和Fukami Thompson喝咖啡時，有機

會和鄰座的坂口薰雄先生交換名片(熊本大學副

校長)，聊起來這才知道，他是全家來自日本熊

本，準備在夏威夷主持兒子的結婚典禮的醫學院

教授，於是立刻捉住機會，請他代找明石先生，

心想成功的可能性很高，但最後還是空盼望一

場。

兄嫂有一位「台南花園小學校」的日籍同

學稻垣玲子，和她通信時，也曾經提到有關「尋

人」的事，雖然這位小學同學(76歲)目前住在九

州宮崎縣，但是她知道之後，居然很熱心的自動

前往熊本，在電話簿、醫師公會名簿…等，不停

的找，不停的打聽，但還是找不到「明石真隆」

其人。最後她前往「戶口登記事務所」，終於真的

找到了「明石真隆」其人！可惜的是，如果要進

一步要求他提供其他的資料，則這位公務員會

觸犯Privacy Act，因而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這

一條線索到此也是無功而退。另外，家兄也曾請

同業的學人，大阪府立大學數學系的米田薰教授

代尋，他在日本的網站查過之後，建議向熊本大

學的「熊杏會」(類似台大景福會)查詢，但明石先

生畢業於京都大學，因此熊杏會當然查不到。此

外，兄嫂的另一位小學同學吉澤久子也親自去熊

本大學醫學部查，結果查出全日本有兩所「明石

醫院」分別在福岡和京都，於是又親自去該兩所

醫院打聽，但結果還是白跑「兩」趟。

最後，住在鹿兒島的弟媳阮琬瓔，目前是在

當地的「錦之丘教會」司琴，最近該教會的牧師

出缺，有一個星期天，剛好有一次由一位來自熊

本教會的川島直道牧師代為講道，弟媳就請這位

牧師代尋。川島牧師返回熊本之後，立刻跑去問

目前住在安養院，92歲的河北治子女士(其先夫

為內科醫師)，她建議牧師可以試試找熊本縣前

醫師公會會長，已退休的柏木明醫師。事有湊巧

!! 柏木醫師也剛自明石真隆教授的養子之子(養
嗣子，為巖林竹治郎醫師三男)明石隆吉醫師經

營的Health Care Center退休(2007年6月)。

找人的事至此一切才「大功告成」，此後掃

墓的一切聯絡，就由精通日文，曾經在東京大學

數學系擔任過客座教授的家兄「聯絡」、「安排」

了。因此如果說，第一次對堀內校長的感恩之旅

是由目前在國內的我和舍弟良俊所促成，則這次

明石教授的感恩之旅，則是由旅居國外(美國)的
二嫂二兄，以及弟媳阮琬瓔(日本)共同努力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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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至於旅日的安排，則由在台北的良俊弟媳 

