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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乳癌基因的研究和臨床應用

文／許麗卿

抗乳癌基因BRCA1和BRCA2

乳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西方婦女乳

癌罹患率很高，而且逐年提高，根據美國癌症

協會的統計，美國婦女一生中得乳癌的機率已

從1990年代的十人之中有一人，提升到現在的

七到八人之中就有一人會得此疾病。東方婦女

乳癌罹患率較低，但近年也有提高的傾向。根

據衛生署的統計，民國76年台灣有471位女性

死於乳癌，96年則已提高到1552位，也就是二

十年之中死亡人數提高到3倍之多，是值得關

切的醫療保健問題。有研究指出肥胖又少運動

的人患病率會比較高。生活或工作壓力大也是

造成罹患率提高的原因之一。

在美國有百分之五到十的乳癌病例是來自

於家族遺傳，1990年，Mary-Claire King的研究

團隊從早發性乳癌家族中發現位於人類染色體

17q21的第一個抗乳癌基因BRCA1。四年後，

猶他州鹽湖城Myriad Genetics的Mark Skolnick

及其同仁找到這個抗乳癌基因並定出其DNA

序列。1995年，Mark Skolnick及其同仁又找到

位於人類染色體13q12-13的第二個抗乳癌基因

BRCA2。BRCA1及BRCA2基因突變是造成絕

大多數家族遺傳性乳癌以及另一個女性腫瘤

─卵巢癌的原因。帶有BRCA1或BRCA2基因

突變的人（也就是帶有一個正常和一個突變基

因），有80%以上的機率會得乳癌。有BRCA1

基因突變的人則有40-65%的機率會得卵巢癌，

BRCA2基因突變的人也有~20%的機率會得卵

巢癌。BRCA1及BRCA2基因突變也可能導致

前列腺癌和大腸癌。另外，BRCA2基因突變

也和男性乳癌及胰島腺癌有關。出乎意料的

是，非遺傳的偶發性乳癌以及卵巢癌極少有

BRCA1及BRCA2基因突變，但有些有BRCA1

及BRCA2基因表達降低的現象。可見BRCA1

及BRCA2異常也和非遺傳性乳癌以及卵巢癌相

關。

BRCA1和BRCA2的生物功能

十多年來，很多人致力研究BRCA1和

BRCA2的正常生物功能，並探討基因突變會

導致乳癌以及卵巢癌的原因。BRCA1具有多

種功能，可調控基因轉譯、cell cycle及DNA

修補等重要基本細胞功能。BRCA1和BRCA2

都參與homologous recombination，是DNA 

double-strand breaks的修補機轉之一。這種機

轉能正確修補DNA，從而維持遺傳基因穩定

性（genomic stability）。BRCA1也調控cell 

cycle的G2和mitotic checkpoints。此外，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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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博士後研究時也發現BRCA1和細胞中心

體在mitosis時會有結合，可維持中心體正常功

能，主導bipolar mitotic spindle的形成，讓複

製的染色體平均分配到兩個子細胞。這些訊

息顯示BRCA1能協助維持染色體的穩定性。

後來很多學者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理論。也

有報告指出BRCA2能調控細胞分裂的最後一

步cytokinesis。所以失去BRCA1和BRCA2可

能導致DNA傷害無法有效修補或染色體不穩

定（chromosomal instability），造成細胞死

亡。如果有其他抗癌基因也發生突變，例如

控制cell cycle checkpoint的重要基因p53，不正

常的細胞就有機會存活而最後演變成腫瘤。

通常帶有BRCA基因突變的腫瘤會發生loss of 

heterozygosity（LOH）而失去另一個正常的基

因。

BRCA1和女性荷爾蒙

既然BRCA1和BRCA2在正常生物功能上

扮演重要角色，為什麼其基因突變主要只會導

致乳癌以及卵巢癌呢？因為乳腺和卵巢都受女

性荷爾蒙調控，所以estrogen、progesterone、

和它們的受體ER、PR就成了研究的目標。有

關於BRCA1的研究資料比較多。1999年Eliot 

Rosen及其同仁在科學期刊首次提出支持證

據。他們的報告指出BRCA1可抑制受ER調

控的基因轉譯，因此可能防止estrogen及ER

刺激乳腺和卵巢異常生長。換句話說，缺乏

BRCA1引起DNA傷害的累積，在其他組織可

能造成細胞死亡，但是乳腺和卵巢細胞比較有

機會存活下來而轉變成腫瘤。BRCA1也可抑

制progesterone和PR。Eva Lee及其同仁的研究

顯示BRCA1可降低PR蛋白穩定性。他們的小

鼠實驗指出progesterone antagonist mifepristone

（RU486）可抑制缺Brca1/p53小鼠的乳腺癌

生成。另外，BRCA1和女性荷爾蒙合成的重

要酵素aromatase有彼此抑制的作用。失去或

降低BRCA1功能，可能會增加體內estrogen的

量，加強estrogen及ER刺激乳腺細胞生長，而

提高乳癌危險性。但BRCA1的腫瘤細胞多數

是ER、PR陰性。這似乎又和上述說法互相矛

盾。但最近美國NIH學者Chuxia Deng的實驗

室的小鼠實驗結果顯示缺乏BRCA1的腫瘤，

在生成初期是ER陽性，後期才變成ER陰性。

此外，estrogen代謝產物可能會造成對細胞有

害的free radicals的生成。所以乳腺和卵巢比較

容易累積DNA傷害，需要修補。這可能也是

BRCA1基因突變主要只影響乳癌以及卵巢癌生

成的原因之一。

BRCA1和BRCA2的臨床應用─DNA 
testing

BRCA1和BRCA2的發現為帶有基因突

變的人提供及早預防的機會，但也可能帶來

心理困擾及無謂的焦慮。畢竟不是每個有基

因突變的人都會得病。而且也可能帶來投保

醫療保險時被拒於門外的問題。所以有家族

史的人，也就是家族中有多人罹患乳癌和卵

巢癌，是否該做基因檢查（DNA testing）是

見仁見智的個人選擇。如果基因檢查呈陽性

可及早追蹤做定期檢查，例如乳房X光攝影

或超音波檢查（mammography or transva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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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und），以利早期診斷，提高存活率。此

外，有報告指出高危險群婦女作預防性手術，

例如乳腺切除（mastectomy），和卵巢及輸卵

管切除（salpingo-oophorectomy），或藥物預

防（chemoprevention）及生活調適（例如多運

動，少喝酒）可降低發病率。

BRCA1的臨床應用─抗癌用藥的選
擇

有鑒於BRCA1和BRCA2參與DNA傷害的

修補，有基因突變的腫瘤無法有效修補DNA，

對破壞DNA的化學療法藥物（例如cisplatin，

etoposide）應該會特別敏感。這個理論在用

培養的癌細胞做實驗得到印證。完整的G2和

mitotic checkpoints是antimicrotubule agents（包

括taxol及vincristine）殺死細胞所需。所以失去

BRCA1的癌細胞對antimicrotubule agents會比

較不敏感；相反的，表達BRCA1過量則會對

antimicrotubule agents比較敏感。這些訊息可應

用在臨床上抗癌用藥的選擇。

BRCA1和BRCA2的臨床應用─新抗
癌藥的開發

傳統的化學療法藥物可殺死分裂迅速的細

胞，雖然可殺癌細胞，但也會殺口腔和腸內膜

細胞，以及骨髓細胞等等，造成嚴重副作用。

近年來由於癌症分子生物學的進展，許多針對

癌細胞的標的療法（targeted therapy）發展出

來，其副作用較低，可配合化學藥物療法或甚

至單獨使用。舉個例子：~25%乳癌表達過量

的HER2/neu，一種生長激素受體。Genentec因

此發展出HER2/neu的抗體，Herceptin（brand 

name: Trastuzumab），來選擇性治療HER2/neu

陽性的乳癌。最近有學者也利用一種酵素抑

制劑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

inhibitors來選擇性治療BRCA1和BRCA2突

變的腫瘤。這種PARP inhibitors會抑制DNA 

single-strand breaks的修補，使得single-strand 

breaks變成double-strand breaks，而需要BRCA1

和BRCA2來進行修補。正常情況下，細胞每天

會有成千上萬的single-strand breaks有待修補。

正常的BRCA1和BRCA2突變細胞尚保留一個

正常基因，還可修補double-strand breaks，而

不會被PARP inhibitors殺死。反觀BRCA1和

BRCA2突變腫瘤已沒有正常基因（一個已突

變，一個也因LOH而失去），所以會被PARP 

inhibitors殺死。這個做法在培養的細胞以及實

驗動物已得到良好結果，目前已有多項臨床試

驗在進行當中。如果試驗成功，對有BRCA1和

BRCA2基因突變的人是一大福音，因為PARP 

inhibitors對正常細胞沒有毒性，不但可作為治

療並可當作預防藥物。這個例子也顯示基礎研

究對新藥開發的重要性。

結語

BRCA1和BRCA2除了和遺傳性以及偶發

性乳癌及卵巢癌有關之外，在其他癌症也有

表達異常（過量或不足）的現象，而且可作為

癒後的生物指標。舉個例子，在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表達BRCA1過量則存活率較差。

選用antimicrotubule agents作為輔助療法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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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這類病人的存活率。此外，以BRCA1和

BRCA2作為標的開發出來的藥品對其他癌症病

人也可能有幫助。所以，抗乳癌基因BRCA1和

BRCA2的研究不但擴展癌症生物學知識，也帶

來不少臨床應用價值。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院

藥學系副教授）

▲作者攝於Mt. Washington 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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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定位放射手術與電腦刀

文／蕭輔仁

前言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伽瑪刀（G a m m a  

Knife）、電腦刀（Cyber Knife）、螺旋刀

（Tomo Therapy）等名詞，但多數人對於這些

「刀」到底是什麼東西，又是如何運作，仍是

相當陌生。事實上，這些「刀」是指不同的立

體定位放射手術系統。趁著最近台大醫院引進

電腦刀的機會，筆者想向大家介紹一下放射手

術的歷史、原理和適應症，並藉此版面推銷一

下本院的電腦刀。

放射手術的歷史

傳統外科手術時，醫師得要用肉眼直接看

到病灶，才能加以處理。因此，以前外科的一

個基本原則是傷口要比手術範圍更大，這樣光

才進的去，術者才看得到病灶。新的微創手術

當然徹底顛覆了這條規則，但仍需利用各種內

視鏡去看到病灶。然而，在神經外科的領域，

尤其是腦實質內的病灶，要減少正常組織的

傷害，僅靠內視鏡去找病灶是不夠的，光在腦

內翻來翻去就會造成神經傷害了。若可以在術

中精準的定位，即使沒有直接看到病灶，也可

以在最小傷害的情況下，對特定病灶做一些處

置，如切片、抽吸、電燒或置放電極等。

一百多年前，神經外科的前輩們，就已

經想到為患者在釘上頭框、訂出座標，再利用

當時倫琴才發明不久的X光攝影，來定位顱內

的病灶。手術時只要在顱骨鑽一個洞，就可到

達術前規劃好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的立體定位

手術。當然隨著電腦斷層、磁振攝影的相繼發

明，立體定位的技術也有大幅的進步。

瑞典的神經外科醫師Leksell教授早在1950

年代就開始研究如何利用精準的高能量游

離輻射來治療腦瘤。他在1968年發表了一個

較完整系統，他把約兩百顆鈷60排列成半球

型，利用立體定位手術原理，為患者釘上頭

框後，將顱內病灶移至這些鈷60的球心，將

伽瑪射線聚焦在病灶上，如此一來，即使病

灶在一次治療中獲得極大放射劑量，正常腦

組織受到的劑量卻極小。這就是所謂的伽瑪

刀（Gamma Knife），它可是比電腦斷層更早

問世的唷！而這種沒傷口、不流血的「手術」

就被稱為「立體定位放射手術（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也常簡稱為「放射手術」。

在此之後，醫學影像、電腦、加速器等放

射手術的必要元件突飛猛進，各種放射手術系

統也如雨後春筍一樣相繼出現。同時，傳統放

射治療也一直在進步。目前已經很難在所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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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導引放射治療（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和放射手術中劃出明確的一條分界線。只能

