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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後病患看診流程再造▲全新門診

▲眼科施永豐醫師與黃雅娟護士 ▲眼科廖述朗醫師

▲眼科主任陳慕師教授▲眼科主任胡芳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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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布囉唆廣場

作　　者：吳孟芸

地　　點：兒童醫療大樓2F
創作說明：這是一排可愛精靈所居住的木屋，屋

內以精緻手繪插畫為背景，並有藝術家親自縫製

的布囉唆精靈布偶，及可愛的木製家具。孩童可

以靠近木屋一窺屋內景物，宛如欣賞一座座立體

的兒童繪本。其中一間木屋播放精靈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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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會二○○八年會簡報

文／莊武雄

兩
年前本人回臺參加醫學院全球校友大會

時，邱義男醫師提議二○○八年的北美

校友會到克里夫蘭舉辦。我們在北俄亥俄州

的校友，先從成立北俄亥俄州的校友分會，

再設立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兩年內開了無數

次的籌備會，第二十八屆的校友大會終於在

八月八月至八月十日在Renaissance Hotel圓滿

完成。

克里夫蘭市位於美國的中西部，五大湖

之一的伊利湖南邊。它是俄亥俄州最大的城

市，不過比起紐約、洛杉磯及舊金山，克里

夫蘭被認為是鳥不生蛋的地方。事實上它是

美國中西部文化，學術及科技的中心。更難

得的是我們能在這俄亥俄最古老、最高雅、

也最有歷史性的旅館舉辦這次盛會。

這次很高興有將近一百個來自各地的

校友前來參加。連家屬和來賓共有一百九十

位參與晚會聚餐。最年長的前輩是一九五三

年的蔡詩觀醫師，有幾位年輕的校友是一九

九○年以後才畢業的。還有遠從臺灣來的貴

賓，包括林明燦執行長、楊泮池院長、吳英

毅僑委會委員長及賴明昭和翁惠瑛醫師夫婦

等。另外也有藥學系和牙醫的校友。

八月八日先有高爾夫球比賽。當天晚上

有一百多位各班的校友及眷屬參加他們各班

的聚餐。餐後還有各班的聚談會，有的校友

談到早上一、二點鐘。

八月九日全天及十日上午是學術演講。

主題是有關“老年AGING”的臨床問題。

因為大部份的校友們已近六十歲左右，或更

年長，大家希望能知道和討論一些切身的問

題。另外也有非學術的演講。楊院長、林執

行長及吳委員長也給校友們重要的報告。楊

院長和林執行長又給他們的專題學術演講。

校友們對講題及內容都表興趣，也很滿意。

星期六晚上，在享受佳宴及美酒以後，

有非常精彩的晚會節目。晚會是由黃金穎小

姐（王海旭校友夫人）主持。先有高爾夫球

賽的頒獎，結果是人人有獎。然後有克里夫

蘭心聲合唱團的臺灣歌曲演唱，接著是古箏

演奏，肚皮熱舞，李樹德及林海裴校友夫婦

的交際舞表演。最後晚會在大家歡樂共舞後

圓滿結束。

八月十日星期日下午開始會後的活動。

大約五十多人參加下午市區遊覽。接著一組

校友傍晚到郊區去參加克里夫蘭交響樂團的

室外演奏會。另外一大遊覽車載著三十八位

校友在下午前往尼加拉大瀑布享受三天兩夜

難得也難忘的旅遊。

北俄亥俄州的校友們很感謝各地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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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專程來參加這第二十八屆北美校友會盛

會。籌備委員會委員深感榮幸能有此機會為

校友們服務。希望校友們都盡興而歸，而我

們也達到我們的宗旨。

在此要感謝景福會辦事人員的幫忙，尤

其是王亮月及黃秀麗小姐不厭其煩的提供資

料。也感謝顏裕庭前理事長，前大會會長張

和雄及沈仁達醫師，現任理事長韓明元醫師

的熱心指教。我衷心感謝籌備委員的不眠不

休的幫忙，更多謝我太太周滿滿醫師全力以

赴的苦工。

本人最感意外的，也最感動的是破記錄

的校友捐款贊助，尤其是孫善敬及周貞枝醫

師夫婦。本人代表大會及所有校友們多謝大

家的慷慨捐助。大會也很榮幸得到僑委會及

景福會的補助，在此多謝吳委員長及林執行

長的關心和愛護。

我由辦這次大會，及參加過去校友會的

經驗，感到醫科以外的科系來參加的校友並

不多。我個人認為北美校友會從來都是包括

醫學院所有的科系，希望將來的年會，所有

的校友都能更踴躍參加。

最後，希望大家明年的校友年會再見！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0年畢業，現任北美校

友會會長）

台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29週年年會

Dear Colleagues and Alumni,
Due to the circumstances beyond our control, the 29th annual scientific sessions and meeting have 
been changed from Vancouver, Canada to Flushing, New York City. The convention has been 
scheduled for August 14-16, 2009. Your conside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Min-Yen Han, M.D.
President, NTUMCAA-NA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NTUMCAA-NA）將於2009年8月14日至16日在美國紐約州紐
約市法拉盛（Flushing）舉行。還有安排會前及會後的活動，包括8月14日的高爾夫球、網
球賽及會後的旅遊。敬請海內、外校友踴躍參加！

詳情請向本會會長或校友會理事長聯絡
本  會  會  長 王　緒 516-319-9920 e-mail: wangshihmd@aol.com
本會理事長 韓明元 973-827-4787 e-mail: minyen@embarqmail.com

景福醫訊26卷第三期：

封底圖片左方第二張，文字說明：「徐書劍教授演講」更改為「許書劍教授

演講」

封底圖片右方第二張，文字說明：「醫學院楊泮池院長頒獎予徐書劍教授」

更改為「醫學院楊泮池院長頒獎予許書劍教授」

P.13之更正啟事，景福醫訊27卷第二期，更正為景福醫訊26卷第二期。

本刊錯誤，以此更正致歉！

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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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

校友大會暨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文／黃秀麗

國
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自2006年共同舉辦以來，今年已是第三

年，意義非凡，而『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亦是景福校友會每年與校友聯誼互動的盛會，

至今已有多年歷史。三年來大會主題呈現不同

的特色：

2006年的主題特色為：第一次結合『醫學

校區』所有學系共同舉辦之聯誼活動，廣邀全

球校友參與，在第一屆大會會長沈仁達醫師熱

心籌劃下，大會圓滿成功。

而2007年的主題特色，因適逢物治系40週

年慶，所以上午大會活動，以該學系活動為主

軸，其他學系則共同為其慶祝，在校友踴躍參

與下，熱鬧非凡。

今年基於台大醫學校區，近年來之成長與

茁壯，又逢台大80週年校慶、台大醫學院醫學

人文博物館之揭牌及兒童醫療大樓之啟用，在

這喜事連連的氛圍下，本會特規劃『台大醫學

校區之歷史與新生』活動，期使校友回味過去

珍貴回憶，並引領校友了解醫學校區之歷史與

新生，希望呈現給校友不一樣的視覺及文化洗

禮，此乃母院獻給校友最珍貴的禮物；兒童醫

療大樓的啟用，更為台大醫院平添一個閃亮的

據點。相信母院的進步，校友亦與有榮焉。

大會上午第一階段的巡禮行程為兒童醫

療大樓，在總會長陳維昭董事長及母院陳明豐

院長致詞後，即展開兒童醫療大樓精彩的介紹

及參觀。在小兒科呂立醫師生動、詼諧的介紹

下，校友了解了兒醫的概況。於參觀二樓兒童

藝術園地時，校友恍若置身時光隧道，重溫兒

時情景。兒醫的藝術空間，讓小朋友有玩樂及

想像空間，感受的氛圍是快樂的。小病人在此

接受醫療，猶如身處兒童樂園，相信小朋友看

病不會再畏懼了。

校友參觀了兒醫後，即前往醫學人文博物

▲2008年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校友

大會參觀臺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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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參加博物館揭牌儀式，會中台大醫學院楊

泮池院長、台大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並邀請

大會總會長陳維昭董事長及謝博生教授致詞，

並觀賞『楓城之美』影片，片中呈現了台大醫

學院的歷史與新生的軌跡，以及楓城四季之

美，楊泮池院長更貼心地將影片光碟贈送給與

會的每位校友；揭牌儀式則在兩位院長、大會

總會長、謝博生教授及校友的觀禮下完成，之

後引導校友參觀魏火曜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展，

見證了魏院長一生對醫學的貢獻。

下午各學系分別舉辦活動，本會的活動，

邀請台大醫學院楊泮池及台大醫院陳明豐兩位

院長蒞臨致詞，向校友報告母院現況與未來展

望；也邀請2008年北美大會會長莊武雄醫師報

告北美校友會現況；並邀請畢業60、50、40、

30、20週年校友代表致詞；本會執行長林明燦

醫師亦於會中報告景福會的近況及未來發展；

另外，在養生風氣盛行的時代，今年特邀請林

仁混院士，專題演講『茶的瘦身與防癌原理的

探討』，與校友分享，果不其然，校友對此議

題，充滿興趣，踴躍提問，互動熱烈。

晚會在大家的期待下，以優美的音樂拉開

序幕，大會總會長陳維昭董事長、兩院院長、

各學系會長、主任及貴賓一同切蛋糕，共同為

台大80週年、兒童醫療大樓啟用、醫學人文博

物館揭牌慶祝，隨即展開精彩的表演。

此次晚會各學系精心準備，別出心裁的

節目，舉凡魔術表演、音樂賞析（鋼琴，大、

中、小提琴）、養生舞蹈、歌唱、詼諧逗趣的

表演等，更讓校友沉浸其中，歡笑不斷，藥

學系第12屆系友致贈母系紀念品，場面溫馨感

人；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也粉墨登場參與魔

▲兒童醫療大樓兒童藝術園地。

▲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致詞。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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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演出，而畢業30週年的譚健民校友一時技

