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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請　　函

各位校友鈞鑒：

謹訂於2009年12月19日（星期六）下午假台大醫學院101講堂舉行景福30、     校
友返校聯誼會，晚上備有餐會，歡迎各位校友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舉。敬請於12月5
日前將回函寄回，俾利籌備。

專此　敬邀，並祝

康 泰

董事長 陳 維 昭 敬邀

1、『景福館招待所』提供住宿服務，歡迎返台或從中南部前來與會之校友儘早預訂，以免向隅。

2、聯合晚宴：（1）同班同學，如有10名以上，將安排同桌敘舊。

 　　　　　　（2）參加聯合晚宴之校友可免費於台大醫院B1停車場停車。（請持停車收費卡至報到處蓋章）

 　　　　　　（3）餐費每人NT$800.

3、Tel：02-23123456轉66370黃秀麗小姐或Fax：02-23886161。

 　e-mail：jingfu33@ms78.hinet.net 或 jingfu68@ms78.hinet.net

地點：台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01講堂（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

時間：2009年12月19日（星期六）

13:00~13:30 報　到

13:30~13:45 杏林弦樂團

13:45~14:00 本會董事長致詞 陳維昭　董事長

本會工作報告 林明燦　執行長

14:00~14:10 醫學院現況與未來之發展 楊泮池　院　長

14:10~14:20 附設醫院現況與未來之發展 陳明豐　院　長

14:20~14:30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2009年大會會長致詞 王　緒　會　長

14:30~15:40 休　　息（全體校友合影、用茶點）

15:40~15:50 畢業六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林　憲　醫　師  

15:50~16:00 畢業六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林守田　醫　師

16:00~16:10 畢業五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黃國恩　醫　師

16:10~16:20 畢業四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劉華昌　醫　師

16:20~16:30 畢業三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楊泮池　醫　師

16:30~16:40 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吳明賢　醫　師 

16:40~16:50 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黃勝堅　醫　師 

16:50~17:50 專題：創會心路歷程分享　　　彭明聰／楊思標／呂鴻基　醫　師

18:00 晚宴、餘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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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劉時棟

地　　點：兒醫大樓13F東護理站走道牆面

創作說明：海底世界，是最清涼，最廣闊，最奇

幻的所在。住院期間，行動或許會不自由，活動

空間會受到限制，但是想像力是無邊無際、無遠

弗屆的。作品中繽紛、奇幻的海底世界，提供了

病童一個想像空間，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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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真性多血症

文／許清曉

自
己得了此病，才學到「真性多血症」

（polycythemia vera; PV）近年來有一個

突破性發展，不僅診斷方法翻新，以後也可

能針對病因標靶治療。

八年前偶而感覺會有極輕微的眩暈，而

且持續兩、三個星期。自己驗一下血液CBC

（complete blood count；全血球計數），但

也忘了看結果。過了約一星期，檢驗科同

仁在走廊上趕上我，說，「許教授，你的

血球數都很高哦」。果然，Hgb是17.7 gm%

（成人男性正常值，12.9-17.9），Hct 52.5%

（38-53），RBC 626萬/μL（420-620），血

小板61.6萬/μL（12-40），WBC白血球9,300/

μL（3,600-9,800）。雖然Hct、WBC都還不

太令人緊張，但是血小板如此高，確定是有

不容小覷的問題。

趕緊查閱文獻，徵詢血液專科的同學，

似是得了「真性多血症」。馬上找自家的陳

主任、和信的褚主任，做骨髓檢查。一星期

內放血（phlebotomy）1,300 CC，再經過老

友郭承統的強力推薦，到他的長庚醫院見施

麗雲醫師。施醫師是台灣多血症專家，研

究Endogenous erythroid colony（EEC）assay

（EPO-independent erythroid colony growth; 

BFU-E），她發表的方法，可以在發病之前

就準確地診斷真性多血症，受國際重視十餘

年。不僅如此，看病之用心、仔細，讓我這

個美國訓練、強調仔細看病的醫師非常佩

服。

以後接受各項傳統必需的檢查，再加

EEC assay，還做腦部MRA（核磁共振加血管

造影術）排除腦部暫時性缺氧（TIA）的可

能，已經確定有「真性多血症」。其後三年

只用放血的方法降低紅血球數，同時每天開

始服用aspirin。但是血小板逐漸增加到85萬

以上。深怕發生合併症，於是開始服用抑制

骨髓細胞增生的hydroxyurea。Hydroxyurea的

療效很好，副作用幾乎沒有，比較常見的是

高劑量時指甲會變色、皮膚會變黑。不過不

會抑制免疫力、身體抵抗力，似乎也不會像

是radioactive 32P治療，促進PV演變成為白血

病。用藥四年多，自己調整劑量，目前血小

板、HCT、WBC都在正常範圍之內。

多血症有「真性」的、以及「續發性」

的（secondary polycythemia）。續發性的多血

症是在多年吸煙、慢性肺疾病、住在高山地

區者可以見到，是因為血中氧氣濃度低，刺

激erythropoietin（EPO）分泌而引起的。

E P O 是主要從腎臟皮質的間質細胞

（peritubular fibroblast）釋出的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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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液中有使紅血球半衰期延長、促進紅血

球的分化、成熟、以及合成血色素的作用，

（其實它還可以促進神經損傷恢復以及血管

及平滑肌增生、傷口癒合），它也刺激骨髓

製造紅血球。第一步，和骨髓內幹細胞（stem 

cel ls）表面的EPO接受器（Epo-receptor; 

EpoR）結合，再經過細胞內酵素JAK2傳遞訊

息到細胞核，促進紅血球的分裂、增多，總

效果就是血中紅血球數增加。

EPO的分泌多寡是由血液中氧氣濃度調

節。肺部功能差，或住在高山上，血中氧氣

濃度低等情況之下，EPO的分泌加快，隨後血

中紅血球增加，提升血液輸送更多氧氣的效

能。因此，續發性多血症時血中EPO會增加；

而真性多血症時EPO不增，卻仍會有紅血球不

斷地產生，顯然是細胞內的訊息傳導系統出

了毛病。這些有病變的PV骨髓細胞在試管內

雖然沒有添加EPO，仍會繁殖（在體外就成

EEC assay）。

酵素被命名為JAK，原來是“Just Another 

Kinase”（只是又一個酵素）的簡稱，但是

因為這類分子群有兩種相反的作用，一為促

進酵素作用，另一為抑制其作用，因此後來

改稱為Janus。Janus是希臘神話中的守門神，

有一個頭兩個臉，面向相反方向（January是

一年之開始，janitor是看門人或學校及公司工

友，都源於這個把守第一關的門神名稱）。

Janus kinases有幾組，其功用都和在細胞內傳

導訊息有關，例如各種hormones、或刺激細胞

的cytokines（細胞激素），接觸細胞表面後，

就是靠JAKs傳遞訊息到細胞核，才能夠發揮

功能。

真 性 多 血 症 P V ， 以 前 的 名 稱 真 多

（primary polycythemia; polycythemia rubra 

vera;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 erythremia; 

sp lenomega l i c  po lycy themia ;  Vaquez ’ s 

disease; Osler’s disease; polycythemia with 

chronic cyanosis-myelopathic polycythemia; 

erythrocytosis megalosplenica; cryptogenic 

polycythemia。似乎每一位專家都想自己給這

個病命名，爭當多血症之父！），是骨髓幹

細胞有後天性突變而引起的血球異常增生，

增生的骨髓細胞是單株性的，因而都呈現一

些特定的異常karyotype（核型），單株性的

細胞增生就是癌症細胞的特徵。

PV還有一點和續發性多血症不一樣，

不僅血流中紅血球多，連嗜中性白血球、

血小板都會增加，骨髓中可以看到異常密

集的、產生這三種細胞的前身：erythroid 

cells、myeloid cells（產生granulocytes）

（g r a n u l o c y t e s =顆粒性白血球，包括：

neutrophils=嗜中性白血球，eosinophils=嗜伊

紅性白血球，及basophils=嗜鹼性白血球）、J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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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megakaryocytes（產生血小板）。

PV因為紅血球太多，血液變得濃稠而流

通遲緩，而會有很多種徵候：面紅、頭痛、

耳鳴、眩暈、視力障礙、呼吸困難、皮癢

（40%）、血管梗塞（15-60%）、靜脈炎、

出血傾向（15-35%；可能是血小板功能有異

常）、脾腫（75%）、肝腫（40%）。可能發

生的合併症是：痛風、胃出血、Budd-Chiari 

syndrome（肝靜脈梗塞）、心臟衰竭、心肌

梗塞、中風、骨髓纖維化（myelofibrosis）、

白血病等。約有20%病人有和血管梗塞相關的

徵候，例如靜脈炎、中風、心肌梗塞、視力

模糊、肝靜脈梗塞等問題。追蹤10年、20年

後，約有10%到30%再發生骨髓纖維化、骨髓

外造血（extramedullary hematopoiesis）。只用

放血治療，低於5%的PV會演變成為白血病，

不過依照使用的治療法（如32P），這個比例

會更高。

有點奇怪，為什麼所有教科書上寫的

PV徵候都是如此嚴重，我怎麼只有輕度的

眩暈？想來我是很早就注意到極輕的症狀，

就做了CBC，又找到施醫師做EEC assay，

因此在早期就開始追蹤。同時也是有副作用

如此少的hydroxyurea，因此可以讓醫師不猶

豫地早下藥，將紅血球數及血小板數壓在正

常值以內，因而合併症都來不及發生。不過

hydroxyurea並不會延緩疾病的過程，因此更

可能的原因是，PV的臨床呈現方式多樣，我

是屬於較為徵候少的、進行慢的，以後才可

能逐漸嚴重。

臨床診斷 P V，因為不知道基本的病

因，1970年代Polycythemia Vera Study Group 

（PVSG）設定一套要診斷PV時的條件如下：

主要條件：

A1  紅血球體積（Red cell mass; RCM）增加，

男性>36 mL/kg，女性>32 mL/kg

A2 動脈血氧氣飽和度（aO2sat）>92%

A3 脾腫

次要條件：

B1 血小板數目>400×109/L

B2 白血球數目（WBC）>12×109/L

B3  Leucocyte alkaline phosphatase（LAP）

>100（正常：45-105）

B4  血清中維他命B12>900 pg/mL（180-900） 

或維他命B12結合能力（unbound B12 binding 

capacity）>220 pg/mL

如果：

一、同時有三項主要條件中A1+A2+A3，或者

二、A1+A2再加次要徵候中之兩項則PV診斷

成立。

2004英國的British Committee for Standard 

of Haematology、以及隨時更新的聯合國衛生

組織（WHO）也各自設立相似的臨床診斷條

件，不過增加了EEC assay，EPO，Karyotype 

（核型）、及骨髓鏡檢等檢查作為主要或次

要條件。

其實這些診斷標準是專家根據經驗設定

的，都沒有絕對性。只要基本病因不明，用

人為的診斷標準，都會有一些病人是在灰色

地帶。有太多的限制就會有些病人被排除遺

漏，不過嚴格的設限，以後的調查研究報告

結果會比較可靠。

到了2005年，有五個研究團隊報告，絕

大多數PV病人的骨髓細胞內JAK2酵素基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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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後天性變異（mutation）。這個基因蛋

