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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雕琢夢幻角膜
─談高速進展中的層狀角膜移植術

文／陳偉勵

前言

「全層角膜移植術」的現況與限制

傳統中的角膜移植，也就是所謂的「全

層角膜移植手術」，是將病患的「整層角

膜」都用捐贈者的「整層角膜」取代。這是

全身「實體組織」（solid tissue）中執行率最

高，也是成功率最高的手術；在近二十年來

廣為全球眼科醫師所執行。「全層角膜移植

手術」成功率雖高，卻有一些缺點存在：

（1）角膜排斥的風險：角膜本身缺乏血管，

理論上排斥率極低；然而角膜內皮細胞

仍有嚴重排斥之風險。

（2）高度散光以及屈光異常：「全層角膜移

植手術」在手術過程中，需要至少十六

針的縫合，且角膜的前表面曲度受到影

響；因此術後容易引發高度散光、或其

他屈光異常。

（3）全層大傷口潛在的術後風險：「全層角

膜移植手術」的傷口範圍涉及百分之百

的角膜厚度；萬一有撞擊外傷等等，容

易因傷口撕裂而造成極嚴重之影響。

（4）穿透性的傷口容易引發後遺症：「全層

角膜移植

手術」免

不了會有

穿透性的

傷口進入

眼前房，

術後容易

造成眼內

發炎、前房出血、青光眼、白內障、網

膜剝離、黃斑部水腫等等合併症。

有別於「全層角膜移植手術」，「層

狀角膜移植術」的主要概念，就是希望能保

存病患角膜中依然健康的半層部份（前半層

或後半層），只針對病變的部位進行置換手

術。依置換的位置，分類為「前半層角膜移

植術」，和「後半層角膜移植術」兩大分

類。

簡介「前層角膜移植」

「前層角膜移植」主要的適應症，是

角膜內皮細胞健康，但「角膜前層」有病變

之角膜疾病。手術的方法乃是用捐贈者的

「角膜前半層」，取代受贈者的「角膜前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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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而受贈病患之角膜內皮細胞，將保

持術前的完整性。至於置換的「角膜前半

層」，可以包含整層的角膜間質組織，或部

分角膜間質組織。

「前層角膜移植」的概念和手術其實已

有長遠的歷史；然而過去執行率不高，乃因

為徒手切割（Mannual dissection）後的角膜

切面，不管在受贈者或捐贈者身上，都不可

能精緻無瑕疵。手術縫合後，接觸面容易有

混濁結疤現象，造成「手術成功、但視力進

步有限」的窘狀。但近幾年來手術技術的改

進，使得「前層角膜移植」又有敗部復活的

跡象。

目前最為盛行的「前層角膜移植」，

是利用「大氣泡性技術」（B i g  b u b b l e 

technique）在分離受贈者角膜身上。大氣泡

性技術的手動的層狀切割法，是用27號或30

號針頭深入受贈病患角膜間質的深層部位，

之後打入空氣氣泡。如此高速灌注之少量氣

體，可以有足夠的力量促成「角膜間質」與

「戴氏膜」（Descemet's membrane）之間的完

整分離，完全且精巧地分離出即將被取代的

「病變角膜全層」，而留下病患健康的「戴

氏膜」與角膜內皮細胞層。至於捐贈者的角

膜，則簡單撕去「戴氏膜」與角膜內皮細胞

層後，就可移植在病患身上。這個技術的發

展，大大地提高「前層角膜移植」的發展

性，也讓「前層角膜移植」在整個角膜移植

手術的市場上再度受到重視。

「大氣泡性技術」支援下「前層角膜移

植」的特色整理如表一。

簡介「後層角膜移植」

「後層角膜移植」主要的適應症是角膜

內皮細胞受損，但角膜前層仍健康透明的角

膜病變。手術的方法乃是用捐贈者的後半層

角膜，取代受贈者的角膜內皮細胞（有時候

會合併後層角膜間質）；而受贈病患之前層

角膜，將保持術前的完整性。

「後層角膜移植」所秉持的理念，乃

是單單取代病變的角膜內皮細胞層（有時候

會合併後層角膜間質），應可以改善角膜的

水腫現象，使角膜間質層和上皮細胞層的續

發性水腫消失。正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有關角膜內皮細胞的病變，應當治療

「角膜內皮細胞層」也就夠了！

「後層角膜移植」的概念和手術源自

1998荷蘭的Melles et al團隊。短短十年間手術

方式進展甚多，目前最為盛行的是Descemet's 

Stripping Automated Endothelial Keratoplasty 

（DSAEK）手術，其重點是將病患角膜最內

層的戴氏膜和角膜內皮細胞撕下，之後將後

半層移植角膜置入受贈病患的角膜內側；而

剛剛推出的Descemet's Membrane Endothelial 

Keratoplasty（DMEK），單單只移植戴氏膜

和角膜內皮細胞，也值得眼科界的重視。

以下是DSAEK的特色整理如表二。

進步再進步─「飛秒雷射」加持下的

層狀角膜移植術

「層狀角膜移植術」中很重要的一個步

驟，便是如何精巧地「層狀切割」捐贈者和

受贈者的角膜。惟有一個切割面光滑細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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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狀角膜，才有可能減少移植後「層狀接觸

面」的結痂狀況。

「層狀切割」的動作，一般可分為「執

刀者徒手切割法」（Mannual dissection）、

「層狀角膜切割刀切割法」（Microkeratome-

assisted dissection）以及「飛秒雷射切割法」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dissection）三大

類。「執刀者徒手切割法」最為方便，對精

密儀器的依賴較少，但是人工切割無論如何

無法達到完美境界。「層狀角膜切割刀切割

法」乃利用「層狀角膜切割刀」進行切割，

切割面的精細度和預測性大大提高；但需要

昂貴的「人工前房設備」以及「層狀角膜切

割刀」，切割下來的層狀角膜，大小和厚度

亦偶有誤差發生。

近年來在準分子雷射近視手術領域當紅

的「飛秒雷射」為紅外光的一種，也可以用

在切割層狀角膜上面。由於是雷射切割，不

管角膜的厚度或是大小都可以精準預期，可

望提高切割角膜的品質；在未來的手術進展

上，應是不可被忽略的重要技術。

然而飛秒雷射的切割亦有其限制，其切

割面也不若應用在「準分子雷射近視手術」

時來的光滑，理由如下：

（1）切割深度較深，角膜的顯微結構不同。

（2）切割深度較深，雷射能量的設定仍不清

楚。

（3） 在某些機型的飛秒雷射切割後，切割

表一

優點／缺點 註　　解

優　

點

移植的捐贈角膜不需要高品質的

內皮細胞狀況

一般「全層角膜移植」需要品質較好的角膜內皮細胞，如此

會限制捐贈角膜的使用率。而「前層角膜移植」可使用的角

膜品質較不受到限制，可增加這些捐贈角膜的可用性。

由於戴氏膜並未受損，術後的角

膜堅韌度較強

「全層角膜移殖手術」最忌諱術後外傷撞擊；因此對外力撞

擊忍受度較高的術式可大大提高術後安全性。

免除角膜內皮細胞排斥的危險性 因為術後病患的角膜內皮細胞仍為本身的細胞，因此不會有

術後排斥的現象。

前房相關術後合併症較少 由於是非穿透性的傷口，可減少眼內發炎、前房出血、青光

眼、白內障、網膜剝離、黃斑部水腫等等合併症。

角膜縫合引發之散光較不嚴重 比起全層角膜移植術，術後散光的機率較少。

缺　

點

醫師學習過程長 手術的技巧困難度高，術中所花的時間亦較長。

術後散光和屈光異常並未免除 與「全層角膜移植」一樣，依然需要至少十六針的縫合術，

因此依然有術後散光和屈光異常的問題，影響視力。

術後有較高的角膜混濁機率 移植的角膜前層與病患本身之後層角膜間接觸面仍可能引發

混濁反應，影響術後角膜之光學品質。

適用病患受限制 術前角膜內皮細胞不健康，或是有深度角膜結痂影響到戴氏

膜者，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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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膜面會殘餘橋狀連接（imperfect 

bridges），導致手術困難度增加，也容

易引發術後角膜之結痂現象。

表二

DSAEK 優點／缺點 註　　解

優點

較強韌的術後傷口強度 僅需5豪米的鞏膜切割傷口；而「全層角膜移植術」至少

需7-8mm毫米，三百六十度的全層切割傷口。因此可大大

提高術後的角膜強度。

幾乎不需縫合，續發性散光

機會少

傳統「全層角膜移植術」至少需要縫合16針，容易造成術

後的散光、新生血管生成、角膜表皮病變，感染等現象。

但DSAEK幾乎不需要縫合，可大大減少縫合造成的副作

用。

對角膜前表面的傷害少 傳統的「全層角膜移植術」，縫合過程本身、以及整層的

角膜切割動作，都會引發角膜前層神經叢的傷害，進而導

致角膜感覺敏感度的降低（會持續約一年才會恢復）。此

神經傷害容易引發角膜上皮細胞病變及角膜混濁，另外角

膜新生血管生成也容易因為縫合的動作而引起。

較快速的傷口復原和視力進

步

此和DSAEK傷口小、角膜前表面傷害小都有關聯。

再次進行手術時，可以就

「後半層移植角膜瓣」進行

置換即可，傷害性較小。

DSAEK術後「移植角膜」的損壞，可以只替換「後半層

移植角膜瓣」即可，大大減少再次手術的複雜度。

缺點

醫師的學習過程長 手術技巧比起「全層角膜移植術」困難度高；需要的器械

配套措施也較多。

手術過程中對「捐贈角膜後

層」的傷害較大

術中對「捐贈角膜後層」的切割、摺疊和植入動作，較易

傷害到捐贈角膜的內皮細胞層，縮短捐贈角膜術後的存活

期限。

術後有「移植角膜瓣」脫落

之危險

因為移植的角膜瓣和受贈病患的角膜間並無縫合，因此黏

著力受到影響。有報告指出，「移植角膜瓣脫落率」甚至

大於百分之三十。

術中「眼前房空氣灌注」對

術後的影響

手術過程中灌注空氣入眼前房內，可能在術中或術後對角

膜內皮細胞造成傷害。太大的空氣氣泡甚至可能阻塞瞳

孔，而造成術後急性青光眼現象。

「捐贈角膜後層」的切割面

若不平整，可能造成術後的

接合面的結疤，影響視力。

請見下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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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仍待改良的配套措施

未來在執行層狀角膜移植手術前，有

一些配套措施是需要改進的。比方說，眼庫

需要能提供高品質，以「層狀角膜切割刀」

或「飛秒雷射」預先切割好的高品質角膜；

角膜運送過程中的角膜保存液需要改良以減

少角膜水腫；特殊的手術器械需要被研發等

等。唯有這些配套措施的進展，才可能大大

推行「層狀角膜移植術」。

個人之相關經驗

本人於2004年在美國進修期間，由於

「辛辛那提大學」正好鄰近印地安那州，當

時曾因地利之便，自費至印第安納州之Dr. 

