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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斷層掃描攝影(computed tomo -
graphy)簡稱為CT，自�972年發明以來，即以其

能穿透人體，並以斷面的方式呈現體內複雜的

解剖構造及各式病變而廣為醫學界所採用。唯

早期的CT掃描時間太長，從一開始的第一代CT
機器每個斷面需3分鐘，一直到第四代CT機器

的每個斷面約需�秒鐘左右，都比不上心跳的速

度，因而無法應用於心臟病灶的偵測上。�984
年由Imatron公司研發的第五代CT機器，揚棄傳

統X光球管機械式旋轉的基本架構，改由電子射

束的方式進行斷面的掃描，將每張斷面取樣的

時間一舉提升到50毫秒，遠遠超過心臟跳動的

速度，自此開啟了以CT來檢查心臟病變的大門。

本院於�994年引進國內第一部超快速電腦斷層

掃描攝影儀(Ultrafast CT)，並開始應用於各式

心臟病的診斷輔助，由於CT檢查時，受檢者僅

需平躺於檢查台上，再加上由周邊靜脈(例如：手

背的靜脈)以電動注射器打入適量的含碘顯影劑

後，藉由X光照射及電腦的運算，便可以取得心

臟形態結構上的各式斷面影像(附圖一)，甚至是

三度空間的立體影像(附圖二)。近年來從第四代

CT改良的多排偵測器螺旋式電腦斷層掃描儀

(Multi-detectors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從最早的四排偵測器開始，陸續有八

排、十六排、四十排、六十四排、二百五十六排到

目前(2008年)最新的是三百二十排的機型，仍舊

採用X光球管螺旋旋轉的機械結構，但是掃描速

電腦斷層掃描攝影於 
心臟病之應用

陳世杰/李文正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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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已經可以提升到每個斷面0.2秒，甚至是使用

雙球管的0.083秒。這些CT的檢查病患基本上

是沒有特別不舒服的情形，唯一有的風險是注

射顯影劑後之過敏反應(約萬分之一到十萬分之

一)，但由於常規使用非離子性顯影劑，使得過敏

反應發生的機率大大的下降。

經過幾年來的臨床經驗與分析，CT可以全

方位的提供心血管及週遭組織器官良好的影像，

更可以在下列幾類病灶的偵測上發揮其優點。

壹、先天性心臟病 
 
一、肺靜脈回流異常或阻塞

由於肺靜脈的位置位於身體的中央深部，

以經胸部超音波來掃描時會離探頭太遠，因而

會因回波不足而造成影像不夠清晰。心導管攝影

檢查，除非有特別將導管擺到肺靜脈內顯影，否

則經由肺動脈注入造影劑而於靜脈期取像的影

片，有時會因顯影太淡對比不夠清晰而降低診

斷的可靠性。CT則沒有上述的缺點，只要是血流

可以到達的地方，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被展現出

來，這包括是否有無狹窄，有無異常回流…等。

二、發育不良中央肺動脈的偵測

中央肺動脈(central pulmonary artery)的
有無、大小及其各段發育的情形會左右開刀矯正

術式的選擇，手術執行的困難度以及未來預後

的好壞。因而全盤了解其真實的情形非常重要。

CT可以發現其它診斷工具不容易看到的小到 
0.� mm極度發育不良的微細小肺動脈，帶給病

童另外一線的希望與機會，指引心臟外科醫師

到合適的地點去將肺動脈接通。

三、冠狀動脈異常

由於小朋友的冠狀動脈比起大人的小得很

多，再加上複雜先天性心臟病的房室連結或者是

心室大動脈連結常常會有異於常態的地理相關

位置，傳統診斷工具如心導管攝影就會因為上

述錯綜複雜的關係，再加上前後或左右投射式

影像重疊的效果，要在每一個案例得到冠狀動

脈解剖構造�00%正確診斷，有時會有困難。CT
因為是一斷面檢查，各個結構之影像不會重疊在

一起，而且其解晰度夠高到可以清楚看到每一條

近端�/2的冠狀動脈，因而可以清楚的將這些異

常展現出來。

四、合併呼吸道異常

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合併有呼吸道異常

或狹窄的比例，按不同的疾病有高有低。在

我們的病人資料庫中呼吸道異常最高的是幾

乎�00%的體位異常者(heterotaxy)；其它如

左肺動脈吊索(left pulmonary artery sling)
有33%、先天矯正之大動脈轉位(congenital 
corrected transposition)有20%、右心室雙出口

(double-outlet right ventricle)有�8%、三尖瓣

閉鎖(tricuspid atresia)有�3%、法洛氏四重症

(tetralogy of Fallot)有8.2%的氣管支氣管異常…

等。這些異常的呼吸道，平均起來患有先天性心

臟病的患者，共有約��.2%的人合併有氣管的狹

窄(tracheal stenosis)。能事先找出這些隱藏狹

窄氣管的心臟病患者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些先

天性心臟患者的血氧濃度平常就偏低，若是加上

氣道異常甚至狹窄，更可能使得病情雪上加霜，

呼吸更加困難。而且若在術前沒有事先知道這

些異常或狹窄，有國外文獻報告可能會因一不留

意，使得原本脆弱的呼吸道受到傷害，造成併發

症或死亡。心臟超音波或心導管檢查在偵測這方

面的病灶上有其原理上的限制；因而比較無法提

供上述的訊息。CT的影像則對這些異常構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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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有其先天上的優點，因而適合用來作為最終

確認的手段。

貳、後天性心臟病

一、偵測冠狀動脈狹窄

文獻上發表的六十四排或雙球管CT，偵測

冠狀動脈狹窄的敏感度(sensitivity)約為89%，
特異性(specificity)約為96%，準確率相當高(附
圖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研究都顯示冠狀動脈

CT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很高

(約為98%)。因此我們可以使用此項檢查排除沒

有冠狀動脈狹窄的病患，減少不必要的其他檢查

與診斷性心導管。

在臨床上實際應用時要注意，影像品質與

判讀者的經驗會影響診斷正確性。由於每一次

檢查約會產生4000多張影像，必須注意檢查中

的每一個環節，獲得良好的影像品質，在專門的

電腦工作站上，仔細對所有影像進行影像重組與

判讀，才能夠獲得如文獻中的檢查準確度。

二、判別冠狀動脈狹窄程度

目前本院CT的解析度約為0.6 mm，無法

精準的界定狹窄程度，尤其在鈣化斑塊附近，容

易過度估計狹窄程度。因此雖然可以使用此項

檢查排除沒有冠狀動脈狹窄的病患，但在有病

灶的病患，並無法提供冠狀動脈狹窄之嚴重程

度，因此若CT結果為中等程度狹窄(30%~70% 
stenosis)，可以參考核醫灌注造影結果，一起評

估功能上意義。

三、�冠狀動脈支架影像(Coronary 
stent imaging)
以目前的CT技術，評估冠狀動脈支架，

仍有部分的困難。文獻上發表的六十四排或

雙球管CT，大約有88%的支架可以獲得良好

的影像品質，在這些可以判讀的支架中，敏感

度(sensitivity)約為9�%，特異性(specificity)約
為94%，但是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只有63%。支架直徑影響判讀正確率，直

徑小於3.0 mm者，大多無法判讀。

四、�冠狀動脈繞道術(Coronar y 
artery bypass grafts)
手術接的血管(grafts)比較不會隨著心臟跳

動，如果使用靜脈作為graft，其直徑比冠狀動脈

大，因此判斷grafts是否狹窄，並不困難。但是

這些病患原本的冠狀動脈已經有嚴重的阻塞，

且常有嚴重的鈣化。如果要評估原本的冠狀動

脈狹窄程度，會比較困難。文獻上發表的敏感度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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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約為95%，但是特異性(specificity)
約為75%，陽性預測值(posit ive predictive 
value)只有67%。

五、冠狀動脈開口與走向異常

CT可以獲得三度空間影像，診斷冠狀動脈

開口與走向異常很容易，準確率接近�00%。冠

狀動脈開口與走向異常雖然並不常見，但為年輕

運動員猝死的第二常見原因。如果臨床上懷疑有

冠狀動脈開口與走向異常的可能性，心臟CT是
最好的檢查工具。

六、�冠 狀 動 脈 硬 化 斑 塊 分 析
(Coronary plaque imaging)
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是造成冠狀動脈血管狹

窄，並進一步引起臨床症狀的原因。動脈粥樣硬

化的病理變化會引起鈣質沉積，已經有研究證

實，冠狀動脈鈣質沉積的數量是很重要的冠狀

動脈血管疾病指標。除非有腎臟衰竭，否則只要

冠狀動脈鈣化，即代表動脈粥樣硬化。使用電腦

斷層掃描計算鈣質沉積量可以提供評估發生冠

狀動脈血管疾病的風險，如果沒有鈣化則表示發

生冠狀動脈血管疾病的機率極低，如果鈣化量

多，則很可能有血管狹窄。CT計算鈣質沉積不需

要打顯影劑，輻射劑量僅約�~2毫西弗。

雖然冠狀動脈鈣質沉積的數量是很重要的

冠狀動脈血管疾病指標，但是鈣質沉積的血管

卻不ㄧ定會引起症狀，反而是沒有鈣化的脆弱性

斑塊，較容易破裂引起阻塞，才是最需要注意的

地方。冠狀動脈鈣質沉積與冠狀動脈狹窄雖然

來自共同的病理原因，但不具有絕對的因果關

係。因此定量鈣質沉積僅能提供發生冠狀動脈

狹窄的機率，並無法作為確定診斷的工具。

七、左心室與右心室功能

許多研究證實，心臟CT與磁振造影、超音

波比較，測量左心室與右心室功能(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and end-systolic volumes, 
stroke volume, ejection fraction, myocardial 
mass)在臨床實用上，並無顯著差異。心臟CT評
估冠狀動脈之外，使用相同的影像進行後處理，

也能夠提供心室功能參數。

八、�心肌存活度與血流灌注(viability 
and perfusion)
利用類似磁振造影的方式，電腦斷層攝影

可以經由評估注射顯影劑時的心肌顯影程度，

瞭解血流灌注是否正常。注射顯影劑後5~�5分
鐘再掃描一次，評估心肌再顯影程度，可以知道

心肌存活度。使用CT評估心肌存活度與血流灌

注仍屬研究實驗階段，目前在臨床應用並不建議

使用。

九、瓣膜性疾病

使用心臟CT可以評估主動脈瓣、肺動脈瓣、

二尖瓣、三尖瓣的構造，測量瓣膜開闔的面積與

瓣膜鈣化程度。在極少數情形如果超音波或磁

振造影無法提供足夠資訊時，可以考慮使用CT
評估瓣膜性疾病。

十、冠狀靜脈解剖構造

冠狀靜脈解剖構造變異大，CT可以獲得冠

狀靜脈三度空間影像，可以輔助放置心律調節器

與植入式去顫器的過程(如附圖四)。

十一、左心房與肺靜脈解剖構造

近年來心房纖維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常

需要藉由心導管電燒左心房以隔絕來自肺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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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訊號。CT可以獲得左心房與肺靜脈三度空

