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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漫談雙磷酸鹽類藥物相關顎骨壞死 

站在歷史的分水嶺

牙醫專業學院揭牌典禮

參加牙醫專業學院揭牌典禮後的諍言 

牙醫學系實驗室整建及設備更新

台大牙醫專業學院成立大事記

向台大醫院內科致敬！

--聆聽宋瑞樓教授一席話有感--

成為南台灣醫療重鎮的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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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已成為停經後婦女嚴重的健

康問題，嚴重者甚至可能導致骨折。過去有許

多藥物用於治療或預防骨質疏鬆症，包括鈣

片、維他命D、賀爾蒙補充療法(如雌激素)、選

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抑鈣素、重組副甲狀

腺素、鍶及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
簡稱BP)等。BP由於可以有效防止骨質疏鬆症

的發生，效果良好，可以說是近年來使用最廣

的藥物。在美國，如Fosamax®(台灣藥品名福

善美)，2003-2004一年間的處方高達二千二百

萬筆。BP在臨床上除應用在骨質疏鬆症外，

還可應用於降低骨疼痛、癌症全身性骨轉

移、癌症導致之高鈣血症、多發性骨髓瘤、兒

童骨生成不全症、Paget氏症、副甲狀腺機能

亢進等病症上。臨床上使用的BP藥物很多，

像口服劑型的Alendronate (如Fosamax®)、
Risedronate (如Actonel®)、Ibandronate (如
Boniva®)、Tiludronate (如Skelid®)，靜脈注射劑

型的 Pamidronate (如Aredia®)、Zoledronate 
(如Zometa®)，以及口服靜脈注射劑型都有的

Etidronate (如Didronel®)等。  

BP的作用機轉

BP是一種類似水溶性的pyrophosphonate
的分子結構，其主鏈上的氧原子被碳原子取代

後，就成為非水溶性的bisphosphonate基本結

構，不容易在體內被代謝。由於BP與鈣離子有

高度親和性，可以和骨骼中的礦化機質結合。

當骨內的hydroxyapatite crystals與BP碳上的

R-�分子結合後 在骨內只有osteoclast可進行

酸性分解，才可將此結構改變。所以BP的毒性

是針對osteoclast，而碳上的R-2鍵結則是此藥

物的抗骨吸收藥效力(potency)。具有氮的分子

鍵結則增加此藥物的藥效能力，如不含氮，則藥

效能力較小。進入體內的BP被骨組織吸收後，

又被具有吸收骨頭功能的osteoclast所吞噬。

吞噬藥物後的osteoclast會降低黏附作用，失

去骨吸收能力，並會早期凋亡，縮短生命週期，

使得osteoclast的活性降低(包括數目及功能)，
因此可以有效抑制骨頭的破壞及吸收，減少骨

質的流失，達到治療骨質疏鬆症的效果。從抑

制osteoclast機制之不同來看，BP藥物可分含

氮與不含氮兩種。含氮BP藥物，主要是在體內

HMG-CoA reductase pathway 中與 farnesyl 
diphosphate synthase (FPPS)酵素結合並阻

斷其作用。它包括(括號內代表抗骨吸收藥效

力)，Pamidronate (�00）、Neridronate (�00)、
Olpadronate (500)、Alendronate (500)、
Ibandronate (�000)、Risedronate (2000)、
Zoledronate (�0000)等。不含氮BP藥物，主

要是在細胞能量代謝中，與ATP競爭，導致

osteoclast 凋亡，而降低骨分解作用。這類的藥

物有Etidronate (如Didronel®) (�)、Clodronate 
(如Bonefos®, Loron®) (�0)、Tiludronate (如

漫談雙磷酸鹽類藥物相關 
顎骨壞死

李  正  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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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lid®)(�0)等。

BP與顎骨壞死

BP在藥品早期說明書上，雖列有一些可

能之輕微不良藥物反應如腹痛、噁心、肌肉骨

疼痛、便秘、腹瀉等。不過在藥品上市一段時

日後，國外醫界陸續發現使用者出現顎骨壞死 
(osteonecrosis of jaw, ONJ)的嚴重副作用。最

早的報告是美國口腔顎面外科醫師Marx在2002
年提出，並於2003年的口腔顎面外科學雜誌報

告。他提出35例因多發性骨髓瘤或乳癌骨轉

移引發高鈣血症患者及�例骨質疏鬆症患者，在

使用Aredia®
及Zometa®

後而產生缺血性ONJ。
其後陸續有更多的報告被提出來，累計已有數

千例。筆者今年五月從medline網頁搜尋，鍵入

osteonecrosis與bisphosphonate二關鍵字，發

現已有高達873篇文章被發表。美國牙醫學會

官方刊物JADA也破天荒的在3年內3次以此議

題做為封面故事，顯見此問題之嚴重性與受到

的重視程度。這也難怪，因為BP可以說是目前

使用最廣的骨鬆治療藥物，全球目前保守估計

有數以千萬計，甚至上億的人正在或曾使用此

類藥物，若無法釐清此議題或提出因應之道，將

會使處方醫師與使用者陷入恐慌及無所適從。

這些病例目前被視為一種新的疾病，目前多以

BP induced, related or associated ONJ稱之，

簡稱BIONJ、BRONJ或BONJ。不過就因果關

係證據的呈現，目前以BRONJ縮寫的使用較為

合理。BRONJ的嚴重性，也可從美國許多律師

事務所的網頁上，大肆廣告提供病患相關資料

介紹與法律諮詢服務可見一斑。這些BRONJ病
例的報告，使得生產Fosamax®

的美國Merck藥
廠，2005年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要

求下，於藥品包裝上加註適當警語。日本牙醫師

公會2006年也發佈警告，提醒牙醫師注意，之外

也製作說明同意書，提供牙醫師於治療前給患者

參考。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07年十月也行文牙醫

師公會，提供BP藥物副作用的相關資料。台灣目

前代理此藥(福善美)的默沙東藥廠，也已在藥品

仿單上加註可能產生ONJ之風險。不過美國FDA
明確指定使用在Paget氏症及治療heterotopic 
bone formation的Etidronate及Tiludronate，由

於不屬aminobisphosphonate，化學結構不含

氮，並不會造成顎骨壞死。

BRONJ之定義

隨著更多的病例被提出，一些質疑也伴隨

而來，包括這些ONJ病例的產生是否與BP的使

圖一　 86歲女性骨鬆患者，口服BP 十年，拔除右上

第二大臼齒後發生BRONJ
圖二　 8�歲女性骨鬆患者，口服BP三年，拔除右下第一

大臼齒後發生BRONJ，並產生下顎骨病理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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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直接的關聯性？由於臨床上引起ONJ的其

它原因很多，ONJ在臨床上也非罕見，因此需

有明確的定義來界定BRONJ，也有利於後續流

行病學的研究。2006年底在瑞士日內瓦一項探

討骨質疏鬆症治療與ONJ的歐洲學會會議，對

BRONJ病例提出明確的定義，並為美國口腔顎

面外科學會2007年認定為此類病患判定的原

則。確定BRONJ病例(confirmed case)必需符合

目前或先前有使用BP、暴露壞死之顎骨持續八

星期、先前無顎骨接受放射線治療的病史等三項

條件。若暴露壞死之顎骨小於八星期，則列為疑

似病例(suspected case)。

BRONJ之症狀

BRONJ的症狀表現可能包括疼痛、腫脹、

感覺異常、化膿、軟組織撕裂傷、口內外瘻管、

牙齒鬆動等，最典型的症狀則是疼痛與顎骨壞

死暴露。其中顎骨壞死區容易發生在臼齒區，尤

其是下顎大臼齒區。不過由於這些症狀並無特

異性，因此必需與其它疾病做區別診斷，包括牙

周病、牙齦炎、口腔黏膜炎、感染性骨髓炎、鼻竇

炎、蛀牙感染造成之根尖病變、顳顎關節疾病、

放射性照射後顎骨壞死、神經痛引發之空洞性

骨壞死(NICO)、骨腫瘤或癌症骨轉移等。在影像

學工具上，骨骼掃描、電腦斷層攝影與環口X光
攝影都可以幫忙診斷。影像發現同一般骨髓炎，

即骨融解像、骨硬化像、蟲蝕像，單一或複合，有

時可確認腐骨。

BRONJ之流行病學

大部分的BRONJ病例報告多為多發性骨

髓瘤或乳癌患者使用靜脈注射型BP之患者，僅

只有少數報告為使用口服BP的骨鬆患者。Marx 
2005年發表之��9例報告中發現，使用口服BP
者僅有3例(3.5%)。Engroff等在2007年分析過

去所發表的病例報告，發現絕大部分為癌症病

例，其中以多發性骨髓瘤最多，其次為乳癌之骨

轉移，而骨鬆症病例僅佔極少數。上顎骨與下顎

骨發生的比例約為�：2，這可能與下顎骨血液循

環較差有關。2007年Khosla等針對過去因骨鬆

症(57例)或Paget氏症(7例)，使用Alendronate 
而產生BRONJ之病例報告文獻做回顧分析，發

現上下顎骨發生比例亦約為�：2。

雖然有許多的BRONJ病例被報告出來，不

過相對於全世界這麼多的BP使用者，臨床醫師

更有興趣的是其發生之機率與可能之相關風險

因子。BRONJ目前並未被收錄在國際疾病分類

代碼(ICD code)，因此在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研

究上，資料收集較為困難，也顯見大家對於其是

否為一真正之獨立疾病實體及與BP之明確相關

性，仍有許多疑問。根據澳洲的一項研究報告，

BP造成ONJ的發生頻率，使用靜脈注射型BP
的惡性腫瘤患者為0.88-�.�5%，若有拔牙則為

6.67-9.�%；口服型BP，一般為0.0�-0.04%，拔

牙為0.09-0.34%。Wang等在2007年的統計報

告，使用靜脈注射型BP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

發生BRONJ之機率為3.8%，乳癌患者為2.5%，
前列腺癌患者為2.9%。2008年Cartsos以病例

控制對照研究，回溯分析美國醫療保險資料庫 

7�4, 2�7例骨鬆或癌症病患，發現與控制組患者

(不使用BP)比較，使用靜脈注射型BP患者得到

ONJ之風險大幅提高至4倍；相反的，口服型BP
患者得到ONJ之風險反而較控制組為低。 

因此，依目前現有的病例報告及流行病學

研究發現，發生BRONJ的病例仍以使用靜脈

注射型BP的癌症患者佔大多數，只有少於�0%
的BRONJ報告病例，屬於口服BP之骨鬆患者。

目前估計使用口服型BP患者，每一使用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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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J之機率約為0.0�-0.04%，靜脈注射型

BP的發生機率則大為提高至0.8-�2%。毋庸置

疑的，使用靜脈注射型BP患者發生BRONJ機
率會大幅昇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依目前口服

BP之骨鬆患者發生BRONJ之機率，對照一般

人口每年產生ONJ的比率約為十萬分之5背景

值來看，並沒有高出多少，這也呼應了2008年
Cartsos以病例控制對照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因

此口服BP之骨鬆患者是否會大幅提高ONJ之風

險，仍有待更多的流行病學研究數據來驗證。不

過BRONJ真正的發生比例，可能不僅止於此。有

些BRONJ病例，過去可能被當成一般之ONJ，未

被列入統計。由於BRONJ議題才被認知不久，

隨著BRONJ的定義更為明確，臨床醫師也更認

識此疾病，相信未來被報告的病例會更多，實際

發生的比例可能會更為提高。 

台灣這幾年也逐漸認知到BRONJ的發生，

今年舉辦的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年會，也

有三家醫學中心提出病例統計報告。中華民國骨

質疏鬆症學會年會，也設專題討論。不過與國外

不同的是，大部分的本土病例屬於使用口服BP
之骨鬆症患者，個中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至於