Francis W. Price的眼科中心接受兩天的「後

層角膜移植術」小型訓練課程。當時「後層

角膜移植手術」仍屬於新興未艾的階段，全

球鮮少醫師著重這項術式；沒想到短短幾年

間，因為配套新技術的研發，「層狀角膜移

植術」，尤其是DSAEK，已成為全球許多醫

學中心的手術大宗。DSAEK甚至來勢洶洶，

有凌駕「全層角膜移植術」的磅礡氣勢！而

新加坡眼科中心，近年來約有40%的角膜移植

手術是「層狀角膜移植術」，可見得此趨勢

之重要性。

本人於2009年亦有機會至印度海德拉巴

參加Asia ARVO年會。由於印度人口眾多、眼

科病患多、國內捐贈角膜的風氣亦不差，光

光LV Prasade Eye Institute一家醫院，短短不到

半年內就執行了近百例的DSAEK手術，數目

相當驚人。

台大醫院一年平均執行一百多例角膜移

植手術，但目前仍著重在「全層角膜移植手

術」。在此領域進展較慢的原因，與進口角

膜不便、國內器官捐贈風氣不盛，公家醫院

採購器械作業流程緩慢等等因素都有關係。

但相信在克服這些客觀因素過後，國內很快

能與國外接軌，同步朝精密醫學的目標前進

─精緻雕琢夢幻角膜，並許角膜病患一個光

明美好的未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任母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

1. 賀！母院張上淳副院長榮獲第七屆有庠傑出教授獎（醫療技術類）。

2. 賀！母院臨床醫學研究所高嘉宏教授榮獲第七屆有庠科技講座（生技醫藥類）。

3. 賀！母院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林頌然助理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2009年年輕學者研究著

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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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暑期學生服務隊心得

文／潘昱豪

回首來時，點滴在心

離開達仁的前一晚，是最後一次的全體

隊員會議。燈光暗下，音樂響起，我的眼光

望向臺下，尋找當年那個大男孩，卻驀然意

識到，當年那個初次參加服務隊，滿是青澀

的男孩，如今已經站在臺前，擔任今晚的主

持人。從剛入團的新生，到帶領服務隊的隊

長─時光飛逝，我在醫服團的日子，快要足

夠念完一個大學科系；隨著本次服務隊的落

幕，我也即將從醫服團畢業了。

第一次參加社團活動，是在三年前的兒

童病房晚會。還記得，當時學長姊安排了陪

病童做沙畫的活動；作畫的方法是用各種顏

色的細沙灑在帶有黏性的圖案上。看著身上

插了管線的病童們，澄澈的大眼睛透露出專

注的眼神，努力地用小手揮灑著五顏六色的

細沙，彷彿要畫出生命的堅強和毅力。當下

我的內心，有很多的感動，和更多無法形容

的情緒。

學習服務，服務學習

2008年的暑期服務隊，地點依然選擇

在臺東縣達仁鄉的數個村落。累積了數年的

經驗，我們發現連續數年的造訪，才能深入

了解當地的社會和文化，與當地民眾建立關

係，進而對當地發生一定的影響。在數年的

造訪中，我們也可以依當地流行疾病或有害

健康習慣，來擬定年度的衛生教育目標，同

時也追蹤記錄每家戶村民的健康情形。這種

模式，可能要比每年改變地點進行衛教，要

來得廣泛而且容易執行，成果也更為豐碩。

而在服務的過程中，我們也學習到了，與其

以提供服務的學生社團自居，不如放下大學

生的身段，走進村民的家屋中、參加當地的

文化祭典、了解當地的各種問題，和當地人

交個朋友，這樣才能取得他們的信任，真誠

的相信你是為了他們的健康著想。我們也學

▲團體衛教是服務隊近年來發展的重點。圖

中我們透過當地翻譯以排灣族語教導村民

心肺復甦術（CPR）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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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了借助許多社會善心團體的支持，使我

們有能力為服務所在地設想更多的事情。

回顧醫服團自創團以來，我們總是不忘

關注社會上的相對弱勢的族群：自閉症青少

年及幼童、血友病童、臺大兒童病房病童、

原住民部落。這一年來，我們也努力將觸角

延伸至更廣泛的族群：毓謙、雅婷和臺大精

神科合作，為團員安排了數次與精神障礙病

友一同出遊的機會；凡耘將衛教列車的觸角

延伸到了新店溪畔的溪洲原民部落；俊達則

致力於了解達仁鄉小朋友的飲食狀況。工作

得越久，了解得越深入，越覺得我們需要以

一種謙卑的態度，去了解、傾聽服務對象的

需求。很多時候，是服務對象為我們上了一

課。

無私付出，回饋社會

加入了醫服團，參加了平時服務的活動

後，我首次有了一種想法：「我也有能力讓

一群人的生活變得更好。」更重要的是，這

個新獲得的能力和金錢完全無關，因為它是

一顆願意付出奉獻的心。這樣的想法，促使

我投入服務性社團的工作，也是背後支持我

一路走來的動力。

現代的大學生大多都享有不錯的物質生

活，然而許多人並不快樂。我們用很多的時

間來愛自己，但是我們從不去愛別人；我們

關注個人的快樂，但是沒多少人知道自己有

能力帶給別人快樂。這真是十分可惜─尤其

這對我們是多麼容易：只要挪出一天週末的

時間，我們可以帶著自閉症大朋友們出去郊

遊，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和這個社會互動。只

要挪出幾天的晚上，我們可以策畫一場演給

病童看的戲劇。如果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

們可以到臺北之外的世界，關心另一個部落

的健康。你將會知道，他們的需求是多麼微

不足道，而我們原是如此的富裕。

大學是養成一個人獨立思考能力的場

所，也是塑造社會人的重要場所。除了教授

知識，大學應培養學生「服務的人生觀」。

「服務」即是「為公眾做事」，要使全體的

人都更好。要擁有這樣的人生觀，我的心得

是，第一是要自己的付出不想到回報，第二

是為他人設想，第三則要幫助社會上的弱

勢。當大學生能抱持這樣的理想去做事，

「我好，別人也要好」，這個社會才能向上

提升。醫服團以及其他服務性質的社團，提

供了大學生實踐一種理想的可能性。連加恩

醫師這麼說：「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

出更多、幫助更多的人。這樣，好命才有意

思。」

▲服務隊在在台坂村試辦成人健檢，並邀請

到眼科林隆光醫師支援，圖中林醫師正以

裂隙燈為村民檢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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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需求，找到價值

一個大學生參加服務性質的社團，是

很值得鼓勵的；我也認為每個大學生在他的

大學生涯中，至少要參加過一個服務性質的

社團。這可以讓大學生學到一些課堂上學不

到的東西：愛與付出。然而，我希望每個團

員能夠學到的，不僅是一堂為期一學期的服

務體驗營，更是一種思考、做事的觀點和方

法。在參與了數年社團後，我學習到了很

多。我可以說，服務性社團的立意是良善

的，願意參與我們的想法是珍貴的；然而要

從這個想法走到理想的終點線，並不是筆直

的一條線，也有很多的迷宮和歧路。

每個服務性社團都該問自己：「我們的

價值在哪？服務對象是誰（Who）？他們的

需求是什麼（What）？我們要做的事是什麼

（How）？」服務對象的選擇，直接影響到

了社員的屬性，也代表社團的特性。比這更

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有哪

些，以及我們的能力所及到何處，這樣才能

確保我們提供合情合理的服務。學生社團成

員的優勢，是擁有一群年輕、熱情、豐沛的

人力，我們要把這種特長發揮出來。而對於

我們辦不到或是沒有經驗的，我們則要尋求

學校與社會各界的意見、協助。例如說，就

一個醫學院的社團而言，我們可以結合知識

和創意，進行社區醫學的工作；因為社區醫

學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深入每家每戶關

心居民的生活。我們也可以針對服務對象或

社區的問題，媒合社會上的善心團體進行資

源的再分配，或是利用社團活動或校園演講

的方式，喚起大家對這個議題的關注。需求

永遠是存在的，而開始關懷永不嫌晚。我們

在進行的事情，是對的事情，我們可以把更

多的人拉進這個良性的循環裡面。

同心協力，有笑有淚

在服務的過程中，同時也是彼此學習和

成長的過程。從寒假起，各組幹部就出隊的

大小細節，歷經無數次的討論。學期中一起

出平服、量血壓血糖、上社課，最後還得要

測驗。在當地的八天中，大家在國小教室裡

和孩子們打成一片，或是在村民家苦口婆心

的勸說vuvu不要再喝酒，或是在村民活動中

心忘我的演出衛教劇，有些人則在義診的長

桌旁聆聽看診民眾的主訴。除了白天與村民

或是小朋友的互動，我最記得的，就是在台

坂國小營本部的夜晚。大家在結束了一天的

活動之後，紛紛回到國小；但是此時仍有工

▲服務隊於每日晚間時段在各村落開設義診

站，有病痛的村民可來就近看病。圖為義

診支援醫師楊庭華醫師、詹其峰醫師、張

廷禎醫師與醫學系大五醫療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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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著我們：家訪醫療

