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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致詞

▲台大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致詞

▲（左起）張秀蓉教授、施純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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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作品名稱：布囉唆精靈

作　　者：吳孟芸

地　　點：B1走道牆面

創作說明：健康森林裡的精靈，走出森林的木

屋，在醫院走道裡一一亮相，設置於牆面上，提

供溫馨可愛的視覺對話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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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啟示錄
─吉爾伯特泰勒博士的奇蹟

文／黃宗正

一
位哈佛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科的神經

解剖研究員吉爾伯特泰勒博士（Dr. Jill 

Bolte Taylor），在1996年中風，11年後（2007

年）出版了一本書：My stroke of insight。她

的中風經驗提供了醫學界對人腦功能的新洞

見，因此出版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她在1996年12月10日早上醒來時，發現

了大腦功能紊亂，事後知道是左半邊的大腦

血管破裂出血。在那4個小時過程中，她看到

大腦逐漸惡化的過程。她逐漸喪失走路，說

話，閱讀，書寫等能力，並常進入一個「個

人與宇宙融合為一」的狀態。

她有一個弟弟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

做為一個姐姐，以及一個科學家，她常想了

解為什麼我們會做夢？我們可以將夢想和現

實連結起來，更有可能讓夢想成真。而弟弟

的大腦是怎麼了？精神分裂症使他不能將夢

和普通的現實結合起來，反而成了幻想。因

此，她致力於研究嚴重的精神疾病。她在哈

佛大學精神醫學科研究。實驗室中，她們研

究憂鬱症、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患者的大腦

控制功能和正常的人有什麼區別？人的「微

電路」──大腦內，哪些細胞和哪些細胞是

有聯繫的？通過何種化學物質連繫？這些化

學物質的數量如何？因此，她平時的生活充

滿意義，因為白天從事這種研究，但在晚上

和週末，她為全國精神疾病聯盟從事宣傳工

作。

人腦分為左右兩半球。根據過去的研

究，吉爾伯特泰勒博士認為右半腦的功能就

像一個並行處理器，而左半腦功能像串行處

理器。兩個半腦互相溝通是經由約3.0億軸突

纖維構成的胼胝體。但除此之外，兩個半腦

是完全分開的，他們處理的信息不同，思考

不同的事情，各有非常不同的特性。右半腦

負責現在的事情，就是“在這裡，現在”，

它是圖象思維。它是一種能量的形式，通過

身體的運動及感覺系統來感知，將無數抽象

的拼圖整合起來，呈現出現在看起來是什麼

樣子，此刻是什麼氣味和滋味，聽起來像什

麼等。「我」是一個能量，連接到所有週邊

的能量。通過右半腦的感覺，我們都是一個

個互相聯繫的能量體，像一個大家庭。此時

此刻，在這裡我們是一體的，美好的。

而左半腦的思考是線性、系統及邏輯

的。它關連到過去和未來。它從無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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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訊息中提取細節，然後綜合、組織這

些細節，與過去經驗聯結，並投射到未來。

它以語言來思考，經由無數持續不斷的內在

對話，將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連結。這些內

在的對話包括：「嘿，你要記得下班回家時

買香蕉」，「今晚要記得洗衣服」等。而可

能最重要的是一種聲音：「我是…」，這個

聲音讓我變成獨立的個體，和其他能量分

開。而這部分就是她在中風當天失去的部

分。

中風當天她醒來後，感覺左眼很疼。那

是一種如錐刺之痛，一陣一陣，先是緊緊揪

住，然後再釋放。於是她想應該起身運動一

下。因此，她起床，跳上健身器材，那是一

個全身一起運動的機器。正當運動時，她突

然意識到自己的手像原始的「爪子」一樣，

抓著扶手。然後觀察到「身體像一個奇怪的

東西」，不像平常對真實世界的感覺，好像

是從一個神秘的空間裡在看自己的身體，非

常特別。由於更加疼痛，她便下來往浴室

走，想去淋浴。走過起居室時，她意識到體

內的所有活動都緩慢了下來，每走一步都非

常僵硬而緩慢。由於有了這種約束，她注意

到了體內的系統。站著淋浴時，能十分確定

的聽到體內的對話。聽見一個小小的聲音

說：「好了，肌肉，現在你們必須運動」；

「肌肉，你放鬆」等。接著她失去平衡，必

須倚靠著牆壁站立。當她低頭看著手時，發

現已經無法感覺身體的界限。她不能確定從

那裡開始和結束，因為手上的原子和分子，

都和牆上的原子和分子融合在一起了。能分

辨的只有一種「能量」。

她問自己，這是怎麼回事呢？究竟發生

什麼事？在那一刻，大腦完全安靜，就像按

了遙控器上的靜音按鈕，很寂靜。剛開始她

發現身處寂靜中，非常吃驚，但馬上就被那

種宏大的能量所迷惑了。因為不能感覺到身

體的界限，自己變得非常巨大和膨脹。它是

一種「美好的存在」。

然後，突然左半腦回來，發出訊息說：

「嘿！我們有問題！需要協助！」。但隨即

立即漂流到那（右半腦相關）的廣大意識，

那裡很漂亮。當下任何壓力都消失了。外部

世界的所有聯繫，以及那些聯繫有關的壓力

都沒了。一下子丟掉了她37年的情感包袱！

然後，再一次，左半腦說，「嘿！你

一定要注意。我們必須尋求幫助。」因此，

她走出浴室，機械式的穿上衣服，邊走邊想

「我得去上班，我得去上班，我能開車嗎？

我能開車嗎？」那一刻她的右手完全癱瘓。

然後她意識到，「哦，天哪！我中風了！我

在中風了！」而接下來她的大腦對自己說：

「哇！這太酷了，這太酷了！有多少腦科

學家有這種機會，從裡到外，研究自己的

腦！」然後另一個聲音出現：「但我是非常

忙碌的女人！我沒有時間中風！」所以她

想，「好吧，如果我不能阻止中風的發生，

就這樣休息一兩個星期，然後我會回到我原

本的生活。所以，我得請人幫助。我得給單

位打個電話。」但是她已經不記得單位的電

話號碼，但還記得工作室有名片。因此，

她進入工作室，拿出了一疊厚厚的名片。

沒想到看到不是電話號碼，而是一堆像素

（pixels），這些像素還和背景的像素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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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一時難以分清。她只好等待，突然會

有片刻她恢復辨別力，可以分辨哪張卡片不

是，但效率非常緩慢。至少45分鐘後才找到

她要的名片，那時她已經無法辨別數字，只

好對著電話及卡片上數字的形像去撥打電

話。

最後，整個號碼被撥出了，她的同事拿

起電話說：「嗚嗚嗚嗚」。她心想這聽起來

像一個金毛狗在叫。在她心中很清楚想說：

「我是吉爾！我需要幫助！」只是最後說出

來卻也是：「嗚嗚嗚嗚」。換言之，當時她

已經不能說或理解的語言。幸好同事了解到

她需要幫助。一會兒後，她被救護車迅速送

到麻州綜合醫院。到達時她覺得自己像個殘

餘一點空氣的氣球，最後完全沒氣了，即將

離開世間。

當天下午她再度醒來時，很震驚地發現

自己還活著。精神狀態在兩個非常相反的時

空中飄浮著。透過感官系統而來的刺激讓她

感到痛苦。光線像野火一樣燃燒她的腦，聲

音非常吵雜而混亂，以致於無法區別，令人

想要逃走。因為無法辨別身體所處位置，她

還是感到巨大的擴張，像一個精靈剛從瓶子

獲得釋放。靈魂自由翱翔，像鯨魚在安靜而

快樂的海洋裡翻騰。她覺得看到了天堂，不

想重新擠回到這個微小的軀體裡。

但後來她意識到：「我還活著！我還活

著！如果我能找到天堂，而且我還活著，那

麼活著的每個人都能找到天堂」。她開始想

像了一個世界，充滿美麗、和平、慈悲，當

中的人知道他們隨時能夠到這個空間，他們

可以自己選擇要到左半腦思考的世界，或右

半腦安詳的世界。這樣的洞見是上天賜予的

何等珍貴的禮物啊。於是，這個洞見成為她

恢復的動力。

兩個半星期後，外科醫生開刀清除了像

高爾夫球大小的血塊，這血塊一直擠壓著她

的語言中樞。之後她花了8年才完全恢復。

吉爾伯特泰勒博士中風後產生的洞見可

以給人們深刻的啟示。人類的研究中，限於

倫理，目前無法複製這樣的「實驗」，因此

彌足珍貴。她的經驗讓我們知道，我們擁有

豐富而細緻的左右兩個半腦，各具獨特的能

力。我們有可能選擇在世界上成為希望成為

的人，可以選擇跨入右半腦所反應的意識領

域，也就是宇宙的生命原動力；或者選擇步

入左半腦反應的意識領域，在那裡成為一個

個體─「我是…」，從流動中分離出來。雖

然就一般人而言，跨入右半腦意識領域需要

一些條件（如靜心的訓練），才能有某些體

會，而一個清晰思考的左半腦也同樣需要訓

練，但吉爾伯特泰勒博士中風後產生的洞見

的確值得吾人深思體會，是不是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需要在適當的時刻，選擇進入左或

右半腦的世界，讓我們除了能實現自我外，

也有超越自我的可能。

（如想進一步參考，可查詢：http://www.

ted.com/talks/lang/eng/jill_bolte_taylor_s_power

ful_stroke_of_insight.html）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6年畢業，現任台大

醫院精神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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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多明尼加義診之行
文／許清曉

老
友江漢塗邀我參加3月5日開始的北美洲

台灣人醫師協會國際義診，到加勒比海

的多明尼加共和國。以前聽過美國的台灣醫

師有國際義診活動，但不知其詳。只知道漢

塗是箇中老手，組織過好幾次義診。我剛退

休無事、又好奇，一口答應。

這義診是由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

ation, NATMA）所推行一年一次或兩次的

活動，從3月5日開始，到多明尼加共和國，

「義診」幾天，之後，10日開始在當地觀

光，14日離開，看了團員的部分名單，有內

科、小兒科、婦產科、外科、泌尿科、骨

科、耳鼻喉科、整型外科、牙科、藥劑師、

針灸師等專業人員，得知多半是夫妻檔。共

有61名，醫師就有41人，應該有很多是每年

參加的已退休人士。

行前寄出旅遊觀光部分的費用，由當地

旅行社負責安排（來回的機票及義診時的旅

館費及飲食是自付）；再找出醫師證件，寄

給台灣駐多明尼加大使館的韓秘書。五日清

晨離開DFW機場，當天中午到Miami轉機，

三點到Dominica Republic（D.R.）首都Santo 

Domingo。由當地台灣技術團員許文苑、林世

欽兩位，等候從美國各地飛到Miami，再坐這

班機來的義診人員十多名，送往當地一流的

旅館 Hotel Occidental El Embajador，是外國總

統來訪時住宿的。

進入旅館內第二樓層，大多數房間是由

義診團使用。有一間門口有中華民國國旗及

D.R.國旗，裡面擠了十多人，正在工作桌前忙

著給一堆的藥品貼標籤。看到隔壁一間幾十

箱，才逐漸感覺到這些義診活動前的安排：

藥品的需求量預估及購置、團員招募及接

送、行程安排、當地工作人員的招募及聯繫

等等，「看診」表面下所花的功夫是很大，

要有經驗，又要有人花很多時間事前鋪路才

能順利進行。

當晚，外科系的人員則到當地一家軍醫

院，對明天要在該院執行免費手術的案例進

行瞭解。其餘的到一房間集合，討論如何作

病歷記錄、如何給藥。當地台灣商會會長張

醫師，及台灣大使館的韓秘書也來臨，介紹

其他主要當地工作人員。還提醒我們，該地

Hotel Occidental El Embajador正門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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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生活的「節奏」和我們的不盡相同。

