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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二三事

文／朱健次

針
對H1N1大流行的威脅，大家都知道，

對抗流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止其於

無形」－施打疫苗，應該是目前已知最有效

的方法。但是施打疫苗，郤有一定的風險。

因此通常都要慎重權衡其利弊，不能因噎廢

食，也不可掉以輕心。

目前所用之流感疫苗，一般都知道，

已知對雞蛋或雞肉有過敏體質者，要特別小

心。為什麼呢？專家會告訴你，因為目前用

的流感疫苗病毒是培養在雞胚胎蛋，再經過

純化，「不活化」等程序而製成。至於為什

麼在雞胚培養的病毒做成的疫苗對雞蛋過敏

者會產生威脅？大概就是純化不完全，難免

混有雞胚的組成分。是的，這純化要完全避

免雞胚成分的混入，以目前使用的死病毒來

當疫苗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只要瞭解病毒

複製的過程就知道，這病毒在雞胚細胞繁殖

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把它的HA、NA嵌

入雞胚的細胞膜內，病毒再「出芽」冒出

來。它的外膜就是帶有病毒HA、NA的雞細胞

膜。我們要的是HA、NA病毒抗原當疫苗，

但是無法避免混雜雞細胞膜上雞的抗原，除

非再純化出HA及NA。但那是多浩大而且不

是絕對必要的工程。要迅速大量製造，以目

前的人力、物力還是很困難的。假如用別種

動物的細胞來培養病毒，當然就會帶有別種

動物的抗原。用人類細胞來培養，有更大的

好處。除了MHC（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的問題外，大概不會有什麼特別不

同的抗原了。問題是目前以雞胚來養流感病

毒還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法。人類細胞縱有

諸多好處，成本、效益上還是有待研究發展

突破。

死疫苗vs活疫苗

目前使用的病毒疫苗主要有死病毒疫

苗（如流感等），減毒活病毒疫苗（如沙賓

疫苗等）、及其他病毒成分疫苗（如HBsAg

等）等。死病毒疫苗最大的好處是製作簡

單，最大的壞處是免疫效益不彰。活病毒疫

苗免疫效果奇佳，製造郤不是那麼容易。死

病毒疫苗只要把相關病毒大量培養再「不活

化」，再經過一連串測試即可。活病毒疫苗

卻要找到適用的突變種；那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死疫苗為什麼效益不是那麼好？主要

因為它是刺激B細胞產生相對之抗體。因為死

病毒不會複製，B細胞的壽命也是有限，免

疫有效期間不可能持續很久。若再遇到像流

感這種善變的病毒，更是要窮於應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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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病毒疫苗就不一樣了。它通常是跟一般病

毒一樣感染宿主，只是不會發病－如沙賓疫

苗只會在腸道繁殖，不會進入CNS，這有很

大的差別。除了它能繁殖產生大量抗原外，

它還會刺激細胞產生干擾素干擾野生株的生

長。更重要的是它除了刺激CD4+T細胞及B細

胞產生抗體之外，它還能經MHC-I的抗原呈

獻機制刺激CD8+T（CTL, Cytotoxic T Cell）

細胞。這種細胞是細胞性免疫的主力。主要

作用是攻破病毒的生產基地─受病毒感染的

細胞。因為抗體對於進到細胞內的病毒是無

能為力的。由於B細胞與T細胞辨識的抗原上

突（epitope）是不一樣的，因此作用也截然

不同。B細胞產生能殺死流感病毒的抗體主要

是針對病毒表面的抗原HA及NA。因此這病

毒在受到選擇壓力時非得突變才得以存活。

只要改變HA或NA上的一兩個氨基酸或換掉

整段RNA就能突破以前有的抗體之封鎖，經

過小變或大變（朱健次：流感病毒的小變與

大變，《景福醫訊》第26卷第1期，P.30-31，

2009年1月）它就能引起小流行或大流行。

這就是目前流感疫苗遇到最大的困境。目前

已知CTL辨認流感病毒的上突是在NP（核蛋

白）抗原。這種抗原因為是位於病毒顆粒的

內部，不會受到抗體的作用，因此抗體對它

沒有選擇壓力，通常它是不會變的，（即使

有自然變異，因無外力篩選，與原種是無法

競爭存活的）。因此對付流感，以病毒內蛋

白當疫苗似乎是一勞永逸的方法。（朱健次

等人：以病毒內蛋白當疫苗，《當代醫學雜

誌》第15卷第7期，P.9-10，1988年7月）。不

過有這種想法到現在已超過20年了，郤好像

沒有任何進展。主要是以流感病毒內蛋白當

疫苗，要刺激CTL，必需是用活疫苗才行。而

活疫苗的製備又有諸多困難。理論是很好，

要實現郤不是那麼容易啊！

另外，如以流感病毒內蛋白當一般疫苗

來用，是否能如B型肝炎病毒的HBcAg一樣能

引起所謂「分子間，結構內─intermolecular 

intra-structural effect」作用則有待研究測試。

另如中研院翁院長團隊利用流感病毒表面抗

原不變異之醣蛋白當疫苗在研究，如能成

功，也將是對人類一重大貢獻！

（作者係母校微生物學研究所1970年畢業，

現任微生物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Dear Alumni and Colleagues:
SAVE THE DATE, PLEASE!