組得檢討今天服務的內

容；國小組則要排練隔

天的教案。大家此時累

得眼睛都快要瞇起來

了，但是輪到自己的時

候依然是拿出精神繼

續，有空的人得先利用

空檔洗澡、洗衣服；回

過神後，才能利用短暫

的空檔，在繁星的夜空

和涼爽的晚風之下，與

其他隊員分享今天發生

的事情。出隊生活充實

而勞累，卻也甘甜而美

好。

從接下隊長到卸

任，不過短短的六個

月，然而我卻覺得有半

個世紀那麼久。在這六

個月中，把重要的團

員、物資、財源組織起

來，最後為期八天的服務隊終於成行。現在

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曾經徹夜

在電腦前生出贊助單位的申請表，曾經在臺

東一天跑了好幾個村落，曾經為了行政公文

跑了無數次學務分處和總區，曾經在很多大

人面前邊報告邊努力壓抑著緊張，曾經累癱

了但還是要打起精神主持每天的全團會議，

曾經為了隊員遲遲找不齊或還沒有成果而緊

張，曾經為了看診的動線混亂而懊惱，也曾

經為了一句肯定而重拾動力……記憶如繁星

點點，卻也百味雜陳。轉眼間也將進入實習

生涯，出完這支隊，也像是與學生生涯做個

告別。但這幾年參與服務隊的記憶，將會是

一生難忘的回憶。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學生社會服務團2008

暑期服務隊隊長、臺大醫學系六年級）

體認到偏遠地區缺乏醫療，臺大醫服團第一支暑期醫療服務隊於民

國七十三年成立。此後每年暑假皆組隊前往臺灣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辦理醫療服務活動。近年來服務內容除提供義診，我們也深入各家

戶訪視、舉辦團體衛教、兒童與成人健康篩檢，配合當地國小辦理

學童健康成長營隊。希望以大學生的熱情，結合所學、發揮創意，

為國民健康的促進貢獻一份心力。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建立當地居民

正確的衛生保健觀念，達到初級預防疾病的長遠目標。近幾年來我

們也開始了解當地醫療以外的問題，討論改善之道，並將社會公益

團體的資源引入當地。自民國九十一年來，本團開始在臺東縣達仁

鄉出隊，這一待就是七個年頭。近年來我們開始了解當地醫療以外

問題，並設法串聯社會公益團體，將各界資源引入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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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的觀察力

文／許清曉

吉
川英治（Yoshikawa Eiji, 1892-1962）是

日本曾經紅遍一時的大眾小說作家。小

時因為家道中衰，未能完成小學，以後的教育

都是一邊工作一邊自修完成。曾經做船工，

從船塢高處摔下受過重傷。10歲左右就開始投

稿雜誌，年輕時雖然已經有多篇得獎作品，但

是直到30歲以後，他的才能方逐漸被認定。

多篇長篇歷史小說都成為暢銷書（親鸞記、

鳴門秘帖、三國志、新書太閤記、新平家物

語、新水滸傳等等二十餘冊）。其中我們最

熟悉的就是「宮本武藏」，被譽為是經典之

作 （曾被Charles S. Terry譯成英文，附有前美

國駐日大使、哈佛大學教授、日本學者 Edwin 

O. Reischauer的前言）。他的作品贏得多數日

本國內獎賞，肺癌去世前兩年獲贈國家文化

勳章。1967年「講談社」設立「吉川英治文學

獎」，1980又設「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

「宮本武藏」（Miyamoto  Musash i , 

1584-1645）是德川家康江戶幕府政權初期的

一位劍豪，原姓藤原（Hujiwara），或新免

（Shin men），諱玄信（Harunobu），號二

天，他的養子「伊織」（Iori，宮本伊織，

1612-1678，早在20歲時就成為小笠原籓的重

臣） 在他逝世後9年，在福岡縣北九州市小倉

北區的「手向山」山頂建立四點五公尺高自

然石墓碑，刻有一千多字的彰顯碑文，是寫

的『新免武藏玄信二天居士碑』（「小倉碑

文」，這「宮本墓」是福岡三百餘年來的觀光

景點）。他一生決鬥面對敵人六十餘次未曾敗

北，其中以徹底擊潰當時京都擁有千名學生的

吉岡劍道道館，及在嚴流島以木漿削成的木

劍，擊斃號稱麒麟兒、手持超長劍的劍客佐佐

木小次郎最為有名。在一乘寺對抗吉岡道館一

群門徒那次，一人對多人決生死，不自覺地左

右手各執大小刀揮舞，而創立「二刀一天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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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他去世前三年，開始著書，寫下論述

他自己兵法（劍術） 的「五輪書」，以密教

（密宗）之「五大」為基，分為「地」（敘述

自己的生涯、劍術的概要，就是「走正直的

路」）、「水」（描述實際劍術，持刀、如何

流利地移動身手）、「火」（論戰爭時如火之

心態）、「風」（討論古今其他劍術流派、家

風）、「空」（論兵法之本質：「空有善無

惡，智者有也，理者有也，道者有也，心者

空也」）之五卷。書中闡述他的人生哲學。

也擅長水墨畫，留有「枯木鳴鵙圖」、「鵜

圖」、「紅梅鳩圖」、「正面達摩圖」、

「盧葉達摩圖」、「盧雁圖屏風」、「野馬

圖」、木刻作品等，都被指定為日本國家文化

財。

吉川英治的小說大致是根據武藏養子伊

織的記錄，從1935年開始在「朝日新聞」報

紙連載，1939年完成。這故事被拍成電影好

幾次，我們這一代熟悉的是當時最熱門的男

明星，三船敏郎扮演武藏的連續三部：「武

藏」（1954）、「一乘寺之決鬥」（1955）、

「決鬥嚴流島」（1956）。（三船敏郎：

1920-1997，生於中國，大連，中學以後才

返回日本，偶然的機會成為演員，扮演影片

「羅生門」中之主角，得到1951年威尼斯影展

最佳影片獎，而成為電影界巨星）。小說內

容和電影的大致相同。有關他的很多決鬥軼

事，街坊相傳、甚至連伊織的記載，都不盡可

信。不過吉川的小說之所以能夠如此吸引讀

者，在於故事裡的人物，不論地位高低、男

女老少，描述極為細緻；人際關係及心理的

反應，合情合理，如同日常生活可以見到的

人物；同時，

故事情節及對

話中都帶著深

入淺出的人生

哲理、為人之

道，讀完後會

感覺到變得聰

明了些，會覺

得對人生及處

事的態度將變

得更嚴謹、又

更積極。

雖然是多

年前的故事，

記憶已變得相

當模糊，不過

有一段情節，

是印象特別地

深刻。

話說武藏出身「作州」鄉下，年少時放

蕩無羈，只有蠻力，毫無法理觀念，危害鄉

里，最後由一位年輕和尚宗彭澤庵 （Souhou 

Takuan, 1573-1646，精通書畫詩文及茶道。

日本菜中常見醃浸呈黃色的蘿蔔，就是他醃

製、呈給第三代將軍光國，之後將其名為

「澤庵，taku-an」）以情理收服，得到城主的

允許，將武藏關閉在「姬路城」內的一個房

間，每天只准他閱讀兵法、倫理、學問的書

籍，3年之後，終於馴伏了武藏的野性。21歲

的他，被解放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希

望出遊各國，「武者修行」，向名家、道館挑

戰、驗證自己的武術，修練成為日本第一強的

▲枯木鳴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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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者。

有一天，他來到京都，造訪當地最

大、名聲遠播的吉岡道場，請主人清十郎

（Seijurou）指教一手。吉岡（Yoshioka）一

家是前一代吉岡拳法（Yoshioka Kenpo）創立

的道館，晉升到足利義昭將軍的武術師範，被

稱為「扶桑第一兵法者」。到下一代吉岡清十

郎做道館之主時，門徒千餘名，但是實力已比

上一代遜色，門徒心目中還認為清十郎的弟弟

傳七郎（Denshichirou）的劍術高出其兄。

當武藏到道館挑戰時，清十郎正好不

在，傳七郎也外出遠遊，他的門徒就想以他們

自己的力量處理這個看來不起眼的鄉下人。結

果連續幾個人出來和武藏以木刀比武，都被打

得落花流水，已有兩人喪命，數人重傷。道館

弟子們雖心怯，卻仍要繼續，武藏只好說，實

力之差已很明顯，不要再有無謂的殺傷，堅持

要在道館內房間等到清十郎回來再比。不久清

十郎趕回來，可是門徒看武藏實力超強，意欲

以卑劣的手段，眾人偷襲取勝滅口。機警的武

藏在偷襲之前就逃脫現場，留下戰書，約好明

年初再決鬥。

武藏再開始巡迴遊歷，磨練劍術，先計

劃到小柳生城堡，和當時劍術界的長老，柳生

石舟齋（Yagiu Sekishiusai）一較高下。

石舟齋年已80，原來是和吉岡拳法等人

同輩，極受尊敬的兵法家，但已經退休，欣賞

花鳥風月，不再和人比武。柳生一家劍術能

者輩出，兒子但馬守（Tajima no kami）擔任

德川將軍師範，而被禁止接受別人的挑戰決

鬥。不過名聲越高，越有人要挑戰。吉岡傳七

郎也要找石舟齋挑戰，和同夥兩名住宿在小柳

生城下一個旅館，正好是武藏住宿的一家。

石舟齋一再收到傳七郎要求當面指教的

帖子，因為已聽說吉岡的兒子驕矜自持，自視

甚高，態度無禮，假使教訓了這類不知高低的

年輕人，後果可能不會很單純；又看在吉岡道

館的面子上，也不好無禮辭退對方要求。他就

很客氣地回一封信，並附上一朵他從花園切下

的白色芍藥（Shiakuyaku，Paeonia lactiflora，

一種約60公分高、屬於牡丹科的花草，會綻放

很像牡丹、紅色或白色的大朵花，牡丹被稱為

▲牡丹。 ▲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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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王，芍藥則被稱為花之宰相）。他回信說