本土實際的發生率，目前仍付之闕如。

BRONJ之致病機轉

BP本來是補骨用的，為何反會產生傷骨

的現象？甚至弔詭的是，BP過去也可有效的

運用在治療身體其它部位，如股骨缺血性壞死

(avascular necrosis)，為何反而會造成顎骨的缺

血性壞死？BRONJ的致病機轉目前仍未被完全

明瞭，基本上它可被視為一種正常傷口癒合能力

的改變，由於黏膜傷口表皮癒合延遲，導致容易

感染及後續ONJ。這可能與顎骨之易感性、BP可
能改變血管新生作用(angiogenesis)、BP改變骨

代謝以及感染等四個因素有關。其它因素如患者

之免疫能力降低，也會使得上述情況更易惡化。

分述如下-

(�)顎骨之易感性(Jaw susceptibility) 
顎骨較身體其它處骨骼較易產生BRONJ，

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首先，顎骨有較豐富之血

液供應，且因為咬合壓力或戴假牙的作用，齒槽

骨產生了壓力及張力的效應，因而有比較大的骨

骼轉換率(turnover rate)及osteoclast-mediated 
modeling的現象出現。在動物實驗發現，下顎齒

槽骨之骨骼轉換率較脛骨高�0倍，而齒槽脊則

是下顎管的2倍，顎骨下緣的3-5倍，因此BP濃

度在顎骨中比其它處骨骼為高，且骨露出常會從

齒槽骨開始。其次，咬合過度(hyperocclusion)、
牙周發炎(periodontal inflammation)、失敗之

根管充填(failed root canal fills)、膿腫、手術

外傷會造成齒槽骨骨骼轉換率加速，而易在

BP引發之無細胞無血管骨環境中產生微骨折

(microfracture)。此外口腔黏膜較薄，易受到傷

害，導致口腔內菌易進入壞死骨中。顎骨或其上

之牙齒，在接受拔除或植牙等外科手術治療後，

其傷口也容易造成顎骨與口腔細菌交通之可能

性與環境。 

(2)抗osteoclast活性 
在正常生理功能運作上，為了維持骨頭的

活性，人體必須藉由骨頭吸收破壞後，再形成

新的骨頭，以達到骨頭新陳代謝的功能。由於

BP抑制了osteoclast吸收舊骨功能，導致骨重

塑及代謝作用停止。骨頭沒有破壞，當然也不

會有其後osteoblast引發新骨頭生成作用的發

生。osteoblast及osteocyte死亡而留存於無細

胞之骨基質中，亦會產生小微血管變性分解、

血液供應減少，而易產生微骨折。隨著BP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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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clast時間的延長，骨重整機制也嚴重抑

制，因此當顎骨受傷後，無法修復，且使得口內

菌進入無細胞之顎骨基質，產生感染，發生ONJ
的機會也增加。靜脈注射型由於較口服性BP
有較高抑制osteoclast之效力，因此較易產生

BRONJ。

(3)抗血管新生作用(anti-angiogenesis action)
BP也會抑制血管新生的作用，直接造成對

顎骨的血液供給及組織修復能力的降低，也會造

成ONJ的可能性，這在一些動物模式的體外試

驗中可證實。

(4)感染(infection)
雖然knee或hip常見與感染無關的骨壞死

(avascular osteonecrosis)，但沒有證據顯示

BRONJ亦是一種單純的缺血性骨壞死，因為在

腐骨中常呈現細菌存在。當口內傷口出現後，

由於組織修復能力降低、表皮細胞生長延遲，

導致骨頭暴露於口腔環境中許多正常或不正常

的菌叢，而易產生感染，形成ONJ，感染也會導

致BRONJ患者疼痛症狀的產生。在過去許多

報告BRONJ病例的組織學檢查，可以發現有

明顯的發炎反應，典型的菌種為常發生於牙周

病囊袋中厭氧性細菌Actinomyces，其它還包

括Veillonella、Eikenella及Moraxella等。在一

項大型的病例回溯分析，也發現有極高比例的

BRONJ患者有牙周炎疾病。此外，以抗生素治療

BRONJ病情也會產生改善。這些證據都顯示，

細菌感染可能在BRONJ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

色。 

BRONJ之發生風險因素

(�)藥物因素

由於BRONJ之發生機率並不高，特別是使

用口服型BP的患者，發生的機率更小，因此臨

床醫師更關心的是何類病患有較高之罹病風險，

可以事先提高警覺，加以預防。早上空腹檢查血

清中C-terminal telopeptide (CTX)之濃度，被

證實是一個很好的預測指標。CTX數值，可代表

骨受到osteoclast破壞分解後的產物量(type � 
collogen release octapeptide fragment)；因

此其數值高低，可代表骨轉換率之指標。當CTX
值降低，代表骨代謝降低，癒合能力也差。研究

發現，當停止使用BP 4-6個月，可提昇CTX濃度

20-25 pg/mL。當CTX小於�00 pg/mL，有較高之

風險得到BRONJ；介於�00-�50 pg/mL，為中度

風險；大於�50 pg/mL，則為低度風險。Marx在
2007年的報告也發現，隨著BP使用時間愈久，

CTX值也愈低。在其研究中，所有的病例都發生

在使用BP三年後，且CTX值都小於�00 pg/mL。
但當停藥6個後，CTX值大部分都恢復到200 
pg/mL以上。因此顯然使用BP的時間愈久，發生

BRONJ 的機率也會增加，大部分的BRONJ病
例似乎都發生在使用BP三年之後。研究結果也

顯示，使用BP的時間愈久，形成死骨破壞之面積

也較大。

除了使用時間長短的因素外，藥物的種類

與給予途徑，也是影響BRONJ發生的第二大風

險因素。BP使用時間與BRONJ的發生，隨著藥

物種類不同而不同。口服Fosamax®
或Actonel®

需3年或連續�56週才會造成BRONJ，但注射90 
mg劑量Aredia®

一個月與使用Zometa® 4 mg一
個月的藥效能力是相同的，連續注射6個月就有

可能產生BRONJ。2005年Marx的研究發現，使

用BP造成BRONJ出現的時間，Aredia®
約�4.3

月，Zometa® 9.4月，二者合併交互使用為�2.�月，
而使用Fosamax®

約3年。二者時間的長短差別 
在於口服BP為非水溶性，是一種低脂溶藥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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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的吸收率只有0.63%，靜脈注射者則有50%
以上進入骨基質。使用靜脈注射型BP之患者，發

生BRONJ之機率明顯高出使用口服型BP之患

者。同樣靜脈注射型的BP藥物中，Zoledronate
又比Pamidronate發生的機率高。這可能是靜脈

注射型BP比口服型BP藥物的抗骨吸收藥效力

高所致，不過也不能排除是因為使用靜脈注射

型BP藥物的患者，多為癌症患者，常合併化學治

療，本身免疫能力也較差，且使用BP治療之劑量

較因骨鬆症使用口服BP劑量高出許多所致。在

一項骨鬆症患者以低劑量靜脈注射型BP治療的

研究中發現，產生BRONJ的機率與使用口服型

BP相比，並無明顯差別，顯示使用藥物的劑量

似乎比給藥的途徑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局部因素 
由於自發性產生BRONJ的病例較為少見，

因此外傷與感染是影響BRONJ形成的第三大

風險因素。顎骨手術，包括拔牙、植牙手術、根

尖手術、牙周骨修整手術，或活動假牙引起之外

傷、牙周發炎疾病、口腔衛生不良等，都可能引

起BRONJ之形成。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口腔合

併有牙周疾病或膿腫，發生BRONJ之機率，會

增加7倍之多。在另一項澳洲的研究也發現，每

週使用一次口服的Alendronate，BRONJ發生

的機率為0.0�-0.04%，但拔牙之後，此機率增加

到0.09-0.34%。Marx的研究也發現，50%使用

口服型BP的BRONJ患者，是自發性發生，但另

50%則與口腔手術(大部分是拔牙)有關。其它風

險因素，包括患者局部解剖構造異常，如顎骨隆

凸處旁，較易發生BRONJ，這可能與該處的粘膜

較薄，容易受傷有關。

(3)全身因素

在全身性因素上，西方人較東方人發生

BRONJ之機率較高。年紀愈大，發生BRONJ機
率可能愈大。在一項針對多發性骨髓瘤患者以

靜脈注射型BP治療之研究，發現每增加�0歲年

紀，發生BRONJ之機率約增加9%。因癌症原因

治療之患者又比因骨質疏鬆症治療之患者，易得

BRONJ。其中又以多發性骨髓瘤機率最高，次為

乳癌及前列腺癌。若骨質疏鬆症合併癌症患者，

則風險又更高。此外，接受類固醇治療、賀爾蒙

治療、化學藥物治療、抽菸、飲酒等習慣，都會

增加BRONJ之發生機率。另外使用Ranitidine
和H2 blocker也會造成BRONJ發生的機率，因

為此兩種藥物會增加BP在腸胃道吸收的機會。

糖尿病也是高風險因子，有文獻報告ONJ的患

者中，大約6成罹患糖尿病；原因可能是糖尿病

患者的骨頭微血管有缺血傾向，血管內皮細胞功

能缺陷，骨代謝不完全，誘導骨細胞或成骨細胞

的凋亡。

BRONJ之治療

BRONJ之治療目標包括患者之衛教、心理

建設支持、疼痛及繼發性感染之控制，並避免病

變繼續擴展及產生新病變。因此在治療方法的

選擇上包括使用抗菌漱口水、藥物控制疼痛及感

染，有時輔以保守性的清創手術。積極性的手術

效果常無法預期，甚至可能造成新的傷害。美國

口腔顎面外科學會在2006年提出了BRONJ的
分期系統及相關的治療策略，依照病情的輕重

程度，提供了不同的治療策略。

(�) BRONJ前期

臨床特徵沒有明顯暴露壞死骨。治療策略

是病人衛教、毋需治療。

(2)第一期

臨床特徵為壞死骨暴露，但無明顯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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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染證據。治療策略為一天三次使用0.�2% 
chlorhexidine抗菌漱口水、每3個月追蹤一次、

衛教、評估是否有繼續使用BP之適應症。

(3)第二期

臨床特徵為暴露壞死骨區域合併有疼痛

紅腫之感染症狀，有或無膿產生。治療策略

為使用廣效性抗生素做症狀治療 (penicillin, 
cephalexin, clindamycin或第一代fluoroquino-
lone)、使用抗菌漱口水、疼痛控制、表淺清創手

術去除軟組織刺激等。

(4)第三期

臨床特徵為暴露或壞死骨區域有疼痛、感

染，並合併以下任一症狀，包括病理性骨折、口

內外瘻管、溶骨性病變延伸至下顎骨下緣。治療

策略為使用抗菌漱口水、抗生素治療、疼痛控

制、手術清創或切除顎骨以長期解除疼痛及感

染。

由於感染因素在BRONJ之致病機轉上扮

演一定之角色，因此抗生素的治療有其效果。

目前建議以Amoxicillin 500 mg，一天三次，使

用2星期，或再合併Metronidazole 250 mg，一

天三次，使用二星期。若對Penicillin過敏，則考

慮Clindamycin 300 mg，一天三次，使用2星
期，或Arithromycin 250 mg，一天一次，使用�0
天。除了藥物與手術治療外，傳統用於ONJ之
高壓氧輔助治療是否有效果？雖然Freiberger
等在2007年的報告指出，高壓氧治療可能對

BRONJ之治療有幫忙，但需配合停止BP藥物

的使用，效果才會更好。由於BRONJ是因BP
引發osteoclast死亡，骨吸收產生抑制作用，同

時在正常骨的置換過程中，修復(remodeling)
受到限制。而osteoblast及osteocyte的存活期

約�50天，一旦這些細胞死亡，留下的礦物基質

(mineral matrix)無法被osteoclast吸收，而過

度堆積，致使成骨單元(osteon)產生無細胞性

壞死。此外，BP對微血管的新生能力也有抑制

作用，引起血管再生所需的上皮細胞源受到限

制，存在骨內微小血管受到阻塞，血液供應受

阻，而產生ONJ。此產生機制與傳統藥物造成

的骨壞死(osteonecrosis)或放射線性骨壞死

(osteoradionecrosis)並不盡相同，因此高壓氧

治療對BRONJ是否有效果，仍然無定論。 

至於一旦已產生了BRONJ，BP是否應停止

使用？少數的研究發現停止使用靜脈注射型BP，
短期內並無明顯的幫忙，但長期可能會有幫助。

不過這類患者大部分是癌症病患，產生溶骨性

轉移或高血鈣症，需要止痛及預防病態骨折，因

此是否停止BP藥物的使用，必須和主治醫師充

分討論利弊後決定。至於口服型BP，目前發現停

藥6-�2個月後，約有60%的病例，症狀會逐漸改

善；甚至40%的病例在沒有清創手術的情況下，

傷口會自發性的癒合，因此一旦發生ONJ，儘可

能停止使用口服BP藥物，靜待腐骨分離。

BRONJ之預防

由於目前尚無針對BRONJ的有效治療，因

此預防BRONJ的產生，是處理此後遺症最好的

方法。當癌症病患開始靜脈注射型BP治療前，

應先做好病人衛教工作，最好照會牙科醫師做好

口腔檢查及照護，包括要徹底清除牙結石與潔

牙指導。任何侵入性治療，如拔牙，應在BP治療

前2-3星期完成。在BP治療全程中，患者應保持

良好之口腔衛生。至於因骨質疏鬆症使用口服型

BP之患者，由於發生BRONJ之機率極低，並沒

有明確或強烈的建議，在治療前應先照會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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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BP治療期間，若需要執行牙科侵入