間影像，瞭解左心房是否有結構性變異，可以輔

助電燒過程，也可以於電燒後評估是否有併發

症。

參、結　語

C T隨著醫療科技的不斷進步，因其低

侵襲性(low invasiveness)及高解析度(high 
resolution)，已經開始成為診斷心臟疾病的重要

利器。上述的應用，僅舉其中的數點，實際上由

於患有心臟病的患者每一個人的情形都不盡相

同，而開刀的術式也日新月異，為了每一個別病

人最佳的預後著想，有必要在擬定手術計畫前，

透過所有可能幫助的各式診斷工具先將每一個

細節都慎重的考慮到，才能達到對病人最佳的照

顧。

（作者陳世杰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為母院放射線科

臨床副教授暨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副主任／作者李文正係

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為母院放射線科臨床助理教授

暨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圖四

1.  賀！母院環境與職業醫學科郭育良教授榮獲學術研究成果傑出教師獎。
2.  賀！母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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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王亭貴副教授榮獲教學傑出教師獎。
3.  賀！母院婦產科周松男教授、內科謝博生教授、藥理學科蔡明正教授、骨科

陳博光教授榮獲名譽教授。
4.  賀！母院小兒科吳美環教授榮獲特聘教授榮譽獎。
5.  賀！母院生理科陳朝峰教授、骨科劉華昌教授、耳鼻喉科李憲彥教授、寄生

蟲科蘇霩靄副教授、內科張慶忠副教授、婦產科謝豐舟教授榮獲服務滿30
年及40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6.  賀！母院物理治療中心，於10月23日正式開幕。
7.  賀！全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黃崑巖主任委員當選母校傑出校友。

母 院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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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院醫學博物館目前正在進行規劃及籌設

工作。最近筆者在校友吳子丑教授的協助下，

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檔案中心(The Alan 

Mason Chesney Medical Archives of The 
Johns Hopkins Medical Institution)參訪，並到

大學醫院的院史展示室參觀William Osler 教授

及William Stewart Halsted教授當年工作的房

間，收穫良多。本文謹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

檔案中心的創設、收藏、管理及利用等狀況，做

一簡介，並從本次參訪的心得就台大醫學院在檔

案資料的處理課題，提出若干建議，供籌設醫學

博物館參考。

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檔案中心
簡介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檔案中心成立於

�978年。緣起於曾在�929年至�953年間擔任該

大學醫學院院長的Alan Mason Chesney教授

的努力。由於他在撰寫院史的過程中就非常關注

醫學院暨醫院早期文件檔案的保存，另外，他在

院長任內也開始執行「醫學文件檔案計畫」，在

這些基礎之上，終於後來獲得大學及醫院董事會

的支持，而促成了檔案中心的成立。

檔案中心剛成立時，著重於約翰霍普金斯

醫學院暨醫院在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早

期行政紀錄的收集及整理，以後逐漸擴展到各

學科領域，並納入各種文件記錄，包括臨床文

件及醫學研究文件。當時醫學院的內科教授A. 

McGehee Harvey是一位具醫師身分的醫學史

家(physician-historian)，他非常重視教師們臨

床及科學研究相關文件記錄的保存，對於這些文

件記錄在歷史研究及教學上的價值也有深切的

體認。他看到當時醫學院及醫院的許多文件記

錄遺失或被銷毀，深感痛心，因而自己投入文件

記錄收集整理的工作，成為該中心早期最重要

的領導人。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於�889年5月開幕，醫學

院則於�893年�0月開學，它是美國醫學教育改

革的典範。當年建立的制度使美國的醫學教育及

住院醫師訓練呈現新貌，並使美國的醫療水準

迅速提升到世界領導地位。由今日看來，約翰霍

普金斯醫學院聘用的首批教師名單，有如美國

醫學各分支領域的創立人榮譽榜，例如：解剖學

教授Franklin Mall、生理學教授William Howell、
病理學教授William Welch、藥理學教授John 

Jacob Abel、婦科學教授Howard Kelly、內科學

教授William Osler、外科學教授William Stewart 

Halsted等。這些創校人物的文件資料都保存於

該校的醫學文件檔案中心，成為該校珍貴的歷

史遺產，他們的資料被分門別類地裝在A4大小

的正方形紙盒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Halsted
教授的文件資料多達六十餘盒，包括他的手稿、

研究記錄、手術記錄、私人信函、圖像紀錄等，

對此，管理員還提到，最近曾有學者詳細閱讀過

這些資料，準備拍攝Halsted教授的傳記影片。

談醫學博物館的籌設
謝  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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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中心的文件資料依據人物及單位(醫
學、護理、公共衛生等)兩種大類別進行分類，檔

案中心所保存的文件資料，除了手稿、信件、醫

學紀錄等文字資料之外，還包括影片、海報、人

物肖像、相片、圖片、原始建築設計圖等，保存

的文件資料由十九世紀中葉至現今，制度相當完

善。該中心面對的困難主要是，如何因應當代難

以控制的文件累積以及文件的毀損問題，為了處

理此一難題，該中心最近特別成立了文件管理單

位。

在工作人員及行政管理方面，檔案中心的職

員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檔案專業人員，他們除了

負責文件檔案的收集、篩選、保存、分類、編目之

外，並為醫學史學者提供查詢、研究的協助。另

外，該檔案中心在組織隸屬上，係配屬於約翰霍

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史研究所，此種安排特別有

利於該校進行醫學歷史的教學及研究。

除了正式職員之外，還有幾位醫學系學生協

助進行分類、編目整理。這些醫學生都是對於自

己學校的歷史有興趣，而志願加入工作的，他們

開始工作前，都經過嚴格的訓練。該中心的檔案

專業人員另與圖書館員、文件管理員、醫師、科

學研究人員及歷史學者，一齊合作，進行健康照

護領域文件檔案的研發工作。這項研究工作在目

前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其目的在於經由「文件

檔案計畫」的設計來促進健康照護領域的知識

管理。

二、籌設醫學博物館的基礎計畫

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檔案中心的經

驗，筆者認為：母院醫學博物館的籌設，宜先建

立醫學文件檔案紀錄，其次依據醫學文件檔案

紀錄進行相關實物之收集及典藏，再以典藏之

實物提供展示(包括專題及常設性展示)。在上述

三者之間，需建立「知性上的整合」(intellectual

integration)，並建構相關典藏品的選擇、組織、編

目、保管機制。有關上述籌設取徑(approaches)
的概念，茲以下述三項基礎計畫做說明：

(一) 醫學文件檔案計畫

醫學博物館應以揭示母院百年來的教育及

學術研究成果，展現醫學各領域在台灣發展之

過程及特色，發揮本土醫學歷史的教育及研究功

能為主要目標。因此，在正式成立醫學博物館之

前，宜先進行「醫學文件檔案計畫」，亦即透過

對醫學文件檔案紀錄之蒐集、彙整、編目，建立

醫學文件檔案保管制度，做為醫學博物館建置

實物典藏及展示制度之基礎。

醫學文件檔案計畫的主要工作應包括：建

立保護重要行政資料及文件記錄之機制，以免遺

失或損毀；依據選擇、組織、保留有價值文件記

錄之一般原則，整理醫學教育及研究相關之文件

記錄；進行編目工作，並尋覓適當空間，就必須保

留之文件紀錄進行永久性之保存及管理；建立分

類、管理重要行政資料及文件記錄之制度。

醫學文件檔案紀錄對於歷史教育及研究之

價值很大。醫學文件檔案計畫之執行，一方面可

避免重要文件記錄之流失及無意之銷毀，另一方

面可建立醫學文件檔案之保存及管理制度，提

供教師做為醫學人文領域之教育及研究材料。在

醫學文件檔案計畫之基礎上，未來才有可能在

實物典藏、展示與文件檔案之間，建立「知性上

的整合」。

(二) 典藏及展示計畫

一般而言，博物館的典藏品是醫學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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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物，也是作為研究、展示、教育的主要資

源。透過系統性的陳列並製作目錄，提供研究者

查考、比較、觀察、鑑定。一個博物館是否能健全

發展，常常決定於典藏品的蒐集方向與蒐集時

的準確度。

醫學博物館也不例外，典藏品是其運作重

心，典藏品的取捨必須經過專業人員分類擬定，

才能符合蒐集的範圍，並順利完成各項蒐集工

作。典藏品的深度與廣度是各項功能發展的基

礎，具備良好的典藏品蒐集制度與高度的專業知

能，才能開發博物館功能的運作。典藏制度之設

計及規劃應包括實物之收集、保存、管理，以備

永久性展示之用。未來醫學博物館的典藏品，宜

以能夠肯定台灣本土醫學發展與認同者為重點；

而在館舍及設備方面，需要由院方提供有適當溫

度、溼度控制的場所來典藏。

醫學博物館的展示內容宜以台灣現代醫學

之發展及重要疾病的研究、控制成果為主題，此

外，醫學與當代社會議題的關係也可成為醫學博

物館的展示主題。近程計畫以目前在二號館一樓

的專題展示室為主，長程計畫則宜以二號館總體

空間來考量。

未來的常設展須以較精緻及專業方式來呈

現，且應有專人整體規劃策展，以期呈現出高品

質且豐富的內容，舉凡台灣現代醫學發軔之推手

群像、台灣體質人類學標本、台灣特有風土疾病

之病理標本、具有歷史價值的醫療器械、各學科

領域之特殊貢獻等均可列入考量。

(三) 經營及管理計畫

醫學博物館成立之後，是臺灣大學博物館

群中的一員，具有積極的文化意義，及支援研

究、教學的重要性，成為社會教育重要的延伸，

因而具有下列使命：

�、�對母院師生：它應做為母院師生進行醫學人

文教育與研究的場所。

2、�對台灣大學：它應參與台灣大學博物館群的

合作發展，促成民眾對台大良好之社會觀

感。

3、�對台灣醫界：它應做為彰顯台灣醫學發展及

學術研究成果的歷史見證。

4、�對台灣民眾：它應做為台灣民眾追求健康生活

及優質醫療的學習資源。

從而在經營、管理方面，醫學博物館宜加強

與國內其他博物館的交流，透過更多的交流可

發揮實質的博物館功能。此外，醫學博物館成立

後，應與校總區人類學系相關學程及台北藝術

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的教師合作，透過老師指導

研究生，完成特定的專案展示，不但可以節省展

出經費，更可發揮教育學習的效果。      

最後，做為支援教育、研究與學習用途及醫

學校區師生進行人文活動的場所，醫學博物館未

來的運作宜與「醫學人文研究群」維持密切的合

作關係。醫學人文研究群過去所蒐集的本土醫

學史料已經具有初步的規模，未來可以提供博物

館典藏、展示之用，研究群同仁可以協助博物館

進行史料文物的查證、整理、專題展覽的策劃佈

置及學習環境的營造，也可以與博物館進行合作

研究，使博物館走向學術化、精緻化。

（作者係母校1967年醫科畢業，現任母院內科名譽教授及財

團法人醫策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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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校長、林院長、陳院長、各位老師、各位