白的第617位置的正常氨基酸valine，由另一個

氨基酸 phenylalanine代替，成為一種不正常基

因，被命名為JAK2 V617F，而骨髓細胞內這

個不正常基因可以用PCR（聚合酶連鎖反應）

偵測。PCR方法診斷PV的陽性率，因為各個

研究團隊的PCR技術敏感度及臨床診斷的正確

度不一，而各有些不一樣。可是近來報告的 

PV案例JAK2 V617F陽性率都接近95%。

因為已經有變異的JAK2 V617F基因陽性

骨髓細胞，有能力在沒有EPO刺激時就不停

地產生紅血球，因此這個基因分子內一個氨

基酸的改變，是導致 PV 的多血症主兇，殆無

疑問。從而以後 PV 的診斷，JAK2 V617F 的 

PCR陽性結果將是不可缺的，也會是必要的條

件。

想來也真神奇，人體細胞內數以萬計

的基因當中一個基因，所構成的幾百個氨基

酸之中，有一個發生變異，換成另外一種氨

基酸，就害得我要定期放血、服藥、作各種

檢查、還要擔心是否會因此縮短生命！好像

是，天上星星那麼多，有一顆殞落或迷路，

整個天體的運行就會出軌！人體的結構是多

麼奧妙精緻！比我們所膽敢想像的還要細膩

千萬倍。更神奇的是，人類以兩百年來發展

的科學方法，居然可以找出這一個肉眼看不

出的分子內氨基酸改變！

疾病的致病原因被鎖定到基因分子變

化的例子，最早是在1960年Peter C. Nowel

發現的Philadelphia chromosome（Ph）（這

位在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的醫師學者也

因為發現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而得到

Lasker prize），這異常的Ph染色體在1973

年由芝加哥大學Janet Rowley更進一步地找

到，是由於第九及第二十二染色體之間，各

有一小部分染色體互換位置（這種機制稱

為translocation）而發生。Ph陽性（Ph+）是

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ML）及部分急性淋巴球性白血

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的發

生相關。現在 PV 的發生原因，被確認為在

於一個細胞內酵素基因分子的JAK2發生突變

（絕大部分在exon 14的V617F，小部分在exon 

12），可說是繼1960年發現Ph染色體之後的

又一個重大發現。

正常的骨髓裡面有「多功能幹細胞」

（pleuripotential stem cells），可以由不

同的 c y t o k i n e s刺激，分化，而演變成為

erythroblasts（紅血球芽細胞）、myeloblasts

（骨髓芽細胞，產生顆粒性白血球）、以及

megakaryocytes（巨核細胞，產生血小板）這

些細胞的單株性惡性增生疾病稱為骨髓增生

性疾病（myeloproliferative diseases; MPD）。

所謂MPD這一類血液疾病，因為發生增

殖病變的細胞種類不同，而有：

1. PV（紅血球、血小板、嗜中白血球都增

加）

2.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ET；血小板增

多症。只 有血小板增加）

3. primary myelofibrosis（PMF；原發性骨髓纖

維化。骨髓內纖維細胞增加，而各種血球

反而減少）

4.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Ph+C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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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yper-eosinophilic syndrome（嗜伊紅白血球

增多症；HES。這種嗜伊紅血球增加到超過

1.5×109/L，超過六個月，又沒有明顯已知

會提升這種細胞的原因者。）

6. chronic neutrophilic leukemia（慢性嗜中性

白血病；CNL）等

可以想見M P D是骨髓中「多功能幹

細胞」因為對刺激不同細胞分化的各種 

cytokines敏感度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系列細胞

的惡性增生。每一種尚未成為白血病的MPD

疾病，最後轉變成為急性白血病的可能性比

正常人高。

JAK2 V617F在每一PV病人幾乎都可以

偵測到。在其他種類骨髓增生症也可以檢測

陽性，但陽性比例較低，例如PMF、ET有

30-70%是JAK2 V617F 陽性。在PV，除了紅

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都會同時增加。顯然

這類MPD，還需要更多研究來釐清各種幹細

胞（erythroid、myeloid、megakaryocytic系

列）對不同cytokines的敏感度，及互相之間

的關係。2008年WHO已根據這些基因：JAK2 

V617F，exon 12及MPL（myeloproliferative 

leukemia virus oncogene）突變之有無，來分類

這些疾病（看最下面附註）

更令人期待的是，已經有初步phase I/II 

clinical trial（phase II是對病人所做的臨床試

驗，目的為決定藥物的效率及短期內的副作

用）的經驗以及其他零星的報告（Blood 110: 

abstract #558, 2007），用可以抑制這個異常基

因的藥物治療，會使PMF或其他MPD病患病

情改善。這種治療法，如果順利，可能幾年

後就能用到一般MPD病人的治療。

再回到我這個個案的檢驗結果。除了血

小板數目，我的WBC、RBC、HCT、HGB各

項數據都差一點沒有達到符合主要或次要診

斷的條件。不過有異常高的血小板數目、超

過正常值25%的RCM、以及EEC assay、JAK2 

V617F呈陽性。臨床徵候中，也只有輕微的

眩暈，更沒有脾腫或其他合併症。但是最近

出現了惱人的皮膚刺癢症狀，不知是否病況

有惡化。MRI也發現骨髓有異樣。尤其皮膚

刺癢，時有時無，也似乎和飲食有關。和文

獻中所稱，浸熱水之後會發生的刺癢，不一

樣。目前正在自己仔細觀察中。這可能將來

又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說不定是天上遠處一顆迷路的小星星，

顏色要改變了！但願地球上富於創意的醫學

小飛俠趕緊追上，恢復它原來晶亮的色澤，

回歸銀河燦爛的行列。

附註

WHO 2008年對PV有新的classification如下：

主要條件：

A1： Hb>18.5 g/dL（men），Hb>16.5 g/dL

（women），或者increased Red Cell Mass

A2： presence of JAK2V 617F or exon 12 

mutations

次要條件：

B1：PV bone marrow

B2：Low serum EPO level

B3：EEC growth

診斷標準為：

1. 2個A+1個B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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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1+2個B（因為還有很少數PV是JAK2 

V617F陰性的）

誌謝

感謝施麗雲醫師提供WHO資料並指正、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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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誠徵
內科心臟專科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

一、資　　格：（一）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二）具內科專科及心臟專科醫師證書

　　　　　（三）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之資格（需臺灣大學醫學院已通過之助理教授或具有

部定證書者）

二、檢具書面文件資料：

　　（一）個人履歷表七份

　　（二）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及心臟次專科證書及教師資格證書或聘書影

本七份。

　　（三）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七份。

　　（四） 最近三年內（自2007年2月起迄今，即99年2月份提聘往前推3年內）代表性著作

（最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五） 最近五年內（自2005年8月起迄今）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2
篇以內）之論文註明其被引用之次數，七份。

　　（六）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七份。

　　（七）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主題、及其連絡方式（如：電

話、e-mail等）七份。

　　（八）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七份。

　　（九）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評鑑資料七份。

　　（十）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研究員）或副教授（副研究員）之推薦函。

三、收件送達截止日期：民國98年12月7日下午5時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台大醫院臨床研究大樓十四樓

　　　　　　　內科部主任室　『內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022洪小姐

　　傳真電話：02-23934176　e-mail:ymhu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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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大景福基金會

為
了持續增進景福校友們之間情誼，提供

校友們聯誼機會，景福基金會每年均在

各地區舉辦地區性的校友聯誼會，以使畢業

後服務於地區的校友們，能有一個團聚的機

會。

今年之地區聯誼會，由基金會與台南奇

美醫院共同主辦，於98年7月18日週六舉行。

奇美醫院邱仲慶院長盡地主之誼，於上午十

點半左右，即帶領校友們前往

在國際間大受矚目的奇美博物

館。奇美博物館本來於週六日

是不開放的，但經由邱仲慶院

長及其團隊的努力交涉後，館

方特別提供部分樓層給予校友

參觀，並特別安排導覽人員解

說。奇美博物館的收藏品內容

豐富多樣，包括古文物、世界

頂級的珍貴名琴、數百年前的

日本武士刀、文藝復興及各畫

派之經典作品；此外，還包含

鳥類、動物標本等多元化的收

藏。使校友們在上午參觀行程

中，欣賞世界各地的文化精髓。

正式的聯誼會活動在下午展開，於奇美

醫學中心第二醫療大樓的會議廳舉行，聯誼

活動一開始，由奇美醫院的邱仲慶院長致歡

迎詞，本會陳維昭董事長及母校醫學院楊泮

池院長致詞；接著由林明燦執行長報告景福

基金會會務現況及未來展望。學術演講由奇

美醫院永康院區李浩銑副院長引言，由前國

奇美博物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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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副主委，現任南台科

大校長的戴謙校長發表：

「台灣生技產業未來的發

展」，以及由奇美醫院邱

仲慶院長引言，生達製藥

董事長范進財董事長發

表：「企業社會責任」，

兩位大師演講精彩，深入

淺出，並將最新醫療訊息

介紹給校友們，讓參與的

校友收穫良多。

在專題演講完後，即

為校友座談會，此次座談

會的安排，主要的目的是使校友們能提供建

議，使本會在未來的聯誼活動上，能更為有

效率的聯繫校友們的情誼，但因為行程的安

排及時間的限制，座談會很快的就結束，而

校友們隨即前往晚宴的現場大使海鮮餐廳。

晚間的餐敘，接續了下午的座談會，讓

校友們暢所欲言的發表對校友活動的看法，

稍後邱院長及周偉倪主任特別安排桌長的活

動，使彼此不是很熟悉的校友們，經由桌長

的介紹下，在這短暫的活動中，相談甚歡。

此次校友聯誼會，結合地區

聯誼與學術活動，並瞭解母

院的最新發展及未來期許，

校友們均感獲益良多。董事

長並邀約所有校友踴躍參加

今年12月19日舉辦的「醫學

校區聯合校友返校大會」及

「景福30返校慶祝活動」，

期待再相逢。

聯誼活動合影

晚宴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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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文政