明老來身體不適，恕不能見面，遠道來訪，就

請收下這朵花，聊以慰旅情。

傳七郎前幾天已接見過石舟齋派來的高

徒，滿臉鬍鬚的武士使者，被婉拒比賽。這次

則是又以女性使者帶花及書信，再度婉拒，心

中著實不高興，只閱讀書信。看到芍藥花，不

愉快地說「這種花京都也有！」，再也不看一

眼，就讓她拿回去。女使者─其實就是這小說

中苦戀武藏的女主角阿通（Otsu）─回去城堡

前將那朵花給了旅館內的小女孩，結果輾轉到

了武藏的手中。武藏能賞花。當他要求小女孩

將花插到花瓶時，突然注意到花枝的切口。他

拿起花枝，對切痕一看再看，沉吟再三，再

拿起自己的刀，閃電的一揮，再切下一截花

枝，仔細的將兩個刀痕一比再比，總是覺得原

來的切口痕跡是如此的俐落，無疑是極為高超

的刀法造成，他自己的技術還無法及得上。

再得知這朵花是小柳生城內的人要交給傳七郎

的，判斷城內一定有極強的劍術高手，更覺得

非一見石舟齋不可。

阿通回去向主人石舟齋報告送信及花的

經過。石舟齋問，「傳七郎有沒有拿起那朵

花？」，「沒有看到花枝的切痕嗎？」。阿通

回答說，傳七郎只看書信，完全沒有注意到

花枝。石舟齋聽了，曉得了傳七郎的水準，

笑笑說，「還好沒見面，吉岡一門也只有一代

吧！」

後來武藏利用送回兩端都是切痕的七寸

長一段芍藥花枝，設法進入城堡，和石舟齋的

四位高徒會面、禮貌地喝一杯。也因為武藏故

意地挑釁，到拔刀相見的地步。不過，正在白

刃相對時，忽地遠處傳來阿通的吹笛聲。武藏

心情一浮動，差點被右手劍客剎那間閃進斬到

肩膀。他瞬時判斷此時難以取勝，更無法如此

見到石舟齋，因此迅速後躍撤離，這次一對四

的比武總算是沒有結果。其實這四位高徒也並

未能看出他們師傅和武藏兩人切斷花枝的切口

有何兩樣。

翌年，武藏在「蓮台野」一對一的木刀

決鬥中擊碎清十郎的肩膀，清十郎殘廢、出

家，退出劍術界。傳七郎為了要報復其兄之敗

北，一個晚上在京都「三十三間堂」和武藏

決鬥，也終被武藏斬殺（有一說是武藏奪下傳

七郎手中的五尺木刀將他擊斃）。吉岡道館為

了維護名聲，第三度向武藏挑戰。結果武藏在

「一乘寺」面對上百名帶弓箭的吉岡門徒，迅

速衝前斬殺名目上是首領的吉岡家未成年小

孩，之後自身苦戰逃脫。吉岡道館因為聚眾

群鬥，被官方關閉。不過武藏也因為殺死小

孩，以後的名聲、仕官之途都受到影響。

武藏是否摧毀了京都吉岡道場，歷史上

無法佐證。芍藥花枝的一段情節也顯然是作

者的小說創作。不過吉川英治就是要說明名

家、「達人」的眼光確是精細，可以看出極端

微妙的技術差異，而判斷對方的能力。

一個人的人格成熟後，行為模式很難

再改變。被發現說話誇張不實、或做事不負

責、不嚴謹的人，時常在其他各處的表現都會

不實、不負責、不嚴謹。我們在社會上，要在

眾人間競爭，出人頭地，還不是要培養出從小

處認識對方、知己知彼的能力？我們的水準越

高，越能迅速地從一點點表現正確地看出對方

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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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這類觀察力的智慧，古今中外皆

有。「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一葉知

秋」、「以小明大」，從微細的徵兆預知全盤

的變化，可以日常用在預期事業將來可能遇到

的問題、判斷競爭對手的能力、或預期對方手

中的棋子。一般說來，這種智慧影響所及，只

不過是個人的活動範圍之內。但是自從20世紀

後期，文明國家已經進入民主政治時代，每

一個人都有平等投票的權力。左右一國命運

的領導者是民眾投票選出的。因此有權投票

的人，應該都有責任培養如何辨識候選人的

智力、性格、誠信度等的能力。忽略這種觀

察力的培養，民眾損失的，可能是自己的權

益、生命、財產、或自由。21世紀，每一個文

明人，都要成為觀察政治人物才能及人格的

「達人」。

已經忘了我是如何首次接觸到宮本武藏

的故事，是從電影、還是小說。現在手中的小

說是1957年日本六興出版社印刷的版本，共六

冊。家父在我離家赴美以後仍一直替我保存我

過去愛讀的書，讓我現在還能擁有這些五十

年、六十年以上，幾乎是古董的書籍。看著

由堆積五十年灰塵及氧化而呈黑褐色的書冊

邊緣、已有斑紋出現、成淡黃色的紙張，閱

讀其中故事，沉醉在年輕時的情懷，又思念父

親。心中沉悶，那麼多年來名家的教訓，有些

現代人似乎仍未能受益，無限的感慨。

許清曉部落格網址：http://tw.myblog.yahoo. 

com/ccshsu-clement/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於

美國德州達拉斯市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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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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無不報（三）

文／王子哲

一、陶四翁

陶禹錫的高祖，陶四翁，開一家染坊，有一天他用四百萬錢買下一些紫草來做原料。數日

後，有一個內行的經紀人看到這些紫草後，對陶四翁說：「這些是假紫草」，陶四翁檢視

了一下，才發現真的是被騙了。經紀人說：「不必擔憂，我會把這些假紫草分別賣給小染

坊，你就可以減少損失」，四翁說：「好」。明日，經紀人來了，陶四翁就將他用四百萬

錢買的假紫草，當他面前全部燒毀，說：「寧可我被誤，豈可再誤別人呢」？陶四翁本來

資本並不多，後來生意竟然愈來愈好，達到「富盛累世」的地步。

子孫登第者（考上進士）也有數人，禹錫是其中之一。

（選自宋施德操《北窗炙輠》）

二、昌化章氏

昌化地方（可能是海南島西方儋州）有章氏兩兄弟，都沒有生兒子。哥哥先向族人抱養一

名男孩做兒子，不久，他的妻子就生了一個兒子。弟弟說：「哥哥既然有親生的兒子，何

不將抱養的兒子給我？」哥哥告訴他的妻子，妻子還在坐月子，說：「不行，沒有兒子的

時候而抱養他，剛剛得到親生的兒子就棄養他，別人將會如何講我呢？」，弟弟一直請求

不已，嫂嫂就說：「不得已，寧可將親生的兒子給他」，弟弟開始時，不敢接受，最後嫂

嫂還是把親生的兒子給他。以後兩個孩子長大成人，長子名章翃，字景韓，次子名章詡，

字景虞，章翃的兒子樵及禉，章詡的孫子鑄及鑒，都相繼登第，章家遂成昌化地方的望

族。

（選自南宋詞人周密《齊東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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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廬說：一般人聽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的道理，多嗤之以鼻，認為是一種迷

信。殊不知，這是一種必然的道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大家都曉得，但是為什

麼不相信累世因果的報應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陶四翁，雖然資本不雄厚，但還是寧可自

己被騙虧本，決不騙人得利，生意人本來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但他還是不敢違背良心，一

念之善，就會影響他的事業以及他的子孫。章氏婦不因自己有親生兒子，就把抱養的兒子

送給別人，她的心念是何等的高超與慈悲，更不是一般婦人的見識，進一步，把親生兒子

送給小叔，也保存章家真正的血脈。她的想法是最合乎倫理道德的。有陶四翁或章氏婦這

樣的父母，子女自然會是正直向善的人，也自然會努力用功、一心向上的。父母的善行義

舉，兒孫自然會有福報，而他們的孫輩長大後馬上就科舉及第，報應之速，如此驚人，乃

是上天欲世人知道作善降福的道理。嗚呼！家有賢父母，其家必定會興盛，這難道不是很

自然的道理嗎！

心廬隨筆部落格：http://hearttaiwan.blogspot.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前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科主任、教授，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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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MS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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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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詞：劉碩夫　詞：曾淵如改譯（英文版）

美麗的寶島 Beautiful Taiwan

啊。。。。美麗的寶島 Ah! Beautiful Taiwan

人間的天堂 Earthly paradise

四季如春呀冬暖夏涼 Seasons are warm and cool

勝地呀好風光 Attractive Resort

（過門）。。。。。。

阿里山　日月潭 Mt Ali, Sun-Moon Lake

花呀花蓮港 Hua Ah Hua Lien Harbor

椰子樹　高蒼蒼 Palm trees are high and green

鳳梨甜呀香蕉香 Fresh mango nice banana

啊。。。。美麗的寶島 Ah! Lovely Formasa

人間的天堂 Human paradise

四季如春呀冬暖夏涼 Hospitality is also warm

勝地呀好風光 Everlasting country

（譯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科名譽教授，秀傳醫療體系中部地區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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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進寶 吉 獻祥 轉乾坤

文／戴鐵雄

2008鼠年520政黨輪替，原期國民黨重執政

會給臺灣帶來榮景，想不到錯誤的高油價

帶動電、水漲，物價漲，接連風災、水災、

土石流與毒奶粉等中國進口的萬物皆毒，使

臺灣陷入空前危機。相信牛年的來臨，在金

牛，吉牛高據家家戶戶牆上月曆中為守護財

神後，臺灣經濟將一掃討人厭老鼠年晦氣，

在祥牛引導下漸入佳境，希望金牛抬頭好運

到，金牛運財家家歡，使「順心皆如意，牛

年大豐收」。

在以往農業社會時代，牛是農家最忠

實、最不可或缺的工作伙伴；黃昏後，與主

人一起忙完田園工作被牽或自行跟隨主人回

來，一家人尚未用晚餐，要先給牛餵食糧

草，可見牠在主人心目中佔有多重份量。農

夫與最親的妻子只有晚上在一起，與牛可是

整天在一起；牛拖犁，農夫掌犁，合作無間

的犁田翻土，所以五大「恆春民謠」之一的

「牛尾伴」的含意為「農夫與牛尾相伴」，

也即耕田時「牛前行，農夫緊隨於後的親蜜

伙伴關係」。民間習俗，民俗文化中有一齣

「駛犁兄」唱跳表演節目，描繪「掌犁農與

犁田牛的親密互動」最為傳神。也由此而有

「那肯做牛犁，不驚無田耕」（或「若欲做

牛、毋驚無犁通拖」）；或「做人著磨，做

牛著拖」之諺語。古時尚無汽車，牛車是農

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搬運農作物回糧倉、

市場要靠它，傢俱稻草肥料裝載也需它，也

是婦孺老者遠行的代步車輛。

在一幅「田園原野」素描中，牛永遠是

主角，若圖中缺少挺立田野中，背上駝著佇

足烏鴉的水牛，肯定是一幅殘缺不完美的作

品。看過夕陽殘照下羊腸小道中，牧童騎在

牛背上吹「橫笛」，或戴斗笠牽牛返家及押

送滿載牛車趕集農夫的動人畫面嗎？

動物無分類別，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無

私、永恆、至誠的，「老牛舐犢」溫馨畫

面，顯示了父母對子女的寵愛，「舐犢之

愛」展現出父母愛子女的心，充分顯露令人

心動嚮往振顫的「舐犢情深」。 

以往有一描繪蝗災導致大饑荒的大陸影

片，最後為溫飽，農夫因手刃相依一輩子的

老牛，人牛淚眼相對的悲悽鏡頭，幾十年後

猶歷歷在眼前。足見在農業社會，牛可是農

民家中的一重要不可或缺的成員。所以在西

洋、東洋工業社會，牛肉雖是重要的副食佳

餚，但在臺灣的農業社會可是被禁食，以示

對這位忠實朋友的尊崇；不過臺灣已脫離農

業社會邁入工商業社會，耕地多使用機械，

載物均以拼裝小卡車替代牛車（小卡車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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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牛仔」，以示對牛車禮讓的尊重與追思