Surprise! Surprise! We are going to have our 30th year annual convention and scientific sessions 
after all. The meeting is going to be held on December 18, 2010, Saturday in Taipei, combined 
with the annual homecoming celebration of Jing-Fu Medical Foundation and NTU Medical College. 
More detail will follow.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May your year of 2010 
be full of Health, Peace and Happiness.
May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Sincerely Yours,
Jenta Shen, M.D. (1970), Chairman jentashen@aol.com
Min-Yen Han, M,D. (1969), President and Co-chairman minyen@embarq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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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君子

文／林萬哲

抽
菸之害，現代醫學已陸續有很多報告。

其中，引發肺癌、慢性肺阻塞疾病、

心冠狀動脈疾病，以及孕婦之危害胎兒等，

相當具體，一般大眾也耳熟能詳。但癮君子

則視若無睹，他說：「飯後一支菸，快活賽

神仙。」還自鳴得意呢！有些癮君子則謔稱

「抽菸補肺」，何必見怪。平常花腦力工作

者，遇到苦思不得其解，就馬上點菸來抽；

提筆寫文章者，文思不能如泉湧，也會抽空

點菸來吸；他們都會誇言說憑抽菸可以啟發

智慧和激發靈感。一般的領薪階級，在上班

時間，若也三不五時把手頭的業務停下來抽

菸，你想他或她還會專心供職，工作績效還

會高嗎？

我對癮君子在大庭廣眾之間，無視禁煙

標誌，不顧別人的人權及感受，吞雲吐霧，

我行我素，特別厭惡。遇此情景，能避之則

避之，因為目前的社會風氣，尊重別人的權

利，尚少遵行，抗議的話，難免引起衝突。

對部分比較熟識的癮君子朋友有時也當面予

以好言規勸，他卻反駁說：他都不怕死，我

緊張甚麼？他決不考慮旁人何辜，要無奈地

吸他製造的二手煙。惟癮君子的行徑卻相當

矛盾，他自己過菸癮製造二手煙給別人吸可

以，別人製造二手煙給他吸則不可。所以他

看不得有人在他面前吞雲吐霧，碰到時也會

趕緊走避。

現在大眾交通工具，飛機已經禁菸，捷

運、公車、遊覽車也禁菸，火車也禁菸。但

火車禁菸卻不能徹底，有些癮君子躲到廁所

內或在車廂上下車門旁邊吸菸，實在令人不

齒。當有人站在車廂上下車門旁邊吸菸，又

有人接二連三開啟車廂內門走進走出時，坐

在車廂內門旁邊的乘客，真可謂倒楣透頂。

公車上也不盡符規定，偶見二三中學生裝炫

耍酷極其囂張地盤據後座抽菸，卻沒人敢公

然當面予以糾正；而有的司機在即將到達終

點站之前，按捺不住菸癮，竟不理會車上尚

有一二乘客，就急忙點燃菸大口吸起來。計

程車的情形正好兩極，有的司機本身抽菸，

不管顧客的感受，乘客剛上車坐穩，他就點

菸抽起來；有的司機不抽菸，卻載到癮君子

乘客，上車坐定後就點菸來抽，讓司機不得

不吸二手煙。我要叫計程車時，會挑司機沒

有抽菸才叫，卻有時受騙，司機眼看乘客已

經上車，就不客氣地抽起菸來；此時我只好

勸其熄菸，否則告退，免受其窩囊氣。有些

不抽菸的司機在車窗明確的貼著「本車禁

菸」的警告標誌，不願乘者可以另叫他車。

有一種情況是開車上路，前車駕駛人搖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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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手握點燃的香菸，明顯的是不欲煙留車