如
果說，人生有什麼事是最快樂的，我

想，那就是以濟世救人為職志的景福

人，於工作忙碌中相聚。雖只有短短的一

天，但是，那種歡樂、那種收穫、那種感

動，卻是永遠，也難以忘懷！

七月十八日，我們在北部的學長們，

包括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母校醫學院

楊泮池院長、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及諸位學

長，與林明燦執行長、陳晉興、陳慧玲兩位

副執行長，和會務人員，一起搭乘高鐵，南

下台南。參加由奇美醫學中心，所承辦的景

福南部地區校友聯誼會。

當天，適逢輕度颱風莫拉菲，從高屏海

域掃過。前一天的氣象報告還說，可能會是

個下著豪雨的天氣，沒想到，到了台南後，

卻是晴空萬里，好似與會者愉悅的心情。

活動主持人奇美醫學中心院長邱仲慶學

長，在百忙中，與同是景福人的該院家醫科

主任和工作人員，備了一部豪華的遊覽車和

點心，到高鐵台南站來接我們。讓與會者在

活動未開始即感受到主人的盛情。

至會場前，邱院長特地先為我們，精心

安排了至奇美博物館參觀的行程。事前，文

政並不知該館有哪些展品，只知奇美的創辦

人許文龍先生，是一位知名的企業家，其對

藝術品的收藏，不但豐富，也極具品味，因

此，內心對此次參訪，有著極大的期待！

至奇美博物館途中，邱院長在遊覽車

上，親自為我們作解說。他表示，奇美集

團，將於台南都會公園，以十公頃的土地，

耗資新台幣貳拾億元，興建奇美博物館的新

館。興建完成，捐給政府後，政府再委由奇

美經營。這種大手筆的投資與回饋社會的風

範，實在令人敬佩、讓人動容！在奇美博物

館參訪時，該館館長特別親自擔任解說員，

並全程為我們導覽。

該館的展品有歐、亞、非、北美、澳

洲等各大洲的奇珍異獸標本和化石，也有古

樂器、雕塑、油畫、古傢俱、槍砲，與漢代

的銅縷玉衣及古埃及文物。收藏品之豐與精

緻，實在讓人讚嘆！

尤其，館內還收藏有法國雕塑大師羅丹

的油畫作品。而名畫家米勒弟子的三幅寫實

派油畫，刻畫田園景致，更是栩栩如生。其

中一幅名為「豐收」的畫作，為杜培的代表

作，刻劃農事的辛苦，歌頌豐收及勞動的偉

大，與米勒的名作—「拾穗」，有極其相似

的場景和人物造型，更是該館的鎮館之寶。

而抽象派大師畢卡索的盤畫系列，也在

館中典藏，得以親睹，實在讓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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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奇美博物館的參訪過程中，可以說

處處驚豔。在車上，文政心裏一直在想，是

什麼力量，讓奇美的創辦人許文龍先生，能

花費這麼多的精神、時間和財力，從事這許

許多多，深具意義，回饋社會的善行？我

想，那應該是緣於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將

所有同胞視同手足、兄弟。那種無怨、無悔

的愛，才會源源不絕！也正由於那種情懷，

奇美的相關產業，才能橫跨食品、科技、醫

療、石化…等各領域，且都有不凡的成就。

抵達奇美醫學中心後，一行人先至該院

十二樓的員工餐廳，品嚐邱院長為我們準備

的，具傳統特色的地方小吃，學長們歡欣相

聚，其樂融融，彼此也競相以相機，留下美

好回憶！

當日下午兩點三十分，於奇美醫學中心

第二醫療大樓的第一會議室，此次聯誼會的

活動主軸正式展開。

奇美醫學中心邱仲慶院長，先致上歡迎

詞後，景福會陳維昭董事長於致詞時表示，

他雖是第一次來奇美，但無論是奇美博物

館，或是醫學中心，都比想像中更具規模。

陳董事長還特別強調，今年是景福基金會成

立的三十周年，最近，景福館為了擴大服務

校友，相關設施都做了些更新，希望12月19

日的返校日，大家能回來聚一聚。

母校醫學院楊泮池院長，也致詞表示，

醫學院的工作是以教育為主。今後，母校將

更注重人文教育，當然也希望奇美將來能到

台北來展覽，以提升學生們的人文素養。

而醫學院附設醫院的陳明豐院長，也強

調台大醫院除了注重教學，也注重教育訓練

和研究工作，尤其在葉克膜方面的研發，已

臻世界數一、數二的水準。臨床試驗中心及

各項標靶治療，更是成果豐碩。所開辦的兒

童醫院，各項體貼兒童的精心設計，均極獲

好評。

曾任國科會副主委的南台科技大學戴謙

校長，也在此次聯誼會中，就台灣生技產業

未來的發展，作了前瞻性的闡述。

也是台大校友的生達製藥公司范進財董

事長，更在專題討論中，以企業的社會責任

為題，作了實務性且精闢的講演，讓我們瞭

解到，該企業在公益方面的諸多貢獻。

本會林明燦執行長，雖剛由國外返國，

也專程南下，就景福基金會的近況及未來發

展，作了詳實的陳述。林執行長還表示，景

福會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服務校友，希望

校友們能繼續支持。

此次聯誼會的課程結束前，奇美邱院長

除了放了一段影片，供大家欣賞外，也感性

的說，該院於去年已經作了多例的心臟、肝

臟和眼角膜的移植，都相當成功。而11床的奇

恩安寧病房，更以不收差價的方式，來為癌

末病患服務。且奇美醫療社，除在國內各地

服務外，其足跡更遍及印度、史瓦濟蘭和中

南美洲等地區。而行動護理站的開辦，也極

獲好評。該院急診量更在全國醫療院所中名

列前茅。

是的，奇美的成就，正是來自於他們永

不間斷的付出和成長，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當晚，奇美邱院長更以精緻的晚宴，席

設台南市東區的大使海鮮餐廳，來款待與會

者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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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中，最溫馨的設計，就是每桌均

由奇美醫院的一位醫師擔任桌長，並一一介

紹參與的學長及家屬。而在作個別介紹時，

我們也欣見景福人的第二代，也承繼醫療志

業，濟世救人。

由於要趕搭高鐵北返，我們在晚宴結束

前提前離開。此次活動，由於奇美邱院長的

精心安排，讓我們此行的收穫至豐。無論是

藝術的涵泳，情感的交流，和主辦單位的盛

情，都讓我們難忘！

在高鐵台南站候車時，聽及陳維昭董事

長、楊泮池和陳明豐兩位院長，彼此間，對

台大醫院未來的發展，是那麼的殷切，文政

內心更有說不出的感動！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趟台南行，

一趟奇美行，雖未及千里，但文政相信，所

有的景福人，為醫療奉獻畢生的心，都是一

樣的！且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的醫療發

展，能不斷向前邁進，以慰前輩，以勉來

者！

（作者係母校醫科1949年畢業，現任羅東博

愛醫院院長）

台大醫學院骨科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依　　據：98年10月7日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骨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二、資　　格：1. 具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執照資格。

　　　　　　　2.  99年2月1日止具十年以上（第一年住院醫師起算）骨科臨床經驗並有骨科特殊

專長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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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表（附相片）。

　　　　　　　2. 學經歷證件影本

　　　　　　　3.  三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96年2月起）、五年內著作抽印本（至多12篇）及參與

研究計畫目錄（紙本及電子檔）。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推薦函三封。

　　　　　　　5. 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概要之相關資料（紙本及電子檔）。

　　備　　註：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專任教

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下載相關表格

三、起聘日期：99年8月1日
四、報名截止日期：98年12月25日（下午五時前須將申請資料「紙本8份」寄達）

五、寄件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骨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37謝雪蜜小姐

　　直撥電話：（02）2356-2137
　　傳真專線：（02）2322-4112
　　e-mail：hhmi@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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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阿拉斯加安克拉治馬拉松

文／蘇祐達

2004年初選定參加美國阿拉斯加安克拉治

馬拉松（Anchorage Mayor’s Midnight Sun 

Marathon 2004-6-19），起先想自己安排行

程，後來由Anchorage Mayor’s Midnight Sun 

Marathon 網頁得知Runner’s World雜誌主編

今年組團參加此比賽並舉辦runner’s cruise由

Anchorage至Vancouver，其行程係純為跑者

安排，包括speaker lecture、stride analysis、

stretch course，郵輪靠岸各定點皆有當地

running club安排跑步路線和接待，令人心

動。慢跑幾年來，總覺得有關跑步的書籍或

中文資訊非常稀少，又沒有時間參加慢跑社

團，剛開始皆土法煉鋼，閉門造車，常常

受傷，多年前至國外旅遊逛書局，發覺有

關跑步的書籍或雜誌非常多，從此Runner’s 

World雜誌陪伴著我，由walking、jogging、

running、完成首次馬拉松，至今數年來度過

低潮和高潮，不再常受傷，Runner’s World成

為每月必讀的精神食糧。此次runner’s cruise 

的speakers包括發行人George Hirsch、主編

Amby Burfoot、專欄作家John Bingham、1972

年奧運馬拉松冠軍Frank Shorter、體能教練

Jenny Hadfield等皆是Runner’s World雜誌中

常閱讀到的文章作者，一看到此旅遊行程便

有一見如故，非常親切的感覺，躍躍欲試，

立刻上網報名參加。2004年6月16日搭乘國

泰航空至溫哥華，四年不見，溫哥華依舊如

此氣候宜人，寧靜舒適。6月17日搭乘Alaska 

airline由Vancouver至Anchorage，飛行3小時，

途中用餐還須付費，甚為罕見。飛機沿著溫

哥華島、British Columbia、Alaska沿海北上，

天氣晴朗，空氣清新，中途即可見冰雪覆蓋

在翠綠山頭。下機後住進Anchorage Sheraton 

hotel，是這次馬拉松比賽大會的headquarter，

Anchorage Sheraton hotel位於Anchorage市區，

橫跨4th and 5th street。Anchorage高樓大廈不

多，頗富西部粗獷氣息。6月18日一大早即迫

不及待起床，整裝參加morning hash run，因

明天即為正式比賽，不敢跑太快，但實力也

是落後其他團員一大截，跑得氣喘噓噓，清

晨空氣清新，景色怡人，仍不虛此行。早餐

於hotel西側的Country Restaurant，在此runner’

s cruise團員正式見面，成員來自全美各州約

40人，只有我們夫妻由亞洲台灣來，大家對

於我們何以千里迢迢來此非常好奇，以為是

慢跑高手，只好解釋是因熱衷慢跑，初生之

犢而已，特別來此學習。團員竟然共有4位醫

師，骨科、內科、小兒科、家醫科，比例蠻

高的。各個團員背景雖有不同，來自各行各

業但習性雷同，刻苦耐勞，做事踏實，和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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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喜好運動。下午於旅館二樓大會會場

