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國際護士節慶祝大會合影（2009年5月6日）　　　　　　　　　（呂志成　攝影）

臺灣大學醫學院鋼琴比賽賽後合影（2009年5月7日）　　　　　　　（喬士明　攝影）

第
26

卷
第5期　2009年

5月





本 刊 來 稿 文 責 由 作 者 自 負 不 代 表 本 刊 立 場

目　錄

景福醫訊
Jing-Fu Bulletin

第26卷　第5期

2009年5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出版

第二十六卷第五期　總號二八六

董事長兼發行人∕陳維昭

社　　　　　長∕林明燦

編　輯　顧　問∕林國煌、彭明聰、陳萬裕、楊思標

　　　　　　　　洪伯廷、曾淵如、謝豐舟、余秀瑛

　　　　　　　　郭英雄、朱宗信

正 副 總 編 輯∕林隆光、方偉宏

編　　　　　輯∕陳偉勵、薛漪平、王莉芳、鍾國彪

　　　　　　　　柯政郁、許秉寧、丘彥南、羅仕錡

　　　　　　　　高碧霞、徐紹勛、范守仁、陳文翔

　　　　　　　　徐明洸、蘇銘嘉、陳世杰、李正 
　　　　　　　　林麗真、錢宗良、陳世乾、柴惠敏

本期執行編輯∕楊曜旭

副　執　行　長∕陳晉興、陳慧玲

助　理　編　輯∕徐苑儒

社　　　　　址∕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台大醫院景福館）

電　　　　　話∕(02)2312-3456轉67353
傳　　　　　真∕(02)2388-6161
印　　　　　刷∕益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北台字第一二六一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ISSN-1028-9585
網　　　　　址∕http://www.jingfu.org.tw
電　子　信　箱∕jingfu68@ms78.hinet.net
劃　撥　帳　號∕01410009
戶　　　　　名∕台大景福基金會

兒醫專欄

2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台大兒童醫院）   
籌設過程及簡介　王主科

7 台灣兒童醫療照護的困境與展望　張美惠

9 葉克膜在兒科病人的臨床應用　吳恩婷

保健廣場

11 曬太陽了嗎？　林少光

醫療服務

17 送愛到海地─Project Haiti Heart　楊明倫

校友小品

21 當仁不讓　王緒

23 毛線衣　戴鐵雄

休閒旅遊

27 遠東之夏威夷─韓國濟州島：宜人氣候、美

麗海岸、蜜月好去處　李彥輝

國外進修

32 赴廣州參與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胃癌研討

會心得─只聞其聲不知處，一見方曉天地博

林耿立

編後語

作品名稱：快樂成長

作　　者：趙國宗

地　　點：西護理站走道牆面

創作說明：純真爛漫與多彩的想像人物以手工

陶，群聚組合，是藝術家一貫的創作特色；本作

品人、動物、植物、物品皆以簡化的形體呈現，

瀰漫自然、輕鬆、隨性的氣息。大量的對比色，

讓場景更加鮮明，也讓病房區的氣氛為之一變。

手工燒陶的質感，更豐富了牆面的表情。



兒醫專欄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
（台大兒童醫院）籌設過程及簡介

文／王主科

一、計畫緣起

本院小兒部同仁為提昇兒童健康與醫療

水準，最早於七十三年五月即開始籲請國家

籌設兒童醫院。八十二年十一月教育部與衛

生署會銜陳行政院，提報「本校醫學院附設

國家兒童醫院計畫書」草案，八十三年三月

行政院正式核定兒醫案名稱為「本校醫學院

附設兒童醫院」，其經費由教育部編列，循

預算程序向行政院申請。同年八月核定成立

「兒童醫院籌備處」。籌備處在民國八十三

年至八十六年間，確定兒童醫院建院地點及

面積，完成了向衛生署提出申請兒童醫院設

立之許可，要求台灣省慢性病防治局歸還本

校，以興建兒童醫院機電中心等，而八十七

年三月行政院經建會再次通過「兒童醫院計

畫書」審議。

惟因政府財政狀況逐漸困難，行政院於

八十七年九月函示再加檢討。經與教育部協

調，修訂計畫將兒童醫院之籌建區分為兩階

段興建。行政院於八十九年七月函覆同意備

查本院檢討評估報告，並將計畫更名為「台

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新建計畫」。

後續於本校校長及本院院長之大力支

持下，本院於九十年四月即依行政院函示修

訂完成「本院兒童醫療大樓規劃設計書」，

並送教育部審議，經教育部數次審查，教育

部終於九十二年四月提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審議，工程會於九十二年五月間完成審

議，經教育部九十二年七月函轉行政院核定

函，准予本院兒醫大樓辦理發包，至此籌備

近十年之兒童醫院案即於九十二年十月十四

日開始動工興建。

惟近年來我國醫療院所經營環境已有重

大改變，本院對兒童醫療服務範圍亦思考如

何整合跨科部及系列性的服務，以提供全方

▲兒醫大樓門前公共藝術作品—愛的彩色城

堡—李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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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兒童醫療服務。從胎兒未出生前之遺傳

基因保健服務，生產時之新生兒照顧到特殊

發展兒童之照顧等原設本院總院之部科整合

至本院兒童醫療大樓中。基於上述理由本院

於九十四年初決議將產科、基因醫學部及生

殖醫學中心等遷入兒醫大樓，而於九十七年

中再決議將婦科一併遷入兒醫大樓，以利婦

產部及小兒部合作提供更完整之服務。

二、計畫目的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案成立之宗旨為

提昇我國兒童健康、落實培養我國兒童醫療

與保健人才，從事兒童健康之研究、並擔任

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來照顧轉診病童，以提

昇國家形象及落實政府對照顧兒童醫療的決

心。

兒童醫療大樓樓層及單位一覽表

樓層 空間功能用途說明

20~21 F 暫為保留空間

16~19 F 基因醫學部、小兒部、兒童外科系、婦產部研究空間

15 F 小兒部、婦產部行政空間及醫師辦公室

14 F 婦科病房（50床）

12~13 F 兒科一般病房（108床）、外科一般病房（36床）

11 F 產科病房（48床）、嬰兒室（20床）

10 F
IICU嬰兒加護病房（20床）、ICN新生兒中重度病房（36床）、IOR嬰兒中重度病

房（12床）、NICU新生兒加護病房（25床）

9 F 產房（4間）、待產床（14床）、生殖醫學中心

8 F
門診手術區（3間）含恢復室（6床）、心導管室（含恢復床2床）、PICU兒童加護

病房（20床）

7 F 麻醉部、供應中心

6 F 手術室（8間）、恢復室（8床）、SICU外科加護病房（16床）

5 F 兒科一般病床（31床）、移植加護病房（8床）、資訊室、聯合行政辦公室

4 F 復健部治療室、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早期療育中心、臨床試驗中心、社工室

3 F
兒童生理檢查區、影像醫學部（X光、CT、MRI）、門診治療中心、兒童門診38~39
診（兒童骨科）、遊戲室

2 F
兒童門診6~37診（兒童內科系、兒童外科系、基因醫學）、兒童牙科（24）診、營

養諮詢門診、遊戲室

1 F
大廳、兒童門診1~8診（兒童耳鼻喉科∕眼科∕皮膚科、兒童復健科∕臨床心理中

心）、門診藥局、門診住院聯合服務櫃台、家庭資源中心

B1 F 美食商場、視聽講堂、會議室、住院藥局

B2~B4 F 訪客及員工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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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完工後除了提供

一般醫療外，更要提昇我國兒童醫療水準和

兒童健康之保健，並著重在兒童重症醫療的

研究和發展；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台大兒

童醫療大樓肩負兒童醫療專科醫師之養成，

此乃為其重要之使命之一。除了醫療和教學

之貢獻外，台大兒童醫療大樓完工後對於兒

童相關健康課題之研究亦為重要任務，將致

力於本土兒童疾病之研究，並發展我國兒童

疾病或流行病的監視、預測和治療系統，並

提供研究資料和建議作為政府決策之考量。

三、建築計畫內容

本工程基地位於台大醫院舊址青島

西路、中山南路口（台大醫院西址院區北

端），為台大醫院西址整建工程之啟始。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約22,346

坪（73870.78 m2），建物建築面積約973坪。

為地上22層樓、地下4層之鋼骨結構物，總高

度約（不含屋突）100公尺，地下開挖深度

約21公尺。本建築興建工程計分前期及後期

兩階段，目前執行完成部分為前期工程，執

行期間為92年至97年。本案採用逆打工法施

工，為具備較安全且獲得最短施工時間之方

式。

目前本院兒童醫療大樓門診服務包含小

兒部各次專科及兒童相關部科門診共43診，

每日門診服務量平均約逾1,000人次；住院

服務則設有總床數460床：一般病床共287

床（含兒科139床、外科系36床、婦產部112

床）、特殊病床共173床（含加護病床89床、

中重度病床48床、恢復床16床及嬰兒床20

床）。

四、醫療服務特色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以病人為中心，特

別考量兒童之需要進行規劃，具備之特色如

下：

（一）整合一流兒童醫療團隊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將整合本院現有優秀

的兒童醫療團隊，如兒童內科系、兒童外科

系、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兒童復健科、臨床

心理中心、兒童營養科等科部於兒童醫療大

樓內做整合性服務。故一般兒童病友所需之

各類門診服務皆可以在兒童醫療大樓一次滿

足，不必像之前在本院西址不同棟、不同樓

層間奔波看診。

（二）加強兒童重症醫療服務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除設有兒童一般病

床175床外（另設有婦產部成人一般病床112

床），另設有各類兒童加護病床多達173床

▲台大小兒部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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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兒童一般病床數），故各類兒童加護

病床數佔本院兒童醫療大樓病床數的比率較

一般醫院高，顯見本院對加強服務兒童重症

醫療之決心及準備。

（三）婦產部、基因醫學部進駐，提供全方

位照護

除小兒部各次專科外，婦產部、生殖

醫學中心及基因醫學部也已遷入本大樓，可

提供更完整且一系列性（從母親、基因、胎

兒、生產、新生兒、嬰兒到兒童）的醫療照

顧。

（四）設置早期療育中心

本院於兒童醫療大樓4樓設置早期療育中

心，除由相關科別醫師提供臨床診斷，另由

心理師進行神經心理學、發展智能評估，社

工師進行家庭功能評估，職能治療師、物理

治療師及語言治療師提供復健課程等，提供

兒童全方位、整合型的醫療服務之早期療育

中心。

（五）專為兒童考量，打造專業空間設計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除提供更整合、方

便的醫療服務外，室內設計理念特以親近兒

童、活潑明亮為主，利用顏色、幾何圖形及

搭配可愛景物圖案發揮設計主題之特色，突

顯兒童活潑、好奇及童稚天真的特質，讓兒

童的就診經驗充滿趣味性和啟發性，間接增

進兒童對本大樓之喜歡及認同感。例如兒童

▲兒醫大樓明亮且用色活潑的一樓大廳。

▲兒醫大樓一樓6至8診候診區—奇樂森林—

胡碩峰。

▲兒醫大樓大廳公共藝術作品—滾球樂園—

喬治羅德。



兒醫專欄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病房區走道設計乃配合各樓層主題，分別以

綠及藍為主色，護理站區域走道轉折處，亦

特別在地板以可愛動物圖案如海豚或烏龜等

裝飾點綴，以增加兒科病房區之活潑性，同

時方便小朋友分辨方位。

（六）公共藝術作品點綴，專屬兒童候診遊

戲空間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各樓層空間尚有17組

公共藝術作品設置，另結合瑞信兒童醫療基

金及信誼基金會於1樓至3樓之門診區熱心捐

贈遊戲區、遊憩等候區及病房日光室等，使

兒童醫療大樓之服務空間充滿藝術性及趣味

性，也讓每一位來就診的兒童都能忘卻病痛

且充滿驚喜。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院

小兒部教授及兒童醫院籌備處主任）

▲兒醫大樓二樓32至37診遊戲區—奇幻旅

行—龔書章。

▲兒醫大樓二樓32至37診候診區—奇幻旅

行—龔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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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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童醫療照護的困境與展望