內，讓別人吸也可的做法。對付這招比較簡

單，緊閉車窗就用不著煩惱了。另一種情形

是開車上路，在車子等紅燈停下時，有賣玉

蘭花的小販向駕車者兜售，自己卻手拿或嘴

叼點燃的菸，雖有求於人卻還漠視別人的拒

煙權。此時除非是完全不忌煙燻的駕駛人，

那有搖下車窗吸其二手煙又向他或她購買玉

蘭花的道理。

我也曾看到開著車的癮君子，一隻手拿

著手機在講電話，另一隻手握著方向盤卻手

指間夾住一支點燃的香菸操作單手駕駛，活

像在表演特技，可說完全不專心，不把安全

當一回事。

癮君子抽菸時，又不檢點，打開菸盒

時盒蓋及綑帶隨地亂扔，抽吸後菸蒂隨手一

丟，也不管它的濾嘴長久不化，社區排水溝

不通，甚至河流淤塞，實在脫不了關係。至

於有人在工廠、礦坑、加油站、火藥庫等處

點燃香菸來抽，就不單是空氣污染的幫兇，

遲早會引起爆炸或火災變成公共危險的禍

首。

我上街行走時，最怕碰到有人抽菸。

有些人尤其是擺攤者躲在走廊廊柱旁邊抽，

卻隱藏其手中菸，在我聞到菸味時，快速閃

避已是不及。順便一提，攤販抽菸，無論他

售貨多便宜，我也不會光顧，只會快閃。而

路旁有人明顯已是手裡拿著菸抽或叼在口中

猛吸，我只好屏息快速通過。如果走在我前

面的人邊走邊取出菸要點燃，我會快馬加鞭

超越他，走快些以便離他遠一點。也有同方

向平行走著的人卻是嘴叼著菸，我本想超越

他，豈知他人高馬大，腳步也快，我只好放

慢腳步，以避開他為上策。如果對面走來的

人早已拿菸在手抽著，我會屏息快步向前避

離；最怕他把菸藏匿掌中，故做不示人狀，

冤枉地吸到他的二手煙。在街道的十字路口

要穿越，現在行人都會遵照紅綠燈的規定，

這是好的。但若有癮君子也在等待的行列，

他會不客氣地點菸來抽，餵旁人二手煙。曾

看過一個人手裡拿著包包，也把菸點燃了；

突然手機鈴聲響起，他拿起手機接聽，菸當

然繼續叼在嘴裡，邊講邊叼，虧他技藝高

超，若用於其他建設性的事業，不知有多

好。有時走在馬路上，有騎機車的叼菸者呼

嘯而過，獨留煙味，只有不舒服的份。也有

騎腳踏車的人嘴裡叼菸，手上還要提東西，

時而玩單手騎車，時而雙手離把手，玩起特

技來，不知安全為何物。在公園內走路也

好，散步也好，有時碰上癮君子叼著菸迎面

走來，或盤據通道邊的座椅上吞雲吐霧，此

時雖說無奈，其因應方法似也只有屏息避

開，或移到上風方位來遠離二手煙才是正道

了。

在高爾夫球場，原意料球友會珍惜呼吸

新鮮空氣的機會，但近來打球已普及於各階

層的人士，癮君子也順勢加入了，他們寧願

不顧乾淨的環境，點起菸就抽起來。在球場

大廳或餐廳通常是不准吸菸，但也有一些人

無視此項規定，照樣抽他的菸，吞雲吐霧。

而在球道，雖較為空曠，抽菸還是會影響同

組或前後組的擊球者，按道理實在不宜；但

癮君子還是我行我素，不尊重別人。現在球

場例都提供搭球車服務，前後組擁擠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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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人一到，其中的癮君子不顧前組人正準備

開球，抽菸如儀，令人作嘔也不管。尤其開

球車的桿弟不機靈的話，球車跟得太緊，更

令人頭疼。在球道上也曾看到草皮的揮桿挖

痕有人把菸蒂埋入其中，此必為癮君子之傑

作，顯有掩耳盜鈴之嫌。我在臨時與人合組

打球時，最怕對方不停抽菸；所以會好言懇

求他暫時忍耐，至少不要站在風頭。記得有

一次合組的人聽我說要他別抽菸，他倒是很

爽快地答應了；他說沒關係，還可以嚼檳

榔，我也就再沒意見了。

在等火車或公車的時候，有時會碰到

癮君子在身旁出現。火車只有月台上可以吸

菸，因為比較寬敞，只要主動閃躲吸菸者，

站到他的上風，大都可以遠害。公車站平常

須排隊等候，原就非得吸路過的汽機車排出

的廢氣不可，若有人再點菸抽吸，簡直就是

雪上加霜了。這下子實在頗難應付，除非離

列閃開，站到上風，才能解套。唯常見癮君

子並不檢點自己大剌剌地站到風頭吸菸，不

理旁人感受，實在應予譴責。最近看到有善

心人士在公車站牌的立柱上懸掛鐵罐以權充

煙灰缸，想供癮君子丟菸蒂之用；豈知有人

竟連將菸蒂熄滅的動作也懶得做而直接將它

丟入鐵罐裡面，任它繼續焚燒。其結果是燻

煙彌漫，排隊等車的人是無處可躲，無辜地

吸進大量的燻煙到肺裡，使善心動機反而變

成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在公共場所吸菸本

就不該，又加懶得熄滅菸蒂，實在可惡透

頂。

在餐廳或咖啡廳，現在已大都禁止吸

菸，有的還設有吸菸區，但隔離卻不很徹

底。中等規模以上的餐廳、咖啡廳多數會遵

行，但不嚴格執行的也偶爾可見。如果進入

餐廳落座後，又有人進來卻坐到旁邊而拿出

菸來吸，實在很無奈，勸止難免有傷和氣，

也不一定被接納，說不定還會起衝突呢。守

本分的人只有吃虧了事，但心情鬱卒可知。

因此，還是籲請業者堅持遵照規定，不與違

規者妥協，認定不姑息才是上策；說不定因

此反而會吸引更多顧客上門呢。偶見規模較

小的餐廳老板一如小生意人，還會拿菸敬

客，目的當然想讓顧客感受親切，希望他願

意再多來光顧，以便招徠生意；碰到癮君子

固然順手就接，但碰到不抽菸者就敬謝不敏

了。在拒煙權高漲的今天，隨便請人抽菸，

實在不成敬意，說不定還會惹人懷疑有潛在

謀殺意圖呢，可不慎乎？

在公務機關或公共場所例都禁止吸菸，

但在其大門口，卻有大批癮君子在大門外面

一字排開在吸菸。普通機關還勉強算它無

奈，但醫院大門口也沒有例外地有這麼一批

人，實在大不協調。抽菸者不顧忌傷害病

人，有失同情心；若本身正是病人的話，傷

害其他病人則更不應該。我也看過有病人一

手扶著點滴架，一手拿著菸猛吸，似乎自己

也不太顧惜自己的身體；他何暇顧及他人，

何暇顧慮群眾？我也曾看過有人從禁菸的公

共場所如醫院、書店或百貨公司要離開時，

其腳步可說是三步併做兩步，快速邁向大門

口，在將到未到之際就迫不及待地自衣袋裡

掏出一支香菸夾於手指間，專等一踏出大門

就要點燃它來解除短暫禁菸之鬱悶。他們給

人的印象是不抽菸就忍受不了，好像會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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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一抽菸就會通體舒暢，精神抖擻。