聽麻醉科的江漢塗說翌日一天，七、八

位外科醫師就會做23例的免費開刀。外科的

免費手術及牙科治療，是當場能看出實效的

義診活動。至於內科的野外診療，從我過去

在花蓮山地義診經驗，因為只能測血壓、問

診，結果都只能給就診的「病人」分發高血

壓藥物，止痛藥、咳嗽藥、維他命、胃藥、

抗生素藥膏等等；而且也是給越多越受歡

迎。相信在D.R.也是一樣，以後的三天會到

Manoguayabo、El Seibo、Vincente Noble三個

不同鄉下地區發藥。

當晚就遇到畢業之後就沒見過面的葉思

雅醫師，他是成功中學及醫學院高我一班畢

業；又初次遇到實習醫師時期指導過我的許

登龍醫師（高我兩屆）的弟弟，許左龍牙醫

師；還遇到早我約五期的已過世陳秋江醫師

的弟弟，陳明恭醫師。

我初見到人就攝影半身加上名牌（mug 

shot!），相片輸入電腦內，放大就能清楚地

看出名字，如此，這麼多新面孔和名字都不

會脫節。這是繼電腦徹底革新人類活動方式

之後，數位相機給生活帶來的方便。

Manoguayabo距離首都才10公里，El 

Seibo是在東方130公里，Vincente Noble則是

在西方180公里處。每到一處，得搬運牙科

及檢查用桌椅，又全體照相，看診的時間每

天不會超過6小時。除一位黃醫師精通西班牙

文之外，其餘每一位都有當地志工陪同當翻

譯。我有技術團的許文苑先生替我一句一句

翻譯，第一天看了36人，第二天就增加到51

人，是因為學會了問診發藥的要領。

看診的地點有兩處是學校。發現廁所沒

有水，可想像每個馬桶沒沖水的樣子。想到

學校的廁所無水，怎麼能談到衛生教育？這

倒提醒我，義診本來就是對弱勢族群、落後

地區的援助活動，這些景象應該是常態。更

原始地區，可能還得用三張雨傘代替廁所。

D . R . 是 在 迦 勒 比 海 中 古 巴 東 方 ，

Hispaniola島上的民主國（一黨獨霸是在1996

年才在其他國家壓力下終止），哥倫布在

1492年第一個發現殖民的美洲地區。鄰國

Haiti佔了島的左邊三分之一的面積。D.R.全國

人口950萬，移民到美國的人數達120萬，他

們寄回國的金錢達全國GDP的十分之一。從

海地這個最窮的國家逃到D.R.的人口有八十

萬，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國民義務教

育12年。HIV感染率是全體國民的1.1%（2007

年底估計。美國華府的感染率高達3.3%）。

細菌性胃腸病、typhoid、A型肝炎、Dengue、

leptospirosis，等是常見的傳染病。瘧疾仍然

存在。

出乎預期的是，蚊子不如想像的多，或

可怕，瘧疾或登革熱似乎沒有人談。行前考

慮要先服用預防瘧疾的藥，是多餘的了。有

防蚊藥噴就可以。根據去過中美洲幾國的漢

塗說，D.R.是各國當中生活水準較高的。

D.R.的觀光業在這地區幾個國家中最發

達，有很好的高爾夫球場，工作人口的七分

之一的是在觀光業，全國人民收入的65%是來

自服務業。市內casino很多，但是看來蕭條無

人。糖、咖啡是主要產品；稻米技術由台灣

導入，年可收穫三次。心想，它的土地面積

是台灣的兩倍，看來是有一片熱帶平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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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台灣四分之三是山地；又是三面海洋，應

該農產品、海產品豐富，又沒經過戰亂，不

需隨時備戰，可是為什麼鄉下地方這麼窮又

落後？都市內電力供應不穩是共知的，魚類

還從中國輸入。看到鄉下貧窮，每人平均年

收入還有美金8,500元 （2008年通貨膨脹率達

12%！），應該是貧富差異很大。幾天後坐

巴士觀光市內，看到高級公寓的月租費是美

金一百元，較窮的國民住宅月租費是美金10

元，這差異其實不大，可能是導遊給我們看

些比較可供外人參觀的。

往Vincente Noble途中，在Azua看了一家

台灣人出資建立的「台灣醫院」（Hospital 

Regional Taiwan）。它看來很新，應該可以容

納一兩百床，可惜不能入內，不知內容設備

如何、人員素質如何、維護如何。雖然是星

期日，看到整個醫院似乎沒有人在工作的樣

子，又想到學校的衛生狀況，不禁擔心。

經大使館張皓鈞先生說明此地華人兩

萬，台灣人一千，但華語學校是台灣辦理的

比較優質，中國人的小孩現在也逐漸到台灣

的華語學校

上課。張先

生又說近年

來美國的經

濟不景氣，

到美國求發

展的多明尼

加黑道流氓

紛紛回流，

以致治安敗

壞，去年華

人被謀殺20人，今年已五人，晚上最好不要

外出。中南美的治安不如日本、歐洲，觀光

旅館的警衛都是帶槍的，taxi也不敢坐，我們

當然沒有夜間逛街的念頭。

3月9日已經沒有「義診」的安排，上午

只有十幾位到軍醫院聽醫學演講。其餘的在

旅館休息，到中午大家坐巴士到兒童醫院參

加「義診閉幕典禮」，門口有彪悍眼銳的官

方保全人員把關，應該是有該國第一夫人蒞

臨，要主持典禮。可是到達之後才被告知，

Dominica Republic地圖

在Azua的「台灣醫院」（Hospital Reg-
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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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完畢了。很好奇，義診醫師們不在，是

怎麼開完閉幕典禮的？可能是為他們自己上

百名這次義診的志工閉幕；也可能是生活

「節奏」不同，聯繫出了問題；也說不定是

一種外交語言。只好在醫院吃他們餐廳的沙

拉小buffet。結果這頓中餐也出了毛病，吃

完之後一天內有12位團員腹瀉。以後連高級

旅館內看來好吃的料理，不是煮熟就不太敢

吃，飲料不是瓶裝、罐裝就不敢喝，加冰塊

的飲料也不喝。

下午到多明尼加台灣商會，不只接受他

們招待，還有機會讓幾位醫師給醫學講座。

臨時也徵求內科醫師看病人，很驚訝他們的

台語還是很道地的。

翌日開始，到13日晚上為止是我們到兩

個風景區，La Ramona及Samana的resort hotels

觀光的節目。只剩四十多位要旅遊，因為已

經有十多位離開D.R.，回美國去了，他們是純

粹來義診的。

義診結束時，正發生在台灣生長的駐

加拿大外交官，被揭發有挑逗族群意識及辱

台叛國的違法言論，竟然有政府官員稱為

「言論自由」；之後，更有黑道份子公然出

現保護這種畸形病態人物，令人駭然。憂心

的是，國內法律、警察哪裡去了？以後如何

向小孩推行法治精神、是非觀念、以及國家

認同的教育？國家有內憂外患，處境的確是

困難，只幾個貧窮小國有正式交往，看到這

些為台灣努力的外交人員，更是令人敬佩。

在逆境仍能堅持理念，忠於職守，才值得尊

敬。

短期的義診本來就是意義重於實質，是

對弱勢族群同情心的表達，善意的呈現；以

台灣名義前往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也是要和

當地大使館合作，為台灣艱辛的外交提供一

絲絲的助力，增加「台灣」的visibility，加強

該國人民對台灣的好感。對我個人，參加義

診團，每天在晚間宴席、工作、坐巴士、或

旅遊的時機，和團員們交談，結識很多新朋

友，是同樣的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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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席中結識新朋友不包括外科組的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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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英倫與周邊及隨感

文／林洪謙

我
參加過一次英格蘭、蘇格蘭旅行團，還

有二次歐陸旅行團從倫敦開始，都有

所謂半天的London City Tour，但總覺得這樣

看人文薈萃的倫敦實在不夠。因此趁2008年

五、六月間，在英國玫瑰花盛開的季節，也

趁我們還能爬上爬下，買了英國鐵路Pass，叫

BRITRAIL。在倫敦前後待了一週，繞了一圈

英國，也以渡輪過去愛爾蘭，搭火車橫過愛

爾蘭，做了所謂Temporary Local式的旅遊。因

篇幅有限，拙文只介紹倫敦及從倫敦做一日

遊幾處的觀感。

英國的正式國名是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面積24萬

4千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六倍多，日本的

三分之二。人口六千多萬。大倫敦有5個機

場，倫敦的捷運（地鐵，叫underground，或

tube），有12條路線，289站。倫敦的捷運是

世界最早的，1863年就開始營運，火車站即

有14個都與捷運連接，環狀地圍繞著倫敦。

當然也有巴士網，所以大倫敦的交通相當複

雜但方便，可與東京比美。搭捷運買所謂

Oyster Card是像悠遊卡，先付錢，方便又省些

錢。

倫敦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是英國王室

的教會。自1066年諾曼征服以來，歷代的加

冕式在這裡舉行。Diana王妃的葬禮也在此

舉行。現在仍每天有禱告與崇拜儀式。這次

我們租了Audio Cassette可按自己的速度對

照各雕像文物聽其講解，又看說明書，確認

沒有遺漏什麼，所以在這裡就待了一上午。

本寺院除了許多王族，如亨利七世、伊利莎

白一世的雕墓以外，還有許多英國史上留名

的名人之墓。如“政治家巷”埋著Benjamin 

Disraeli等，“音樂家巷”有韓德爾Handel

等。較為人知的“詩人的角落”有英詩之

父，喬塞Geoffrey Chaucer、但尼生Alfred 

Tennys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莎士比

亞William Shakespeare即因他特殊的地位，

雖沒葬於此，也有他的雕像。寫傲慢與偏見

的奧斯汀Jane Austen也沒葬於此，但在壁上

有她的名牌。在中廳Nava地上可看到兩大科

學家，牛頓Sir Issac Newton與達爾文Charels 

Darwin的墓牌。我們在此徘徊，緬懷故人思

考他們對人類的貢獻。

倫敦塔Tower of London：是征服者威廉

時代完成的城堡，當宮廷使用，但歷史上以

當監獄、拷打、處刑之處而聞名。最著名的

事大概是與羅馬教廷決裂，自立為英國國教

教主，伊利莎白一世的父親，亨利八世在此

處死他的第二任及第五任妻子（皇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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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走進時，剛碰到穿紅色制服的守衛

導遊，俗稱Beef Eater將過去宮廷的血腥故事

說得引人入勝。珍寶館展示的王冠、珠寶，

當然是必看的。我們發現現在是站在自動步

道上看的，所以不會像以前許多人擁擠在一

起，但在同一地點的時間也是一定的。走出

倫敦塔後，我們還去塔橋Tower Bridge的步

道走，有行人道可以走過去，並看周遭的景

色。

聖保羅大聖堂St. Paul’s Cathedral: 1666年

倫敦大火災，燒毀了舊大聖堂。因此由當時

的大建築家Sir Christopher Wren設計，從1675

年花35年蓋了這高111公尺、寬74公尺、深

157公尺，圓頂直徑約34公尺，大小僅次於梵

諦岡Vatican的聖彼得大聖堂，莊嚴又富麗堂

皇，1981年Charles王子與已逝王妃Diana的婚

禮即在此舉行。我們也租了Audio Cassette，

有許多名人的墓雕。最顯著的是大英帝國的

二大功臣，1805年在Trafalgar打敗法國（拿破

侖）、西班牙聯合海軍而殉國的納爾遜Lord 

Horatio Nelson與1815年在滑鐵盧Waterloo打

敗拿破侖的威靈頓Duke Wellington，他們二

人的巨大紀念雕像。在地下室又有他們二人

的靈柩。還看到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的壁雕與發現Penicillin的佛來明Sir Alexander 

Fleming在壁上的墓碑。沒葬在這裡的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也有他很特殊的紀念鐵門。