文／張美惠

兒
童是國家的未來，政府對兒童健康的政

策規畫，可以反映出政府對國家未來國

民品質的重視度。兒童未來的生命平均長達

數十年，為兒童的健康打好基礎，不但可以

促進國民身心健康，更可減少未來成年後之

疾病。這是政府最佳的投資，也是具有遠見

的作為。

隨著我國年生育率之下降，每年出生

的新生兒由1981年的四十一萬，至今己減至

不到二十萬。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

義，兒童是指小於18歲者。在台灣兩千三

百萬的人口中，小於15歲的兒童大約佔了

17.8%，小於20歲人口佔20.64%。但是兒童的

醫療支出所佔比例極低（15歲以下佔9.12%，

20歲以下佔11.49%），國家支助兒童健康研

究的費用比例也偏低，與人口結構極不成比

例。反之，65歲以上老人的醫療費用佔了醫

療總支出33.2%，而65歲以上老人人口只佔總

人口的10.10%。即使政府的年金政策與民間

的善心捐款，也常忽略了弱勢兒童，這些都

與歐美先進國家大相逕庭。

目前台灣雙職父母的趨勢與育兒成本的

提高，使年輕父母們視育兒為畏途，他們是

亟須協助的社會中堅份子。政府及社會必須

在兒童健康照護上給予更多實質的支持，才

能提升父母們生兒育女的意願。目前我國各

種政策常輕忽了促進生育與加強兒童醫療對

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社會大眾對於影響

國家未來甚鉅的人口政策、兒童健康維護、

兒童疾病防治等亦無深刻體認，這些都是我

們必須向政府建言的。

兒童的醫療照護包含了預防與治療兩

方面，其中預防尤其重要。現今的醫療制

度，較忽略預防的層面，未積極鼓勵醫護人

員從事衛教，也未給予兒童家長必要資訊。

以守護兒童健康、加強預防疾病的任務而

言，兒科醫師無寧是最關鍵的角色。舉例而

言，國內一至四歲兒童的首要死因是事故傷

害，這些大多發生在家庭中的意外，是可以

積極預防的。目前政府支出的健保經費都在

照顧已經發生意外的孩子，若真的要幫助維

護兒童健康，首要之務應在於預防不幸事件

的發生。如果醫療照護中能重視健康教育的

重要，在第一線的兒科醫師看診時加入嬰幼

兒安全防護之篩檢及教育，事先改善家中不

安全的措施及設備，才能有效地降低兒童死

亡率、減少醫療支出，並真正保障兒童的健

康。

兒童就醫具有其獨特性，因為小朋友往

往無法乖乖地接受檢查或治療，兒科醫師必

須花更多時間與精神進行診察，也需要更多

的人力照顧一個小孩。以打針為例，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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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進行靜脈注射所需的時間人力，平均

為大人的好幾倍。完成一個小孩胃鏡所需的

時間與精力，可以做好幾個大人的胃鏡。相

對於成人的檢查，兒童病患往往需要三倍以

上的人力才能完成。但現行醫療給付並未考

量兒童醫療的這種特質，以致造成兒童醫療

給付偏低的現況。因此，醫院診所投入兒童

醫療的意願自然偏低，進而影響新進醫師投

入兒科醫療的意願，尤以最近六年為然，這

已直接威脅到兒童醫療的品質。

健康的維護應從小做起，良好的生活習

慣與人格特質繫乎幼時完善的教育，這些都

是我們熟知的事情。但在醫療體系中，這些

卻被忽略了。偏低的醫療給付與兒童人口減

少的趨勢，使兒童醫院自給自足的能力顯然

不足。感謝兒科前輩及同仁的努力，與政府

及台大醫院的支持，台大兒童醫院很難得地

在此艱困環境中成立了。它為兒童健康帶來

一個超乎現況的理想，但可預見未來維持自

己自足的困難。世界各國的兒童醫院都必須

仰賴社會善心捐款，所以向社會募款的活動

已成為常規。台大兒童醫院應可啟動募集社

會資源之機制，讓社會人士認識兒童醫療的

重要性，並加入打造國家未來希望工程的行

列。充足的資源不但可以促進兒童醫療政策

的研究、研發尖端先進的兒童醫療科技，對

於貧苦的弱勢兒童，也可因此得到優質的醫

療照護，這些都是台大兒童醫院所肩負的使

命。

危機往往也是轉機，當兒童人數變少

時，民眾會更重視兒童醫療照護，也會要求

更高的品質，這正是兒童醫療工作者發揮所

長的時機。兒科醫師每天與天真可愛的兒童

相處在一起，不但守護著他們的健康，也從

這些純真愉悅的互動中學習單純與無私，到

老時都還保有赤子之心。看著這一些孩子慢

慢長大，當他們變成社會中堅份子貢獻心力

時，兒科醫師過去的付出都值得了。在此以

一位歡心從事兒科醫療多年的工作者身份，

誠摯地歡迎年輕的醫學生加入兒科醫師的行

列，讓我們一起守護兒童的健康、一起守護

國家的未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4年畢業，現任母院

小兒部教授及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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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克膜在兒科病人的臨床應用

文／吳恩婷

葉
克膜（ECMO）的發展，最早是由新生

兒的呼吸衰竭如胎便吸入或是橫隔膜疝

氣合併持續性肺高壓開始使用，後來才漸漸

應用到心臟的循環支持。台大醫院小兒科病

人的葉克膜病例約已有三百個，可說是國內

經驗最多的醫學中心，小兒葉克膜可應用在

很多情形，簡介如下：

一、小兒心臟停止的迅速葉克膜急救

（ECPR）

心臟停止是裝置葉克膜常見的適應症，

當標準心肺復甦術（CPR）無法挽救病人生命

時，在某些有適應症的病童我們就考慮裝置

葉克膜。根據本院經驗在27次的ECPR中 有11

個病童可以出院回家，其中十位可以過正常

的生活 此結果比傳統的急救還好（刊登在：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8; 36: 1607-13）而最

新的小兒進階救命術準則中也認為若心臟停

止的原因是可逆的，或是病人有機會接受心

臟移植；在這些條件下，若標準心肺復甦術

程序已進行了幾分鐘，病人仍無法改善，可

考慮裝置葉克膜。

二、開心手術術後的循環補助

葉克膜在這群病人的應用主要是術中無

法脫離心肺循環機及開心術後的低心輸出量

症候群。

本院這方面的經驗刊登在ASAIO J 2005; 

51: 517-21。我們研究68位開心術後裝置葉克

膜的病童整體的存活率是32%，近二年則是

47.69%。和死亡有關的因素包括非雙心室的

循環生理，急性腎衰竭及裝葉克膜後仍然高

乳酸值的病人。存活者都在6天內可成功脫離

葉克膜。

三、小兒急性心肌炎的循環支持

急性心肌炎是非常嚴重且立即危害生命

的疾病，但它常常是會恢復的。一般小兒急

性心肌炎使用機械性循環支持的存活率還算

不錯。臺大醫院的報告則顯示9個心肌炎病童

使用葉克膜中有7個可脫離葉克膜其中6個順

利出院（6/9, 66.7%），平均接受葉克膜期間

為115±34個小時。此結果刊登在Heart 2006; 

92: 1325-6。

有些醫院認為急性心肌炎應使用心室

輔助器為機械循環系統，主要是因為心室輔

助器具有左心室減壓功能，且是脈動血流循

環，可避免心室血栓形成或肺栓塞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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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心室輔助器需要進行開心手術，且危險

性及困難度高，況且台灣並沒有小孩適用的

心室輔助器可供臨床使用，再加上急性心肌

炎有時右心室也同時衰竭，單單輔助左心室

是不夠的。還有，急性心肌炎需要使用機械

循環系統的期間短，使用葉克膜照顧會比較

容易。

四、呼吸道手術

有些病人呼吸道太過狹窄，以致插管

失敗或麻醉困難，此時裝置葉克膜是確保氧

氣供應及移除二氧化碳，迅速有效的方法。

本院曾報告三位氣管極度狹窄的病童在術前

因為高二氧化碳而裝置葉克膜，在氣管手術

後 都可順利移除葉克膜（European Journal 

Pediatrics 2007; 166: 1129-33）。

五、肺炎合併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呼

吸衰竭

在美國葉克膜維生組織  2004年的報告

中，以葉克膜治療小兒呼吸衰竭存活率約為

56%。葉克膜和呼吸器一樣，並不是針對疾病

本身的治療，而是爭取更多時間，讓藥物生

效。此外，減少對呼吸器的要求，讓肺臟休

息得以恢復。因為肺臟功能不好時，為了維

持同樣的氣體交換量，只好調高呼吸器的設

定，如此就造成了呼吸器引起的肺部傷害。

所以我們建議在其他器官還沒有衰竭的徵象

出現時，儘速裝置葉克膜，才有最好的存

活。有時急性呼吸衰竭時會合併肺出血，此

時並非裝置葉克膜的禁忌症。

葉克膜合併症

合併症包括局部併發症、感染、血管

阻塞及神經學後遺症（包括腦出血及梗塞）

等。值得一提的是神經學後遺症，Cengiz等人

針對4,942個裝葉克膜兒科病人做研究，發現

有12.9%的病人有急性嚴重的神經學合併症；

所以建議裝置葉克膜後的病人必須密切追蹤

進行神經學方面的檢查，包括顱部超音波，

及必要時做頭部電腦斷層。

結論

小兒葉克膜目前可用於治療小兒心臟停

止的迅速葉克膜  急救、開心手術後循環輔

助、小兒急性／猛爆性心肌炎的循環支持和

呼吸衰竭及呼吸道重建等。這是用來輔助可

逆性疾病的短暫的呼吸循環支持，而非用在

延長死亡的過程。我們建議當病人符合適應

症時，要在其他器官出現衰竭徵象前就裝置

葉克膜才能提供最好的存活機會。

 （作者係母院醫學系1997年畢業，現為小兒

胸腔加護醫學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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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太陽了嗎？