性手術時，該怎麼辦?若患者使用BP少於3年，且

沒有其它臨床高風險因子，則建議手術如常舉

行。但若患者同時有使用類固醇，若情況許可，

應在口腔手術前停用BP至少3個月；且需等到術

後傷口骨癒合開始，才能恢復使用BP。但若患

者使用BP多於3年，則無論有無其它臨床風險

因子，若情況許可，應在口腔手術前停用BP 3個
月，同樣且需等到術後傷口骨癒合開始才能恢復

使用BP。　   

此外，正在使用BP的患者，應做好口腔定期

檢查，及清除牙結石等口腔照護工作，以維持良

好的口腔衛生，減少蛀牙與牙周病的產生。

結　語

無法除舊，就無法佈新，大概是BP引發

ONJ機制的最好寫照。當我們以藥物介入人體

自然老化骨質疏鬆的過程，雖然避免了許多骨

鬆嚴重後遺症的產生，但違反自然界的法則，相

對的也破壞了人體內精密的平衡系統，臨床醫師

必需站在天平的兩端做適切的拿捏。依目前的

數據顯示，口服BP之骨鬆患者，發生BRONJ 的
機率極低，因此毋需過度擔心，應照目前醫師的

建議繼續使用。但對使用靜脈注射型BP的癌症

患者，則需加以審慎觀察。由於外傷與感染在

BRONJ的形成扮演重要的促發角色，除了病患

與BP藥物處方醫師外，牙科醫師在病史及藥物

史的詢問，與口腔治療計畫的擬定上，應扮演更

積極審慎的把關角色。 

（作者為母校牙醫系�986年、臨床牙醫學研究所2000年畢

業，現任母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母校牙醫學系臨床助

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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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牙醫學系自民國44年成立至今已有53
個年頭，而臺大醫院牙科部以�906年設立齒科

治療室為起點，也寫下了超過一個世紀的醫療

服務事蹟；除了肩負國內牙醫學教育與醫療服務

的重任外，也同時扮演國內牙醫界研究及發展的

火車頭。而邁入五十知天命的臺大牙醫學系，雖

然有著前人辛苦耕耘而創造的競爭優勢，但牙

醫學院成立受挫、教員逐漸流失、空間規劃不良

與不足、經費與行政資源爭取不易等現有困境，

卻成為臺大牙醫學系邁向頂尖學術研究機構目

標的沈重包袱；同時面對國內醫療環境與健保制

度的變遷，以及其他院校牙醫學系皆以牙醫學院

之姿輔以強勢金援後盾的快速發展，臺大牙醫

學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威脅。

因此成立「臺灣大學牙醫學院」將是我們總

體發展的任務，也因此需要龐大之人力、物力及

財力才能達成此重要之近程目標。所採取的策

略分內外兩個方向進行。對內，先凝聚相關系所

教師同仁及校友的共識與力量，分析台大牙醫學

系之優劣勢以及機會威脅，訂定策略方案並落實

執行。在對外策略部分，則從爭取教育部支持，

請求臺灣大學與醫學院協助及募款等三大主軸

來進行。包括配合校方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全力發展牙醫學相關之學術教育研究，展

現台大牙醫學系所堅強的學術研究能力，爭取

經費與認同以奠定成立牙醫學院的基石。

適逢今年年初校方為促進學術發展，因應

世界及社會發展趨勢，提升本校校務管理與運

作效率，研擬推動專業學院之設置。本人一方面

積極參與，提供意見，另一方面也開始籌組「牙

醫專業學院推動工作小組」，收集相關資料，以

備日後所需。及至今年3月�5日「國立臺灣大學專

業學院設置要點」正式在96學年度第2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中通過後，並開始撰寫增設牙醫專業

學院計畫書草案，同時舉辦座談會，徵詢相關系

所主管之意見，尋求共識。經多次科主任會議、

牙醫系部所務會議及口腔生物研究所所務會議

等，達成高度共識，全體師生一致支持提出設立

牙醫專業學院之申請。爾後，歷經4月�5日醫學院

96學年度第�次院務規劃委員會及4月25日醫學

院96學年度第9次院務會議通過。其後經由醫學

院教務分處呈報校方，於5月�3日第2525次行政

會議及97年5月22日96學年度第6次校務發展規

畫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雖然中間面對不少困

難，包括不下於50次之溝通協調會及�0次以上

之計畫書修訂，但這些不同意見也相對地讓我們

考慮得更周全，計畫書編寫得更完善。最後在全

體教職員同仁之努力及校務會議代表之高度肯

定及認同下，終於在6月�4日國立臺灣大學96學
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順利通過，獲准改

制成立牙醫專業學院。

雖然這次未能達成設立「牙醫獨立學院」之

終極目標，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內，我們往

前跨了一大步。對外，我們完成了全國第一個專

業學院之設立，或許在積極研擬學士後牙醫學教

林  俊  彬

站在歷史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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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潮流中佔得先機。

未來我們將先以獨立學院的編制來運作，

維持現有的優勢並且更加精進，同時認清劣勢

加以轉化改進，並且善用校方邁向頂尖大學與院

方提升醫療品質的各種機會，打造發展的新樣

貌。此外還應積極開拓各種國內與國外學術研究

與跨領域研究合作關係，提升競爭力免除威脅，

朝亞洲與世界一流牙醫學府的目標邁進。教育是

立國之根本，同時也是百年樹人的工作，因此我

們認為牙醫專業學院未來的發展會以「研究、教

育、教學」作為根本與基礎。雖然這樣的目標策

略制訂無法有立竿見影之效，也無法緩解校方與

院方評鑑壓力的燃眉之急；但是以長遠的眼光

與永續經營的角度，財務績效與研究成果的創

造都源自於優秀臨床醫療人才與學術研究人才

的培育。同時臺大牙醫專業學院作為臺灣第一牙

醫學教育學府，更應負起教育培植國內牙醫學相

關臨床服務與學術研究人才的重責大任。所謂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正站在重要的歷史分

水嶺上，讓我們在乘涼之餘，也一起抱著回饋社

會的心，一起種樹吧！

（作者係母院牙醫系1980年畢業，現任台大牙醫學系教授及牙

醫專業學院院長）

台大醫學院骨科誠徵專任教師貳名
1、依　  據： 97年12月5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骨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決議。
2、資　  格：1) 具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執照資格。

2)  97年8月1日止具十年以上(第一年住院醫師起算)骨科臨床經驗並有
骨科特殊專長領域。

3)  有前瞻性研究能力、教學熱誠，並具博士學位或教部助理教授級以
上資格者。

3、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附相片)。
2) 學經歷證件影本
3)  3年內代表著作(95年3月起)、五年內著作(至多12篇)及參與研究計

畫著作抽印本(紙本及電子檔)。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推薦函三封。
5) 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概要之相關資料（紙本及電子檔）。
備註：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

校醫學院專任教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ww.mc.ntu.
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下載相關表格

4、起聘日期：98年8月1日
5、報名截止日期：98年2 月10日（下午五時前須將申請資料寄達）
6、寄件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骨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7、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37謝雪蜜小姐

直撥電話：（02）2356-2137
傳真專線：（02）2322-4112
e-mail：hhmi@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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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恭喜！”

在台大校長、醫學院院長、全國牙醫界精英

以及台大醫院各科大老的祝賀之下，臺大牙醫專

業學院在97年9月��日宣告正式誕生，這是歷史

性的一刻，也象徵著臺大牙醫即將邁向一個新的

旅程碑。

滿懷欣喜的期盼，台灣大學牙醫學教育終

於告別僅僅只是醫學院的一個科系而邁向以更

完整、更具規模以及更具前瞻性的學院教育體

制。

讓我簡單的為大家介紹專業學院設置所需

具備的條件：

(一)符合世界主流趨勢，並與國際學術發展

相接軌。

(二)至少應與所屬學院一個以上獨立研究所

在學術及運作上具有密切關係。

(三)專業學院學士班原則上須為五年(含)以
上之學制，且其畢業生具備取得參與相對應之國

家專門職業人員考試資格，於通過考試後能獲

得專業證照及執業資格。但四年學制學士班，若

其畢業生繼續完成同領域研究所碩士或博士班

學業後，亦具備取得前述考試資格，並於通過考

試後能獲得專業證照及執業資格者，視同符合本

要件。

(四)專業學院須有附屬單位提供學生從事

專業學科之實習。

(五)專業學院應有足夠之師資員額(系所合

計30人以上)、圖書及儀器設備。

成立專業學院的宗旨是為了全面提升臺灣

牙醫科學之教育(含大學部、研究所及牙醫師培

訓)、學術研究及醫療水準，配合臺大邁向卓越大

學的目標，以追求卓越的牙醫科學。而其中長期

發展計畫則是將「臺灣大學醫學院牙醫專業學

院」推向國際舞台，以成為「亞洲牙醫學教育與

研究供輸發展中心」。

自�840年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已開發國

家的牙醫學教育多採用學院式的教育，不但歐、

美、日等先進國家如此，鄰近之開發中國家如韓

國、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亦早已設置牙醫學

院，中國大陸亦也均以口腔醫學院(如北京大學、

華西大學及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等)推展牙醫學教

育。而如今，臺灣大學的牙醫學教育制度終於也

邁進了一大步，逐步與世界的教育體制接軌。綜

觀醫學各分科己經有很成熟的專科教育訓練，

牙科專業學院的成立，係藉由改進牙醫學教育

制度，提昇教學及學術研究水準，進而達到增強

牙科醫療服務及科技研發等目標。以及引進企業

管理重視「速度、創新、策略與重視人才」的理念

沙  怡  君

牙醫專業學院揭牌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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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才培訓精神，從發展全方位和啟發式教學課

程，同時設計個別化的訓練養成計畫，進而達成

培育學術與專業並重的牙醫師。

今日的進步，以及未來可預期的成就都應

感謝所有的前輩以及現任的林院長俊彬醫師，沒

有他們的努力推動不會有今日豐碩的成果。看著

年年升高的入學分數以及如今專業學院的成立，

值得驕傲的是自己也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如果

牙醫這門學問是正航行大海中的一艘船，很慶

幸自己上了這艘船，而林院長就像是這艘船的船

長，將帶領大家乘風破浪迎向未來，而專業學院

的教育體制就像是船體的結構，穩固而扎實。

現代價值觀講求的是「速度、創新、策略與

人才」，而這也是目前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課堂

上的教授們或是系學會師長間經常提到院長是

如何重視發掘人才、培育菁英。以及牙科部的醫

師們是如何希望有好的策略能夠提高治療的效

率，減少病人以及醫師在時間及金錢上的浪費。

這不但意味著政策制度上需要改良，正也暗示著

牙醫學的領域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突破，或許

新的儀器、新的材料亦或新的技術正等著被開

發研究，俾符合現代所追求的速度、創新、策略

與人才的價值觀。聆聽林院長偉大的雄心壯志

與抱負之後，所有臺大牙醫的成員，不管是大學

部、研究所或是醫師工作同仁們，爾後，我們除

了可以臺大牙醫升格為專業學院而引以為傲外，

大家彷彿就像取得一個新的身分一樣，為了迎接

這嶄新的時代，大家也應該想想如何各盡所能，

集思廣益，發揮積沙成塔之效，推動這剛起步的

齒輪繼續運轉甚至加速前進。

最後再一次恭喜臺大牙醫專業學院的成立、

恭喜林院長俊彬醫師以及恭喜所有臺大牙醫的

成員們，珍惜這份榮耀，也期盼創造更大的榮

耀。

（作者係母校牙醫系六年級學生，現為台大醫院牙科部實習醫

師）

投 稿 簡 則
為配合景福醫訊全面改版，增加更豐富，生動之內容，並擴大校

友參與；故更改本刊投稿注意事項如下，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
術性、生活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迎，
謝謝！
1.�投稿文章字數約2000~5000字，請盡量附彩色照片一至三張。
2.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3.�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68@ms78.hinet.net。
4.�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議將會建議文章字數或內容及做小幅度修
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5.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
景福醫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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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九月十一日「牙醫專業學院」揭