我們還走298級階梯到Whispering Gallery（因

在此細語，對面也可聽到而名），看圓頂下

雕像構造，並再走上二百多級到圓頂外的

Stone Gallery遠眺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及周

圍的景色（圖一）。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這號

稱收藏200萬年人類歷史文物最著名的博物

館，於1753年創設，免費還可照像。要詳看

要幾天的時間，我們只有一下午，只能走馬

看花，儘量先看所謂「Don’t Miss」的展覽

物。所收藏的木乃伊似乎沒比開羅的埃及博

物館少。這裡有1799年法國人發現，於196BC

所立叫Rosetta Stone的政令石碑，因並用古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希臘文及其他文

字，所以學者由此開始解讀失傳了的古埃

及文。有很多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如

亞述國Assyria的文物。雅典衛城Acropolis的

Parthenon神殿，因於1687年土耳其軍隊炸藥

炸壞而屋頂部份的裝飾流失。除了Acropolis

本身的附屬博物館外，還分散到巴黎羅浮宮

Louvre，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館及大英博物館，

而以這裡的收藏為最多，還特闢一大Room 

18專放這些（圖二）。我們湊巧這四處都去

了，所以有如將拼圖拼起來的“錯覺”。有

一很特殊的木乃伊是在埃及沙漠墓地發掘，

年代測定為5000年前的，他有紅毛暱稱Ginger

圖一：在聖保羅大聖堂的圓頂外眺望泰晤士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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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是高溫乾燥下造成的自然木乃伊，

皮膚看起來還好。東方的東西也不少。總

之，不管是強取、巧奪或賤買，英人搜括了

許多世界各地的寶物、古董。還好，可免費

參觀，但歡迎捐獻。1215年King John所簽的

大憲章Magna Carta為君主立憲或所有憲法的

根本來源。1848年馬克思Karl Marx，在大英

博物館以德文所寫的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等文獻，現在都搬到大

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這次無緣親自看

到。

自然歷史博物館The Natura l  His tory 

Museum：是回到倫敦後第一個跑來的地方，

建築外觀的格式與裝飾做為這類博物館再適

當不過，進去大廳就被所看過的最大恐龍骨

骼diplodocus所吸引（圖四）。所展覽的恐龍

骨骼有幾十具，而訪客在巧妙設計的半空中

走道走，不必抬頭就可觀賞這些巨大的恐龍

群，光是這個部份就可當一獨立博物館了。

本館分成Life與Earth兩大部份，也有數不盡的

各種動物，包括鯨魚的剝製標本等。也沒忘

記與達爾文的雕像照個相留念。看過紐約、

華盛頓、洛山磯、柏林等地的自然歷史博物

館，但與倫敦的比，都是小巫見大巫。英國

人在19世紀中葉就開始大規模搜集研究。美

國比起英國在這方面是小老弟，很可惜我們

只能在這裡待3小時。

Victoria & Albert Museum：這以維多利亞

女王與她夫婿亞伯特王子命名的博物館，與

自然歷史博物館比鄰，而規模不相上下，雖

謂以全世界裝飾美術為其收藏主體，但其實

包羅萬象，雕刻、繪畫、珠寶及各種文化背

景的文物應有盡有，尤其收集很多中東伊斯

蘭國家來的東西，還很意外地看到義和團之

亂後，八國聯軍所掠取的清朝一皇帝雕漆木

圖二：大英博物館的收藏雅典衛城神殿屋頂

下的裝飾。

圖四：恐龍diplodocus幾乎全整的骨骼。

圖三：5000年前在埃及沙漠自然造成的木乃

伊“G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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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座，皇帝椅也（圖五）。原為俄國大使所

有，輾轉由此博物館所購。

倫敦其他景點

我們也去以Speakers' Corner著名的海德

公園（Hyde Park）。這次主要目的是去看戴

安娜（Diana）這薄命美人的紀念噴水池，

整個設計以崎嶇高低不平的水面，造成快慢

旋渦的水流，而最後歸於平靜，以象徵她的

一生。Queen Victoria的夫婿Prince Albert的

富麗堂皇、金璧耀輝的紀念碑就在附近。我

們也再去遊客必到的熱鬧的Piecadilly Circus, 

Convent Garden，有Nelson大雕像，海軍門的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國會及白

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外等處逗留。看

那些巍峨美侖美奐的建築物、紀念碑，深深

感到過去大英帝國的威力與財富。

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

從1066年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英格

蘭後九百多年英國王室的宮殿與城堡。從倫

敦搭火車可做一日遊（圖六）。現可參觀處

為State Apartments, Queen Mary’s Dolls’ House 

與St. George’s Chapel教堂等。如女王蒞臨就

不能參觀。State Apartments仍用於接見、宴

款外國使節所以很豪華。St. George教堂也很

特別，王室成員葬於此。亨利八世與第三任

因產後感染而死亡的妻子（皇后），葬於唱

詩班處。如有時間也可去著名的Eaton College

（雖叫College，但為住校中學，於15世紀創

設，有18位首相為校友），可惜我們那天沒

有足夠的時間。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英國舉世聞名的大學有牛津（Oxford）與

劍橋（Cambridge），不相上下。因已去劍橋

二次，這次該去Oxford，這也是從倫敦可做一

日遊。Oxford大學城，據說是八世紀初Saxon

王女Frideswide在此建修道院（今之Christ 

Church）為築城之開始。Oxford University有

最早的Merton College, New College, Bodleian 

Library等等，許多古色古香的大學建築物

（圖七），與最新的商店比鄰共存，而並不

顯得有不調和之處。Oxford市政府內有一小博

物館叫Museum of Oxford對英國人的來源有詳

圖五：八國聯軍時被掠取的清朝一皇帝雕漆

大寶座。 圖六：溫莎城堡雕像為維多利亞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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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展示。

布萊頓Brighton

在倫敦南方約85公里人口20萬的都市，

從1750年代就是上流社會夏天的遊玩地。海

灘的Promenade遊步道又長又寬，沙灘也很

深廣。Pier突堤碼頭長約300公尺是一大遊樂

場。有一很特別的皇宮叫The Royal Pavilion是

George四世，花40年於1837年所建的離宮。

外觀是印度回教式（Indian-Saracenic）（圖

八），而裡面的裝潢為那時代的中國式裝飾

與傢俱，非常講究精巧，不亞於其他歐洲皇

宮，鄰接著也有該市免費可參觀的博物館、

美術館。

格林威治Greenwich

在倫敦東南不遠處，有對大英帝國的

發展大有貢獻的舊海軍學校（The Old Naval 

College）、國立海洋博物館等。但來此的主

要目的是看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所在地的舊天

文台（Old Royal Observatory）。1884年國際

子午線Meridian會議決定，以此點為經度零，

則東經西經由此算起，所以在這裡可以足跨

東西兩半球（圖九）。

英國簡史及隨感

約5,000年前就有造著名的Stone Henge

的不知名原住民。約2,800年前Celt人由歐陸

到今英國。公元43年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州，

叫Britannia。公元375年，Anglo Saxon族由

歐陸侵入。公元410年，羅馬軍撤退。公元

449年，Anglo Saxon族征服Celt人，但分成七

個小王國。到10世紀後半英格蘭王國幾乎統 

一。公元1066年，諾曼第的Duke Normandy，

在Hastings打敗英格蘭王Harold成為英格蘭

的威廉一世（William I），就是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公元1167年，

Oxford大學創立。公元1207年，Cambridge

大學創立。公元1215年，King John簽了大憲

章，承認臣民的自由與權利。公元1277年，

Edward I征服威爾斯，但要到公元1536年才完

全統合（合併）威爾斯。公元1296年Edward I

遠征蘇格蘭。公元1314年，蘇格蘭軍打敗英

格蘭軍。公元1328年，Edinburgh-Northampton

圖七：牛津大學古色古香的校區（這張是照

了明信片的）。
圖八：布萊頓Brighton外觀為印度回教式的離

宮The Royal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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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英格蘭承認蘇格蘭之獨立。公元1502

年，英格蘭王女下嫁蘇格蘭王James IV。公元

1603年，蘇格蘭王James VI，即位為英格蘭王

James I，此謂Union of Crowns。

公元1707年，Act of Union，蘇格蘭與英

格蘭“合併”成立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

亦即英國，且蘇格蘭國會解散，加入在倫敦

的國會。蘇格蘭人以後當首相的也不少，但

人口少很多，很難處處與英格蘭平等。所以

英國成為統一的英格蘭，不過約一千年，而

成為大不列顛才三百年。我們一向以Anglo 

S a x o n族稱之，但其實民族構成較複雜。

Anglo的Angles起源於今丹麥南部德國北部，

又Saxon即從今德國北部、荷蘭東部。諾曼

（Norman）即從北歐移到今法國北部的人，

而剛入侵英國時，他們是講法語的（有所謂

Norman Court）。然而他們畢竟英國化，有如

滿人入關後漢化。王族的情形有點不同，歐

洲的王族間很早就互相通婚，英、德可通婚

到俄、西。又如維多利亞女王的母親是德國

人，而她的丈夫亞伯特王子，根本是小她三

個月的表弟，今英女王Elizabeth II的夫婿是希

臘王子等。

英語為印歐（Indo-European）語系的日

耳曼Germanic Language的一支，難怪英國

人與德國人民族性相似，堅實、守法、守秩

序…等。與說Romance Language的法國、意大

利與西班牙人等不同。英國人為主所建立的

北美洲（美加）與西班牙、葡萄牙人為主所

建立的中南美洲（拉丁美洲）諸國的差異是

何等的巨大。英德雖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其

實是遠親。

英國歷史比起許多國算是短的，但對

現代文明的貢獻或影響是驚人的。公元1215

年，King John簽了大憲章，公元1235年，蘇

格蘭有國會Parliament一辭之記載（實際開始

召開之年不清楚）。公元1265年，英格蘭第

一次召開選出的國會。公元1753年，大英博

物館創設。18世紀末葉工業革命始於英國。

公元1829年，第一部火車出現。公元1838

年，發明郵票，於是有現代的郵政制度。公

元1859年，達爾文出版『物種的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公元1863年，倫敦地鐵開

始營業。

英國以一幾千萬人口的島國，在大航海

圖九：站在Greenwich經度零度線上，足跨

東西兩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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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爭奪殖民地，打敗荷、葡、西、法成為

霸主。除美國經由獨立戰爭，從英國分離獨

立之外，曾擁有的殖民地有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埃及、肯

亞、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巴

紐…等（恐還有遺漏），佔了全世界約四分

之一的面積，真是日不落國。怎麼會這麼有

辦法？明朝鄭和第四次航海（1413-1415）與

第五次航海（1417-1419），都到了東非，比

葡萄牙航海家伽馬（Vasco Da Gama）1497年

由里斯本（Lisbon）繞過好望角，經阿拉伯

海、印度洋發現所謂印度航路，到達加爾各

達Calcutta早八十餘年，而「中國」在清末竟

淪為列強的次殖民地。為何？

英語今天是世界最強勢的語言，不管

在政治、外交、國貿、學術、航空…等等分

野，都是最有用的。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

看不出會有其他語言會取代它的地位。不是

Natural Speaker的我們，在上初中後就得學這

不是母親講的話，這當然不簡單。難怪日本

有一作家戲言「世界中の子供が泣きながら

英語を習って居る。」（全世界的小孩在哭

著學英語），這不只與英美在人類歷史的貢

獻有關，與政治力也有關連。我過去開業時

的一Partner在越戰時曾駐軍沖繩，因此會些

日語，他跟我開過玩笑說「如果日本人打勝

了第二次大戰，他的日語會很好」，哈哈！

生來就講英語的人，也很多是「分福氣」很

驕傲。約10年前，在瑞士hiking時，碰到一

澳洲人，問他會不會德語，他說「我沒覺得

我有學第二種語言的需要」。這是多麼不公

平呀，我們為了學別人的語言，花了多少時

間？

美國雖由英國獨立出來，然而英、美

是最好的盟邦。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幫英國

與德國作戰。今天美國人是以德國後裔為最

大族群，不是英國後裔。而德裔、日裔美

人，在第二次大戰中都效忠美國，與德日作

戰。加拿大、澳紐等很早就成為自治領，英

國在亞洲的許多殖民地，在第二次大戰中，

曾被日本佔領。戰後英國在亞非的許多殖

民地紛紛獨立。但他們也陸續加入已有的

大英國協，這現在已改名，只叫國協（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是53個「主權

獨立」國家的國際組織，保持良好的友邦關

係。

想想今日台灣與中國的僵局，雖是一廂

情願的想法，如中國不打壓台灣，讓台灣自

決，就是正名、獨立，因種族、歷史、文化

淵源的關係，不會成為兄弟之邦嗎？難道分

家而友好的兄弟關係，不如為了虛有其美名

的五代同堂，而大家心不甘、情不願地吃著

同鍋飯，妯娌勾心鬥角的大家庭嗎？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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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IVF巡禮
文／李清曉