文／林少光

前
言：2008年十二月中旬筆者曾應邀於大

費城台灣人醫師學會的年終餐會作了一

場演講，題目為「陽光，是敵、是友？」。今

將內容稍做整理摘要如下，盼能喚起景福校友

對陽光與維他命D的注意。

陽光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但人們對生活中的許多要件，經常要等到失去

它時，才會留意到其作用以及重要性，陽光對

健康的影響也不例外。十七世紀工業革命起飛

時，在英國城市如Glasgow多的是擁擠樓房、

巷道幽暗的住屋，再加上陰霾的氣候，許多在

當地居住的兒童都患佝僂病（rickets），其他

歐洲工業國也突顯出同樣的問題。其後一兩

百年經許多醫師和科學家前後共同的探討，

才知道佝僂病是因為缺乏日照引起，而陽光又

是促成人體生成維他命D的必要條件。維他命

D能幫助小腸中鈣與磷的吸收代謝，維持骨骼

健康。鱈魚魚肝油（cod liver oil）含有維他命

D，在當時也有效的防治了兒童佝僂症。確定

維他命D結構的德籍Adolf Windaus在1928年獲

諾貝爾獎化學獎。

維他命─“vital amines”─是維持生命所

需要的化學物質，按定義維他命不能在身體內

製造，必需從食物中攝取。但維他命D是例外

之一，因為除鱈魚鮭魚等魚外，天然食物中極

少含有維他命D。人體能自己生成維他命D，

條件是需要陽光UVB紫外線（波長290-320 

nm）的照射。UVB的photons將表皮層中的先

驅體膽固醇7-dehydro cholesterol之B環進行光

分解作用，保留A、C、D環而合成維生素D

（圖一）。因之維生素D也被稱為（陽光維他

命）（sunshine vitamin）。因為維他命D治療

佝僂病的歷史，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只是擔任維

持骨骼健康的角色，並沒有特別予以重視。

但近來十年許多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m e t a 

analyses、以及在molecular biology、動物實驗

等方面的研究指出，維他命D對人體健康至關

緊要。除幫助兒童骨骼發育，增強肌肉、減少

年長者跌倒與骨折外，對從胎兒至老邁者都有

遍及身體各種組織的影響力。已有研究顯示，

體內維他命D值的低落很可能是包括十多種癌

症、心血管疾病、自體免疫症（第一型糖尿

病、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關節炎，

irritable bowl syndrome等）、感染病、牙周

病、憂鬱症，自閉症，macular degeneration和

autism等的risk factors之一。

那為什麼一個似乎名不見經傳的維他

命D會具有多種不同的功能（pleiotropic）

呢？維他命D研究的先驅者Univ. Wisconsin

的Professor Hector DeLuca指出，嚴格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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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D其實不是個維他命，它經過身體活

化後應是一種荷爾蒙。在皮膚製造的維他命

D為cholecalciferol，是個pro-hormone，它在

肝臟接受C-25的hydroxylation，成25(OH)D

（calc id io l），25(OH)D也是血液中維他

命D主要的成份，它又需進一步在C - 1受

1-alpha-hydroxylation，才能變為活性維他

命D─1,25(OH)2D（calcitriol）。此1-alpha-

hydroxylase酵素首先在腎臟發現。活化了

的維他命D─1,25(OH)2D─能與受體vitamin 

D receptor（VDR）結合。VDR存在細胞核

中，屬基因管控要素（transcription factor）。

因維他命D控制鈣的homeostasis，以前認為

VDR只存於骨骼與小腸中，但早在1970年

起，DeLuca等即陸續發現奇怪的是許多與

此鈣作用無關的細胞如bone, brain, breast, fat, 

immune cells, nerves, pancreas, parathyroid gland, 

prostate, skin keratinocytes等都含有VDR。尤

有甚者，維他命D的第二步活化的步驟，1

─alpha-hydroxylation，不僅只在以前所知的

腎臟，許多如上述有VDR的細胞中都存有此

1-hydroxylase的羥化酶，能將25(OH)D直接

轉化為1,25(OH)2D。以此可推測維他命D有

autocrine甚至於paracrine的機能，在各種不同

細胞中就地生成活性的維他命D，與其細胞核

中的VDR直接結合，控制基因的表達。目前

已知至少有200基因受其管控，包括調節血鈣

與骨骼功能外，其他有許多與細胞免疫與維修

機能的基因，密切的影響到諸多身體功能（圖

二）。另一方面，從人類的進化觀點來看，維

他命D對細胞的保護作用可能是因為它在皮膚

生成進化而來。曝曬過多UVB會破壞皮膚的

DNA，導致癌症病變，因此1,25(OH)2D能阻

抗細胞分裂生的作用是可了解的。曬傷後皮膚

容易發炎感染，因此維他命D也參與了immune 

regulation和antimicrobial的反應作用。

美國哈佛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的吉歐瓦

努奇（Edward Giovannucci, MD, ScD）在June 

2008 Annals for Internal Medicine報告以10年期

間總共追蹤18,000人的研究結果，體內缺乏維

他命D的人，有高於正常人兩倍以上的機率得

圖一：維他命D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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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還特別容易發生致命性的心臟病。

維他命D可能透過多種途徑保護心臟，如抑制

renin降低血壓、抑制發炎，或減少冠狀動脈鈣

化，也可能影響心肌等。

其他報告揭示出血液中的維他命D含量

與罹癌症危險機率有inverse relationship。倫

敦帝國學院最新研究顯示，攝取高劑量維

他命D有助減緩乳癌惡化的速度。據統計當

25(OH)D低於20 ng/mL時，得乳癌、攝護腺

癌、直腸癌的危險機率多30% to 50%。在美

國Nebraska對55歲以上婦女所做的一實驗報

告說，每日服用1,100 IU of維他命D歷三年

的婦女比起未服用的placebo者，患所有癌

症的機率減少60-70%。維他命Ｄ抑癌有多

方面的機制，具有控制細胞周期，抗腫瘤細

胞生長（reduces cellular proliferation, induces 

differentiation），減少inflammation，促使細

胞凋亡（induces apoptosis）抑制血管增生

（prevents angiogenesis）等作用，從而抑制腫

瘤惡化或轉移侵襲。

在1930前沒有抗生素，日光浴和紫外線

浴是世界上公認的對治肺癆病的最好方法。

這幾年的研究揭示了陽光治病之謎。人體司

innate immunity的immune cells如macrophage

本身具有VDR與1-alpha-hydroxylase。病菌之

lipoprotein與toll like receptor結合，使VDR與

1-alpha-hydroxylase up-regulated。病人在日照

下產生足夠的維他命D substrate，進而轉化成

活性維他命1,25(OH)2D，其可促成維他命D─

sensitive antimicrobial peptides的生成，如LL-37

或cathelicidin。這些peptides是天然廣效的抗

生素（natural broad spectrum antibiotics），

所以TB病人飽曬日光，體內生成的維他命

D可幫助免疫細胞產生cathelicidin殺死TB病

菌。在冬天，invasive pneumococcal disease，

meningococcal disease，group A streptococcal 

disease較多，而此季節也是體內維他命D濃度

普遍降低時。這三種病菌都sensitive to維他命

圖二：維他命D的來源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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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引生的antimicrobial peptides。因此維持充足

的維他命D或可減少得傷風感冒的機率。

維他命 D 的缺乏與得自體免疫疾病

（autoimmune diseases）也有關係。在美國緯

度較高的東北區（如Boston緯度42度）得多發

性硬化症的機率較陽光充足的南方高達三倍

以上。在芬蘭發現，兒童在一歲以前每天接

受2,000 IU的維他命D者，長大後降低80%的

機率得type 1 diabetes。其可能的作用機制是調

節細胞激素的基因表達，並使免疫系統正常

運作（cytoki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of T cel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這些越來越多的報告指出，體內充足的

維他命D含量與人體的健康息息相關，而陽

光紫外線中的UVB是人體產生維生素D的必

須來源。人體的維他命D 90%來自於偶然的

日照（casual exposure）。皮膚受UVB的照射

便能非常快速的製造大量的維他命D，日曬

不會造成過多的維他命D，因身體有調節的

機制，一方面增加黑色素（melanin）吸擋日

光，也就是「曬黑了」；另方面會自動消解過

多的維他命D與其前驅物。膚色淡的人（如白

人）夏天中午全身日照（full body exposure）

曬三十分鐘，皮膚剛剛泛紅而未曬傷之前，

所謂minimal erythema dose所曬的結果，體內

可產生20,000 IU維他命D。這相當於喝兩百

杯添加維他命D的牛奶（100 IU/8oz），或吃

上50顆綜合維他命丸（400 IU/顆）。但日曬

會增加non-melanoma skin cancer的機率，皮

膚曬傷（sunburn）更有得malignant melanoma

的危險。Univ. Boston之赫力克醫師（Michael 

Hol ick ,  MD,  PhD）建議所謂的適度日曬

（sensible sunlight）：在早上十點與下午三點

之間，不擦防曬劑讓身體皮膚之1/3-1/4部分如

雙手臂、雙腳、背部等先曬太陽約十至二十

分鐘的時間，然後再擦上防曬劑。每週兩三次

就可攝取足夠的維他命D。非白人、膚色較黑

者須要曬更久些。季節，緯度，日夜，雲層厚

薄，空氣污染及皮膚顏色等，都會影響UVB

的照射，進而影響到維他命D的合成。緯度高

於三十五度的秋冬地區，UVB照射不足。在

美國北部，北歐，加拿大在長達四個月或六個

月冬季都是「vitamin D winter」，台灣緯度居

22-25度，UVB照射應無此季節差異。

房子、車子窗戶的玻璃，衣服也會擋住

UVB，而防曬劑sunscreen所吸收的陽光，正是

身體製造維他命D所需要的的UVB。擦了SPF8

的防曬液，會妨害95%UVB的吸收。近六十年

來防癌醫訊的警告：「必須一切時候避免暴露

於陽光以防皮膚癌，甚至於幾分鐘曝晒於太陽

下都是有害的」深深烙印在人們的腦海裏。癌

症學會所鼓吹的「Slip, Slop, Slap」（slip on a 

shirt, slop on the sunscreen, slap on a hat）已成

為美加和澳洲等國文化的一部份。而可警惕

的是與維他命D缺乏有關之十多種癌症死亡人

數在美國每年高達257,000人（佔所有癌症死

亡46%）哈佛大學的Edward Giovannucci, MD, 

ScD以epidemiology之結果估計，如果美國人

能每天攝取維他命1,500 IU的維他命D，這些

癌症死亡率可以減少29%。

適度的日曬是得到充足維他命D之最經

濟而安全的方法，但如果無法經常曬足太陽

時，就要考慮服用維他命D補充品。美國維他

命D的建議用量多年來一直是每天200 IU至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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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但是這數值是多年前基於預防兒童得佝