牌當天，由於我尚兼有行政院衛生署口腔醫學委

員會主任委員身份的關係，承蒙林院長及這次

典禮籌備委員們的好意，要我代表衛生署上台致

詞。因此，我首先恭賀台大牙醫學系終於也繼高

醫大、北醫大、中山醫大及陽明大學的口腔醫學

院或牙醫學院之後，能成立這一個「牙醫專業學

院」，成為台灣七個牙醫相關之院校中的第五個

學院，雖然這一轉型來得較晚，但當天大家能夠

一起參加揭牌慶典，仍然是可喜可賀的！

接著，我就回歸一個已退休的系友、校友或

「院友」的身份表示，台大這一得來不易的、七

個牙醫相關「院系」的第五個「學院」(？)，除了不

無遲到、(大器？)晚成的缺憾外，還有一個看過新

院牌的人必有的疑問：「為什麼是一個『專業』

學院，而不直接是牙醫學院或口腔醫學院？」

預先知道這一名詞的人當然已經瞭解，「專

業學院」還不能算是可獨立運作之完全的「學

院」，因此，升等、預算及其他大半行政事務還是

要繼續「寄人籬下」。這也表示「院友們」在這次

揭牌過後，欣賀一天之餘，尚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和必須繼續再走的長路。對於這一點，真希望當

天在場的李校長和楊、陳兩位院長能夠支持林

俊彬院長繼續完成這一大任。

除了這一任務外，林院長還另有重任。國家

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的郭耿南主任有

一次，在主持開會討論有關該院新設口腔醫學研

究組事宜時，曾做了一個有趣的觀察。他說，在

原有四個學院中，為什麼私立的三個學校都叫做

「口腔醫學院」，而只有國立的陽明仍叫「牙醫

學院」。現在，又加上了一個台大，還是不敢叫做

「口腔醫學院」。

其實，現在連醫院的原牙科(醫)部也依序有

和信、成大和北榮已正式改為「口腔醫學部」，

另有一、兩個大醫院也可能隨後完成這一「正

名」，可惜，台大醫院的「牙科部」仍然毫無動

靜。在此，我試著來回答郭耿南主任的問題：難

道是公立的學校較為保守、閉塞，怯於「變革」

(如Obama之“CHANGE”!)，不如私立者開明、活

潑？

有關這一個「古老的」議題，在二○○八年

八月出版的成大醫院口腔醫學部廿週年紀念專

刊《傳承與創新》中，我曾寫了一篇＜欣慶成大口

腔醫學廿年大成＞，其中有兩段我是這樣寫的：

「有些牙科醫師同仁常喜歡堅持說，牙科叫

什麼名字都一樣，都不重要，所以不必改！首先，

我要反駁他們的是，既然是一樣，叫什麼名字也

不重要，那就更不必反對改，這是最簡單的邏

輯。至於是不是『都一樣』，就要看你們著眼點的

主體放在哪裡？如果只放在我們牙科醫師自己，

完全採自我本位主義來永遠自滿，那麼由於我們

最清楚『牙科』的實質內容為何，因此的確，似乎

韓  良  俊

參加牙醫專業學院揭牌典禮後的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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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的』；問題是如站在一般民眾(尤其是將

要選擇院系的高中學生)或非牙科醫師之醫事人

員的角度去試著瞭解，那麼『牙科』與『口腔醫

學科』，望文生義所傳給他們的資訊、概念，絕對

是大大不同的！何況，最重要而須力爭的，就是

以是否名、實相符而論，也是後者才是較符合現

代口腔醫學實質內容的。試以最簡單易懂的方式

來說：『牙』科如何能涵蓋『口腔』、『顎』、『面』

外科的概念？『小』如何能反而把『大』包含在

內？連『口腔醫學』所呈現的範圍，也比『口腔顎

面外科學』及『口腔顎面病理學』等為小，但已比

『牙醫學』好太多了。

許多牙科醫師不敢接受『口腔醫學』的另一

理由，是沒有自信，怕被別人(尤其是M.D.們)反
對。對於這些同仁，我要奉告他們：『口腔醫學』

現在已經是一個正式的法律名詞了！牙醫界最

重視的『口腔健康法』(二○○三年五月廿一日已

由總統公布實施)中的第十一條，是這樣寫的：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口腔醫學委員會，其任務

……』因此，除非那些反對者有本事能把『口腔

醫學』這法律名詞從『口腔健康法』中刪改掉，

否則凡我口腔醫學界同仁皆可堂堂正正、大大方

方地多多使用它，毋須退縮，毋須膽怯，更毋庸

心虛！」(以上文字稍有增修)

願我台大，上從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各

院院長(含林俊彬院長)，下至我們每一位基本的

「系友、院友」，肯於矢志繼續努力推動，以達成

自第一任主任郭水教授創系於一九五三年以來，

一貫的、歷任系主任皆曾為此努力奮鬥過來的悲

願、宏志──肇建一個完完全全、貨真價實的「國

立臺灣大學口腔醫學院」，而非僅甘心滿足於目

前的「牙醫專業學院」！

（作者1962年牙醫學系畢業，曾任牙醫學系第五任系主任、教

授，台大醫院牙科部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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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 

◆應徵資格：�申請時已具有博士學位，所需專長為衛生政策相關領域。有博
士後研究或教學經驗者尤佳。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印本、領域相關著作目錄及影印本、3
封推薦信、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之規劃、一篇（含）以上可供專
業審查之學術期刊著作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截止日期：98年 2 月 16 日(以寄出地郵戳為憑)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1樓123室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陳為堅 主任  收
◆聯絡電話：886-2-3322-8011
◆傳真專線：886-2-2391-1308
◆E-mail：ntup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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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從臺灣第一個牙醫學教育機構成立至今，

已有50年的歷史，在諸多先進辛勤耕耘之下，不

但為臺灣牙醫學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礎，同時在

臨床牙醫醫療服務品質方面也有顯著的提升。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牙科醫療器械設備不斷

的推陳出新，在相關醫療學術研究成果的客觀

支持下，牙科疾病治療的策略與術式也因此注入

新的元素而有更多的選擇性。就牙醫師的角度

而言，如何得心應手的操作這些新式的牙科器械

與設備，如何應用新發展的治療理論與策略於病

人的診療上，使自己的牙醫學知識與醫療技術維

持在最新的狀態，已成為日益艱鉅的挑戰與考

驗。

另外，行政院衛生署在民國九十三年頒訂

「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明定牙醫師

每六年必須接受相關醫療繼續教育課程積分達

一八○點，方具備換證資格繼續執業。

因此，無論從牙醫師臨床醫療知識與技術

提昇的需求，或是國家衛生主管機構對醫療事業

管理與全民健康福祉維護的法源依據，都顯示

台灣牙醫學繼續教育的廣大需求與重要性與日

俱增。

現行國內的牙醫學繼續教育課程雖已涵

蓋各種牙科新知與醫療技術的訓練，然而卻多

為大班講堂授課而淪為紙上談兵。少數如植牙

一般手術、導航手術、全瓷冠修磨、鎳鈦根管

旋轉器械使用等治療術式，則合併安排有一些

workshop的實作課程訓練，但大多為口外模型

的簡單操作，因目前國內並無適合的教研中心，

可以提供相關模擬治療環境的學習軟硬體設

備。因此，大部分的牙醫師在經過課程中的短暫

練習後，便必須直接在病人口腔中「練習」；由於

缺乏模擬實際治療環境的訓練過程，醫師與病

人都冒著極大的風險在施行或是接受這些高科

技的治療，這是一個亟待改善的問題，否則全民

的口腔健康維護尚未享受到科技進步所帶來的

益處，反而先受其害。除了上述土法煉鋼式的學

習方式外，另一個有效學習與訓練的管道，便是

千里迢迢的到較先進的歐美國家參加繼續教育

訓練計畫，但所付出的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卻

是十分的高昂。

因此，牙醫學系在這時空背景下提出成立

國內首個牙科醫療教研中心，提供這些先進技

術虛擬實境即時導航（virtual reality and real-

time navigation）的繼續訓練設備與師資，並且

設計合適的演講與實際示範和操作練習的訓練

課程，則不僅可以有效解決現今牙醫學繼續教育

在實際操作課程設計不良而使牙醫師必須在病

人口中試誤學習的窘境，提昇國內整體的牙科醫

療水準外，牙醫師也不需要再付出高額的代價遠

赴他國學習，同時還可吸引鄰近國家的牙醫師到

國內來取經學習，對於國家牙科醫學的國際化

賴  向  華

牙醫學系實驗室整建及設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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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力都有正向的幫助。因此可以保障廣大民

眾接受妥善牙科治療的權益，以及提升國家牙科

醫療的品質與國際競爭力。

二、牙醫學系實驗室現況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臨床前訓練實驗課程

對於牙醫學系學生一直都是最重要的課程，也是

牙醫學系評鑑時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因此如何尋

得資源，讓學生在實驗室中可以學得應用在臨床

病人的技術，一直都是牙醫學系的重要課題。目

前牙醫學系的兩間學生實驗室，是在�984年及

�993年分別成立，當時都是國內最先進的牙醫

學生實驗室，讓每一位台大牙醫學系的學生在進

入臨床之前，能夠充分的學習治療的技巧，在臨

床實習時能從容的面對病人，也讓台大牙醫學系

的學生在畢業時擁有全台灣最豐富的實習治療

經驗。兩間實驗室各有40個工作桌及40組模擬

人頭及磨牙系統。近年來原有設備逐漸老舊，尤

其是成立已二十二年的第一學生實驗室(圖一)，
幾乎大部分人頭、磨牙設備及工作桌上相關設備

均已不堪使用，因此母系在過去半年來積極重新

規劃牙醫學系學生實驗室，並爭取資源計畫設立

國內甚至亞洲最先進的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擬

實境教研中心，主要希望提供母系學生臨床前模

擬訓練的教育場所、各校老師臨床前教育研討

的場所、及與廠商合作發展牙科虛擬實境臨床教

學的研討場所。

三、牙醫學系實驗室整建進度

在參考國外幾個牙醫學教育先進牙醫學院

的實驗室規劃後(圖二)，我們利用現有兩間實驗

室及兩間教室的空間約�40坪空間重新規劃為

一間多功能牙醫學生實驗室、一間牙醫學臨床

模擬實驗室、一間虛擬實境教研中心及一間牙醫

學工作實驗室。茲分述如下：

(一)多功能牙醫學生實驗室：原則上將繼

續使用�993成立的第二學生實驗室的設計及設

備，維持40張工作桌及40套簡易型人頭模擬系

統及磨牙系統(圖三)，並增加影音、e化教學相關

設備。

(二)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擬實境教

研中心：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將與虛擬教研中

心聯結，實驗室環境有如臨床牙科治療椅環境

(圖四)，設置44套臨床模擬系統(包括模擬人頭

及半身系統及臨床磨牙系統)，此部份之經費由

校方和醫學院共同負擔並已決標購得。另外，由

牙醫學系校友已捐贈350萬元購置的一套虛擬

圖一　舊學生實驗室 圖二　南加大(USC)牙醫學生實驗室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二月�8

實境牙科治療追蹤系統(DentSim)及教育部補助

購得之三套DentSim，整合成為四套牙科顯微治

療虛擬實境模擬教學系統設備，目前也已建置完

成(圖五)。而其他虛擬實境教研中心相關設備，

如：牙齒切削分析系統(PREPassit) (圖六)、植

牙手術或模擬手術時可以進行即時導航的IGIS 

(Image Guide Implantology System) (圖七)，
也已獲教育部補助，目前亦已購置完成。當然，

實驗室亦將設置影音、e化教學系統。

(三)牙醫學工作實驗室：過去牙醫學系實驗

室之設計均採多功能實驗室之設計，也就是將

牙科工作桌及人頭、磨牙系統均設置在一起，但

是此種設計與臨床牙科治療環境相去甚遠，且

牙科實驗工作很多的石膏、塵屑都可能影響先進

臨床人頭模擬系統及虛擬實境牙科治療追蹤系

統的壽命，因此在本次規劃特將以工作桌為主的

實驗課程與模擬臨床治療課程的實驗(習)場所

分開，分別設立上述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

牙醫學工作實驗室。牙醫學工作實驗室內將設置

40台牙醫學多功能工作桌(圖八)，將提供母系學

生進行臨床模擬治療以外的操作場所。

圖三　多功能牙醫學生實驗室

圖四　臨床模擬系統

圖五　虛擬實境模擬教學系統設備

圖六　牙齒切削分析系統(PREPas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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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牙醫學系目前正走向關鍵時刻，關鍵的核心

在於「轉型與發展」，而轉型與發展的目的在於

成就其身為大學及附設醫院應有的功能與特色，

同時要能不斷提升與擴展本系的競爭力。牙醫學

系實驗室整建及設備更新是母系「轉型與發展」

的第一階段，在眾師長、同仁及校友們共同努力

支持下，我們走出漂亮的第一步。未來，不管是

在門診改建或是學系教研大樓之整建，均是極

艱鉅的任務，也更需要大家的鼓勵與支持。

（作者係母校牙醫系1992年畢業，現任台大牙醫系講師及台大

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

圖七　�即時導航的IGIS (Image Guide Implantology 
System)