宣誓的同學，平安、早安：

昨天(五月廿七日)早上，在我的診察室忽然

出現黃睦翔和楊為理兩位醫六的同學，要我在兩

天後的星期四早上，參加這個重要的宣誓典禮。

當時我沒有立刻答應，因為有些突然，另一方

面，星期四早上，我也有二階段學程的同學在我

的診所實習。但過幾秒鐘之後我在「心中」立刻

答應了，因為畢竟我曾經給各位上過基礎的課，

走入臨床前這個重要的日子，我也很想祝福各

位，何況今天各位的人數也確實多了很多。於是

我請黃、楊兩位同學向坐在我旁邊的周同威同學

代我「請個假」之後，決定來參加，更何況今天各

位在「石泉廣場」，這個以先父之名，在國立大學

命名，做為神聖宣誓的場所，我是心存感激的，

也是應該來參加的。其實，當年我捐贈給成大醫

學院之前，黃崑巖院長向我提起醫師誓詞陶璧

的構想時，我沒有考慮多久就答應了，我的理由

很簡單──只要由於醫師誓詞的鼓勵，能在成大

醫學院多造就一位好醫師，或者因它的提醒，使

在醫院工作的醫師，多幫助一位病人，多救一條

人命，我就心滿意足了。

剛才談到二階段學程同學的事，使我想起

這個學期初，有一位學生在第一天，第一次看到

我給病人摸脈搏時(我不願意沿用「把脈」這個

名詞)，似乎是「大吃一驚」立刻問我：「老師！你

不是西醫嗎？西醫怎麼會把脈，把脈不是只有中

醫……。」雖然我也「大吃一驚」但是我不動聲色

地好好教了他，如何摸脈搏。其實，radial pulse
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用的訊息，臨床醫師應該對脈

搏的rate、rhythm(如其中auricular fibrillation)、
character、volume以及condition of the vessel 
wal l(如atherosclerosis)，甚至有無radio -
femoral delay等多多注意，並且可以好好訓練自

己做為看病時診斷的參考，或者即使不談這些，

你在量血壓前，也應該先了解有無tachycardia 
或bradycardia以便使你好好調控水銀下降的速

度，以免誤差太大。學生下課之後，我立刻打電

話給林其和院長說，我們也該好好教學生摸脈

搏。林院長立刻捉住機會，希望我在今年的白袍

典禮「借題發揮」，做一場特別演講，但是當時我

想，成大醫學院的第一次白袍典禮是我講「臨床

診斷的藝術」的，這次應該另請高明，或者，今年

是林其和院長上任之後的第一次白袍典禮，應該

自己講比較好，這是我當初婉拒林院長的理由，

林院長應該可以諒解。

2005.8.7.景福會在美國有一場「台灣醫

學教育及醫療體制座談會」，當時我以「從

Endoscope的使用談起」，講了一些我對醫學教

育的看法(詳情請看：景福醫訊第二十三卷第一

期)。內容上我是強調醫學生、住院醫師應該加強

人文素養，提高「對病人痛苦之敏感度」(賴其萬

教授名言)，以及如何使倫理思維內化為日常診

成功大學醫學系98級實習醫師 
宣誓典禮致詞

韓  良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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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工作的一部分。之外，最強調的還是引用宋瑞

樓老師說的「年輕醫師不重視病史詢問，理學檢

查，甚至醫學倫理的淪落，不以病人為中心的醫

療…是不是老師該自己檢討：『是否身為人師的

人沒把學生教好？』，主要問題是在老師而不是

去責難年輕醫師……。」

隔不久，衛生署副署長黃富源教授看完了

我講稿的內容之後，立刻來電鼓勵我，也寄了他

的大作「發揮醫師本能，導正看診型態」。他給

我的這篇文中提到「檢查儀器勝不過醫師的眼、

口、耳、手」，其實還要加上鼻子。因為回想我們

剛退出聯合國時，台南市的第一例霍亂是我先

以鼻子懷疑，再進一步診斷的，這是我父親教我

的，你只要聞過一次病人大便的味道，大概一輩

子不會忘記。此外，肝昏迷病人呼吸時的味道，

尿毒症病人身上的味道，都有一些可供參考。

其實，醫師不一定只限於是專科醫師，每位

醫師都要努力做到以「最短的時間」、「最輕的傷

害」(如果不可避免的話)、「最少的資源浪費」之

下做「最正確的診斷」，進而施以「最人性化的關

懷」，以及做「最有效的治療」，並教導病人「最有

學理根據的預防之道」。

我一向對於初次進入臨床的學生或「準

醫師」像你們，苦口婆心的要求好好重視並訓

練自己，先僅憑「問診」與「理學檢查」而「下

診斷」(make diagnosis)，但如果確有必要，我

絕不反對再進而靠一般性的檢查，甚至是高

科技的檢查來「證實你所下的診斷」(confirm 
your diagnosis)，但是，有時會令我有些擔心

和悲觀，因為人微言輕，真正重視的人似乎並

不多，因此我常常不得不搬出哈佛醫學院內科

名教授Dr. Bernard Lown，這位Nobel Prize 
Winner的話來教導學生，他說：“A British study 
showed that 75% of the information leading 

to a correct diagnosis comes from a detailed 
history, �0% from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5% from simple routine tests, 5% from all the 
costly, invasive tests, in 5%, no answer is 
forthcoming.”

前些日子我和賴校長的同班好友，陳定信

院士也談到這件事，他也提到，他告訴住院醫師

說：「在『停電』之下可以好好看病的，就是好醫

師」，這使我想起多年前，在台大�0�教室，有一

次「台灣醫學教育研討會」，我也應邀有機會講

話，我當時就以過去在日文醫學文獻上看到的見

解談到「台灣如果有一天，因為某種原因，如大

地震，引發大停電，一定會有部份醫師束手無策

……」，結果在92�不幸而言中，應驗了！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剛才所講的一些隱憂：

是醫學教育出了問題？有關這一點在座的林其

和院長應該最清楚；是健保制度的不合理使然？

這一點在座的陳志鴻院長必最了然於胸；是醫病

關係的不信任或是醫療糾紛所導致；是工作量與

時間相對於報酬不成比例；是由於斤斤計較於物

質上的滿足，而使得學醫的動機和理想屈服在現

實的誘惑；或是複選題？答案是：「以上皆是！」

或者是已經到了反而我自己該好好反省、好好修

正己見，以便「趕上時代」？但我還是很誠懇的

希望各位，好好信守自己剛才所宣誓的「醫師誓

言」，在漫長的醫學生涯中，對「病人」、對「社

會」、對「同業」、也對「自己」負責，好好地踏

出，神聖的醫學之第一天的第一步，也把握以後

的每一天，把它當做是人生在世上最後一天般的

好好珍惜，也一輩子在從醫中，不要忘記你穿上

白袍所看的第一個病人是怎麼看的，最後衷心祝

福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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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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教育部長吳京院士於今年元月十四

日中午十二時零六分在成大附屬醫院因Ampulla 

of Vater Cancer (壺腹癌；屬胰臟癌)病逝，享年

74歲，距發病日(去年十一月)不到三個月。

胰臟癌為美國癌症中第四大死因，在台灣

降為第十一位，胰臟癌不容易早期診斷。我在

�963年當實習醫師時，就有一位女立委黃XX女
士，晚婚，嫁給師大藝術系美籍客座M教授(曾
轟動一時)，她先在內科由宋瑞樓教授主治，疑

為胰臟癌，送來外科，每晚腹痛，有賴強止痛劑

Demerol來控制，終於在三月下旬由許書劍副教

授作腹部開刀，作進一步診治，沒料到，打開腹

腔後竟找不到病灶，因此又將之縫合起來。不過

後來病人要求轉到台灣療養院，不久仍因胰臟癌

致命。由此病例，可見胰臟癌很難確切診斷，開

腹有時也難找到病灶，所以預防勝於治療。

胰臟癌之原因仍不明白，但和抽煙及肥胖

有關。抽煙者佔�/3，至於糖尿病是否為危險因

素，莫衷一是。有些家族病例最出名的是前美國

總統卡特，他弟弟及姊姊就因胰臟癌而過世。有

人報告，或是由於遺傳因子K-ras變種。

胰臟癌似乎年齡越大越易得(有云好發年

齡60以下)，男性稍比女性高些(�.4:�)。根據部

位可分：(�)壺腹部(Ampulla)、(2)頭部、(3)體部、

(4)尾部。症狀並不特別，主要是腹痛、黃膽及

疲倦，其他還有體重減輕，食慾不振，噁心、嘔

吐、體弱、瀉肚、消化不良、背痛、臉蒼白、膽肝

腫大、大便泥土色及憂鬱等，尤其是無緣無故之

憂鬱(depression)，不得不警惕，我就常由此而

查出病人得胰臟癌，為什麼會如此，並不知。診

斷有賴超音波(76%/90%)、電腦斷層掃描攝影

(CT) (83%/93%)，磁振掃描攝影(MRI)、細針吸

抽細胞學檢查(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83%/99%)及ERCP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

(92%/96%) (敏感性／特異性)。

至於治療，若未擴散且可切除時，只佔百分

之二十，可予以胰十二指腸切除術，若不能切除

且或已擴散，則應放射療法及化學療法雙管齊

下，但效果不彰。不過若有膽管阻塞必須開刀打

開或置入Stent來引流。雖如此，平均生存不超過

一年，若不治時則短於三個月。在台死亡率約為

2.79/�00,000 (�993)。

末了談些壺腹癌，病因除上述外，似與大

腸息肉及Gardner’s Syndrome有關，好發於

50-90歲，不知何因，近年來有增加之趨勢，歐美

增2倍，亞洲3倍，日本4倍。其實包括周圍者而分

有：(�)胰頭癌、(2)壺腹癌、(3)總膽管下端癌、(4)
壺腹周圍十二指腸癌。依病理組織分類可分：(�) 
腺癌佔75-85%，(2)黏液性囊性腺癌(Mucinous 

漫談胰臟癌
李  彥  輝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一月 �3

Cystic Adenocarcinoma)、(3)管內乳突腺癌 
Intraductal Papillary Adenocarcinoma、(4)淋
巴癌、(5)類癌(Carcinoid tumor)、(6)平滑肌瘤

(leiomyosarcoma)、(7)轉移癌等。

臨床表徵除已談到的外，尚有皮膚癢、上消

化道出血(若潰爛)、脂漏便(steatorrhea)、糖尿

病等，實驗室檢查常會發現血中之ALP、GOT
及bilirubin升高，此乃表示膽管已有狹窄或阻

塞，腫瘤標記CA�9-9敏感性68-93%，特異性

�2-93%，但非理想。壺腹癌之胰十二指腸手術切

除率�4-26% (十二指腸癌88-98%，總膽管下端

癌82%，胰頭癌2-�0%)，且手術有40-60%併發

症及0-20%之手術死亡率。(以胰空腸吻合滲漏

為最常見，還有傷口感染)。

總之胰臟癌目前來說乃所有癌中最難早日

診斷，也難治療，化療效果低，存活率最低，五

年存活率為22-62% (但胰頭癌則0-�0%，平均

4%)，至於沒法切除之壺腹周圍癌，不管是那一

種，平均存活率4-6個月。吳京部長雖也在十一月

發現壺腹癌不久就在成大醫院接受幽門保留胰

十二指腸切除，但還是於今年一月十四日逝世，

不到兩個月，可算短了些。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士，目前執業於

費城）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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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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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97年12月31日(寄達日期)。
起聘時間：98年8月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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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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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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醒來“無代無誌”腦海中出現約70年前