紀念？），牛隻已失重要性，早就淪為飼養

待宰的「肉牛」了。目前在臺灣牛肉已成佳

品，可供食用的有：肉、肝、腸、肚、肺、

腎、心、脾、舌及最重要的牛奶。料理法

有：炒、燉、湯、魯、乾、炸…等，內臟、

骨頭也都能上桌，貢獻良大。 

妙的是牛糞也成往時中藥秘方，處方

如下：「赤牛糞乾尖（曬乾發霉的牛糞，最

後排出滴在糞面中間的那一滴）」、枯井底

土、松仔心（榕樹剛萌生的嫩芽）等磨碎後

與煮爛的麵線糊攪合，敷發炎處（肺炎敷胸

部），可消炎。可能取其發霉處的「黴菌」

治病，因「抗生素盤尼西林就是由黴菌提鍊

而成」。

牛的本性敦厚溫順善良，體積龐大笨

重，步履雖蹣跚卻沉穩，「開牛車」被引喻

為開車太慢，技術不好；「走牛步」喻走太

慢，進度太慢會挨罵「牛步化」；「憨牛」

形容笨，所以「英臺」才會暗指「山伯」為

「大笨牛」，連「江山美人」電影片中忠厚

老實的酒保也叫「大牛」呢。

牛身體器官也會被引用，如多如「牛

毛」或細如「牛毛」；又「愛文」、「海

頓」等改良型芒果稱「牛爛巴芒果」呢！居

領導地位的叫「執牛耳」（古代盟約時，由

主盟的人握住牛耳割血立誓，所以現在延稱

居領導地位的叫「執牛耳」）；連「牛飲」

都可借喻為「豪飲」，因此以「牛飲馬食」

指人大飲大食。宰牛的大刀都借用成「牛刀

小試」以形容「大材小用」，論語：「割雞

焉用牛刀」更見貼切。拿烹牛肉用的「牛鼎

烹雞」，當然也是大材小用。

濯濯原本形容山上沒有草木的樣子，

只因孟子有句「牛羊又何從牧之，是以若彼

濯濯焉」，就只拿「牛山濯濯」形容之，為

▲農作牛犁。（攝影者：葉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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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取「羊山」，難不成先人也欺負牛的善

良、溫順、與世無爭？因此取「牛衣對泣」

形容貧賤夫妻生活清苦；無聊的拿黃牛、水

牛二種牛中的「黃牛」，代表「非法圖利，

居間經手買賣的人」，最有名的是「司法黃

牛」與「電影黃牛票」，被騙、不守信用或

違約了，就罵一句「被黃牛了」洩洩氣或

恨，黃牛可不是蒙了「不白之冤？」。

其實牛的族類繁多，水牛外的黃牛，也

稱「赤牛仔」，進口的皮膚顏色多彩，黑、

白、黃、白底黑紋…、因都飼以待宰、所以

統稱肉牛，其中乳牛奶是全球嬰兒的主食，

更是牛奶糖、麵包等許多牛奶製品的原料，

可說是對全人類貢獻最大的動物。也難怪中

國毒奶粉事件會造成全球大風暴。

以「牛鬼蛇神」代表「怪誕虛幻的怪

異人物」，牛被貶為「鬼」，遠不如蛇被尊

為神了。難怪會貶為陰間鬼差，人見人畏的

「牛頭馬面」及「牛頭阿旁」（阿旁，牛頭

人手，兩腳牛蹄的獄卒）。

無論如何，自古以來牛是被蔑視、被

列入笨族的，君不見「牛驥同牢」，驥是千

里馬，豈可與笨牛住同牢（牢為住處、非監

牢）？若「牛驥同牢」，當然是賢者愚者不

分；所以才會有令「牛」生氣，太瞧不起牛

的，認定牛不解風情的「對牛彈琴」一詞出

現。

凡事要看清楚，不可看到草繩當毒蛇，

學怕熱的吳牛，見到月亮以為是太陽，害怕

而氣喘，鬧出「吳牛喘月」笑話（吳牛；生

於江淮地區的水牛）。所以對不懂道理的人

講道理，簡直是「對牛彈琴」，毫無效果。

只要行得正，站得穩，任憑別人批評毀譽，

「呼牛呼馬」羞辱都不必計較。

有時候牛真的很固執，很拗，也才叫

出「牛脾氣」或「駛牛癖」，小孩頑劣不聽

話會挨罵「很牛」或「那牛咧！」；連硬板

板的紙，還會冠上「牛皮紙」呢！硬紙可能

自認與牛皮一樣厚，咳！真會「吹牛皮」，

還不怕「吹破牛皮」呢（黃河一帶，用整隻

牛皮吹足氣，作成「皮筏」渡河，為「吹牛

皮」的由來。），好在紙板本來就臉厚，否

則準會被罵「臉皮比牛皮厚」。

怪的是男公關為何會被「美」其名曰

「午夜牛郎」，男娼店為「牛郎」店，午夜

表演色情場所的「午夜場」叫「牛場」才嘔

呢！它源自老芋仔喜看違法的脫衣舞，趴在

售票口，以不純熟臺語問「有馬無（有肉

嗎？）被聽成臺語的「牛肉」，也即臺語的

「有」聽成「牛」而演變成「牛肉場」三

字。棒球的坐板凳區還莫名其妙的叫「牛

棚」呢！更妙的是，商人腦筋動到牛頭上，

竟以「牛頭牌」為「正」字商標呢。

因牛代表慢，連「蝸牛」也來湊熱鬧

與牛族套關係，也許是因自認與牛一樣，行

動慢吞吞的關係，而在「牛班」插上一腳的

吧？可是牛也有「蠻牛狂奔」，遇到會讓

「牛羊變色」的老虎，也有拔腿猛逃的時

刻，蝸牛做得到嗎？這可真的是「牛頭不對

馬嘴」，「風馬牛不相干」的了。而「割雞

焉用牛刀」表示，處理小事，不必用大力

氣。

牛自古就被納入笨族，因此國小才會有

「放牛班」、「牛頭班」之設，以收容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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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學童。也才有「牛牽到北京也是牛」的

揶揄說詞。「莫為兒孫做牛馬，兒孫自有兒

孫福」就比較正面的；「只要肯作牛，毋驚

無犁拖」，就非常肯定牛了。

不過牛也有走運時，「牛溲馬勃」可

治腐皮並生肉（溲：小便；勃：菌類，可止

血），比喻低下之物也有用處。「牛眠吉

壤」更喻「風水極佳喪地」。「牛痘」取生

在牛身上的痘瘡漿液，製成「牛痘苗」種於

人體，可對天花免疫。

「牛郎織女」的「織女」是民間神仙

故事「七仙女」中的老么「織女星」，因下

凡於天池裸浴時，被犯戒投胎凡間受懲的養

牛郎「牛郎」（即牛郎星）無意撞見而結成

「仙」「人」姻緣，被盛怒的「瑤池聖母娘

娘」召回天庭，將牛郎打入九十九重天外

天，一年只准七月七日七夕夜隔天河夫妻見

面一次。於七夕深夜，一群善心的「喜鵲」

集體搭起一座鵲橋讓他倆偷上「鵲橋」幽會

（結婚慶典，喜鵲報喜由來，原來是這麼一

回事），知情的「王母」娘娘，千古來都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放過。

（作者係母院1961年醫科畢業，現已退休住

西雅圖）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誠徵講師以上教師一名

（一）資　　格：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大學物理治療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至少有一篇原始論文發表於SCI、SSCI或EI
期刊。

（二）工作內容：負責學系暨研究所骨科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

（三）檢具資料：個人履歷表、相關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著作目錄、論文抽印本、

推薦函兩封、教學及研究計畫書及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

（請參用本院網站上需填寫之表格http://w3.mc.ntu.edu.tw/staff/
person/teach/teach19.doc）

（五）截止日期：2009年7月31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四）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 物理治療學系（所） 鄭素芳主任

（五）聯 絡 人：高雅雯 e - m a i l ：ywkao@ntu.edu.tw
　　　聯絡電話：(02)3366-8156 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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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馬焉知禍福
一位諾貝爾醫學獎沒被公開的故事

文／李彥輝

話
說1972年，我在GD Searle任職時，

主管研發之Prof. Victor A Drillg適逢

退休；之後繼承者_Dr. Robert Moe和我理念

不合。當時附近另一藥廠Abbott  Lab.正找

Section Head-Gastroentrology，於是我接受Dr. 