圖八　牙醫學多功能工作桌

1. 賀！母院物理治療學系陳翰裕當選系友會會長！

2.  賀！母院物理治療學系鄭悅美同學榮獲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金

會助學金！

3.  賀！母院物理治療學系鄭素芳主任榮獲「第六屆早療棕櫚獎」！

母 院 點 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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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牙醫專業學院成立大事紀
�840 世界第一所牙科學校 “Baltimore College of Dental Surgery” 創設，採獨立學院之組織。

�906 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台大醫院前身)成立齒科。

�9�0 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成立齒科學教室，此為台灣大學牙醫學系的前身。

�946 �0月創系主任郭水先生於台大醫學院擔任講師，講授齒科學，並兼任附設醫院牙科主治醫師。當時醫學
院院長杜聰明博士接受美籍顧問Dr. Harold W. Brown之建議，開始籌設牙醫學系。

�947 8月醫學院魏火曜院長任命郭水先生負責成立牙醫學系事宜。

�953 8月台大牙醫學系成立，為台灣第一家本土牙科專門教育學系，由病理學教授兼教務主任葉曙教授兼代系
主任 (�953.8-�957.7)。建系之初，雖曾有「成立獨立學院」之議，但因考量當時師資人力不足，擱置至今，
臺大因此錯過在臺灣首創牙醫學院之機會。

�955 8月六年制牙醫學系招收第一屆學生共�5名。

�957 郭水教授接任系主任(�957.8-�972.7)。
�96� 7月第一屆牙醫學系學生畢業。

�972 洪鈺卿教授接任第二任系主任(�972.8-�978.7)。
�978 陳坤智教授接任第三任系主任(�978.8-�984.7)。
�982 行政院第4次科學技術顧問會議中衛生與環境組之結論報告，建議現行之牙醫學系應改制為相當於學院

之學校。其後，本系陳坤智主任更向校方及教育部提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十年發展計畫」及
「國內牙醫學教育之現況與改進建議報告書」，不斷建言成立牙醫學院之急切性與必要性。

�983 �2月美國馬里蘭大學牙醫學院院長Dr. Errol L. Reese應教育部邀請來台考察牙醫學教育，他指出台灣的
牙醫學教育制度與環境，落後於歐美幾達百年之遙；因此極力主張牙醫學系必須自設醫院，而升格為牙醫
學院，並應大幅提昇牙醫學教育所需之經費。

�984 關學婉教授接任第四任系主任(�984.8-�988.7)。
�988 8月成立牙醫科學研究所碩士班。韓良俊教授接任第五任系主任暨牙醫科學研究所所長(�988.8-�994.7)。
�989 教育部成立「提昇醫學教育品質專案委員會」，其下設「牙醫學教育專案小組」。

�990 牙醫學教育專案小組向教育部提出「牙醫學教育改進計畫」，明確建議儘速設立牙醫學院，並附有台大、
陽明以及高醫三校之牙醫學院籌備計畫書。

�99� 8月成立牙醫科學研究所博士班。�2/24醫學院黃伯超院長召集台大醫學中心第一次規劃會議，作成「預定
83學年度成立台大醫學中心，下設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牙醫學院、藥學院、附設醫院」之結論。

�992 3/6醫學院陳維昭院長再度召開會議，研商醫學院增設系所計畫修正案。會中決議臺大醫學科學校區下
設：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大學醫院、國家生物醫學資訊中心、牙醫學院和藥學院等；而醫學科學校區之
設立以專案辦理，並逐年增設學院完成。6月牙醫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第一屆5名學生畢業。

�993 9月醫學院教務分處謝博生主任提出台大醫學院改制為台大醫學科學校區計劃書中，將牙醫學院列為組織
架構。 

�994 6月牙醫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第一位博士畢業。謝季全教授接任第六任系主任暨牙醫科學研究所所長
(�994.8-2000.7)。�2月台大醫院院務會議通過，並經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附設醫院牙科功能性分科。

�995 7月台大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同意牙醫學系九大功能分科，包括口腔病理及診斷科、一般牙科、牙體復形
科、牙周病科、牙髓病科、補綴科、齒顎矯正科、兒童牙科、口腔顎面外科。

�996 8月牙醫科學研究所更名為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997 8月成立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蕭裕源教授接任第一任所長(�997.8-2003.7)。
�999 高醫牙醫學系成立口腔醫學院。

2000 藍萬烘教授接任第七任系主任暨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所長(2000.8-2006.7)。陽明牙醫學系成立牙醫學院。

200� 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成立碩士學位在職專班。中山牙醫學系及北醫牙醫學系成立口腔醫學院。

2003 �/27醫學院第三次院務規劃委員會會議及2/�4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設立牙醫學院，但送校方後，因成立
學院之單位不足，遭擱置。8月郭彥彬教授接任第二任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6 8月林俊彬教授接任第八任系主任暨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所長，積極推動成立牙醫學院事宜。

2008 3/�5臺灣大學96學年度第2學期第�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專業學院設置要點」，並於3/3�公告
施行。4/�5醫學院96學年度第�次院務規劃委員會及4/25醫學院96學年第9次院務會議通過成立牙醫專業
學院。5/�3臺灣大學第2525次行政會議及5/22台灣大學96學年度第6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通過成立牙
醫專業學院。6/�4臺灣大學9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成立牙醫專業學院。8/�台大牙醫專業
學院成立，林俊彬教授出任首任院長。9/��台大牙醫專業學院在李嗣涔校長、醫學院楊泮池院長及醫院陳
明豐院長等貴賓蒞臨參與下，舉行揭牌儀式及慶祝茶會。

(製表：李正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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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6日下午3時，在台大醫學院醫

學人文館，有醫學傳承講座系列的演講，這次是

由內科宋教授主講。雖然沒有被通知，但是還是

趕快去參加，聽說陳萬裕教授已經講過了，未能

躬逢其盛，甚感遺憾。

�966年7月�3日進入內科時，只有六位教

授。當時內科主任為蔡錫琴教授，其他教授為

宋瑞樓、陳萬裕、楊思標、許成仁及劉禎輝等五

位。蔡主任為日本慶應大學醫學博士，曾赴美國

哈佛大學深造一年，師事美國心臟學之父懷特

教授(Paul D. White MD.)，成為台灣早期的心

臟學家，專治冠狀動脈心臟病。宋教授出身台北

帝大附屬醫院第三內科(澤田內科)，師事澤田藤

一郎教授，專攻消化肝膽疾病，得醫學博士，曾

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Hospi tal)深造一年，當時芝大內科Joseph 
Kirschner教授為世界研究Ulcerative colitis最
具權威的醫師。台灣素來多肝炎，宋教授一生

致力於肝病的治療與研究，名聞中外，為台灣肝

臟學(Hepatology)之父。陳萬裕教授，出身第一

內科(小田內科)，師事小田俊郎教授，專攻腎臟

學及其他疾病，得醫學博士，曾赴美國Duke大
學深造一年，首開我國洗腎治療及東南亞腎臟

移植手術之先河，為台灣腎臟學之父。楊思標教

授，出身第二內科(桂內科)，師事桂重鴻教授，專

攻肺部疾病，得醫學博士，曾赴美國University 

of Colorado深造一年。當時台灣多肺病(肺癆、

即肺結核病)，楊教授乃協助政府建立台灣省結

核病防治院(簡稱TB center，在青島西路台大

醫院後面)，專供開放性肺結核病人的診治，而

TB center與台大醫院、醫學院合作養成一批診

治肺結核為專業的胸腔科醫師，使台灣防癆工

作之初，中期貢獻甚多。許成仁教授為陳萬裕

教授的同班同門師弟，專攻動脈硬化，得醫學博

士，曾赴美國Ohio州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深造一年，為早期研究高血脂症者。

劉禎輝教授亦出身桂內科，得醫學博士，曾赴美

國Duke University深造一年，主持血液腫瘤科。

是時蔡主任及五位教授，已各擅其場，成

為該領域的權威先驅者。�967年，陳炯明教授

升任教授更增強內科及心臟科的實力與名聲。

(當年教授升等，比現在更難，聽說全醫學院只

升三位，臨床學科只有內科陳教授一位，而且已

有數年沒有人升任教授了，可說是內科的一樁大

事。�970年，我以兼任主治醫師出國時，還是沒

有人升教授，�972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後，才較

鬆綁)。陳教授出身第一內科，得醫學博士，曾赴

美國University of Kansas深造心臟學一年，盡

得當時新興的學問，回國後，對高血壓症、風濕

性心臟病的治療，非常有貢獻，並於實驗診斷科

王  子  哲

向台大醫院內科致敬！ 
--聆聽宋瑞樓教授一席話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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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肺功能室增設心導管檢查儀器設備，受CMB 

(China Medical Board)補助，成立心肺功能室

兼當主任，為台灣的心臟血管診斷術建立新的

里程碑(當年宋教授及楊教授皆先後出任實驗診

斷科主任)。如今思之，台大內科能成為全國醫學

第一重鎮，固然是由於蔡主任高瞻遠矚，領導有

方，創立各次專科制度，有以致之，事實上，其他

教授居功甚偉，雖然師承各異，但是他們各自衝

刺，勇往直前，承先啟後，各領風騷數十年，受業

弟子遍佈全國，多有所成就，更執台灣醫界之牛

耳，提昇全國各大醫院的醫療水準，成績斐然，

並與全國各大醫學中心，共同致力於學術研究，

享譽國際。尤有甚者，內科蔡主任等人，皆繼承其

日本老師高尚的人格，影響台灣醫界的醫學倫理

甚鉅。二十世紀後葉五十年間，台大內科能在穩

定中成長進步，沒有出錯，不能不歸功於「日本

講座教授」的制度(借用宋教授的結論)。

�966~�970年間，上述七位教授不但聲譽已

如日中天，更達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境界，而

且內科主治醫師也是名醫如林，住院醫師更是

戰將如雲。專科醫師(Residency)及次專科醫師

(Fellowship)的訓練為全國首屈一指。台大內科

蔚為全國最大的內科，使全國的內科病人以台

大內科為最後的指望。病人來台大醫院看病，懷

著久旱之望甘霖、寒冬之盼春風的心情，蜂擁而

至，不計其數。當年之盛況，四十年後想起來，仍

歷歷如目，回味無窮。

內科四年中，所有教授對我都關愛有加，

而我素持奉事師長，群而不黨的態度，故能在

內科樂融融地過日子，每年的忘(望)年會，都

由我主持，同時有兩次接待外賓的經驗，更使

我有信心提早自己申請出國進修。(R�時接待

Prof. Thomas Findley, Univ. of Kentucky及R2

時接待Prof. Gordon Walk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腎臟科主任)。�977年回國，出任新成

立的國泰綜合醫院首任內科主任，有幸能夠在創

院院長陳炯明教授及副院長林吉崇教授(楊教授

的得意弟子)的指導下，與台大的學弟們共事，誠

為一大樂事。當時蔡主任已退休，內科主任宋教

授剛好任滿六年，由許成仁教授接任，同時楊教

授更是由台大醫院院長兼醫學院院長，陳萬裕

教授出任我國腎臟醫學會首任理事長(我亦受命

參與籌備)。自是我就像回到當年的內科一樣，再

次受到昔日的教授關愛與照顧，在自己的故鄉—
台灣，發展我後半段的人生。四十多年來，雖然

我受到恩師們那麼多的照顧，至今還是一事無成

人漸老(弘一法師語)，深感愧對吾師，唯一可以

安慰的是：沒有離經叛道，違反師門。而今而後，

敢不以經師、人師自任，來報答老師們數十年的

大恩大德嗎？

嗚呼！濟世救人之謂立功，傳道解惑之謂立

言，高風亮節為後世之典範之謂立德。《左傳‧

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人生有三不

朽，其吾師之謂乎！

受業弟子 王子哲 頓首敬筆

2008.9.�7

心廬隨筆部落格：http://hearttaiwan.blogspot.