幼時老母教導的七步詩(台語)『煮豆燃豆箕，豆

佇鍋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

→Why……好久之後只好自我分析～推想：①

Only son的我非常欣慕～很在意兄弟親情～友

誼，所謂Only son情結吧；②日前感觸到甥a-榮
與學弟峻平互動如同兄弟；③莎翁『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Hamlet』→？

『Much more than Kin, even more than Kind
／比親戚更親，宛如兄弟之親』；④所謂Free 

association自由聯想到：真狠毒的曹丕要迫殺

親弟曹植。

？幼時老母教導的七步詩誘發所謂Only 

son情結，日後一碰到兄弟～親友～國會間的

Conflict, Only son情結就發作，心內非常苦悶總

有如樂聖Beethoven『我在病理～學會～教會～

社會，猶如一條小魚在沙灘上扭動掙扎，僅能盼

望仁慈的加利利人(※�)放回海中』無奈之感，但

是我的“心”能夠逃避離開“病理～母校～教會～

台灣咱的母親嗎？

(※�)：加利利，參照馬太4:�5-�7

？Why兄弟狠恨非到迫殺不可，是否：①

史家L Acton『權力／財富使人腐化，絕對權

力絕對腐化；偉大人物幾乎都是壞蛋』；②Dr 

Johnson『沒有像Cruel狠毒故事更引人關注

的』；③2000年前Seneca『所有Cruelty狠毒

源於Weakness懦弱』；④近代史家JA Froude
『Fear恐懼是Cruelty之母』～『Cruel的人都膽

怯(？老蔣～捉蔣亭)』～『Cruelty是魔王特質；

HB Bohn』；⑤尼采『人是最Cruel動物』……
評論家GK Chesterton『Cruelty狠毒是Sin罪
惡中最邪惡，而Intellectual cruelty知識份子的

Cruelty是Cruelty中最邪惡～邪惡之極』→？古

時：曹丕對親弟弟曹植之狠～今日：李泰安南迴

案之毒～掏空台灣的眾多KMT“大尾”經濟犯之

狠……印證中國傳統／儒家“言教不是身教～言

行不一”所謂偽文化：虛～詐～狠～殺～屠的劣根

性，至今難改，堪稱Chink．秦客．禽客文化……
令人非常憂心的是『Cruelty有邪惡影響：使旁觀

局外人也Cruel殘忍；TF Buxton』→？『Cruelty
由前人～長輩代代相傳成為習性；C Fuentes』

→？中國文化自從儒家奉承～附和君王權貴促成

『罷黜百家獨尊儒家』，儒家文化成為唯一正統

文化“特權”也註定腐化一途：“偽”～虛～詐～狠～

殺～屠……因之，蔡鍔『吾國人心斷送於“偽”字，

國人之偽足以斷送國家民族而有餘』指出狠恨之

核心(參照『老子～孔子～KMT (？狠恨基因“偽”

)』)……李登輝總統所謂心靈改革，唯有“去偽

歸真～改虛為實”也就是基督教核心“真誠(詩篇

��9:�60)：老實～規矩～樸實”的實踐生活，才可

能改善傳統“偽”文化！→？如虛偽的大中至正之

下面加上“？大奸至猾”(※2)，更具悟性。

Only Son情結 
(1122婚姻節聯想)

莊  壽  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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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兵時的蔡班長�0多年前說『大中至

正應改為：大奸至猾』道出“偽文化”特性。

前些日子參加“��22婚姻節” (※3)，雖然婚

姻節特刊有許多良好Advices，我却覺得最要緊

的基本～核心在於“信仰(生活)”也就是“生命的意

義～人生觀”……盧牧師常常強調『婚姻是生命

之約，在教會會眾見證下的神聖的誓約』(創世紀

3:2�~24)，……維護良好婚姻生活，吳阿明先生

遵循『牽手若大聲，我就無聲；我若大聲，牽手就

無聲』習性至今，這對“��22”涵義似乎消極，但

是非常實際應該大大推廣→？『晚上，先上床的

Kiss親親～早上，先下床的輕輕地Kiss親親睡眠

中的Better-half；莊氏』習性較積極也易行……

(※3)：『��22婚姻節』的��22：�天�次夫妻2
人親子2代有疼的互動：��月22日正好是彰基宣

教士蘭大衛醫生夫婦結婚，期盼藉此紀念～學習

他們“切膚之愛”奉獻哲學！

關於新婚宴席的建議如下：

※ 期待：本文有助於改善世俗“開桌前”繁
雜的婚姻宴席模式：祝詞之後，敦請牧師帶領宴

席“開桌”的感謝祈禱(貴賓之勉勵～Advice改在

“開桌感謝”後進行)

新婚宴席祝詞：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感謝陳先生郭先生兩家容允我a-舅來講出心肝

內的話，雖然半年前就準備，

但是驚講了“脫線～落交”，所以照這個稿來講：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各位“撥工”來參加今晚宴席！

我代表陳郭兩家向各位謝道謝！

今晚是阮ａ-榮及秀宜結婚宴席，

秀宜是一位真可取～有教養～有氣質～有疼心

的媠“查某囡仔”，ａ-榮親像

父母老實～有疼心的古意人帥哥。

佇這時，活用古早兩位智者奧古克斯丁及亨利智

慧的話，來勉勵這對青年：

請“ａ-榮～秀宜”斟酌聽：

上帝創造婦仁人，是對查甫人亞當的肋骨來造

呣是對腳骨，表示：呣是欲 踏女的；

呣是對頭骨，表示：呣是欲支配男的；

是對肋骨，表示：男女平等的；

靠近肋下，表示：欲受保護的；

靠近心肝，表示：欲受疼惜的；

也就是：

『上帝愛咱“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照顧～

互相疼惜』也『呣通勿會 記得“上帝”：凡事感謝～

凡事吞愞～凡事祈禱！』

以上 “講出阮的心聲”，因為真歡喜，容允我

“唱出阮的心聲”：

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聖詩433首)，這

首是咱教會設教60週年紀念時，

秀宜 歕的：

『克己待人虔誠知足，呣通放縱私慾；或是

快樂、或是艱苦，為主做好見證』

這節是聖詩433首的精義，也是咱做基督徒

的準繩！第一擺阮兩人，第二擺阮家族，第三擺咱

大家大家族作伙來唱～來祝賀！

道謝各位！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一月�6

莊壽洺、芳美　敬賀2007.��.��

莊壽洺筆於牽手生日��.28.2007

※後記：收發室林成先生說『莊教授啊，真

久無看見你的文章……卡貧憚……！』，無膽的

我只好內心無奈地喊叫『大人啊，冤枉喔，已有

投稿三篇……→？智者R Byrne：編輯～作者關

係是“刀～喉”！』，吃老擱厚話的我真……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任母院病理部兼任教授）

97年學年度教師升等名單
單　　　位 升等後職稱 姓　名
病理學科(所) 助理教授 黃佩欣
病理學科(所) 助理教授 毛翠蓮

臨床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蘇怡寧
護理學系(所) 副教授 李雅玲
一般醫學科 副教授 嚴孟祿

外科 副教授 柯文哲
病理學科(所) 副教授 張逸良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姚宗珍
護理學系(所) 副教授 羅美芳
護理學系(所) 副教授 陳佳慧

復健科 副教授 陳文翔
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楊偉勛

外科 教授 梁金銅
內科 教授 余忠仁
泌尿科 教授 闕士傑
醫學系 教授 翁昭旼
內科 教授 賴凌平

藥理學科(所) 教授 劉宏輝
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楊志新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所) 教授 林亮音
免疫學研究所 教授 許秉寧

小兒科 教授 曹永魁
放射線科 教授 廖漢文

微生物學科(所) 教授 陳美如
內科 教授 黃瑞仁

物理治療學系(所) 教授 王淑芬
職治系 助理教授 陳顥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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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邁入六十五歲，妻告訴我明天要上天公

廟替我「安太歲」。結褵四十多年，妻從未有此

念頭，狐疑的問「今年虎年，我屬狗，並未犯沖，

安甚麼太歲？」，卻換來一陣白眼。雖不茍同，但

一向順從慣了，只好跟著去向神明跪拜一番，還

將懇求替我添「歲壽」的「陳訴狀」呈奉「上帝

公」。歸途質疑妻子，上「天公廟」，怎麼向「上

帝公」陳訴？「上帝公是天公的化身，不要亂說

話。」原來這樣已算犯忌，趕緊閉了嘴。

往後一年妻可沒閒著，心血一來潮，就拉我

到這個寺「浴佛」，那個廟許願，乞「爐丹」，回來

沖開水要我喝三口，還三不五時到處去弄個香火

袋回來，要我掛在脖子上，雖不願意，還是讓她

給掛上，等她一走開，馬上塞在口袋中，免得叫人

看笑話，也許只要「求在她心，掛在我身」，就算

了了一段避邪公案，她也從不追問香火袋下落。

有時還會帶回幾張金紙，一張燒化水中，喝三

口，床頭床尾各燒化一張，另張點火後，在我全

身上下擺動，叫甚麼「淨身」的。問她甚麼道理，

只回一句「解運啦」，就堵住了我的嘴，由我去瞎

猜。一向雖敬神卻不迷信的妻變得如此，令人不

解。

六十五歲大年夜，兒孫們回來圍爐，連初二

回娘家的女兒都一起「陪」我到「初五隔開」。一

跨入六十六歲的陰曆二月，妻不再讓我開車，騎

機車，甚至連騎單車都不准，沒事不得外出，以

便她隨時「神經兮兮」的守在我身邊，「難不成

妳懷疑我有女人」，卻獲得深情的一凝。更鮮的

是，兒女們每天輪流來電話問候；妻與兒女通電

話，都低聲緊貼話筒，我走過去，妻會立即提高

聲音，轉換話題，我也被弄得緊張兮兮的。

陰曆二月廿八日一早，又不是例假日，兒女們

卻全都回家了。晚餐後在卡拉OK間歡唱，一個也

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午夜十二點鐘響，妻子與兒

女端出生日蛋糕與甜茶，點燃百歲燭，在「祝爸

爸長壽百歲」聲中，我一口吹熄長命燭後，全家

共享蛋糕飲料。

事隔二年，妻覓得吉地，擇日蓋墓厝，還帶

我去看這恆久永居殿堂，她的怪異行徑瘋狂到

如此離譜，這下真正「凍麥條」，無法再「惦惦」

了，妻理直氣壯的回說，「替你過運消災」，一再

逼問下，含笑遞給我一小冊，只見裡面逐年逐月

批註著「忌往東」，「忌投資」，「防破財」，「遠

桃花」，「防官司」，「帶孝過運」之類的，最後一

頁寫著：「六十六歲流年七殺主事，逢水卯之沖，

進入黑暗之運，本年二月酉日，因微恙而竟含笑

歸天，享壽六十有六」。原來是卅五歲時所作「流

年」，當年年輕，一笑置之，一久就淡忘了，想不

到妻卻謹記在心，這才解開了二年來妻怪異行徑

的謎底。(流年簿上還又尾註；若多行善，將可延

壽十二年，正壽七十八；本文完成於六十六歲，今

年已龜齡七十四，算來只剩四年鶴壽可供享受人

生，嗨！流年徒增煩擾，最好別去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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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  妄  言

戴  鐵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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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雄中高中時音樂老師杜麟與國文