癮君子例都有自己所喜好的品牌，所以

自購、自備香菸者多，也可以隨時取出點燃

而抽吸。他們購菸的花費其實也不少，可能

花掉收入的頗大一部分。有些人則是俗稱伸

手牌，自己不購菸、不攜菸，人家請他抽，

他一概不拒絕；當然他也不能挑剔非何種牌

子不可。站在健康的觀點，我們奉勸癮君子

省些花費買菸，可以移來貼補家用；而伸手

牌的人乾脆戒掉抽菸，一方面算是養廉，一

方面增進健康。

我曾建議設置抽菸小亭，四面封閉，

門也可緊關，癮君子進去時，外頭管理員幫

他把門關上，讓癮君子點菸抽吸，因煙不外

洩，可以一手煙、二手煙、三手煙…以至於

無窮手煙吸進去。等他抽到身爽之後，做個

手勢，讓管理員開門放他出來。這樣，一來

可以提高抽菸的效能，二來也可以省卻對他

人的污染。我曾經在南韓的機場看到特設吸

菸室一間，專供癮君子過過癮；但是門戶敞

開，走過的人也沒有人敢替他們把門關上，

以免挨揍，算是美中不足。

最近我親眼目睹在豔陽高照之下，有工

人在路邊做工，汗流浹背，看到他們點燃菸

抽吸起來，喜形於色，意頗自得而滿足的樣

子。我想他們的工作非常單調，其唯一的享

受似乎只是抽空吸一支菸，冀能減除一點疲

勞。我頓有所感，做工的人在空曠的地方，

抽菸似情有可原，不應予以苛責。只有一點

但書，那就是除了尊重不抽菸同伴的人權之

外，菸盒紙、菸蒂應該自行收拾好，不可隨

地亂丟。這或許是唯一可以堂而皇之抽菸的

場合了，尊意以為然否？

話雖如此，我還是懇切地呼籲癮君子

能毅然決然戒掉抽菸的壞習慣。有些老煙槍

從善如流，而戒菸有成，值得予以肯定。以

前曾見過一友人之岳父吸菸史長達三、四十

年，旁人看過醫學報導勸他戒菸以防肺癌，

他完全當耳邊風，反正事不干己，就無關痛

癢；直到亦為煙槍的友人老爸罹患了肺癌，

他才幡然醒悟：親家翁自己人也，真人實

事，再不能視若無睹，頓覺事態嚴重，遂不

待別人再規勸而立即自行戒掉了菸。後來碰

到有人拿菸要請他抽，他直說毫無抽菸意念

而一口回絕。戒菸成功者不但可以增進他個

人的健康，也可以讓環境免被污染，保持空

氣的新鮮度。雖說政府的菸稅會減收，但癮

君子的購菸開銷卻可以節省下來，將之移為

其他更有效的用途，或從事對社會更為有益

的貢獻，造福人類。現在卻有個趨勢，那就

是婦女及青少年的吸菸人口似在增加，這就

有待社會賢達熱心地登高一呼來籲請全面戒

菸了。吾人衷心祈願，我們大家所住的地

球，有一天會變成無菸的世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服務於三

峽恩主公醫院耳鼻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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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善，其惡者 也