癢，在『輸人不輸陣』的情況下，上台表演薩

克斯風，由此可見校友個個臥虎藏龍，除專業

技能外，在才藝方面，更不遑多讓，精彩的節

目使校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後在大會總會長陳維昭董事長、兩院

院長及各學系會長等人，高歌一曲『愛拚才會

贏』的歌聲中，賓主盡歡，劃下年會完美的句

點。

（台大景福基金會祕書）

▲林仁混院士演講。
▲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參與魔術的演出。

▲大會總會長陳維昭董事長致詞。
▲畢業30週年的譚健民校友表演薩克斯風。

1. 賀！母校醫學院醫學系鄭安理教授（胃淋巴瘤之創新醫療研究）榮獲「行政院2008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2. 賀！母校母院小兒科呂鴻基教授及楊曜旭醫師榮獲台灣兒科醫學會與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合辦的「第三屆

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

3. 賀！母校物理治療學系林光華老師獲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聯會頒發最佳奉獻幹部。

4. 賀！母校醫學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黃鐙樂博士生榮獲「亞洲外科醫學會年輕學者研究獎」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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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有多久？

文／沈永訓

2008年11月12日醫師節，我收到資深醫師

獎狀及「濟世功深」的獎牌。站在台上，

才深感五十年是一場夢。今天（2008年11月16

日）景福校友會，代表1958畢業班談談50年來

的回憶，更覺時間之匆促。

1958畢業同學曾同窗七年，離開50年，但

處處留有溫馨的記憶

蘊藏著濃濃的親情

和我們昔日的歡樂

就我來說50年有多久？

50年我倆由青澀的情侶變為恩愛的老伴。

這其中生4個兒女，現有10個孫兒女。開業之

餘發表了10篇SCI論文，最有貢獻的是「青

蛙腿」。我讀過葉曙、林天佑、黃崑巖、吳

▲1954年4月2日羅東公園，青澀的情侶。 ▲2006年10月18日羅東公園，恩愛的夫妻。

▲1966年四個孩子。

▲1995年十個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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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朗等教授的回憶錄，他們都經過一段奮鬥

史，他們的生涯成就是100分，我50多年的

努力只能有70分吧，我年輕時被「Boys be 

ambitious」感動，因此幻想一大堆，青年時是

Don Quixote（唐吉訶德），現在則是阿Q，自

己安慰70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可以了。不

滿意的話會患憂鬱症，何必？！

回顧1951年，70個同學溜進台大的校內，

有人登上校門牌頂，似乎是站在巨人肩上要飛

翔，廣闊的校園可望七星山，美麗的環境培養

了我們遠大的夢想。

醫預科的課程不難，因此每人都有希望發

揮的空間，當時學過動植物學沒有什麼用處。

拉丁文、德文更無用，德文的周學譜教授是第

一把交椅，可惜我祇記得一句有用的德語Ich 

liebe dich（I love you）。後來在紐約大學醫院

一位醫師說「我們什麼外文都不學，有美語即

夠了」，我建議應加強「英文會話」，同時為

了跟上現代分子醫學，化學課程必需加強。

三年級搬到醫學院，解剖課給我們「將當

醫生」的興奮。我建議除了gross anatomy同時

應給CT、MRI等image anatomy，對將來臨床

大有幫助。1952 Watson & Crick剛發表double 

helix，開啟現代醫學的門扇。1953學「生化

學」並沒有深入DNA，因而至今我搞不清楚

genome, genetic engineering。已稱不上「現代

▲50年辛勞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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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寄生蟲學可能已廢除，細菌形態學用不著

學太多，免疫學卻必須加強。生理學最好講些

病態生理學，基礎病理學應加強student CPC的

訓練。生物統計學在將來寫論文很重要。

五、六年級的臨床課應讓學生有選科的

餘地，像我進醫學院就選定外科，因而對婦產

科、小兒科、ENT只打PASS，50年來我沒有

後悔。

Intern應加強獨立思考的能力

出國才知道實驗診斷的重要性，我

會「Diagnosis」但Impressi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則討論不出來，遠遜於來自中東的醫

師。

終於畢業了，我們沒有畢業典禮。當時

的風氣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

國。」於是乎半數以上的同學考取ECFMG就

出國了。

畢業時72人，其中12人為女生，但班對只

有謝月秋與陳棋然，可說是肥水外流最嚴重的

一屆。

33個留美國、3個到加拿大、1個到德國、

其餘35留在台灣。每人都有一段奮鬥的歷史，

其選科如表一，台灣外科、婦科多，美國則以

內科及病理科多。

開業比學術界收入多，因此教授及官職較

少（如表二）

根據1994年的統計子女數，在美國的24

人，有60位子女，在台灣的22人，有76位子

女；2008年的估算，在美國若每人以平均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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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周欽城 Physiology & Medicin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張維廉 Pathology, West Virginia U.

傅輝容 Radiogy, Geogetown U. Washingtion D. C

范宏二 直腸外科，長庚醫學大學教授、高雄長庚醫院院長18年

李宏生 ENT, 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恩主公醫院院長

溫崧峯 Nephrology, U. Wisconsin, Madison

施益安 Pediatrics, M. G. H

吳聞咸 Anesthesiology, New Jersey Medical & Dentistry School

李木鐸 小兒心臟科 U.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蔡崇璋 台大醫院 泌尿科主任

吳浦初 Pathology, Wisconsin Medical School, Madison,Wisconsin

萬祥玉 Ob/Gyn, N Y U. Endoscopic pelvic surgery 主任、紐約市婦產科學會長

吳坤煥 胸腔外科，中國醫藥學院及中山醫學院兼任教授

曾清楷 麻醉科，高雄醫學院院長

沈永訓 骨科，高雄醫學院及中國醫藥學院兼任教授

李慧嫻 美國空軍中校

陳德全 台北陽明醫院院長，有兩項專利 

張正二 樂生療養院院長

呂伯欣 高雄民生醫院院長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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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計算，估計有120位孫子，在台灣若每人

以平均2.5人計算，估計有190位孫子，共310

位。哇！真不少呢！

退休後，美國的娛樂較多，玩g o l f、

hunting、fishing，台灣則有蔣中山在傳教，許

兆祥在佛光山修道及當志工醫師，更多是在

full time或part time開業。

在50年當中我們也有多次聚會，30年時在

Toronto、35年Sisco、40年在Los Angeles、45

年在台大醫學院餐廳，其他小集會不少，能重

溫友情。這次有13名同學及家眷共30位由美國

來環島旅行，看到美麗的東海岸。

我們這班除了泌尿科主任蔡崇璋，沒有再

受到母校的照顧，但我們欣賞JFK1961就職時

說的：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因此我們決議將各人1995年以後的專科

雜誌捐給醫學院圖書館（我在年初已捐出一部

分），並每人樂捐美金＄300，做為圖書館購

視聽器材之用。

最後很遺憾，25名留美男同學有3位往

生，35名留台者也有7人已去他界。目前身體

情況不佳的也是台灣較多，可見台灣的生活環

境及工作條件不如美國。

但12名女生都健在，證明女生比男生長

壽。

▲退休後的生活─傳教。

▲退休後的生活─佛光山。

▲退休後的生活─有些人仍在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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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校友會團聚將是十年後的事，希望大

家能保持健康及清晰的頭腦，再見。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8年畢業，現任博正醫

院院長）

▲2008年11月10日美國同學訪問高雄博正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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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稿 簡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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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謝沈永訓院長及
1958年畢業班校友的盛情

文／高鵬

臺
大醫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全體師

生於進行學習研究等學術活動時，非

常需要豐富的圖書資源，才能增進專業領域

的實力，以及累積卓越的研究成果。博正醫

院沈永訓院長於1958年自本院醫學系畢業，

他除了在醫學界的成就是有口皆碑外，亦關

心母校是否有充裕的圖書資源，以支持全體

師生完成學習研究。因此，沈院長將這份關

心轉化為具體行動，而在多年前即捐贈20萬

元予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以下簡稱「本分

館」），協助發展館藏與服務，使我們感佩

萬分。近年來，沈院長認為集結團體的力量

將能擴大每個人對本院的貢獻，所以他自

2008年開始積極聯絡其同班同學，並且獲得

廣大迴響，紛紛慷慨解囊與熱誠贊助，使得

此次捐款活動深具意義。本分館謹向校友們

致謝，由於您們的美意和大力協助，本院師

生將能使用更多的圖書資源，滿足各種資訊

需求，邁向更大的成就。

因為書刊價格不斷上漲，所以本院很感

謝1958年畢業班以團隊力量資助圖書館增購

館藏資料。若各屆校友欲見賢思齊，歡迎您

們與本分館楊小姐聯絡（電話：02-23123456

轉88141），這將是全體師生莫大之幸福。我

們再次衷心感謝古道熱腸的沈院長與26位校

友，並敬製捐款明細表（如表1）與相關服務

要點（如表2），一方面以昭公信，一方面期

求能得到更多校友共襄盛舉。

敬祝　各位校友　順利健康

高　鵬　敬上

（作者係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主任）

表1：臺大醫學院醫學系1958年畢業班捐款贊助醫學院發展圖書資源之明細表
項　次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1 沈 永 訓 新臺幣 4萬元

2 李 宏 生 新臺幣 1萬元

3 陳 德 全 新臺幣 1萬元

4 張 坤 德 新臺幣 1萬元

5 溫 崧 峯 新臺幣 1萬元

6 張 正 二 新臺幣 1萬元

7 吳 朝 惠 新臺幣 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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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捐款贊助訂購學術書刊人士借書服務要點

94年12月27日圖書館第214次工作會報討論通過
94年12月27日全校圖書委員會94學年度第1次會議討論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感謝捐款贊助訂購學術書刊之熱心人士，特訂
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捐贈者得享有使用本館及借閱圖書之服務。借閱對象限捐贈者本人或其指定之特定人，
捐贈者為法人時應指定一人為享有本要點服務之人。