報到並逛馬拉松用品展覽會場。6月19日清晨

搭接駁車至起跑點–東北邊郊區Bartlett high 

school（圖一），天氣晴朗，甚為涼爽，太陽

照射處十分溫暖，陰暗處則頗有寒意，安克

拉治的緯度比赫爾辛基與斯德哥爾摩稍高，

安克拉治的夏季還算溫暖的，雖然比起美國

其他地區來得冷，而且經常下雨。6月平均的

高低溫分別是攝氏17度與攝氏8度。廣場上擠

滿五六千人皆是馬拉松選手，其中約2/3是女

性，此甚為奇特。起跑後經Glenn highway trail

（圖二）往東邊進入Chugach mountain，由此

可俯視整個Anchorage city，再由Oilwell tank 

trail、Tudor road trail往西南經過阿拉斯加安克

拉治大學校園至Goose lake，沿著Chester creek 

trail經Westchester lagoon回到市區終點West 

high school，計時5小時54分，是我第七次馬

拉松（圖三）。6月20日離開Anchorage前往基

奈半島，首先進入迴轉灣景觀公路，沿途海

峽美景搭配冰河奇景，平地沼澤與雄偉的高

山交錯，被譽為全世界風景最美麗的景觀公

路之一，來到Seward海港小鎮，環山美麗的

風景與五顏六色的遊艇，蔚藍的海灣交織出

一幅美麗的圖畫。於此登上遊輪「Veendam」

號，展開8天7夜的runner’s cruise，由Seward

航向Vancouver。第2天遊輪抵達威廉王子

灣，這裡是觀賞冰河和野生動物最熱門的地

點，學院府冰河（College Fjord）峽灣是威

廉王子灣內最佳景觀之一，1898年美國鐵路

大王Harriman家族邀請美國東部知名大學包

括耶魯、哈佛…等的科學家一起來此渡假並

研究此地的冰河而因此命名。豪華遊輪在這

裡可以近距離觀賞冰河奇觀，沿途浮冰遍布

海面，美不勝收，此地是聯合國國際文教基

金會所列保護冰河之一。遊輪未靠岸登陸，

圖一：安克拉治馬拉松起點。

圖二：安克拉治馬拉松。 圖三：安克拉治馬拉松終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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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要活動是deck run，在甲板上繞著遊

輪慢跑，由Runner’s World雜誌諸位教練領隊

（圖四）。第3天遊輪抵達舉世聞名的阿拉

斯加“冰河灣”（Glacier Bay），以最近的

距離目睹此壯觀的冰河景色，令人讚嘆天地

造物之奇，從近乎垂直的冰崖所崩裂下來的

冰河，點綴在冰河灣上，受到陽光的照拂，

成了海上晶瑩剔透的冰雕。今日主要活動是

體能教練Jenny Hadfield的伸展課程（stretch 

course），慢跑或馬拉松賽前後的伸展動作對

肌肉的熱身與鬆弛皆非常重要，由此課程受

益良多。第4天遊輪抵達Sitka, Sitka是帝俄沙

皇時期阿拉斯加首府，水深不夠，所以要搭

接駁船才能上岸，今日主要活動是當地慢跑

團體帶領我們一起練跑，繞經Sitk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Totem Trail（圖騰步道）、

Alaska Raptor Center（猛禽中心）及附近名勝

古蹟。Sitka是個充滿不同民族文化的城市，

印第安人、蘇俄移民、美國等，Sitk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是1804年蘇俄和印第安人戰役

所在，此處最著名的是蒐羅了許多的Totem 

poles（圖騰柱），總共有15根柱子矗立在公

園的步道之間，這類的圖騰柱大都被發現在

北美的太平洋沿岸，多半用來紀念或記載生

活重要的節慶，也做為家族的象徵。第5天遊

輪抵達Juneau，Juneau是阿拉斯加的首府，

阿拉斯加著名的淘金熱就是由此地開始，朱

諾市就在淘金人潮迅速湧入的情況下，急驟

發展成一個新興的淘金城。一如所有的金礦

坑，當金盡之後，徒留下一片往事供後人唏

噓。今日主要活動是當地慢跑團體帶領我們

一起練跑，Coal mine trail run，順著當年礦坑

小徑往附近Tongass National Forest，沿路鳥語

花香猶如世外桃源，是當地慢跑社團練跑的

私房路線，罕見觀光客到來，大夥覺得值回

票價（圖五）。第6天遊輪抵達Ketchikan，阿

拉斯加州最南端的城市，是阿拉斯加州的第

一座城市也是阿拉斯加州第三大的港都，以

鮭魚之城而聞名，擁有豐富的原住民歷史遺

跡，這個如畫的港口有一個建在高腳柱上的

濱海區，整修成一間間深具特色的商店街。

圖四： 左為Runner’s World雜誌主編Amby 
Burfoot。 圖五：Juneau郊區coal mine trail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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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要活動也是當地慢跑團體帶領我們一

起練跑，Deer mountain trail run，往港口後方

的登山小徑扶搖直上，原始森林茂密，空氣

清新，因處處陡坡，也較前數天疲累。第7天

遊輪沿內灣航遊Cruising the Inside Passage，

沒有靠岸。今日主要活動是Stride analysis，每

個團員輪流在跑步機上慢跑15分鐘，由諸教

練親自分析指導跑步姿勢缺失，受益匪淺。

第8天遊輪抵達終點溫哥華，結束這趟永生難

忘的runner’s cruise。由這趟阿拉斯加之行結交

了不少美國慢跑朋友，認識台美兩地跑步文

化的差異，學到很多慢跑常識，也做了國民

外交，邀請幾位跑者隔年（2005年）參加花

蓮太魯閣馬拉松比賽，順便環島旅行。團員

們皆留下e-mail address，世界各地的慢跑或馬

拉松比賽訊息、資訊、心得或結果皆不定期

互通有無。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執業於

台南市永川醫院）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3名

應徵資格：1. 具有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3. 具有獨立研究能力及藥理學相關教學能力者

檢具資料：（含紙本及電子檔光碟一份）

　　　　　1.  詳細履歷表及自傳一式二份（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重要獲獎記錄

及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 過去教學及研究成果大綱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一式二份

　　　　　4. 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5. 近五年內著作目錄（含抽印本或論文）

截止日期：98年11月30日（送達日期）

聯絡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11樓，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傳　　真：886-2-23915602，886-2-23915297

E-mail：pharm@ntu.edu.tw

預定起聘日期：99年8月1日

備　　註：1.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

專任教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
form.html下載相關表格。

　　　　　2. 相關研究獎勵辦法：http://homepage.ntu.edu.tw/~pers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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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科1960畢業2008同學會

遊覽南縣市同學來信抒感

整理／戴鐵雄

一、賴樺玉同學來信

由韓良誠教授與夫人龔芳枝女士賢伉儷

所精心策劃的「臺大醫科1960畢業同學2008

年同學會」全程順利圓滿，始於2008年「總

統大選」日期之後，並結束於「青年節」當

天，似乎也為我們這群結交了近半個世紀情

誼，蹤跡遍及海內外的臺大醫科同學們，作

了「青春永續」的最好註腳！

從活動的整體規劃，場地的選擇，節

目的安排到細節的照料，在在都感受到龔芳

枝女士的用心；例如：她預先將全程走一

遍，以便模擬同學們可能會有的個別要求，

並將知名的臺南小吃以省時兼具風味的方式

呈現，我們在品嚐之餘，無不讚嘆其巧思別

具！在此我更要再次感謝韓良誠院長夫婦，

臨時勞煩他們專誠為我送達高血壓藥物，讓

我們一路上更為安心無虞。此趟臺南之行，

我們感受到往昔臺灣文學之美，也看到「南

科」臺灣未來之光；我們目睹「奇美」充滿

樂器、兵器、繪作與珍禽異獸之「奇」，也

為「八田與一夫婦」愛臺灣之心所感動！更

有幸獲贈「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一書，

也拜訪了別緻典雅「韓宅別墅」，深深為韓

良誠醫師伉儷立身行道，處處以「光耀門楣

以顯父母名」為初衷而感到欽佩！更感謝楊

麗雲老師以豐厚的文學修養，用心、細心地

為我們進行導覽；難忘是臨別晚會，大夥兒

開懷高歌齊唱，並欣賞到同學夫妻檔高超的

舞藝表演，還真是在大學時代不曾看過的

呢！當晚情緒的HIGH，我不僅上臺合唱又獨

唱，我先生也湊上腳清唱一曲。學生時代即

允文允武的戴鐵雄院長，此行更贈每位同學

他的三本著作，文中道盡其深愛臺灣赤子之

心！一路旅途中，更見到連倚南教授照顧夫

人的真情，實在令人感動。

寬闊的「嘉南大圳」令人心胸舒暢，許

久也未呼吸到港都的氣息，臺南此行終能一

償宿願，更見到這麼多青春時代的同伴們，

不禁要再次感謝韓良誠教授伉儷，以及各位

出席者所共同參與完成的「美好旅程」！

二、林洪謙同學來信

鐵雄兄：

我們這些「常習犯」（日語，臺語是否

是慣犯？），屢次讓您們伉儷破費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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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實在過意不去，不知到那一輩子才能還

您們這筆債。

我因習慣於什麼都自己處理的全自助

旅行，所以參加團體巴士旅行，我就完全

Relax，不認真聽、看，因此我告訴您，我無

法寫我的參觀據點的觀感、遊記（怎麼本班

男中音歌王黃國泰也以類似理由婉拒執筆，

怪的是我戴鐵雄竟無法以同一理由向韓良誠

夫婦推辭，咳！）。

關於不能參加這次同學會的兩、三位同

學，都起因於自己或親人的健康關係，看來

我們的問題會愈來愈多，不是本人也會有家

人的問題，所以時間是愈來愈寶貴，希望兩

年後的相聚能如願。

祝安康　請保重！

弟 林洪謙 敬上　04.12.2008

鐵雄兄嫂：

您在百忙中不惜辛勞奔波，為同學會主

持餐敘時活動，使其得以順利完成，且又承

蒙您們熱誠的款待，在此再謝。

林洪謙、何紫雲 敬上　 04.01.2008

林洪謙同學寫了這些： 

這次負責連絡美加同學回臺參加同學

會的李靝順太太曾告訴我，準備些餘興節

目，我沒有什麼個人表演的把戲，就想晚會

場所都會有卡拉OK的設備，何不選些可以

做我們追尋共同記憶的歌曲，大家唱SING  

ALONG！

我帶了幾張卡拉OK DVD/VCD，包括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買到的1950年（高中時