文／王子哲

孟
子曰：「人性本善」，荀子曰：「人

性本惡，其善者偽也」，他們都屬於

儒家，為什麼主張正好相反呢？實際上他們

都沒有錯，只是各執其是。心之善或惡乃一

物之兩面。人生下來時，其心本善，貓鼠可

以和平相處，人虎也一樣。萬物平等，其心

本善，但是一旦接觸現實的環境，就會有樣

學樣，就會互相傷害，所謂“弱肉強食”。

人類一旦有了分別心，就會想和別人不同，

而產生各種惡念。孟子曰：「人皆有惻隱之

心」一點也沒有錯。只要沒有利善關係，內

心深處還是藏著善念，一旦有利害關係，就

會產生惡念。子桑戶（戰國時代的賢人）

曰：「以義而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以

利而合者，迫窮禍患害相離」就是這個道

理。荀子看到人心的另一面「惡」，所以堅

持主張「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他說：

「人性本來是惡的，但是表現善的一面是人

為的」。偽者假也，就是人為的。我們每天

看到的善的事情，很多是人為的，但是也有

一部份是真誠的，這是與一個人的環境有關

係的。明朝名臣大哲學家王守仁（陽明先

生）主張「致良知」與「知行合一」。陽明

先生主張：孝順父母，是天生的，是本性

的，所以孝順父母的行為是自然的。但是我

們常看到人們或多或少有不孝順父母的行

為，這是因為受外界環境的影響，而失去了

本性。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訓》中，有中

峯和尚的一句話：「凡是為自己的名利而做

的，即為惡，不為自己的名利而做的即為

善」。所以大家修道，就是要讀聖賢書，盡

量反璞歸真，回到“性本善”的境界，才是

正路。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其目的在於教導眾

生“見本性”，本性即是善心。就是由凡心

轉為佛心，也是儒家所謂的“超凡入聖”。

有此可見，人心本善，在惡劣的環境被污

染，自然會變惡的，如果不及早回到本性，

那麼一生就會為惡而不自知。孟子曰：「讀

書之道，求其放心而己矣」。他的意思就是

要大家把放出去的本心（即善心）找回來。

所以孟子見到人性的深處，而荀子則看到人

性的表面。雖然他們的立論文章，後世人們

爭相讀誦，以吾觀之，孟子所主張的是王道

（王業），荀子所提倡的就會淪為霸道（霸

業）了，自然優劣立判。但是今之社會，因

為業績掛帥，大家都在注重“利”的一面，

而激發人性“惡”的一面。春秋戰國時代，

各國互相侵略，擴張其國土，成就其霸業，

難怪孔孟之學不能被採用。荀子之學，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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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各國的霸業（荀子的學生，李斯為秦

始皇的丞相，一統天下，最後死於二世胡亥

的太監之手），終究是發揮人性惡的一面。

孟子實在是孔子以後，儒家最偉大的傳人，

他被尊稱為“亞聖”是很有道理的。故曰：

人性本善，其惡者偽也。

心廬隨筆部落格：http://hearttaiwan.blogspot.

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現已退休）

徵信錄（98年10-12月）

林高德 NT$100,000.-
溫文昭 NT$7,000.-
許文政 NT$1,200.-
黃明和 NT$1,000.-
黃丙丁 NT$400.-
朱宗信 NT$200.-
侯書文 NT$200.-
黃勝堅 NT$200.-

徵信錄（景福館整修捐款11月）

黃丙丁 NT$150,000.-
陳文龍 NT$100,000.-
王文斌 NT$10,000.-
余福祺 NT$10,000.-
林峻卿 NT$10,000.-
郭金塔 NT$10,000.-
彭瓊袞 NT$10,000.-
溫文昭 NT$10,000.-
林國煌 NT$5,000.-
柯麗鏞 NT$5,000.-
簡崑山 NT$5,000.-
黃崔源 NT$3,000.-
李龍騰 NT$2,000.-
潘牧民 NT$2,000.-
蘇銘嘉 NT$2,000.-
許瑞信 NT$1,000.-

徵信錄（景福館整修捐款12月）

郭英雄 NT$300,000.-
楊敏盛 NT$200,000.-
朱宗信 NT$100,000.-
吳慶南 NT$100,000.-
林安復 NT$100,000.-
洪焜隆 NT$100,000.-

陳定堯 NT$100,000.-
陳芳武 NT$100,000.-
陳維昭 NT$100,000.-
賴育民 NT$100,000.-
陳慧玲 NT$50,000.-
廖兆旺 NT$30,000.-
鄭鳳嬌 NT$20,000.-
黃玉得 NT$12,000.-
潘郁仁 NT$12,000.-
王崇任 NT$10,000.-
何昭明 NT$10,000.-
吳守正 NT$10,000.-
林守田 NT$10,000.-
林素玲 NT$10,000.-
施純仁 NT$10,000.-
柯良時 NT$10,000.-
郭國銓 NT$10,000.-
陳為堅 NT$10,000.-
陳菜妹 NT$10,000.-
傅彩壎 NT$10,000.-
黃美涓 NT$10,000.-
黃榮輝 NT$10,000.-
蔡孔雀 NT$10,000.-
謝長堯 NT$10,000.-
石條芳 NT$5,000.-
李芳輝 NT$5,000.-
沈永訓 NT$5,000.-
施德章 NT$5,000.-
李志成 NT$3,000.-
陳軾正 NT$3,000.-
陳素美 NT$1,000.-
李木鐸 US$500.-
韓明元 US$350.-
林子淳 U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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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哥倫布的西航

文／許清曉

以
前從沒想到往多明尼加（D o m i n i c a 

Republic, D.R.）旅遊。這次是因為參加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義診團，從2009年3月

5日到9日在D.R.義診，之後，集體在此地觀

光，14日結束。D.R.有美麗的高爾夫球場，

年平均攝氏26度的氣溫，有廣闊的海洋風景

及休旅設施，是個北美休假旅遊勝地。這裡

又是哥倫布1492年來美洲殖民的跳板，也是

歐洲文化、貨物、動植物、及傳染病踏足美

洲的第一站，歷史上的重要性自不用說。我

既不打球，近來又對看不完的世界好景觀逐

漸失去興趣，不過正好可以複習五百年前哥

倫布發現新大陸之際，有趣的歷史背景及經

過，也再認識過去的兩個錯誤觀念。

第一個錯誤：發現新大陸的第一位

歐洲人其實不是哥倫布。北歐挪威Viking

的Leif  Ericsson早在1001年就在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登陸，在L'Anse aux Meadows留