老師章寅，教給了我音樂與文學的基本常識與引

發對文學音樂無窮的興趣。記得章老師在教“漁

父”這首詞時，他是用唱的。音韻抑揚頓挫，看

他陶醉忘憂，很是感人。快五十年了，印象還深。

雖然音調全忘了，再譜新曲以資紀念！

（作者朱健次係微生物研究所1970年畢業）

漁　父
詞 張志和 
曲 朱健次

‧

‧

‧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復健科誠徵專任教師乙名
一、依　　據：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復健科九十七學年度新聘教師甄選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二、資　　格： 1. 需具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以上資格。 

2. 需具備中華民國復健科專科醫師資格。 
3. 具前瞻性研究能力，並有教育理念與教學服務熱誠。 
4. 以一般復健醫學領域專長者為優先。

三、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照片)。 
2. 學經歷證件影本。
3.  五年內著作目錄、五年內參與研究計畫目錄(請參閱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4.  未來三年之教學、研究計劃概要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
請者之資料。

5. 至少二封推薦函。
四、預定起聘日期：九十八年八月一日
五、收件截止日期：九十八年元月十五日
六、寄件地址： 100 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復健科新

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七、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360，62793
　　傳　　真：(02)23825734
　　E-mail：lukewa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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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海拔最高的黑部水壩

再下一站就是要坐纜車下降到�,828公尺高

的「黑部平」(Kurobedaira)，這纜車的特點就是

全長2,200公尺(直線長�.7公里)都無支柱，是世

界最長的無支柱纜車(建造這纜車用了十萬以上

人力)，需要七分鐘。從黑部平還要再坐完全經過

隧道內，斜下800公尺的電車到標高�,455公尺

的黑部湖及水壩。

這是旅遊團當天目的地之一。這水壩的海拔

位置高度使它成為世界最高、在高山深部、建築

最困難的一座。

這個日本最大發電量的水壩，始建於�956
年，花七年時間、一千萬人力、以當時的金額5�3
億日圓建成。壩高�86公尺，壩頂寬度8.�公尺，

壩頂長度492公尺，水壩體積�58萬立方公尺。這

水壩建立後，儲水量達兩億立方公尺(台灣的石

門水庫壩頂標高252.�公尺，壩頂寬度��.�公尺，

壩頂長度360公尺，水壩體積706萬立方公尺，

總蓄水量可達三億立方公尺，但目前的蓄水量不

到二十萬立方公尺)。水落差545.5公尺，每年六

月二十六日到十月十五日放水時，水量達每秒十

立方公尺，帶者水煙奔放出來的水勢應該是非常

壯觀。這個黑部第四水壩的電量年達十億千瓦

KWh (kilowatt-hour)；全部黑部川的發電量則

達三十一億KWh，可以供應一百萬戶一年的用電

量。它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它為了維護自然景觀，

日本立山黑部水壩五日遊(下)

許  清  曉

世界最長(2,200公尺)的無支柱「黑部平Ropeway」

世界海拔最高(�,455公尺)的「黑部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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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變電所都建在地下。 

黑部水壩的建築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穿

鑿隧道時，遇到「大破碎帶」，流出幾萬噸泥沙。

當時的最著名男電影明星，現東京都知事(市長)
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和三船敏郎聯合

推出電影「黑部的太陽」，由裕次郎演出很逼真

的當時建築水壩隧道遭遇砂水衝出的狀況，也

更使這水壩及石原裕次郎聲名大噪，還受皇太子

接見。(石原慎太郎原來是作家，他在大學生時就

寫一本「太陽的季節」，振奮日本戰後萎靡的社

會人心，成為二十三歲最年輕的芥川文學獎得獎

者。石原裕次郎也因為演這小說拍成的電影中配

角，而一炮成為當時最有名的演員)

水壩上行走十五分鐘到對岸，又坐6.�公里

長完全在隧道內的無軌電車trolley bus，十六

分鐘後到海拔�,433公尺，約同高的「扇澤」

(Ohgizawa)。這裡又和星川司機的巴士及置放

在其內的自己行李會合，坐了將近兩小時，到長

野縣淺間「いずみ莊」(Izumi Soh)。

七、�長野縣淺間いずみ莊--最富於日
本風味的旅館   
Izumi莊已有五十年歷史，是我見過最日本

式的旅館，一入內，只見家具排列間隔典雅整

齊，各處看來一塵不染。房廊線條、光線、家具、

插花，都像是一幅畫。到日式榻榻米房間也是非

常整潔。晚餐是全體到塌塌米大房間宴會席，每

人一份小几桌排得軍隊似地整齊。 

不過互相不熟、不透露名字及職業的的團

員間，無甚話可說。旅遊得有好遊伴，這可能就

是不少我的同事朋友不加入團體旅遊，寧可自己

組團的主因。在日式旅館，泡溫泉似是天經地義

日式大會餐，與餐者間互相的溝通不如中餐式圓桌的

融洽

日式旅館的客房。晚餐時服務生會來將桌椅搬開，鋪

上蒲團棉被

いずみ莊入口的待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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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泡完還在隔壁小空間數人喝茶聊天，感覺

是很不錯。

八、小諸懷古園

第四天早上稍遲出發，因為到第一站長野

縣「小諸」(Komoro)只需約三十分鐘。這小諸

市有一「懷古園」(Kaiko-en)，又稱為醉月城、

白鶴城，城門上「懷古園」三字是將軍德川家達

(Tokugawa Iesato)的手筆。它是日本戰國時佔

據大半天下的「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手
下名智將「山本勘助」(Yamamoto Kansuke)所
設計，城的平面比市街還低，而是很特殊的「穴

城」，城牆用火山石灰，沒有用到水，而發揮爬城

牆容易滑落的自然防衛效果。這個醉月城有相當

大的面積，目前只可看到各種遺跡，城址內新設

有動物園、美術館、櫻花園等可供觀光客慢慢欣

賞一天。但櫻花已謝，只剩數株大櫻花樹，仍是

滿開。

九、文武雙全的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52�-�573)是會寫詩的文武雙全

名將。它的父親「信虎」以武力征服鄰近的小蕃

城，但他是兇殘的暴君，不會體恤百姓痛苦，又不

聽部下的勸告，終於遭部下設計將其放逐，而擁

每人一份的晚餐，每樣菜的量少，吃完還是很飽

浸泡溫泉後的茶室。日本生活環境充滿直線及四方形

線條，及插花的擺設

「懷古園」中一景

「懷古園」中櫻花園。沒有旅伴，可多花時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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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子「信玄」，這種事在日本幾無，信玄後來出

家信佛剃度。主政後，對於內政特別有貢獻，因

治水建立的「信玄堤」迄今還是被稱道。他開發

金礦、設立稅制及貨幣制度、統一度量衡、整頓

交通、改善民政。日本現在「白底紅日」的國旗是

他設計的。他讀過孫子兵法，他出名的騎馬軍團

用的旗幟上寫的是「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

不動如山」(孫子軍争篇第七：故其疾如風、其徐

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

震、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

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武田信玄和對立的名將「上彬謙信」

(Uesugi Kenshin)之間十二年的「川中之島」五

次戰事，不分勝負，不過他很信賴的智將山本勘

助是戰死在其中一役；也曾大敗德川家康軍隊，

據說德川家康被圍剿徹底慘敗，逃亡時驚恐脫

糞，都是日本有名的歷史故事。年輕的德川家康

雖被其打敗，但記取教訓，學習信玄的各種民政

法制、貨幣制度、及做事的態度。信玄最後在軍

中病死，由其子「勝賴」繼續統軍，但幾年後終於

被織田信長的火槍隊擊敗而武田家式微。

其後的日本戰國時期，由織田信長稱雄 
但也因不會體諒部下，而被其部下明智光秀

(Akechi Mitsuhide)叛變突襲，死在「本能寺」

(Honnoji)；到豐臣秀吉，空前絕後地由農民之子

成為天子之下第一權威者，統一天下；再到徳川

家康「關原」(Sekigahara)大戰擊敗豐臣之子，

結束了戰國時期，成立兩百多年幕府的基業。

日本放送局(NHK)幾年前曾經製作關於武

田信玄及他手下獨眼跛腳山本勘助的電影，而

「風林火山」成為家戶喻曉的字句。他的勢力版

圖曾大到從目前名古屋地區延伸到較北方的飛

驒山區，因此這次旅遊飛驒山脈，路途的店舖裡

到處都可看到「風林火山」的字眼。

歷史上在各種不同分野有成就的人物非常

多，如山中林木，但因為沒有人從無數對社會有

各樣貢獻的人物中認出他們的成就，特別記載、

介紹給民眾，而絕大多數成為無名英雄。有些則

是靠自己當時的權勢，硬把自己的事跡，大事宣

染，將歷史罪人也塑造成為英雄、救星。這些都

要靠很多歷史家去還原事實。

十、文豪島崎藤村--日本羅曼蒂克街道

懷古園裡更有同樣著名的文豪島崎藤村

紀念館。島崎藤村(Shimazaki Tohson) (�872- 

�943)是浪漫詩人，以「若菜集」(wakanashu)詩
集處女作，進入文學界，應他的老師小諸義塾塾

長木村熊二之請到小諸教書六年，後由詩逐漸

改寫散文、小說。有自然主義代表作，描寫主角

因為出生某部落而受歧視的「破戒」、自傳式小

說的「春」、描寫兩個沒落的舊家族的「家」、描

寫因和姪女不倫戀而到法國生活時的「新生」、

及以他父親為模特兒的近代長篇歷史小說「夜

明前」等。

文豪島崎藤村紀念館前的半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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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崎出身於父為國學家的家中，因而有深

厚的文學基礎。畢業於明治學院大學第一期，校

歌的歌詞是他寫的。二十歲就去明治女學校教英

文，因師生戀而離職。但家族中有很多早死、精

神病，及其他家中不倫等經歷，又患憂鬱症，可以

從他幾部以他家人為模特兒寫的小說中看得出

來。他中風死前的一句：「好涼爽的風！」

日本從長野縣 ( N a g a n o ke n)、群馬縣

(Gunmaken)、栃木縣(Tochigiken)包括西邊小

諸(Komoro)到東邊日光(Nikko)三百五十公里 一
帶，不僅風景優美，詩人作家特別多，稱為「日

本羅曼蒂克街道」。是仿德國同樣350公里長的

Deutsche Romantische Strasse (Wurzburg到
Austria的Fussen)稱呼。兩者現已結為姊妹街

道。

十一、輕井澤--高級人士的避暑地

時間不允許一行多待，感受懷古文學氣氛，

早上十點就離開小諸，開往高級避暑盛地「輕井

澤」，途中在一家餐廳吃「釜飯」，是瓷器釜狀容

器裝的飯，吃完還可帶走那容器。這幾天好菜吃

過多，這個釜飯其實很好吃，但一天內可容許的

攝取熱量已超過，吃不到幾口就吃不下。

一行下午一點就到輕井澤，當天天氣晴朗，

觀光客很多，停車的位置都不好找到。輕井澤的

四周都是綠油油的高爾夫球場。是高級有錢人士

來避暑的地方。我們只能呆約一小時。在參觀最

主要一條賣年輕人貨色的商店街來回走一趟，時

間又是過去了。

這種避暑地對我是一種提醒，想到日本的

社會階級觀念，似乎仍然將高級、有錢、有勢，及

一般無錢、無勢的平民在各方面無形中區別得相

當分明，也使熱中日本的我也不禁稍微退燒。根

據一些久居過日本的人士說，日本這個有強烈階

級觀念的社會，對家庭背景、教育、職業水準較

低的人士，對其能力發揮、事業發展有無形的枷

鎖壓力，使一個人只能在他現有的工作上，不抱

大野心、默默地工作終身，讓我感覺是違反「條

條道路通羅馬」、「每個人都有機會達成他(她)
的夢想」的美國式理念。同時，雖然有禮、客氣，

但是日本人對長年居住日本的外國人總無法衷

心接納。這些都是我從來只希望在日本待個兩三

年，不想久居的原因。雖然美、日兩國都是最尊

重誠信、公德心、有禮、守法的國度，但是美國還

是世界上最可以實現每個人的夢想、尊重人權的

國家。

十二、人生觀

看完輕井澤，我們到一家免稅商店，不少團

員大量購買一些健康食品。這也可幫助導遊增

加他微薄的收入。然後到東京最高建築，四十五

樓的「東京都廳」展望台，看了一下四周，再坐巴

士一小時以上，到鄰近千葉縣「幕張(Makuhari) 