說，放射治療比較重視腫瘤和正常組織間放射

生物學特性的不同，而放射手術比較著重於精

確的定位。

電腦刀的發明

美國Stanford大學神經外科的John Adler教

授，早年也曾受教於Leksell教授，使用伽瑪

刀。他覺得以頭釘固定，患者除了疼痛外，

也無法長時間戴著頭框。因此伽瑪刀先天缺點

就是只能單次照射，無法分次治療，而治療範

圍也侷限於顱內。他想到了在機械手臂上裝上

一個小型直線加速器，機械手臂在空間中某一

點，瞄準病灶，射出X光，如果方向正確，射

線夠多，應該也可達成伽瑪刀的功效。

他開始整合了機械，電腦與直線加速器。

在治療時用面罩固定患者頭部，利用即時的X

光來定位，若病灶（患者）有小移動，機械手

臂會自動修正再開始照射。由於不必以頭釘固

定，所以可採多次照射，補足了伽瑪刀單次照

射之缺點。他也給了這個裝置一個相當炫的名

字─CyberKnife，中文就翻成「電腦刀」。

總結電腦刀和伽瑪刀的不同；在放射源方

面，以活動的直線加速器取代固定的鈷60，好

處是較無核廢料的問題。在定位技術方面，則

以即時X光取代頭框固定。或許有人會覺得伽

瑪刀的射源和頭都是固定的，一定較電腦刀準

確。但研究顯示兩者的誤差其實是差不多的。

當然，就患者而言，最大的差異就是電腦刀治

療時不必忍受釘頭之苦。

另外台大也將引入的「螺旋刀」，看原名

就知道它其實比較接近傳統的放射治療。它是

在電腦斷層裡架起高能量的直線加速器，在治

療前就先掃一組電腦斷層來定位。配合射線塑

型（beam-shaping）技術來做治療，不同於電

腦刀和伽瑪刀用的都是圓形的射線。由於以上

這些系統都是利用高能光子來治療，因此都可

稱為「光子刀」。

當然除了光子系統之外，台大質子中心也

已經在籌備中了，以後台大也會有「質子刀」

了。一個台大醫院要這麼多「刀」幹什麼呢？

其實，這些系統各勝擅長，可說是既競爭又

互補的，因此一定要說哪種「刀」較另一種更

好，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放射手術適應症

雖然現在顱外病灶也可以做放射手術，

但目前健保僅支付顱內放射手術。一般而言，

病灶越大，則正常腦部接受到的總劑量也會

越高，因此放射手術較適用於小的病灶，原則

上是三公分或20 c.c.以下。尤其是深部或是侵

犯功能區（如運動皮質）的小病灶，由於開顱

手術可能造成神經損傷，放射手術的角色更為

重要。另外，開顱後殘留或復發，有嚴重心肺

疾病或其他內科疾病而不適合麻醉或開顱的患

者，都是放射手術的對象。

除了大小和位置的因素，哪些疾病可用放

射手術治療呢？原則上就是腫瘤、血管畸型和

功能性手術。所謂功能性手術就是把正常的構

造當作目標以治療功能的異常，如最早Leksell

教授的論文就是用把目標放在丘腦來治療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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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當然目前已鮮少有人這樣做，現在最常見

的功能性放射手術還是三叉神經痛的治療。

適合用放射手術的血管畸形包含動靜脈

畸形、硬腦膜動靜脈瘻管和海綿狀血管瘤。腦

內動靜脈畸形可能要在放射手術兩年後才會消

失，在此期間還是有破裂出血的機會。至於動

脈瘤則非放射手術的適應症，還是得靠開顱手

術或栓塞才能治療。

在腦瘤方面，良性的腫瘤，雖大多不適

合傳統放射治療，但很多卻可以放射手術加以

控制。常見的良性腦瘤如聽神經瘤、腦下垂體

瘤、腦膜瘤等，都可以將放射手術列為選項。

當然，開顱手術仍是治療以上這些病灶的第一

選擇，患者應與神經外科醫師討論後再決定治

療方式。至於顱內惡性腫瘤則以轉移性癌為最

大宗，一般而言，單一、大的、位於後顱窩的

腦轉移應考慮開刀治療，若是腫瘤小、不只一

顆，或不巧位於運動區，則可考慮放射手術。

然而，滿天星式的腦轉移或是生活品質已經極

差的癌末病患就很難從放射手術中得到太多好

處。

顱外放射手術

由於傳統的放射手術都需要釘頭，目標當

然就得侷限於顱內。但電腦刀是不用釘頭的，

也因此開啟了顱外放射手術的新時代。由於電

腦刀是以X光定位，治療脊椎腫瘤最為適合，

尤其是轉移性癌的控制，較傳統放射治療好

得多。至於攝護腺癌、肝癌、肺癌等也都可以

治療，然而這些腫瘤大多數無法由X光清楚看

出，因此需植入基準標記（fiducial marker）才

能定位治療，而後兩者更會隨著呼吸移動，得

再配合即時呼吸追蹤來治療。但這些都難不倒

台大這部最新的電腦刀。甚至某些X光就可明

確看出的肺腫瘤，這部電腦刀是不必要求在患

者體內植入標記的。與顱內病灶一樣，在決定

進行放射手術前，應與外科醫師和放射腫瘤科

醫師討論，因為開刀極有可能是更佳的選擇。

結語

雖然放射手術和開刀同屬於局部治療，但

筆者以為放射手術並非用來取代開刀手術，而

是補手術之不足。以神經外科來說，大多數醫

師會在腦瘤手術後進行規則影像追蹤，一旦有

復發跡象，便趁腫瘤還小時，用放射手術加以

控制。對於完全切除有可能引起神經障礙的腦

瘤，也有很多醫師已經習慣先開顱將大部分腫

瘤切除後，再利用放射手術取處理殘餘的小腫

瘤，以便兼顧腫瘤的控制與生活品質的維持。

因此，不管是顱內還是顱外，每個不適合接受

手術的患者，在放棄積極治療前，都應該將放

射手術列入考慮。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母院

神經外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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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進修之過程與心得

文／黃博浩

我
是台大醫院神經外科第五年住院醫師，

此次有幸參加本院第一屆住院醫師短期

出國進修計畫，於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四日至

五月三日赴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附設醫院

之神經外科部門（Department of Neurological 

Surg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學習。學習目的包括瞭解住院醫師訓練過程、

參與住院醫師值班、學習神經內視鏡與微創

手術、參與臨床與基礎研究。在三個月的學

習期間，我順利完成以上的任務，並在回國

後將所學得之內視鏡手術（neuro-endoscopic 

surgery）與甦醒手術（awake surgery）實際應

用在臨床神經外科上。並籍由此文與本科之同

儕、師長們分享這三個月的心路歷程與心得，

希望所學習到的知識與精神亦能有益他人。最

後，我將分析住院醫師短期出國進修之優點，

希望住院醫師短期出國進修這樣的一個制度能

夠持續下去，讓國外頂尖的技術與制度能夠引

進台灣，以提升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力與創

造力。

臨床方面

一、顯微神經解剖與其內視鏡與微創開顱手術

之應用

神經內視鏡手術是目前國內外各大醫院

神經外科爭相發展的重點之一，它除了能讓

手術視野清楚以增加手術安全性之外，同時

更具備了傷口小、低侵入性、住院時間短等特

點，因而形成一股新興的潮流，目前於國外

廣泛運用於腦部、脊椎、手汗症、腕隧道症候

群等領域。近年來除了神經內視鏡外，另一

項相當熱門的研究開發話題是微創神經外科手

術（minimal invasive neurosurgery）；簡單地

說，它是一種應用各種方法或器械，將手術對

病人的影響降至最低，其中包含了傷口小，以

及對正常神經組織最低程度的手術創傷。

理想的腦部微創手術包括下列的思

惟：1.較小的顱骨切開。2.較少的軟組織傷

害。3 .較短時間且溫和的術中腦組織牽引

（retraction）。4.較少的腦組織切開。5.較少

的失血。6.較短的麻醉時間。UCSF在微創與

內視鏡手術方面更是傑出，住院醫師在這方

面的訓練十分的扎實。雖然無法參與手術，但

我在進修的這三個月充分利用內視鏡訓練室與

大體解剖室熟悉操作技巧，亦是受益良多。我

回國後亦將內視鏡手術利用於腦出血病患之血

塊清除，成功的合併內視鏡與微創手術的精要

（圖一）。

我的看法，整個腦部微創手術的進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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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就相當於手術醫學的進步史。近三十年

來，神經外科不斷地有新的發展主要是因為

術前診斷技術，術中儀器設備與神經外科醫師

手術技巧及策略的進步。與其他外科不同的

是在於這幾年來很多的重大突破都還是在於

新的術式（surgical approach）。舉例來說第

三腦室的transchoroidal approach，第四腦室的

telovelar approach與腦下垂體腫瘤的endonasal 

approach。很明顯的這些突破的基石仍是神經

解剖學。事實上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未被瞭解

的部分仍很多，這是神經醫學之所以為醫界在

二十一世紀研究重心的原因。

傳統的大開顱術應該進展成越小越好，

這是明白的共識，然而小開顱術雖然有較少的

醫源性傷害，卻也有它的缺點。一九七○年代

早期的顯微鏡手術就發現下列缺點：1.手術被

限定在較狹窄的路徑空間中，當進行深部手術

時鄰近的重要組織，如腦幹部、顱底血管及神

經較易受到傷害。2.需要較多及較強的腦組織

牽引以打開手術視野。3.當手術及顱底部病變

時，須移除部份健康的顱骨，容易造成腦脊髓

液鼻漏、感染及美觀上的缺憾。不過在近三十

年的努力中，下列三項進步已使得小開顱術的

微創技術逐漸達到純熟的境界。

首先是立體定位技巧的運用，術前的精確

定位使神經外科醫師可以選定一條比較安全，

不會傷害重要腦組織的手術路徑，以最小的開

顱術達到手術病灶。在手術中使用的有立體定

位雷射光導引系統，及最新發展出的立體定位

電腦導航系統（navigation system，本院已有豐

富使用經驗），此系統可以將病灶的磁振造影

資訊輸入電腦，在手術過程中經由電腦導航定

位，同步得知手術部位在影像中的位置，用在

深部腦瘤切除及動脈瘤手術尤其受用。其次是

鑰匙孔迷你開顱術（keyhole craniotomy）的運

用，此開顱術只須約3公分×2公分的顱骨切開

圖一：以微創神經外科手術合併內視鏡進行腦出血之血塊清除。左為手

術前電腦斷層影像，右為手術後之影像；血塊完全清除並保留正

常腦部構造，此開顱術只需約4公分×4公分的顱骨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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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進行深部病灶手術，如同由門縫鑰匙孔