代）電影September Song（由Joseph Cotton

與Joan Fontaine主演，故事為一中年人的婚

外情，對一高中生說來，有如是外星人的故

事，但我卻記住了旋律，而歌詞對我們現在

這把年紀的人說來挺有意思）及1954年拍的

電影Sabrina（我們在醫三時才看此電影）的

主題曲La Vie En Rose（法語，意為玫瑰人

生），由Audrey Hepburn，Humphrey Bogart

（當年被稱影帝）與William Holden主演，

該歌曲是1946年由法國著名女歌星Edith Piaf

唱出名。今年2008一法國電影也名La Vie En 

Rose，就是演Edith Piaf的生涯，而女主角獲

得了Oscar獎，看此Sabrina電影時是醫三，還

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時候，以為人生此後就是

玫瑰色的（不過我班住宿生們都知道，我戴

鐵雄醫三時就已開始跟當年護理界的最高學

府：省立臺北護專的校花林雪信小姐沉迷於

妳儂我儂的熱戀，真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尋取

「玫瑰人生」的美夢中，然而幾十年來，每

天忙碌於形形色色的病患群中，經常讓「嬌

妻」獨自遊賞各地，使她年輕時所嚮往的玫

瑰色人生的「玫瑰綺夢」完全走樣而深感抱

歉，然而林洪謙經常陪夫人遊山玩水，不知

為何也會有如此欲言又止的感觸）。

本想大家不會法語，只要哼哼來回憶當

時的心境也好，參加同學會後才知，至少黃

國泰與古皓雲（越南僑生）懂法語，他們可

帶頭。很可惜當晚旅館負責人堅定的說，因

與版權有關，規定不能使用外面帶來的DVD/

VCD，所以只好把此事寫下，讓大家回憶回

憶。

以下是林洪謙對Sayonana Party的記錄：

Party由期待已久的「天才」李靝順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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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臺秀與歌唱秀揭開序幕。

李天才以蒼涼、豪放交替唱腔，配合

低頭、昂首、舉手、揮指、擺腕、握拳、彎

腰、屈膝、蹲腳等肢體動作，把二首「杯底

不通飼金魚」與「舞男（原名舞女）」唱活

並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人刮目相看李同學的

另一面天才。（他還另唱二首「月亮仔聽我

講」及「春天哪會這呢寒」），充份發揮了

在學生時代沒有展露的歌唱天份。

在李靝順精彩的個人表演後，正式開始

全班同歡會。

從點歌機點了些歌曲，第一首為「若

鷲の歌」（幼鷲之歌），這是1943年作曲，

日本為募集海軍飛行予科練習生的歌曲（二

次大戰到昭和十八年，日本已失去許多資深

飛行員，極需補充新血）。這首歌又是我班

文豪戴鐵雄在其鉅作「坎坷路」的第二頁出

現。當林洪謙唱「若血潮的予科練的，七顆

鈕釦是櫻和錨」，就有陳德照，黃國泰，戴

鐵雄跳出來一起唱，而熱情的戴鐵雄更手舞

足蹈，似乎想讓聽不懂日語的年輕太太們了

解歌詞的意思。我們這一群在國小四、五年

級時跟著大孩子唱日本軍歌的，如果晚一、

二十年生在中國，很可能成為搖旗吶喊「革

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哈哈！

接著我們也唱「Uuchained Melody」，

1950年代著名歌曲之一，也是在宿舍學交際

舞時，教導我們的一舞曲。「相逢有樂町」

是1958年，同名日本電影的主題曲。那時

候，我們也盛行在西門町約會或看電影（戴

鐵雄也在「坎坷路」長篇小說中描述，與女

主角【即戴夫人林雪信小姐】在西門町初次

約會後看電影情景），回來宿舍前在新公

園旁吃碗鹹菜鴨或薑絲鴨，就已快樂無窮

了（戴鐵雄也如是描述）。接著是「Speak 

Softly Love」，1972年電影「God Father」

（教父）主題曲，班上如沒有教父也該有

幾位地頭蛇，哈哈！「Yesterday」昨日，是

Beatles（披頭四）唱出名的世界名歌，不必

說，我們擁有的昨日比明日要多許多。「用

從前的名字【花名】在上班」是1975年小林

旭唱出名，但為近幾年臺灣連續劇「意難

忘」的背景音樂，歌詞大意是「一位改名四

處流浪的酒女說，我回來橫濱用原來的花名

在上班，雖認識一大堆男人，但我心裡只有

你一人，請你老相好來看我，讓每個男人都

幻想他是這個男人」。

也唱極有鄉土味泥土氣息的臺語老歌

「青蚵仔嫂」，這在我們坐了採蚵船看養蚵

場後特別有意思。也加了一曲華語老歌「未

織綺羅香」以回憶回憶我們準備考大學時，

從收音機聽到的音樂。

由上述林洪謙所點中外臺日，古往今

來可勾起我們這一群回憶青春年華的老歌，

讓我們一對對「老情人」，重溫綺麗少年時

光，真謝謝林洪謙的煞費苦心。接下去就開

放自由點歌；戴太太林雪信唱了「愛你入

骨」（日語），賴樺玉不但與林雪信合唱感

恩的心，也獨唱了一首；賴夫呂宏淵先生感

染熱烈氣氛，也獨自清唱一首記念、懷傷，

日本戰國時代為爭奪「大將軍」一職而爆發

「平源之爭」，致平家被抄家滅族，連幼童

都不放過的歷史慘劇。紳士教授陳明庭也唱

了；尤其本班之寶，男中音歌王黃國泰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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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影」等日語歌曲，不亞當年的洪亮渾厚

歌聲，美妙的旋律，讓同學們鑑今念昔，被

他的歌聲，帶回「學生宿舍時代」的黃金歲

月。這中間，全副舞臺裝的李靝順夫婦翩翩

起舞穿插其間；他們美妙嫻熟的舞姿足可與

職業舞師比美而毫不遜色。老班長與林雪信

夫婦合唱臺語歌曲「臺北今夜冷清清」，可

能因為是今夜唯有的一對夫婦合唱，獲得了

許多位同學的鎂光燈（至已快完稿的今天，

還再收到郭哲舟寄來的合唱照片供留念）。

就在全場High到極點的仲夜時光，老班長戴

鐵雄為期留下長久回憶於最美的時刻，見好

就收地宣佈惜別晚會於最高潮時譜下休止

符，在2010重相會，珍重再見聲中，依依不

捨的拍手、握手道別，讓2008同學會，寫下

了溫馨、完美的句點。

三、陳維籓來信

（這是同居室友陳桑【當年內子都如此

尊稱他】2002.12的來信，今年他首次參加，

才能舊信重登）

三十年未見面，真高興那天能一道暢談

幾個小時。我們都年近古稀，應該保重，也

請撥冗來美暢遊。

祝新年快樂又健康

君照、維籓　12.2002

四、郭哲舟來信

戴醫師夫人：

我們回美國已幾星期了，得了流行性感

冒，沒能馬上寄信給你們。

這次同學會很成功，你們細心安排，熱

誠招待，讓我們十分懷念。又帶回戴醫師的

大作，真是多才多藝。戴太太精力充沛，無

微不至地為同學服務，令人佩服。希望你們

有機會來西雅圖。附上一張你們相親相愛的

照片，好可愛！

多多保重！兩年後我們一定會回去。

哲舟、雅惠 上　04.20.2008

五、李汝城來信

我個人很感謝韓良誠兄忍辱負重，獨當

一面，有此輝煌的聚會，除了感謝韓兄伉儷

的熱誠和成就外，微於建議，應找一個機會

花一分鐘的時間默禱，確實不能到會的十五

位同學的冥福，老兄，你覺得如何？（下面

是李汝城的感時詠懷）：

敗選飲恨失江山　民主自由緩姍路

多年奮力盡成灰　只嘆我民無目屎

我想李兄是多慮了，新政府應該會繼續

堅持自由民主，努力帶領臺灣往前走，一定

不會讓臺灣淪亡才對，讓我們一起對新政府

抱以期許，共同為臺灣祈福吧！ 

附記： 同窗會是？（以下均為筆者由日文意

譯）

偶然拜讀「阿刀田高」的隨筆「夜的

風見雞」（朝日新文社1999.03.01發刊第22

頁），他說「同級會這玩意，要能出席才

好，在人生路途上好好活著的人，才會在這

場合出面，所以能出席參加，是幸福的標

誌」

「缺席者百分之百會被認為，一定是已

經不幸了；這說法，聽起來並不像在脅嚇，

應該有60%左右的真實性吧，然而這論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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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會中，並不會出現反對聲音，因為會反

彈的人全部都缺席了」。同學們，看完李汝

城這一段轉述，會有什麼感觸？2010的臺北

共聚同學會（也即同窗會或同級會）能躲在

家裡不參加，讓同窗好友們掛念，胡思亂猜

嗎？

六、陳淵泉來信

親愛的鐵雄兄嫂：

來美45年，一直關心臺灣的民主運動，

自去年來看臺灣的選舉，看得非常不好過，

一個受高等教育的臺灣人，為何會反對獨

立？反對入聯？戰後150個小國，以前大國的

殖民地，都先後爭取獨立而入聯合國，唯獨

臺灣到如今還會反對獨立，不想當家做主，

不再做國際孤兒，在國際上沒有名份，而不

覺得是恥辱。

美國人最怕臺灣被中國併吞，去年再次

提醒臺灣人說，臺灣的國際地位未定，現在

的臺灣政府是中國的流亡政府，不被國際承

認，臺灣的將來地位，須由臺灣人民全體公

投來決定。

可惜八年來阿扁對臺灣正名立憲不熱

心，一切都只為選舉考量，不為臺灣前途著

想，現在一切落空，臺灣人民只有再次走上

街頭運動，有苦日子了。

這次回臺受各位同學的熱心招待，特此

致謝，尤其韓良誠夫婦所計劃的，臺灣本土

認識之旅，給我們印象很深，臺灣人應更加

強愛鄉土的教育。

再次向各位主辦的同學致謝，希望二年

後再見！平安快樂

弟 淵泉、惠美 上　05.03.2008

淵泉兄：

長居國外，猶關心故鄉事，令人敬佩，

所言亦頗同感，所指責諸事，身為臺灣居民

一份子，亦甚感遺憾與愧疚；惟臺灣已是一

多元社會，多數人的選擇只能尊重。希望新

政府守諾言，堅守臺灣本土意識，堅持臺灣

主權獨立，努力拼經濟，造福全民，讓我們

一起為臺灣及其子民祈福，無論那一黨執

政，能早日當家做主。

弟 鐵雄 敬上　05.09.2008

（整理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

鎮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徵 信 錄

盧椒華 NT 10,000.- 邱仲慶 NT 10,000.-

周偉倪 NT 10,000.- 沈樂知 NT �,000.-

陳慧玲 NT �,000.- 林雲英 NT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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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觀光旅遊