有遺址。只是初期有些Vikings被印地安人殺

害，因而他們沒有持續到新大陸殖民，他的

發現也就沒有成果，被人遺忘了數百年。

第二：小時候讀過葡萄牙等各國王室

沒有支持哥倫布向西航行，尋找往亞洲新航

線的要求，是因為當時歐洲人以為地球是平

的，西航不可能到達亞洲。這個想法，是來

自1828年Washington Irving的哥倫布傳記。

其實早在第二世紀就已經有地球是圓球狀的

觀念。當時埃及Alexandria的數學家、地理學

家、天文學家Eratosthenes，（也是詩人、運

動員，wow!他的綽號是beta，意即「第二」；

「第一」當然是指的神吧）。他不僅已發明

經緯度、發明閏日（leap day）、質數的規

則系統、計算出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繪

出世界地圖，甚至計算出地球周長為四萬公

里，和現代的正確數據誤差在1%以內！因此

哥倫布時期地球是圓型的觀念早已是航海家

的常識。

▲哥倫布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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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布（ 1 4 5 1 - 1 5 0 6 ,  C h r i s t o p h e r 

Columbus），西班牙名為Cristobal Colon（葡

萄牙名為Colom），生在義大利的Genoa。

（“Colony”=殖民地，這個字出現於1384

年，因此並非起源於哥倫布的姓）。他的父

親是會參與政治的織布工。哥倫布14歲時開

始航海，25歲定居在探險家、商人、航海家

等人聚集的葡萄牙首都Lisbon，和葡萄牙一位

總督的女兒Felipa Perestrello e Moniz結婚，生

子Diego。他的妻子於生子後不久去世，以後

又和一位Beatriz生下第二子Ferdinand。他從

總督的親戚關係，以及從在Lisbon的交友，找

到很多海洋資料，而對海洋地圖、風向、海

流深入探討，奠定以後成功地來回歐美的基

礎。自1480年代初期他就計劃從歐洲西航抵

達亞洲。

中世紀的歐洲需要從亞洲輸入絲綢、

香料、嗎啡。這些貨物的交易中心原來在

Constantinople（現在的伊斯坦堡）。在十五

世紀前半，該都市由信奉基督教的Byzantine

帝國控制。但是那時Ottoman回教帝國勢力

逐漸強大，在1453年取下Constantinople，又

攻下埃及，擋住經過陸路及經過紅海到亞洲

的兩條去路（可參看部落格http://tw.myblog.

yahoo.com/ccshsu-clement/遊記「伊斯坦堡

兩日遊」），因而歐洲各國亟需開出另一條

到達亞洲的海路，如果能夠掌握這種航線，

就可以壟斷亞洲巨額的商機。葡萄牙就是

因此在1415年就攻佔Ottoman在非洲北部，

Gibraltar海峽的商業據點Ceuta，又設立航海學

校，積極地想開闢從非洲西岸海線到達亞洲

的途徑。

當時的觀念以為地球上的陸地，只有

歐亞及非洲，不知道有美洲大陸；到達亞洲

只知向東，而向西的航線從來沒有人試過。

又當時的船不大，無法運載足夠的食物及

水持續航行幾個月（兩週的航行已經算是

長途），距離的計算很重要。哥倫布寫的

計畫，多次向葡萄牙國王John II、Genoa、

Venice等王室申請資金建造航海船隻。但是因

為他從幾種資料的調查，以為地球周長只有

兩萬五千公里，更以為地球表面的七成是陸

地，因而計算出來西航到達亞洲日本的距離

過短（以為只有四千四百公里，實際距離遠

達一萬九千公里），航海計畫不合理，因而

被王室顧問們拒絕。同時1488年已經由葡萄

牙人Bartolomeu Dias發現繞過好望角到亞洲

的航線，而再找另一條航線的需求不那麼強

烈。

▲複製的Santa Mari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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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485年哥倫布搬到和葡萄牙敵對國的