John Biel（Director, Research）及Dr. David A 

Brodie（Chairman, Dept. of Pharmacology）

面試，結果受錄用。但因為這兩個單位同屬

藥廠研發部，原則上是不能互相挖角的；在

Daniel Searle（President/CEO, GD Searle）同

意下，我簽了不透露藥廠研發機密的文件，

得於1972年7月到Abbott上任。當時我是接續

Dr. Kao Hwang黃杲之職缺（黃杲先生乃抗

日戰勝前夕首位公費留學醫學類的學者，來

美國Mayo Clinic攻外科，之後改攻消化生理

科）。不久Dr. Patrick Dodge（Section Head, 

Anti-inflammatory）昇為Vice Chairman of 

Pharmacology，因而須找接班人。記得有天，

有位年輕的Pharmacologist來應聘，並演講有

關cyclic GMP的專題；不過他走的方向和我

們的cyclic AMP背道而馳，令我們吃驚；後來

也就沒取用他。記憶中投票時，我也投了不

同意票。這位藥理學家乃Dr. Louis J Ignarro，

他之後去Tulane University Pharmacology擔任

Assistant Professor.（由他資歷推斷，他應得

Associate professor；因此這個職位可說是屈

就。當然這段歷史不會明言於他後來功成名

就後所寫的自傳當中）。Dr. Ignarro之後繼續

發揚光大他的研究，進入NO（一氧化氮）的

研究領域；甚至於1998年和Robert Furchgott及

Ferid Murad兩位學者共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的殊譽。

他得獎後，除再獲不少獎外，還寫了一

本暢銷書「No More Heart Disease」─他強

調NO影響全部血管系統，可促使血管擴張、

抑制血小板凝集，因而阻止血液凝固來防止

schemic stroke及心臟發heart attack。至於男

性陽萎impotency（erectile dysfunction），

他說在用人體組織實驗時，發現由陽萎病

人取出，和膨起有關組織中有NOdependent 

cyclic GMP途徑pathway之障礙，因而製造出

cyclc GMP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inhibitor之

sildenafil（Viagra偉哥）。

我舉此例乃說明一時受挫、失利也許是

成功的開始，別患得患失。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有志者事竟成。試想Ignarro當時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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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於Abbott Lab，就不得不放棄他研究多年的

cyclic GMP，而改作cyclic AMP的研究；如此

一來就不會走入NO（nitric oxide）領域而得

諾貝爾大獎。

D r .  I g n a r r o 目前在我獲得 P h . D . 之

UCLA藥理系擔任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得知，Dr. 

Ignarro於1966獲得University of Minnesota藥理

博士學位後，去了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在Julius Axleord（Nobel Prize winner）下

當post-doctora l一年。之後於1968年應聘

Geigy來研發抗炎劑antiinflammatory agent，

進而找出和cyclic AMP有關的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diclofenac

（Voltaren）。也許因緣際會他得到公司允

許，可以研究類似課題；不過好景不常，

1972年Geigy合併於Ciba藥廠。雖他沒明言，

不過或許他因而被迫放棄他自己的research 

project - - -cycl ic  GMP，甚至於離開Ciba-

Geigy。也就在此時來我服務的Abbott面試，

不料條件談不妥，抑或我們沒給他offer，因

而於1973年1月遠離New York到New Orleans之

Tulane University屈任Assistant Professor（非

Associate Professor），美其名改志於academic 

research，人總不談失敗／失望的過去吧！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目前執業於費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免疫學研究所
誠　徵　教　師

（一）資　　格：具免疫學相關領域學門博士學位，且有研究潛力及具教學

　　　　　　　　熱忱者。

（二）起聘日期：��年�月1日

（三）檢具資料：1. 國內外免疫學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函。

　　　　　　　　�.  被推薦人詳細履歷表包括完整學經歷、五年內著作目錄、

　　　　　　　　    三年內代表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 研究教學計劃。

（四）截止日期：請於��年�月�日下午�:00前將上述資料e-mail或信函寄達。

（五）信函請寄：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號
　　　　　　　　臺大醫學院免疫學研究所　許秉寧所長

（六）聯絡電話：(0�)��1�-����轉�����；傳真專線：(0�)���1-���1
　　　E - m a i l：phs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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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球場的二代情

文／林靜芸

我
的父親林秋江，母親林陳淑惠是林口球

場的老會員。我們家有三個小孩，我

的上面是一個哥哥，下面是一個弟弟，童年

時期父母重視家庭生活，星期日一定全家出

遊，渡過愉快的假日，父母親迷上打球時，

我是高中生，星期日常被逼著陪走，林口球

場不是太冷就是太熱，樹木單調，球道過

長，我對它沒半點好感。

父母親在林口球場渡過很多歡樂時光，

父親的詩集裏收錄他的高爾夫球七言詩，他

也畫了幾幅球場的風景，印象中最深的是父

親站在西區第七洞眺望觀音山，他說從那個

方向觀音山像巨大的恐龍。

父母親如果打下午球，母親會自己捏壽

司，作茶葉蛋，二個人邊打球，邊野餐。父

親打球非常專心，他有一陣子，差點是11，

母親打球注意形象，講究衣著、姿勢，有一

回我陪他們在林口球場，我與父親在白梯發

球，母親在紅梯發球時，父親告訴我：「靜

芸，你媽媽實在漂亮，你看她打球的樣子真

好看！」，當時母親已經75歲，我聽不懂父

親想表達什麼，卻期待著30年後丈夫也能講

出那麼甜蜜的話語！

我是家裏唯一的女兒，父母親疼我，

我卻無法感受，總覺得他們重男輕女，什麼

都安排給哥哥弟弟，我好像不是他們生的，

有一段日子，我整天與父母對抗，讓他們傷

心！

開始打高爾夫球之後，我避開林口球

場，因為哥哥弟弟的球牌是父母給的，我的

卻要自己買！

回到父母身邊是年長的事了，那段日

子，丈夫忙事業，兒女忙約會，我的星期日

如果不想在家裏被關禁閉，就只能跟著父母

到林口球場，母親喜歡邊打球邊聊天，父親

愛調整我的姿勢，他們二個見了人就介紹：

▲與父親合照於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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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女兒！」，而且每次見面，每次

介紹，連桿弟也不放過，母親總大聲的說：

「我的女兒是作整形的，你們要美容可以去

找她！」我覺得自己是小醫師，被他們這樣

嚷，很難為情！

與父親打球，他每洞讓我一桿，二個人

玩真的，一旁的母親也跟著緊張，打完球去

吃飯三個人喝一瓶葡萄酒，那段時光是我一

生中與他們最親蜜的回憶。

父母親在世的時候，想盡辦法誘導女

婿打高爾夫球，外子林芳郁卻以心臟外科醫

師不能離醫院太遠的理由拒絕，父親90年過

世，母親92年過世，外子奇蹟式的95年開始

打球，有他作伴，我又能回到林口球場，球

道的草坪，二旁的樹林是那麼的熟悉，有時

會以為鳥叫蟬鳴是父母在叮嚀！

球場的員工包括櫃檯、更衣室、餐廳、

出發站都是父母親的朋友，對我而言，來到

林口球場，就像回到父母身邊，外子說父母

親在天堂打高爾夫球，我相信他們在天上看

到他們倔強的女兒回到林口球場應該也很高

興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聯合

整形外科診所院長及母院兼任主治醫師）

▲與母親合照。 ▲與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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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真面目

文／沈永訓

多
年來一直嚮往看看廬山的真面目，終於

等到了，楊思標教授問我去不去，我一

聲就答應了。

2008年5月11日

經由香港轉南昌，下午1時準時到南昌，

昌北機場型式與大多數大陸機場類似，與小港

機場差不多。機場到南昌舊街行程約45分鐘，

以贛江為界北側為舊城南岸則是新開發區，一

切都大、都新。舊城則較雜亂，新樓與舊屋併

列，交通之亂可能尚需1世代才會改善。下午3

時半在富豪大酒店四樓會議室舉行贛台醫學交

流座談會，出席者包括江西省衛生廳副廳長、

醫政處長、中醫處長、胸科醫院主任、中醫學

院教授等11人。由他們詳細介紹江西省的衛生

情況，似乎沒有嚴重的傳染病，可惜楊教授所

關心的結核病在鄉村的初步診斷方式，因時間

關係，未能聽到胸腔科醫師之報告。

晚餐由省政協副主任及省委統戰部長及省

級領導宴請全體團員（浜江賓館），餐會後本

擬赴新城的秋水廣場看號稱亞洲第一高的彩色

音樂噴水表演，可惜多人因早起疲倦而作罷。

5月12日

赴新城的中環醫院參觀，這家江西省第1

家大型的私人醫院剛建成，將由桃園的敏盛醫

院代為運作，故會中楊敏盛總裁「深刻」詢問

經濟背景及病人來源等等，新任院長由上海華

山醫院轉來，另有一位哈佛大學公衛研究所畢

業的女士，我問他們對“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

義市場有多少信心”時沒有人敢回答。他們希

望以高品質的醫療來吸引高所得的病人，祝它

能成功。

隨即轉到郊外的灣裏，江西省中醫學院▲南昌中環醫院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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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區，四面環山，是很廣闊的盆地，建築

巍峨，是我曾經看過的中、西醫學院中最“繁

華”的一座。教學方法完全是西式，有很多美

國製的教學用具相當逼真而複雜的人體模型，

教材之充實可能比台灣的幾家醫學院更豐富，

祇可惜學識水準不夠。

在座談會時竟有位中醫教授提出說中藥能

改變細胞核中絲狀體的RNA排出引起變化。

我說“您說的中藥的那一化學成份能有此效？

有無恆常性？有何效用？其實任何化學物質都

可能影響細胞的功能，我們要的是對臨床有

用的東西”由他們受教的背景我不大相信他們

的深度。老生常談我又提議「你們對多數骨折

都採用手術固定法，又給某些中藥服貼，這麼

多年了有無發現那種藥能促進骨生長，如有我

願意投資做產品賺大錢」當然沒有人回答。我

誠懇的告訴他們“我25年前參觀日本京都的武

田製藥研究室，看到100年來研究人蔘的龐大

的研究資料，沒有任何顯著的臨床效果。如果

貴院能夠研究人蔘証明有效而產業化生產，至

少在華人世界一定大賺其錢”。中午在該院

的“得月樓”享受豐富的中餐可惜沒有“藥

膳”。

下午二時離開南昌登上廬山，2：28PM的

汶川大地震正好在車上故毫無感受。一路唱歌

說笑話，導遊說“南口上廬山頂25公里有200

多彎。不敢看窗外的人請閉目養神”。真驚心

動魄，卻是美不勝收。

廬山，我以為是個點，哪知是一片地，

牯嶺鎮北靠長江，南傍鄱陽湖，南北長約25公

里，東西寬20公里，海拔1,000米以上。雲中

山城牯嶺鎮海拔1,167米。在我的認識中廬山

不過是避暑勝地，來之後才知道陶淵明、李

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蘇軾、陸游等大

文豪都曾來過此地到處賦詩填詞。膾炙人口的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東坡寫的。

在廬山兩天，參觀了含鄱口、五老峰、花徑、

白居易草庵、三寶樹、三疊泉、白鹿洞書院等

等，但最值得看的是廬林一號別墅及美廬。前

者是1950-60中共著名的廬山會議時毛澤東的

住所，建築並不豪華，但庭園很美，巨木參

天、杜鵑花盛開，房屋的一部份已改為文人博

展館，收彙在盧山的著名文人的詩賦，很有意

義。大家知道蔣介石在大陸時每夏都會到廬山

避暑，該房稱謂美廬是蔣先生命名並彫刻在一

塊門前的石頭。美廬比廬林一號小而雜，由主

樓和附樓兩部分組成。一樓是中西合璧的會客

廳，牆壁上掛著宋美齡不同時期的半身照片，

緊鄰是當年夫人的臥室，內有英國優質木料製

作的雙人臥床，二樓是蔣介石的辦公室，民國

初期，國民黨軍政大員經常在這裡召開各種重

▲于江西中醫學院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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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會議。周恩來也在這裡同蔣介石進行國共合