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5年畢業，前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

科主任、教授，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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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985)的2月�5日，本人有幸和夏漢

民校長、黃崑嚴教授、李茂雄教授、陳金雄教

授、王廷山教授、楊明宗教授……等設立「成大

醫學中心」的「先頭部隊」，一起參與醫學中心的

破土。過了三年四個月的6月�2日，成大醫院正式

誕生了。當年對於我這個在台南基層醫療中，已

經孤軍奮戰20年以上的小診所醫師而言，等於

是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了燈塔般，有一股強烈

的安全感、信心與期待。因為在成大醫院成立之

前，真正需要搶時間做first aid的病人之中，有不

少病人不是往高醫送，就是輾轉北上台北，有時

又不得不臨時落腳嘉義或台中。雖然在�973年，

本人曾經很「大膽」的，在自己的診所，設立台南

第一家只有具備一些first aid設備的十床「雛形

加護病房」。但這只是以「只要能救一條命，也總

比交白卷好」的心情下，所設立而已。更何況本人

當住院醫師時，台大醫院還沒有ICU(�968.4.22.
成立)，我就想自己設ICU。當年確實是迫於實際

需要，因此除了自己看書，收集ICU資料之外，真

正在重症急救醫學領域，夠水準的學術研討會，

不是沒有或即使有，整年下來，在南台灣，也寥

寥可數。

因此，我不得不常常利用週五晚上坐夜車

(約十小時)，前後約十年的時間(�977-�988)，
北上台大，以便參加隔天ICU 7AM的Journal 

meeting和教學迴診，因而學會了不少我平常不

敢、也不曾做過的治療。想當時，我已有明顯的

禿頭，參雜在一些滿頭黑髮的學妹、學弟之間，

向晚我五屆的李源德教授，甚至更年輕的醫師

『拜師學藝』，參加討論會也參加教學迴診。最

初雖有些不自然，但是很快的，我就心想：「學

問又不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各人有各人的專

長」，心理就坦然，也覺得自然了。此外我也送護

理人員前往台大醫院受訓，以提高ICU的護理

品質。不過自從�988年成大醫院成立之後，我

不但鬆了一口氣，也使過去我和台大醫院(由台

大醫院主辦)等多家醫院的合作成果，於�988年

7月，在台灣醫學會學術演講會發表過，並寫成

論文“Clinical observation in acute myocardal 

infarction in octogenerian”。在那段時期(註�)，
平均一年治療78名急性心肌梗塞的韓內兒科

ICU，同時也是24年間，佔床率一直維持八成(
健保前資料)以上的這ICU，終於在�997年正式

讓她走入歷史。此後，需要CCU照顧的病人，便

介紹給由陳志鴻主任帶領的成大CCU團隊來照

顧。

�988年以前，不但高難度的重症病人的治

療，南台灣和台北有�0年以上的落差，連學術活

動方面更是乏善可陳。如果要探求新知、解決疑

難的問題，非北上台北或想盡各種管道，自己在

成為南台灣醫療重鎮的成大醫院
─應成大醫院20週年院慶特刊籌備編輯委員會之 
邀稿而寫，並淺談府城診所醫師20年來的體驗─

韓  良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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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以外的地方想辦法不可。因此為了解決臨

床上常常碰到的難題，並滿足求知的慾望，本人

就以個人的一點點師生關係，在離開校門25年
之後，於�985年左右和台大醫院的楊思標院長

商量，並徵得他的同意，商請胸腔內科的陸坤泰

教授，每次親自手提台大醫院既「珍貴」但又很

「笨重」的教學用X光片來南。也邀請心臟內科

的曾淵如教授，以一聽便知道是專門為地方醫

師而特別準備的心血管疾病教材，一個月一次南

下，在「省立台南醫院」做CXR和EKG Reading
的教學以及學術演講。幸好透過這個討論會，我

不但學得了新知，也認識了當年在高雄海軍總醫

院任職，並且非常認真，每次學術活動都不曾缺

席的吳明和醫師。因為不知什麼緣故，20多年以

前，在台南辦學術活動，確實非常困難。

陸、曾兩位名教授在百忙之中專程南下，地

點又選在醫師眾多的省立台南醫院，但是每次參

加的人數卻仍寥寥可數，有時甚至不到十位，我

當主辦人常常感到對主講者不好交代，因此吳明

和醫師的如期遠道前來參加，就讓我印象特別

深刻，更是感到難能可貴。很巧的是，後來吳明

和醫師前來成大外科部任職，也兼任第一任成

大醫院的急診部主任，因此很自然的，他就邀我

在成大急診部擔任兼任主治醫師的工作至今，

不知不覺之中，已過了20個寒暑，也親眼看著身

處「急診沙漠」中的南台灣急診病人，漸漸的有

了「綠洲」可以投靠。時至今日，成大急診部的設

備以及人員，從最初的兩年沒有專任主治醫師(
只有兼任)，到了�99�年才有一位專任主治醫師，

增加到現在的�6位專任主治醫師，並且這幾年

在蔡明哲主任的大力改革、爭取下，在全台灣建

立了相當卓越的聲譽。

因為本文限於篇幅，加上我也並非每一科部

都非常的了解，不過單就成大醫院外科部而言，

我知道心臟外科的楊友任主任，在小兒心臟外科

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以及胸腔外科的吳明和主

任，在肺癌，尤其是食道的重建外科，都在成大

醫院成立之後的早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在

南台灣建立了不可取代的地位。最近林炳文教授

的肝膽外科，尤其是胰臟外科，更特別的是他的

Whipple`s op，不只在台灣，也開始在國際上打

響了知名度。

對於過去的20年，我們不忍、也不應該以太

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成大醫院，畢竟「萬事起頭

難」，許多「先頭部隊」醫師的篳路藍縷，我們應

該可以肯定，但此後的5年、�0年乃至20年，醫學

的進步一定會加快腳步，不「加速前進」則一定

會被遠遠的拋在後面。懇請老一輩的教授級醫

師們(其實都還年輕)，一定要負起責任，帶領新

一代的年輕醫師，要有「向前衝」、「往上提昇」

的動力，不應只以「已經成為南部醫療重鎮」而

自滿、而自喜，卻應放大格局，在台灣也在國際

上，爭得一席之地。

註�. J. Formosan Med. Assoc. �99�. Vol. 

90. No.2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of Acute 
Myocardal Infarction in Aged Patient. C.S. 
Liau. L.C. Hahn, J.J. Tjung. 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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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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天生一付苗條身材、白皙皮膚與娃娃

臉，感謝媽把這些全轉輸給我。婚後老公喜歡

帶我到處去亮相，陶醉於別人對美嬌妻的讚美

聲中。整天為診治病患勞心，在年過五十那年，

銀絲就悄悄地爬上他的鬢邊，不兩年，就白髮蒼

蒼趴滿頭了。那天我靜坐掛號室(小姐請假)，「小
姐，戴醫師在家嗎？」，「在裡面診療室」。「哦！

老林什麼時候到南部？都快二十年不見了」，「剛

到，嫂夫人呢？」，「信君，林檢(察官)來看妳了」，

「林檢好久不見，都認不出你了」，「哦！是嫂夫

人嗎？剛才還以為是令千金呢！」，老公雖然開心

又得意的哈哈大笑，我卻聽出一股酸味。

女兒在北市唸北一女，我北上順便去學校

看她，我穿戴我的招牌裝「迷你裙、肉色褲襪、短

背心外加紗質披肩、紅鞋、手撐花洋傘」，途遇

二位同學，告知女兒名字，她們飛向教室大聲叫

嚷「秀敏快點，妳姊姊找妳」，在同學鼓譟聲中，

女兒從教室衝出來，跑到我身邊低聲的說「媽！

妳到學校來怎麼還是這身打扮，同學都以為妳是

我姊姊」，「這有什麼不好」，「不好，男同學說妳

姊姊帥死了，女同學說姊姊酷呆了，瞧我這滿臉

青春痘，他們當我什麼，『酷斃』了？我可不願當

妳妹妹，我還沒那麼老！」，這是在提醒我的年齡

嗎？這種女兒，咳！

兒子在成功嶺受訓，老公與我在臺中火車

站前招來一部計程車，我因會暈車，習坐前座，

司機問我「小姐上那兒」，「成功嶺」，「去看男朋

友？」，這下要糟，多話的司機把後座那位當甚

麼啦？希望老公沒聽到。「我去看我兒子的」，我

提高嗓門說。司機笑著說「小姐愛說笑，難不成

把我當計程車之狼，我像嗎？何況妳老爸還在後

頭」，要死的大嘴巴司機，難不成他唯恐天下不

亂？我緊閉嘴唇雙眼直視，不敢回頭看老公緊繃

的臉。到軍營，兒子笑瞇瞇的跑過來帶我們進營

區，經過也在等親人的一大群大專兵身旁時，他

們異口同聲的叫「戴伯伯好！戴小姐好」。在休息

區，我削著梨子給兒子吃，這時來了三位兒子同

寢室的大專兵，兒子忙著介紹爸爸媽媽，我各送

他們一個梨子，他們道謝後把兒子叫到一旁，爭

執一陣後才向我們搖手離去；兒子卻翹著嘴唇回

來。「怎麼回事？」，「他們說就算要討好父親的

新歡讓父親高興，也犯不著把姨娘當媽媽叫得

那麼親熱肉麻，到底把親娘擺那裡了。他們就是

不相信，還說少瞎扯了，就揚長而去」，「我是爸

明媒正娶的老婆，幾時變成小老婆了？走，教訓

他們去」，這時一直不吭聲的老公重重的「哼！」

了一聲，這一哼驚醒了我這迷糊腦袋。心想「要

命，準是這身打扮惹的禍」，也就噤若寒蟬不再

發一語，好在兒子扯開話題，才解除尷尬局面。

回來後他一直耿耿於懷，第二天居然帶著一頭黑

髮回來。呵！原來他氣不過，竟跑去把一頭白髮

染黑了。但第二天開始，前額與後頸部長出很多

嬌妻 愛妻
戴  鐵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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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點奇癢無比，連頭皮也癢，糟，過敏了。我正慶

幸以後可安心的穿戴我的青春迷你裝了，但只高

興了二天，這過敏壞了我的大事，過敏性皮膚炎

纏了老公二十多天，直到在髮根部長出一點白髮

來，搔癢才結束。在這期間，他受搔癢折磨，我

卻飽受連坐之累，天天挨罵「也不拿出身分證看

看，都五六十歲了，還奇裝異服，打扮得妖里妖

氣的，老三八」，喲！我的天，結婚後幾十年把我

捧在掌心，對我呵護備至，幾曾向我說句重話，

我這天生麗質，不是他年輕時拼命追我的原由？

我不是他帶著到處去「現」的「心肝仔搭命」大

美人兒嗎？他不是說過，我這妖姬體態，天生美

貌是他的榮耀，他的驕傲嗎？還說能娶到我，是

他前世修來的豔福。現在同樣的如花美貌，妖嬌

體態，在他口中，在他眼裡，怎麼突然變成「妖里

妖氣老三八」了。這還有天理嗎？這事件突然讓

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往事：去年春假難得一家人

同聚，兒子帶著相機，家人輪流配對合照，一張

又一張的，還交叉配對，但對我，除了幫我照了

好幾張單身照外，就是沒人肯跟我合照，我正式

提出要求，兒子，女兒，老公不是假裝沒聽見就是

找出一百個理由回絕，氣他不過，我就提議來個

全家福做紀念，這下不好拒絕我了吧！想不到女

兒卻去拿把梳子替我在後腦弄一個髮髻，又拿來

我的冬大衣幫我穿上，還在脖子上繫上一條不搭

調的領巾，更在頭頂包一條灰色的頭巾，左看右

看不放心，再叫我側身把髮髻露在鏡頭上，卡喳

一響，好了，沖洗出來的照片一看，喲喲喲，十足

的老太婆一個，他們父子，兄妹拿著全家福照片

端詳復端詳，不忍釋手，一看再看，各個笑容滿

面，可差些沒把我氣炸。再加上染頭髮事件，我

恍然大悟，現在老公要的是一個老態龍鍾的黃臉

婆，兒女要的是一位皺紋滿臉的慈祥老媽。嚇！

我是否要上美容院一趟？我真的需要仔細評估，

好好思考了。 

  
(借妻口氣「捧」妻，此文一登，皮要繃緊，阿

彌陀佛！不過文題是我口氣，也許可耍賴，阿門！)

(此文完稿於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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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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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996年考入台大。大學前四年的生活