第　三　條

1. 凡一次捐贈金額達5萬元，可借書5冊，借期14日，可預約及續借圖書，借書證有效期
限為2年。

2. 凡一次捐贈金額達10萬元，可借書10冊，借期14日，可預約及續借圖書，借書證有效
期限為2年。

3. 凡一次捐贈金額達50萬元以上，可借書20冊，借期14日，可預約及續借圖書，借書證
有效期限為10年。

第　四　條 圖書館與校方確認收到捐款，將主動與捐款者聯絡，製備借書證提供服務。

第　五　條 捐贈人或其指定之特定人持借書證可在本館（含各分館室）開放時間內入館閱覽並憑證
借書。

第　六　條 捐贈人或其指定之特定人可享有本館（含各分館室）之各項閱覽服務，凡屬收費之服務
項目，比照校內人士收費標準收費。

第　七　條 借書證若有遺失，請立即向本館閱覽組掛失補發。

第　八　條 其他有關借書及閱覽事宜，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要點經本館工作會報及全校圖書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項　次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8 黃 麗 津 新臺幣 1萬元

9 趙 瑞 煌 新臺幣 1萬元

10 范 宏 二 新臺幣 1萬元

11 張 吉 安 新臺幣 1萬元

12 劉 鎮 銜 新臺幣 1萬元

13 許 兆 祥 新臺幣 1萬元

14 廖 大 舜 新臺幣 1萬元

15 林 慶 國 美　金 3百元

16 傅 輝 容 美　金 3百元

17 李 木 鐸 美　金 3百元

18 韓李慧嫻 美　金 3百元

19 陳 棋 型 美　金 3百元

20 廖 坤 塗 美　金 3百元

21 萬 祥 玉 美　金 3百元

22 許 進 川 美　金 3百元

23 張 維 廉 美　金 3百元

24 林 培 仁 美　金 3百元

25 鄭 昭 傑 美　金 3百元

26 施 玲 玉 美　金 5百元

27 蔣 中 山 日　圓 3萬元

合　計 新臺幣 310,8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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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四十
2008年台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畢業四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文／陳文龍

本
班1968年畢業，共86位（含僑生）。現

在散佈世界各地，以台灣、美國和加拿

大居多。

無論在教學醫院或基層醫療（開業），無

論做基礎研究或臨床服務，同學們都能盡心盡

力貢獻所學，為母校、為社會、為國家發光發

熱，現在我將幾位有代表性的同學，向各位師

長、各位景福校友報告。

陳定信院士是我們班上，也是全體景福

校友的光榮。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醫學

院院長（2001～2007）。中央研究院台大臨床

研究中心主任，台大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主持

人。

陳定信院士是台大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創始主任，2004～2006年擔任世界肝臟學會理

事長，2007年榮獲總統科學獎。

賴明詔校長也是我們班上及全體景福校友

的光榮。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現任成功

大學校長。

賴校長是很有氣質的校長，曾在成大校園

演奏小提琴。他說：「離開台南四十幾年後，

能返回家鄉服務是福氣，也是奉獻，願為栽培

下一代的年輕人而努力。」

周松男教授從事婦產科醫學教育三十幾

年，教育許多年輕優秀的婦產科醫師，遍佈全

省，著作「婦產科學精要」榮獲台大醫院94年

教材著作獎。

周教授曾任台大婦產部主任、台灣婦科醫

學會創會理事長、台灣婦產科身心醫學會創會

理事長、台灣婦科腫瘤醫學會理事長、台灣更

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周松男教授曾榮獲省立台南一中第三屆傑

出校友，“國際子宮頸疫苗臨床試驗”台大醫

院總主持人。

游正博和陳鈴津是我們班上的金童玉女，

是班對，也是二位傑出的科學家。

游正博博士是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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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實驗室主持人。他奠定了中央研究院幹

細胞研究工作的基礎，相信不久的將來，必會

有耀眼的成績。

陳鈴津教授是芝加哥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

博士，加州聖地牙哥血液及腫瘤學教授。最近

對乳癌預防針及乳癌免疫療法的研究，已初露

曙光，她和游正博教授是台灣進軍諾貝爾醫學

獎最有希望的人選。

黃富源教授從事兒科醫學教育三十幾年，

培育出許多優秀的兒科醫師，奠定了馬偕醫院

小兒科在兒科醫學會的聲譽及基礎。編著“臨

床兒科學”對兒科臨床醫學教育貢獻良多。

1996年5月～2007年6月擔任馬偕醫院副院

長，2000～2002年擔任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SARS侵台期間，擔任SARS防治副總指揮，使

台灣安度SARS風暴。

林俊龍是慈濟大林醫院的院長，他是慈濟

國際人醫會的推手，志工五千人，總部設在台

灣。1998年成立，已十週年了，慈濟國際人醫

會在全球已做了超過一千場的義診，充分發揮

了慈濟大愛的精神。

林院長也是位傑出的醫院管理及領導者，

主持慈濟大林分院院長，榮獲2008年人力創新

獎。

姚繁盛教授是世界麻醉醫學的名教授，美

國康乃爾醫學中心紐約院區的麻醉科教授，也

是我們台大醫學院的客座教授。

1983年在費城立屏科出版社出版麻醉學─

病患問題導向及處置，不久即傳遍世界麻醉學

界，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版相繼問世，實在

是我們班上及母院的光榮。

姚繁盛教授所著麻醉學，不斷更新修訂再

版，日文版、德文版都已到第三版了，2007年

又有最新英文更新修訂版問世，大家拭目以待

更精采更專業的麻醉學出版。

陳安泰醫師是台北市神經精神科開業醫

師，生活簡樸，把行醫所得，全用在鼓勵後進

的獎學金。他在台大醫學院及台大校本部設置

獎學金，數十年如一日，嘉惠許多台大的優秀

學生。

陳安泰醫師很有愛心，在台北少年觀護所

擔任觀護義工三十五年，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動

機及預防的方法，以期達到一個祥和的社會。

陳文龍醫師是板橋婦產科開業醫師，獻

身基層健康教育三十餘年，他認為教學研究重

要，診治疾病重要，健康教育也非常重要。預

防勝於治療，而更經濟、更有效、更人性化。

他寫過許多健康教育的書，涵蓋各年齡

層「怎樣急救」、「外科三要事（開刀房裡的

故事）」、「克敵記（預防注射的故事）」是

兒童健康教育的書。「少女醫學」、「揮別青

澀、健康成長」給青少年、青少女。「現代婦

女醫學」、「孕婦護理觀」、「女兒經」給婦

女朋友，「家庭醫學漫談」給家庭成員。

陳文龍醫師又製作二十幾個專題，到各學

校、各社團、各婦女團體演講。

2005年12月，配合國健局，在婦幼衛生

協會的主導下，成立「青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

診」，希望全國青少年、青少女都能健康快樂

的成長。遇到人生的難題時，有個諮詢及協助

解決的好地方。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執業於板

橋陳文龍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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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30週年感言

文／林其和

景
福會陳董事長、楊院長、陳院長、各位

敬愛的老師、景福前輩、校友，女士與

先生們，大家好。今天我很榮幸能代表我們醫

學系60級的同學在此向各位作10分鐘的報告。

景福會黃小姐詢問我是否要準備powerpoint檔

供播放，我認為有些老師或同學30年來從沒有

見過面，如果使用powerpoint報告，大家變成

只看螢幕而不看我了，因此我決定現在用口頭

向各位報告以提高互動的效果。

首先，我在此要向各位聲明的是，我的同

學都不太容易接受我們這一班已經畢業30年的

事實。這種反應跟畢業60年、50年或40年的景

福校友前輩們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因為我們敬

佩的老師像宋瑞樓教授、王德宏教授、陳炯霖

教授、李慶雲教授等都還在指導學生，我們不

時也向老師們請益，感覺上離學生時代尚未脫

離太遠。雖然我們有些同學頭髮稍稀疏了些，

兩鬢也漸泛白，偶而看近的東西視力會有點模

糊，但基本上我們與住院醫師相比體力上並無

太大的差異，與年輕人相處的情形也尚未出現

明顯的代溝。今天有多位心理上不承認畢業30

年的同學都沒出席今天的聚會，我代表他們在

此先向各位致意！至於我們今天在場的醫學系

60級的同學，也大多數是抱著懷疑的心情來到

會場！不過，我看到台大醫院年輕的醫師今天

跟楊泮池院長講話時那種必恭必敬的神態，頗

類似我們年輕時跟楊照雄或楊思標院長對談時

的眼神：我跟楊泮池院長是上下屆的校友，如

果時間未錯亂，也許我們真的是已經畢業30年

了。這觀察也顯示出母校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

仍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們這一班是1971那年進入台大，那一年

台灣不幸退出聯合國，隔年又有保釣運動，台

大代聯會那時是相當的活躍，不時地主辦活動

帶領著學生關心國事，也因此提昇當時台大學

生關懷社會問題的敏感度。就是在那樣的氣氛

中激發莊立民、趙文元、我等同學參加了慈幼

社，我們經常利用週末到育幼院輔導孤兒們課

業、跟他們玩遊戲，暑期則到山地帶原住民的

小朋友作活動，這些學生時期參與活動所烙下

的美好回憶，引導我畢業後選擇兒科這一行。

也基於這種經驗，現在我在成大醫學院亦非常

的鼓勵與支持成大醫學院的學生走入社區去了

解及幫忙弱勢族群。

1978我們畢業那一年適逢中美斷交，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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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上的大事件：接著爆發美麗島事件等