僂症而制定的。近十年的科學證據顯示，如要

維持健康，這些建議攝取量太低。但要多少的

維他命D才算是適度呢？加拿大的Dr. Reinhold 

Vieth就此做仔細的分析。他首先問，在遠古

時非洲的草原上，我們的祖先幾乎全身都暴露

在太陽下，很自然的長期受到陽光的滋養。在

類似情況下我們能製造出多少維他命D？他發

現在有些非洲土著民，南美農民或海灘救生

員體內維他命D血液含量經常維持在這50-100 

ng/ml之範圍或甚至高些。所以這濃度應該是

人體能耐受的安全度。但專家們對血液中適度

維他命D量尚未達到共識。有些認為最少要30 

ng/ml以上才夠，其他建議應高於40 ng/ml。

美國民間的The Vitamin D Council之Executive 

Director John Cannell, MD最近建議一般人終年

應設法維持40-70 ng/ml，患有維他命D缺乏疾

病者應維持50-80 ng/ml的血液濃度。專家們提

醒大眾應定期檢驗血清中維他命的含量，其

測試以量25(OH)D之濃度為準，報告值有的以

ng/ml為單位，有的用nmol/L為單位，1.0 ng/ml

等於2.5 nmol/L。又40 International Unit（40 

IU）之維他命D相當於1μg（1 mcg，1微克）

維他命D，所以1,000 IU維他命D似乎很多，

但實際上其含量為0.025 mg或25μg。又使用

維他命D補充品，應採用與體內製造相同的

cholecalciferol（D3），不宜用酵母及植物固醇

來源的ergocalciferol（D2）。

加拿大癌症學會已於2007年6月建議成人

每日服用維他命D量應為1,000 IU，冬季時或

黑膚者更每日不可或缺。懷孕或哺乳婦女每天

用2,000 IU。美國小兒科醫師學會也在2008年

10月把嬰兒至青少年建議服用量由每日200 IU

提高至400 IU。2008年十一月加州大學有十八

位教授連署一“Call for Action”一文，呼籲政

府衛生機構將維他命D每日攝取建議量提高至

2,000 IU。

維他命D是脂溶性維他命，大眾深植的觀

念中認為攝取超過建議用量會中毒。目前美

國健康研究中心定12個月以下小孩的維他命D

上限是每日用25μg（1,000 IU），其他則是

50μg（2,000 IU）。據Dr. R. Vieth追蹤文獻

報告，真正維他命D中毒的案例極少。Dr. M. 

Holick認為血液維他命D濃度大於150 ng/ml，

或長期日服40,000 IU維他命會有toxicity。如前

所述，全身曝曬陽光之後30分鐘，皮膚可以製

造等於口服10,000-20,000 IU維他命D的量，這

應是人體自然的安全範圍。但無論服用維他命

D以保健或用高劑量使維他命D達到therapeutic 

levels時，一定要定期追蹤（monitor）血液

25(OH)D的血液濃度。

隨著文明的進步，一般的衣著掩蓋了90%

的皮膚，在工業化的國家，人們白天大部份的

時間都在室內工作。電腦遊戲和無所不屆的網

路更讓人可足不出戶；即使難得外出，也因穿

著或防曬劑的使用而無法得到充足日曬。長

時間下來，體內維他命D的低落幾乎是無可避

免的。美加州大學UC San Diego之Dr. William 

Grant等指出缺乏維他命D已是世界性的健康問

題，是個嚴重的silent epidemic。許多報告指出

絕大多數的人血液中維他命D含量只有10-20 

ng/ml，甚至包括狀似健康的兒童與青少年。

肥胖者、暗色皮膚者、年長者的維他命D含量

更普遍偏低。母親懷孕或哺乳時缺乏維他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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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嬰兒各方面的發育非常不利。

從小我們就知道一切生命需要「陽光、空

氣和水」。幾十萬年來人類在陽光中進化，我

們甚至可以說陽光使身體製造維他命D是我們

人體的「光合作用」，為生存與健康所仰賴。

但近代的文明人卻反變成道地的caveman。

當然，骨鬆症、諸多癌症、心血管疾病，自

體免疫疾病等的現代社會文明病（diseases of 

civilization）肇生原因何其之多，但，長期慢

性的缺乏維他命D是否是與這些疾病的猖獗有

關呢？這是值得大家警惕深思的。

我們華人見面時打招呼常說：「吃過飯

沒？」這是歷史上多處常年饑荒留下來的好

意習慣。不過目前社會吃飽飯應不是問題；

反之，我們的生活型態使許多人淪於陽光饑

饉（sun starvation）而不自覺。所以，以後打

招呼用「曬太陽沒？」是不是比用「吃過飯

沒？」來得更貼切、更實用？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67年畢業，美西北大

學生化博士）

台大牙醫專業學院牙醫學系暨臨床牙醫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若干名

一、應徵資格：

（一）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二）具中華民國牙醫師執照者，具有生物醫學相關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者優先考慮。

二、工作內容：負責牙醫系部所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與臨床服務。

三、檢具資料：

（一）1. 個人履歷表

2. 近三年主要代表作（一式七份）及近五年著作目錄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表格請至

http://gicd.ntu.edu.tw/main.php?Page=A1 下載）

（二）1. 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98 年 7 月 1 日下午五時前寄達牙醫學系辦公室。

五、預定起聘日期：99 年 2 月 1 日

六、聯絡地址：100 臺北市常德街一號

　　　　　　　台大牙醫學系 呂娟馨技士收。

七、聯絡電話：886-2-23123456 轉 66856 呂娟馨技士

　　傳　　真：886-2-23831346
　　E-MAIL：jsleu3@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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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到海地

─Project Haiti Heart

文／楊明倫

「送
愛到海地」計畫（Project Haiti 

Heart, PHH）係2004年由本人及

當時的邁阿密大學醫學院小兒心臟科專科駐

院醫師Serge Geffrard（海地裔美國人）共同發

起。海地係由黑人立國，于今兩百多年，政情

不穩，民不聊生。全國所有設施，包括學校、

醫院，百分之八十都是由國際非政府組織供

應。2004年五月Serge返回海地目睹無情洪水

造成逾三千人死亡慘況，以及當地缺乏醫療

資源困境，希望籌組義診團為其祖國奉獻心

力，本於人道立場，我全力支持。兩人開始進

行募款、招募志工，成立理事會，設立網站

（www.projecthaitiheart.org）隨後並取得佛州

台裔美人及各界人士善心捐助與支持。我院內

有一位海地裔美人，也深受「送愛心到海地」

的感動，自動印製T恤，義賣募款，以行動參

與義診活動。義診團採購經由國際慈善組織提

供的未過期打折藥品，並向消防隊募捐清潔用

品、玩具以及小孩衣物，每次去義診托運行李

皆裝滿這些物資。（邁阿密至海地首都王子港

飛行時間約兩小時）

海地因飢荒引起多次民暴事件，為了安

全有時住宿多明尼加國Jimani鎮（距離海地三

英哩遠，每日搭車越過邊境進入海地南部進行

義診），有時住在異常簡陋的看診處的樓上。

水電或斷或續，只有冷水，甚至發生洗澡半途

打上肥皂就停水的尷尬場面。住處沒有紗窗，

睡前要先掛蚊帳打蚊子─該地仍有瘧疾，每天

身上要噴上一層厚厚的防蚊劑。倘若出診，車

輛則由海地牧師安排，裝上所有醫療用具及藥

品，大熱天團員擠在沒有冷氣的老爺旅行車，

還是甘願受、歡喜做。雖然行前關照所有團

員，不要吃任何沒有煮過的食物（包括沙拉、

冰塊、現榨果汁），刷牙也要用罐裝水，但是

大半的義診行團員還是會拉肚子。

「送愛到海地」計畫主要在海地南部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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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ds Parisien鎮的一個由美國奧瑞崗州教會聯

合會組成的慈善機構設立的學校診所進行義

診。有一日前往落後難行之Patey 39（三十九

號部落），距離Jimani市雖僅一小時車程，途

中多處路段卻僅能步行，當地沒水沒電、物資

缺乏，民眾居住于簡陋茅屋，人畜雜處，蚊蠅

環伺，滿地糞便，環境衛生極其不良。住民多

屬文盲，許多人不但不會寫名字，甚至連自己

幾歲也不知道。兒童也多赤身裸體，沒有學

校，也沒有教會（教友星期天得步行4小時才

能抵達教會做禮拜）。他們盜砍樹木，以為薪

材，並用以製造煤炭販賣維生，難怪一下雨就

是洪澇、土石流為患。有時在簡陋小學義診，

幫該校學生進行健康檢查。學校由幾片木板草

草釘成，只能遮陽、不能避雨﹔僅有椅子、沒

有桌子，更沒有廁所或遊戲場所。

由於當地衛生狀況極糟，義診團通常先

發放寄生蟲藥及維他命予當地民眾，再進行看

診。看診前雖然先發放號碼，但是人潮推擠吵

嚷，經常沒法進行診療，要再三請求他們排隊

安靜等候號碼。居民病症多屬於寄生蟲、肌肉

痛（過勞）、營養不良及皮膚病（疥瘡、皮膚

癬及化膿）等。許多人主訴腹痛，問他是飯前

或是飯後痛，他們都說是飯前，吃飽了就不痛

了﹗也常有人主訴頭痛，Geffrard醫師說這多

因長期食物缺乏血糖過低所致。也有媽媽主訴

小孩頭髮顏色變黃，原來是蛋白質缺乏的一種

症狀。看到有六十歲兔唇患者一輩子未曾開過

刀，也看到腿上長個大癤瘡的小孩，可惜沒有

外科器械，只能給予抗生素。診療以口服藥物

為主，避免針劑，以免醫療糾紛。附近部落聽

聞義診團到來，多數扶老攜幼舉家前來看診，

▲聽診。 ▲圍觀小孩。

▲簡陋學校。



2009年5月‧第26卷第5期 1�

醫療服務

人潮絡繹不絕。由於道路不平，下雨就有可能

回不去而且每天傍晚都有雷陣雨，所以五點以

前就必須結束診療，未受診者就贈送小禮物平

撫他們的失望情緒。一下雨他們就在路邊接雨

水洗澡，車輛經過車燈照過之際，各個洗澡者

就用毛巾遮住重要部位，蔚為奇觀。

由於海地嬰兒死亡率（6%）世界排名倒

數第38名，我們經常前往的Fonds Parisien鎮內

急需好的婦產科設備。經過PHH理事會討論，

我們決定為他們建立一個基本的婦幼衛生中

心。感謝邁阿密台僑許照惠博士（亦本校藥學

系畢業校友）及許多南佛州台灣同鄉的大力支

持，以及海外工程公司（Oversea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mpany, OECC）簡宗任總經