New Otani Hotel」過夜。東京市內也有New 
Otani Hotel，是�967年James Bond, 007情報

員電影系列「You only live twice」場景之一，但

應該已很老舊了。

想到我們最喜歡看的電影已是三、四十年

前的，感嘆此生不覺已到退休之年，建築老舊還

可翻新，人老可就無法還老返童了。心中不禁開

始思考一貫的人生哲學，這是三十餘年前研究免

疫學又逢母喪時就開始的思想，是對自身「老」、

「病」、「死」的一種探討。

「死亡」，是生物界不變的事實，不過「死

亡」也是生命中最令人關心、惶恐的情結。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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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的是對必定的結局，造物者為何不能讓人以

「高興」或「平靜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來臨？為

什麼要恐懼？為什麼要為親人的死亡而難過？

其實一個人會因親人的死亡而傷心，最基本

的邏輯解釋，是因為每個人都能夠分辨「自我, 

self」與「非自我, not-self」之故。是因為有「我」、

「你」、「他」個體差別的感覺，因此「他」的死亡

會使「我」傷心。

反面地想，如果「我」和「你」之間心理感覺

及生理結構都是同一體，「你」或「我」之間的區

別消失了，「我」不應該對「你」的死亡有恐懼傷

心的感覺，因為兩個個體都是「同一體」，一個

消滅，另一個還存在。

個體認識「自我」與「非自我」的機序，在人

體內是由淋巴球執行，這種細胞可以分辨「非自

我」細胞或組織器官，而予以排斥。在低階層動

物，例如無脊椎動物，體內沒有淋巴球，但會有

一種蛋白質Lectin，可以認出侵入其體內的其他

種動物的組織或蛋白質為異體。但它不一定可以

認出同一種動物中，不同個體的組織。我還不知

道科學界是否有這方面的研究。

動物界要低到哪一種層級，牠才不會排斥同

種類、其他個體的組織，換句話說，哪一種軟體

動物可以互相移植身體的一部份而不排斥，將是

很有趣的問題。而身體出現淋巴球，可分辨「自

我」與「非自我」，可說是生物界最重要的演化。

有不同的個體，互相競爭，一代代逐漸改善

個體的適應能力，才能夠在這不斷改變的世界

環境中適應、維持種族的延續。這也是達爾文對

世界不同物種觀察的結果。

不過，淋巴球分辨「自我」與「非自我」的能

力，和人心(人的意識)對親人(「非自我」)的死亡

感到的悲傷痛苦之間，是還有很遠的距離。在同

卵雙胞胎之間，兩個體的細胞組織都一樣，但是

想法不一定完全一樣，一個雙胞胎的死亡還是會

使另一個雙胞胎傷心。這是因為還有腦前葉的

緣故。腦前葉細胞的功能(也就是細胞間的聯繫

)如何受DNA及社會環境的影響，還要多方面的

研究才能釐清。

再從另一角度看，要減輕對死亡的恐懼，我

相信人生到此世界，就是要留下「曾到此一遊」

的「事跡」，或「我的DNA或思維仍在這世界持

續存在」的信念。

三十五年前在學術界開始掙扎著出頭時母

親就病逝，心中久久無法克制極度的悲傷，最後

是以「我體內的一半基因，就是來自母親，她一直

都沒有離開我」的想法，安慰自己，找到解脫。現

在輪到本身的「老」，和「死亡」逐年接近，一方

面，相信我對鄰近的人，已留下某些善良的影響，

作為心中的慰藉；另一方面也希望子孫會以同

樣，以「體內已經繼承父母的基因」的心態，減少

悲痛，繼續努力。

十三、尾��聲

最後一天要坐下午六點多成田機場飛回台

灣的包機，因此一行也只有約四、五小時出去逛

街，下午兩點二十分就集合。我獨自坐JR火車到

千葉站，到附近SOGO百貨店逛一下就得回來。

這次自己外出特別感到在東京等大都市行

動，非得有能耐健行的兩腳不可，每次來回火車

站都得走路近一公里的路程。要遊玩，平時也得

鍛鍊身體，否則退休後有時間，卻已體衰，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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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一生努力的成果。

返回高雄宿舍，馬上整理五百多張的照片。

輸入在電腦內的photo journal，以照片輔助日

記。花這麼多時間記錄、整理，有人問，在這資訊

過多的時代，你的日記及照片集將來給誰看？我

突覺茫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的生命其實像是濃霧中路旁的一朵小野

花，朦朧中綻放，朦朧中凋落，有人適時近處路

過也不一定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儘管如此，不只

是因為性喜懷舊，或是從小的習慣，而可能是因

為潛意識隱藏著人類記載歷史的本能，我還是

每天記錄、攝影；踏過的路、做過的事、心路的歷

程、溫馨的經驗、特出的人物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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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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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的秋末，終於得償宿願，前往嚮往已

久的埃及和約旦旅行兩個禮拜。五十年來，中東

局勢一直不穩定，使很多旅客裹足不前，要找幾

位膽大的好朋友一起去虎穴探險，並非易事。有

兩次，好不容易找到幾位同好報名參加，卻在出

發前被旅行社因安全顧慮取消掉。這一次，在一

個偶然的機會，跟上南加州的一個旅遊團，託天

保佑，順利的完成埃及九天、約旦五天的緊湊旅

程。

出發前，大家都聽說過埃及的衛生環境差，

會拉肚子。又說埃及騙子多，旅客被導遊放鴿子

是常事。其實，百聞不如一見，旅行埃及和約旦，

並不像一般傳說的那麼可怕或辛苦。我覺得他們

對觀光客很客氣，也很照顧。一路上，我們一點

也不覺得安全受到任何威脅。每個觀光景點都

有荷槍實彈的警衛看守，皮包要檢查。約旦的警

戒比埃及還嚴格，遊覽車裡自動有一位警衛坐在

後邊，重要的觀光區進口有哨兵站，機關槍對準

每部進來的車輛。我們住的旅館都是五星級的，

餐廳水準高，每餐有牛肉、羊肉、雞肉、魚片、各

種蔬菜、水果和飲料。我們很小心，不喝他們的

生水，只喝瓶裝水，不吃生菜沙拉，只吃煮過的

菜餚，全程走完，腸胃平安。埃及窮，到處是賣小

東西的小販，遊客多的地方，滿是 “One dollar” 
的喊聲。約旦顯然比較富足，但是相比之下，埃

及人比較友善，孩子們都面帶笑容，看到我們就

「哈囉、哈囉」叫個不停。以旅遊業為主要生計

的埃及，派了很多專業人員去北京語言學校，惡

補中文，目前在埃及帶華人團的導遊，都會說一

口相當標準的北京話。

我們從洛杉磯飛往倫敦，然後轉飛開羅，到

達時已經半夜了。在旅館稍微休息一下，又趕去

開羅國內機場，搭乘班機去南方的Aswan。從

飛機上看下去，觸目所及是一片無垠的沙漠，只

有尼羅河兩岸還有一點點綠意。埃及的歷史久

遠，早期的文明發展很快，遠非同時期的其他文

明古國能望其項背。從Narmer統一埃及(3�00 

BC)，建立了第一個王朝(Dynasty)開始，到埃及

艷后Cleopatra VII殉情自殺(30 BC)，羅馬入佔

為止，古埃及一共歷經了33個王朝。縈長的歷史

中，只有三個王國(Kingdom)是所謂埃及正統：

國家統一，加上埃及人當法老王(Pharaoh)。其他

朝代，不是群王割據就是外族統治。埃及人引以

為豪的這三個王國就是：老王國(Old Kingdom, 

3 to 6 Dynasty, 2686-2�8� BC)，中期王國

(Middle Kingdom, ��-�4 Dynasty, 2055-�650 
BC)，新王國(New Kingdom, �8-20 Dynasty, 
�550-�069 BC)。

首先我們去參觀Aswan水壩和水壩上游的

世界最大人工湖Nasser Lake。英國人在�902年
建了水壩，70年後，蘇聯幫忙埃及總統Nasser，
在下游5公里處又建了一個更大的水壩(High 

Dam)。從此尼羅河不再氾濫，電力生產增加兩

倍，可是耕地面積卻減少了30%，嚴重地影響

農民的生活。水壩上游河水高漲，很多古蹟沉入

暢遊埃及和約旦(上)
蘇  士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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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裡，幸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面

拯救，把古蹟遷往高地。接著我們坐渡船去看

Temple of Philae。這座神殿祀奉埃及女神Isis，
建於古埃及最後的王朝Ptolemy Dynasty (約

�00 BC)，水壩完成後沉入水底，UNESCO把它

從Philae島搬去高於水面的另外一個島(Aiglica 

Island)。神殿雄偉，氣魄不凡，迴廊石柱，高大

齊整，看似希臘羅馬手法。以後我們又看了很多

更早期的神殿，才知道希臘羅馬的建築風格是

從古埃及學來的。埃及神殿有一大特徵，石柱石

壁上刻滿象形文字(Hieroglyph)。Hieroglyphics 

(Sacred Carved Letter)在公元前3200年已在古

埃及使用，是全世界最早的書寫體系(圖�)。看完

神殿，乘渡船回到Aswan，坐車去南郊石礦山看

一塊未完成的方尖碑(Unfinished Obelisk)。石

碑很大，有4�米高，2000噸重，橫躺在地上已經

3500年了。石碑是新王國時代的產品，刻好了三

面後才發現石塊有瑕疵，因此棄置不用(圖2)。

近午時辰，在Aswan碼頭登上尼羅河豪華

遊輪Royal Ruby號(圖3)。船雖不大，但是船艙

比海上遊輪寬敞，餐廳夠水準，每餐都是包肥的

Buffet。黃昏時刻，導遊帶大家去坐很有情調的

尼羅河帆船(Felucca)，欣賞河上的日落。導遊先 生Gaber約40歲年紀，是開羅大學語文學院的畢

業生，去北京學了一年北京話，講起捲舌的北京

話，我們自嘆不如。他一路講解完全用中文，著

實厲害。天黑以後，回去遊輪吃晚餐，餐後的餘

興節目是一場肚皮舞。舞娘很賣力，可惜老牛累

了，打起瞌睡來。

隔天一早，我們飛往埃及最南端的Abu 

Simbel。新王國的法老王Ramses II (公元前�3
世紀)在這裡蓋這座超級神殿，用心良苦。他統

一了南北埃及，又擔心南埃及(Thebes)會造反，

因此建造這座威風凜凜的大神殿，殿內祭拜南圖�　Temple of Philae石柱上的Hieroglyphics

圖2　Unfinished Obelisk

圖3　遊輪Royal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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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神Amun、北埃及首都Memphis神Ptah、和