西班牙都市。國王Ferdinand II及王后Isabela

雖然並沒有馬上資助航海，但也沒有放走

他，而供養他留在西班牙。等到西班牙從

Ottoman回教徒戰爭取回Granada，平定Iberia

半島時，國庫空虛，急需找個新的海外資

金，因而Ferdinand II在1492年接受他的要求，

寫下合同，支援新航線探險計畫。他們建造

Santa Maria（80-90噸，70-80呎長，載40人，

船員沒有船室可睡，只能用繩子將身體固定

在船身，在甲板上找空間睡覺）及較小的La 

Nina、La Pinta（分別載二十、三十人）3艘船

隻，於8月3日先從西班牙Cadiz南下到北非西

方的Canary Islands維修船隻，再於9月6日乘著

東風及海流（Canary Current）向西出發，航

海五週，於10月12日發現Bahama群島。（在

西班牙及美洲，Columbus Day是10月12日，

在美國是10月的第二個星期一，政府機關都

休假。）

當時第一個發現陸地的是在 P i n t a號

的守望人Roderigo de Triana。那時他們規

定首先看到陸地的，可以享受每年一萬

maravedis的年金（好船員的年收入是一萬兩

千maravedis）。可是哥倫布聲稱他前一晚

就看到陸地的光線，就把那筆賞金自己污掉

了！可見他對船員是很刻酷專橫，令人想起

英國航海史1789年“Mutiny on the Bounty”的

Captain Bligh。

哥倫布的要求是：任命他為Admiral of the 

Ocean Seas及所有新發現地區的總督（Viceroy 

and Governor），又新領地的貿易收入之十

分之一歸他。這個獅子大開口的要求被國王

王后接納，根據哥倫布的兒子Diego後來的

記載，是因為他們認為哥倫布生還的機率很

低！（如果生還了呢！）

哥 倫 布 首 航 登 陸 地 點 是 現 在 名 為

Hispaniola島的左邊海地（Haiti）。島東方現

在多明尼加首都Santo Domingo，是他的弟弟

Bartholomew Columbus在1496年建立的城市。

哥倫布不久就再航行回去歐洲。他選擇的航

行路線是能夠成功地來回美歐的最重要關

鍵。本來他從西班牙橫渡大西洋，是順著東

風及海流，因而可以在五星期內直線到達美

洲，如果他要原路回去，將是逆向行駛，得

花上六、七個月，船上無法運載足夠的糧食

飲用水，不可能抵達陸地。哥倫布選的回程

路線是乘著強烈的Gulf Stream海流，沿著美洲

向東北方向航行，再順著大西洋順時鐘迴旋

的風向行駛，由北方繞回歐洲。

1493年9月第2次航行，他帶領了17艘，

1,200人殖民。他首航時找不到敢於西航的船

員，還要從囚犯中徵取。第2次航行時就不慮

無人，這些歐洲人到美洲都是單身航海，到

▲加勒比海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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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地才和七世紀就在當地繁殖的土著Taino

族群女性婚姻生子，因此目前D.R.人大多有

Taino血統。傳染病播散的影響在這種時期最

為明顯。西班牙人從歐洲帶來天花、痲疹、

白喉、瘧疾。再加上殘酷的奴役、戰爭，導

致Taino人口從原來數十萬（可能高達兩百

萬），減到1711年的兩萬一千。這些人回去

歐洲，也隨身帶了雜交的後遺症，梅毒。在

1495年King Charles VIII侵入義大利的軍隊

中，有很多這些航海員，結果梅毒在歐洲擴

散，到17世紀文藝復興（Renaissance）末期前

之一、兩百年間造成五百萬人死亡。（Atlanta

的Emory University研究結果顯示，歐洲當時

死亡者骨中梅毒病原菌Treponema和中南美洲

的Yaw螺旋菌基因相似，顯然是同一來源，佐

證梅毒來自美洲的說法。）

1498年第3次率領6艘船橫渡大西洋之

後，留在Hispaniola的移民已經對哥倫布初

時誇大宣傳新大陸的金銀財寶很不滿，哥倫

布手下常發生爭執，他還得將6名不聽命令

的船員處死。1500年因為屬下的人向西班牙

派來的專員（commissioner）Francisco de la 

Bobadilla抱怨哥倫布兄弟的殘暴，而被捕並上

鍊送回西班牙，入獄六星期後恢復自由，但

是失去官位，他要求的貿易收入也被終止。

他的兒子Diego於1509年任Governor，但權

利大減，以致興起訴訟，纏訟到1536年。很

有趣，在中世紀的歐洲，臣下還可以控告王

室。如果是在中國，不被九族抄斬，首級展

示城門一個月才怪。

1502年他第4次率領4艘船，150人，及14

歲的兒子Ferdinand向美洲航行。那時已經不

是總督，因此他在加勒比海諸島及中南美的

探險不很順利，遇到颱風、船壞無法行駛，

都得不到總督Ovando的支援，又遇部分船員

叛變，土著的不合作等等。他也因多年的關

節炎、營養不良，健康變得很差，於1506年

死在西班牙。至死他都以為是找到了13世紀

Marco Polo描寫的亞洲。他的遺骨本來埋葬在

西班牙，後來搬到Santo Domingo，以後再搬

到古巴。可是其後卻去向不明。

1507年德國製圖師Martin Waldseemueller

繪製世界地圖，將新大陸名為“America”。

為什麼不是命名為“Columbus”，有三種說

▲哥倫布熟悉海流走向，因此他能成功地來回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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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是廣被人接受的：同年出版的地圖

說明書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言明，義大

利Florence的航海探險家Amerigo Vespucci，

於1500年之後往返南美洲大陸四次，因此使

用其拉丁文名字Americus Vespucius之女性

名America命名。但是平常命名是以family 

name名之（除非以國王之名命名，則以first 

name），用Amerigo Vespucci之first name是

奇怪。因此有第二種由著名瑞士裔美國人地

質學家Jules Marcou於1875年提出，較沒有被

人提起的說法：Nicaragua有一處富於金礦的

地方叫做Amerrique，是哥倫布及Vespucci都

去過的，Vespucci甚至將他原來的first name

從Alberigo改為Amerigo，以顯示其發現的重

要性。因此這個地名才是America名稱之來

源。第三種說法是1908年由英國Bristol的古物

學者博物學者Alfred Hudd提出：Bristol商人

Richard Amerike在1497年資助John Cabot從英

國航行，到現在加拿大的Newfoundland。加上

Bristol的漁民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一百年就

常會到北美洲，因此Waldseemueller可能參考

這些英國人的航行歷史，而將新大陸命名為

America。據說Amerike之名稱常在早期英國地

圖出現。

不論如何，航海探險家C h r i s t o p h e r 

Columbus的名字，已經和America並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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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一、獎助對象、範圍及期程：