理、張士錡主任的承建，面積150平方公尺，

耗資25萬的福爾摩沙婦產科中心（Formosa 

Obstetric & Gynecology Center）建築物終於在

2008年4月19日落成。開幕時佛州同鄉李清道

博士、陳文憲教授夫婦、我和內人以及PHH的

所有理事都特地從美國前往觀禮（可惜因為當

時海地正發生食物恐慌暴動，許博士臨時取消

行程）。台灣駐海地大使徐勉生、OECC張主

任、海地當地的市長及政要都相繼上臺致辭，

感謝台美人的無私義行，當地婦女、兒童也載

歌載舞表達無限感激之情。

每次到海地義診都見到許多世界各國的善

心人士放棄都市舒適生活，願意在貧苦偏遠的

第三世界犧牲奉獻，如聖經羅馬書第12章第一

節所述﹕「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讓我們

學到謙卑的心，更深感義診所得遠比微小的付

出多得許多。本人跟隨腳步，運用本身專業奉

獻予天災人禍頻仍、醫療落後、環境險惡之海

地，同時號召台美人社區募款賑災，以台灣、

美國友人名義提供醫療服務，踏出佛州台美人

回饋國際社會之第一步。目前更積極呼籲，希

望更多台裔美人及各界人士發揮愛心力量，送

愛心到海地，充實福爾摩沙婦產科中心內的醫

療設備，提供當地貧苦民眾較完善之醫療照

顧。如蒙捐款，抬頭請寫Project Haiti Heart寄

至Dr. Ming Young 7600 SW 124th Street, Miami 

FL 33156（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tax exempt status）。

以上與各位分享我的海地義診經驗，拋

▲落成剪綵日合影。

▲福爾摩沙婦產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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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引玉，希望台美人都能感念百年前馬雅各、

馬偕等西方傳教士從歐美等地到落後的台灣醫

療、傳道、奉獻，為窮苦人服務的精神，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發揮大愛，幫助急需救援的

海地人民。感謝所有捐款人士，以下為台美人

大名銘記於海地福爾摩沙婦幼中心館內捐款美

金$1,000元以上名單﹕許照惠、吳詩在、楊明

倫、劉玉華、林晃達、李清道、宋弘在、江佛

樹、呂萬賢、陳文憲、溫碧謙、鄭瑞雄、游銘

亮、何秋金等。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邁阿

密大學小兒科教授）

▲徐勉生大使、當地市長及作者。

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徵求行政助理一名

一、資　　格：1. 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性別及科系不拘。

　　　　　　　�.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 具服務熱忱、認真負責、溝通協調能力佳。

　　　　　　　�. 具行政事務相關經驗者尤佳。

二、工作性質：協助本系（所）之行政事務。

三、檢具資料：1. 履歷表、自傳。

　　　　　　　�. 學位證書影本、成績單正本

　　　　　　　�. 其他有利証明工作能力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年�月1�日（以郵戳為憑）。

五、薪資待遇：按教育部擴大就業方案薪資標準。

六、寄件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號�樓　職能治療學系

　　　　　　　林克忠主任　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行政助理）

七、連絡電話：(0�)���� -�1��　傳真：(0�)���1-1��1

　　網　　址：http://w�.mc.ntu.edu.tw/~ot/

　　聯 絡 人：郭文雀小姐 （E-mail：kuowen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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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仁不讓

文／王緒

自
從上個月當選美東大紐約區臺大醫學院

2009年校友會會長之後，忽然之間景福

基金會及母校醫學院與我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

重要。我盼望我能成為美東校友與母校之間的

橋梁，把母校的情況與需要傳達給美東校友，

也把美東校友的情況傳回母校。

我回想起我在臺大的日子，那雖然是四十

年前的往事，卻是非常生動活潑的存在我的腦

海中。那年我們大二才開學，為了把大學生的

生活過得多姿多彩，我們班上同學要選出一位

班代表，可以主辦露營、旅遊參觀、同樂會、

舞會的領袖，結果劉明朝同學脫穎而出。我起

初大力支持劉明朝競選。結果他當選之後，我

們要求他舉辦活動，一律被他否決，理由是學

業第一，不可遊戲荒廢了學習。結果整個大二

上學期，什麼活動也沒有舉辦成功，因為班代

表堅持讀書第一。這下可把許多同學激怒了，

我們就罷免了劉明朝，選舉了楊天錫做新班代

表。結果楊天錫真是信守諾言，帶我們去參觀

味全公司、盲人教養院、麻瘋病人療養院，去

陽明山露營、獅頭山踏青、組織中南部旅行。

大二下暑假楊天錫還安排本班組團參加金門戰

鬥營，我們班上一群人去金門戰地跑了一圈。

大二下學期，我們這一班真是玩翻了。

進入大三沒有人敢再競選班代表，沒有人

敢再提玩的事。因為醫學院的課業壓力不似在

校總區打混即可。此時無人競選班代表，可是

班上的事務總要有人來做。學術方面我毫無興

趣，可是醫代會，代聯會開會，多半都是由我

代表參加，也就認識許多前後屆的同學。所以

在醫學院時，我也做了許多年本班非正式的班

代表。因為是自告奮勇的，也因為我的參與，

我在學校認識的人蠻多，小道消息也不少。

來到美國之後 ,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活

動，我也是盡力參加，與校友在一起特別親切

快樂。許多年都是享受前輩們的犧牲奉獻舉辦

活動。時有風聲勸我出來競選會長。主要是自

己的診所工作太忙，而且能人很多，等這些前

輩們一個輪一個，輪到似乎無人能做這個會長

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我便接了這個會長職位。

真是全然不費功夫，不必拉票競選。既然當了

會長，我便感受到自己給自己的壓力，一定要

把這個會長做好，不能無所事事兩年。

首先我就想要把診所的工作重擔交出來。

我在紐約開業23年，有三個診所，每天工作12

小時，一週工作7天，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

其實做醫師久了，我幾乎可以掌控所有的狀

況，不會膽顫心驚。我雇了足夠的人手來幫助

我，我衷心的盼望有年輕的校友或校友第二代

的醫師來接我的班。只要有心的醫師，能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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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開業，都歡迎加盟，來承接我診所的業務。

我的診所業務尚可，若有能人肯定大有作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3年畢業，現於美國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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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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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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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線衣

文／戴鐵雄

小
時候，媽經常帶我到故鄉的海濱玩沙跑

浪；現在還是喜歡在傍晚「起風」時獨

自走往沙灘觀沙望浪，不過卻大異其趣，為的

是觀看，岸邊海沙在強勁海風吹襲過後，被刮

亂，再度整合，重新定位而在沙面上浮現的波

浪型縱走、橫行或環狀痕跡，所塑造成的象形

狀阿拉伯字，去揣測、研擬出數目字，以尋求

明牌；隔天晚上一定打電話告訴我她的成績：  

「雄仔，昨晚海沙『浮字』真準，我簽

中三字『軸仔尾』」；或「唉！昨晚慢了一腳

步，海沙被風吹亂，浮字不清楚，瞎猜不準，

摃龜囉。」

自從爸過世後，孤零零的留下一向以爸

為生活中心，一輩子依仗良人的媽守老家；請

她北上，她會搬出一百個理由反對，其實她不

說，我們也知道，她就是要守著舊宅，不肯離

開與爸廝守了大半輩子的窩。媽一個人在家閒

著無聊，每期必簽六合彩，雖然不識字，不知

甚麼時候學會的，卻十個阿拉伯數字都認得，

所以傍晚「起風」時到海邊察看被海風吹撫過

的海沙浮顯出的「沙浪」，撿取辛苦判讀的數

字，研究拼湊成彩碼後就滿懷發財夢，高高興

興的去簽注；因此研究中彩號碼就成為她生活

的一部份，反正每期小簽五十元就可以讓媽的

日子過得有喜、有樂、有期盼，所以我們都有

問必答的告訴她新買車子的「大牌」號碼，出

國日子，年終獎金數目等，供媽在「迫牌機」

時有更多「資訊」參考研究。

不知道聽誰說，晚上九時過後打長途電

話有打折，所以經常過了晚上九時十分就從南

部打電話到北部來，聽到我叫一聲「媽，妳

好！」，就搶著說她的重點：「六合彩的成

績」或從小吩咐到大的「無代誌啦，穿乎燒，

吃乎飽」等就掛斷，簡單明瞭。我知道媽主要

目的，只是希望聽到我叫她一聲「媽」，知道

我平安而已。多少次告訴媽，她一個人留在老

家，我們有多不放心，媽說她身體硬朗得很，

自己一個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得很，又有老

農年金享用，你倒不必寄那麼多錢來，多留些

給媳婦孫兒們使用，出門可不能太寒酸，不過

也不要讓年輕人養成奢侈浪費壞習慣……，最

後又會繞回原點：出門在外，一切小心……。

終究放心不下，趁著到南部出差機會，

回到老家探望母親。走進家門，立即看到滿頭

白髮，坐在塑膠椅上，駝著背，專心一志，一

針一線地在替我鉤織毛線衣的媽媽背影。這情

景，不禁令人憶起念大學時首次放寒假，坐上

清晨五時臺北開出的普通列車，點燈時才抵

達故鄉，一進家門，在昏暗的燈光下，眼簾

裡映入的也是戴著老花眼鏡，一針一線的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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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網的媽背影；當年媽才剛年過四十，佝僂著