每
人都有人生的夢，無論是失敗或成功

均能給以生涯之意義及樂趣。此是鄉

下開業婦產科醫師之追求“夢”而成真的茶

後雜記，並非科學論述。自民國45年至50年

於台大醫院婦產科完成住院醫師後，當時的

邱仕榮院長派本人至省立台中醫院擔任婦產

科主任及台大醫院兼任主治醫師，斯時省立

醫院與台大醫院有建教合作，隨而許子秋衛

生處長調派台大醫院小兒科主任，陳烱霖教

授擔任省立婦幼衛生所所長。陳所長要我兼

任該所第一組主任負責推行母親衛生工作。

當時台灣仍屬於較落伍之農業社會，出生率

為37.8‰，人口增加急激，為轉換成現代化社

會必須提倡家庭計畫，故將婦幼衛生研究所

與人口研究中心合併設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

會，簡稱“家委會”，由副處長之周聯彬博

士擔任執行長，我奉命在台中醫院婦產科行

臨床工作之餘，實施各種避孕方法，尤其是

子宮內避孕方法（Intrauterine contraception）

之長期效果以及社會之接受性。

1964年於New York舉行第二次子宮內

避孕方法之國際會議時，周聯彬教授派遣

台大醫院之魏炳炎教授與我參加發表台灣

之研究（見於Excerpta Medica Foundation, 

Ams te rdam 1964）。會後赴Bos ton郊外

之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它是世界上研究生物學之Mecca，

副所長Dr. Charles W. Lloyd曾駕臨台中督促我

去作Research Fellow，惟因工作繁忙而無法

成行。訪問研究所時適遇Dr. M. C. Chang（張

明潔），由他引導參觀後方獲悉Dr. Chang是

發現Spermatozoa之Capacitation聞名於世，而

Prof. Gregory Pincus已完成Mouse及Rabbit之

in vitro Fertilization及口服避孕方法。此時忽

然惹起我對於生殖醫學之微茫萌芽。1966年

經周聯彬教授之推薦再度赴美，於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之公共衛生學院修讀MCH 

& Population Dynamics之MPH課程時，Prof. 

Biggers之Reproductive Biology課更啟示了生殖

醫學之興趣。1978年Dr. Patric Stepto與劍橋大

學之Prof. Robert Edwards於英國鄉下之Oldam 

Hospital首創人類之IVF即Louise Brown之誕

生，令我覺得婦產科開業醫師也可以做到劃

時代之研究。

1987年於Australia之Melbourne舉行IVF 

Workshop時，我抱著無限之期待與夢想參

加，那是Monash大學辦的，但是淺學薄才，

對於IVF仍然是空白的。幸而遇到日本小松

市之Dr. Kato（加藤修）與高塚亮三博士（東

京大學生化學系），從此結緣成學問上之摯

友。我常想起認識一人是奇妙之緣份與命

運，因為它能左右人生之路程。Dr. Kato於

小松市開設惠愛病院，是婦產科專科醫院，

於1987年首次在自己醫院完成IVF，後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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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舉辦第三次Paul Katayana（片山）IVF 

Workshop，由東邦大學婦產科久保晴海教授

支援。身為開業醫師邀請海外聞名之學者如

Sydney之Dr. Robert Jansen, Dr. Harold Bourne

（Royal Women’s Hospital, Australia）以及國

內大學之學者集於自己的醫院，實為值得讚

揚之創舉。

我被邀參加而住在他的“根上町”的貴

府，從此倆人在婦產科領域或IVF互相砌磋

琢磨邁進於日新月異的醫療技術。此外履行

了家庭式交遊，他的尊父母親曾蒞臨我的寒

舍，我又常去訪問他的闔府。嗣後Dr. Kato陸

續發表IVF之成功個案，而成為日本最著名

之私人醫院。有鑑于此他於1989年，改設為

不孕症專門醫院，取名為“永遠幸Maternity 

Clinic”（Towako Maternity Clinic）。1990 Dr. 

Kato繼而在小松市舉辦第四次Paul Katayama 

IVF Workshop。Dr. Katayama曾畢業於日本東

京大學醫學院後赴美，在Johns Hopkins Univ

之Prof. Howard Jones處研究Endocrinology，後

跟隨Prof. Jones在Norfolk之Jones Institute研究

IVF後於Milwaukee開業，是極盛名的醫師，

我又被邀請參加，

此時聘請更多之著

名學者，如Cornell

大學之Prof. Jacques 

Coh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

Prof. Ricardo Asch, 

Perth（Australia）

之Prof. John Yovich

（Pivet）等等錚錚

頂尖人物。

Dr. Kato發明了Transmyometrial Ovum 

transfer（Towako’s method）而被邀去Los 

Angeles作特別演講，同時被Prof. Asch招待

去Laguna Beach之Dr. Asch之豪宅，我帶女兒

婉玲及男孩浩仁駕車陪同Dr. Kato全家人去

Prof. Asch家作客。在Laguna Beach逍遙並欣

賞California之一望無際之藍色太平洋之夕陽

美景，順路遊Disneyland及Universal Studio 

Park，實令人難忘。1993年Dr. Kato在東京新

宿開設Kato’s Ladies Clinic至今，現在每年IVF

個案將近壹萬人數，被稱為日本第一流甚至

可堪稱為世界知名之私人診所。我仍屢次在

Kyoto, Vienna, Vancouver, Sydney等等之IVF國

際會議見面敘述，傾聽其發表論文，甚感欽

佩。2011年在東京將舉行World Conference on 

IVF時Dr. Kato是主席，開業醫師躍成為主席

為罕見而破天荒之事，自始至今守望他的發

展與成就令人感到羨望與欽佩，同時偶而相

逢之人生，使我感到喜悅與歡喜，反觀自己

迄今未有成就而感到懺悔。無奈何只好老馬

加鞭孜孜求進。

Royal Women's Hospital,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affiliated)

不妊治療專門醫院の永遠幸マタニテ

ィクリニッ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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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與內人赴Australia之西海岸

都市Perth，參觀Pivet Medical Center（Perth 

IVF），為期兩星期，因為Dr. John Yovich

曾為英國之Hallam Medical Center（IVF）

之所長，同時在日本小松市之第四屆Paul 

Katayama IVF Workshop見過。Pivet又是極負

盛名之Clinic令我景仰嚮往。他著有一書，

名為The Management of Infertility.（Published 

by Heinemann Medical Books）非常暢銷，給

我作紀念。他對於男性不孕症素有研究，如

使用Pentoxyfylline於Oligospermia之病人。

I V F之實驗室非常繁雜且需要高度精密之

儀器及embryologist之技巧，反之臨床醫師

所扮演之角色較為簡單，中心之檢驗室由

Rohini Edirisinghe負責，她是Western Australia

之M u r d o c h大學之P h .  D，曾為N a t i o n a 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婦產科IVF unit 之Senior 

Embryologist。在兩星期之緊迫日程中，她

親切殷勤地引導介紹檢驗室各種設備及高

層次之檢驗，如Antispermatozoal antibody之

immunobeads test, Ionophore Challenge test等

等，一一詳細解說。我與她始終保持連繫交

流，於1997年我們婦產科醫院首次獲得衛生

署核准成立之人工生殖技術施行機構時，她

是我們的實驗室技術顧問，此後絡繹不斷來

支援。

1997年東京之東邦大學婦產科久保晴海

教授，曾經邀我去東京參觀他們的IVF unit。

久保教授是自日本第三屆之Paul Katayama IVF 

Workshop（1988）以來之老師，亦是日本IVF

及PGD委員會之主席。大學醫院之IVF與一

般私人醫院顯然不同，因為大學醫學中心必

須保持各科如產科、婦科或腫瘤科之平均發

展，其IVF工作不能過於擴充，惟東邦大學之

IVF是相當先進的。大學醫院無法實行星期日

或假日之Oocyte Retrieval or Ovum Transfer，

因此採用We e k  d a y之 f i x e d  S t i m u l a t i o n 

protocol。此外該院之IVSI成績斐然，為各界

所推許，曾與安邦裕司副教授來台作示範其

技術。值得提起的是東邦大學與附近之開業

婦產科醫院互相連繫作Satellite Transport of 

oocyte retrieval and ovum transfer。其成績尚待

統計學之商榷評估，但它提昇了一般醫師對

Reproductive Endocrinology之興趣與挑戰。日

本仍不允許作PGD，但東邦大學之PGD研究

是佼佼者。

2008年因偶然的機會到美國，a  mi l e 

high city，即Denver之Colorado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biology（CCRM）。它是美國首

屈一指之私人試管嬰兒診所，由Dr. William 

B. Schoolcraft主持，旗下有Dr. Eric Surrey, Dr. 

Debera A. Minjarez, Dr. Robert Gustafson之陣

容。之前他們在Denver Downtown之Swedish 

Hospital執業，2007年於郊外之Lon Tree新蓋一

所現代化新穎漂亮之Clinic，內部煥然一新，

內部裝潢更是光彩奪目，給人有溫馨具有

Humanity之感受。該中心聳然建立在Colorado

高原，具有地上二層地下二層。由專人引導

參觀，舉凡檢驗室、培養室、手術室、恢復

室等先進設備均具備，令人望而歎為觀止，

與醫學中心相較毫無遜色。它之特色是除

了傳統IVF外提供Donor Egg, Donor Sperm及

Surrogacy，故有許多外國人不顧千里路前來

求治而獲得現代ART之恩惠。Dr. School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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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GnRHa如Leuprolide之Long protocol有時

引起Hormonal Environment之Suppression，

而改用Menopur and gonal-F加上micro dose 

of leuprolide（40μg）之Flare program。以

往一般認為Recombinant FSH優於Urinary 

gonadot rophin，但現在反而添加Urinary 

gonadotrophin如Menopur時效果更佳。英國

之Cochrane之Meta-analysis又有同樣結論，此

外他們積極採用GnRH antagonist如Cetrorelix 

or ganirelix等之COH protocol。一般認為使用

GnRH Antaogonist時Pregnancy rate稍低，但

德國之Lübech大學之Prof. Diedrich郤認為相

差無幾。美國是學術自由且最先進之國家，

CCRM除作FISH, CGH（Comparative genome 

hybridization）外更進階實施microarray之

genomic analysis。該中心與University of 

Colorado合作Prof. David Gardener則為CCRM

之Consultant.，Prof. Gardner是Sequential 

cul ture創始者，著有一書“Manual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現在Australia之Monash 

University與Prof. Alan Trounson共同研究。

因此CCRM有Gardner Research Foundation。

有一天我們與Dr. Minjarez全家人在Denver具

有名氣之法式餐廳

“Mizuna”聚餐，嚐

試佳餚並抒情寒喧至

夜深而散。

2009年3月，經

Los Angeles之CHA 

Infertility Center之Dr. 