作抗日的談判。毛澤東也曾住過，為此洗手間

除原來的西式馬桶旁另挖一個蹲式馬桶給他

用。美廬據說是中國唯一國共兩黨最高領袖都

住過的別墅。夜間CCTV整夜報導汶川災情觸

目驚心。另外導遊稱謂“蔣先生”、“毛主

席”不再說“蔣特”、“蔣匪”竟說大家認為

“蔣介石在近代史有貢獻”是驚人的改變。

5月14日

上午離開鑫帝賓館由北路下山。20多公

里山路竟然有396彎曲！！真驚人，每位司機

似乎都是特技專家，在山崖小路相擦過去而毫

無問題。據說毛澤東第一次上山時，問該地領

導有多少彎說是396，他暗中在每一彎就抽出

一支火柴，結果上山時竟然4箱1支不剩是400

支，他很生氣怪該領導不老實。他的警衛告訴

他“主席，您抽了4支煙”他才說“我錯怪了

您”，據說該領導以後官運亨通升到中央。在

九江市參觀烟水亭。這裡是當年吳國周瑜訓

練水軍，火燒赤壁的地方。九江長江大橋是兩

層建造，是長江第一條大橋，京廣鐵路交通頻

頻，每3-5分鐘就有一班。下站湖口縣是鄱陽

湖入長江的隘口。湖旁有座石鐘山，有一塊大

石頭，用手敲會發出鐘聲所以名之。石鐘山頂

有一亭，俯瞰烟波浩淼的鄱陽湖。長江湖水

分兩色繪成一幅奇觀，可惜坐遊艇出去也看不

到水分兩色的地方。經杭瑞高速到景德鎮，路

旁的電柱也是用瓷器製成的。景德鎮本叫昌

南，新平、浮梁等，北宋景德年間，真宗命在

此燒製御器，因彩瓷器精美，器上刻有“景德

年製”字樣，人稱景德瓷，久而久之此地便稱

景德鎮。古陶瓷博覽區，位於郊外的楓樹山盤

龍崗，入口處有一大排竹林，氣派不凡，古窯

瓷廠仿明清的御窯廠而建，有坯房10幢，鎮窯

（紫窯）一座，工人均著清代瓷工服裝，使用

明清式的生產工具與操作方法，從原料鍊成稠

泥漿到淤泥拉坯印製上釉旋彩等需經過72道手

續，完全保留明代的方式來製造各種傳統瓷

器，工人中有些年逾古稀，領有國家名人稱

▲鄱陽湖之含鄱口合影。 ▲國寶級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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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是國寶級的工人。陳列室並做生意可打7

折，楊總看到一大盤“龍皿”直徑1.2米，售

價16,000，以6,000元人民幣購成，但運費也要

5,000多元，結果就“以後再說”了。在現在

景德瓷器很多是機械化的產品了，一來大量生

產，二來年輕人很少願意坐在窯旁揀泥土了。

5月15日

法藍瓷美麗的作品，我以為是那一國的，

到景德海暢廠去才知道原來是台灣設計福州製

造在此加工成品的。廣闊清潔的展覽室，排滿

成千的藝術品，任何一件都想買回來，但價格

不貲運回更難。創立者陳立恒先生是輔大德文

系畢業，法藍瓷Franz是他的德國名，目前海

暢集團是世界頂尖的禮品供應商，全球員工有

6,000人，真不簡單，可敬佩的成就。楊總、

劉副總跟我各訂購一具“貴器天成”。海暢的

成就是“行行出狀元”的明證，深感在目前健

保制度下醫師要在各專科或次專科出狀元確是

無機會了，嗚呼！

“浮粱縣署”是大陸上保存最完整的清代

縣署，參觀之後可以了解封建社會最基層的權

力機構組成，是該縣的政治，經濟文化管理的

中心。仿古建築有許多匾額楹聯非常有意義，

作官必須清廉公正、為民著想，例如“法合理

與情，倘能三字兼收庶無冤獄，清須勤且慎，

莫謂一錢不要便是好官”“鐵面無私丹心忠，

當官最怕叨念功；操勞本是份內事，拒禮為開

廉潔風”“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

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

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這些

普通道理放之四海皆準，可惜很多官僚卻做不

到。縣署後園很大，角落有一優雅的小別墅，

原來是縣丞包二奶的地方。古代做地方官必須

離家600里以上，並每2-3年一任，故家眷不能

隨行，因此就有二奶的需要，這似乎是公認

的，倒也有人性。

坐車4個小時，繞過半個鄱陽湖回到南

▲浮粱縣署前合影。

▲明月山上訓練腳力。



休閒旅遊

2009年6月‧第26卷第6期 �1

昌，路上加油站都有遠途大貨車排2公里以上

等灌油。據說因四川災區救援隊用油浩大，因

此每次灌油有一定量，走一段就得再加油之

故。

5月16日

一早就趕車到宜春，顧名思義一定是終年

如春的地方。公路旁田野有很多農夫在耕田，

這裡似乎沒做土地重劃，可能是農人不願意喪

失“自己的地”，人民公社是慘痛的經驗。

明月山風景區的確美麗，尤其是纜車到山

頂要50多分鐘，望下深谷，有懼高症的人肯定

無法忍受。在途中站下車，如步行回原地需3

個多小時，楊教授夫婦及林教授選擇坐纜車下

山。我與楊總卻逞強買一支竹杖下山，沒有想

到山坡很陡，儘管風景秀麗、瀑布由空中而下

真有詩人筆下的疑是天空而下之形態，但雙腳

不聽使喚，奈何。不得已坐轎下來，此生首次

上轎，眼看轎夫兩人頻頻擦汗實也過意不去，

下轎時除給約定的費用外每人多給10元做小

費。下山之後到著名的天淋溫泉度假村，建築

是依山傍水而立，非常豪華。溫泉設備齊全，

管理科學化而富有人情味，泡溫水時奉送溫

茶，上來隨即給你乾淨的大毛布擦身。充分利

用森林與溫泉資源，將露天溫泉區在長約200

米的自然森林峽谷裡，設有50多泓形態各異功

能有別的溫泉池，分別為天沐特色浴區，竹林

包泉區，天地五行浴區、山水叢林浴區、調美

八湯、四大美人湯等等，各別具一格，與楊教

授等裸體泡水長談中西醫合併的問題，是值得

回憶的事。這種規模的天然地在台灣是做不到

的。相對地入場券也不便宜，每人160元人民

幣，但真想再去泡一次。

5月17日

上午參觀宜春工業園地由當地領導出面接

待，開園不久，設廠不多，正在募商，僅看一

家包藥廠與注射器製廠，廠壁上有“發揮黨員

股東，發揮作用”的口號，不知有何作用。

在招商會議上，我給“市長同志”提建

議，“江西工業化已來不及，不要再招募污染

工業，多幾家工廠對整個大陸也起不了作用，

不如盡力加強綠色農業的發展”。我也順便提

議公共廁所的改善問題，北京已有五星級廁

所，地方也該有二星級的吧，他頗同意。我聽

到當地衛生局長的一句“是中醫在急著西醫

化，中西醫整合並無意義”甚合我意，多年來

我就主張診斷一體化，不該有中西醫之分，如

今所有中醫學院均用西醫醫學（包括各種手

術）補以中藥做為幌子，無實際意義，我想再

過十年就不會有中西醫之爭了。當然我不反對

中藥，但這是藥學系的問題，不用醫師去操

心。這該是我這次旅遊最大的收獲！

下午回到南昌傍晚才趕到贛江旁的藤王

閣，中國三大名樓，漢口黃鶴樓、長沙岳陽

樓，算是都遊覽過了。

5月18日

上午離南昌，下午回高雄。

自從5月12日下午2：28汶川地震後每天

注視災情並即時捐款，回來看中國時報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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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報導竟然比大陸的報紙更詳細。台灣的

捐款幾近八億人民幣，不過看到災區復健將需

2,000億感到沉重，好在大陸的外匯存款世界

第一，用國家的力量應該沒有問題，大家也預

祝災區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

其實廬山不如想像那麼神祕、那麼羅曼蒂

克。

（作者為1958年醫科畢業，現為高雄市博正

骨科醫院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腫瘤醫學研究所誠徵助理教授級（含）
以上專案計畫教師乙名

（一）應徵資格：符合下列1.或2.其中一項資格者

1. 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並具腫瘤專科相關專長（(1)-(3)擇一）

（1）具內科專科醫師及腫瘤內科相關次專科專長。

（2）具內科專科醫師及血液腫瘤相關次專科專長。

（3）具放射腫瘤專科醫師及腫瘤相關次專科專長。（具博士學位）

2. 腫瘤癌症醫學或生物相關之專家或研究人員。（具博士學位）

（二）檢附資料：（請以A4紙影印）

1. 個人資料表一式八份。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影本各八份。（非醫師資格免附）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一式八份。

4. 近三年內代表性著作（至多五篇）之抽印本或影本各八份。

5. 近五年內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0篇（以內）之論文註明其被引

用之次數各八份。

6. 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八份。

7. 公務人員履歷表或中（英）文詳歷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外籍人士附護照基本資料