文／許清曉

參
加了2 0 0 9年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所推行的義診活動，

從3月5日開始，到多明尼加共和國，義診幾

天之後，十日上午開始坐巴士參觀市內。我

們由導遊領導，在市內繞一下，看了高級

公寓及一般國民住宅，總統府外貌，再到

Santo Domingo哥倫布的城堡，並不大，門口

的石牌是刻著“Palaceo Virreinal de la Diego 

Colon”，應該是哥倫布繼任總督的兒子宅

邸。只匆匆看了各個房間照相。

又從Columbus Park的側門進入，參觀美

洲第一個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ia，及陣亡

將士英雄館等。這幾個地方都是走路就到得

的。還應該有美洲第一個大學，但沒時間參

訪。中午是在華人街一家餐廳用餐。之後巧

遇 一 間

台灣人開的禮品紀念品店，免費送飲料給我

們。我也買一個藍色的Larimar銀項鍊給在家

留守的太太。

Larimar是世界上只在D.R.的一處火山

周圍一平方公里地區可以採到的極稀有玉

Columbus宅邸

Columbus宅邸內的展示品

Columbus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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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它是1974年才由一位地質學家Miguel 

Mendez發現，是火山爆發時形成的一種礦石

（pectolite），但似海洋的藍色，和白色混

雜，異常美麗，被Mendez用他的女兒名字

LARissa，加西班牙文的「海」MAR，合併命

名為Larimar。物以稀為貴，因為可能將來挖

到的量有限，價錢不低。好多首飾中有一條

很好看的項鍊，價錢高達美金四千元，我太

太會了解我買不起！

當天下午坐車東

行，到一處A l t o s  d e 

Chavon。這個觀光點是

一處有多棟建築的休旅

區，建在河流的一邊，

比對岸是高出一百公尺

左右，俯望這邊山涯草叢

中，還可看到伸出頭來四

處觀望的幾株鮮豔花草。

往對岸下方平原看去，一片無際的樹林，心

曠神怡。休旅區內建築看來很古，有教堂、

戶外舞台、以及會議室、賣店等。牆壁是不

同濃度的白色棕色，似是有些燒焦石頭砌

成，看來是經過多次修補的幾百年前建築。

但聽導遊說原來是1980年代建的。很感嘆，

為了觀光而仿古建築的技術，已經高超到這

個地步。

晚上到達La Romana

的Iberostar Resort Hotels休

閒旅館連鎖店之一Iberostar 

Hacienda Dominicus。這些

飯店已連續四年被評為best 

hotel chain。

果然旅館建築和水

池、花園、餐廳、游泳池

都連成一片，寬闊、悠

閒、豪華，很自然的令
從Columbus Park的側門進入Catedral 

de Santa Maria

Catedral內
陣亡將士紀念館

紀念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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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情鬆懈。翌日有一大群團員隨著導遊，

坐船到一小島。我則留在這個休閒區休息，

觀賞廣闊的庭院、修剪美麗的草地樹木，水

池中不怕人的紅色長頸鶴、水鴨。我沒有跟

著去坐船，一是因為怕暈船，更因為前一天

才腹瀉，可能還沒復元，再加上雙小腿水腫

合併thrombophlebitis or cellulitis，不得不一整

天抬起腳休息。休閒旅館本來就是要讓旅客

作為旅遊目的地，在游泳池旁的床椅躺下，

在近距離的沙灘海邊休息觀望，還是自得其

樂。我們繳的錢是包括了我們在此地的所有

吃、玩，不過要訂到好的餐廳，吃龍蝦，還

要我們繳費，是沒有道理，不過也懶得去抗

議。

住宿兩夜，12日上午就退房，往北部的

Samana走。到Hispaniola北部海岸，海邊風景

確是很美，遊客也不少。這個地方是以前海

盜出沒的地方，兩、三百年來吸引尋寶者找

尋海盜埋藏的金銀珠寶，相信陸上、海底的

各個角落都已被挖遍了。現在的吸引力是住

宿在海邊高處的旅館，觀賞海邊的景象。還

有，坐船到海上去賞鯨。

我們租的賞鯨船才不過二十公尺長，有

上下層，我們一團四十多人坐上去正好。聽

說這個賞鯨路線是這裡為了吸引觀光客，特

別開闢的。因此雖然在上船之前導遊警告海

面不會很平靜，我還是冒著暈船之險，服下

他提供的一顆Dramamine 25 mg，跟著大家上

船去。小船往海外行駛不到十分鐘，就開始

感覺到船的pitching motion（船正面對著風行

駛，而上下磕頭式的搖動稱為pitching，左右

的滾動叫做rolling。這是學校畢業後在海軍

服役，當大型運輸艇的醫官時學到的名詞。

還記得那時每次出海，都無法克服暈船，遇

到七、八級風我就無法吃飯，只能躺在床上

暈。那艘中建號，據說我服役後一年或兩

年，就神秘地沉沒。可能是國防機密，無人

知道原因）。

小船開始pitching越來越厲害，十幾分鐘

Larimar首飾

D.R.旅遊地圖。Samana在北海岸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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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教堂，原來是1980年代建成的

Altos de Chavon的風景

Altos de Chavon的仿古建築

Iberostar Resort Hotel的庭院

Iberostar庭院池塘內的紅鶴

Iberostar庭院池塘內的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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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已經有團員開始不適，一位面色如土，拿

著嘔吐袋到船後蜷伏在椅上。更經過二十分

鐘，已是在外海，對著正面吹來的風，船首

上下達兩、三公尺，有時還有左右的rolling。

我站在船中央，兩手握著頭上的一條把手，

以免被風浪翻弄摔倒。看著後方二十多名團

員，雖然也是服了Dramamine，在椅子上大半

閉著眼睛東倒西歪，我竟然沒有一絲暈船的

感覺，還有心情攝影其他團員悶坐在椅上的

樣子。導遊及兩三名船員則不理船的搖晃，

駕小船向遠處外海兩、三艘較大的賞鯨船附

近前衝，找鯨魚。可是已經一小時，都看不

到鯨魚。看著後方無法動彈的團員，我開始

對導遊說，別再往外跑了，你不看後面這些

人好痛苦！他們才意猶未盡地回首，開始駛

回岸邊。這次坐在小船上層期待「乘風破

浪」豪爽氣氛的團員說，她被海浪翻滾，求

救無門，天地不應，到後來只想全力大聲哭

喊！

想到為什麼賞鯨業者不會像海洋生物學

家找鯨魚求偶的叫聲錄音，賞鯨船出海時在

水下播放出去？那時不必船尋鯨，而是會鯨

尋船，不必如此逆風衝浪受苦。

一上岸，開始吃中餐，才想起這次出

海，最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我這個從小最

容易暈船的人，在上下左右震盪的海上小船

近一小時，竟然沒有一點暈？！Dramamine不

應該如此有效。才想起來我三天前晚餐時，

向同桌的紀中醫師、陳中醫師詢問可以防止

暈船的穴道，是在大拇指內側根部metacarpo-

phalangeal joint骨膜處，可以用另一手的指甲

尖按揉。這個穴道是經外奇穴，紀中醫師非

常強調「絕對有效」。我當天上午坐巴士前

往Samana途中，半信半疑，一想到就在做這

個按揉動作。很可能是穴道的效果出現。如

果我已經開始暈船後才按穴道止暈，應該就

可以證明這個穴道的效果。現在機會已失，

有點可惜，只好下次再試。後來也請教了促

進睡眠的穴道，是在耳後mastoid process附

近。回到Miami的飛機上揉按那一帶，結果睡

得嘴巴合不攏，飛機到達Miami也醒不來，這

可能是按穴道的結果。Acupuncture的效果似

乎都是很難定量，又據說刺激多次，也會逐

漸失效。難怪還沒聽說有合乎科學方法的研

Iberostar Resort Hotel大廳

從遠處看Gran Hacia Principe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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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下午就到海岸

邊，高度接近七、

八十公尺處的又一

個五星級休閒旅館

Gran Hacia Principe, 

Canacoa。這裡的旅館

房間是分散為主、副

棟，從高處風景最好、

有餐廳的主棟，到山

下在海邊的副棟，中間

來回是靠旅館的交通小

車運送。海邊副棟附近

就有小沙灘及樹林，門口還有兩、三名手持

衝鋒槍的護衛，可見這些地區還是不安全，

不想隨意出去散步。遇到一位來自加拿大的

旅客說，他來此旅館休息一星期，一人就花

1,400美元，難怪觀光事業是D.R.的主要收入

來源。

相當遺憾的是這兩家五星級resort 

hotels都不提供免費的上網電郵服務，

而要每天付$13、$15（想起他們是哥

倫布的後裔！）。我們繳的旅費怎不

包含這些？還好，在第二家，導遊提

供上網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讓我們

收取電郵，和家人連絡。

我們在這家住宿一夜，第二天

上午到附近有帶槍警衛的風景沙灘

逛一下。有一部分人另外繳費，騎

馬到一處有瀑布美女的國家公園。

下午返回Santo Domingo的Hotel El 

Embajador。晚上到當地的台灣麵廠老板陳

威利家受他們熱誠的招待。十四日一早開始

分批到機場，返回美國。回家後經過數日休

息，小腿的靜脈炎疼痛才逐漸消失。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於

美國德州拉斯市近郊）

從旅館俯望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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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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的

文／黃英峰

夜
晚的聖蓋博醫院，大門已上鎖，燈火仍

通明。

我從衣袋裡取出醫生通行卡，打開醫院

的旁門進口，匆匆地趕到一樓的加護病房，想

跟父親說一聲最後的道別，可是，父親已冰

冷地躺在床上，身上覆蓋著白色的被單。他

的雙目微閉，面容安祥。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開

始，他的面容就是這樣地安祥和藹，從沒有對

我埋怨過，從沒有對我大聲地斥責過。

佇立在病床前，我彷彿陡然長了好幾

歲，我不希望長了好幾歲，我真希望自己能

夠年輕幾歲，時光能夠倒流，讓我有機會再

一次向父親問安，再一次跟父親商量心中的

疑惑，再一次向父親懺悔自己做錯的事情。

終於，拖著沉重的腳步，我走出醫院。

夜深了，風很冷，一輪上弦月孤零零地掛在

天邊，在離它不遠的地方，有一顆明亮的星

星，正閃爍著清冷的光芒。童年的時候，也

是像今夜天象一般的某個夜晚，我跟父親到

幾里外的農村人家看病，父親騎著機車，我

坐在後面，四野空曠，寒風颼颼，俄而，風

裡帶著幾絲豌豆的花香，田裡傳來幾聲悅耳

的蛙鳴。

「你看那顆亮晶晶的星星，它雖然明

亮，但它的光是會閃爍的。」父親指著天邊

最亮的一顆星星說。

「那七顆星，光度較弱，但它的光是不

會閃爍的。」父親指著天鵝星座又說。

「你知道為什麼有些星星會閃爍，有些

星星不會閃爍嗎？」父親問我。

我凝望著星星冥想，「不知道。」我說。

「會閃爍的星星是行星，因為它本身不

▲作者之父黃崇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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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光，只是反射太陽照射的，像金星，木