太陽神Ra-Harnakhty，有安撫的作用。他的四

尊33米高的大石像，坐鎮殿門，意在增加嚇阻效

果。(圖4) Abu Simbel神殿是從堅實的石壁鑿刻

出來的，驚人的大氣魄和巧妙的手工，令人嘆為

觀止。Gaber說Abu Simbel在埃及古蹟中的重

要地位僅次於Giza的大金字塔。這座大神殿後

來被沙土湮沒，一直到�8�3年才被瑞士探險家

Jean-Louis Burchhardt發現。建造Aswan Dam
時，UNESCO出資搬運整座神殿到高地。大殿

的外側有另外一座小一點的神殿，緊鄰尼羅河

畔，是紀念Ramses II的王妃Nefertari的，殿裡

祀奉Hathor女神。

飛回Aswan，剛好趕上遊輪開航，沿河北

行。傍晚停靠Kom Ombo，上岸參觀Temple of 

Kom Ombo。神殿是公元前二世紀的Ptolemy 
VI法老王建的，以後羅馬王又在殿前加建一座

大碑樓。這座神殿又名雙神殿，與眾不同：有兩

個一模一樣並排的進口、殿堂、和神壇。左殿祀

奉鷹神Horus，右殿祀奉鱷魚神Sobek，殿堂後

面的陳列室展覽鱷魚木乃伊。石壁上的象形文

字，記載國王的生平和戰績，以及埃及文化的面

面觀：有歷史、醫學、天文、地理、法規、貿易、等

等。Gaber說每年7月�9日是尼羅河氾濫的第一

天，也就是古埃及的新年。燈光下的雙神廟溫柔

優雅，是遊客喜愛的景點(圖5)。

下一站是Edfu，一個5萬多人口的吵雜大

鎮。一大早，我們四人一組，乘疾行馬車去城中心

的鷹神殿(Temple of Horus)參觀。我們去得很

早，沒想到殿前廣場已經是人山人海，排隊等候

入場。神殿建於公元前三世紀的Ptolemy王朝，

有一段傳奇的神話。傳說地神Osiris被胞弟Seth
謀殺分屍，屍体棄置各地，Osiris之子鷹神Horus
在Edfu跟叔父Seth決戰，終於報了殺父之仇。後

人欽佩他的英勇，奉他為保護神。殿堂內室供奉

一尊漂亮的鷹神石像(圖6)。

遊輪繼續北走，來到古蹟最多的大城

Luxor。Luxor是新王國的首都，舊名Thebes。這

裡的水土好，尼羅河的淤泥形成一個肥沃的三

角州，適合耕作種植，生產穀物、甘蔗、蔬菜、果

類。下船後我們先去尼羅河西岸的Valley of the 

Kings，瀏覽新王國法老王的墳城(Necropolis)。
蜿蜓的山谷穿梭於連綿的丘陵裡，兩旁是接二

連三的墓穴。到目前為止，已經找出了62個墓

圖4　 Abu Simbel Four huge Ramses II statues 
adorn the temple

圖5　Temple of Kom Ombo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一月 29

穴，其中只有三個墓穴沒有被盜過。最幸運的是 

Tutankhamun的墓，在�992年被Howard Carter
發現時，裡面原封未動，墓棺和陪葬品一一齊

全。Tut木乃伊從此一躍而成埃及國寶，近年來

雲遊世界，在一流的博物館亮相，為母國爭光賺

大錢，俗云「死得要有價值」，善哉斯言！法老王

深信Afterlife，死後不能讓身体腐化，所以要乾

化保存(Mummify)。人死後，內臟取出存放石箱

內，只有心臟留在体內。死人進入地府要經過地

王Osiris的審判。他把心臟拿出來，放在天平，

跟一束羽毛對秤，假如心臟比羽毛輕，就得永

生，比羽毛重，就丟給狼狗吃，不得永生。Gaber 
說Mummification的密訣巳經失傳了。我們進

去看三個墓穴，屬於Ramses I, Ramses III 和

Ramses IV，裡面都空空的，只剩下壁上的圖畫

和象形文字(圖7)。早期的法老王死後蓋金字塔，

以後發現金字塔是盜墓者的明顯目標，轉而埋在

隱僻的幽谷裡，但是盜墓者厲害，照偷不誤。

下一個重點是Hatsheput Temple，就在

Valley of the Kings附近。遠遠一看，這座神殿

好像是一楝大監獄，塞在高高的石山腳底，近前

一看，不由驚嘆神殿獨特的格調和風釆。神殿紀

念新王國的Hatsheput女王(約�400 BC)，一排

女王的高大直立石像，羅列前廊，栩栩如生(圖

8)。殿堂內祭奉Hathor女神和Amun太陽神。�0
年前(�997年��月)埃及的恐怖份子在神殿門外突

襲觀光客，幾十位日本和德國遊客不幸死於亂槍

之下。

看完西岸的古蹟，我們轉去東岸。過河之

前，停下來看路邊空地上的兩尊大石像，所謂孟

農大石(Colossi of Memnon)。石像屬於新王國

的法老王Amehotep III (約�400 BC)，他的神

殿被毀後只剩下這孤單單的兩尊石像(圖9)。我

們過河到東岸去參觀Karnak Temple。還未走

到神殿門口，大家就被眼前的一幕奇景吸引住

圖6　Horus神座Temple of Horus, Edfu 圖7　Valley of the Kings Necropolis of the Kings

圖8　Hatsheput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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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條筆直的大道，通到神殿正門，大道兩旁

各有一長排人頭獅身石像(Sphinx)，像是閱兵

警衛，可以想像，當年法老王進出神殿是何等的

威風(圖�0)！穿過殿門，只見一排又一排的通天

大柱，甬道裡處處有諸法老王的石像和方尖碑，

每根石柱刻滿了象形文字。這座特大神殿廣達

�00英畝，Gaber說，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神

殿。殿裡祭拜太陽神Amun、太陽神之子Mut和

Khonsu、和戰神Montu。中期王國的法老王首先

建造這座神殿 (約2000 BC)，以後幾乎每位法老

王都參與加建工作，長達�300年，才有今天的面

貌。跟很多埃及古蹟的命運一樣，整個神殿以後

也埋於沙土下一千年之久，一直到�9世紀中葉才

被人重新發現，目前修復工作仍在進行。

傍臨尼羅河岸的Luxor是新王國的首都

(�550-�069 BC)。新王國的五百年可說是古埃

及的黃金時代。法老王在這裡附近留下無數寶貴

的遺產。今天的Luxor是一座人口�5萬的大城，

全城的命脈繫於旅遊業。城中心的Luxor神殿和

鄰近的Karnak神殿靠一條沿河公路(Corniche)
而一脈相通。Luxor  Temple是第�8王朝的

Amenhotep III蓋的，第�9王朝的Ramses II加蓋

一個龐大的正門(Pylon)，同時把自己的兩尊大

石像放在殿門口。殿裡祭拜太陽神和他的兩個兒

子。雙排柱(Double Colonnade)是這座神殿的

建築特點，法老王大廳裡有�4根孿生石柱頂空，

石柱的形狀活像埃及特有的紙草(Papyrus)，非

常別緻(圖��)。Papyrus長在尼羅河岸，樣子像

蘆葦，是古埃及、中東、希臘、羅馬時代的書寫

紙料，聖經的原本就是寫在Papyrus上面的。我

們全團在Ramses II的石像前合照，然後前往機

場，飛去開羅。

古埃及確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沒有人知道，

他們為何這麼早就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有人

懷疑他們是外星人，希臘哲人柏拉圖甚至臆測他

圖9　Colossi Memnon

圖�0　Karnak Temple The Spectacular Entrance 圖��　Luxor Temple, Double Colon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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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Lost Continent Atlantis的倖存者。難以想

像的是，中國的秦始皇在公元前200年開始建築

長城時，埃及的大金字塔已經完成2000多年了。

埃及的歷史很長，可是開羅的歷史並不長。公元

969年，Tunisia的Fatimids族入侵統治埃及，在

古都Memphis的北方，尼羅河下游的兩大支流

分叉處，建了一個小城，就是以後的開羅。現在開

羅人口有�千2百萬，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大都

市之一。

清晨五點鐘，好夢方酣，突被街上傳來的一

連串刺耳怪聲驚醒，起初以為是空襲警報，仔

細一聽，才聽出來是播音機在廣播回教早禱詞。

今天我們很早出發，先去西北郊的Giza景仰世

界古蹟排名第一的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Giza的大型金字塔一連有三座，成一直線，中

間最大的一座就是大金字塔，旁邊還有幾個王

妃的小金字塔。大金字搭是第四王朝Khufu的
陵寢(2600 BC)，塔高�40米，有四個斜邊，每邊

長230米，真是龐然大物(圖�2)。史載，為了建造

這座金字塔，用了超過2百萬塊大石頭，石塊平

均2.5噸重，大的石塊重達�5噸。建築藍圖和塔

內結構機密巳經失落，無從考查。我們花了埃幣

�00元(約美金20元)，買票進入塔內，沒想到走了

一小段陰暗的過道後馬上是陡直的長階。階梯

很窄，爬階的人又多，難以回頭，只好硬著頭皮，

跟著人家的屁股猛往上爬了。塔內空氣濕重，有

人喘不過氣來，半途打退。大概爬了一百公尺左

右，終於達到塔頂，已是滿身大汗了。塔頂有一間

大空房，最裡邊擺著一個大石棺，想來就是法老

王Khufu當年的眠床了。下階梯，一步一停，又是

一番功夫。金字塔四周是一片沙漠，一群牽著駱

駝的當地人向旅客兜售Camel Ride生意。我們

不甘寂寞，也花了幾塊錢，坐上駝背風光一下(圖

�3)。公認為古埃及標誌的人面獅身石像(Sphinx) 
守在Giza墓園進口，這身年紀4500歲的王墓守

護神看起來老了，據說鼻子和鬍子早在500年前

就掉落了(圖�4)。

回到開羅市區，前往參觀埃及博物館。館前

池塘種植埃及國草Papyrus和國花Lotus (圖�5)。
博物館很大，第一樓展覽老王國、中期王國、新

王國時代的古物，第二樓全部是Tutunkhamun
陵墓的遺物。從博物館出來，Gaber帶我們去

一家製造Papyrus產品的商店，店員示範從

Papyrus造紙的過程。回旅館前我們坐車遊覽

開羅市街。全市分成三區，西區最大，是現代化

區，尼羅河從南向北穿過。東區是回教區(Islamic 

圖�2　Great Pyramid 圖�3　Camel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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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o)，南區是Rhoda Island和Old Cairo。Old 
Cairo是墳場，埃及人不忌諱跟死人住在一起，孩