Sepillian推薦到Seoul

訪問CHA Infertility 

Center之Prof. Tae-Ki Yoon。該中心位於Seoul

之江南區之商業區，Yeoksamdong，原來它是

CHA University Hospital之一部門，宛如台灣

為便民設在市中心。Dr. Cha是第一位從PCO

病人取出Immature oocyte經in vitro maturation

（IMF）使其懷孕而成名。中心與其他clinic

相異者是具有infertility patient的病房收容各種

不孕病患之手術住院。護士穿得清秀可愛，

態度和藹，加上醫院之明朗氣氛給人深刻印

象。我們經Prof. Yu Han Ki介紹與Prof. Yoon

交談，他描述韓國之現況，Surrogacy是不允

許的。Prof. Yu是梨花女子大學醫學院教授

（Emeritus），曾為韓國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長。我10年前在Melbourne之IVF workshop認

識，彼此來往甚為親密。此次重遊舊地溫故

友誼甚感韓國人之重視儒教之義禮。我們在

San won餐廳舉行聚餐，Prof. Yu禁不止回憶在

於我們相處之憧憬感到格外欣喜欲狂，邊嚐

韓國燒肉與香醇之香檳酒Moet Chandon，高談

闊論昔日故事，其風趣令人笑口常開不絕，

至醉意欲起依依不捨而離去。那是讓人留戀

追求“夢”的人之聚散。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6年畢業，現已退休）

C.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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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務「正業」

～台語研習20年有感～

文／黃元興

我
怎麼了？我發神經了？迷迷糊糊搖頭晃

腦，耗費二十年光陰及數百萬血汗錢，

一頭栽入台語研習研究，膨膨鬆鬆乾過癮，

德雖不劭而年歲已高，前幾天照照鏡子，發

現又蒼老了不少，您說有啥法子呢？今年三

月過六十歲生日，早有朋友勸「在下」寫寫

回憶錄，他說，您老兄一輩子奇人異事必然

精彩，何不說說來聽聽呢？

我說寫了回憶錄，很好啊！問題是文章

的標題要如何訂呢？忽然想起，十多年前，

在淡水真理大學母語研習大會上，咱們牙醫

系恩師韓醫師也在場，笑談您真是「不務正

業」啊！無獨有偶，民國90年在國北師研習

會場時，美麗島楊青矗和筆者皆為講座，他

也開筆者玩笑「您怎麼也搞這？真是不務正

業！」，我想既然有很多朋友，皆以「不務

正業」來稱呼在下，這個標題就用它好了，

來回憶回憶這二十年的小故事！

我這個人，天資平庸，也不大會唸書，

四十多年前考大學的時候，憑著手錶上面

「自動」和「珠寶」兩個英文單字的免費加

持，僥倖吊車尾擠上本校牙醫系，也算祖上

有德，當時牙醫系乃冷門系，只贏婆娘系護

理系而已，輸醫技系、藥學系多多，故筆者

不僅是牙醫系尾端，更是全醫學院本地男生

的尾端，這項「偉大」的“基因”，令我在

開學之日，背脊發涼，戰戰兢兢，不在話

下。

於是乎，春來秋去，備受煎熬，畢業

後，做兵回來，阿爸說，家中食指浩繁，找

個頭路吧！於是乎筆者在民國65年11月初，在

故鄉北投復興高中附近開業，赤膊上陣混口

飯吃，那時年方27歲，英姿煥發，以筆者現

在60歲老者來看，那一段年輕歲月，充滿夢

樣的淒美情調……。

民國49年，筆者小學五六年級，那時沒

電視，唯一的娛樂是收音機，彼時中廣有個

台語節目日夜必聽，主持人陳德利日夜在空

中相陪，印象極深，我開業之後，他弟弟陳

德根時常來診所聊天，成為摯友，德根仙很

愛本土和〝老K〞唱反調，他做日本兵去南

洋沒死，228也沒死，有次去竹山太極峽谷崩

塌也沒死，此人命大極為傳奇，他恨透國ｘ

黨，常對我洗腦，如何如何，……其中有一

點我最有感觸，他說「趕緊研發台語教材，

否則三十年後恐亡族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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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農曆年沒多久，驚聞老K有意透

過「老賊」立委，要通過語言法律，規定三

人以上在公共場所需用國語交談，否則要罰

一萬多元，筆者覺得事態嚴重，這樣下去，

省籍族群對立勢必加深，幸好沒多久，老K

內部也有人反對，這事才緩和下來，不了了

之，那時候是戒嚴時期，也沒多少人敢正面

去碰。

兩年後，經國總統糖尿病加劇，健康日

益衰退，乃於民國76年7月15日，解除戒嚴，

對咱們研究台語的人來說，真是阿彌陀佛天

大喜事，三個月後，筆者乃決心「撩落」，

不怨不悔從事漫長二三十年的台語學研習，

這下子對養我輔我的這塊土地，略盡棉薄。

1987，民國76年10月，筆者開始花錢花

時間，介入台語方面的研究，才知道事情極

為嚴重而麻煩，由於長達38年的戒嚴壓制以

及缺少人才大規模的研究，使得教學系統、

文學系統、音韻文字系統……極端缺乏且落

伍，更有許多荒腔走板的教法介入，使得原

本音韻複雜萬分的台語學，更顯得撲朔迷

離，古怪奇特，這事令我非常辛酸震驚，想

不到我日夜親近的台語學，竟然如此疏遠而

冷漠！

且不談高深的文學寫作，即以最基礎

的音韻而言，台語要比華語複雜多多，舉幾

個例子，台語光是母音就有三支，一般母音

（哈家巴），入聲母音（合急北），和半鼻

母音（山錢餅），而華語僅一般母音，而其

中的入聲母音又分三支（合十～ap，力達～

at，學北～ak），小時候如不習慣，長大將極

困難。此外台語有麻煩的變調系統，一句話

裡面，本調和變調，犬牙交錯，防不勝防，

猶如地雷一般，幾乎每一句話都要背起來，

才有辦法講，所以會講台語者，幾乎每個人

都是天才，台語如果錯過幼年的訓練黃金

期，則前途堪憂，有識者當然憂心如焚，筆

者用一年的時間，將整個音韻與聲調系統，

做一科學性的分析，在民國80年出版第一本

書「國台音標學」，全書三百餘頁，並推翻

昔日「台語八聲，國語四聲」之觀念，正確

應是「台語六聲，國語五聲」，兩者只差一

音（即陽去聲，雨，運，市……）而已，民

國79年3月19日，自立晚報副刊，刊出筆者

投稿，大力推展這個理論，因為它比較好

學，台語六聲，前五聲照學校國語，只多學

「陽去聲，雨，運……」即可，非常不幸，

民國86～95年間，台語界發生驚天動地「音

標大戰」，同志自相殘殺同室操戈的醜劇，

連續十年，兩派人馬，自己鬥自己，殺得難

分難解，內部元氣大傷，真是「卸示卸眾」

大鬧笑話，原本台語音標在民間就有兩派，

以「豬頭皮，肉卡厚，我吃粗飽」的注音而

▲作者與妻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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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第一派，通用音標用「ditaupue, vakagau, 

qua ziacoba」表示，它採自然調，有學者阮

德中，余伯泉、江永進、吳長能、筆者……

支持。第二派，教羅音標用「 t i thaophoe , 

bakhakau, gua chiacoopa」表示，它採本調，

有學者鄭良偉、陳明仁、李勤岸……支持，

（以上寫法各位看官請熟記，否則以下爭論

不易了解），以上兩派壁壘分明，水火不

容，互相敵視、互不往來，彼此提防對方的

併吞。

果然不錯，民國84～86年左右，一批較

支持教羅音標派的學院派學者（有博士有主

任博學宏儒），先行發難，他們組成學會，

浩浩蕩蕩，把教羅音標略為調整（ch→c，

chh→ch，聲調用數字……），稱為TLPA音

標然後利用教育部的官方舞台，（不顧通用

音標的反對），在民國87年1月9日，強行公

布「TLPA官版閩客音樂」召告天下，所有

學校，以後閩南語、客語音標，都要遵照這

TLPA音標。但被欺侮的通用音標，也不是省

油的燈，馬上還以顏色，在官方TLPA公布前

三個月，北市教育局長吳英璋早已令中研究

余伯泉教授，召兵買馬祕研通用音標，以對

抗官方TLPA的獨家壟斷，民國87年1月20日晚

上，中研院咖啡廳高朋滿座，通用派學者通

過方案，現場氣氛熱烈，一片歡呼聲，筆者

也在現場，深深感動，決心「反攻大陸」向

教育部TLPA討個公道，於是教育部在民87年1

月9日公佈TLPA閩客音標，另外北市教育局也

在民87年2月12日公布通用音標來對抗。（只

差一個月），形成雙頭馬車而大鬧笑話，在

通用派而言，實在氣憤不過，為了學術尊

嚴，一定要奮爭到底，對抗官方獨家壟斷，

絕不示弱，這個節骨眼，昔日同志變敵人確

實難堪！

各位看倌，民國87年1月官版TLPA，與

2月教育局通用版，何者勝利？唉！現在又

有戲劇性的發展，這幕醜劇比八點檔好看，

正當TLPA和通用音標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

半路殺出程咬金，原本被剔除在外的教羅音

標，又回來爭正統，那是同年3月20日左右

的事，原來教羅音標，從馬偕博士以來，一

百多年文獻豐富，形成正統早已定型，要做

「正房」的台語音標，我們自己（教羅音

標）做都還不夠，哪輪得到「偏房TLPA」來

暢秋啊！而當時TLPA修改教羅時據云不尊重

教羅，教羅受到委屈無台階可下，自然全力

反對TLPA，又形成一場小型「自相殘殺」的

模式，民國87年3月23日民眾日報大幅篇幅

（見本網站剪報），有數十名教羅學者反對

TLPA，也包含我醫學院彭明聰教授，斗大字

眼「中研院院士」，彭教授乃筆者昔日生理

學老師，為人親切客氣，令我印象深刻。

教羅派這麼「一鬧」，逼得TLPA顏面

盡失，也心灰意冷，不知如何，所以民國87

年～95年間，台語界音標成三國鼎立「通

用、TLPA、教羅」誰也不服誰。兩年後，教

育部傳來不幸的消息，客語TLPA全面潰敗，

自行轉換成通用音標，（民國89年3月29日

教育部母語教學綱要，客語已把TLPA私自改

成通用音標），這等於投降敵營，讓TLPA原

批學者臉上無光，也令教育部官員有被出賣

的感覺。最難堪的是，閩南語通用派乘機逼

教育部認錯，教育部背了大黑鍋，搞得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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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臉，不知如何是好。後面的日子，通用派