(城滿惠)處理聯繫旅行社事宜。

我們兩代家人共十一人(滿惠亦邀其次子意

勤、次媳名汝特別參加)於四月五日抵達日本，四

月六日中午被安排在熊本日航旅館四樓，面對

近在眼前的日本四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建於

�588-�607—另有諸多傳說)享用午餐，並接受柏

木前醫師公會會長精心策劃，事先安排的媒體記

者招待會。

首先由柏木明先生表示歡迎我們前來日本，

並表示在這世風日下，不知感恩，只顧眼前現實

利益的日本社會，會有來自台灣，想對其先父的

日本恩師表達感恩的後代子孫之用心，對日本

社會一定會是一件非常有益的社會教育，也令他

內心非常的感動。接著由明石隆吉醫師和家兄，

相互談到對祖父與父輩的懷念以及他們過去的

點點滴滴。約在下午兩點大家一起前往熊本市

內黑髮的墓地參拜。墓地座落於黑髮的半山腰，

可以鳥瞰熊本市，景色非常優雅，在整齊劃一的

墓地，到處有正值盛開的櫻花，地上則有計畫地

種了各類的花草，看不到有人亂丟紙屑、飲料罐

……，這也算是優質的日本民族性，以及日人後

代子孫對先人的尊重和懷念罷！

在墓前明石先生家屬，把自己帶來的蠟燭

和香柱點完火之後，我們一起齊唱日文的「仰げ

ば尊し」(仰之彌尊)表示對先人的懷念和尊敬。在

場唱完歌，我看到家屬紅著眼眶，我也情不自禁

的潸然淚下，久久無法自已，心中除了感恩，還是

感恩。隔天，「熊本日日新聞」的記者中村勝洋在

2008年4月7日的該報，有一篇題為「向日本人恩

師感謝」之報導，標題上下另有「其先父於戰前

曾來熊本研習醫學」及「台灣人遺族前來熊本於

該恩師墓前禮拜」兩行副題；且也刊登了兩張照

2008年4月7日的熊本日日新聞對此行報導之部分剪
報。上圖為韓家家人在明石院長墓前合唱「仰之彌尊」

的情形。圖中左三為筆者、左四為家兄良信教授、右一

為明石院長之孫明石隆吉醫師，右二為兄嫂李慧嫻醫

師，右三為弟媳滿惠、右四為家姊淑馨，右五為舍妹淑

真，左一左二為滿惠之次媳名汝及次子意勤。

筆者(右二)兄嫂李慧嫻醫師(右一)、與明石隆吉醫師(
左一)攝於明石真隆院長墓園(舍妹韓淑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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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一為明石真隆醫師遺照，另一為韓家家人在

墓前合唱「仰之彌高」的情景。

在返回旅館的交通車上，我心想:在那沒有

住院醫師制度，又無畢業後繼續教育的年代，大

部份醫學生畢業後都是自行開業，自行在痛苦的

失敗中摸索的。而先父有幸，在台灣也在日本，

都有機會接受了恩師將近十年的教誨，也使我在

先父身上以及間接地從明石真隆醫師，比別人有

機會學到更多的「醫道」。因此如果先父和我們

兄弟在台灣的醫業上有少許的參與，或是在病人

身心的痛苦和折磨上有少許的幫助，我們兄弟都

不敢忘懷這位恩師，更何況如果不是在先父生命

危急時救活了先父，則恐怕先母、兩位姊姊、家

兄和我，其後的命運必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可能

再加添六個弟、妹，使我們有機會一起過前半生

的記憶中非常快樂又溫馨的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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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誠徵內科腎臟專科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

一、應徵資格：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內科專科醫師及腎臟次專科專長

二、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表七份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及腎臟次專

科證書影本七份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七份。
4.  最近三年內(2006-2008年)代表性著作(最多4篇)之

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5.  最近五年內(2004-2008年)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

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2篇(以內)之論文註明其被引
用之次數，七份。

6. 教學研究計畫書七份。
7.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

主題、及其連絡方式(如：電話、e-mail等)。
8.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
9.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評鑑資料

10.  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
究員)之推薦函。

三、截止日期： 97年11月24日 下午5時
四、聯絡地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7號，台大醫院臨床研究大樓14樓內科

部主任室『內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 (02)2312-3456轉65022洪小姐；傳真：(02)2393-4176 

E-Mail：ymhu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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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年間四遊日本

每天做紀錄，寫日記、攝影，可能是自小看

父母的行為，耳濡目染養成的習慣。退休以後更

覺得走過的人生，看到的、想到的、做過的，總是

要留下痕跡；數位相機更能用無比細膩的角度

照明事物，讓人回味。 

自從2003年��月隨醫策會到已經二十三年

未踏足過的日本參觀六天，突然痛覺這一生最遺

憾的一件事，就是未能在日本生活兩三年，重溫

小時的感覺，並將一直閱讀小說而很熟悉的日語

真正地吸收。想來這一生此一夢想已不能實現，

只好多到日本旅遊幾趟。於是和在美國上班的妻

子玉麗2006年參加京都大阪的五日旅遊團，又在

同年九月也是到京都大阪，兩人每天自己安排到

處跑。翌年三月初，和妻子玉麗又加入北海道五

天團體旅遊。

零七年四月這次和上次北海道之遊相

隔不到兩個月，妻子已請假太多，不想再同

行，於是自己參加「日本立山黑部水壩五日

遊」。這是各旅遊團很熱門的行程，到日本最

高的北阿爾卑斯山脈(飛驒山脈) (Hida-san-

myaku)及其中立山(Tate-yama)的世界最高

水壩『黑部水壩』(Kurobe Dam)，前後五日。

途中還會到因為作家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的小說「河童」(kappa)命名的「河