動盪的局勢！這些事件或多或少的影響到我們

同學畢業後出國或在台灣就業的抉擇。

1980年代的台灣醫療環境變化相當大，

有不少大型的醫院例如長庚、國泰、成大、慈

濟、中榮、高榮等如雨後春筍般一間間的成

立，我們的同學在台灣的就業市場上很容易就

可找到自己喜歡的科別，但因為局勢的關係，

我班上有28位同學仍然選擇出國。相對於我們

後面幾屆出國的畢業生只有十幾位甚至降到個

位數，我們這一班出國找工作的同學已經不算

少數了。由於在大醫院的職位多，留在台灣的

66位同學中有50位至今仍在中、大型的醫院擔

任重要的職位，至於開業的則僅有16位而已。

過去 3 0 年來，醫學進步神速，舉凡

color Doppler、立體超音波、CT、MRI、

Microarray、Bio-chips等等診斷儀器都是後來

才出現的。在這些進步診療科技的洗禮中，有

不少年輕的醫師轉而大幅依靠這些尖端儀器才

能有信心的看病人，我們這一年代的同學站在

新舊的兩個時代中間，經歷新儀器的好處又幸

運的仍保有老師們教導我們紮實的身體評估與

鑑別診斷的功夫！在此不禁要代表我們60級的

同學跟各位老師表示感恩之意。

最後我要謝謝景福基金會這麼用心的安排

校友返校的聯誼活動，兩位院長詳細的介紹母

校以及附設醫院的近況與發展，讓校友們目睹

到院務昌隆而感到欣慰，我很高興能參加這一

相當有意義的活動，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事

事如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任成大

醫學院院長）

『台大景福基金會校友聯誼社』
服務項目

壹、景福館招待所住宿服務（台北市公園路 15-2 號，緊鄰台北火車站），

　　貴賓房 2 間（臥房加客廳），一般房 24 間。

貳、景福館會議室使用服務

　　1、一樓會議室：適用 200 人以內之會議。

　　　  功能：開會、教學、座談、忘年會、迎新等。

　　2、二樓會議室：適用 25 人以內之會議。

　　　  功能：開會、教學、座談。

參、訂房及會議室使用

　　服務電話：02-23123456~66370　黃秀麗小姐

　　　　　　　02-23898637、02-23111826
　　服務信箱：jingfu33@ms78.hinet.net
　　本會網站：www.jingfu.org.tw
肆、詳細資訊及費用，請洽服務電話或至本會網站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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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20週年行蹤

文／陳石池

我
們這班704010在民國70年考入台大，當

時聯考錄取70人，加上僑生28人，共98

人，大二時外系轉入2人共100人，其中1人在

大二時，因家裡因素自殺身亡，畢業後目前

所有同學均健在。

在就業方面，在國內醫學中心有30人，

其中台大15人，開業有29人，在區域醫院有

22人，2人轉行公衛，1人轉生醫事業，1人

轉入藥廠，1人在家相夫教子，1人從事公益

事業，其餘回僑居地。在美國5人中，一位

在The University of Texas, Graduate 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擔任Assistant Professor，

一位服務務於WellGen. Inc, North Brunswick, 

MI，一位在Department  of  Cel l  Biology,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擔

任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chemoresistance 

and tumor invasion through LPA phospholipid 

signaling的機轉，一位在Los Angeles協助先

生開業，一位在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擔任Assistant Professor。

在學術方面，升教授有4人（台大李文

宗、陳石池、賴凌平、新光王宗倫），副教

授7人（台大簡國龍、洪冠予、陳益祥、廖述

朗、王秀伯、李旺祚、長庚黃耀祥），助理

教授9人（台大方震中、趙光漢、中國彭成

元、國泰簡志誠、長庚大學白裕彬、亞東劉

絮愷、University of Texas蔡宇麟、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林芳慈、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管家義）

等。

在職務方面，院長1人（國泰汐止分院院

長簡志誠），副院長1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副

院長蔡忠斌），醫務秘書1人（台大醫院醫務

秘書洪冠予），主任4人（台大醫院急診醫學

部主任陳石池、台大雲林分院內科部主任王

秀伯，新光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王宗倫，嘉

義基督教醫院精神科主任侯育銘），副主任2

人（台大醫院內科部副主任賴凌平、台大醫

院急診醫學部副主任方震中）。細分科主任

不再贅述。

在服務地區方面，台北縣市53人，桃

園4人，苗栗1人，台中6人，南投1人，雲林

1人，嘉義8人，台南4人，屏東1人，羅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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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花蓮4人，大部分集中在北部。

在服務科別方面，內科11人，放射科7

人，眼科、急診科、小兒科和精神科各6人，

麻醉科和耳鼻喉科各5人，婦產科、皮膚科和

外科各4人，骨科3人，家醫科1人，神經科1

人，病理科1人，其他同學為開業一般科。

我們班同學感情融洽，畢業20年已辦

過多次同學會，其中以10週年及20週年最熱

鬧，都是兩天一夜活動，可讓同學徹夜長

談，了解彼此近況並交換醫療與保險消息，

希望大家不論在大醫院、小醫院或開診所，

都可以開心看診，快樂過日子，而且擁有健

康的身體與幸福的家庭。

雖然畢業20週年，但我們的閱歷仍然沒

有學長姐多，請所有學長姐能不吝指教，同

時我們將追隨景福學長姐們的腳步，貢獻所

學造福人群，為台灣醫界盡一份心力。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8年畢業，現任職於

母院急診醫學部）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1. 具護理學或相關學門博士學位

2. 具獨立研究能力，且能勝任護理教學

（二）檢具資料：1.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

 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部定教師資格影本

3. 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

4. 論文目錄表（如下※說明）

5. 3 年內主要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上述 1~5 項資料請依序排列，一式七份）

6. 推薦函 3 封。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核算計分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 論文目錄表Ⅲ -1（供核算歸類計分用）

2. 論文目錄表Ⅲ -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 -3（績優論文目錄）

（三）截止日期：98 年 7 月 15 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99 年 2 月起聘。

（五）收件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黃璉華主任收（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 分機 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Mail：lhhuang@ntu.edu.tw



景福校友返校

2009年4月‧第26卷第4期 �1

漫談茶道與茶之保健

文／林仁混

認識中國名茶

1. 鐵觀音

據民間傳說，清代安溪松林頭鄉的一名農

民魏飲，每天虔誠地以清茶供奉附近一座古老

觀音廟中的神像，從不稍歇，觀音大士顯靈，

托夢給他，說廟後石坑附近有一棵茶樹是無價

之寶，可以使他世代享用不盡，但不可自私一

定要與大家共享。

魏飲依照指示，把茶樹移植，初用鐵鍋栽

種，日夕悉心栽培。並把葉片培植成茶葉，發

覺奇香無比，後來繁殖成二百多株，並讓鄉民

一齊分栽，後變成名聞遐邇的安溪茶，魏飲為

了感謝觀音所賜，便把此名茶取名鐵觀音。

2. 烏龍茶

烏龍茶之故鄉在福建武夷山，相傳在100

多年前，台灣南投縣鹿谷鄉有一位青年名叫林

鳳池，他學識廣博，胸懷大志，赴福建應考。

果然金榜題名，考上了舉人並在福建衙內任

職。

林鳳池決定回台灣探親，在回台前邀同僚

一起遊武夷山，上到山來，但見山上岩間長著

很多茶樹，又聽說用樹上嫩葉製作的烏龍茶香

高味醇又有保健強身作用，便想帶些回台灣。

於是林鳳池向當地茶農購得茶苗36棵帶回台灣

南投縣，種於鹿谷之凍頂山上，啟開了台灣凍

頂烏龍茶之新頁。此茶獨特，山上採茶，山下

就能聞到清香，而且喝起來，清香可口，醇和

回甘，氣味奇異。

3. 武夷岩茶

武夷山多雲霧，清風習習。附近清溪回

轉，難怪「岩岩有茶，非茶不岩」，其三十六

峰，七十二奇岩，山水縱橫，不愁無水滋潤，

因此茶樹交錯，並能孕育了清高香氣，別具韻

味。范仲淹有詩讚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

溪先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先人從

古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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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紅袍

武夷山的名茶中，大紅袍可稱得上是一種

稀世珍品，其產量奇少，但馥郁清香，香氣冠

絕。天心岩有一個小岩洞名為「九龍窠」有數

株茶樹，葉大如掌，置於壺中茶湯立即變為胭

脂紅色，故名。

以前之大紅袍是貢品，非民間人士可以得

飲，視為「茶王」與「茶中狀元」。從植物學

上而言，大紅袍應為武夷岩茶的變種，芽葉細

而厚，稍泛紫色，發芽遲，萌芽輪次少。

5. 龍井茶

西湖龍井茶以色綠，香郁，味醇，形美四

絕而聞名遐邇。

龍井以前叫做龍泓，位於杭州附近風篁嶺

南麓，清泉甚多。民間傳頌的「雨前龍井」，

就是清香。「雨前龍井」是「穀雨」這個節氣

以前所採造的。

通常穀雨之前，正是茶樹「一葉一芽」的

時候，俗稱「一旗一槍」，用來製龍井茶最為

香醇，不過穀雨後就變差了。龍井的茶農有句

俗諺：「早採三天是個寶，遲採三天變成草」

便是因為與茶葉的幼嫩有關。西湖的龍井，若

要排列品第，一般公認為「獅峰，龍井，雲

栖，龍跑，梅家塢」順序排列。獅子峰下之胡

公廟種有十八棵茶樹，據說清代乾隆皇將他們

封為「御茶」，至今供人欣賞。

6. 碧螺春

碧螺春是江蘇名茶，碧螺春通常要比雨前

龍井更早採摘，故其葉芽特別嫩，沖泡時僅宜

用攝氏75度至80度的水。一級的洞庭碧螺春，

可說「條索纖細，幼嫩勻齊，茸毛遍佈，卷曲

似蝶」。

江蘇人是這樣形容碧螺春的「銅絲條，螺

旋形，渾身毛，花香果味，鮮爽生津」可謂名

副其實。

當碧螺春投入杯中，茶即沉底，瞬間「白

雲翻滾，雪花飛舞」，清香襲人。茶在杯中，

觀其形，可欣賞到猶如雪浪噴珠，春染杯底，

綠滿晶宮的三種奇觀。飲其味，頭酌色淡，幽

香，鮮雅；二酌翠綠，芬芳，味醇；三酌碧

清，香郁，回甘。真是珍貴，彌足回味。

7. 雲霧茶

雲霧茶又稱閒林茶，產廬山，其上品者

色香幽細比蘭花。由於廬山大多數季節的早晚

溫差大，因此茶芽的生長期較長，而在「穀

雨」節氣後依然肥嫩鮮壯，所含的茶多酚比一

般高。而且白毫顯露，甘醇鮮爽，非尋常茶可

比。

由於廬山雲霧瀰漫，陰濕多雨，故有「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但這

種氣候，最宜種茶，唐代詩人白居易也曾在廬

山香爐峰下種茶。

江西廬山，吸引無數的詩人墨客，留下

了無數的不朽佳句，蘇東坡寫下了「橫看成嶺

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應屬絕句。廬山有

「神仙之爐」的傳說；有墜潭無聲的散絲懸

瀑；有優雅飄逸的仙境，有些頗富禪味，令人

感到「廬山到處是浮圖」。若能到廬山，除了

欣賞挺秀群峰，幽深峽谷和清秀的鄱陽湖外，

同時亦可欣賞廬山的雲霧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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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峰茶