子們都在墓地裡遊戲。當晚有一個夜遊尼羅河

的節目，晚宴在遊艇上，一面用餐一面欣賞尼羅

河兩岸的夜景。餐後的一場肚皮舞表演倒是出乎

意料之外的精采。性感的舞孃，使出渾身解數，

大家叫好。舞孃肚臍眼的一顆大綠寶珠，閃閃發

光，抖動之間，令人目眩(圖�6)。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參觀開羅的回教聖地

Citadel。這座城堡建於�2世紀Saladin統帥稱王

時期。Saladin以擊敗十字軍而名垂青史。�9世紀

初，一位來自Albania的大將軍Mohammed Ali

擊敗群雄，奪得埃及的統治權，擴建城堡，加蓋

一座富麗堂皇的清真寺Mohammed Mosque。
我們脫鞋進去，裡面是很大的一間殿堂。Gaber
就地表演回教徒五體投地的跪拜動作給大家看(
圖�7)。回教徒每天要跪拜五次，即使在戰場跟敵

人打仗時也要輪班做跪拜。下一景點是Hanging 

Church，又名Suspended Church，是一間非常

古老的Coptic Church，初建於第4世紀，到了��
世紀又拆下來重建。教堂建在本是羅馬碉堡的

水門上面，所以叫做Hanging Church。教堂雖

不大，卻裝潢得很精美，聖母的畫像，顏色鮮明。

隔著一條街，是另外一間教堂，叫做Church of 

圖�4　Sphinx at Giza

圖�5　Cairo Museum Papyrus and Lotus

圖�6　Belly Dancer

圖�7　�Gaber示範跪拜禮Mohammed Mosque, 
Citadel, C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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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us，是開羅最早的Coptic Church，傳說耶

穌的家族曾經在這裡避難。古埃及人信仰多神

教，到了羅馬時代，有不少埃及人改信基督教。

基督教徒目前在埃及仍然佔了百分之十。他們自

稱Coptic教派，一別於西歐和東歐的傳統教會。

古埃及首都Memphis在開羅南方約30公里

的地方，在古埃及悠久的歷史中，曾經扮演過偉

大的角色。荒廢了的古城，現在只剩下一座埃及

第二大的人面獅身石像、方尖碑、和以後蓋的一

間博物館。博物館裡面赫然躺著一尊巨大無比

的Ramses II石像。Gaber說，石像就是在這個地

點挖掘出來的，政府在上面蓋了一個博物館來陳

列，由於石像太高大，只好擺放在地上(圖�8)。從

Memphis再向南走，就到了古王國法老王的墓陵

區Saqqara，有幾個中小型的金字塔點綴在荒漠

裡，其中一個是紅色的，斜邊呈階梯狀，與眾不

同，頗引人注目。這座金字塔屬於法老王Djoser (
約2670 BC)，建造年代比大金字塔還要早80年

(圖�9)。我們進去Saqqara Museum裡面參觀，

看到幾具木乃伊，有的已打開，有的沒打開。埃

及的旅程到此巳經結束，我們明天要前往約旦，

繼續第二段旅程。

（作者係臺大醫科1963年畢業，現退休南加州）

圖�8　Ramses II石像Memphis Museum 圖�9　紅色金字塔Saqqara, Egypt

“神靖丸”補正
景福醫訊25卷9期〈神靖丸〉一文中，台大校友存媠名單源自吳平城醫師《軍醫

日記》頁218 (1989年出版)，其中登載高雄州生還者之一“*李飛鵬”，“*”為“回
台後病死者”的註解，乃是一大錯誤。後來的日文版《海軍軍醫日記》(1996年出
版)，也沒有更正。因為事實上李飛鵬醫師與神靖丸無關。1945年畢業後，即在新店
開業，直到七十歲退休，仍然健在，現住台北。謝謝李醫師家屬們的指正。

再一者，筆者今年10月28日，在東京才找到家父及同僚最後安葬之地：千鳥
ケ淵戰殁者墓苑(即國家公墓)，此處連家母都還不知。亂世之際消息不全，還好
景福基金會大力協助，再加上有關資訊網際網路大量開放，我們遺族才能瞭解史
實，也希望能很快的補正及補全神靖丸名單。	 	 	 	 		鄭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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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醫學系朱子宏、張之嚴兩位同學主

編的《醫用台語教學》一書之＜院長序＞中，台大

醫學院前院長陳定信教授語重心長地寫道：「台

灣在過去數十年間由於推行國語(事實上是北京

話)相當徹底，使得台語(源自於閩南語)式微，年

輕的一代很多不能講自己的母語，若干能講的也

是『里里落落』，令人遺憾，……」又說：「期望經

由學習醫用台語，能使大家體會到台語的優雅和

傳神，希望能讓已經式微到奄奄一息的台語能有

再興的機會。」

的確，這「台語的優雅和傳神」，非常值得大

家好好體會。但是，「優雅和傳神」的成立，前提

條件則是先須要求正確，在語法、用詞和發音上

不可有誤，因此，筆者長久以來，一直常以口頭

或用筆大聲疾呼：特別在公共場所(如車站、車

廂、電視、電台等等)播放的台語不應有錯誤，以

免錯誤一再重複，極易造成誤導民眾的結果。尤

其是電視，由於一般視聽率高，重複性也頻繁，

其影響(不管是好的或壞的)也必很大。讓我常感

到納悶的是：某些電視的台語新聞或其他台語節

目的錯誤台語，為何會一再出現，卻竟無監聽、修

正的機制，實在不可思議！

基於如上的考慮，筆者以下以應有較高水

準也必內部人才濟濟的高鐵為例，來舉出有問題

的台語卻不肯改之例子，也請讀者下次在坐高鐵

時，仔細聽聽他們的車廂內台語播音，是否正如

筆者所言。

且說二○○八年八月四、五兩日，媒體曾

連續討論嬰兒換尿布台的英譯可否用“baby 

changing”？有趣的是台鐵、高鐵居然都有同樣

譯法，而且更有人吃日本人豆腐說，因兩鐵車廂

都來自日本，「大家也知道日本人的英文不是頂

好」，但到五日，又出現另一個說法，自由時報持

平報導說“baby changing”也不算錯，可指「換尿

布(台)」。其實，先不必講到日人的英文，連我們

台灣人講的台語也常可發現語法、用詞或發音上

的錯誤。

筆者搭乘高鐵到各縣市演講、開會或進行

口腔癌篩檢活動，至今往回已不下三、四十次，每

次對其舒適、快速、準時的優點，都甚感滿意。唯

有一點，對其車內播音的台語部份有錯不改，很

不滿意。讀者們不妨特別注意聽聽，高鐵把車體

與月台間的「間隙」，講成多數台人不易聽懂的

怪異台語「坎崎」，也把各站停車班次的「停靠」

某某站，說成「倚靠」或「依靠」(台語)，因為「倚

(依)靠」已有更通用的別的意義，故「停靠」應較

合適，但不知何意，高鐵卻偏偏不用。

尤有甚者，針對前述之「間隙」，台語最適

合的講法應該就是「離縫」或「有孔縫」(台語發

音)，筆者曾對此正式以書面建議過高鐵(高鐵的

旅客意見書資料中應仍可查到)，結果卻收到充

滿詭辯的回函。他們說，因為車門跟月台之間仍

算有高低之差，因此還是要維持使用「坎崎」。

韓  良  俊

台灣高鐵車廂內的台語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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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那一高低差幾乎是可以忽略，不成

問題的。而且退一步來說，即使承認那裡的高

低差需要講成「坎崎」(已忽視了更重要的「間

隙」)，那麼高鐵何不也統一在英文用“step”或/和

“slope”?中文也應說成「高低不平」或「段落」

才對，可是聽高鐵播音中的英文和中文，卻都明

明各為“gap”和「間隙」，也就是很簡單的台語就

可表達的「離縫」或「有孔縫」，絕非詰屈聱牙的

「坎崎」！

基此，我覺得高鐵實在不必如此擇惡固執，

何況如本文已述及的論點，我既已正式以書面向

高鐵溝通、說理過了，我很不解，高鐵內到底是

何人下此「擇惡」的決定，第一次有錯問題較小，

第二次有人提醒，還是如此「固執」，令人難以理

解！目前的台灣並不缺真正的台語文專家，真希

望高鐵能虛心地去多多請教他們，有錯或不合適

則應立刻改正，以免在每天幾十班的車廂內，不

斷製造刺耳的「噪語」，虐待旅客。

（作者為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名譽教授、行政院衛

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神經科98學年甄選專任教師公告
用人單位：神經科
職　　稱：專任教師
名　　額：1名
應徵教師甄選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台灣神經科專科醫師證書。(若應徵時未具者，須於就任時取得該項資格)

檢附證件：
1. 個人履歷表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神經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最近三年內(2005~2008年)五篇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性著作之抽印本或
影本

5.  最近五年內(2003~2008年)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依據2007SCI或
SSCI】，並挑選其中10篇(以內)之論文註明5年內被引用之次數

6. 最近五年內(2003~2008年)進行之研究計畫等相關資料如下表：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之工作 起訖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7. 教學研究計畫書
8. 二位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之推薦函
9.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或相關評估資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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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若無者，免提供)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97年12月31日止(以寄達本科日期為憑)
報名方式：請將相關資料寄至台大醫院神經部主任室(100台北巿中山南路7號)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44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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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世  杰

本期的醫學新知由本人和本

部李文正醫師介紹目前在影像醫學

界最火紅的主題！由於多排偵測器

設計的突破，使得電腦斷層掃描攝

影可以克服心臟跳動產生的假影，

因而能獲得絕佳的心臟影像協助

醫師來「證實confirm」臨床上的

懷疑或診斷。醫學院前院長謝博

生教授一直以其獨到的遠見及人

文的關懷引領我們，從「醫學教育

的改革」、「醫療品質的提昇」一路

走到「醫學人文的保存研究」上，

此篇有關醫學博物館的籌設一文，更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愛台灣的學者，如何以具體的行動來樹立醫界

百年的根基。韓良誠教授的成大實習生宣誓致詞裡面，提到有關「西醫」把脈那一段，著實讓吾等心有

戚戚焉，對照時下年輕醫師動不動就全身CT，全身MRI檢查的行為上，就可以知道他沒有好好作理學

檢查，令人擔心。李彥輝醫師所言之胰臟癌的現況，讓我們覺得醫學也有無力的一面，同時也表示尚有

許多努力的空間。莊壽洺教授的「Only Son」情結，在當今少子化的社會中，只會更加嚴重吧！戴鐵雄

前輩的分享，一語道破了「生命之可貴、健康的重要」。朱健次教授的神來之筆，讓舊曲有了新調和新生

命。許清曉退休校友所紀錄的日本五日遊(下)，作者對於日本歷史文物、地理如數家珍，一一道來，令

人宛若經過時光隧道回來戰國時代的日本。退休校友蘇士民醫師的埃及和約旦遊記(上)，分享了這兩

個地方的奇聞佚事，太過精彩了，不知有沒有讓整天忙於工作的讀者們，有一股想馬上休假出去走走的

衝動？自認是土生土長臺灣孩子的本人，還曾被韓良俊教授考倒並糾正台語，韓教授護台的心可見一

斑。最後要感謝助理編輯及所有編輯的幫忙，讓本期醫訊能夠順利的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為母院放射線科臨床副教授暨台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副主任） 

編者全家攝於台東知本溫泉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