無甚特別之處，考試通常成績不錯，但也有不甚

理想的時候。我每年寒暑假都會和家人出國旅

遊，所以對世界各地的文化倒是有了些許認識。

中央研究院孫以瀚老師一向鼓勵我最終走上研

究這條路，但他認為我在大學期間不當埋首在實

驗室，而是該多走多看。台大的課業雖然很重，

可我還是努力遵照孫老師的話做。大四下我還

在學期中去了一趟土耳其，回國後發現病理學期

中考考得不甚理想，很想換個讀書環境。恰好二

階段學程在招生，我就去報名，很幸運地被錄取

了。

 
大五是我大學生活最快樂的時光，也是知

識增長最多的一年。接觸病人後，我發覺醫學還

蠻有趣的，也就唸得比較起勁，差不多大五結束

時把Harrison唸了一遍。不過，我漸漸發現自己

並不適合當醫生，因我對診斷極感興趣，但診斷

出病因後卻沒什麼耐心去照顧病人。那時候我的

指導老師是吳造中老師。吳老師是極有熱情的

臨床教學者，但他也常鼓勵我去從事研究。我仔

細想想，吳老師和孫老師都這樣宣傳研究這條路

子，也許我真不是看病的料，所以我就開始準備

申請研究所。既然確定自己的方向，我的心格外

輕鬆，剛好那時候快要升大六了，我就去上海渡

了三個禮拜的假。

 
2002年我以第四名 (4/�22) 的畢業成績離

開台大，旋即進入陸軍服役。同年我申請了兩間

研究所：一是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博士班，另一

是哈佛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博士班。推薦信當然

就由吳造中和孫以瀚兩位老師寫。由於我大學沒

有實驗室經驗也沒有任何學術著作發表，所以我

的讀書計畫只能寫寫個人隨想。我記得我寫了一

篇關於企鵝潛水的動力學臆測。隔年加州理工

通知我沒有被錄取，但哈佛錄取了我且允許我

延後一年入學。2004年我退伍，在日本遊了一會

兒後，就前往美東入學。那年我廿五歲。

 
哈佛的分子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在學術界

頗有名氣，Jim Watson正是在這裡寫那本惡名

昭彰的The Double Helix，而近幾年幾個諾貝

爾獎得主Mario Capecchi、Craig Mello、Bob 

Horvitz都是從這裡出來的博士。但這裡的老

師研究領域太廣了，令我無從選擇，竟搞不太

清楚自己想研究什麼：計算神經學大師Markus 

Meister在這，幹細胞研究所兼任所長Doug 
Melton在這，免疫學大師Jack Strominger
在這，Molecular Cloning作者Tom Maniatis
在這，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作者

Rich Losick在這，大腦研究中心兼任所長Josh 
Sanes也在這，而分生所又新蓋了一棟基因體中

心。大師雲集，偏偏我當時對這些領域都不感興

趣，所以我跟系上報備說我想跟隨工程所的老

師，但希望他們能夠繼續提供我全額獎學金。我

記得那時跟我對話的是Ray Erikson，即最早發

現oncogenes是kinases的傢伙，他很可惜只有

拿到Lasker獎，沒有諾貝爾獎。Ray是個好好先

陳  俊  仁

我的大學及研究所歷程我的大學及研究所歷程



 JING FU景   福   醫   訊

2008年十二月28

生，一口就答應了。那是2004年底的事。

 
就這樣，我領了分生所的錢在工程所開始

做工。我那時研究的是大鼠的鬍鬚觸覺。我們對

觸覺的神經機轉認識遠比視覺膚淺，原因不外

乎視覺刺激很容易在實驗室裡頭自由操控，但

觸覺刺激卻相當困難。哺乳類的觸覺分為兩支，

人類這一支派的動物主要倚靠沒有毛髮的皮膚 

(如手掌及指尖)，老鼠、海豹等另一支派的動物

主要倚靠鬍鬚。能夠用鬍鬚做為觸覺工具是很

神奇的，因鬍鬚尖端並沒有神經受器，必須待扭

力和高頻振動傳遞到鬍鬚根部以後才有受器感

知，這有點類似人類寫字時透過筆桿間接感受

筆尖和紙之間的物理交互作用。這是一個很重

要的問題：遠距操控機械手臂進行手術的瓶頸

之一，便是我們很難把關鍵性的高頻振動訊息

傳遞到遠端的操作手，所以質感會失真，操作手

難以分辨不同組織表面質感的差異。我在工程

所那段時間，花了不少精力設計了一個類比電

路，能夠針對大鼠的鬍鬚施予精準的振動刺激，

再輔以大腦皮質內的活體神經元動作電位記

錄。那時我從最基本的電子學開始學習，自己把

原件一個一個組成電路。教我電子學的是Paul 

Horowitz，即電子學聖經The Art of Electronics
的作者，他同時也是哈佛尋找外星人計畫 

(SETI) 的主持人。據說Carl Sagan寫科幻小說

Contact的時候，就是以Paul做為故事主人翁的

藍本 。不過，小說裡的主人翁是女的，�997年拍

成電影時由Jodie Foster主演。夫保祿尋見外星

人乎？未也。

在工程所，我漸漸發現自己和指導老師S個
性不合。一年後，某次和S大吵一架，他把我給趕

了出去。那時候電路已經完成了，只好擱在櫃子

裡不管它，所以一年的努力成果就這樣拋棄了。

我被趕出去的那週，恰好我有一篇以個人名義投

稿的文章被Physical Review E錄取，文章探討

基因調控的非線性動力學。PRE是第一流的物

理學雜誌，所以我當時想想，覺得自己也不算太

淒慘，雖有一失也有一得。分生所還因此提名我

拿了一個fellowship。

 
2006年春，我加入了化學所Gavin Mac-

Beath的研究團隊。我先花了六個月摸索未來的

方向，之後的研究就一直很順利。2007年我以

共同第一作者的名義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在

Molecular Systems Biology (點數9.954)，另一

篇在Science。今年 (2008) 我又有一篇文章將

在Nature Biotechnology發表。這樣，我這個台

灣人在研究所還小有名氣，因為即使在哈佛也極

少研究生有機會發表在頂尖的科學期刊，而我

卻運氣特好，一連發表了兩篇。

我的研究領域是蛋白質體學。某些人叫它  

“proteomics”，不過這個字文謅謅的，且其定義

不夠明確，所以我還是偏好傳統的名詞  “protein 

science”。蛋白質學裡頭一個長期困惑我們的問

題，即可否由蛋白質的序列直接推測出它的功

能？這個問題目前沒有標準答案。諾貝爾獎得主

Christian Anfinsen關於ribonuclease的一系列

實驗，暗示蛋白質的功能完全決定於它的序列，

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假設。我過去兩年專攻PDZ 

domains，探討是否有可能從PDZ domains的
序列直接推測出它們的功能，即推測它們能夠

和哪些蛋白質結合。PDZ domains的主要功能

是和其他蛋白質結合。人類有超過250個基因產

物有PDZ  domains，而有的蛋白質如MUPP�有
十幾個PDZ domains。經過幾個不同角度的實

驗驗證後，我可以客觀地說：我提出的推測方法

有頗高的成功率，但我並不認為最終人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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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任何蛋白質的序列精確地推測出它的功能。

Chaperone類蛋白質的存在，暗示不是所有的蛋

白質都可以完全倚靠序列摺疊成正確的立體結

構。另一方面，prion類蛋白質的存在，也暗示了

同一個蛋白質可以有兩個以上的穩定立體結構，

因此序列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2008年6月�7日我通過博士論文口試，主考

官是Markus Meister、Josh Sanes、和Eugene 

Shakhnovich。隔日我飛到舊金山，穿著迷彩

短褲，兩腳襪子長短不一且不同色調，就在西岸

最頂尖醫學院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

Parnassus校總區參加面試。當天面試發生了一

個小插曲：中午UCSF帶我去一家法國餐廳吃午

飯，我隨餐點了一杯伏特加。結果他們事後打電

話到美東，打聽我有沒有酗酒的問題(答案當然

是沒有)。其實在學校我們於午餐時候喝酒也不

是太奇怪的事，分生所的演講也常提供聽眾啤

酒，大家就邊聽邊喝。不過，哈佛的分生所風氣

是比較隨性的，走在路上撞見教授赤裸著上半

身走過來也不是太奇異的事；但如果是其他系

所，風氣就比較拘謹一點。回到正題：UCSF當
然不會因為一個人午餐喝酒這種小事就全盤否

定他，加上天時地利人和，我還是順利地拿到了

Sloan-Swartz fellowship，這筆經費允許我從容

地摸索未來的研究方向。我打算研究鳥語。只有

極少數動物能夠模仿發聲：靈長類裡頭只有人

類可以，海裡只有鯨魚和海豚，另外還有蝙蝠和

鳥類。除了鳥類，其他動物皆礙於倫理及技術因

素難以進行侵入性的研究。我想，要真的突破我

們對於語言神經機制的瞭解，而不僅止於影像

或者統計的敘述性研究，還是得從鳥類下手。

 
回顧過去，一言以蔽之，我不過是一個直性

子的人，永遠認真做著當下感興趣的事。也許我

常常改變心意，但我從不追問長遠的利害關係，

我只是認真地做工。也許我因此惹上一些麻煩，

掀起了一些風波，但最後總能得到老天眷顧。因

此，我自認是一個極幸運的人。

 
人真有可能如此幸運嗎？

 
這問題常困惑著我。但就算P值只有

0.00000�，這個世界也足以養活6708個極幸運

的人。所以，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並不是陳俊仁是

不是一個極幸運的人，而是另外6707個極幸運的

人此時此刻在哪裡？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2年畢業，為二階段學程第三屆畢業

生，2004~2008年哈佛大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博士）

2009景福醫訊 
 祝大家：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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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開羅國際機場的路上，我們在路邊小停，

憑弔前埃及總統Sadat的紀念塔。一個簡單的三

角形空塔，豎在他被暗殺的閱兵台對面的廣場上

(圖20)。從開羅飛去約旦首都安曼(Amman)只要

�小時�5分鐘的時間，但是飛機慢了3小時才起

飛，到達安曼時已經下午了。下了飛機，趕忙開始

City Tour。人口�50萬的安曼看起來相當乾淨清

爽，城西是現代化區，以白色為主的高樓大廈，

到處都是。夾蔭大道，一字排開。馬路上車水馬

龍，交通管制井然有序，不像開羅市區很少紅綠

燈，開車要有敢死隊的膽量。安曼城本來是建在

七個山丘上，近年來巴勒斯坦的難民不斷湧進

來，人口劇增，城區延伸到七山丘外圍。約旦是

一個沙漠王國，只有西部的約旦河和死海還帶有

一點綠色。約旦有三大族群，就是Ammonites、

Moabites和Endomites，分佈於西北、中西、西

南地區。其他住民是屬於Bedouin (沙漠民族)，

他們在沙漠中搭帳蓬為家，來去不定。約旦的歷

史跟其他中東國家一樣久遠，血緣關係跟巴勒

斯坦和以色列最接近。聖經記載，猶太人祖先

Abraham的姪甥Lot定居約旦河谷，他的後代就

是現今的Ammonites。摩西帶猶太人出埃及，

來到約旦河東岸的Madaba，就是Moabites的
集居地。安曼古名安蒙(Ammon)，公元前三百多

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和安蒙，他的愛將

建立了埃及的最後一個王朝Ptolemy Dynasty，

Ptolemy II把Ammon改名為Philadelphia，一直

到第7世紀，阿拉伯人建立了Umayyards王朝，

才把首都名字改為Amman。

我們的導遊先生Abraham是一位56歲的約

旦人。他頭戴紅紋頭巾，自稱是耶穌的同鄉，會

講一點耶穌的家鄉話Aramaic。年輕時還在普林

斯頓大學念過書，主修數學和考古學，又在哥倫

比亞大學教了�2年的數學，才回家鄉當導遊，導

遊職業在埃及和約旦是肥缺。他首先帶我們去

看象徵安曼靈魂的大城堡Citadel。城堡在城中

心，盤踞在850米高的山丘上。考古學家證實，

城堡遠在新石器時代已存在，以後歷經羅馬、拜

占庭和早期的回教主的修建，才完成今天的雄

姿。可惜城堡己經頹毀，留下一大片破牆、石柱、

平台，拱門。Temple of Herades (古希臘英雄

)的殿堂石柱，蒼涼的指著天空。倒是城堡內的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Amman最值得一

看。展示的古物依照考古時代，陳放在不同的展

暢遊埃及和約旦(下)
蘇  士  民

圖20　Sadat Memorial, C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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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室，由遠而近：從舊石器時代、次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早期銅器時代、中期銅