童橋」；上高地(Kami -kohchi)民俗村「小京

都」；聯合國UNESCO指定為世界遺產保護地

的「合掌村」(Gas-sho-mura)；作家島崎藤村

(Shimazaki Tohson)住過、日本戰國時武田信玄

(Takeda Shingen)的智將山本勘助(Yamamoto 
Kansuke)設計建築的城堡廢墟、小諸(Komoro)
懷古園(Kaiko-en)；天皇貴族上層階級人士的避

暑地輕井澤(Karuizawa)；東京最高建築「東京

都廳」展望台等觀光景點。五天四夜就看這麼多

處，當然只能是走馬看花、沾醬式地各地瞭望一

下。

四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們一行多半互不認識

的十六人，在導遊的領隊下，清晨坐日本亞細亞

航空包機，中午就到成田機場，再坐包租的旅遊

日本立山黑部水壩五日遊(上)

許  清  曉

這次行程的地理方向，立山就在黑部水壩偏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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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經過東京的星期五下午塞車潮，六點前到

達海拔�,�00公尺山梨縣的八岳(Yatsugatake) 

Royal Hotel。當天正好也是日本七日連續休假開

始，車多，各地觀光客多，飯店客滿。晚餐是日式

每人一份的定食，在中餐式圓桌，除幾對夫妻、父

婿、母女、朋友外互不認識的十六人分成三桌，

在有清酒解凍下，逐漸開啟話盒子。六點前就能

到達飯店，是這種短期旅遊難得的機會，泡溫泉

也是必要的活動。

二、河童橋--芥川龍之介

第二天的活動，照例八點就開始，下一站是

長野縣中央國家公園的「上高地」(Kami Kohchi)
梓川(Azusagawa)上游的河童橋(Kappabashi)。
這一路是要三小時，天氣由晴天變為下雨，到目

的地停車場下車，走到山中的休息站時上午的天

色突然變暗，烏雲如鉛，氣溫也急速下降，不到

十分鐘開始下雪，又很快地變成隨伴雷鳴的大風

雪！我住芝加哥、波士頓等下雪地區二十餘年都

還沒遇到過天氣如此的遽變，可能是在高山峻嶺

中才可能有的現象。

一行在廣大的兩、三棟休息站內和其他一、

兩百位觀光客等了二十多分鐘，雪勢無減輕現

象，也不能再等，只好雪中連走帶跑一兩百公尺

遠，到二十來公尺長的木製吊橋「河童橋」。橋下

是一片卵石河床，緩緩的河水清澈見底，天上仍

降棉球似的雪花，橋上木板上已開始積集一層濕

濕的雪，四周是幽美的高山樹林，橋的兩端有幾

家一兩層樓的飲食店及飯店。下雪時的天氣其實

很冷，我沒期待山上竟會如此冷竣，幸而多帶一

件cardigan，穿在去年遊輪上買的白色半防水夾

克下，又帶三月遊北海道時買的手套，有足夠禦

寒防雪的作用。

這個河童橋的命名是，�927年三十五歲就

自殺身亡(「對生活有莫名的不安感」)的名作家，

芥川龍之介一短篇小說「河童」(kappa)是以此

地為背景塑寫而來，「河童」是他幻想的住在河

水中、兩足站立的群體動物，他藉這些動物的漫

畫式行為批判人性、社會。此橋成為觀光勝地之

一，也是因為芥川的盛名所賜。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幾位最有名作家之一(圖
中自左第二)，著有「芋粥」、「鼻」、「羅生門」、

「草叢中」、「蜘蛛之絲」、「杜子春」、及其他很

多諷刺人性、批判社會的著名短篇小說。 

因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而命名的「河童橋」

橋下的「梓川」。日本社會對文人很尊重，觀光地點也

很多和小說故事情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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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幼時的生活並不順暢，母親早逝而被芥川