星，土星，水星，火星…不會閃爍的星星是

恆星。」父親解釋說。

「那為什麼自己發光的恆星比較黯淡，

靠別人發光的行星反而比較明亮呢？」我懵

懂地感到奇怪。

「行星離地球比較近，所以看起來比較

明亮，恆星離地球非常遙遠，是屬於另一個

星系，所以看起來反而黯淡。」父親說。

年華似水，幾十年過去了，田裡的蛙鳴

猶如在耳，風裡似乎也帶著幾絲豌豆花的清

香，父親那支心愛的天文望遠鏡應該是很陳

舊了，那顆亮晶晶的金星仍然孤零零地掛在

天邊，幾十年來，它都是那個樣子，晶瑩璀

燦的樣子，縹緲迷離的樣子，默默地祝福人

間的樣子。

編輯注：依天文學解釋恆星是團高溫氣體

球，中央溫度超過攝氏千萬度，能夠進行核

反應釋放能量，這些能量使氣體得以高速運

動，產生方向朝外的熱壓力，平衡了內縮的

重力而維持穩定結構。行星內部沒有核反

應，無法支撐太大的體積，因此比恆星小很

多。透過望遠鏡，行星的影像放大成為「光

面」，我們因此能夠看清表面，而恆星卻由

於距離太過遙遠，仍然是極微小的光點。星

光閃爍的原理，是因為大氣冷熱、密度不

均，當光線通過時，產生折射現象。本文所

述行星與恆星的閃爍方式，應為閃爍的星星

為恆星，不會閃爍的星星為行星。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於美國

洛杉磯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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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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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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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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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及研究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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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98年12月31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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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2)3366-8156，高雅雯小姐

　　　　　e-mail：ywkao@ntu.edu.tw　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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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語唱『荒城之月』

文／王永祥

你曾聽過用台語演唱世界名歌嗎？

世界名歌在許多國家都有其本土語言的

譯唱歌本，在台灣大多數為華語譯作，少有

台語版本，台語彷彿是次等文化，身為台灣

人能不覺得遺憾慚愧嗎？

有鑑於此，個人不顧才疏學淺，仍勉力

嘗試用台語來填寫世界名歌，希望能夠藉此

一則讓世界名歌通俗易懂便於流傳；一則提

昇國人對台語的基本認識，知道台語原是音

韻優美、系統完整的語言。

近十年來我試著譯出百餘首各國民謠

或世界名歌、宗教歌曲、電影名曲。其中英

語、德語歌曲可參考字典直接譯寫；義大利

語、西班牙語、法語等歌曲則找英語版本再

譯出。和台灣文化、地緣最近的日語反而捨

棄，原因是我以為在台灣有數百萬人通曉日

語，且許多台語流行歌皆取材自日本歌，所

有日語名歌應該早就被譯寫了，那還有讓我

工作的空間？

今年初第二度承蒙奇美許文龍董事長熱

情邀約，前往參加其私人音樂會演唱時，取

得一日語歌本，才發現仍有許多日本民謠及

名歌並無台語譯版，或雖已譯寫但內容與原

詞差異頗大，因而開始試著來譯寫。

『荒城之月』自1901年起即是日本中

學生的音樂教材，譜曲者滝廉太郎（1879- 

1 9 0 3）是明治維新早期之黎明西洋音樂

專家，歌詞作者詩人兼英文學者土井晚翠

（1871-1952）是日本近代詩的開創者。此首

歌可說是全日本人都會唱的民謠，最近日本

文科省認為歌詞過於深奧，曾想自教科書中

移出，但同時有很多人卻建議將此首歌做為

日本國歌。

此首歌在台灣是由文夏先生及紀露霞小

姐在四、五十年前主唱，譯詞作者很可能是

文夏先生，其三段歌詞如下：

春天高樓賞月圓∕百花滿山開∕

做陣飲酒青春時∕形影結相隨∕

南風微微對面吹∕風雨催好花∕

想起昔日的代誌∕愈想心愈悲。

孤單秋天照營內∕霜色茫茫∕

看見雁鳥成雙對∕飛來又飛去∕

雖知離開千里遠∕不敢來忘記∕

懷念當初的代誌∕哀怨目屎滴。

荒城明月照人窗∕思念你一人∕

月色無便這呢光∕思情心頭酸∕

空思妄想歸暝恨∕面肉帶青黃∕

吐出大氣對松枝∕吟出斷腸詩。

細看內容是在描寫男女間的愛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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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一首失戀歌，然而日語原詞內容大不相

同：

『春高楼の花の宴∕巡る盃影さして∕千代

の松が枝分け出でし∕昔の光今いづこ。秋

陣営の霜の色∕鳴きゆく雁の数見せて∕植

うる剣に照り沿ひし∕昔の光今いづこ。今

荒城の夜半の月∕変わらぬ光誰がためぞ∕

垣に残るはただ葛∕松に歌ふはただ嵐。天

上影は変はらねど∕栄枯は移る世の姿∕映

さんとてか今も尚∕ああ荒城の夜半の月』

作者以福島縣會津若松市的鶴城與其

故鄉宮城縣仙台市的青葉城為基礎，創作了

本歌之四段歌詞。會津藩是德川將軍一族所

屬，在明治維新時代，與官軍敵對，激戰一

個月城池才淪陷。此歌道出詩人對舊城遺跡

的撫今追昔之情懷，並無男女之情。

第一段是以春天來象徵當年繁榮景象：

高樓賞花之宴、飲酒作樂、歌舞昇平、松葉

茂盛濃蔭蔽日，末句則是今人之感慨。

第二段是以秋天來象徵當年戰爭之氣

氛：軍營、霜雪、歸燕、劍拔弩張，末句也

是今人之感慨。

第三段是描寫今人來到荒城憑弔之蕭

條景象：斷垣殘壁、老藤枯枝、夜半寂靜月

色、風聲替代弦歌。

第四段總結撫今追昔之感想與體會：風

雲變化無常、世事榮枯不定、城雖頹明月依

舊。

由於四段歌詞唱完需時5分鐘，大部份歌

譜皆採前兩段，然而前兩段內容並無描寫到

「月」，採此兩段無法讓人聯想到主題及結

論。

為了忠於原作，個人試譯之歌詞如下：

春天高樓賞櫻花∕花開滿四界∕

敬酒來回無算杯∕人影相交替∕

千代松樹枝葉濟∕青翠閣美麗∕

昔日繁華彩燈街∕如今佗位尋？

秋末軍營凍露霜∕遊子斷心腸∕

離開故鄉千里遠∕持劍顧家園∕

歸燕鳴聲訴悲情∕鄉愁難得停∕

昔日城樓五彩燈∕何時現光明？

荒城夜半月光暝∕蟲聲叫未止∕

月光照地億萬年∕人生何短期∕

殘城老藤配枯枝∕淒涼無得比∕

風吹松枝低聲語∕笙歌不再起。

天頂景象難得定∕風雨多變化∕ 

春暖瞬目轉秋聲∕夢醒雲煙散∕

世間榮枯時常換∕富貴如幻影∕

荒野半暝月如鏡∕千年照古城。

第一段是以『ㄝ』為韻尾；第二段前半

是以『ㄥ』後半則以『ㄧㄥ』為韻尾；第三

段則是以『ㄧ』為韻尾；第四段以『ㄚ』為

韻尾。

台語「四界」即「遍地」；「無算杯」

即「不必計算已喝幾杯」，表示「暢飲、

不推辭」；「人影相交替」此處指宴席中互

相敬酒走來走去時之人影晃動，表示互動

熱烈；「濟」即「多」；「閣」即「又、

再」；「佗位尋」即「那裡找」尋字在此讀

音為chhē；「未止」即「不止」；「難得定」

表示「無常」；「瞬目」讀音為nih-bak即

「一瞬間、一轉眼」；「笙歌」表示「音樂

演奏及歌唱」。

日本詩歌的寫法常用此種「七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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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七音加後五音成一句，但一音不等於一

字，例如『春高楼の花の宴』實際以平假文

寫出是12個字母，佔了12個以上的音符，而

其意思用漢字寫只是『春天高樓之花宴』七

個字，要再加五個字才能填滿，因此以漢字

填詞必須先揣摩原意再自行衍伸，同一首歌

日語內容比較簡單，想像空間較大；漢語則

內容較充實，但也可能加油添醋後與原詞要

闡釋的意境會有所出入。

翻譯歌曲和翻譯文章最大的差異在於：

歌曲是用來唱用來聽的，必須順口而且最好

能押韻；用詞儘可能淺顯易懂易唸，避免同

音異意的語句；每一句的字數必須配合歌曲

只能有小幅度的增減。有時原文內容太少或

過於單調或不符國情，則必須略作更改或加

強，有時甚至完全更改重新作詞。

填寫歌詞就像寫詩作詞，原則上是儘可

能押韻，最好是每句都有同一韻尾，亦可分

段採用二種以上韻尾，不得已時只好全詞中

大部份押韻。平時必須集結儲存一些同韻字

尾以備使用，填詞最費時的往往是在尋找適

當的韻尾，為了一個字常要斟酌幾個小時。

填好歌詞後首先要試唱，聽聽是否有繞舌之

處？是否有語意不明或容易混淆之語音？

用台語填詞最大的困難在於許多字尚

未全國統一規定，以致在市面上常常看到許

多被誤用而難以理解或接受的語詞，有些台

語在不同的字典採用不同的字，在填詞上造

成困擾，讀者也會誤唸。若韻尾的讀音不準

確，歌詞往往會因而失去原先押韻之美感，

為防止此一誤唸，加註拼音是必要的。可惜

的是台語音標也尚未統一，而且學過台語音

標的人也不多。許多台語用字在電腦軟體找

不到，因此無法完整地用電腦來編印，這實

在很不方便，希望未來的軟體會更詳細豐

富。

現在的年輕人所喜歡的歌曲是和傳統的

老歌、名曲不一樣，時下流行的大多是輕快

節奏可以搖擺身體的音樂，世界名歌並不太

具有市場價值，翻譯成台語可說是吃力而不

討好的工作。回顧過去九年花費許多時間於

此，固然感覺很辛苦，但也自得其樂，認識

更多台語用詞。歡迎諸位先進同好能不吝指

教，也盼望台語文化能持續繁榮進步。

2009 春 王永祥 撰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0年畢業，任職北醫附

設醫院家醫科）

1. 賀！母院張上淳副院長榮任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2. 賀！母院小兒科張美惠教授榮獲教育部第13屆國家講座生物及醫農