身子，坐在矮凳上，我卻發現，媽的雙鬢上已

罩上白霜幾許，額間皺紋也加深一層；我知

道，媽白天忙於幫人縫製修補衣物外，晚上還

得加工編織漁網，賺取微薄工資，以償還因籌

措我念大學的註冊費及生活費而向親友告貸的

債務，當年我因衷心感激與不捨而眼眶泛滿淚

水。如今，第二度又讓我看到令人感恩，悸

動，淚濕滿眶的背影。聽到腳步聲響，回過頭

來發現是我，高興又疼惜的說：

「要回來都不通知一聲，怎麼又像小時候

一樣，受了委屈，看到媽就哭了。來來，讓媽

看看。」

「媽！沒事，剛才沙子吹進去，現在沒事

了。」

「沒事就好，先去洗把臉，媽去煮碗蛋

湯。」

說完，匆匆忙忙走進廚房。從小，每次假

日返鄉，這可是媽的第一個動作，雖然早跨過

五十大關，膽固醇已悄悄纏上身，這一隻蛋無

論如何是非享用不可的。

從側門走入後院，驚奇的發現，媽辛苦

栽植修剪的黃花綠草全不見了，只留下爸親手

栽植的「烏皮樹」及媽喜愛的「雞蛋花」樹高

聳兩邊，滿園遍布二、三十隻雞群，公、母、

老、中，小，雛雞都有，妙的是，群雞中夾雜

著二十來隻超敏感的麻雀，與多隻神出鬼沒，

動作敏捷，掠奪雞飼料的老鼠快閃部隊，都相

安無事，賓主盡歡的在共享媽提供的雞飼料美

餐。

「雄仔，蛋湯好了，快進來吃，免得涼

了。」

「媽甚麼時候養那麼多雞了？」

「從阿姨送我六隻小雞開始。」

「媽怎麼連麻雀、老鼠都養了！」

媽笑笑，沒答腔，可是媽又能怎麼樣？老

鼠沒得吃可會「偷」小雞的，我知道媽笑笑，

可包含幾多妥協與無奈。

餐桌上除了雞蛋湯外，還有年幼時我最喜

歡的「媽媽手路菜」：沾上麵粉攪混雞蛋的油

炸甜年糕及把白土司沾雞蛋、麵粉後進油鍋的

法國土司餅PAN CAKE（媽說的，不曉得在法

國是不是真的有這一道點心），享用這麼多蛋

餐，返北可不知道要跑幾圈操場，才能消耗掉

這些過多的膽固醇。

我坐下來還沒有動用蛋湯，媽立即迫不及

待的報告她輝煌的戰果：上次，她花了兩天功

夫，研究海沙「浮字」後，參考電視上歹徒開

了幾槍，偷窺雞園中飛下來多少麻雀，及老鼠

出沒幾次，拼湊成一組號碼，中了十萬元。現

在有四隻母雞正在抱蛋，每隻所孵數目不一，

這些將是下期要下注的彩號。

阿狗嫂走了，她兒子把阿狗兄留下的舊

宅及一甲多田地都賣光了，噯！我可又少了一

位好朋友。有人要來買爸爸留下的三分田，我

把他給回絕了，並不是因為聽說那塊地將來可

蓋房子，一定會增值，重要的是，噯！我怎麼

可能賣爸爸的東西（我知道，說東扯西，媽

在暗示我，媽百年後，爸爸留下的一切，絕

不能動！）。聽說「鹹埔仔竹橋」就要改建成

鐵筋混凝土橋，若是真的，將來就不必怕被洪

水「刮」走，以後也不會再被拿來當選舉支票

了。鎮公所正在鼓勵捉野狗，以免到處隨地大

便，無故咬人，快步緊跟機車猛吠，害得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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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因緊張驚嚇而摔得人仰「車」翻；所以每

捕獲一隻狗交給鎮公所，可獲得獎金三百元；

可是大家寧可被狗咬，讓野狗到處隨興大便，

污染環境，也不願意去抓狗領取獎金，理由

是：「阿彌陀佛，不能殺生」。我想大概只有

吃「安非他命」的才有可能去捉狗領獎金。上

次下大雨，加上海水倒灌，「新街護岸」崩了

一角，街路都淹水，漁塭也「崩塭」，滿街都

可捉到虱目魚，「塭頭家」可大「了」錢了

……。

媽知道，從小，我吃東西時很專心，絕不

會還沒吃完就半途離開，因此要跟我說話，就

是最不喜歡聽的，甚至是要罵我，這個時間我

最能全部聽進去；所以就乘機將堆積良久的見

聞，一股腦兒傾洩出來。看我用完餐，立即拿

來編織一半的毛線衣往我身上比對，然後嘆了

一口氣，幽幽的說：

「媽要幫你編織一件毛線衣，可是年紀

一大做甚麼事都不順手，花了三年多了，還無

法替你鉤好這件毛線衣，肩膀的部份，鉤了又

拆，拆了又鉤，無論怎麼弄，都是寬寬鬆鬆

的，不成個樣子，今年冬天你又沒毛線衣穿

了。」本想告訴媽，我有很多冬衣，但話到唇

邊，又硬吞回肚裡；沉浴於母愛滋潤的溫馨，

腦海裡飄過「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

密密縫，惟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心中吶喊著，媽，謝謝妳！

午餐時，媽突然端出二粒香噴噴的肉粽放

在我面前，迎著我狐疑的眼光，媽得意的說：

「自從中了大彩，我就知道我將好運連連，端

午節快到了，我預感你可能會回來，所以提早

包了你自小喜歡吃的，媽親手包的粽子。」

感到喉頭一陣熱，心想「這可是母子連

心，我才會決定回來看媽媽，這趟若又被旁務

牽累而改變行程，媽雖不會說甚麼，內心肯定

會大感失望」，我立即著手享用這份意外。剝

開粽葉，馬上看到經媽泡過糖水，雜在糯米

中，色澤光鮮嫩美的花生；月桃粽葉經蒸煮後

分泌出的汁液發出的特殊香味及包在肉粽中

的香菇、肥肉的甜美，細細咀嚼，充溢著濃濃

媽媽味的肉粽，口感之佳，無以倫比；令人回

想起幼時小傢伙們，圍站在媽身旁看媽邊包粽

子，邊說一段又一段七娘媽、虎姑婆、蛇郎

君、牛郎織女等，小朋友最喜歡、百聽不厭的

民間故事情景。

「怎麼不說話，不好吃嗎？」

「好吃，與小時候吃的一樣好吃；媽的手

藝一點沒走樣，與我所懷念，幼時的『媽媽粽

子香』一樣。」

「還跟小時候一樣的嘴甜討媽喜歡。」媽

得意的笑了笑。 

午後訪友回來，媽雙手交叉，輕壓著那

件擺在大腿上已經拆掉長袖的，未完成毛線

衣；面向電視機，平靜的午睡在半躺式折合型

藤椅上，小黑狗趴睡在媽的腳側；小黃貓在窗

檯上捲縮著身體，浴著從白紗窗簾穿進的午後

暖陽，靜靜的沉緬夢鄉。心想，此情此景，應

該就是獨居的媽，平日最寧靜舒放的時刻。媽

畢竟年紀大了，坐在電視機前雖然說是在看電

視，其實絕大部份時間是在被電視看。不忍打

破這份溫馨、祥和，輕躡腳步，走入求學時使

用的寢室，只見小書桌依然擺在窗旁，擦拭得

一絲不染，當年所獲獎狀，護貝後，又重新整

整齊齊的裱貼在牆上，床上的床單還是剛洗滌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過的，目睹此景，內心感到一陣愧疚；在外頭

做事後，忙於公事，回家只是蜻蜓點水般，馬

上走人，想不到，媽竟是如此的期待我能留下

來陪她一晚。默默的跨進媽的臥房，掛在床頭

上方那幀，爸媽的結婚照，立即映入眼簾，床

頭櫃上端置著爸的半身照；眼前模模糊糊的浮

現，媽每晚坐在床沿，環抱著爸的遺照，深情

的與爸心靈交會的倩影。

再度悄悄的回到客廳，緩緩投身沙發中，

閉上雙眼，如雲煙般往事，輕輕的在腦際浮

現：幼時念國小，正值日治時代二次大戰物資

缺乏時，大家都打赤腳上學，媽以靈巧的十

指，一線一線的幫我縫製「包仔鞋」讓我有鞋

穿，上大學時因家中無餘錢購置棉襖，媽日

夜趕工為我編織毛線衣，雖然式樣古董不時

髦，穿起來有如鄉巴佬，不過讓我感受到的是

濃濃的親情與如海深的母愛。現在媽又像年輕

時一樣，替這個已當上阿公的寶貝兒子編織毛

線衣，兒女在母親眼中，真的是永遠長不大的

呀！

媽睜開眼睛看到我，高興的說：「我還以

為你離開了呢！」

「媽看電視怎麼就睡著了。」

「噯！以前爸爸還在時，看電視都是爸

在替我解釋劇情，現在爸走了，不識字的我，

看電視只能用猜的，很吃力，當然容易睡著。

哦！那一串粽子，等一下就帶回去給媳婦及孫

子吃，要放在冰箱裡，免得壞了。」

我當然唯唯諾諾的答「是」。

「哦！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前些日子土水

師『泰仔』告訴我，我那棵『雞蛋花樹』及爸

爸的『烏皮樹』根將來會把房子弄翻，媽可告

訴你別聽他的，我絕不准任何人動它們（媽不

放心，又再一次借題發揮，提醒我不能毀損爸

媽的東西）。」

我知道媽的意思，就算她怎麼樣了，也不

准動這兩棵永遠象徵她倆在一起的「靈樹」。

終於向媽告別了，像幼時上學時一樣送

到門前路旁，一再叮嚀：「路上小心，要穿乎

燒，回去後，肉粽馬上要冰著，到家馬上打電

話告訴我」。

媽知道我雖忙，有空總是會回來看她，所

以不會問我下次甚麼時候回來。

「我知道，媽也要保重，再見！」

「一路小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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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
暨台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一、大會舉辦日期：訂於12月19日（星期六）。

二、舉辦模式：下午，各學系個別活動。

　　　　　　　晚餐及餘興節目：所有學系共同參與。

三、舉辦地點：

　　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活動：台大醫學院101講堂。

　　聯合晚宴：台大醫學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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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之夏威夷─韓國濟州島：

宜人氣候、美麗海岸、蜜月好去處

文／李彥輝

在
今日石油價高、機票漲之情況下，想去

夏威夷渡假之臺灣旅客，不妨改到不遠

之濟州島。

濟州島位於朝鮮半島西南海域，地處遠東

地區之中心，北距韓國木浦154公里，東北離

釜山304公里，東與日本對馬島及長崎隔海相

望，西則和中國之上海隔海相對（在台灣未三

通前，去大陸上海此路線最快），東西長73公

里，南北寬41公里，是楕圓形，總面積1,845

平方公里（圖一），人口約50多萬。和夏威

夷比較：火奴魯魯（Honolulu）所在之歐胡島

（Oahu），東西長71公里、南北寬48公里，

面積1,545.34平方公里，很是匹配。但人口則

多些約87萬。

地質由堆積岩層、玄武岩、火山暗流、

火山碎層岩等形成，屬典型之熔岩洞窟地形。

氣候分為大陸性和海洋性，冬溫差大，乾燥，

夏則潮濕多雨，均溫攝氏16度，夏天最高攝氏

33.5度，冬天最冷也不過攝氏1度，可說是氣

候宜人，得有「韓國甚至遠東之夏威夷」美

稱。境內火山堆形成之漢拏山，高1,950米，

乃韓國最高山。有360座子火山歷史悠久，約

三世紀出現古代耽羅國，1105年為高麗併吞，

設耽羅郡。2005命名「濟州特別自治道」下轄

2市，7邑，5面，31洞。道政府位於濟州市，

另一市乃西歸浦市。1959年，濟州機場開放，

1968年升格為國際機場，通上海、東京、台

灣、東南亞等。

在濟州島之村莊及民俗村入口處，可以

看到一種壓低帽子、微斜著頭、眼睛很大之石

像，此乃該島之象徵之多爾哈魯邦，相傳是村

莊之守護神。其實是由熔岩石製成，被侵蝕後

形成許多之孔，即使任意堆砌也不會倒，有利

防風患。因此到處可見用此黑石堆成之低牆於

田地、果園、牧場、住宅等處。

濟州島首次出現在台灣報紙是1961年9月

15日，邵希彥及高佑宗駕AN-2民用螺旋槳飛

圖一：濟州觀光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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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是從山東膠縣降落濟州。再又2002年，前