稍稱吐了一口悶氣，算來是遲來的正義吧！

民國95年9月閩南語TLPA也由官方廢除，正

式走入歷史，改用「台羅音標」唉！一個教

育部，經常三令五申，說改就改，毫無尊嚴

可言，這回台羅音標，情況比TLPA更糟，它

為了擺平教羅和TLPA的餘怨，把ㄛ音、半

鼻音、聲調寫法，各有兩種寫法，如此交叉

比對有2×2×2＝8套寫法，其荒謬令人啼笑

皆非。另外，ㄘ音比原二字母ch改成三字母

tsh令人難解，這次方案並無製作者，只含糊

說是由中研院掛名，但中研院有「語言所」

和「歷史語言所」到底是誰負責？這令人存

疑，是否有心人，一方面利用公權力，將反

對派趕盡殺絕，另方面因不具名，又可暗中

逃避應負的公家行政責任。

各位看倌，我們花了那麼多篇幅說明

台語音標，到底它有什麼重要性呢？有啊！

它實在太重要了，重要得令人發抖，台語音

標雖然有很多種，但評論其好壞只有一個

準則，那就是「音素的符號是否一音一字

母？」，如果是的話，那就是好音標，如

果一音二字母或三字母，那就不好，目前

以「通用音標vq式」最優良，它一音一字

母（英文有26字母，但台語音素只23個，

26>23），此音標有下述四大好處：

（第一），它較容易設計成優良的「簡

拼文字」，如青菜ciicai即可，不用tshinntshai

台羅音標11個字母，用通用只要6字母，優

敗立見錢，要花在刀口上，能用一個字母，

就不必轉時轉力用2字母3字母。（第二）它

容易製成「高速台語文輸入」軟體，一音一

字母，簡單明瞭，一音多字母、易誤解，如

「tshk」在通用vq式代表「t，s，h，k」四漢

字首字母，但台羅則可能「tsh，k」「ts，

h，k」「t，s，h，k」三種情形，日後台語文

輸入，應採用「首碼法」以每詞的漢字注音

首字母為主即可，即「福利社」打hls即可，

（如「我欲去食飯」打「q vkzb」即可）不必

用其他漢字輸入法，當然它涉及數目龐大的

基本詞和句，可要麻煩咱台語專家了。（第

三），它可使沒受過台文教育的人，也可快

速打出台文（甚至可做台語作家），台文輸

入既然採用首碼法，任何人只要學簡單母音

標即可打出句子，不必學習複雜萬分的漢字

或拼音字系統，這是解決文盲的方便措施。

（第四），它不必學習英文，就可與全世界

溝通，台灣人到全世界去，只要有快速台文

輸入的「首碼法」，即可在手機或小電腦內

轉換成各種語言軟體，目前記憶體容量極

大，因此，不用學英文，即可當場轉化為英

文、日文、德文、法文……數十種語言，達

到溝通的目的，對方外國朋友，也可用同法

將外文轉成台文，雙方碰面，只要將對方手

機連線，一來一往借內藏的軟體可互對譯。

另外，有關台語漢字系統的研議，也極

為重要，儘管漢字缺點甚多，然而它仍有階

段性的作用，將中文漢字，轉成台語漢字，

因為系統不同，會暗藏一些盲點和陷阱，約

5%漢字需調整，才合實用要求，（詳情請

參考網站），台語因字形、字音、字義，用

漢字時可能「一字二義、一音二字、一字二

音、一義二音、一音二義、一義二字」等情

況，其中以「一字二音」情況最為嚴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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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陣人，一陣風」，寫的人知道怎麼

唸，可惜看的人不知怎麼唸，一天到晚猜啊

猜的，往往疲於奔命，所以我們要調整成

「一陣人，一拵風」以解決問題，這「一字

二音」，一般人說是破音字，偏偏「文讀白

讀」就是這玩意，台文深受困擾，等於中了

文癌，只要有台文漢字，讀者勢必永遠疲於

奔命，沒完沒了，所以台語文形式勢將被迫

走向拼音文字，有不得已苦衷。

但是台語文句，用拼音文字寫出是一

項極困難的技巧，歐洲語言是自由聲調式，

注音幾乎可當成拼音字使用，華語要做成拼

音字，只有本調的單軌系統，也不困難，台

語拼音字需標出聲調，（否則狗猴如何分

別），偏偏台語聲調有本調和變調雙軌系

統，犬牙交錯散佈文句之間，猶如處處地

雷，連會講台語的人也分不清何者本調何者

變調，寫成拼音字自然困難重重，就算寫出

來也沒用，因為同一個意思，會有本調和變

調兩套文字，另外某字的本調，很可能是另

外一個不同意思的變調，等於一個單字同時

會擁有兩套意義，這樣一來豈不亂成一團，

如何教學與學習？所以台語拼音字，不寫聲

調不行，寫聲調也不行，簡直寸步難行，這

就是矛盾，台語拼音字矛盾共有五項之多，

想要處理像英文般的文字系統，非常「硬

斗」。

東方語言，要寫成拼音文字，以日本最

簡單，如山葉直接寫yamaha即可，不用考慮

聲調，另外以台語文寫成拼音字最困難，它

有五項矛盾需克服，（一）文字要求簡潔與

音韻複雜字母暴增互相矛盾。（二）文字一

方面需標聲調（如狗猴），一方面卡在本調

變調，不宜用聲調，此乃互相矛盾。（三）

如撤消聲調標出，同音字將如排山倒海湧

來，不利辨識。（四）普通字和嚴重字的分

辨，需規定，以利閱讀。（五）拼音字需能

直寫，以利傳統方塊漢字習慣，如招牌春

聯，（另外漳泉整合成標準腔較簡單，不列

入困難矛盾）。

為了解決上述困境，筆者花了總共12年

的時間，出版四本書才予解決，也得到民國

93年國家文藝會出版輔助，這是筆者一輩子

受到最大的挑戰，各位看倌如有興趣，可上

網站看一看筆者最近出版一本「紅磚仔厝」

的台語歷史小說，即是以漢字和簡拼字（二

大系統文字相拼）對照，各14萬字，拼音字

正確率在99.5%以上，這是台灣第一本巨型台

文拼音字小說集。

另外，台語文學的創作，是極為重要的

事，否則紙上談兵，豈不等於白做了，這二

十年當中，出版了〔關渡地頭、彰化媽祖、

散文集，台北杜聰明，紅磚仔厝〕共五本文

學創作，約七十萬字，從其間，可鍛鍊寫作

能力，也可獲得寶貴的台語音韻系統資料和

各漢字的統計出現率，這對爾後拼音字的設

計極為重要，例如在上述作品的抽樣統計，

知道台語半鼻音約4%，以及各同音字的出

現，最大出現機率者，才能享有簡拼文字

權……。

民國87年左右，為了零零星星的學校採

購，筆者成立「茄苳出版社」，專門出版台

文書籍，這是在「做功德」，形同跳火坑，

虧損至今已達兩百多萬，不過筆者仍然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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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飴，我能為我艱苦的母語文化略盡棉薄，

乃我畢生極為光榮之事，如今已達六十歲，

回想起來仍極甜蜜，人生苦短，如有多點花

樣，才不致空留遺憾啊！

從民國84年～94年，這十年當中，筆者

也有幸數度在母語研習中心做講座，做了數

年北市各中小學母語比賽評審，也很丟臉被

官方放鴿仔……種種酸甜苦辣，頗值回憶。

民國84年3月，我聽說教育局欲在陽明山教師

中心，舉辦母語研習班，我就寄了我的出版

書四本書，毛遂自薦，要求授課權，14年前

母語人才極缺，鄭周敏主任一看到筆者出身

台大，極盡禮遇能事，馬上答應，筆者受寵

若驚。民國84年5月20日筆者站在教師中心，

頭一次享受尊榮，面對四五十名小學老師，

侃侃而談「授課」，如今思之頗為甜蜜。由

於這次突破，使筆者在官方的母語界，有了

一點知名度，一些研習會，演講比賽，被請

去充充場面，捧捧場，頗為得意，當然其中

也踢了兩次鐵板，受傷非輕，其原委如下。

前面提及，民國87年1月9日，教育部公

佈TLPA音標時（相隔一個月），北市教育

局也在2月12日推出通用音標，與之對抗，

兩派戰雲密布，劍拔弩張，雙頭馬車大鬧笑

話，筆者也捲入這場風暴，那時候台北市由

民進黨阿扁做市長，中央也管不著，市政府

教育局吳英璋，大力推廣通用音標，（我行

我素，不理TLPA），於是密令筆者編寫台北

市版的閩南語教材，四月底，當我把文稿送

到教育局時，承辦官員第二科賴科長，顯然

受到另一派TLPA壓力而面色難看，沒多久，

文山區景興國小辦一場老師的母語研習會，

下課休息時間，即有TLPA派支持者來抗議，

叫筆者不要壟斷台北市教育權（與中央對

抗），筆者一生最討厭特權，於是勇敢撤退

教材，以保持學術公平與尊嚴，後來我看科

長如釋重擔的喜悅，也問心無愧。所以民國

87年9月市政府只出版客語教材，而無閩南語

教材，好朋友都笑我失去一個揚名立萬壟斷

教育權的大好機會，筆者一笑置之，名利之

爭絕不強求！

民國88年1月，馬英九選上台北市長，對

我這個不務正業跑江湖的台語學者，仍備加

禮遇，除了聘筆者做其「新台灣人基金會」

台語辯論賽評審與顧問，更在民國88年5月底

6月初，聘筆者在景美公訓中心，當六個早

上的母語講座，教一些公務員台語，筆者受

寵若驚，公訓中心鐘點費極豐厚，一早上六

千元左右，而且中餐吃得很好，環境清幽，

更是不在話下，我心中一驚，這麼優厚的條

件恐怕覬覦者眾，果然不錯，次年就沒下文

了。

民國90年元月尾，教育部大規模培訓

母語種子老師，在各大教育大學開班授課，

筆者乃跑江湖者，四處流浪並非文學博士科

班者，在學院系統，當然不受邀請，那時候

筆者研習台語已達13年之久，著作已超過八

本，台語文學著作已達三十萬字，於是我大

膽把著作寄給各承辦單位，要求授課權，後

來有幸在國北師、國中師、豐原教師會三個

地方順利講課，其中我最感動的是國北師的

承辦人陳玉玲教授，對筆者著作極感興趣，

把我的「課」排最多，一個禮拜共上了九個

早上（或下午），我當時已年屆五十歲，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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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不支當場昏倒，好在安然度過。沒多久

陳玉玲教授，卻不幸乳癌過世，筆者痛哭再

三，心想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如此信任我，

我連說聲感謝都來不及，這是筆者一輩子最

感心酸之事。

台語文在內外備受煎熬之下，老天爺在

這個時候，出現網路這個玩藝，使台語文重

現生機，由電腦來突破官方的封鎖。筆者兩

年前，曾託人做台語網站，但對方獅子大開

口，要價20萬，這時早有友人提醒，叫我自

己做Blog即可，於是花了三個月時間做成一

個網站，把筆者十本出版書籍以及95張「部

落格相片」一一展現，後來又申請網址www.

gadang.com.tw。各位看倌如有興趣可予參

考，順便也可看一些過去剪報和圖片……走

筆至此，上禮拜（民國98年5月20日）葉金

川署長在日內瓦參加WHO，有留學生來嗆

聲，葉回應「你不會講台語（算什麼愛台

灣）」，筆者聽了，全身舒暢不已，這二十

年的辛勞，頓時消失，金川兄是筆者當年同

班異系同學，對健保成立、SARS，功勞極

大，有次在侯連團退休餐會上，同學阿娟曾

誇葉體力極佳，登山時一馬當先，是個不可

多得文武全才，想不到對台語文化也很看

重，使筆者非常佩服。

（作者係母校牙醫系1974年畢業，現執業台

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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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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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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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止收件日期：民國99年1月15日下午6時以前。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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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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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預定起聘日：民國 99 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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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口腔癌的預防衛教

文／韓良俊

自
1990年代以來，筆者有機會協同行政

院衛生署、教育部（春暉專案）、各

縣市衛生局或一些非營利性之民間公益團體

進行口腔癌預防的衛教宣導，對象從現役軍

人、警察、地方政府的環保／交通單位工作

人員，到各地扶輪社、獅子會的社友、會員

等，中間還有口腔癌病友、中／小學學校學

生、計程車司機、社區一般民眾和原住民部

落教會的基督教牧師／長老／執事／教徒會

友甚至是主日學兒童等，各式各樣民眾與各

種知識水準的聽眾都曾是筆者衛教演講的對

象。最近一年來（2008年起），筆者在預防

衛教「菜單」內又增加了一個重要項目─口

腔黏膜自我檢查，先教導護理及衛生單位行

政人員學會「如何教民眾做此種自我檢查」

後，和他／她們一起推廣，以增加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的機會，可補口腔癌篩檢可能