家收為養子。自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系畢業前就

和其他作家創刊「新思潮」，也會「漢文」，曾師

事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也曾在北京見

過胡適，討論「檢閱」(censorship)的問題。他逝

世後，他的作家朋友菊池寬(Kikuchi Kang；雜誌

「文藝春秋」的創刊者) (圖中最左)設立「芥川文

學獎」，迄今和「直木(Naoki)文學獎」(也是由菊

池寬設立)同為日本文學大獎之一。

我在大學時就最喜歡讀他的小說。尤其上

述幾個短篇都收集在一本書中，重複地讀都不

厭倦。尤其描寫佛陀慈悲心、凡人自私心的「蜘

蛛之絲」一篇，故事詞句都很優美。只是「河童」

及其他晚年的作品，看不懂其中意義，印象也不

深。這種不懂名著的重要性或啟發性，有可能是

時代背景已有變化，作者諷刺的現象，過了三、

五十年之後，已不是那麼有新意，讀來便是不覺

得書有何特出處。其實我對人性虛偽、偽善的敏

感與厭惡，可能是再三讀過芥川嘲諷人性自私面

的短篇小說所受的影響。

因為團員應該都不知芥川是何人，導遊也沒

有說明「河童橋」名字的由來。我們就到過了橋

的一家歐式建築的飯店吃定食中飯，在逐漸轉

輕的雪雨中回到巴士，再駕駛一小時左右到達下

一站。

三、飛驒民俗村--小京都

這一觀光點是「岐阜縣高山市上三之町」飛

驒民俗村，台灣遊客又稱為「小京都」。有已設立

半世紀以上的「飛驒民俗考古館」，應該有兩百

年前似「忍者」(ninja)可活動的蕃邸結構及很多

其他資料，須付費入場(只五百日圓)。但因時間

不足，我們只有約五十分鐘去逛很有日本古早風

味的街道。

這是過去商家聚集的古街，明治初期以來

町民(平民)商人活動的地方。遊客幾乎擠著走的

街道兩邊，都是低屋簷、舊木格子，白紙障的舊

式民家，賣的也是令人想到日本古時代的小吃、

芥川龍之介(前方蹲坐者)及其文友，左一是菊池寬

「岐阜縣高山市上三之町」飛驔民俗村中典型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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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噌(miso)、日本酒、木製用具等小東西。

 
據導遊說，這地方就是電影「The las t 

samurai」拍攝的地方。這個電影我沒看，只在電

視上看到一段，美國人的男主角，竟然可以闖入

天皇行宮，滿身流汗到天皇面前站著陳述他的看

法，是太過荒唐了。著者可能不知道日本天皇居

處的護衛有多森嚴、禮儀多繁重，要見他一面，

就是將軍也是要經數日以上的安排。這是典型的

外國作者描寫東方宮殿內習俗的小說。

我雖然肚子不餓，也進去一家很狹窄，約

十三、四人幾乎肩並肩勉強可以坐下，日本常見

的超擠小吃店，得了店主許可，攝下內部擁擠的

狀況， 叫一碗紅豆湯，叫做「田舍善才」(inaka 

zenzai)，它除了紅豆湯、還加一塊米糕餅在湯

內、附加兩三塊「澤庵」(taku-an)，沖淡甜味，很

合口，但也沒有時間慢慢賞味，匆匆付錢就到集

合點，拍攝流水橋旁一株滿開的櫻花樹。再坐車

到下一景點。

當天晚上就向導遊建議，這種最有日本風

味的民俗村，應該設法住宿一個晚上，慢慢去參

觀，而最後一天的東京自由行可以省掉，但導遊

回答說是原來有此打算，但因遊客實在太多，訂

不到旅館。該村沒有大觀光旅館，在旅遊最旺季

安排住宿確是不容易。

四、白川合掌村--世外桃花源

又開車兩小時，一行趕到「白川合掌村」。

這是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

文化遺產的寧靜田園美畫般的村落。這個村落有

一百多戶古時農家，屋頂由當地茅草(susuki)，用

特殊造法建構成厚厚一層人字形，不打鐵釘，稍

具彈性，以耐大風雪，屋頂形狀似兩手合掌，而

有此村名。這應該是十八世紀中江戶時期就有的

村落，最早有紀錄是�833年。茅草屋頂是要每隔

三十年就要重蓋一次。

這個村在�935年由一位當時五十五歲有名

的德國建築師 Bruno Julius Florian Taut特別

來調查之後，登載在他寫的「日本美的再發現」

一書，因此一躍成為世界有名的觀光點，�995年

�2月也成為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之一(到2006
年全世界已共有830件登錄，包括640件文化遺