總統府高官也被追蹤出現在濟州樂天賭場而名

噪一時。加上不少韓劇，如「大長今」「太王

四神記」、「愛你」、「春天」、「愛情堵

住」、「北京我的愛」「火鳥」及電影「方塊

糖」、「戀風戀歌」、「李在守之亂」、「聖

劍傳奇」、「時越愛」、「人魚公主」、「白

鬼會」、「新婚旅行」、「生死諜戀」等也在

此拍攝（圖二）。除此之外，於2007年6月27

日「濟山石和熔岩洞窟」包括漢拏山、城山日

出峰、拒文岳熔岩洞窟群，因罕見之自然美和

卓越之地質學價值而為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

織（UNESCO）批准為世界遺產。2002年世界

盃足球賽也在那舉行。

此次在遠東停留時間，在高雄聽到友人

說高雄市政府及市議會職員，有意趁遠東航空

瀕臨破產，推銷價廉物美之「美靚濟州四日之

旅」，由金興假期主辦，2/29至3/3日由高雄往

返，每位新台幣11,400元。

細查之下，適逢空檔，機不可失，乃報名

參加：

所到之處，計有（依參觀次序）

第一天：神奇之路：自然史博物館、龍頭岩、

中央地下街、紗峰落照、城山日出

峰、海岸公路咖啡村。

第二天： 噢雪綠茶博物館、Happy Town將軍

石（獨立岩）、世界盃足球場、藥全

寺、泰迪熊博物館、天帝淵瀑布、樂

天賭場、樂天荷蘭風車城及燒山（野

火慶典）。

第三天： 盆栽園、泡菜體驗館、韓服寫真體

驗、城邑民俗村、人參專賣店、高麗

真珠草、The Face Shop旗艦店。

第四天：土產品。

就中較特殊之景點有下列：

◆神奇之路：一條斜坡路上，空瓶、空罐會沿

著上坡方向快速滑動，拉開手閘之汽車也會

自動沿上坡走。其實乃周圍之丘陵及樹木等

環境，在視覺上給人上坡的錯覺。

◆龍頭岩（圖三）：位於濟州市龍潭洞之海

邊，岩石如一條巨龍，屹立於波濤澎湃之海

岸邊，露出海面有10米高、沉於海底之部份

約30米。據說乃由漢拏山火山口噴出之熔岩

於海上凝結成。附近有海女在賣剛撈上岸之

海產，琳瑯滿目。

◆天帝淵瀑布（圖四）：位於濟州西歸浦市檣

達洞即植物園下方，上架有座華麗之仙臨橋

（七仙女橋），取意牛郎織女相會。瀑布分

三段：第一段高22米，深21米，寬30米，由

銀色之水流從濃綠亞熱帶林木傾斜而下。從

岩石洞頂流下為山石阻隔因而形成第二、第

三段，乃少見之三段式瀑布。可惜正逢枯水

圖二：濟州島拍片分佈圖─取材自韓官方觀光

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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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見不壯觀。

◆將軍石〔孤立岩（獨立岩）〕（圖五）：位

於斷崖絕壁，奇岩山嶼，在千奇百態之西歸

浦沿岸地區，乃150萬年前火山爆發之火山

熔岩形成。近年來因「大長今」女主角李英

愛被流放在此而聞名於世（圖2）。傳說高

麗末期，將軍崔榮在虎島討伐元殘兵時，將

獨立岩扮成魁梧之將軍，嚇得元兵誤以為神

降人間而自殺。崔榮不戰而勝，因此得名將

軍岩。

◆泰迪熊博物館（圖六）：相傳1902年11月，

當時美國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去密西西

比打獵，竟無所獲，隨從官員過意不去，就

去捉一小熊供他狩獵。可是總統認為非正當

行為，乃將之放走了。此為華盛頓時報之漫

畫家Clifford Berryman將此故事，畫成一幅

畫刊出。紐約一家雜貨店主Morris Michtom

別出心裁，用總統之暱稱Teddy給自己製作

之小布熊命名Teddy Bear，從此大發利市。

此館位在西歸浦市中文洞近旅遊中心，展示

館分歷史及藝術館：歷史裡呈現了以玩具熊

登場之廿世紀人類歷史上之十一件重大事件

包括T型福特車之出現（1908）、鐵達尼號

之沉沒（1912）、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

（1936）、人類登陸月球（1969）、發現秦

圖三：龍頭岩。

圖四：天帝淵瀑布。

圖五：獨立岩─大長今之李英愛被流放處。

圖六：泰迪熊博物館販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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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1974）、東西德統一（1989）。唯妙唯

肖，令人讚歎。還有世界各地不同年代生

產之泰迪熊，可見到世界上最小（約只4.5 

mm）、最貴（約美金193,000元左右）由LV

公司黃金打造（慈善拍賣於摩納哥）的泰迪

熊（圖七），更有布熊表演，可說此行中印

象最深者。

◆城山日出峰（圖八）：有云乃5,000年前海

底火山爆發後形成，為世界最大之突出于

海岸之火山口。面積約38萬平方米，高182

公尺，火山口寬，近13萬平方米，90米深，

東西沿伸450米，南北350米，為99塊岩石圍

成如巨大皇冠。城山則因形似歐洲城牆而

得名。約25分鐘即可上到頂，且路舖有石階

或木梯，很好走。本來山下、海邊每天下午

1:30及3:00有濟州海女公演包括歌唱、海底

潛水作業，掙取海產物，水面息氣等，可惜

我們到達時，時間已過，錯失機會，有待來

日。

◆城邑民俗村（圖九）：位在濟州道南濟州郡

表善面，原是濟州道在行政上劃分成三個縣

時其中之一之旌義縣縣城之行政中心（公元

1410-1914）。現則闢為一完整保留韓傳統

民俗之村落，此乃濟州人從過去到現在實際

生活之村莊，還住著土著人，村里現有400

多棟房─原汁原味保留古代村莊房屋之原

貌，以茅草蓋之屋頂、石頭疊砌之院牆以及

用橫木取代大門之民宅，顯得質樸可愛。還

有黑毛土種豬及『通西』（豬圈兼廁所）很

是特別。 村中之古樹如櫸、樸又見證了該

地500年之悠久歷史。在這裡售有人蔘茶、

粉、精等，應有盡有，價錢還公道。團員中

眼尖的，一下認出在「大長今」和李英愛相

處之一位村女。

濟州島還有不少景點值得去，如方林園，

耽羅木石苑，三姓穴，萬丈窟、翰林公園、榧

子林及思索之苑等，但此行未被列入。

圖七：世上最貴之泰迪熊。 圖八：城山日出峰─世界自然遺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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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導遊尹小姐告訴我們濟州島之趣

事：

三多： 石頭、風、女人─因濟州全島為火山

爆發所形成，因而石頭、洞窟多。風

多是地處颱風帶有關。女多乃因過去

男人出海捕魚遇難比例高，加上女人

也得出來勞動。

三麗／三寶： 美麗之自然、民俗及傳統工

藝；也指農作物、水產品及旅

遊；也可指濃厚之人情味、美

麗自然及獨特土產品。

三無（過去）： 大門、小偷、乞丐─濟州人

艱苦生活養成鄰里互助，因

此沒人需乞討、當小偷維

生。自然也無建大門之必

要。

三無（現在）： 鐵路、立交（天）橋、污染

工廠。

城邑民俗村之門檻（栓）：

一個﹣家裡沒人但很快會回來。

二個﹣家裡沒人但會晚歸。

三個﹣家裡沒人要多天才會回來。

三個全放下﹣全家人在家，歡迎光臨。

韓國三寶：人參、泡菜、海苔。

濟州三寶：馬骨粉、黑色五味子、蜂蜜。

在大陸北京王府井曾對韓印象調查，依

次排名：1.人參，2.泡菜，3.電子產品（手

機），4.韓劇，5.整容技術。

韓國泡菜（Kimchi）有200多種，為世界

五大健康食品之首，次為日本之納豆及西班牙

之橄欖，又廿一世紀受歡迎之食物，韓國泡菜

居冠，中國豆腐居次。

有人說SARS於亞洲東南亞猖獗時，為什

麼韓人得免，有云乃因得益於泡菜（含蒜可殺

菌又有乳酸菌）及人參等，信不信由您。

忘了提及我們在濟州島所住之Citycon 

Hotel，因演太王四神記之巨星裴勇俊入住

1612房之總統套房而為影迷所心往。

濟州島之觀光事業不管硬體、軟體（如海

女公演，外國團體Motorcycle表演，西歸浦覽

船、馬術表演、雜技秀等，及排有終年固定節

慶活動），均值得同是海島之台灣作借鏡。唯

一美中不足的是英語不普遍使用於景區介紹及

街道建築等。不過由於天時（氣候適宜）、地

利（由臺去航程不到二小時很近）、人和（治

安良好），值得大家去觀光渡假。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

1. 賀！母院內科陳定信教授獲頒歐洲肝臟學會國際肯定獎。

2. 賀！母校護理學系戴玉慈教授榮獲98年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

3. 賀！母校2009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活動競賽，母院物理治療學系及醫學系分別榮獲院長獎第一名、

第二名。



國外進修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赴廣州參與中山大學

附屬腫瘤醫院胃癌研討會心得
─只聞其聲不知處，一見方曉天地博

文／林耿立

中
國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始終是個有著複

雜情結的國家，相近卻又非常遙遠的存

在。很榮幸的，在十一月底接到來電，一般

外科主任林明燦教授受到邀請，要到廣州中

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下簡稱腫醫）參與

中國南部胃癌研習會進行演說；而筆者也很

幸運地，被林教授指定陪程與會。於是，林

明燦教授、楊卿堯醫師、陳建嘉醫師，還有

筆者四人，在11月27日一大早，搭上了前往香

港的飛機，開始了這次的行程。

我們在香港轉機，搭上了中國南方航空

的班機；廣州和香港非常地近，大約只需要

40分鐘的航程。廣州新白雲機場具有相當的

規模，這是為了容納廣州一千萬的人口，也

為了2010年的亞運會作準備。腫醫特地派了

一位年輕的主治醫師接機，引領我們到下塌

的花園酒店以及腫醫參觀；這位和筆者同年

的醫師言語中透露出自信與上進心，但卻又

和以前印象中激昂亢進的大陸青年不同，多

了一份柔和平靜的氣質，讓我們不禁對中國

年輕的一代有所改觀。接下來是與邀請我們

的詹友慶（註一）、周志偉（註二）兩位教

授會談；兩位教授和林教授一樣都是一方之

霸，但是卻相當地客氣和熱情，還親自帶領

圖一：廣州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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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觀醫院。腫醫是座23層樓的H型建築，