可以觀測房間內相當大範圍的視野一般。在這

進修期間，我對微創神經外科手術產生濃厚的

興趣，希望將來能往這方面發展。

二、腦部語言區域對神經外科手術之重要性

UCSF神經外科主任Dr. Berger為神經腫瘤

專家，並以awake surgery聞名國際。什麼是

awake surgery呢？腦部腫瘤若是長在腦部語

言區而必須進行手術切除，手術中對腦部語

言區之判斷與保留則是十分的重要。目前的

functional MRI與其他高科技性的檢查仍無法

準確判定語言區之位置，更有研究顯示傳統的

方式以神經解剖學判斷語言區之位置十分的

不準確。在神經麻醉突飛猛進的狀況下，Dr 

Berger提出手術中讓病人甦醒以腦部直接刺激

方式（direct cortical stimulation）測試病患語

言功能來定位語言區。如此可在保留語言區功

能的同時進行最大範圍之腫瘤切除，這觀念對

腦部一些惡性度較低的腫瘤（例如low-grade 

astrocytoma）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我在U C S F觀察了將近二十例 a w a k e  

surgery，發現這樣的手術強調的是一個team 

work，還有對病人手術前的解釋與溝通。手

術中參與的人員包括神經外科醫師、神經內科

醫師、麻醉科醫師、神經心理醫師、電生理技

術員與導航系統技術員。其中我們最缺乏的訓

練就是手術中評估語言功能的神經心理醫師，

我與當地的神經心理醫師Dr. Perry詳細討論後

又透過電子郵件與本科的心理醫師楊啟正討論

並做出一套適合台灣病患之評估系統。於是回

國後在本科曾漢民老師的指導下進行了第一例

awake surgery（圖二），手術中成功地判斷出

並保留語言區，術後病人語言功能正常。

研究方面

UCSF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在發明創造和

公共服務方面，有卓越的地位。在基因、生化

科技、治療研究，是全國排名非常優先的研究

中心。本校的特色是研究和發明，1989和1997

分別出現兩次諾貝爾獎得主。因為發明研究

的傑出，每年從政府部門和業界得到的研究補

助經費，總預算高達1.9億美金。我在這三個

月的短期訓練中亦接觸到許多臨床與基礎的研

究，其中包括下蜘蛛網膜腔出血之動物模型，

圖二：曾漢民老師與我進行awake surgery；
手術中讓病患甦醒以腦部直接刺激方式

（direct cortical stimulation）測試病患
語言功能來定位語言區，如此可在保留

語言區功能的同時進行最大範圍之腫瘤

切除。圖中杜永光主任亦蒞臨觀摩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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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腫瘤與神經幹細胞之關係，與腦部灌流

斷層檢查對下蜘蛛網膜出血病患之預後預測

（圖三）。我在Dr. Lawton的指導下學習操作

下蜘蛛網膜腔出血之動物模型，包括internal 

carotid artery perforation model in rats與foramen 

magnum autologous blood injection in mouse，

在熟悉操作之後還須學習腦部切片與染色。

關於腦部腫瘤與神經幹細胞之關係的研

究，則是在Dr. Parsa的指導下進行的，著重在

三大oncodevelopemental pathways在glioma stem 

cell扮演的重要角色：1）WNT pathway 2）

Sonic hedgehog pathway 3）NOTCH pathway。

之後在針對這些signaling pathway去發展一些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我對於腦部星狀細胞

瘤之治療十分有興趣，希望未來在研究方面亦

能有機會往此方向發展。腦部灌流斷層檢查

對下蜘蛛網膜出血病患之預後預測乃我在台灣

時就十分有興趣的題目，在UCSF則利用他們

完整的data base並與放射科醫師合作完成了這

clinical study，結果十分具有臨床價值，目前

仍在撰寫論文階段。

課外活動

舊金山雖屬於高物價水準，但該校區位

於住宅地段，仍舊是有不少合理的住屋選擇。

舊金山是世界上最熱鬧的都會且最美的城市

之一，它一流的餐廳、博物館、藝廊、交響樂

劇院、芭蕾舞團、歌劇團以及地方劇團聞名國

際，除了藝文方面的享受外，因為地利之便我

們有相當多從事各種戶外運動的機會，例如：

滑雪、帆船、游泳、登山等。整體來說，這邊

的生活機能相當的完善，不論是日常生活到休

閒娛樂都有相當方便且多樣化的選擇。

圖三：我在UCSF研究腦部灌流檢查對嚴重下蜘蛛網膜出血病患之預後評估。（A）嚴重下蜘蛛
網膜出血併發腦內出血之病患若是視丘與腦幹之血流足夠則預後可能不錯（B）嚴重下
蜘蛛網膜出血併發腦內出血之病患若是視丘與腦幹之血流不足或已梗塞，則往往於三至

五天死亡（C）嚴重下蜘蛛網膜出血併發腦內出血之病患若是視丘與腦幹之血流不足或
已梗塞，儘管腦部斷層掃描結果不差但預後仍是十分的差，這一群腦部全球性灌流不足

之病患可能已併發腦缺氧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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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的人也特別親切，特別是對外地

人。我利用週末的時間曾與當地住院醫師到納

帕谷（Napa valley）、凱邁爾（Carmel）（圖

四）等地點參加馬拉松與單車比賽，殊為美好

之回憶。除此之外，我亦利用假日參與當地區

域性神經外科學會，並至Stanford拜訪外科賴

逸儒老師之實驗室，並主動學習下蜘蛛網膜出

血之動物實驗之操作。

心得建議

我認為此次出國進修受益良多，建議住院

醫師時期（特別是以後有意往學術研究發展之

住院醫師）應安排類似短期出國進修計畫。

（一）住院醫師因材施教制（Tailored resident 

training）

UCSF的住院醫師訓練與台灣的不同，有

以下幾點：1.神經外科訓練為六年（本院為四

年）。2.研究訓練（research year）。3.住院醫

師因材施教制。4.早期接觸臨床研究、參與研

究設計與撰寫研究計畫（study design and grant 

writing）。UCSF的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 

與本院最大的差別在於研究訓練（research 

year）與因材施教制，有興趣往基礎或臨床研

究發展的住院醫師可與residency director討論是

否可在不影響其他次專訓練的狀況下增加此方

面的訓練時間。

這樣的制度我想是有道理的；U C S F  

Neurosurgery的staff共有五十位，其中有一半

只從事基礎或臨床研究，而真正能臨床研究

與教學方面兼顧的醫師只有約十位。在這樣的

背景與高度次專科化的條件下，住院醫師因材

施教制是必要的。台灣的住院醫師訓練或許也

可考慮有類似的機制，畢竟有的住院醫師訓練

結束後是希望往學術發展，而有的是希望去開

業或去中小型醫院服務，而住院醫師訓練的制

度是否也應有所不同呢？因此我建議台灣住院

醫師訓練可考慮類似的因材施教模式，往後有

意往學術研究發展之住院醫師可考慮增加一年

research year。

（二）增加住院醫師的論文發表量：早期接觸

臨床研究、參與研究設計與撰寫研究計

畫（Study design and grant writing）

在去U C S F之前我上了他們的網頁參

觀，他們的住院醫師資料與CV皆列在網頁

上（http://neurosurgery.medschool.ucsf.edu/

faculty_staff/residents.html），最令我嘆為觀止

的是resident之publication。以外科住院醫師的

程度可寫到NEJM，Science，與Nature的論文

真的是十分難以想像。當然他們的住院醫師有

圖四：我利用假日至Carmel海邊參觀，實在是
令人心曠神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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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具有博士學位或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

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早期接觸臨床研究、

參與研究設計與撰寫研究計畫，而這也是我們

可以努力的地方，畢竟我們多數都沒有博士學

位或研究背景。

UCSF之住院醫師在NS-3 year時多數就會

了解自己的興趣與研究方向，並找到指導老師

開始進行研究經費申請（grant writing）。這

筆經費就會是他們NS-4研究時使用的經費。住

院醫師在research year完全沒有臨床職務與責

任，全心致力於研究。這一年的研究結果也往

往會發表於傑出的期刊與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

年會。本院主治醫師身負研究教學與服務之重

責，若是能指導住院醫師早期接觸臨床研究、

參與研究設計與撰寫研究計畫，想必能提升論

文發表量並同時達到研究教學與服務之目的。

對將來有意往學術發展之住院醫師而言，這莫

非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三）開刀房術前確認手續（Time out）

這次短期出國進修花最多時間的地方為

開刀房。開刀房常有國際學者慕名前往，常常

同時有五人以上在手術房參觀，手術之精密、

先端，令人目瞪口呆。除此之外，他們對病

人的安全與開刀房的細節皆是十分用心的，我

認為他們的開刀房術前確認手續（Time out）

為最值得學習的部份。這是他們去年剛訂立

的規則，不論手術大小，主治醫師在手術前必

須親自與所有參與人員確定以下事項（Apple 

Pie）（圖五）：Antibiotics、Patient’s name、

Procedure、Laterality、Equipment、Position、

Implants、Everybody participates。宣佈的同時

所有人員將暫停手邊工作並確定以上事項，故

稱暫停時間“time out”。這樣的方式可降低

開錯邊或開錯病人的事件，我認為這是一個十

分良好而值得學習的傳統。

（四）住院醫師出國進修之優點

今年乃住院醫師短期出國進修計畫實施之

第一年，我有幸參與並受益良多。我相信這次

進修是我最寶貴的經驗，如果未來會有任何的

成就與研究發現，相信都是和此次短期進修相

關。希望住院醫師出國進修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能夠持續下去，讓國外頂尖的技術與制度能夠

引進台灣，以提升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力與

創造力。與主治醫師出國進修相較我想有幾個

優點：1）國外主治醫師認為他們仍有對進修

圖五：每間開刀房均有張貼的開刀房術前確

認手續（Time out）：Antibiotics、
P a t i e n t ’s  n a m e、P r o c e d u r e、  
Laterality、Equipment、Position、 
Implants、Everybody particip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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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之教導義務； 2）完全融入並體驗住

院醫師生活； 3）論文撰寫與發表； 4）建立

良好關係並開闢未來深造之管道，如fellowship 

program與經費申請。

我在UCSF亦遇到許多來自亞洲一流大學

進修中的神經外科年輕主治醫師，但他們的

進修多侷限於某位主治醫師的手術觀察。某

位首爾大學的主治醫師曾跟我表示過，這裡大

家都太忙了，他自己覺得像個外來物（foreign 

body），怕給大家惹麻煩。相對來講，他們對

我這住院醫師就來短期訓練的人員倒是蠻友善

的，他們給予我足夠的資源與題材發揮，每星

期有固定時間和我做討論，在我眼裡他們是把

我當作住院醫師在訓練，讓我完全融入並體驗

住院醫師的生活。

在這次短期訓練的末期，UCSF神經外科

主任Dr. Berger已表示有意與本院神經外科合作

建立長期關係。Dr. Parsa與Lawton亦有意替我

申請美國神經外科的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若是順利通過可在美國神經外科醫學會贊助之