產、�62件自然遺產，及24件混合的)。

一行因為到達時已太晚，未能進入這種合

掌屋內參觀，只好到附近高處展望台，向整個合

掌村看下去，果然四周高山樹林環繞的盆地內，

百多家古式樸素農家，悠然散佈在水田中，儼然

一幅世外桃花源的圖畫！無法進入屋內觀察，確

是很可惜，更覺旅遊時應該安排在高山市小京都

住宿一晚的重要。不過那麼美麗的圖畫，有一群

觀光客七嘴八舌的嚷著闖來闖去，似是對這幽

靜安詳的鄉下村落是一種滑俗脫序的冒犯。

當晚到富山(Toyama)市新三陽中國餐廳吃

一頓後，到「第一Hotel」過一夜。導遊警告說，黑

被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白川合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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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壩已有兩天沒有開放，明天也不一定會，端

看天氣如何。這一行在河童橋遇到的氣候遽變，

應該也是影響到當地，而有旅遊安全考量。

五、日本北阿爾卑斯山脈--飛驒山脈

第三天的行程是很複雜，在逐漸上山，穿過

無數山洞，從海拔475公尺到2,450公尺高(氣溫

也會每上升三百公尺下降攝氏兩度)，要換多種

運送工具，如果沒有隨時紀錄，或是看過詳細旅

程說明書，一天過了可能就馬上忘了是如何到達

目的地的。我雖然到處照相、也記載在隨身攜帶

的PDA上，但是還得再度看從旅館取得的「立山

黑部Alpen route介紹」。

 
巴士在早晨八點出發之前，司機星川san (日

本對人的稱呼一般都用「san」，只對醫師、律

師、老師才稱「先生 sensei」)就說山上會很冷。

自富山市坐三十分就到海拔475米的「立山驛」，

一行下車後，星川司機自行駕駛巴士近四小時，

往旅行團最後要到達的「扇澤」(Ogizawa)等待

我們，這一團就開始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

因為當天天氣晴朗，在各地等三天參觀立山

黑部水壩的遊客群集在立山驛，等待團體次序

坐cable car七分鐘、�.7公里距離內上升五百公

尺到「美女平」(Bijodaira)。不過因為又是長假

期，旅客是多到平常的

三倍以上，車站內人擠

人，一行就在立山驛廣

場等待一小時，幸而天

氣好，風景佳，還可以

在當地防治土石流研

究所設立的公眾教育

場，進入一間示範室，

看立體影片、坐會搖動

的椅子，親身體驗土石流沖倒房屋的感覺。

從海拔(標高) 977公尺的「美女平」到巴士

終點海拔2,450公尺的「室堂」(Murodo)立山

Hotel，是23公里遠，要坐五十分鐘的「立山高

原巴士」，途中的景色可說是這次旅遊的重點之

一。路途彎彎曲曲，遠處是日本阿爾卑斯山脈的

白色起伏山峰，在明亮的陽光下閃爍。公路兩旁

都是純白色雪壁，由低處不到一公尺，到山上逐

漸變為達十餘公尺高的兩邊雪牆，到立山旅館

吃中餐過的旅客都會步行走一段公路，感受公路

兩旁十幾公尺高雪壁的壓力，這段叫做「雪的大

谷」。

 
二樓是可容納數百人的大餐廳，三樓連到外

面厚厚一層的白雪山坡，有很多旅客是帶著滑雪

工具步行走上相連的3,0�5公尺高的立山山頂，

享受滑雪之樂。一行在雪上到處走動拍照，因為

立山黑部水壩這次旅程的立體圖示

要維持「雪的大谷」，得隨時剷除路上的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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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的說明書沒有提醒旅客注意，我穿的還

是皮鞋，鞋底是平滑的，在多人走過的雪地上很

難走動，滑倒兩跤。幸靠我過去的訓練，滑倒時

都會順勢兩手向前伸展扶地，頭向前彎，用屁股

及背部慢慢滾著著陸，避免兩手向後扶撐導致

手腕骨折。不過還是臨時買一雙釘鞋套，雖然是

短暫時間，也可在雪上行走自如。

 