器時代、晚期銅器時代、到鐵器時代，一一介

紹清楚，很有教育價值。最寶貴的是Dead Sea 

Scroll的部份原本和存藏的大石罐(圖2�)。從古

堡眺望下面的安曼城，只見高高低低的石屋隨著

丘陵起伏，也是少見的風景(圖22)。山下有一個

露天大劇場，目標特別醒目，只是天色已暗，只好

明天再去拜訪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先去補看羅馬露天大

劇場，然後離開安曼向北走。今天要看的景點

是北方的Decapolis幾個老城。在羅馬時代，有

�0個在約旦北方和敘利亞南方的城市曾經繁

榮一時，Decapolis的名稱由此而來。這�0個城

市有5個在約旦，包括安曼，另外5個在敘利亞，

包括Damascus。耶穌和他的弟子曾經在這一

帶傳過教。我們先到一個老城Umm Qais，又名

Gardana，位置在Sea of Galilee的南岸，從這裡

可看到敘利亞邊界。這座古城經過一連串的大

地震已破敗不堪，耶穌當年給信徒洗禮的石池還

在(圖23)。又走了一段山路，來到Ajlun Castle，是

一座坐臥在山頂上的碉堡。回教大將Saladin的
堂弟建了這座碉堡，用來抵禦十字軍。碉堡內有

一個小教堂，是當地人為了紀念耶穌在此傳教而

蓋的。我們進去看耶穌傳道的小講堂。教堂旁邊

有一間小博物館，展覽各石器時代的古物。

上車後繼續沿著山路走，途中停下來吃午

餐。第一次嚐到正宗的約旦大餅，很好吃(圖24)。
我們要參觀的下一站是Jarash，古名Gerasa，位

在安曼和Damascus的半途路上，曾經一度掌握

北非和中東之間的貿易交通命脈，在羅馬時代盛

極一時，人口達到2萬5千人。阿拉伯的回教勢力

抬頭後，權力中心從Damascus轉移去伊拉克的

巴格達，Jarash的重要性一落千丈，接下來的幾

圖2�　�Dead Sea Scroll and Vase, Amman 
Archeological Museum

圖22　Amman and Guide Abraham

圖23　耶穌的洗禮石池Umm Qais,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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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地震，更把一個大城破壞得面目全非。車子

開到城門口，我們下車。可恨老天不合作，下起小

雨來。大家撐著兩傘進去，才發現這座古城氣勢

雄渾，不同凡響，迎面是一個凱旋門(Triumphal 

Arch of Hadrian)，派頭十足(圖25)。城裡的石

街，井然有序，石牆石壁，接連不絕。市中心有一

個卵圓形的大廣場(Oval Plaza)，高聳的石柱環

繞廣場的半邊，好一番氣魄(圖26)！一座露天大

劇院緊接著廣場。從Oval Plaza看下去是一條長

長的石板走道，兩旁是深遠的石廊。

車子離開山區後向低地走，我們進入了約

旦河谷(Jordan Valley)，終於抵達Madaba。這

裡的一家教堂(St. George’s Greek Orthodox 

Church)，由於擁有一幅世界稀有的古地圖而聞

名於世。這幅Mosaic Map of the Biblical Lands
是第6世紀的藝術品，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幅

巴勒斯坦地圖，在公元�884年，從附近的一間教

會的廢墟裡偶然發現的。從Madaba向西北走，

不久就到了鼎鼎大名的Mt. Nebo。這是一片高

原，海拔700米，西望約旦河谷。聖經記載，上帝

在這山頭，指給摩西看祂賞賜給猶太人的伽南

地，摩西在此紮營，觀測河谷西邊的Jericho重
鎮。傳說摩西終老於此，雖然他的墳墓巳經找

不到，後來的基督徒在這裡蓋了一間小教堂紀

念他。石塊堆成的教堂非常古舊，一塊紀念碑豎

於前庭。最有意思的是教堂矮牆上的一個高大

的銅製十字架，上面纏繞著一條蟒蛇，那不是古

今中外通用的醫學標誌嗎(圖27)？這個盤蛇十

字架是Florence藝術家Gian-Polo Fantoni的傑

作，取意於約翰福音3: �4-�5 “Just as Moses 

lifted up the snake in the desert, so the son 
of Man must be lifted up, that every one who 
believes in him may have eternal life.”

離開Mt. Nebo，下山穿越約旦河谷，我們來

到死海(Dead Sea)。未來以前，我想像中死海是

圖24　約旦大餅

圖25　Triumphal Arch of Hadrian, Jarash, Jordan

圖26　Oval Plaza, Jarash,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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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死氣沉沉的沙漠大湖。來了一看，才知道死

海一點不死，反而活生生的充滿人氣。傍湖有幾

家高級旅館和餐館，湖邊的棕櫚樹，搖曳生姿，

無限風情(圖28)！我們在豪華的餐廳享用了一頓

美味的午餐，然後跑去湖邊戲水。水是滑滑的，

像肥皂水，灘上浮著一層層白鹽巴。這個湖大得

像海，面積有920平方公里，水中鹽份高達30%，
比一般海水高�0倍，鹽份中一半是Magnesium 

Chloride，因此沒有動植物能在死海生存。水很

深，最深處可到400米。約旦河水流進死海，乾

熱蒸發，只有鹽漬沉積下來。沙灘上沒有貝殼，

水面上沒有海鳥，只有尋求沙療的旅客，滿身塗

著黑泥漿，埋在沙堆裡，只露出一個頭。湖中有人

浮在水面上，我們想跳進湖裡嘗試一個不沉的海 
浴，可惜時間不夠，只好多打幾個水波，依依不

捨的離開。

順著K ing ’s  H ighway南走，一路可見

Bedouin (沙漠民族)的帳蓬。到達Karak，我們進

去參觀這座在十字軍東征時代頗富盛名的堡壘

(Karak Castle)。堡壘建在陡削驚險的山脊，居

高臨下，確是攻防兼優的好據點。這座十字軍要

塞有一個膾炙人口的真實故事：一位殘暴的塞主

Reynold de Chatillon喜歡把囚犯從高塔上面扔

下去，他怕囚犯失去知覺，死得太快，所以用木

箱包住囚犯的頭。回教大將Saladin攻下這座要

塞後，親自行刑，砍掉Chatillon的頭。

約旦旅遊的重點是最後一天的Petra。排名

世界七大古蹟之一的Petra是著名電影Indiana 

Jones and His Last Crusade的實地外景。

Petra在安曼南方255公里的地方，在石器時代

就有人居住。公元前7世紀時，北方的阿拉伯人

(Endomites)大量搬移進來。公元前3世紀，他

們建立了一個王國Nabatean Kingdom。在國王

Aretas IV即位期間(9 BC-44 AD)，Petra的聲

望達到最高峰。橫過Petra山脊的一道天然險隘

是溝通中東、葉門、埃及之間的交通捷徑，商旅

駝隊絡繹不絕。公元第七世紀以後，中東政治中

心轉移，Petra逐漸被世人遺忘。�8�2年瑞士旅

行家Jean-Louis Burchhardt重新發現Petra，

圖27　 The Cross at Moses’ Church Mt. Nebo, 
Jordan

圖28　Dead Sea,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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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旅遊報導在西方世界引起極大的興趣。他

這麼描寫Petra:「Amongst the most curious 

remains of ancient art」。

從Petra的東郊有一條沙土路(Wadi Musa)
直通到城門口，路的開端有幾戶人家，村名叫做

Moses’ Valley，其中一間白色圓頂的小屋，傳說

是摩西擲杖於地，水泉冒出的地點。到了Petra我
們買票進去，先走一段平坦的沙土路。從入口到

神殿大約有2公里長的路，不喜歡走路的人可坐

馬車或騎馬，收價不高，只是馬車坐蓆髒得不像

話。大部份的團友選擇步行，可以慢慢欣賞兩邊

千奇百怪的石丘山洞。Abraham曾經參與Petra
的挖掘考古工作，興致勃勃，不厭其煩的詳述每

個景點。比較特殊的是神壇(Djin Blocks)、方尖

碑墓塚(Obelisk Tomb)和諸王墓穴(圖29)。走了

約一公里路，來到一片紅色峭壁，僅剩下一條狹

窄的小路穿進石山中，這段�.2公里長的一線天

峽路，就是舉世聞名的Siq (圖30)。通道不超過

�2米寬，兩邊石壁高達�00米。岩塊各色各樣，色

彩五彩繽紛，以紅色為主。Abraham解說：這些

岩石都是石灰石(Limestone)，又名Petrostone，
是火山爆發後留下來的石灰層。由於各種礦物

質的摻雜，產生不同的顏色。一路上他鉅細靡

遺，一一指出石壁上面的 Ceramic Pipes、坳洞

裡的蓄水池、石路上的舊馬車輪跡-----。他掛在

嘴上的口頭禪是：「I am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your time」。

Siq的盡頭，突見耀眼的陽光，眼前出現一

座巍峨壯麗的神殿，像一顆發亮的紅珍珠，發出

奪人魂魄的光芒。我們都呆住了，幾乎不敢相信

呈現在眼前的美景(圖3�)。神殿名為Treasury，
不知何故，但有不同的猜測。有人說因為神殿美

如寶珠，也有人說神殿裡藏著珠寶。這座神殿從

筆直的絕壁鑿刻出來，有40米高，分上下二樓。

一樓是6根大石柱，頂著一個三角牆。二樓是三

個長石框，坐在三角牆上，居中間的石框上面，

坐著一個石甕。謠傳石甕裡藏著埃及法老王的

珠寶，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沙漠遊民，大作黃

金夢，用槍射擊石甕，貪望天降橫財。一般相信，圖29　Obelisk Tomb, Petra

圖30　Siq, 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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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sury是公元前一世紀Aretas III稱王時建造

的，殿裡可能有他的墳墓。神殿裡供奉希臘的宙

斯神(Zeus)、他的孿生子Castor和Pollux和埃及

女神Isis。建築雕刻的手工非常精巧，融東西文

化精華於一體，真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神殿門

前，幾隻駱駝悠閒的坐地休息，多麼美麗的畫面 

(圖32)！

過了Treasury，沿路走下去，進入古城區。

放眼一看，Petra古城不小，繞著古城是嵯峨的

山丘。我們在一家簡陋的大餐廳吃了午飯，飯後

繼續遊覽市區。Streets of Facades是層層相疊

的窯洞，也是以前的市政辦公廳(圖33)。Mosaic 

Temple的地板是用多種圖樣的Mosaic鋪成的，

非常別緻。Nabatean Gate只剩下幾根大石柱，

Monastery有漂亮的大石門。一個很大的露天劇

院在半坡上，還有數不盡的石洞、石門、石屋，石

台、石碑，似乎每一塊大石頭的背後都有一段歷

史。Abraham對這裡的一石一洞瞭如指掌，恨不

得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抖出來給大家聽。他要

我們爬上去後山的最高點，鳥瞰全城，但是大家

都走累了，沒有人肯上去。我們回頭走，走回到

Treasury要進一線天的隘口，大家不約而同停下

來，回頭對神殿投最後的一瞥，下午的陽光把神

殿照得分外紅艷迷人，離別的悵惘，不禁浮上心

頭。

寫於 2/9/2008

（作者係臺大醫科1963年畢業，現退休南加州）

圖3�　Treasury, Petra

圖32　Treasury, Petra

圖33　The Streets of Facades 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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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正  吉吉

又到了年底。回顧一整年，發

生了許多大事。在國際上，爆發了有

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海嘯。在國內，

政權輪替了，兩岸將要直航。在母

院，醫學院與醫院院長全換新人

新政，兒童醫院落成開始營運。套

句新任美國總統歐巴馬之競選口

號- “Change. Yes, you can.” ，
一切都在變，當你不改變，原地踏

步，將會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對

於台灣第一所牙醫學教育機構，成

立已屆55年的台大牙醫學系何嘗

不是如此？多年來受限於法令制

度，一直都無法成立學院運作。反觀世界多數國家，甚至國內的陽明、北醫、中山、高醫都已成立牙醫學

院或口腔醫學院的規模來運作。身為台灣牙醫學教育的龍頭，學術、教學、學生素質及師資陣容表現都

是最優的台大牙醫學系，豈能不急起直追？不過這一切都在今年八月一日牙醫專業學院正式成立後，開

啟了新的里程碑，本期中將有多篇文章描述牙醫專業學院成立的始末及意義。本期還有多篇精采文章，

骨質疏鬆症是威脅老年人健康的大患，雙磷酸鹽類藥物是目前使用最廣的抗骨質疏鬆症藥物，可是近

來陸續有許多使用後產生顎骨壞死的病例報告。為何補骨的藥反而會傷骨，本期的醫學新知將為您一

探究竟。台大醫院之所以成為國內醫界之翹楚，是許多前輩醫師辛勤耕耘所得，王子哲醫師「向台大醫

院內科致敬」一文，讓我們更清楚前輩教授們的行誼與風範。韓良誠醫師 「成為南台灣醫療重鎮的成

大醫院」一文，深刻的描述基層醫師求知若渴與對成大醫院的期待，編者十多年前也曾有幸在台南韓內

科跟著韓醫師見習，當時就非常感佩其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對那些駐顏有術的婆婆媽媽們，一定要

讀讀戴鐵雄醫師有趣的「嬌妻愛妻」一文，讀後想必會提供你一個新的思維。最後，蘇士民醫師本期將

繼續帶領我們暢遊埃及和約旦。要放年假了，趕快跟著蘇醫師的腳步出去玩吧！最後祝各位景福校友

大家身體建康、新年快樂！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6年、臨床牙醫學研究所2000年畢業。現任母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母校牙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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