毛峰茶產於安徽黃山。遊人到黃山不但欣

賞山石奇景，頑強古松與蔽日雲海，晨起時，

更有溪澗飄動的濃霧與遠山陳列的山嵐，值得

瀏覽。口渴嗎？那就欣賞那兒的一種名茶「黃

山毛峰茶」。

黃山也像廬山那般有雲霧茶，也相當著

名。黃山之毛峰茶亦被稱為極品，並列入中國

十大名茶之一。毛峰茶之形，細扁稍卷曲，猶

如雀舌披銀毫，其色微明徹清爽呈杏黃，其香

則香氣持久似白蘭。可謂清秀脫俗，不愧是茶

中仙子！毛峰茶之茶葉細嫩多毫，味醇甘厚，

正是明山秀水出香茗。絕色的黃山毛峰茶，芽

葉豎直懸浮，繼而徐徐下沉，清明時節持久特

香。白蘭般的香氣直沁心底，可消人間憂苦!

9. 蒙頂茶

蒙頂茶是一種貢茶，產於四川蒙山之頂。

四川之蒙頂，山勢巍峨，正是絕壑飛瀑蒼林紅

宇。

蒙山在雅州，山有五頂，頂有茶園。茶樹

如生於雲霧之上，好比有神物護持。由於山上

低溫而多雲霧，滋潤茶芽生長，而且保持了茶

葉之「持嫩期」，故用紫砂壺泡出的茶，湯色

黃綠明亮，香氣持久。

據說：四川蒙頂茶見於西漢末年（2000年

前）有仙禪師（可能為當地茶祖吳理真禪師）

把七棵茶樹種於清峰頂，後人稱為甘露茶。

以前蒙頂茶乃貢品，因味甘而香醇，不少

皇帝皆愛喝。蒙山的五峰是指甘露，靈泉，菱

角，回比羅和上清。自唐代以來不少人皆相信

蒙頂茶「吐納日月精華」，故少飲可療疾病，

久飲可以長壽。民間奉為仙茶，妙哉此茶！

中國茶道

中國茶道源遠流傳，醞釀於隋朝之前，形

成於唐代，鼎盛於宋明。唐朝陸羽，後人尊稱

為茶聖，博古通今，攝取各家精要而撰寫了茶

經，建立了中國茶道之基礎。千餘年來，茶葉

文化久盛不衰，不斷有佳作問世，迄今茶學專

書也有百餘部。茶道正是茶文化的結晶，也是

中華文化的精華之一。

中國茶道在文化層面有其廣大深遠的影

響。中國茶道深深植根於華夏文化，有著濃郁

的民族特色，不僅重視飲茶藝能，也重視飲茶

的自然環境，人際關係和茶人心態，它以中國

古代哲學為指導思想，以民族傳統美德為追求

目標。

中國茶道之演變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

時期稱之為醞釀期，從神農時期到隋朝。第二

個時期稱之為形成期，唐代屬之。唐代之茶文

化有兩大盛事：一是文人學士深得茶的好處。

茶使他們頭腦清楚，思維敏捷，靈感充沛。於

是乎嘔歌茶事之詩詞大鳴大放。如李白、杜

甫、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有詠茶的名詩問世。

另一盛事便是陸羽的“茶經”問世。他的此部

巨著也帶動了中國茶道之發展。第三期稱為鼎

盛期，宋明時代屬之，繼唐之後，宋朝飲茶更

為普遍。宋明時期商貿繁榮，飲茶成了風尚。

飲茶之供應變為普遍的服務業。經過宋明時期

以後，中國茶道普及於民間而形成了中國固有

文化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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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之傳奇

語云「自古名人都愛茶」，中國是茶的故

鄉。數千年的飲茶歷史吸引了不少的茶客，也

造就不少名人。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茶聖，首推唐朝陸

羽。他出生於河北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

出生清苦是一位孤兒。公元735年被龍蓋寺智

釋禪師收養。在寺院學文識字，習頌佛經。公

元746年被河南巡撫李齊物介紹到天門西北的

火門山鄒夫子那裡去讀書。相當勤快，在讀書

之餘，常為老師烹煮茶茗。後來便出遊到河南

的義陽、巴山、峽川及漢水流域一帶考察茶葉

出產。公元746年撰寫了世界第一部茶學專著

「茶經」，揚名於世。

唐代另一位詩人盧仝也是一位茶痴，詩風

浪漫。他的好友孟諫，送來一批新茶（據說這

一批新茶得來不易，原來這一批茶是進貢給皇

帝的，他的好友冒著被殺頭的危險，特地留下

來一些給他），他在感動之餘，閉門煮新茶，

痛痛快快的喝了七大碗。每一碗給他的感受都

不一樣。他就把這些微妙的生理反應，詠之為

詩，也就創造了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盧仝七

碗茶詩」。實際上，盧仝的這首「謝孟諫議送

新茶」的詩，一共有二十餘句，前面二十句是

在感謝好友的濃情厚誼（為好友冒死留下的新

茶，該謝！），後七句才是他對新茶的感受！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

文字五千卷。四碗發清汗，生平不平事，盡向

毛孔散。五碗肌骨輕。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

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這一首詩可以說在古代文人當中，唯一以

詩說出喝茶的生理與心理的感受及效應。我個

人試依現代醫學的理解，對這一首詩有如下的

詮釋：一碗茶解渴。二碗茶開啟心靈的鬱悶。

三碗茶激發文思，下筆如神。四碗茶開始啟動

腦神經的風光面，忘卻囂塵的煩惱。五碗茶已

作用到肌肉與骨髓，使整個身體放鬆。六碗茶

已完全掌控腦海的情緒，一切祥和寧靜。七碗

茶已經將整個人釋放，宛如馭風遨遊於仙境，

整個人飄動起來，如此達到喝茶的最高享受─

─茶醉的最高境界。

盧仝的這首詩在茶文化的歷史上是千古絕

唱，在茶科學的研究上也提供了絕佳的研究與

詮釋的課題。茶對人體的生理效應，盧仝的詩

有一些了不起的觀察與體驗。我們今後的努力

是以科學的方法來詮釋這些生理現象的分子機

制。

皎然（公元760-804年）為唐代著名詩

僧，尤工于詩，著作頗豐，不僅知茶、愛茶、

識茶趣，更寫下許多饒富韻味的茶詩。

皎然更常與陸羽以詩文酬贈唱和成為莫逆

之交，共同提倡“以茶代酒”的品茗風氣，對

唐代茶文化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

皎然的茶詩，茶賦鮮明地反映出這一時期

茶文化活動的特點和詠茶文化創作的趨向。皎

然是陸羽這一生中交往時間最長情誼最深的良

師益友。他們在湖州所倡導的崇尚節儉的品茗

習俗對唐代後期茶文化的影響甚大，更對後代

茶藝，茶文學及茶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啟發的作

用。皎然著名的三飲茶詩：一飲滌昏寐，情來

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

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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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位品茗行家，他對自己的愛茶與烹茶十