下完成一年的神經腫瘤研究計畫。在這三個月

期間，我亦有機會撰寫與發表論文，在訓練期

間完成一篇個案報告與三篇原始論著，目前已

有一篇被Journal of Neurotrauma（IF: 3.640）

接受與另一篇被Journal of Neuro-oncology（IF: 

1.856）接受，其餘兩篇仍在審核與修改階段。

我自認為在撰寫論文期間與教師們的討論獲益

良多，另外亦要感謝在台的教授們透過電子郵

件之指導。就像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

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提到的科技

把世界變平了，而我們若是不知道如何利用這

方面的工具與優勢，可能不久就會被淘汰了。

由於神經科學的範疇甚廣，許多傑

出的研究成果係透過跨領域的合作來完成

（collaboration）。在國外，不論是基礎神經

科學抑或是臨床神經醫學，不同科部學門間的

合作關係早已行之多年成為常態。而在國內，

神經科學的整合已見起步，包括台灣大學等學

校已經成立整合性的神經科學中心；臨床神經

醫學科部間的合作也頗頻繁，不同科的醫師常

會以合作或轉診方式來治療病人。建議比照基

礎醫學模式，將臨床相關科部進一步整合，成

立類似神經醫學中心的機構，訂定一些研究主

題，應能進一步提升臨床服務與研究工作的品

質。

最後，感謝臺大醫院讓我有這個機會到美

國進修，不僅使我增長見聞，對於未來的臨床

與研究工作也更充滿期待理想與動力。希望住

院醫師出國進修這樣子的一個制度能夠持續下

去，讓國外頂尖的技術與制度能夠引進台灣，

以提升整個國家與社會的競爭力與創造力。

（作者係母校2003年畢業，現任職於母院外科

部神經外科）

10-12月 徵信錄
黃丙丁 $150,500.- 鄭鳳嬌 $1,000.- 楊思標 $500.-
朱宗信 $500.- 溫文昭 $500.- 廖日妹 $500.-
李枝盈 $500.- 陳寶玉 $500.-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6

日本癌研有明病院進修心得─

日本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現況
及一般外科癌症進階手術之學習

文／楊博仁

前言

隨著醫療環境的改變，舊有的住院醫師訓

練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大眾對於醫師的期待

與要求，如何培養一個具有專精醫療知識、同

時擁有全人照護素養的醫師，一直是近年來醫

界所努力的目標。

台大醫院為了進一步瞭解其他國家的住院

醫師訓練制度，同時也為了讓年輕的醫師有多

一點的機會可以出國進修，從民國96年開始補

助住院醫師短期出國進修計畫，讓年輕的住院

醫師可以有機會到國外學習，瞭解不同的訓練

文化，希望藉由住院醫師的角度，讓台大醫院

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更加完善。

筆者非常榮幸在台大醫院外科部李伯皇主

任及一般外科林明燦主任的支持下，獲得台大

醫院第一屆住院醫師短期出國進修補助，前往

日本癌研有明病院學習三個月。

日本癌研有明病院

日本財團法人癌研究會創立於1908年，是

日本第一個針對癌症治療而成立的相關機構，

完成了許多『日本第一例』及『日本最多例』

的癌症手術，近年更從事癌症的生化分子相

關研究，被美國權威雜誌“The Science”譽為

“Science in Japan”。癌研究會於1934年成立

了專屬的癌研病院，之後於2005年遷移到現在

的有明現址，是一個700床的癌症專門醫院，

每年有全日本最多的胃癌腹腔鏡手術及乳癌手

術，其他癌症的手術及治療成果在日本也名列

前茅，是日本享譽盛名的醫院。

日本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制度現況

日本的醫學生在畢業之後，會參加一次

國家舉行的醫師執照考試，通過後即取得醫

師資格，日本並沒有國家認可的各科專科醫

師執照，也沒有所謂的住院醫師訓練年限，因

此每一家醫院對於住院醫師的訓練要求及過程

不一。理論上，只要通過畢業後的醫師執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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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有醫院願意聘用或自己開業，就可以成為

主治醫師。

不過從2004年後，日本政府採行類似PGY

的訓練制度，慢慢改進延長訓練年限，現行制

度為將畢業後的第一、第二年訂為所謂的不分

科『研修醫』，可視為台灣實習醫師及畢業後

一般醫學訓練住院醫師的總和，在這兩年之中

包括了：六個月內科、三個月外科、三個月急

診、一個月小兒科、一個月婦產科、一個月精

神科、一個月基層院所及八個月的自選科，在

這兩年的訓練過程結束之後，再去申請想去的

專科。

日本雖然沒有國家認可的專科醫師執照，

但是充滿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專科、次專

科甚至是次次專科學會，如外科醫學會、消

化外科醫學會、胃癌醫學會、腹腔鏡醫學會…

等等，這些醫學會大都有自己訂定認可的會員

考試及招收標準，同時日本的醫療資訊十分發

達，在各種媒體、網路、書報等都可以找到這

些資訊，民眾在就醫的選擇上也往往會根據這

些資料，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對於各家醫院訓

練出來的醫師評價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也就

自然而然形成非官方的專科住院醫師體制，而

各家醫院也可以訓練出屬於自己醫院特色的醫

師。

以癌研有明病院為例，其消化外科及乳

房外科的住院醫師，除了三個月的一般醫學研

修醫師之外，都是已經在其他醫院接受完五年

以上的住院醫師訓練，然後再到癌研病院擔任

住院醫師，學習進階的癌症治療技術；招收的

住院醫師訓練期間一般是兩年，不過也有很多

日本其他醫院派來學習的短、中、長期住院醫

師，訓練期間從一、二、三、六個月到一年不

等，此外，也經常有從其他國家來的住院醫師

或主治醫師申請參觀學習。

因此癌研有明病院的住院醫師類似國內

的fellow制度，以消化外科的兩年住院醫師為

例，在第一年裡會到包括食道、胃、肝膽胰、

大腸直腸等各次專科輪訓，每次輪訓時間為三

個月，等到第二年時再固定於一個次專科。在

胃及大腸直腸部門的住院醫師，大多是慕名從

日本各地前來學習腹腔鏡手術的醫師，因為他

們之前已經在其他醫院接受完五年以上的住院

醫師訓練，因此都已經具有一定的外科基礎，

在手術學習上也可以很快的上手。

消化外科的住院醫師平常除了病房、晨

會及與其他如消化內科、病理科、化療科的

討論會外，主要的學習場所是在開刀房。每個

次專科開刀時間為星期一到六，除了星期六一

台外，其他每天平均有二到三台的癌症手術，

因此每個住院醫師多是每天只上一台刀，因為

沒有時間的壓力，所以開刀的主治醫師可以很

詳細地在手術過程中教學，解釋需要注意的地

方，而對於第二年的住院醫師，也經常放刀，

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地指導。

日本外科住院醫師訓練過程中很重要的

一點是病理科的訓練，在每一台手術結束之

後，跟刀的住院醫師都會花大約一個小時，很

詳細地檢視記錄手術檢體，包括記錄腫瘤形狀

大小、肉眼侵犯深度、與各邊緣的距離，還會

很仔細地一顆一顆地分出淋巴結，根據經驗評

估每一顆淋巴結有無轉移，詳細記錄，最後固

定檢體交給病理科醫師，之後再根據病理科的

最後報告來修正之前根據肉眼及經驗評估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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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度。而跟刀的資深住院醫師也會利用這段時

間，跟資淺住院醫師指導手術記錄，解說手術

中應注意及學習的地方，教學相長，彼此切磋

學習。

而乳腺科的住院醫師訓練除了開刀、病

房、各項檢查、影像判讀、化學治療會議等等

外，還會到病理科訓練一到三個月不等，如果

有興趣的，甚至會申請到病理科一年，以加強

外科腫瘤病理方面的知識與技能，才能在診斷

及開刀當時增加肉眼診斷的準確性，以改善病

人預後及減少再一次開刀的機率。

一般外科癌症進階手術之學習

癌研有明病院在癌症手術上面很重要的一

點是術中冷凍病理快速切片及細胞學的檢查，

每一間開刀房都有專屬的對講機直通細胞檢查

室及病理檢查室。在嚴重胃癌及大腸直腸癌的

病人，懷疑有腹部擴散的可能時，一定會送腹

部抽洗的細胞學檢查，而不管是胃癌、大腸直

腸癌及乳癌的病人，術中也一定會送較大的淋

巴結的冷凍病理切片，而當切面有腫瘤殘存懷

疑時，也會送冷凍切片檢查，藉以做出對病人

預後最有幫助的手術。

1. 胃癌手術：

癌研有明病院的胃癌手術主要可以分為兩

種：

針對早期胃癌的部分，一律採用腹腔鏡

切除，在腫瘤完全根治性切除的前提下，將

胃的功能及體積做最大限度的保留，所以術式

可以分為LADG（腹腔鏡輔助遠端胃次全切除

術）、LAPPG（腹腔鏡輔助幽門保留胃次全切

除術）、LAPG（腹腔鏡輔助賁門側胃次全切

▲筆者（左一）在日本進修期間與癌研有明病院醫師一同到橫

濱參加日本胃癌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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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術）、LATG（腹腔鏡輔助胃全切除術）。

而針對非早期胃癌的部分，一律採用開

腹手術，以達到全面徹底的淋巴廓清及癌症根

治。

2. 大腸直腸癌手術：

因為現在腹腔鏡手術對於嚴重大腸直腸癌

的治療效果已經確定，因此除非是非常嚴重的

病人採用開腹手術外，其他的病人一律採用腹

腔鏡手術，如腹腔鏡輔助右側大腸切除、腹腔

鏡輔助左側大腸切除、腹腔鏡輔助乙狀結腸切

除、腹腔鏡輔助低前位切除、腹腔鏡輔助超低

前位切除、腹腔鏡輔助腹部肛門切除等等，以

達到傷口小、恢復快、功能保留（自律神經保

留及肛門保留）及增進生活品質的目的。

3. 乳癌手術：

癌研有明病院的乳癌病人有約七成是接

受乳房保留手術，病人在手術前除了基本的乳

房攝影及超音波檢查之外，也都會做電腦斷層

及核磁共振，術前的腫瘤分期評估非常清楚，

因此即使是非常接近乳暈部位的腫瘤，只要邊

緣確定沒有腫瘤侵犯，一樣是進行乳房保留手

術。而針對有懷疑的乳房顯微鈣化，一律採用

乳房攝影導引粗針切片（mammotome），以

減少手術可能的風險。

心得

為了具有培養全人照護觀念的醫師，改

善之前過度專科化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國

內近幾年來積極發展PGY的一般住院醫師訓

練課程，從一開始的三個月慢慢進展到現在的

半年，將來更計畫更進一步將訓練時間延長到

一年甚至兩年。日本與台灣國情相近，其一般

科研修醫訓練制度行之有年，在制度的規劃、

建立及施行的成效上值得我們借鏡。雖然日本

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但是

藉由各醫院不同的訓練規劃、高度資訊化的社

會環境及市場機制，反而可以培養出具有不同

特色的醫師，與國內現行的制度相較，各有利

弊，但我們若可截長補短，相信可以更加改善

台灣的住院醫師訓練環境，培養出更多病患希

望的良醫。

癌研有明病院不管是胃癌、大腸直腸癌及

乳癌的手術，在腫瘤根治的前提下，都是希望

盡量將手術對病人的影響減少到最小，加速術

後的復原，包括早期胃癌及大腸直腸癌的腹腔

鏡切除和功能保留手術、以及乳癌病人的乳房

保留手術和乳房攝影導引切片等，都是盡量朝

向微創的目標前進，這也是台大醫院一般外科

最近幾年一直致力發展的項目。

這次非常感謝台大醫院院方、教學部、

外科部及一般外科提供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讓我可以在住院醫師階段就可以出國去參觀不