不到兩小時，一行得再坐立山隧道無軌電

車(trolley bus)，在山洞中跑十分鐘3.7公里，穿過

立山，到2,3�6公尺高的「大觀峰」，從這裡的觀

望台往前看，前方深深的山谷之後一連左右延伸

十公里的白色山峰，直可比擬電影上常看到的瑞

士雪山壯麗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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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立山走動，要注意先準備止滑的鞋套 日本阿爾卑斯山脈壯觀的景色，右方最尖峰是「槍ガ岳」

1.  賀！母院急診醫學科 柯昭穎 兼任助理教授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

97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  賀！母院物理治療系博士班洪秀娟同學榮獲「傑出教學助理獎」！

本獎項是洪秀娟同學在擔任柴老師上學期的課程「運動傷害概論」

的教學助理表現傑出而獲獎。

3.  賀！母院特聘毒理所郭明良教授榮獲國家講座及教育部學術獎！

母 院 點 滴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月36

徐  明  洸

終於又輪到我擔任這一期的執行編輯了。

回首兩年來(我們23個月輪一次)，我們周
遭的經濟體系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首先是油
價上漲，然後汽油終於漲到比瓶裝水貴了。假
若有牌子的600cc瓶裝水平均要價18元，那麼就
是平均每公升要價30元。請問中油賣的95無鉛
是甚麼時候才超過每公升30元呢？答案是2007
年11月2日。可是好景不長，我們剛過完今年國
慶，95汽油又跌到只有27.9元每公升。不過這還
是小事，如果我們看看曾經熱賣的海洋深層水、
能量水、電解水等等「加工」水，其要價之高(例
如：東部某「深」字號公司的深海OO精華O，不
到10cc就要300元左右)，有如開戰車環島旅遊
一般的花費。所以老實經營的「黑金」產業，縱
使有數年月的曇花，最後還是不敵充滿想像空
間，素有「藍金、綠金」之稱的生技產業。

其次是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一世紀以來，華爾街獨領風騷，投機客享盡繁華奢靡，終於在貪婪遊
戲中節節敗退，一發不可收拾。那些華爾街MBA，這次全部掛點。反倒是嚴厲批判布希政府財經政策
「反應遲鈍」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主張更積極快速的紓困，並直接「注
資」銀行(就是政府入股銀行，成為股東)，似乎得到以英相布朗帶頭的歐洲國家所認同，它們第一階段
總共注資2.3兆美元，並產生初步止穩現象。然而接踵而來的經濟衰退，勢必仰賴各國政府釋放更大利
多，所以強力人為操縱應該勢所難免。克兄今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然與他在國際金融領域所建
立的理論及貢獻有關，但是更深層的影響恐怕是：自由經濟逐漸滅亡，政府干預和控管即將成為顯學。
對我們的影響是：台灣中央集權式的全民健保也有可能成為全世界的標竿制度，是福是禍，留待各位
先聖先賢去評斷，而我們過去也有刊登多篇有關全民「賤」保的相關文章。

本期醫學新知討論黏液蛋白在胎盤發育的角色，第二篇是介紹楊政憲校友的UCSF進修心得，轉
載自楓城新聞與評論。這兩篇算是給即將列入保育類動物的婦產科醫師捧個場。2008年的最佳教師、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及頒獎活動，是大事一件，而最佳基礎教師黃敏銓副教授亦是本期醫學新知
相關的共同研究者。「朱銘美術館記趣」是一般醫學科二階段學程的生活營，活動充實，是生活即學習
的寫照。「情繫論文集」是余老師彙集已故沈友仁教授論文後，懷念有感之作。文中敘述的醫院「作業
電腦化」的艱難過程，我們也躬逢其會。前署長李明亮教授的短文，是有關於杏林弦樂團，原來李教授
也挺有才華的哩。韓良俊、韓良誠兩位前輩的大作，是感念先人受恩之思源感恩之旅，分別為日方文章
翻譯及韓醫師親筆寫成。「日本立山黑部水壩五日遊(上)」是許清曉前輩的輕鬆遊記，文圖並茂，可保存
列為旅遊導覽，白川的「合掌村」我們下次一定要去。

最後，好好做好本業，認真從事研究，我們互勉之，再見。

（作者係母院醫學系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編輯徐明洸醫師與夫人、女兒攝於日本Hello Kitty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