分自信。他有詩自誇「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

刀圭攪麴塵。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

人」。

其實唐代愛茶之人甚多。李白、杜甫、

歐陽修都是愛茶之人，並留有茶詩。如杜甫的

「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已成為千古絕

句。歐陽修是江西修水人，他特別喜愛修水的

雙水茶，有詩為證「江西水清江石老，石上生

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

草」。這首詩寓意描述雙井茶的品質特點，也

妙喻茶與人品的關係。

詩仙李白（公元701-762年）愛酒，千古

流傳，但李白也是飲茶和茶文化的愛好者，其

詩「生怕芳茸鷹嘴芽，老郎封寄謫仙家，今夜

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滿碗花」有如茗茶之芳

潤，千古留香。

李白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在金陵與族

侄僧人中孚相遇，其侄贈詩與仙人掌茶，李白

如獲至寶，即以一道“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

人掌茶并序”作為答謝。在唐代的詩歌中，這

是早期的詠茶詩，為茶文化史留下了一段寶貴

的資料。

玉泉寺中孚禪師是李白的族侄。他通佛

理，又喜歡茶，每年在乳窟採茶，製成仙人掌

茶，以茶供佛，並招待四方來客。李白的足跡

遍及大江南北，對於茶見多識廣，但他對仙人

掌茶特別喜愛。

宋代傑出文學家蘇軾也是一位愛茶至極的

人。他不僅愛飲茶，而且自己烹茶。他對煮水

的器具及飲茶用具都十分講究。據說他還親自

種過茶。他在貶謫黃州時，因經濟拮据，生活

困窮而種茶，有詩為證「磋我五畝園，桑麥苦

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蘇軾以茶

入詩很多，從植茶到烹茶。有時還藉詠茶來抒

發對人生的感嘆！他多才多藝，對我國茶藝的

貢獻是歷代人們所稱頌的。

南宋大詩人陸游的詠茶詩有三百多首，為

歷代詩人之冠，他自比陸羽，「我是江南桑苧

家，汲泉閑品故園茶。只應碧缶蒼鷹爪，可壓

紅囊白雪芽」。陸游是較早用詩歌吟頌龍井茶

的人。他晚年生活貧困，不能常常買酒喝。他

讓自己過著淡泊的生活，經年以茶代酒，得享

高齡長壽（1125-1210，享年85歲）。

有三位近代人可稱為愛茶人，他們是魯

迅，老舍及立頓，關於他們的貢獻簡介如下。

魯迅（公元1881-1936年）生長在茶鄉紹

興，喝茶是他的終生愛好，所以在他的文章與

日記中提及茶事甚多。魯迅在北京的石橫也是

茶樓啜茗的座上客，他在他的日記中記述甚

多。魯迅每遊一地，即找茶喝，嚐遍各地名

茶，如西湖龍井，蘇州碧螺春，福州鐵觀音，

皆愛之有加。

老舍（公元1899-1966年），著名作家。

老舍本人茶興不淺，邊飲茶邊寫作是他一生的

習慣，在他的小說與散文中，也常有茶事提及

或有關於飲茶情節的描述。老舍在1957年創作

了話劇“茶館”，這是他後期創作中最為成功

的作品，也是當代中國話劇舞台上最優秀的劇

目之一。其演出舞台已演變為現在北京著名

「老舍茶館」。老舍的出生地在北京小楊家胡

同附近有家茶館，他喜歡與朋友一起上茶館啜

茗談天。他的茶癮很大，一日三換茶，且總是

泡得濃濃的。他寫作成功與飲茶之關係，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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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湯瑪士‧立頓（公元1850-1931），立頓

紅茶（Lipton Tea）之創始人，出生在英格蘭

中部的格拉斯哥，15歲就到美國闖天下。

在美國學習了經營食品商店之方法後，

1869年就回格拉斯哥開設食品公司，後來擴張

為20多家分公司，並同時販賣紅茶，那時紅茶

是特殊商品，買的人並不普遍，經湯瑪士大力

經營下，便成為大眾可以購買消費的飲料，進

而建立了立頓紅茶的品牌，暢銷各地。1892年

立頓在美國設廠，並在世界各地設立分店。

1898年湯瑪士‧立頓被女王授予爵位，並博得

「世界紅茶之王」的尊稱。

從飲茶到品茶

我少年時家居嘉南平原的鄉村，阡陌縱

橫，農田處處。課餘時也下田幫忙，有時愈幫

愈忙，但為了磨練自己，卻也樂此不疲。記得

最大的考驗時刻是日正當中仍需勞做。於是

乎，汗如雨下，日正當空，眼冒金星。那時

年少，當然不會吟詩以消暑，後讀李紳“憫農

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雖然時過境遷，仍感觸良深。我

更記得很清晰，下田的人依然要忍著酷熱與惡

日的煎熬，直到收工回家。我更記得回家第一

件事便是衝到廚房，倒出一杯涼茶，仰頭牛飲

而盡，頓覺滿身清涼舒暢。此時此刻，這一杯

茶對我的吸引勝過天下任何美食！

我知道這種飲茶方式不登大雅之堂，與

文化雅士之品茶方式比較更不可同日而語。但

我仍必須指出，對經過勞動的人們，這一杯涼

茶之降火，解渴及補充水分的功能是合乎保健

功用的需求。它的積極貢獻是提供了人們勞動

後之生理需要，並提升了人們健康的指數。因

此，我們要敬重並珍惜這一杯涼茶。

品茶是飲茶過程中細細品啜，徐徐體察。

通過觀其行，察其色，聞其香，嚐其味，使飲

者在美妙的色、香、味、形中得到陶冶，得到

滿足。這種注重精神的飲茶方式，其妙趣難以

形容與言傳，只能意會，這種偏重意境的品飲

方式，把飲茶變成一種藝術的欣賞與精神享

受。根據我國茶人的習慣，品茶可分為三步：

觀其形，聞其香氣，以及嚐其滋味。

品茶與茶道

品茶可悟道。人們在長期的品茶過程中逐

步達到了藝術與精神的相結合，並通過品茶來

表現茶道。

日本學者把茶道的基本精神歸納起來為

「和、敬、清、寂」是茶道的四諦。“和”不

僅強調主人對客人要和氣，客人對茶事活動也

要和諧。“敬”表示相互承讓，相互尊重，並

做到上下有別，有理，有節。“清”是要求

人，茶具必須清潔清爽。“寂”是指整個茶事

活動要安靜，舉止莊重，主人與客人都是懷

著嚴肅的態度，不苟言笑地完成了整個茶事活

動。

中國品茶學者主張「和、靜、怡、真」為

中國茶道的四諦。「和」是中國茶道哲學思想

的核心，是茶道的靈魂。在儒家思想裡，和是

中，合是杜，和是宜，和是當，和是一切恰到

好處，無過亦無不及。「靜」是從中國茶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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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必備途徑。如何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領悟宇

宙的奧妙？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

修身來昇華精神，鍛鍊人格，超越自我？答案

就是「靜」。「怡」是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

享受，「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茶道中，

可撫琴歌舞，可吟詩作畫，可鑑花賞月，可論

經對奕，可獨對山水，可當酒助興。「真」是

在茶事活動中一切求真。茶葉是真茶，真味，

真香；環境是真山真水，器具是真竹，真木，

真陶，真瓷；還包括了對人的真心，敬客要真

情，說話要真誠，心境要真閑。茶事活動的每

一個環節都要認真，求真。

另有一派茶人提出中國茶道之四諦應為

「廉美和敬」；又台灣中華茶藝協會第二次大

會通過的茶藝基本精神是「清、敬、怡、真」

四諦。

茶醉與酒醉

古人云「壯士好酒，雅士愛茶」，又云

「俗人多酗酒，文人尚品茶」。此種說法之真

確性，有待考證。但我們都知道酒喝多了令人

醉，但茶喝多了也會醉人。宋代詩人杜耒詩句

「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

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這一首詩描述

寒夜與友共飲佳茗，不為止渴而想借茶為媒，

進行友誼與文思的交流。古代文人常借品茶來

薰陶自己，培養從容雅緻，彬彬有禮的君子風

範。他們會陶醉於彼此的友誼與文思的交流當

中，也是另一種茶醉的境界。

從精神的體會方面，茶醉與酒醉呈現出不

同的感覺與意境，茶醉是脫俗的，酒醉是流俗

的，昏沉的。從生理學的觀點，茶醉可能是由

於腦部的某些意識樞紐被活化釋放出來；而酒

醉可能是由於腦部的某些抑制機制被麻醉或阻

斷，因而表現出躁進激昂的行為。

茶醉通常是因空腹飲茶或引用過量的茶所

致，茶葉中含有多種生物鹼如咖啡鹼，它在茶

葉中的含量約2.5%。它具有興奮大腦神經中樞

和促進心臟機能亢進的作用。如此飲茶過濃或

過量就可能引起茶醉。據研究顯示多量的茶多

酚也會促進“茶醉”的發生。

茶的保健作用

近十幾年，茶科學的研究對茶的保健作用

提出了許多報告。尤其從生物化學，藥理學與

分子生物學的方面，更有許多進展。日後有機

會再詳加介紹。筆者在兩年前曾獲金玉教授講

座，應台大校訊的邀請寫了一篇“茶的保健與

防癌原理”通俗文章，刊載於台大校訊第605

期（90年1月3日）。

另外，筆者之研究團隊（十多位博士班與

碩士班之研究生及多位教授），十多年來對茶

的各種保健作用與原理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發表於國際學術雜誌之論文已有50多篇。特列

出數篇，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指正。

（一）1997，首先證明茶多酚可抑制癌細胞中

之生長因素（EGF）與其受體的結合，

並抑制該受體之磷酸化作用。

Lin J-K, Liang Y-C, Lin-Shiau S-Y. 

Biochem Pharmacol 1999; 58: 911-5.

Liang Y-C, Lin-Shiau S-Y, Chen C-F,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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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J Cell Biochem1997; 67: 55-65.

（二）1997，首先證明茶多酚可以抑制訊息傳

遞物質一氧化氮（NO）之生體合成酶

為茶能退火，消炎提供了可能分子機

制。

Lin Y-L & Lin J-K. Mol Pharmacol 1997; 

52: 465-72.

（三）1999，首先證明茶多酚可抑制細胞周期

之進行（以利癌細胞凋亡之發生）。

Liang Y-C, Lin-Shiau S-Y, Chen C-F, Lin 

J-K. J Cell Biochem 1999; 75: 1-12.

（四）2003，首先證明茶多酚可以抑制脂細

胞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etase）之表

現，為多年來認為茶能瘦身提供了重

要的分子機制。

Yen C-W, Chen W-J, Chiang C-T, Lin-

Shiau S-Y, Lin J-K. Pharmacogenomics J 

2003; 3, 267-76.

（五）2004，首先證明植多酚與茶多酚可抑

制主控細胞生死之重要分子蛋白酶體

（Proteosome），為茶能抑制癌細胞生

長提供一種嶄新的作用機制與研究方

向。

Chen W-J and Lin J-K. J Biol Chem 2004; 

279: 13496-505.

Way T-D, Kao M-C, Lin J-K. J Biol Chem 

2004; 279: 4479-89.

Huang H-C, Way T-D, Lin C-L, Lin J-K. 

Endocrinol 2008; 149: 5972-83.

（六）2005，首先證明茶（綠，紅，烏龍及普

洱茶）在鼠體中之降脂及瘦身作用。

以普洱茶作用最強。

Kuo K-L et el. J Agric Food Chem. 2005; 

53: 480-459.