之不足（許多高危險群民眾常不來參加篩

檢）。

一般而言，知識水準較高的聽眾如扶

輪社社友，多數皆是成功的企業家或其他各

行各業負責人，他們對演講內容的理解力較

高、較快，尤其是講到致癌原因、機制的時

候，但難處是很多人一開始時會覺得口腔癌

的危險因子只有檳榔，而他們並不嚼檳榔，

因此除社長外，對聽此類演講原來興致不

高，動機也不大，故需在一開始即闡明這次

演講的意義，並告訴他們雖然他們不嚼檳

榔，但預防口腔癌的知識對他們的員工、親

友可能非常重要、有用，以此吸引他們注意

聆聽。這些扶輪社社友的另一盲點是，他們

雖然多半聽聞過嚼檳榔會引起口腔癌，但對

另一重要的危險因子抽菸大都沒有認知，特

別是有抽菸習慣者，更不用說，酗酒也是相

關因子的這一點，更沒聽過。因此在做口腔

癌的預防衛教時，不可只強調檳榔之害而忽

略菸、酒這兩大危險因子。

至於多屬中（含高職）、小學教育程度

的勞力工作者如環保局清潔隊、交通局公車

司機和計程車司機等，則最重要的是我們要

知道，至少有檳榔和菸這兩大惡習者居多，

他們平常工作又忙，故會經常主動對這方面

求知者不多，而且在工作需要上，常對檳榔

和菸有異常的依賴，因此衛教演講則須深入

淺出地詳細說明，並多多使用口腔癌患部圖

片，以期有「震撼」效果，才能期待他們之

中會有人在聽完後，發生戒檳、戒菸的動

機，而且如果時間許可，如能又安排在衛教

之後，同時段為他們施行口腔癌篩檢（亦可

稱口腔黏膜健康檢查），對他們幫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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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更佳。

還有另一較特別的需衛教族群，則是

原住民，尤其是台灣中、南、東部各族。近

數年來，我有很多機會會同前防癌協會、前

防癌篩檢中心人員或今之台灣文明病防制推

廣協會人員或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等，深入

南投縣仁愛、信義及屏東縣茂林、瑪家等鄉

和花蓮、台東等地，並得到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全力配合，先行集

中為各教會牧長演講宣導過後，再到各部落

利用各部落教會星期天做禮拜時間，一面衛

教，接著為會眾做篩檢，效果頗佳。

對這些原住民教徒很有效的一句話，

就是牧師常引用的一句話：「我們的身體就

是神的殿，不可任意把它毀壞，因此要避免

嚼檳榔、抽菸，也不可酗酒，才可預防口

腔癌，以保住身體─神的殿─的健康、完

整。」這些預防衛教工作，如能動員並獲得

牧師們協助，在原住民部落最易產生效果。

此外，我也擬了一則標語─「檳榔不入口，

文化仍可守」─提供給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和

原住民部落，意思是只要不把檳榔拿到口中

咀嚼，原住民文化中其他使用檳榔的場合如

祭拜、嫁娶、排難解紛、和解等等，都不妨

繼續保存，我們去做預防衛教時，當然應尊

重他們這些文化，不可全盤加以否定。現在

這一句標語已經普遍獲得衛生署和原住民部

落的採用。

總之，如此進行預防衛教過後，如果

要看衛教後成果之有無，應該要看長期的變

化。事實上，最近數年來全台灣檳榔的種植

面積、產量和產值等，皆有漸減的趨勢，而

且就健康局資料中看電話訪問台灣成年人嚼

檳榔情形，男性從最高的17.7%（1999年）經

16.9%（2007年）到最新的數據是15%（2008

年），女性則大致維持在只有1%左右。如再

以面訪所得看18歲以上不分男女的嚼檳榔盛

行率，則由最高之10.9%（1996年），經1999

及2002年各為9.0%及9.1%，最接近現在之數

據則為2005年的8.5%。可見不論單從男性或

不分男女觀察，近年來（2005-2008）成人嚼

檳榔情形都分別降到各為15%和8.5%，下降的

趨勢是相當明顯的。很多人常說，政府和民

間團體雖然長期努力做預防口腔癌的宣導、

衛教，口腔癌的發生率和死亡率還不是節節

升高？這證明宣導、衛教似乎是無效的。這

樣的看法，我認為是錯誤的。我曾在2009年

7月6日衛生署召開之「台灣癌症研究及發展

座談會」發言時即曾經特地指出：要看預防

衛教是否有效，不能看發生率、死亡率每年

是否仍增加，因為這兩率之增加是之前十幾

二十年來累積造成之結果，不可能在短短幾

年內即出現降低現象，我們要評估口腔癌預

防及檳榔、菸害防制之效果，應該要看發生

率、死亡率增加的速度（即增加率）是否趨

緩，以及各地之嚼食檳榔盛行率是否降低，

這才是正確的觀察指標，而不應只看兩率之

「有無降低」，過度簡化判斷的依據。

在2008年11月出版的《八十台大前進百

大─國立台灣大學創校八十年校慶特刊》的

教師典範、97年度傑出服務獎，一、傑出社

會服務獎部分（頁131），感謝該刊編者對筆

者有如下的介紹：

「自十數年前起即全力投入艱鉅的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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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制及口腔癌預防工作，近年來更積極

推廣口腔癌篩檢，使得檳榔危害防制成為中

央及各縣市政府施政上極重視的國家政策。

自2002年退休後，又投注更多心力與時間提

供協助衛生署及社會上許多公益團體推動各

項醫療、衛生政策，故有『台灣檳榔防制之

父』之稱，對社會大眾的健康促進與公共衛

生，貢獻甚大」。

2007年在南投縣春陽、廬山地區進行預防衛教後，接著為原住民做口腔

癌篩檢。

2008年4月16日，在雲林縣台西鄉參加台灣第一部的口腔癌巡迴車獻車典

禮。

2009年在屏東瑪家鄉中村教會，為主日學兒童講解檳榔與口腔健康之關

係。

2009年在屏東縣瑪家鄉佳義教會作衛教演講後，接著進行口腔癌篩檢。

在屏東縣指導當地牙科醫師做口腔癌篩檢。

在屏東縣瑪家鄉中村教會為民眾做口腔癌篩檢。

台灣第一部口腔癌篩檢專用巡迴車，於2008年4月16日誕生在雲林縣台西

鄉，目前該車由雲林縣衛生局管理、調配使用（國際獅子會／台西獅子

會／中華民國防癌協會／防癌篩檢中心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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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三年來，筆者經常進行的預防

衛教演講主要有三套基本教材，第一套內容

是「檳榔的健康危害、口腔癌及口腔癌前病

變」，對象可包括醫事與非醫事人員；第二

套內容為有關筆者新加上的題目「口腔黏膜

自我檢查」，對象除一般民眾外，特別適合

護理人員及衛生局所癌症業務人員，他／她

們學到後可當講師，以推廣到更多的一般民

眾；第三套就是「口腔癌篩檢」，內容包括

基本觀念、現場實技與口腔黏膜病變鑑別診

斷，對象則是牙科醫師以及其他願參與口腔

癌篩檢的各科醫師。

筆者的結論、理念是，有預防、有衛教

就有可能期待其成果，不管它是否很顯著，

至少成果不會是零；反之，如完全不做，或

不努力、認真去做，其「成果」才有可能是

零；而且預防衛教之後，如能有助於使一個

人戒檳、戒菸，或讓他出來接受口腔癌篩

檢，乃至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接受正規治療

的結果，就有救助到這一個人的意義和價

值；一個一個救，救一個算一個，積少數可

成公共衛生上有意義的大數目，而且衛教、

宣導要不怕重複地去做，這就是我們該做的

預防衛教。

以上，藉此拙文談筆者的實際經驗，以

與關心台灣口腔癌防治的熱心人士分享、共

勉！

（作者為台大牙醫學系名譽教授、行政院衛

生署口腔醫學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檳榔防

制暨口腔癌防治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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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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的自述

文／李彥輝

我
雖沒有我姊妹金、銀的光彩奪目，討人

喜歡，也沒有我兄弟鐵、銅、鋁的知

名，但別小看我，不然請耐心的聽我說：

我排行30（原子序數），列在第12行

（周期表），我跟我的攣生兄弟鎂Mg很相

似，同樣體型（size），共同品格（oxidation 

state:+2）。我生存在你們地球殼上，約佔

千分之七，第24位多元素，有五位很安份的

親姊妹（stable isotopes），我的家族多分佈

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國，但要抓到我還得費

功夫，礦石泡沫漂浮、烘焙及用電力最後抽

出。

我至少在公元前第10世紀就出現了，但

和銅「同居」（鋅銅合金），13世紀才在印

度被抓到，18世紀末歐洲才注意到我，1746

年德國的煉金師Andreas Sigismund Marggraf

才發現純質的我。1800年Luigi Galvani及

Alessandro Volta終於知道我的美（電化學

性質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從此我

不必孤芳自賞，天生麗質無人知；被江湖

浪子追逐，爭相來獻殷勤，作為私用─

corrosion resistant、zinc plating鍍層（鋼

廠）、乾電池、合金-黃銅（brass），除臭劑

（zinc Chloride）、抗頭皮屑、洗髮精（zinc 

pyrithione）及發亮油漆（zinc sulfide）、阻

火劑、木材保護劑（zinc chloride）、樹膠催

化劑及油漆白色料（zinc oxide）、半傳導體

（zinc oxide）、牙膏（zinc lactate）、殺菌劑

（zinc ion）、summery winterburn尿布疹（鋅

製品）等，不一而足。但我獨對你們的健康

很重視，因為沒得到我或少得到我會得鋅缺

乏症（zinc deficienry），全世界發展中國家

有兩億人受波及而得病，尤其你們的寶貝子

女，每年有因我而來的生長遲滯、性器官延

緩成熟、易感染、下痢等，80萬人夭折。為

什麼會這樣呢？別急，讓我慢慢告訴你。

我忘了告訴你，其實你們稍留意，就可

在你們吃的食物中，如牡蠣、鯡魚、蝦皮、

紫菜、魚粉、芝麻、花生、豬肝、豆類、西

瓜子、核桃、栗子、動物內臟、瘦肉、海鮮

魚類、蛋黃等（表一）得到我。很抱歉，我

的家不在蔬菜、水果中，因此吃素的，請買

市上賣的來補充。

別怪我無情，你們別酗酒Alcoholism，

不然你們難得到我的芳心，說實在話，我

深藏在你們身體內，約有2-4公克，主要在

腦、肌肉、骨骼、腎及肝，在前列腺、眼某

部份，還有精液含量很高。在微量元素中居

老二，僅次於鐵，我的地位之重要在於催化

酵素／酶的活性，至少有兩百多種酶和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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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不管動物、植物甚至微生物都需要我，