同的訓練文化及學習一般外科癌症進階手術技

術，希望這個制度可以一直延續下去，讓更多

的學弟妹們可以體驗不同的訓練環境、學習更

多的新知，拓展視野。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3年畢業，現任母院一

般外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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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人的故事

文／韓良誠

這
次台灣漁船在釣魚台海域被撞船所引發

的台日糾紛是是非非，並不是本文要述

及的，而我本人也絕非「哈日族」，但因這次

的事件，反而引起了我回憶起過去幾年，在日

人身上看到，也體驗到，並且印象特別深刻，

又值得我們深思的五則小故事。新約聖經以

弗所書第四章29節說：「污穢的言語，一句不

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

人得益處」。我就借「景福醫訊」一角，講講

「會造就人」的親身經歷小故事，請校友們參

考、深思。

故事一

有一次，我為了迎接長居日本的三舅父返

台，前往高雄小港機場，也順便帶他前往聞名

遐邇的「蟳之屋」用餐。當晚我剛踏入該餐廳

的洗手間時，恰好有兩個小孩子兄弟（因為穿

類似的便服），大約五、六歲左右，早我一步

進入。說時遲那時快，兩個兄弟像是「搶」東

西一般，分別飛奔的去撿起大人丟在地上的衛

生紙，然後放入垃圾桶。這還不算，他們一齊

上到洗手臺，好好洗完手，然後才去解小便。

（註一）

看到這一幕，我既驚奇，又是非常意外

的高興，心想，畢竟我們台灣人父母的家教，

已經進步到這般地步，不但教養出會自動撿地

上垃圾的小孩，小小年紀還會自動先洗完手，

然後解小便！看起來他們似乎是尚未進小學的

「小」小孩！我高興、佩服，並欣賞台灣人兄

弟倆的好家教的時間，前後只有幾秒鐘就徹底

的破滅了！因為兄弟倆以流利的日文交談！顯

然，一聽便知道是日本人的下一代!!我們台灣

大人們的缺乏「公德心」亂丟衛生紙，不知會

在有好家教，並且守規矩的外國小孩心中留下

怎樣的印象？當晚我食不知味，不但慚愧，也

大大的失望！這件事讓我久久無法釋懷。

故事二

那是1980年的事了，為了準備幾天後的

博士班德文考試，晚上大約十點鐘前後，我

離開千葉大學的圖書館，坐公車返回附近的

旅館。那是one man service的公車，從車子後

門上車，下車時付費，然後從前門下車。我上

車時，車上空空的，只有我一個人，我手上拿

著兩本書，靜靜的沒有開口說過話，下車時把

“錢”放入司機座位左後的「收銀箱」，正準

備下車時，出乎我預料的，司機竟然站起來，

恭恭敬敬的向我行45°彎腰的日本禮，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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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謝謝您坐我的車子」，然後又坐下，當

場，我只能向他說「時間已經晚了，返家休息

罷！」而下了車。心想，他的敬業、樂業，比

起「在老人還沒下完車，或上好車就把車子啟

動」的故鄉的司機，到底怎麼比呢？！是教育

出了問題；是民族性？是職前訓練的關係；是

對行動不便的老人欠缺同理心；……我只能以

「是特例罷！」，來安慰自己久久無法平靜的

心。

故事三

記得是我的孩子還很小的時候，我有一次

去日本，當年因為出國很不容易，因此回國前

很想買小孩的玩具回來，於是請久居日本的三

舅，帶我去大阪的玩具店街買玩具。在一家店

中的展示櫃裡，原封的玩具，三舅一包一包的

拿了下來，打開，看完了，不合意，放回，又

打開另一包。我看呆了，請三舅不要再這樣，

我說：「等下店員來了，那還得了」。三舅很

平靜的告訴我說：在日本這是可以的。不久一

位穿制服的女店員來了，她先行個禮，然後開

口說「對不起，一定是我們的店不對，沒有多

準備夠多貨色，害得您們無法找到您們想要的

東西，您能不能告訴我你們要什麼，也許我可

以幫你們的忙」，等我說明完我想買的東西之

後，她點點頭，自動帶路，領我們到附近另一

家玩具店，陪我們一起找，等我真的找到我想

要的玩具時，她拍手說：「真好！！（ヨカｯ

タ），你的小孩一定會很高興！」，我看著她

真情流露，似乎自己是當事者一般。我心想：

親身感受過這種讓客人窩心的服務，再來回想

過去我們國人曾經有人批評說日本人是「經濟

動物」，這也未免讓人覺得太沒有人情味罷！

並且也使我在心中為部份國人覺得很慚愧！

故事四

1986年我和內人一起去日本參加「台日人

畜共同寄生蟲研討會」。開完會，我們順便去

鹿兒島看看在鹿兒島大學婦產科工作的六弟。

我們坐計程車，邊閒談邊欣賞鹿兒島鄉下純

樸的農村風景，無意間，在人煙稀少的田間十

字路口，車子慢慢的停了下來。原來左邊的路

上，有個小學一年級左右的小孩，背著書包站

在那裡，司機於是做手勢，示意他先行通過，

小孩很高興的馬上起跑，到達十字路口的另一

端之後，「立刻轉身」，脫下帽子，向司機行

90度的感謝禮，然後，「慢慢轉身」，向回家

的路上走去。我坐在車上，看了這一幕，也看

著小小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田間的小路上，

當場，我的眼眶都濕了，心想：這不就是相互

尊重、知所感恩最動人的範例嗎？想到自己的

國土上，不但斑馬線沒有威信，不是在斑馬線

上，曾經有小孩硬是被輾死的例子！我無法再

想下去了……。

故事五

1980年我代表台南YMCA，前往東京參

加東京YMCA的百年慶典（1880-1980）。到

達東京的第一晚，也許是同時有很多國際友

人前往參加，我被分派、住宿在韓國人經營的

YMCA開會場所。在我事先收到印好的該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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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心的簡介單上面寫著：

YMCA, Asia Youth Center

〒101東京都千代田區猿樂町2-5-5

在羽田機場，我就把這張簡介單交給了計

程車司機，心想一定可以準時參加6：30PM

召開的，會前會的小組會議。想不到這位司機

在巷內進進出出的，找不到正確的住址，費了

不少功夫，也大約花了一個半鐘頭以上，最後

終於在約7PM找到了這個Asia Youth Center。

這是以開會為主，附帶可以住宿的小型（55個

住房）青少年中心，更何況這是韓國人辦的，

因此一般的日本人司機，可能不太熟悉。我

下了計程車，準備付費時，心想，車資一定會

很貴。想不到這位計程車司機，先我下了車，

站在車前，以雙手合十，恭恭敬敬的行個禮之

後，說：「我身為職業司機，你交給我正確的

住址，我無法讓你準時參加會議（註二），這

是我的不是，怎麼可以向你收費呢？！」轉頭

坐上司機座，揚長而去。我站在那並不醒目、

只有小小招牌的YMCA Youth Center前面（註

三），回想起，自己在國內，被計程車司機帶

著，繞了一大圈才到達隔街的目的地情景與此

相比，覺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是教育出了問

題？是民族性？我百思

不得其解。

註一： 多年以來我常

常把握機會給

「男性學生」

強調說：「先

洗好手，再解小

便」，「解完小

便再洗一次手」

這才是合乎衛生

的好方法。

註二：日本人的「守時」是舉世聞名的，甚至

有不少日本人認為「不守時」不但是

「沒有水準」，也是一種「罪惡」。

註三：寸土寸金的東京都，這個建築似乎有些

「寒酸」，怪不得連計程車司機也不好

找到。

July 7, 2008（七七事變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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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附圖

1. 賀！母院內科楊泮池教授當選2008年TWAS新任院士（「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

2. 賀！母院兒童醫療大樓於2008年12月27日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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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證與臨床決策

―胃癌面面觀
Economic evidences and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Gastric cancer overview

文／林明燦

胃
癌是一個全球性的疾病，台灣、中國、

俄國及南美洲是高危險區域，全球每一

年死亡人數達70萬人。近年來，胃癌在台灣死

亡人數有下降的趨勢。2006年台灣的胃癌新增

人數為 3,625人，死亡人數為2,398人，大約是

每十萬人新增15.6人、死亡10.5人。

近年來，外科在胃癌的治療上有許多

的進步，包括根治性淋巴廓清術（ rad ica l  

lymph node dissection）、內視鏡手術切除

（endoscopic resection）、局部切除（limited 

r e s e c t i o n）、功能保留手術（ f u n c t i o n a l  

preserving surgery）、微創手術（minimal 

i n v a s i v e  s u r g e r y,  M I S）、緩解性手術

（palliative surgery）、手術前後之營養照護

（perioperative nutritional support）及與腫瘤科

積極合作的化學療法。

在進行有效治療的決定時，會受到經濟評

估、預算、政治因素、倫理考量及臨床數據等

因素的影響。除此之外，胃癌手術效益要考量

長期存活率、手術前後之死亡率與致病率、術

後的復原等手術的效力，以及考量金錢支出及

工作生產力影響等成本的效力。

胃癌的化學療法與成本分析

針對胃癌，目前大部分在手術後的輔助化

學療法是無效的，但是若加強治療強度則可能

會有些許效果，如緩解性的化學療法可能可以

延長 6 個月左右的壽命。進行胃癌化學療法的

成本分析時，除了治療的反應外，要考慮其他

各種成本，包括化學療法藥物的成本、投藥的

成本、副作用的成本及非醫療的成本。

以台灣數個醫學中心所做的Capecitabine

（X e l o d a ®
）經濟學研究為例，分為使用

Cisplatin（Platinol®
）併用注射劑型5-FU的FP

組，及使用Cisplatin併用口服Capecitabine的 

XP組。研究結果顯示整體的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相當，但XP組略高一些，而在副作

用方面互有高低。投藥方式，XP組平均為5.22

個治療期，每一治療期要去醫院投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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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去醫院5.22次；但FP組平均為4.56個治