（七）2007首先證明茶多酚（EGCG）對Aβ

之神經毒性有保護作用，對Alzheimer’s 

disease可能有預防作用。

Lin C-L, Lin J-K et al. Neurobiol Aging 

2009; 30; 81-92.（本論文接受日期為

2007年5月11日）

Lin C-L & Lin J-K. Mol Nutr Food Res 

2008; 52: 930-9.

結語

中國歷代文人雅士愛茶成習，有些文人

功力奇高，能把品茶的精神融入棋琴書畫，詩

詞歌賦中。也就是說在文人的茶禮中，每杯茶

中另有乾坤，都充滿了學問與藝術的靈動與寓

意。此乃文人雅士茶道之精華所在。

柴米油鹽醬醋茶，茶乃開門七件事之一。

茶能養生保健，醒腦提神，清心修身，國人不

可一日無茶。茶有萬種風情，無窮魅力。讓人

孜孜以求令人銷魂，也啟人心智。

茶是天賜的靈物，可助詩興而使雲山增

色；可伏睡魔而使天地呈祥；可消虛火而使人

延年益壽。飲茶的生物效應在使人輕鬆，寧

靜，自在；既可在清香中自得其樂，亦可將心

得與人共享。品茶的藝術在於「和靜怡真」

的心境。茶人可由清茶一杯感受心靈的頓悟，

亦可將染塵的心扉滌蕩的飄逸與空靈，妙哉品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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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

註一：林仁混教授為台大生化所名譽教授，也

是今年（97年）中研院剛選出的院士，

人稱『茶博士』，發表的三百篇論文，

在學術界被引用次數很高，是台灣論文

被國際引用的前茅；2003年，林院士又

進一步證明，茶與多酚可以抑制細胞中

的脂肪酸合成，達到瘦身和防癌效果。

將論文發表在『藥理基因體學』，是亞

洲華人第一篇被此雜誌接受的論文，茶

對人健康效益，自此在國際廣為人知。

註二：2008年11月16日林院士應邀於台大景福

會校友返校聯誼會之專題演講，本文為

演講部份內容。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58年畢業，現為母校

醫學院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徵求系主任候選人

（一）應徵資格：具有教育部部定之教授資格或任職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教授，具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相關教學經驗，有學術

成就並具領導能力。限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後

出生者。

（二）檢具資料：申請人個人履歷，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印本，未來

系所規劃及願景，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各

一份。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相關領域教授、副教授三人之

推薦函，被推薦同意書。

（三）截止日期：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前，以書面資料寄達

系主任辦公室

（四）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號

 台大醫技系　李君男主任　收

（五）聯絡電話：（02）2356-2798  

（六）聯 絡 人：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電話：（02）2356-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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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咪呀的彩色人生

文／陳昭瑩

台
大物理治療中心於2008年7月試營運，

一個全新單位，所有制度與行政流程都

要從「無」開始建立；同時又要第一線面對病

人，有著臨床服務絕不能有折扣的壓力。我兢

兢業業過著每天「朝7晚7」的生活，體力與情

緒都緊繃到一個臨界點。就在這個時候，接到

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曹昭懿理事長的電話：

「9月公會在國父紀念館要辦園遊會，物理治

療中心承接一個攤位吧！」雖然心中擔心著我

那很多行政作業還沒完全上軌道、只有3個全

職物理治療師的物理治療中心，但專業的使命

感還是讓我硬著頭皮答應了。後來薔蜜颱風的

攪局，讓園遊會延後到12月舉行，當時可真是

讓我鬆了好大一口氣！

但人算不如天算，延到12月14日的活動，

竟遇到北台灣濕冷的冬北季風鋒面南下。早上

抱著要帶到會場的資料出門時，心情就像天空

與手上的資料一般陰霾與沉重。擔心天氣因素

讓人氣聚不來，擔心精心準備的衛教資料弄濕

了，擔心場地濕滑萬一有參加活動的老人家摔

跤……唉！一路上一顆不安的心就這樣七上八

下地吊著。

到國父紀念館廣場時，還不到8點，但是

會場已有很多穿著充滿朝氣與能量的黃色短T

的工作人員在忙碌著。看到這些平常穿著白色

治療服在醫院裏的物理治療師們，忙進忙出

的佈置會場或自己的攤位，心裏一陣暖意湧

上。也不覺得冷了，我趕忙脫下厚重的外套，

Show出我的黃色工作服，開始佈置我們的攤

位─「台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 媽媽咪呀的彩

色人生」（圖一）。

囉囉唆唆三段了，究竟我們物理治療中心

攤位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我們攤位是以台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的治

療特色之一「婦女尿失禁物理治療」為主題，

在遲舒云物理治療師與台大物理治療研究所博

士班學生洪秀娟治療師的熱情義助下，設計了

賓果大賽闖關活動（附件一）。我、舒云與秀

娟三個女性自然是攤位裏的關主，而敝中心

的大帥哥，賴忠駿，本著物理治療師的健康心

態，一本正經地拿著婦女尿失禁的衛教單張滿

圖一：台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的「媽媽咪

呀的彩色人生」。左一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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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跑，幫忙我們到外場拉抬人氣。在有限的人

力下，輸人不輸陣，也真難為了這名未婚的雅

痞帥哥（圖二）。

原本該在9月舉辦的活動，正好趕搭暑假

「媽媽咪呀」電影上映的話題，所以取名「媽

媽咪呀的彩色人生」，對照尿失禁的婦女人生

是黑白的。但是活動延到12月，這個攤位名就

有點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了，沒想到危機

就是轉機，正好吸引好奇的民眾過來問：「你

們是做什麼的呢？」原來世上的好奇寶寶還真

不少！

在寒風細雨的國父紀念館廣場講一整天

的話，到下午收攤時，喉嚨又啞又痛。但是在

婆婆媽媽聽了我們的講解後，露出一副原來如

此，謝謝我們幫忙的那些眼神中，我雖拖著疲

憊頭痛的身體，心中卻是滿滿的成就感。

更開心的是園遊會活動過後一週，在8東

物理治療中心櫃檯有一個正在進行報到的太

太，看著我笑著說：「陳老師妳不記得我了，

我是上星期日到國父紀念館妳們攤位問問題

的，你介紹我到台大醫院來看家醫科，真的

幫忙很大。那邊醫師人很好，也很熱心，要我

到你們中心來治療，今天來第二次了。真是謝

謝妳的介紹，我尿失禁好一陣子了，覺得很丟

臉，一直很怕開刀呢！真的很感謝妳。妳們

這種很有意義的活動，以後要多多舉辦才好

呢。」她一再地致謝，讓我有點不太好意思，

但心中卻是飄飄然。

這就是走進社區、走入民眾最好的收穫

吧！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已經舉辦了數年

的社區活動。從勞工族、電腦族、運動傷害，

到銀髮族，每年都贏得不少的掌聲，也讓我們

年輕的物理治療師學習關懷人群，創造民眾與

治療師雙贏的利基，感覺還真不錯呢！這也應

該是我們物理治療中心的經營理念，建立以民

眾利益為中心的思維，創造醫病雙贏的利基，

今年，我應該是收穫最大的人了。

（作者係母院物理治療學系1987年畢業，現

任台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經理）

為 了 褲 底 清

潔，用衛生紙

最乾淨安全？ 

一整天上幾次

廁所算正常？

咳嗽打噴嚏、

尿急時有尿液

漏出算正常？

小便要用力是

正確的嗎？ 

為了不要跑廁

所，所以要少

喝水？ 

憋尿不好，看

到廁所就該去

上一下，不管

有尿或沒尿？

為 了 時 髦 漂

亮，建議多穿

著 緊 身 牛 仔

褲、丁字褲？ 

衛生棉墊若沒

有弄髒，可以

一 整 天 不 更

換？

年紀大或生完

小孩就一定會

漏尿？

內褲和其他衣

物 可 以 混 著

洗？

小 便 有 尿 就

好，不管有沒

有尿乾淨就趕

快出來了？

每天要喝很多

很多的水，愈

多愈好？

清洗會陰若沒

有用熱水會擔

心洗不乾淨？ 

常喝咖啡或茶

會刺激膀胱，

所 以 應 該 少

喝？

上完廁所衛生

紙是由前往後

擦？或由後往

前擦？

為 了 保 持 乾

淨，陰毛剃光

光比較好？

附件一： 賓果大賽（連連看，連成一線即可

過關）

圖二：我們宣導活動就是不斷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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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之樂樂何如？

文／龔篤勝

盼
了多年，台大醫院的物理治療中心終於

在2008年七月成立了，台大醫院的病患

能夠獲得更快速即時的物理治療服務，可謂

台灣病患的福音，是一大功德。但在這樣令

人雀躍的背後，卻藏著一段段帶著斑斑汗水

的故事。

物理治療中心可接受全院各科的直接照

會，業務量龐大，由四位物理治療師以及一

位管理師負責，還有學系老師、研究生和助

教們的犧牲奉獻。縱使如此，中心內的成員

們依然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物理治療中心

沒有看得見天空的窗戶），加班到晚上七、

八點已是家常便飯，有些病人見狀還一直詢

問我們是不是有開到晚上呢！

一般我們要求患者最晚在4：30要報到，

常常有病患在5：30或6：00才出現，累垮的

我負責告訴他們已經錯過了報到的時間。結

果病患們會說：「即便我現在報到，你也不

可能馬上看到我。若我4：30報到，豈不要等

2小時？」每當聽到這樣的話，我也只能默

默的苦笑，讓他報到。將心比心，若我是病

患，我也不願意等太久。

其中最辛苦的三個人就是我們的陳經

理、蔡管理師、還有她肚子裡的寶寶，他們

三個人幾乎天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

不說，因為過度的辛勞，三個人的健康也亮

起了紅燈。有一次寶寶八成是因為看不慣媽

媽這麼勞累，還急著跑出來幫忙咧，這個舉

動可把大家嚇壞了（阿寶呀~你才三個月大，

就在肚子裡好好待著吧～）。而且他們分別

是中心職員裡最年長的和最幼齒的，我們其

他年輕力壯的治療師們真要好好的向他們看

齊和致謝。

提到加班，讓我想起有一次和江治療

師一起下班，感應式的讀卡機只要『嗶』一

聲就可以完成下班打卡的動作了，歸心似箭

的我原以為江治療師打完卡馬上就可以繼續

往前走，不料我走了幾步之後才發現身邊的

江治療師並沒有跟上來。於是我回頭一看，

只見他兩眼空洞地站在讀卡機前，一次又一

次地感應手中的卡，讓機器「嗶」、嗶」、

「嗶」地叫著，我心想「八成是讀卡機或卡

片有問題吧！」於是走近詢問，這時江治療

師冷冷的回頭對我說「沒有阿，是加班太久

了，想要讓讀卡機也有加班的感覺」接著嘴

角微微的上揚，我才明白了原來壞掉的並不

是讀卡機或卡片……

上午班也是常常會超時工作，來不及

出去吃中餐，所以我們都是派一個人出去買

所有人的便當。然後聚在一起吃便當，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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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心得，是我過去沒有的經驗。由於患難