因我是惟一存在各種酶之元素，在複製錄酶

因素transcription factor中為結構離子structural 

ion當手用（finger）、旋扭（twist）及群集

（cluster）並以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

儲藏運輸，可促進蛋白質摺疊（folding）幫助

調節基因顯示（gene expression）且被證實我

有直接抑制病毒增殖，增強機體細胞免疫功

能，特別是吞噬細胞的功能等之能力。

別說我吹牛，我和廣泛的有機配合基

（organic ligands）合作，因而在

RNA及DNA之代謝作用、信號轉

導（signal transduction）及前已說

的基因顯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也可調制細胞凋亡（apoptosis）和

調整腦感受力。

我被你們的小腸吸收，長

期嚴最重降低或增加攝取我，

會干涉我的儲藏。有說我是聚

合酶（polymerace）及蛋白酵素

（protease）之輔因子cofactor，

這些和很多細胞作用如傷口修

復，腸上皮細胞再生有關。我也

是 thymulin（胸腺賀爾蒙ulin對

T-cell成熟很是重要）之輔因子。

還有，我也有抗氧化力，可預防

由於氧化oxidative stress來之黃斑

部退化（macular degeneration）。

因營養不良缺乏我，在世界上佔

第11位帶來災害，每年有180萬

人喪命，量血清之我並不能準確

知道我的儲量，只好委屈你們由

症候、症狀及合併症（表二）來猜是否少了

我。至於若輕度缺乏我，只要服用推薦量之

兩三倍即可，嚴重缺乏則要四、五倍，且需

至少六個月。對營養不良兒童16-36個月大，

所招致之急性下痢，一天20 mg即可，對年齡

有關之漸行性macular degeneration則需用一天

80 mg，且請我的同事銅（2 mg）、vitC（500 

mg）、vitE（400iu）及胡蘿蔔素beta carotene

（15 mg）來幫忙。

雖然缺乏我、病狀並不特殊，但我待給

表一：含鋅多之食物　 mg/100g 毫克／每百克

食物名 含鋅量

牡蠣 9.39
牛肉乾 7.26
塩水鴨 6.91
豬肝 5.78
鱄魚 4.30
蟹類 3.30~5.50
雞蛋黃 3.79
瘦牛肉 3.71
鴨肝 3.50
雞肝 3.46
羊肝 3.45
瘦羊肝 3.22
瘦豬肉 2.99
泥鰍 2.76
鮮貝類 2.10~11.6
鱔魚 1.90
雞肉 1.28
豬肉 0.8~2.3

對照（補給品）：zinc sulfate 220 mg（含元素鋅50 mg）、

zinc oxide 100 mg 含80 mg、zinc gluconate 100 mg含14 
mg、zinc acetate 50 mg含15 mg，兩粒calcium citrate vitD 
magnesium & zinc含鋅10 mg，一粒Centrum Silver含鋅11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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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些警訊，如生長遲緩、瀉痢、禿髮、舌

炎、指（趾）甲變型、免疫力衰退、男性生

殖腺官能不足（hypogonadism）等時，就得找

和我是否有關，請我幫忙。事實上我已幫治

了威爾遜氏病（Wilson's disease），至於人說

我還對上呼吸道感染、傷口癒合、愛滋病甚

至目前猖狂的H1N1流行性感冒有貢獻，我還

不敢居功，有待更多研究。我秉性善良，只

要別對我強索（即超出所推薦量，每天成人15 

mg、孕婦乳母20 mg），我並不給你們找麻

煩，因多了會干擾我兄弟銅、鐵之效用，影

嚮膽固醇而出現免疫力被抑制、HDL降低、

貧血、銅缺乏和生殖泌尿系統障礙等（表

三）。

最後，我是愛好和平的，我希望你們把

我用來有益於人類的，少把我用來製炸藥、

火箭固體燃料，除非不得已。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目前執業於費城）

表二：鋅缺乏症 Zinc deficiency

症狀
生長遲滯、青春期延遲、陽萎、勃起障礙、瀉痢、禿頭、舌炎、指（趾）甲營養

不良、男性生殖腺功能低下、免疫力降低。

原因

有關疾病：
克隆氏疾病、乳糜瀉celiac disease、慢性酒精中毒、肝硬化、鐮狀細胞病Sickle cell 
disease、腸病變、手足皮膚病acrodermatitis enteropathica。

有關狀況：
懷孕、哺乳、長期靜脈灌液、素食、短腸綜合症、胃腸手術過（尤其胃繞道手術

gastric bypass）。

表三：鋅輔助品（Zinc Supplement）
效用 可能有效 鋅缺乏症、威爾遜氏病

也許有效 緩慢性年齡有關黃斑部退化、小兒瀉痢、上呼吸道病（限於發展中國家）

可能無效 上呼吸道病、傷口癒合、免疫缺乏症

副作用
金屬味、噁心、嘔吐、腹部痙攣、下瀉、免疫抑制、HDL降低、銅儲量降低、尿道感

染、腎結石

交互作用 青黴胺（penicillamine）、四環素（tetracycline）、 quinolone及其他降低銅吸收之因素

禁忌 孕婦及乳母小心使用

劑量
鋅缺乏症：比推薦量高2~5倍，服六個月，瀉痢：5~20 mg；年齡有關之黃斑部退化：

參見本文

推薦量

0~6月：2 mg ；7月~3歲：3 mg；4~8歲：5 mg；9~13歲：8 mg；14~18
歲：11 mg（男）8 mg（女）；19歲以上：11 mg（男）8 mg（女）；孕婦

11 mg；乳母12 mg

每天上限量
0~6月：4 mg；7~12月：5 mg；1~3歲：7 mg；4~8歲：12 mg；9~13歲：

23 mg；14~18歲：34 mg；18歲以上：4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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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子淳

2009年5月初我們班上經常主辦同學會的蘇

承邦來電，說李明亮（慈濟醫學院開山

祖師，前衛生署長），8月要來美探望在美已

成家的三位女兒，想與同學相聚，他與吳忠

修、陳芳容討論的結果，希望我主辦在Ocean 

City Maryland的同學會。我因住在美國Triple 

City之中間點（Washington DC, Baltimore及

Annapolis），最靠近Ocean City是Maryland州

Summer beach family resort，一到夏天約有三

分之一的州民會到那裡度Family vacation。

我就在賢內助洪祝美的協助下選了今年

冬天去過的Holiday Inn ocean front做reunion的

聚點。Set up NTU MC 62 group的Senior rate

後，就由同學自己reserve room於9月15、16

二天。結果有13位同學登記，破了1997年到

Alaska（raise的記錄那時有12對）。7月2日

經多方連絡收集同學的E-mail address後就set 

up NTUMC62@yahoogroups.com把Reunion 

vacation plan announcement發出去。Once Click

就可送到各同學的computer中。沒有E-mail的

少數同學就get print out後郵寄出去。

在電話連絡中47年來第一次與加州的莊

徵舜連絡上，但找不到林景山。與好久不見

的黃中正、楊文光、陳素瓊、王啟祥、洪挑

連絡上大談特說，找回了昔日同學之誼。只

是還是找不到在Seattle的黃文哲，希望他看到

了這文章，趕快歸隊。洪挑說有一次她與王

美錦同機坐在鄰坐，直到快下飛機時才認出

來。

我開始在group E-mail上談起my retirement 

exercise plan：每星期一到五下午去離家二分

鐘車程之gym打rocket bale swimming, treadmill

及weight lifting之事。丁兆治就開始講述他Dry 

swimming without swimming trunk（乾泳）太

極拳之事。黃碩文也大談他與太太打了17年

太極拳的經驗。我提起我們在Baltimore已經

有了11年歷史的Karaoke Club每月一次唱台中

日英各種流行歌曲之事，結果葉思雅、何坤

錚就筆談他們欣賞opera及Classic music之事的

美麗經驗。葉思雅夫婦因已計劃于9月中去歐

海邊合照，右二、三是作者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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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音樂饗宴之遊而不能參加這次reunion，就

提議明年由他在美國西岸主辦reunion。他也

說那時他與莊徵舜將與來美訪問的李紹熙在

Los Angles聚餐。經這次reunion大家都贊成明

年在西岸再來一次。今年5月底已有六位同學

與太太去了一趟Canadian Rocky Tour。僑生同

學黎啟輝住在Vancouver特別請大家享用著名

的King Crab，蔡智民夫婦也參加了。所以這

一次Ocean City reunion算是今年第二次呢！黃

元統寫了多次E-mail。葉思仲寫了一篇關於2 

heads-one boy girl令人感嘆深思的故事。僑生

同學劉鑄文聽到NTUMC62@yahoogroups.com

之事，就迫不及待的加入了，還送來過去同

學聚會的相片。總之group E-mail是E-mail─

To communicate, idea & thought exchange之目

的。我會繼續收集台灣及僑生、牙科同學的

E-mail放入group E-mail中。

這次reunion蘇承邦、李明亮也計劃50th 

year reunion於2012年在景福會回校日時，我

們班上回台灣與在台同學一同慶祝並舉行台

灣一周之遊。與楊文光連絡中也知道中部同

學辛聰明、林應忠及李澤田也快要聚會了。

我想請他收集中部同學之E-mail。謝炎堯也是

很熱心reunion，常與許郡安、陸坤泰、吳叔

明、李明亮、孫睿亮等人聚會，我想請他收

集北部同學之E-mail。南部就請李紹熙了。這

樣group E-mail之連絡網就可大功告成！

Ocean City之reunion第一天80℉ sunny，

可以到beach散步及坐在pool side談天。第二

天上午有一點微雨以後就放晴了，大家到

Boardwalk漫步談天說笑。中午去饗用Marylou

著名的Blue Barb Cake。下午75℉，大家到

海邊走沙弄水。晚上Dinner前開始吹大風，

已不妨礙了。一次中餐，一次西餐的Dinner

有充裕的時間大談今昔新舊事。連二次早餐

大家都聚在一起談個不完。我帶去相片簿這

是Low-tech是關於1997年Alaska cruise─當時

大家60歲左右時老壯年之姿歷歷在目。2002 

New Zealand tour大家去郭芳頂之家變化就不

太大。到了2007年South America之cruise大家

頭髮都少了、花白了，深感時光之不留人。

不過大家這次精神都顯得很年輕，曾文涵也

帶了他去美國五十州每州capital所照的相片及

他家庭演變的相片給大家欣賞。蘇承邦也帶

來了80年代李鍾祥所帶來在台同學聚會的相

片分給大家。大家相較之下，差別更大。那

時正是青壯年哩！

已往的就讓它過去，只回味美好的事

件，把不順的事忘了，明天的事都不可知，

我們Super-Mature Adults老有智慧，好好享受

今天的時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已退休）

參加同學夫婦合照，右後三右前二是作者夫婦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商志雍

今
年剛由丘彥南老師的手中接

下景福醫訊編輯的棒子，一

方面肩頭上感到正在承擔著莫大的

使命，另一方面也慶幸自己可以親

睹這麼多校友所投稿的傑出文章，

所以更驅使著自己要好好把本期的

醫訊編好。在花了不少時間的編輯

與校稿之後，更加發現校友們在文

章內容所投注的心力是何等地大。

其中黃宗正校友在中風啟示錄一

文，讓我們一窺心理與大腦之間的

密切關聯。許清曉校友描述多明尼

加的義診之行時，字裡行間顯示出

一位醫師服務弱勢族群的關懷，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林洪謙校友所寫的訪英倫與周邊及

隨感，不但讓我們對英國的地理美景有若身歷其境的親切感，更讓我們對英國的歷史脈絡有了更清

晰的認識。李清曉校友在IVF的巡禮一文中介紹了IVF在發展過程中的點點滴滴，使讀者對IVF有了

更深入的體會，而不再只是婦產科教科書上的一個專有名詞而已。黃元興校友在他的文章裏雖然自

謙是不務正業，但他對台語拼音的深入鑽研，恐怕連許多專家都自嘆弗如。韓良俊教授一生投入口

腔癌的教育推廣與治療研究，對國人健康貢獻甚大，確實是「台灣檳榔防制之父」。李彥輝校友則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來介紹鋅對人體的功用，增進了我們對這個元素的更多認識。而林子淳校友

主辦第四十七年同學會的經驗分享，讓大家更加回味過去同窗情誼的溫馨之情。最後在這歲末年首

的時節，也謹藉此機會向各位校友表達祝福之意，願大家在新的一年常常有平安與喜樂。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服務於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2 0 0 9年台大景福
校友返校聯誼活動

時　　間：2009年12月19日

地　　點：台大醫學院大廳

攝　　影：呂志成

▲物理治療學系系友會前會長簡文仁教授表演

▲藥學系洪美娜老師表演團扇舞

▲景福30週年暨牙醫專業學院一週年共同慶生

▲牙醫學系表演長笛雙重奏

▲物理治療學系表演勁P‧T舞

▲護理學系系友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