療期，每一治療期要去醫院投藥打針五次，所

以共去醫院 22.79次。計算治療成本時，將藥

品的成本與去醫院投藥的成本及副作用處理的

費用相加比較，雖然 Capecitabine的成本約6萬

元，比5-FU的成本約1萬元高，但XP組去醫院

投藥的次數（5.22次）遠低於FP組去醫院投藥

打針的次數（22.79），因此，FP組的總成本

約為XP組的總成本的二倍（圖一）。

胃癌的微創手術與免疫營養的成本分析

胃癌微創手術針對早期胃癌患者所使用的

非氣腹腹腔鏡手術（gasless laparoscopy）是一

個安全的手術，較少疼痛，有較好的傷口外觀

及較短的復原期，同時兼具傳統開腹手術與充

氣式腹腔鏡手術的優點，這是我們得到專利的

治療方式。與傳統的開腹手術比較，二者在可

切除的淋巴結數目、手術時間、可切除的腫瘤

大小等方面相當；但是非氣腹腹腔鏡手術可以

顯著改善第一次排氣的時間、可口服進食的時

間、可出院的時間、手術失血的量、及傷口的

長度等；同時，疼痛的程度也較低。

胃癌微創手術後給予glutamine，進行免疫

營養治療（Immunonutrition），能使患者免疫

的能力增加、副作用的發生較少、對一般胃癌

患者的併發症也較少、並且也能減少住院的天

數。

分析微創手術與傳統手術的成本，微創

手術約住院10天，或可少到5-7天，而傳統開

腹手術一般則需要住院13-15天。微創手術本

身的總成本雖比傳統手術的總成本為高，但

是由於住院的時間減少，健保幾付的部分反

而較少。雖然患者要自付包括免疫營養治療的

費用，約佔全部費用的40%，但因為住院天數

少、較不疼痛、恢復快，患者也樂於付費（圖

二）。

整體而言，微創手術可以節省住院費用

新台幣11,339元，而總成本則多花了新台幣

58,560元，但患者得到的是快速的恢復、能愉

快的走動、可提早進食並提早2-3天出院。若

是患者因此可以提早一、兩個月回到工作崗位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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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經濟上的效益是很高的。再從醫學核心價

值來看，患者可以提早回到正常的生活，正是

生命無價。

我們也給非氣腹腹腔鏡手術一個別名：綠

色環保腹腔鏡手術（green laparoscopy）。因

為綠色環保腹腔鏡手術不僅對患者有最少的侵

入性，同時對環境的侵入性也是最少的。每年

台大的醫療釋出約2噸的CO2，而全台灣約醫療

釋出1000噸的CO2，為了地球的生態，我們也

應該要提倡生態醫療。以非氣腹腹腔鏡手術為

例，初期使用時器械的成本高，當漸漸普及平

民化使用後，成本自然下降，而且因為這種生

態醫療的大量使用，自然生態也會得到益處。

結論（Conclusion）

從外科的角度來看，未來胃癌手術的趨勢

包括根治性淋巴廓清術、以非氣腹腹腔鏡手術

進行的微創手術、免疫營養的調控及補充、在

進行化學療法時要積極與腫瘤科合作、及提倡

綠色環保生態醫療。而當考慮胃癌手術的經濟

學時，先要注意患者長期存活率的效益，並能

減少死亡率及併發症，讓患者能快速恢復、改

善生活品質，最後還要考量手術本身及整體治

療的成本及效益，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

用。

Q & A section

Q1：對於本土研究尚未建立的胃癌或乳癌的

藥物，可以利用國外的研究數據來申請

嗎？

A1：根據藥物經濟學guideline，就模型化的方

法而言，是可以使用國外研究的結果數

據，但盡量將國內的成本放在模型中，

並進行敏感性分析以做適當的調整。

Q2：如果某個藥物同時完成第二線使用及第

三線使用的臨床研究，健保單位會如何

決定給付呢？

A2：一個藥物可以有三種階段，從建議階段、

決定階段及醫師實際處方階段。有時，

醫師實際處方階段不能獨立於前兩個階

段。一個藥物有可能在第一個階段是有

成本效益與安全性的，但在第二個階段

並非有成本效益，因此可能只會給付第

一個階段以節省成本。而在做決定時，

決策者也許會做出整合，而談判出最佳

的價格，使第一個階段及第二個階段都

可以得到給付。至於醫師，多半無法決

定要如何給付。

Q3： 不同國家如何決定“願意付多少成

本”？

A3：我個人認為有二種方法可以決定“願意付

多少成本”。一種是想像自己用信用卡

購物，另一種是想像自己用現金購物。

如果只用現金購物，當現金花完之後，

即使是一輛高級跑車只賣很便宜的二十

萬元，你仍然沒有能力購買。這是另一

個方式理解成本效益分析中的閾值。所

以，每年的預算會決定“願意付多少成

本”給一個產品。如果用信用卡購物，

你可能會買所有你認為值得的東西，而

不煩惱預算，因此預算可能會增加以滿

足需求。只是有些國家用現金，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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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用信用卡。

Q4：學名藥品如何影響價格？

A4：即使學名藥品的價格更低，且可以創造

出更好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 

ratio），但是政策上對於選擇品牌產品或

學名藥品的影響可能更大。

Q5：降價對成本效益分析的影響如何？ 

A5：價格、結果、轉移等因素都可能會影響

成本效益分析。如果價格是某個研究

影響成本效益分析的驅動因素（driving 

factor），自然會受到影響。

Q6： 部分負擔（Co-payment）是否有可行

性？

A6：以前的健保制度不允許部分負擔，但是未

來二代健保有可能施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7年畢業，現任母院一

般外科主任及醫療事務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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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腸病毒71型捲土重來

文／李秉穎

很少引起腸胃炎的腸病毒

腸病毒是一群病毒的總稱，其中包括23

種A型克沙奇病毒（coxsackievirus）、6種B

型克沙奇病毒、3種小兒麻痺病毒、30種伊科

（echo）病毒與最後發現的第68到71型腸病

毒，一共大約有六十七種腸病毒。很多人以為

腸病毒是一種引起腸胃炎的病毒，這是嚴重的

錯誤。腸病毒之所以被叫做腸病毒，並不是因

為它們會引起腹瀉等腸胃炎症狀，而是因為它

們特別容易感染腸胃細胞。但是腸病毒大多不

會影響消化吸收功能，所以不會有嚴重的腹瀉

症狀。

腸病毒引起的疾病

人們接觸到腸病毒以後，50-80%並沒有特

殊症狀，這就是所謂的不顯性感染。以前台灣

地區的調查發現很多足不出戶的小孩，會經由

沒有發病的成人得到感染，就是因為成人常常

沒有症狀但其身上卻帶有病毒。

有些腸病毒會引起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峽

炎，這是其他病毒或細菌不會出現的現象，所

以不必靠病毒培養，醫師光看病徵就可以做出

診斷。手足口病患者會在手、腳與臀部周圍出

現丘疹，疹子的頂端大多有小水泡，口腔也會

有潰瘍，口腔前面與後面都可能出現。這些疹

子大多不癢，不會留下明顯的疤痕。臀部周圍

的疹子常常可以提供醫師很好的診斷參考，因

為如果只在手腳出現少數疹子，有時不容易跟

蚊蟲叮咬區分，而臀部是不容易被蚊蟲叮到的

特殊部位。疱疹性咽峽炎會在口腔後部出現水

泡，然後很快地破掉變成潰瘍。嚴重的時候，

口腔前後都會有潰瘍現象。口腔出現潰瘍的

時候，必須注意一下牙齦是否有紅腫發炎的現

象，如果有的話，就是單純疱疹病毒引起的另

外一種疾病，稱為疱疹性齦口炎。

腸病毒71型為何老是騷擾台灣？

近年在台灣肆虐的腸病毒71型是六十七

種腸病毒當中相當特別的一種，這種病毒是在

1969至1973年美國加州的一次流行首先被分離

出來。後來在全世界的經驗之中，都發現腸病

毒71型比較容易出現神經系統的病變，而且在

保加利亞、匈牙利、馬來西亞等地都分別出現

過數十名死亡病例。依照文獻記載，台灣應該

算是世界上第四個出現腸病毒71型嚴重疫情的

地方。有許多人因而質疑台灣的公共衛生可能

還有尚待加強之處，否則為何其他鄰近國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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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樣的類似疫情。

其實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腸病毒是

否肆虐跟公共衛生狀況並無直接關連，這主要

是因為腸病毒可以藉由空氣中的飛沫傳染，而

飛沫傳染是無法靠衛生的改善而根絕的。就好

比說感冒也是飛沫傳染，我們無法靠衛生單位

的特殊作法來減少感冒的發生率，我們只能用

流感疫苗來預防流感，其他沒有疫苗的一百多

種感冒病毒，就只能靠人體本身的免疫系統去

克服了。

筆者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時候，曾經與

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地學者討論類似問題。

國外學者大多認為腸病毒71型的嚴重疫情可

能不只侷限於馬來西亞、台灣等少數地區，

但因為有些國家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傳染病，例

如瘧疾、登革熱等，使得當地的腸病毒疫情容

易被忽視或誤診，而且有些地區甚至沒有任何

病毒檢驗技術。從這方面來看，台灣算是對於

腸病毒71型疫情研究最透徹的專家。最近我們

跟越南醫院有合作關係，派去的醫師就看到一

些典型腸病毒71型致死病例，而大陸也在今年

（2008年）出現疫情，可見腸病毒71型並不是

台灣的專利。

腸病毒71型的嚴重併發症

國內對於腸病毒71型的致死病例統計發

現，發生嚴重併發症的病例有80%左右小於三

歲。死亡病例大多以猝死為表現，77%的死亡

病例都是在住院後二十四小時以內死亡，常

常使得醫師措手不及。國內的臨床病例分析

顯示，致死的主因是病毒侵犯腦幹引起腦炎。

腦幹部位有著掌管著我們呼吸、循環、自主

神經系統等重要生命現象的中樞，此處的變

化可以導致肺水腫、肺出血、心臟衰竭等嚴

重併發症，被稱為神經性肺水腫（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神經性肺水腫在急性期

會因為心臟衰竭與呼吸衰竭而發生生命危險，

即使渡過急性期，有部分存活者也會因為腦幹

的呼吸中樞受到破壞而需要仰賴呼吸器維持生

命。

腸病毒每十年一次大流行？

因為今年發生腸病毒71型流行，剛好跟

1998年距離十年，所以有人說腸病毒每十年會

來一次大流行，而今年剛好碰到了，這其實是

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除了1999年台灣太平無

事之外，1998年之後的各個年份，台灣每年都

有腸病毒重症與死亡病例。今年新聞媒體炒作

特別厲害，也加深了民眾的認知與些許恐慌。

如果腸病毒每十年大流行一次，那麼馬來西亞

於1997年大流行，他們為什麼沒有在2007年大

流行？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又為何不見了？

腸病毒病患必須隔離多久？

官方相關法規中，規定腸病毒重症疫情

發生時，病患隔離與必要時的停課措施必須執

行一至二週。這又是華人的「差不多」惡習，

導致執行單位不知道到底是要隔離七天還是十

四天？後來疾病管制局乾脆取中間值，規定隔

離十天，卻引來不少抱怨。主要是一般勞工因

事休假不能超過七天，所以導致孩子照顧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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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一般腸病毒在呼吸道可能存在一週左右，