與共，一起聊天，反而產生「革命情感」，

大家親如一家人，也熟悉相互間的脾氣與對

食物的喜好。有時候有些治療師還在病房，

一時回不來，也聯絡不上，我們就會猜他會

想吃什麼東西，替他買回來，當作是飯前娛

樂。我雖然喜歡麵食，但一次教訓後就學乖

了，多半會購買飯食。因為購買麵食時，要

記得告訴老闆，「麵」、「湯」分離，否則

等忙完病人後，只能吃到「水腫」的麵條

了。

雖說加班辛苦，但是當病人都走了，

而手邊的工作也暫時告一段落後，總能放鬆

的聊聊天，交換一些上班時遇到的趣聞或是

心事。這時的心情是滿足的，但是身體可老

實得很，該餓的時間到了就一定會知道，若

能有個小東西可以先填填肚子就更棒了。就

有一次，突然出現了超級美味的咖哩酥，而

且接連兩個禮拜都在下午出現了小點心，一

問之下才知道這是陳經理的病人的愛心。原

來，那是位手受傷的病人做的，原本愛做點

心的這位病人在受傷後就沒辦法再做點心

了，經過了陳經理的物理治療後，病人的狀

況漸漸地改善了。於是經理建議他可以開始

增加雙手的運動訓練，但許多運動的設計多

半是為運動而運動，所以經理建議病人以揉

麵團與捏水餃來訓練她的手部功能與肌力，

寓治療與興趣於家事中。於是病友開始不定

期繳交家庭作業：「物理治療餅」，也跟大

家分享他手漸漸痊癒的喜悅。有治療意義，

且病友做得高興，而我們也吃得開心，真是

一舉三得。

其實，適當的加班也是有很多好處的，

像是可以避開交通擁擠的尖峰時段，這對我

們已有三個月身孕的蔡管理師可是很重要的

呢！她可以悠哉的坐捷運，不必跟人擠破

頭。住在郊區的我也因此避開上下班的煎

熬，而減少了通勤的時間。對於要減肥的人

更是一大福音，用加班來熬過難忍的晚餐時

間，亦收加班消耗熱量與不吃晚餐的雙倍功

效（除非…他吃了宵夜…嘻嘻！我們當中就

有人體重直線上昇……）。

在這工時超長的物理治療中心裡，充滿

著溫煦如陽光的物理治療師們以及大大小小

的趣聞軼事。雖然辛苦，但是見到大家的互

相扶持與迅速康復的病人們展露笑容，心理

上的滿足早已超越了一切，更何況，我們所

走的每一步都是台灣物理治療史上的新頁，

今後也更加不能鬆懈，想在此向為中心付出

的每一位師長、同仁以及曾給予我們幫助的

醫療專業人員說聲「謝謝！辛苦了！」今後

我們會更加的努力！物理治療中心，加油！

小時候有一詩句，常常令我心儀：「讀

書之樂樂何如　綠滿窗前草不除」，現在我

在中心工作是「加班之樂樂何如  紙滿桌前

筆疾書」，大量的業務，帶來堆積如山的病

歷；在我振筆疾書之際，又被逮著寫景福醫

訊。就此停筆，再寫下去，今天我又要變成

「關門人」了。

（作者係母院物理治療學系2007年畢業，現

任研究助理）



國外進修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之

進修心得報告

文／蔡明憲

本
人很榮幸於97.10.1至97.12.27奉派至匹

茲堡大學醫學中心進行參訪，在Prof. 

Kareem Abu-Elmagd及其小腸移植團隊的協助

及指導下，參與病房巡房、門診治療、手術過

程，以及各項移植相關的會議及演講，並獲有

Prof. Kareem Abu-Elmagd簽發的證明文件。

小腸移植（Intestinal Transplantation）目

前被認為是治療腸道衰竭（Intestinal Failure）

的一項醫療技術，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單純小腸

移植（Isolated Small Bowel Transplantation），

改良式多器官移植（Modified Multivisceral 

Transplanation）、完全多器官移植（Full Multi-

visceral Transplantation），以及其他手術變形

等等。

並非全部有腸道衰竭的病患都需要接

受小腸移植，一般而言，小腸移植被用來治

療因為罹患腸道衰竭需要全靜脈營養（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TPN），又因為長期接受

全靜脈營養引發併發症的病人。這些可能的併

發症包括了：

1. 主要靜脈栓塞

2. 全靜脈營養注射導管的感染

3. 即使使用全靜脈營養，仍然無法維持水分

及電解質的平衡

4. 膽汁鬱積性的肝臟衰竭（C h o l e s t a t i c 

Hepatic Failure）

儘管小腸移植的數目逐年增加，相對於

其他器官移植，小腸移植的數目仍然偏少，根

據international intestinal transplant網站登錄的

結果，目前（2008年）全世界僅有約不到兩千

例的小腸移植案例，以美國而言，2006年總共

有239人等待小腸移植，其中141人成功等到器

官而接受小腸移植。在美國，小腸移植仍然為

一種實驗性的醫療技術，並沒有一套常規的手

術及醫療照顧方法，美國醫療保險中心（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也

僅僅核准全美8家醫學中心可以執行成人小腸

移植，以及一家醫學中心可以執行小兒小腸移

植。近年來由於手術技術以及免疫抑制劑的進

步，小腸移植的結果較早期已經有顯著的進

步，有學者主張小腸移植的適應症應該可以適

度的放寬。

由於超過95%的小腸移植器官來自於屍體

捐贈，小腸移植等待者往往必須等候一段相當

的時間（在美國約為半年至一年不等）才能等

候到合適的器官，尤其是小兒病患。一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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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指出，在這段等候期間，小腸移植等待

者的平均粗死亡率約為14%，令人驚訝的是，

這項粗死亡率在過去十多年間並未因為醫療的

進步而逐漸減少，可見長期使用全靜脈營養的

病患一旦出現併發症，除了小腸移植之外，其

他的醫療技術幾乎無法延長其生命。

筆者在此不擬詳述小腸移植各過程的細

節，僅就捐贈者以及受贈者的特徵加以描述，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翻閱參考文獻。這些捐

贈者多半為年輕的腦死患者，心跳血壓穩定，

同時沒有致命的惡性腫瘤及嚴重感染（例如

B型肝炎病毒、C型肝炎病毒、愛滋病毒）。

例外的是巨嗜細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CMV）感染的受贈者可以接受來自CMV感染

的捐贈者的器官。捐贈者器官只能被移植至相

同血型的受贈者身上。

至於受贈者的特徵，除了少數病患之外，

多數的受贈者在接受小腸移植之前多半接受過

許多次腹部手術，因此在進行受贈者開腹手術

時必須特別細心的剝離沾黏，以及避免傷及其

他腹內臟器，特別是腹內臟器可能因為之前手

術或是其他的原因，導致不在正常的解剖位

置。

此次出國目的係參訪小腸移植的重鎮─匹

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學習手術技巧、術後照顧

以及術前參訪，腸道衰竭的病患，其主要治療

仍為全靜脈營養輸液治療。但是如果不適宜使

用全靜脈營養輸液治療，則小腸移植是唯一可

以延長生命的治療方式。由於我國尚未將小腸

移植列為常規的醫療技術，經過此次進修參訪

之後，未來擬以人體試驗的方式，將此技術應

用於治療腸道衰竭又無法使用全靜脈營養的病

患。期待能有效的將此一技術造福國人，並進

一步發展多器官移植的技術。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任職於

母院外科部）

筆者（左）與Prof. Ruy J Cruz於感恩節晚宴後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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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惠敏

時
間真快，又輪到我當執

行編輯。本期主要是去

年景福校友會的實況轉播，藉

由不同年代的學長們回來跟我

們的分享與期勉，一直都是景

福校友會的特色。在閱讀本刊

物的同時，希望您也讀出了景

福校友會的用心。醫學新知方

面，我請新開張的陳昭瑩經理

擔綱。他輕鬆揮灑出媽媽咪的

彩色人生，是尿失禁患者的治

療新方向。我們試圖撇開硬梆

梆的科學數據，以輕鬆的口吻帶出新型的物理治療模式，不知道有沒有達到目的？此外，林仁混教

授的茶道，眾多的茶葉，在歷史與科技的敘述中，文筆豐盛令人目接不暇。金融海嘯對我們公家醫

院的影響應該不大，但不知為什麼，最近幾年老是在加班，永遠有做不完的功課。龔篤勝的加班

樂，是我們所有加班工作人的心聲，是苦中作樂。最後，最近天氣變化不穩定，請諸位長輩與後進

要注意保暖，不要著涼了！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1981年畢業，現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台 大 醫 院

消 防 演 習 預 演

時間：2009年3月22日及4月12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及開刀房

攝影：鄭國威

▲員警人員參與▲醫事人員認真看待

▲開刀房演練 ▲消防人員待命

▲王明鉅醫師解說▲演習前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