頁影本）各八份。

8. 現行（前）任職機關權責單位開具之現職或經歷證明文件各八份（國外經歷證明須

正本）【本項資料須提供至少符合擬聘等級基本條件】

（三）收件日期：即日起至98年8月3日止（郵戳為憑）

（四）報名方式：請逕寄或送交至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啟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88650，詹雅婷助教；E-mail：chanyy@ntu.edu.tw

（六）相關表格參照網址：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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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明德

毫
不意外的，週末的高速公路還是大塞

車！綿延的車陣像極了列隊行動的工

蜂，龜速匍匐前進，打亂了原先去台中科學

館與美術館的規劃！雖然我們三部車一大早

就從台北出發，到泰安休息站吃中飯時，已

過下午壹點。大夥兒臨時決定不去台中，直

接左轉4號高速公路，直撲同事介紹的新社昇

和香菇農場去！

台中縣新社鄉過去以出產香菇及花卉聞

名，近年來在政府輔導下轉型成休閒農業及

民宿。一座座不同特色的花圃與民宿，可讓

旅客在陣陣花香的旅遊中，捕捉田園生活的

處處驚喜。而拜訪休閒農場的民眾，除了能

認識香菇的生長環境及過程之外，更可體驗

親自摘採香菇的樂趣！

進入昇和香菇農場免門票，採自助方

式，所採得新鮮香菇一斤以80元計價！年輕

的老闆在眾人下手之前，會先來一段基本香

菇教育，並且示範摘採技巧；老闆特別提醒

香菇的傘下部份是營養所在，儘量不要觸

碰。香菇富含維生素B（菸鹼酸），維生素D

的麥角醇前驅物，及多種礦物質；另有報告

提到香菇孢子含有干擾素，與提昇免疫機能

有關，並可降低膽固醇。因此，香菇也被認

為是有助於增進免疫力、防癌、控制血脂肪

的保健食品。我覺得先不談其營養價值，光

是香菇所具有的香氣濃、低熱量的特色，便

是現代人的佐料聖品！

另外，這兒也種植了一片黑木耳；大

夥正納悶為何市場賣的黑木耳又大又水亮，

這兒的卻是又小又乾扁。經農場老闆解說才

知，原來市面上所賣的黑木耳為了賣相好，

都先泡過水，自然又大又水亮；但保存期卻

不長，約一週左右。而新鮮摘採的黑木耳，

以紙張包好卻可保存一個月以上哩！小而軟

的木耳很好摘採，只須輕輕向上一提，就像

拉耳朵一般容易！黑木耳是中國人經常食用

的古老食材之一，不但為一低熱量且含有豐

富食用纖維及維生素與多種酵素之高價值產

品，也是人類最早利用為副食品的菇類。其

質地脆嫩、味道鮮美，鐵質和鈣含量高，是

一般民眾補充鈣、鐵等營養素的最佳選擇。

除了採香菇木耳外，農場還把使用過的

香菇或木耳菌土再利用，養殖復育了一批獨

角仙及鍬形蟲。場主“阿亮叔叔”除了解說

香菇生長史外，也會在上午及下午各安排一

堂昆蟲生命史的課程，並提供標本讓遊客親

自把玩觀賞，很適合閤家一起來！我兒昱圻

原本就是甲蟲迷，到了農場時就像中了大樂

透一般，興奮尖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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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開沙石車的老闆“阿亮叔叔”，

基於對大自然與土地的熱愛，將小小的香菇

園經營得有聲有色，參觀者莫不感到既充實

知識又溫馨有趣；尤其為小孩上了一堂寶貴

功課，實值得再次重遊！想了解香菇是如何

從養菌期到發芽期到成為桌上料理嗎？想與

孩子一同享受摘採木耳的樂趣嗎？想知道獨

角仙幼蟲（俗稱雞母蟲）摸起來的感覺嗎？

想了解甲蟲的變態史嗎？假日帶小孩來一趟

新社一日遊，很值得喔！（從台北南下時走

西濱轉4號高較快）

當晚夜宿台中七期重劃區的汽車旅館，

這一帶的旅館以奢華大器聞名；只見房間

大、客廳大、浴室也超大。三家小孩在客廳

喧鬧聲也大！最後大夥兒也睡了一個大覺！

週日依原計畫到內灣賞油桐花。一樣歷

經千辛萬苦的塞車，從北二高下竹林交流道

轉竹120縣道；好不容易到達時，依然是人

潮洶湧、人車爭道（明明是行人徒步區，機

車，轎車卻仍穿梭其間），滿坑滿谷的車子

排隊等車位！行人摩肩接踵，揮汗直流！走

進中正路商圈，只見每個攤位前萬頭鑽動，

遊人如織；想買點東西必須奮力殺出一條血

路方可得！經過內灣戲院到內灣火車站集合

時，只見個個如浩劫餘生般汗流浹背，虛脫

萎靡！令人納悶難不成全台灣的人都跟我到

內灣來了？！就與週末逛士林夜市沒甚麼兩

樣！只有穿過橫跨油羅溪的攀龍吊橋，才令

人有美景當前，恍如隔世之感！臺灣的各處

景點規劃不善，主事者眼光短淺，往往軟硬

體的規劃趕不上經濟的發展，常落入道路狹

窄、車位難求、人車混處、險象環生的惡性

循環裡。為免受一肚子氣，難怪大家一窩蜂

往國外跑！寧當外人口中的冤大頭，也不願

為提振國內觀光盡一份心力！執政者實在欠

人民一個說法！

不發牢騷了！還好在溪岸仰頭看到滿山

遍野的油桐花，心情立刻轉為愉悅！

原產於長江流域的油桐樹（Aluer i t es 

fordii Hemsi），最早是由日本人引進臺灣，

種植於全島各地。其中又以在新竹、苗栗一

帶的客家庄山區，廣泛栽植，形成許多油桐

樹群集的聚落。早年許多客家人以油桐樹為

經濟作物，所以油桐樹與客家人的淵源深

厚。油桐樹型修長，可高達十公尺，油桐

▲油桐花近照。

▲滿山遍野的油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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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五瓣呈五角星形，花冠雪白，雌雄同

株異花，雄蕊為紅色，花粉為黃色，故油桐

花色，白花之中仍透著淡紅與粉黃色。另

外，樹皮可製膠，根、葉、花、果均可入中

藥，油桐子可加工製成桐油，為油漆、印刷

油墨的優良防水防腐原料。而桐樹樹幹亦可

作為建築、樂器等材料。可惜隨著油桐產業

的沒落，油桐樹已無經濟價值，業者自然任

其生長，反而造就了今日「無愁青山為桐白

了頭」的奇景！

經常往來於台北與新竹間奔波的人，當

可常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人稱“五月雪”的油

桐花，爬滿北臺灣山頭的美景！那一片峰峰

相連的翠綠山巒，優雅自在的湧現出點點花

白，不免讓人讚嘆造物者高超的繪畫技巧！

風一吹，油桐花就像伸出無數隻手揮舞一

般，以平和潔白的畫面，引誘著四下喧囂污

穢的人們向上仰望，冀望每年此時為人們洗

滌心靈一番！風過後，無數桐花落英繽紛，

所過之處如剛下過一場大雪般，把大地拾綴

得一片雪白！踏上佈滿白色油桐花的小徑，

漫步其中，“踏雪尋梅”的幸福感油然而

生！我抬頭環視著覆蓋滿山頭的油桐花，舉

目所見，綿延不絕。除了讓人驚豔外，有時

會令人幻想山裡是不是住著一位淘氣不羈的

雪精靈，故意在春暖花開後，暑氣乍現時，

特為世人帶來的一場消暑的巡禮？

油桐花，三更雨，絲絲的思念在心裡！

五月雪，白滿樓，淡淡的哀愁湧心頭！騷人

墨客、名士風流，自不免在此時攪動一池春

墨，附庸風雅，詩詠詞頌一番！（咦？！我自

己好像也墜入其中？！）總算是不虛此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為耳鼻

喉科醫師，於北投開業）

▲同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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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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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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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偉勵

最
近，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們（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

組了一個網上論壇；原本各自忙碌、少機會聯絡的同

學們，藉這個平台筆談地異常愉快！這證明了透過文字，校

友和校友間的確可以迸發許多溫情與火花。本人在景福醫訊

擔任編輯也有幾年了，看著這個刊物一直用同樣的文字熱情

維繫著校友之間的感情，心裡深深以身為景福校友為榮。

本期的景福醫訊依循往例，收列許多精采傑作。在『醫

學新知』專欄裡，本人先向大家報告『層狀角膜移植手術』

的最近發展，希望能提供校友們在求學時期聞所未聞的新

觀念。在『醫療服務』專欄中，則刊載了母校醫學系六年

級潘昱豪同學的文章，其中寫實地記錄了參加學生服務隊

的心得。在『歷史文學』專欄中，許曉清校友的文章『達人的觀察力』，非常生動地介紹了日本劍

豪「宮本武藏」精湛的武藝和敏銳的觀察力。而王子哲校友的文章則以中國歷史故事提醒大家「為

善無不報』的恆常定律。最後的『校友小品』專欄中，戴鐵雄校友引經據典地整理了牛年的相關成

語、在牛年的年中刊載這篇獨具創意的作品，可祝福大家未來半年順心皆如意、牛年大豐收。李彥

輝校友談論一則諾貝爾醫學獎沒被公開的故事，藉此提醒讀者們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心境

看待生活中偶遇的挫折。林靜芸校友的文章，短短的字句中漫溢了家庭的溫暖與親情。壓軸的『休

閒旅遊』，則推出沈永訓校友的『廬山真面目』和劉明德校友的『週休二日新社內灣行』兩篇文

章。大陸雖好玩、台灣也不差；在海峽兩岸旅遊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但無論如何，多多珍惜和保護

我們的土地，才能讓我們的國家永續發展下去。

在此，盼望本期景福醫訊精采的內容能夠吸引讀者的目光，也期待讀者們「讀而優則寫」，願

意提筆寫下您的心情種種，更豐富景福醫訊的內容。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作者父親為母校醫學系1958年畢業）

▲作者與父親陳德全醫師合照。



97年台大醫院實習醫師
結業典禮暨實習醫師之夜

時間：2009年6月4日

地點：國賓飯店國際聯誼廳

攝影：喬士明

▲歡唱同樂▲國標舞表演

▲熱舞表演▲魔術表演

▲眾長官與實習醫師們相互敬酒▲實習成績優良獎醫師與台大醫院陳明豐院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