在糞便中則可排泄長達一至二個月。但以腸

病毒71型而言，其傳染途徑當以來自呼吸道

的飛沫傳染為主，所以過去多年來衛生單位

將病患隔離或停課一週的規定，似乎均能有效

地阻止幼稚園或托兒所的流行，也間接證實長

達1-2個月糞口傳染的危險性極低且可以被忽

略。依據兒科經典教科書（第十八版Nelson’s 

Textbook of Pediatrics）所述，腸病毒感染的典

型潛伏期為3-6天。台灣兒科醫學會經過討論

後，認為病患隔離七天與必要時停課七天，應

為可接受的原則，而且建議各事業單位應配合

防疫政策，給病童照顧者相同日數的無條件放

假。

要不要研發疫苗？

光靠各種防疫手段，不可能讓腸病毒71

型的疫情在台灣消失。所以自1998年以後，

一直有研發疫苗之議。一開始許多人並不贊

同，但在2003年爆發SARS疫情之後，大家才

考慮到兒童們的處境，而比較積極地投入疫苗

的研發工作。台灣的問題是沒有自行研發疫苗

的經驗，而國外疫苗公司對於腸病毒71型並無

興趣，所以許多層面都需要自行摸索。多年

過去，台灣疫苗的研發仍停留在動物實驗的階

段。今年衛生署下定決心要積極發展疫苗，

但這面對了幾個問題。其一是從成本效益上來

看，如果疫苗的銷路不能擴大，鐵定是虧本生

意。其二是腸病毒71型會不會一直常駐台灣，

也是無法預測的問題。過去台灣曾經流行過的

腸病毒，大部分在幾年後就消失了。像以前曾

經大流行的腸病毒腦膜炎與流行性結膜炎，最

近都很少看到，後者則最近在東南亞有捲土重

來的跡象。此外，據聞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地

都已經投入疫苗研發工作。以中國大陸那種不

須要高標準品管的制度，他們可能會早一步研

發出疫苗。到時候，我們投入的龐大資本是否

划算，又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母院小

兒科副教授）

圖一：腸病毒71型感染併發重症時，胸部X光
會出現肺水腫／肺出血的變化。

圖二：腸病毒71型引起神經性肺水腫的原因，
是腦幹部位的發炎變化（如圖中箭頭所

示腦幹的高亮度區域）。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30

流感病毒的小變與大變

文／朱健次

看
完李秉穎醫師在景福醫訊（2008年6月）

之大作，對於流感大流行的探討，讓我

也想起許多未解之問題。

流感病毒最令人頭痛的小變（antigenic 

drift）與大變（antigenic shift）到底是怎麼一

回事？教科書上講得實際上很籠統。當然，大

體上流感病毒表面與體液性免疫相關抗原HA 

（hemagglutinin）與NA（neuraminidase）發

生小改變或全新置換是引起小流行或大流行的

主要原因。但是深入探討，這裏面實在大有學

問。

首先，就免疫學基本概念來講，所謂

抗原，本身就是一個很複雜的複合體。這複

合體是由多種上突（epitope）所組成。每一

上突，有對應特異之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B上突或對應之T細胞株（T cell 

c lone）─T上突。B上突可由8-9個氨基酸

（linear epitope）或多肽摺疊突起相當體積之

型上突（conformational epitope）。所以可以

想像，一個抗原上面會有多麼複雜之上突結

構。但由於其接觸B細胞受體之可及性，一個

抗原通常只會引起一種或少數幾種之單株抗體

（一個分子或一個顆粒只能引發一株或少數幾

株抗體─B上突之顯性─朱健次：當代醫學第

21卷第5期第356-358頁，1994年5月）。

流感病毒表面有n個HA及NA，每個HA及

NA上面又有n個B上突。感染過或打過疫苗時

身體對這麼多的上突會產生抗體。當抗體力價

夠高時，病毒在血液或體液中就會被其中的抗

體中和死掉了。當多數人都有免疫力時，這病

毒因走投無路就要滅絕了（例如天花）。但流

感病毒不像天花那麼好對付，它善於突變。

一般認知，這小變應該只是少數（一個或少數

幾個）氨基酸的改變。因此大部分的抗體還可

以對付它。但它到底是在那裏改變？因為B上

突上面一個氨基酸改變時，就會有另一個對應

之單株抗體，原來之抗體並不會跟它作用。所

以假如流感病毒之小變是它HA或NA之抗原性

有小改變，一定只是眾多B上突之一部分有改

變或是眾多病毒顆粒之少數發生改變（註）。

這些問題或可由單株抗體或株取（cloning）病

毒來釐清。至於大變，只知道是整個HA或NA

變成完全不一樣了。就是有全新的HA或NA出

現。至於它是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只有天曉

得。當然與禽流感病毒或其它動物流感病毒之

基因交換是大家所認為可能性之一。李醫師提

出的疑問─除基因交換外還要有突變也合理。

因為病毒通常都有宿主特異性─狂犬病毒、

ARBO病毒等除外。在跨越新宿主時是需要有

一段時間的適應期。這期間當然就是透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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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篩選、突變、篩選，等出現少數能完全適

應新宿主時，就成為新品種了。這不就是達爾

文的─物種原始嗎？

註：因為病毒的複製是先做好各式零件再組合

成的。RNA在複製時若發生突變，製出抗

原時也跟著突變。在組合時就有可能混雜

突變的上突。如病毒有少數發生突變，各

自感染不同細胞。這突變病毒感染細胞所

產生的後代則皆含突變之上突。

（作者係母校微生物研究所1970年畢業）

臺大㊩㈻院骨科誠徵專任教師貳㈴

依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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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具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執照資格
2.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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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相片）
2. 學經歷證件影本
3. 三年內代表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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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推薦函三封。
4. 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概要之相關資料（紙本及電子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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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聘日期 98年 8月 1日
截止報名 98年 2月 10日（下午 5時前須將申請資料寄達）
寄件地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七號『骨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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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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89年，美國的愛迪生發表使用35釐米

軟片的攝影機（kinetography）與透視

式的放映機（kinetoscope），引起世人的注

意。在1895年，法國的留米也爾兄弟（August 

Lumiere及Louis Lumiere）將上述之兩項愛

迪生的發明加以改進，設計了電影放映機

（cinematography），以每秒16畫面的速度攝

影在軟片上，同時以同速度放大再投射在銀幕

上，成為現在電影的開端。初期的電影都以拍

攝實況的短片為主。隨著鏡頭、取景及剪接技

術的進步，外景拍攝及佈景拍攝的電影陸續被

推出。文藝電影也誕生。電影於是成為一種視

覺的藝術。電影在1920年代末期進入有聲時代

及1930年代中期進入彩色時代後，開始更為普

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更可觀賞新綜合

體及新藝拉瑪體的大型電影，甚至立體電影，

而有身歷其境的感覺。電影已成為人們生活的

一部分，也是一種藝術文化。

我的父母親喜歡看電影，因此我很小就

開始接觸電影。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就經常

跟隨父母親去看電影。那時台南市的三家電

影院─宮口座、世界座及赤崁座，是市民的娛

樂場所，經常客滿。當時的每檔影片常可競標

包場，由標金最高者獲得該場或該檔期的經營

權，自負盈虧。由家母聽來，身為牙醫的家父

經常為了自己喜歡的影片，就與朋友同好合

夥去競標。最長的檔期高達2星期，最短的只

有3天即下片。雖然，包場有賺有賠，但是可

讓親朋好友隨意滿足地觀賞該檔的影片。包檔

的運氣與影片的內容有關，而與女主角的關係

更大。胡蝶、阮玲玉、李香蘭領銜的片子一定

賺錢。影片“人道”及那一類描述怨婦的影片

更是人氣旺盛，穩賺不賠。“人道”的主題曲

「一顆紅蛋」是當時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目

前也是卡拉OK伴唱帶中經常被點選的歌曲。

那些影片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模糊的記憶。

孩童時代，正是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不

久，我們所能看到的影片都是日本攝製的，

包括東映、日活、東宝、松竹、富士…等影片

公司的作品。然而，我無法看到兒童的影片，

如卡通之類。我所能看到卻是一些愛情的文

藝片，如金色夜叉、愛染桂、君の名は、新妻

鏡、湯島の白梅、上海帰リのリル、誰よりも

君を愛す…等；帶給無窮希望之青春活潑的影

片，如青色山脈、真白き富士の嶺、有樂町で

あいましょう、東京假期、憧れのハワイ航路

…等；人生奮鬥的影片，如悲しき口笛、夫婦

春秋、銀座のカンカン娘…等；伸張正義的影

我為海角七號破戒

文／曾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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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如柔道一代、柔、君こそおが命、南海

遊俠、夜霧の第二國道…等；美空雲雀主演的

系列影片、及武俠片的宮本武藏、水戶黃門…

等，更是我百看不厭的影片。影片“愛染桂”

描述一位美如天仙的護士與醫生的感人愛情

故事，令人嚮往羨慕。其主題曲“旅の夜風”

更是風行一時。這些影片中的主題曲大多旋

律優美且歌詞簡明易唸、詞句文雅，使人百聽

不厭而琅琅上口，也讓從未受過正統日本教育

的我，努力去了解歌詞的意義及讀法，成為日

後我自修日語的方法之一。這些影片之男主角

們─三船敏郎、石原裕次郎、小林旭、池部良

…等的男子漢粗獷氣慨，及女主角們─若尾文

子、岩下志麻、淺丘琉璃子、岡田茉莉子、山

本富士子、岸惠子、美空雲雀等沒有整容的天

生麗質及高貴優雅的舉止，還有他們純熟逼真

的演技，在我幼小的記憶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中時代，國內中影製片廠、台灣製片

廠、香港的邵氏公司、電影懋業公司、國泰

製片公司等拍攝的作品逐漸取代日本影片。那

時正是國共交戰之反共抗俄大時代，大多數台

灣拍製的影片都是為宣傳洗腦用的。其中有一

部是全校學生被帶去電影院觀看名為“惡夢初

醒＂的片子，令我記憶猶新。它描述一位純樸

愛國，很有抱負的女學生受到共產黨的蠱惑，

投入共產黨的宣傳工作，成為優秀的女匪幹。

後來她被共產黨的高幹玷污而覺醒，但已後

悔莫及。此外還有許多描述中共高幹之“一杯

水＂主義及俄共大鼻子姦淫擄掠的影片，讓觀

眾義憤填膺，深惡痛絕。更有一些歌功頌德的

影片。隨著年齡的成熟，觀眾一定發現自己有

些被騙。台灣及中國之滿口仁義道德的最高領

袖，卻是私德敗壞，不以自己的風流韻事為

恥，作盡傷天害理的惡行，真是最無恥及沒

有人格的人間敗類。不過，香港拍製的影片，

如貂嬋、月兒彎彎照九洲、不了情、梁山伯與

祝英台、唐伯虎、江山美人…等，也留給我一

些的回憶。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男主角，如

陳厚、嚴俊、魏平澳、喬宏、張揚、關山…等

是屬於演技派而非英俊瀟灑的男星。而樂蒂、

林翠、林黛、鍾情、尤敏、葛蘭…等則是學生

及阿兵哥的夢中情人。李麗華的駐顏有術，也

讓我有深刻的印象。由於國片的水準不高，此

後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再也沒有接觸華語影

片。

高中時代為進入大學之競爭的準備，未澆

息我愛看電影的嗜好與熱忱。縱使有考試，若

有好片，我依然照看不誤。那時，西方的影片

剛進入台灣，台灣的電影市場開始蓬勃發展，

由八大電影公司經營。當然我更不會錯過西

方的經典影片，特別是獲過奧斯卡金像獎者。

魂斷藍橋、戰地鐘聲、亂世佳人、羅馬假期、

羅馬之春、後窗、聖戰鐘聲、日正當中、大江

東去、西線無戰事、北非諜影、風流寡婦、愛

瑪姑娘、教父、亂世忠魂、學生王子…等影片

中的情景，不時地浮現於我的腦海。影片中男

主角的賈利古柏、約翰韋恩、洛克哈遜、克拉

克蓋博、路易斯沃海姆、詹姆斯狄恩…等之俠

義懍然、風度翩翩的儀態；女主角費雯麗、英

格麗褒曼、葛莉絲凱莉、伊莉莎白泰勒、瑪麗

蓮夢露、奧黛莉赫本、碧姬芭杜、珍妮特麥康

納、瓊克勞馥…等之風姿綽約、雍容華貴的氣

質，均留給我深刻的印象。他們爐火純青、自

然流露的演技更令人讚嘆不已。唱演俱佳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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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影星法蘭克辛納屈（外號瘦皮猴）及艾維斯