只負責與惡性腫瘤相關的疾病（包括急診，

也只負責腫瘤接受治療後出院的病人），一

層樓是一個科別的病房，例如十七樓是腹科

病房，即是包括了所有腹腔內的惡性腫瘤，

以腸癌和胃癌為主（肝癌是另外獨立的）。

硬體設施方面，這裡的病房和開刀房與榮總

體系的中型醫院非常類似，雖然整體不是非

常新穎，但是卻也不乏高科技的手術相關器

械和醫療用品。值得一提的，這家醫院的最

高指導者不是院長，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書

記，充分展現了共產國家的特色。

制度面上，腫醫也和我們有很大的不

同。在這裡，每一位病人都有專屬的教授或

副教授，稱為主管教授，然後還有一位主管

醫師（即主治醫師），最後還有一位管床醫

師，也就是住院醫師；近年來由於住院醫師

短缺，有些病人是由主治醫師直接照顧，而

不是住院醫師。住院醫師只要完成五年訓

練，資格符合者通過考試就可以升等為主治

醫師；而主治醫師任期滿五年後，就有機會

通過複雜的遴選條件，升等成為副教授；同

樣地，副教授也可以在足夠的任期後升等為

教授。不過腫醫的主治醫師和我們台大醫院

其實不大一樣，他們的工作性質比較接近我

們的總醫師，值班平均每五天左右會有一

次，必須在醫院留守，參與急診手術以及病

房緊急事務處理；主治醫師也必須在教授或

副教授的認可下，才能獨立進行某些難度較

高的手術，這和我們的總醫師是相同的。

當天晚上，在詹教授的邀請之下，我們

和腫醫的幾位教授共進晚餐，雖然純屬交際

應酬的晚宴，但是我們也發現了大陸人的社

交具有多面性，有場面話，也有真性情，逐

漸消弭了彼此之間的鴻溝。

第二天會議正式開始，在制式的長官致

詞及開場白後，透過開刀房的攝影機現場連

線，詹、周兩位教授示範了一場胃癌的標準

D2淋巴清除的亞全胃切除手術現場轉播，

他們的技術雖非華麗展現，但是表現得中規

中矩，絲毫不拖泥帶水。中國大陸果真是臥

虎藏龍，針對手術細節的討論此起彼落，讓

我感受到他們強烈求進步的企圖心。下午是

討論會的正式課程，探討中國目前胃癌治療

的現況、輔助及新輔助化療的研究情形；對

台灣醫界來說，大部分並不是特別新穎的話

題，或是在臨床上被認為是沒有太大價值的

東西，但是大陸卻可以在強而有力的中央領

導下，進行極大規模的臨床研究試驗，這種

研究潛力實在不容小覷。大陸由於中晚期胃

癌相當多，所以對於新輔助和輔助性的化學

治療相當地重視，有許多大規模的研究正在

圖二：林明燦教授一行與腫瘤醫院的詹、周

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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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也許對於以後胃癌的治療原則會有

決定性的改變也說不定。討論的最後，由李

威（註三）副教授播放了一段錄影轉播的胃

癌手術實況，一樣是做到D2的淋巴清除，

但手法更為俐落和先進，也使用了大量自費

的自動吻合器械，傳統共產國家的心態已不

復見。當天晚上，我們參與研習會的晚宴，

和中國的年輕醫師多有交流，也更進一步了

解他們對於我們台灣的想法。廣州的醫師也

是來自四面八方，有一位福建莆田來的陳醫

師，在大陸制度上算是第一年的助手（住院

醫師），他的說話方式、舉手投足都和我們

這些從台灣來的年輕人一模一樣，不過他並

不會講閩南話；另一位徐醫師，則是遠從安

徽省來到廣州工作，他的想法就比較保守，

感覺上就像是受著標準共產教育長大的青

年，不過卻也有樂天知命的一面。與不同國

家卻同樣語言的人們互相溝通真的很有趣，

彼此的想法在相同中有相異，在不同中卻又

有相似，彷彿生命的因緣際會在遙遠的天空

下，從酒酣耳熱之際獲得了重新的認知。

第三天早上，一開場就是我們台大外科

林明燦教授的演說，除了簡述台灣胃癌治療

的現狀外，另外的重點就是介紹目前台灣在

胃癌治療上，領先中國最多的腹腔鏡胃切除

手術，包括播放全腹腔鏡亞全胃切除手術的

錄影帶；目前林教授已經完成百例以上在腹

腔鏡下D2淋巴清除的亞全胃切除手術，不但

早期胃癌可以在全腹腔鏡下完成切除手術，

即使是進展型胃癌也可以接受林教授獨步的

非充氣式腹腔鏡手術，徹底打破侵襲性胃癌

難以用微創手術進行操作的傳統概念。另外

中國少見的胃部胃腸道間質腫瘤（GIST），

林教授也展示了全腹腔鏡的胃局部切除手術

錄影帶，讓對岸的專家大開眼界，並獲得滿

堂的喝采。會後，我們和腫醫的教授們握手

道別，並約定下次的再會以及兩岸醫院間的

交流合作。

下午我們參與都市導覽的行程，首先

參觀了有名的西漢南越王古墓，這是西漢時

代在番禺（即廣州南海一帶）自立為王的南

越國第二任國王趙昧的墳墓，除了國王本人

以外還有數位夫人以及守衛、下人陪葬；陵

墓的規模雖然不大，保留的文物卻相當多，

而且歷史達兩千年以上。令人感嘆的是殉葬

本身，這是一種殘忍的陋俗，但是在千年之

後有沒有殉葬卻都一樣是化為塵土。接著我

們前去瞻仰為紀念孫文先生而建立的中山紀

念堂，藍色的琉璃瓦和仿天壇式的建築，和

台北的中正紀念堂果然非常相似；堂前孫文

先生的銅像對應著堂上匾額所寫的【天下為

公】四個大字，值得拿來砥礪自己。不過堂

內並沒有太多歷史文物，反倒是中央有個很

大的表演廳，有個外國人樂團正在做現場的

演出，剎那間有種中西交錯的奇妙感。我們

最後一個行程是黃埔軍校；黃埔位在廣州東

南方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我們沿著快速道

路前進，途經廣州市的鬧區和高級公寓住宅

區，摩天大樓的數量以及現代化的程度似乎

還遠在台北之上。最令人讚嘆的，是橫亙於

黃埔之前的廣州大學城，將八所大學架設在

一個珠江三角洲的島嶼上，其面積幾乎是一

個小台北；全新的道路、校舍和無比寬敞的

空間，無形中暗示著未來中國發展和起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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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相比之下，台灣對於教育的發展始終

原地打轉，或是徒勞無功，令人感到汗顏；

就怕這個差距，會變成兩岸未來決定性的差

異。我們趕在黃埔軍校關門前逛完這所對中

國具有革命意義的養成所，然後在司機大哥

的建議下舉車搭上渡船，橫越為中國第四大

河的珠江。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搭渡船是個別

有風情的行動，我們一行人爬上船舷，迎著

風看著夕照下的江面和船隻，讓人頗有懷古

歷今、想要揮灑豪情的感受。當晚廣州獨特

的料理成了我們的盤中飧，舉凡瀨尿蝦、炸

蛇肉、炒蛇皮等，有些很有特色但卻又令人

不敢恭維；餐廳外面的籠子裡還有野鳩、海

蛇、蟲蛹以及海蟑螂，廣東人的饕餮特色可

見一斑。

隔日（11月30日）一早，我們搭上直航

台北的飛機回國，在飛機上我們看見一望無

際、丘陵綿延的中國大陸，放眼望去視線所

及盡是青翠的矮山，這當真是個巨大的國

家，而我們所見僅是角落中的一撇。當山峰

綿延的台灣土地出現在我們的視線時，短短

八十分鐘的飛行結束了這一次收穫頗多的學

術與文化交流之旅。

註一： 詹友慶教授，腫醫腹科主任，中國南

方之胃癌權威。

註二： 周志偉教授，腫醫腹科教授，專攻腸

癌但對胃癌也有相當之研究。

註三： 李威教授，腫醫腹科副教授，專攻胃

癌，為腫醫之後起之秀。

（作者係台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研修醫

師）

圖三：林明燦教授攝於中山紀念堂。

圖四：珠江夕照。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楊曜旭

去
年從李秉穎副教授手中接下景福醫訊編輯的棒

子，這是第一次擔任執行編輯，感謝大家，特別

是苑儒的大力幫忙，使本刊得以順利付梓。

台大兒童醫院從十幾年前開始規劃，終於在去年

底（2008年11月）正式開幕。這中間隨著人、時、事的

變遷，雖然離原始的理想有一段差距（正式名稱也改成

台大兒童醫療大樓），但總是專為兒童的醫療而設計建

構。因此，本刊特邀兒籌處主任王主科教授撰文介紹這

棟嶄新的建築，包括籌設過程及樓層簡介。隨著社會的

少子化，兒童醫療逐漸為大家所忽視。更糟糕的是，連

醫學生投入兒童醫療的意願也逐年下降。兒科醫學會理

事長張美惠教授在文章中點出了現今台灣兒童醫療照護

上所面臨到的困境與未來的展望，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及

政府的重視。葉克膜（ECMO）是病人急救時的利器，

吳恩婷醫師介紹其在兒科病人的應用，以及小兒加護醫

學科與台大葉克膜團隊合作之下所創造出的各項傲人成績。另外，本期尚有許多精彩文章，林少

光前輩提醒大家維他命D的重要性，而其最簡單的來源就是曬太陽，所以鼓勵各位「宅男」及「宅

女」們多到戶外走走、曬曬太陽。人在美國的楊明倫教授將台灣人的愛心送到海地，發揮了史懷哲

的精神，是我們習醫者的典範。王緒醫師「義不容辭」、「當仁不讓」的接下2009年大紐約地區校

友會會長，我想現今社會正是須要更多像王醫師這樣熱心公益、犧牲奉獻的人。母親節又到了，戴

鐵雄醫師在「毛線衣」一文中平實描述母親的種種，文章處處充滿對母親孺慕及感念之情，媲美朱

自清的「背影」，念完之後令人動容。這期的休閒旅遊，李彥輝醫師要帶大家到韓國濟州島去逛

逛。最後，林耿立醫師赴廣州參加胃癌研討會，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在現代醫學的進步，也警惕我們

應當更加努力。凡此總總，盡在本期景福醫訊。精彩內容，待您細細品味。

（作者係母院小兒部醫師）

▲攝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市政廳廣場。



臺灣大學醫學院

外 科 歷 史 傳 承

時　　間：2009年4月21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102講堂

攝　　影：喬士明

▲與會者合影▲參與者認真聽講

▲外科部李主任致贈獎座予陳維昭教授 ▲陳維昭教授與張秀蓉教授

▲陳維昭教授演講▲外科部李元麒主任致詞



台大國際護士節慶祝大會合影（2009年5月6日）　　　　　　　　　（呂志成　攝影）

臺灣大學醫學院鋼琴比賽賽後合影（2009年5月7日）　　　　　　　（喬士明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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