科學（兒童肝膽胃腸、癌症預防）主持人。

3. 賀！母院醫學系許博欽副教授榮獲本校97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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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學、英文有關的希臘羅馬神話人物

文／柯政郁

希
臘羅馬神話合而為一，是因為羅馬人

（拉丁人）接受了希臘文化而將它發揚

光大。

Chaos：宇宙之原始狀態是一團混沌。chaos天

文學上指的是混亂。

Uranus：出現於Chaos之後的天空之神，Gaia

（地球）的丈夫；Uranus天文學上指的是

天王星。

Titan：一群神族，Uranus和Gaia之後代，包

括Cronus（拉丁名Saturn，農神，天文學

上指的是土星）；Ocean是環繞地球的河

流，天文學上指的是海洋；Mnemosyne是

掌管記憶的女神，amnesia（失憶症）；

Titanic（巨大的）。

The gods of Olympus：Zeus（拉丁名Jupiter，

天文學上指的是木星）； P o s e i d o n

（Neptune，海神，Neptune天文學上指

的是海王星）；Hades（Pluto，地獄統

治者，Pluto天文學上指的是冥王星）；

Ares（Mars：Zeus和Hera之子，戰神，

Mars天文學上指的是火星）；Hermes

（Mercury，商業和市場之神，Mercury

天文學上指的是水星）；A p h r o d i t e

（Ve n u s，愛情與美麗之神，Z e u s和

Dione之女或由貝殼、海沫中冒出來的，

Aphros希臘文泡沫之意，Venus天文學上

指的是金星），Hermes和Aphrodite合而

為一，便成hermaphrodite（陰陽人），

hermaphroditism（雌雄同體）。

Atlas：因對抗Zeus被罰雙肩承擔地球，其父

親是Titan之一的Iapetus。第一頸椎因承

接如地球的頭顱，故名Atlas。

P s y c h e ：掌管愛情與靈魂，愛神 E r o s

（Cupid）的妻子。psycho-（精神、靈

魂）。上唇的稜線如同弓的形狀，故名

Cupid's bow。

Iris：虹之神，也是眾神的使者。iris（眼球的

虹彩）。

Muses：住於Mt. Olympus的女神，總共有九

名，Zeus和Mnemosyne的女兒，她們專注

於音樂。music（音樂）。

Echo：Artemis（Diana）的女兒，因Hera嫉妒

其美妙的談話聲，罰她只能重述別人對

她說的話。echo（回音）。

Hymen：婚姻之神。hymen（處女膜）。

P a n：牧神，地球上地位較小的神之一，

Hermes之子，他是半動物，有羊角和羊

蹄，而沒有腳，其出生地是Arcadia。

Pan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在夜晚的曠野

中，顫慄的旅客所聽到的聲音，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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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製造出來的。panic（驚慌）。

Proteus：Poseidon的兒子或隨從，有預測未來

和隨意改變自己的本事。Proteus mirabilis

（奇異變型桿菌，由Hauser於1885年提

出，之所以將此菌命名為Proteus，乃是

因該屬菌有一種獨特現象─swarm（爬

行），當proteus進行swarm的過程中，

菌的型態會由短且少的鞭毛，轉變為長

且多的鞭毛型態，由於這種型態上的

改變，而使Hauser聯想到古希臘的神祇

Proteus─一位具有變化能力的神，常以

多種面貌現人）。

Clotho：三位命運之神之一，是紡織者，專司

製造生命線。Cloth（布）。

Janus：羅馬人的神，好預兆之神，天國門戶

的兩面神，一面是年輕的，一面是年老

的。其月份是一月。January（一月）。

Demeter：拉丁名Ceres，穀類女神，兩位偉大

的地球之神其中之一，她是Cronus和Rhea

（Zeus的母親）的女兒，具有穀類成熟般

的金黃頭髮，因其唯一的女兒Persephone

司噴泉的少女，被Hades抓去地獄當太

太，傷心地從地球收回豐富的穀物，而

變成凍閉的荒漠，所以是收穫及財富女

神，也是傷心的女神。cereals（穀物）。

The age of gold, silver, bronze, heroes and iron：

人類誕生的故事有二：一是Prometheus

（Atlas之兄）塑造人類，而且到天堂

從太陽盜火下來，作為人類的保護，遠

勝於其大弟（Epimetheus）給予動物的

毛羽、力氣或迅速；另一故事是眾神親

自製造人類（五個時代的故事），以各

種金屬做實驗，由最優良的到好的，再

到較壞的，先是金人種、銀人種、銅人

種、像神的英雄，最後是鐵人種，就是

現在生存於地球的人種。金、銀、銅牌

的起源。

Pandora：Epimetheus之妻，眾神送給她一個

裝著瘟疫、憂傷和不幸及唯一的好東西

─希望之盒子，並禁止她打開，但因

Pandora具有強烈的好奇心，等打開盒

蓋，瘟疫、憂傷和不幸已飛出來給人

類，再蓋下盒蓋已經太遲了，只剩下希

望在裏面。到今日它（希望）一直是人

類在不幸中的唯一安慰。Pandora的盒

子。

Narcissus：愛上自己映在水中的美麗影子，致

淹死而變為水仙的美少年。narcissus（水

仙花）。narcissism（自戀症）。

Hyacinth：A handsome young man in Greek 

mythology was loved by the sun god 

Apollo。他們進行鐵餅擲遠，Apollo的鐵

餅被其情敵─西風之神Zephyrus吹回頭，

而擊中Hyacinth的前額致死，流出的血使

草地長出奇異的花朵─風信子。hyacinth

（風信子）。

Adonis：是掌管每年植物死而復生的一位非常

俊美的神，是Aphrodite和Persephone共有

分享的情人。打獵時被一頭野豬的大牙

刺死，滴出的血使草地長出豔紅色的花

朵─側金盞花。花期在2月到4月的早春

寒冷時期，所以有早春花的別名。adonis

（側金盞花）。

Tantalus：Zeus之子，因洩漏其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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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罰立湖中，水泡到下巴邊，口渴想喝

水，水就減退；肚子餓想摘頭上的果

子吃，樹枝就昇高，使他十分難受。

tantalize（使看得著得不到地難受）。

Sisyphus：希臘古國王，因生時作惡多端，

死後墮入地獄，被罰推石上山，但推上

又滾下，永遠如此勞苦不已。Sisyphean

（永遠徒勞無功的）。

Achilles：其母親Thetis（海洋的老人Nereus和

Ocean女兒Doris之五十位女兒之一）當

他出生時，為了使他刀槍不入，將他浸

在滿河黑水的Styx河（river of hate），但

由於她的疏忽，沒有留意到她所抓住的

足踝，沒浸到黑水，以致後腳根Achilles 

tendon為其致命傷。

Chimera：獅頭、羊身、龍尾的噴火怪獸，衍

伸為拼湊出的物體。

（作者係母院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院

耳鼻喉科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資格：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大學職能治療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具有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執照者為佳。

　　　3. 五年內曾發表職能治療學相關領域之SCI，SSCI論文。

（二）工作內容： 負責本學系兒童職能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含大學部及碩博班之課

程）、研究（含研究生之指導）與服務。

（三）檢具以下資料（紙本一份及電子檔光碟一份）：

　　　1. 履歷表、相關學位及證照證明

　　　2. 著作目錄（含抽印本或論文）

　　　3. 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4. 推薦函兩封

　　　5. 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

　　　備註：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

專任教師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
form.html下載相關表格。

（四）截止收件日期：民國99年1月15日下午6時以前。

（五）寄件地址：台北市100徐州路17號4樓　臺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

　　　　　　　　林克忠主任　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連絡電話：（02）3366-8183　傳真：（02）2351-1331
　　　網　　址：http://w3.mc.ntu.edu.tw/~ot/
　　　聯絡人：郭文雀小姐（E-mail：kuowenc@ntu.edu.tw）

（七）預定起聘日：民國9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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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政郁

本
期首先由許清曉校友漫

談自己所罹患的真性多

血症，雖是漫談，卻像更新版

的綜說，讀來獲益匪淺。醫

師本身生病，有的是最好的病

人，有些卻是最不遵守醫囑的

病人，看來許校友為我們樹立

一位好病人的榜樣。景福基金

會一直努力在增進校友們之間

的情誼，感謝奇美醫院邱仲慶

院長鼎力相助，許文政校友熱

心參與，敬請校友們不吝建

言，鞭策景福基金會成為母校

與校友們之間更好的橋樑。蘇祐達校友再度帶領著我們神遊於42.195公里的美麗旅途，能夠結合興

趣、運動健身、社交與旅遊的活動，真是太令人羨慕了！臺大醫科1960畢業的校友所舉辦之同學

會，真是最為人知，最為成功的！後輩的校友們不該只有「大丈夫當如是也！」之嘆，也要身體力

行，群起效法之。許清曉校友再度出擊，帶領大家到多明尼加觀光旅遊，參觀哥倫布兒子的宅邸，

以及欣賞難得一見的中美洲美景。黃英峰校友思親之情躍然紙上，猶如野地的星星亮晶晶、孤零零

地掛在天邊。王永祥校友近十年來，戮力以河洛台語填寫世界名歌，期許大家更有自信地發現台語

音韻之優美，令人敬佩，看到台語版的『荒城之月』自然會唱，若只會北京語版的，似乎不夠完

美。最後由本人整理「與醫學、英文有關的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希望對新進的醫學生有所幫助，

也鼓勵他們讀讀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作者係母院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院耳鼻喉科教授）

編 後 語



2 0 0 9年臺灣大學
醫 學 系 白 袍 典 禮

時　　間：2009年9月19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大廳

攝　　影：喬士明

▲醫學生們宣誓

▲白袍授予典禮

▲楊泮池院長致詞

▲陳明豐院長致詞

▲黃天祥主任致詞

▲醫學生們認真聽訓



2009年臺灣大學醫學系白袍典禮後合影（2009年9月19日）　　　　（喬士明　攝影）

台大醫院骨科部醫局全體同仁合影（2009年10月15日）　　　　　　　（喬士明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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