艾倫普里斯萊（外號貓王）的影片，提供我聽

覺及視覺的享受，讓我感到回味無窮。前者主

演的錦城春色及後者主演的軍中春宵，充滿歡

樂的氣氛。片中的歌曲及主角的優美歌聲，真

令人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大學時代之醫學院醫科的繁重課業，讓

我無法盡情地去電影院欣賞電影。然而，上

電影院看電影仍是我最喜歡的靜態娛樂。南陽

街上的南陽戲院離台大醫學院最近，而且票價

最便宜，成為週末假日最多學生光顧的地方。

那時，我都欣賞一些減輕壓力及紓解身心，而

不需費腦力的影片。龐德型007的系列影片及

音樂影片是我的首選。史恩康納來主演的第7

號情報員、第7號情報員續集、金手指、及霹

靂彈…等影片之主角的敏捷身手及推陳出新的

新穎科技，以及男女主角的香豔調情鏡頭，讓

觀眾的頭腦有暫時的休息，而在涼爽的戲院中

呼呼大睡。有一部名為金石盟（king’s row）

的影片卻讓我難以忘記。內容描述一位精神科

教授的學生愛上教授之美麗的女兒。教授的太

太有精神病。老師深怕自己女兒得到她母親的

遺傳，影響學生的前途，而設法拆散兩人的結

合。劇情生動，令人哀戚。片中的配樂是舒曼

所作的“夢幻曲”，成為我熟悉的音樂，也成

為我的催眠曲。

台大醫學院畢業後，我服役的地點是在半

前線的澎湖本島。那時在外島服役的預官不能

回台灣本島度假。澎湖的交通又不方便，我無

法在澎湖群島各處旅遊。在每次的例假日，我

除了偶而去拜訪親友外，只好將時間消磨在電

影院去觀賞公家安排的影片。當時放映的影片

都是國產品或華語片，教條宣傳的影片減少而

文藝小說改編的影片增多。一部名為“星星、

月亮、太陽”的國片，片中描述男主角與三位

女孩子糾葛的愛情故事。劇中三位女主角各盡

本分，將自己的性格扮演得淋漓盡致，令我印

象深刻。另一片名為“藍與黑”的影片，描述

中日戰爭至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間，兩男一女

的烽火戀。劇中由林黛主演的孤女唐琪讓我難

忘。這部電影誘導我讀完原著─王藍的“藍與

黑”。這是一本全球矚目的暢銷小說，一再被

搬上舞台銀幕，並有各國的譯本，值得一讀。

其電影之主題曲“藍與黑”曾為禁歌，非常悅

耳動聽，也是許多歌星首選的歌曲。

退役後，我回到母校的附設醫院服務。

住院醫師與總住院醫師的受訓生涯，以及主治

醫師兼任教職的醫療服務、行政服務、社團服

務、教學及研究的繁重工作，使我放棄許多藝

文娛樂，包括要花3~4小時去電影院看電影。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已經有42年，我沒有上

電影院看電影。

兩星期前，吳董事長要送來天母美麗華戲

院之“海角七號”影片的戲票時，我還在猶豫

是否要去看。我自忖國內無法拍製出值得觀看

的影片，而且會打破我四十多年來不去電影院

看電影的戒律與堅持。隨著媒體報導該片打破

歷年國片的票房紀錄，已有超過台幣四億的收

入，而且奪得台北電影節首獎最佳影片、日本

亞洲海洋影展首獎以及2008年第28屆夏威夷

最佳影片獎，讓我的堅持開始動搖。我終於陪

著我的內人再次地去電影院。這也是我們夫婦

倆結婚後第一次到電影院看電影，誠如日本人

的口頭禪“幸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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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七號”影片的重點在描述日本戰

敗後被遣送回國的一位日本青年，在遣送船

上寫信給台灣女友。海角七號是當時收信人的

住址。由於戰後之台日交通不便，這些信件無

法寄出。直到60年後，這位日本人的女兒發

現這七封信，而依據信封上的地址寄到台灣。

然而，事過境遷，人事已非，這些信件始終無

法被送達受信人的手中。由於劇中之代理郵差

的男主角，及負責傳播安排工作的女主角的好

奇，無意地偷看這些信，才揭開這個感人的男

女戀情。信中道盡日本青年對女友的思慕愛戀

之情，也充滿他對台灣少女的真情流露。台灣

少女在碼頭惆悵無奈地目送載著日本愛人的遣

送船在淒涼的汽笛聲中離開，60年後少女成為

老太婆在後庭撿東西的孤獨情景，以及有情人

無法成為眷屬的遺憾，真是令人同情，不勝唏

噓。世人應該牢記無地域國界的愛情須靠和平

的保障，共同來譴責侵略他國，製造戰爭的劊

子手。

影片的劇情從郵差茂伯因車禍休息，由

男主角阿嘉代替送信而展開。緊接著代表會

主席為地方福祉的奔走，爭取在地樂團的參

與音樂會，乃至當地樂團的組成及練習的情

節，都顯現地方的人情味及人們對鄉土的熱

愛。劇中的每位演員，包括樂隊主唱及作曲

的阿嘉、癡情警察的勞馬、推銷小米酒的馬

拉桑、國寶的茂伯、摩托車修理工的水蛙、

代表會主席、大大、友子等及一些配角都有很

好的演技。劇中的經典對話更讓人可以回味幽

默的劇情，如代表會主席“我最大的興趣就是

吵架、打架”；茂伯“你們以為我的心是鐵打

的嘛，我國寶耶”，“國寶在家當神主牌”，

“這兩條都用不到，不能把他剪掉嗎？”；水

蛙“阿彌陀佛，我不是土虱，我是水蛙，我沒

錢”；馬拉桑“千年傳統，全新感受”等台語

對白，令人有親切感而感到莞爾。友子之“昆

蟲快現回原形”外國人腔調的華語，也令人感

到新鮮而有趣。據說這些對話已成為最夯的來

電答鈴，下載人數超過數萬人次。此外，男主

角演唱的“國境之南”、“無樂不作”；大大

演唱的“劈腿的人去死一死”；阿嘉與日本歌

手中孝介演唱的“野玫瑰”；配樂的“時代的

宿命”、“彩虹”等，曲曲動人悅耳，迴腸蕩

氣，可能都穩居排行榜音樂類的前十名內。尤

其“野玫瑰”的熟悉旋律，喚起觀眾的記憶，

造成全場的共鳴，哼唱聲音響徹劇場，成為看

戲的最高潮。

“海角七號”的影片有感人肺腑的劇情，

真材稱職的演員，揮灑自如的演技，賞心悅耳

的音樂，真是扣人心弦。怪不得它一再名利雙

收，也讓我這40多年沒有到電影院看電影的堅

持及貞節因而破戒。電影院的冷氣實在太冷，

而音響又是震耳欲聾，雖然讓我有些不習慣，

但動人心弦的劇情之展演使我看完全場。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如果大家想享受這部影片的

樂趣，欣賞台灣人的藝文才華，分享臺灣人的

名聲榮譽，愛護支持台灣，請大家趕快去電影

院觀賞這部有鄉土氣息的影片。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

名譽教授及景福醫訊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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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麗真

新
年到，穿新衣戴新帽！景福醫訊換

粧囉！

感謝社長、副執行長、總編等的積極

規劃這塊分享臺大醫學體系創新活力和追

求卓越理念的平台─景福醫訊，得以賞心

悅目、清雅彩粧的嶄新采風再出發囉！謝

謝苑儒用心協助與編輯群的睿智審稿，醫

訊才能精采露面。

本期有獲得美國國防部乳癌研究計畫

Idea Award的許麗卿副教授執筆「抗乳癌

基因的研究和臨床應用」，用BRCA1和

BRCA2 兩基因作為標的的藥品一旦開發成功，可能對乳癌、卵巢癌及其他癌症病人很有幫助。神

外蕭輔仁醫師介紹「立體定位放射手術與電腦刀」，神奇的伽瑪刀、電腦刀和螺旋刀不愧是仁者

劍。剛從UCSF學成內視鏡手術的神外黃博浩醫師介紹住院醫師「出國進修之過程與心得」。楊博

仁醫師的「日本癌研有明病院進修心得」報告日本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及一般外科癌症進階手術之學

習。一趟美日頂尖技術與制度的洗禮，期待以他山之石攻錯。韓良誠教授五則「造就人的故事」，

是教育出了問題？是民族性？發人深省？談「經濟實證與臨床決策─胃癌面面觀」的林明燦教授主

管醫事室專司健保支付議案，在精闢醫療上不兼顧成本分析也難！特別要重視病人長期存活率的效

益並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李秉穎副教授介紹「2008年腸病毒71型捲土重來」，剖析腸病

毒為何老是騷擾台灣及要不要研發疫苗等議題，見解獨到。朱健次博士從免疫學談「流感病毒的小

變與大變」，呼應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進化論。壓軸的曾淵如教授開講「我為海角七號破戒」，勾起

年少時迷電影之樂趣無限；片名、主角及劇情一truck，超強記性，嘆為觀止！

舊曆年到了，春神的腳步也近了，終年無休的醫院，門診也小歇個初一二，偷得浮生半日閒好

好踏青去！ 祝福您！ 新年圓滿心意、健康平安滿意、公私順心如意、教研服務得意！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69年畢業，現任母院藥劑部組長）

2008年11月15日校慶，景福景康校友回娘家，畢業四十
年的藥學系第十二屆，有十二位國內外校友上台感恩母

系培育，由朱茂男代表全班獻上荷花紀念金牌由系主任

兼所長李水盛教授代表接受，前排左五為作者。



景福㊩訊忘年餐會
時間：2009年1月6日

地點：上海鄉村餐廳（青年活動中心B2）

攝影：王亮月

▲景福醫訊團隊合唱留影▲蘇銘嘉老師與柯政郁醫師歡唱卡啦OK~

▲（左起）郭英雄醫師、余秀瑛老師、林明燦社長

▲董事長頒獎予楊思標顧問

▲董事長頒獎予林隆光總編

▲景福醫訊陳維昭董事長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