（一）申請方式：國內設有醫、牙學系之大學校院（不含軍警校院），以校為單位提

出申請。

（二）獎助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的醫學系畢業後六年內之

在職醫師，有志從事研究，並擬修讀國內外研究所博士學位者。醫學系畢業後

六年內之在職醫師，其畢業年限之認定以計畫收件截止日為準，服兵役年限並

得扣除。

（三）獎助名額：醫學系畢業後六年內之在職醫師就讀國外博士班者二名。

（四）獎助期程：以二年為原則，獎助期滿，得再申請一次，每人最長以獎助四年為

限。但就讀國外博士班者，除前往非以英文授課之歐洲國家或日本外，獎助期

限最長為三年。

二、獎助項目及基準：

（一）畢業六年內在職醫師就讀國外博士班：獎助項目包括學費及生活費。學費每年

最高以美金三萬元為限，生活費參考國內公立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待遇，以其臨

床醫師薪資所得支付，每年最高以美金三萬五千元為限。

三、計畫申請及審查作業：

學校申請作業：學校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備妥計畫申請書一式七份送至本部，有

興趣校友請直接與臺大醫學系辦公室蕭小姐聯絡（電話：02-235600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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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通函（六）

文／韓良誠

謝○○女士平安：

今天收到郵寄的一大箱梨子時，心想

到底是誰送的，經過了解之後，這才知道原

來是一年五個月前（2008.2.26）曾經住院過

的謝○○先生的女兒謝○○女士你送的。頓

時，我的腦海中清楚浮現令尊的臉孔，並回

憶起他的女兒們孝行的點點滴滴。說實在

的，行醫四十六年以來，看過無數的老人急

重症病人，但是我非常了解，對於超過八十

歲老人，又因十一年前，嚴重車禍導致腦部

受傷，顱內出血，不得不開刀，在腦內和腹

腔之間放入永久性引流管。此外，也頻頻引

發癲癇發作，而變成植物人，對於這種病

人，看護上是相當困難的。

你們帶父親來住院，治療吸入性肺炎，

當時住院中，最讓我動容的是，我暗地裡觀

察到你們家人對他無微不至的關心，使我看

不出絲毫因為「久長病」而出現「不孝子」

的現象。頭髮、指甲、皮膚、營養......到肌

肉、關節，都很難看出，這是一位經過十一

年多之久，又是人高馬大的「老植物人」！

有緣成為父子，父女的關係，這是非

常奇妙的，又美好的，上天的安排。你們身

為令尊的子女，知道珍惜這個緣份，並用全

心在把握，日漸減少在一起生活的難得的時

光，這是智與仁兼備者處世的最高境界！我

祝福你們，也感謝你們默默的給了我，無價

的、更深一層的尊重生命的啟示。

後學　韓良誠筆

2009.7.10　夜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董事）

景福醫訊26卷第10期，第18頁左下方倒數第二行：

「代）電影September Song（由Joseph Cotton」改為「代）電影主題曲

September Song，電影名秋戀September Affair（由Joseph C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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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高山行

文／江顯楨

今
年六月上旬，我們前往波士頓與女兒

聚首，然後聯袂乘Lufthansa班機飛法

蘭克福（Frankfurt），轉機飛抵瑞士蘇黎世

（Zurich）。一路天晴，飛機降落之前，已

看到遠處阿爾卑斯山廣袤的北麓，覆蓋著冰

雪。下午，我們歇腳於市中心、大火車站斜

對面的Schweizerhof旅館。車站正前大街是世

界最昂貴的購物商區，這裡還包括兩個全球

聞名的瑞士銀行UBS & Credit Suisse總部。但

見滿街遊客如織，卻見不到一個當地居民，

所有商店銀行都大門深鎖，原來今天正逢禮

拜天，是休假日。

適合居住，品質最佳都市

翌日一大早，被雷雨聲吵醒，我們乘

坐大遊覽車出發，展開一次歐陸高山最經

典的旅遊。車經市區，導遊說這裡空氣新

鮮、水質良好、犯罪率極低，每年被選為

全世界生活品質最佳都市。途經蘇黎世大

學技術學院，這裡最有名的學生和教授就

是愛因斯坦。即使在微雨中，一路看到的

山城與湖泊都靜謐宜人。中午到達瑞士首

都伯恩（Bern），這是瑞士第三大城，僅

次於蘇黎世和日內瓦。據說早年此區經常

有熊出沒，伯恩的建立得名於一隻被擊退的

熊。其舊城區是世界遺產（圖1），萊茵河的

支流穿城而過。我們慢步在舊城中心街，走

到一座中世紀鐘樓。街兩邊都是購物長廊，

夾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個狹窄的Einstein 

House（圖2）。據說1905~07年，德國出生的

愛因斯坦在伯恩專利局工作期間，提出狹義

和廣義相對論的大道理。

繼續從伯恩乘車南行，午餐小憩在一瑞

士村莊（圖3）。來到風景明媚的「茵特拉

肯」（Interlaken）。德文的laken是湖，意謂

夾在Lake Thun與Lake Bruenz兩湖之間。這裡

是少女峰（Jungfrau）山腳下的一個瑞士小

城，一年四季以風景宜人著稱，是前往少女

峰的重要門戶之一，很多遊客以此為登山基

1

Bern舊城區

2

Einstei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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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傍晚，我們走在商品街上，這裡的觀光

商店，營業到晚上九點，從瑞士名錶、瑞士

軍刀到木雕藝術品，物價都比我們想像要貴

得多，美金購買力也比不上瑞士法郎。我們

夜宿Victoria Jungfrau大旅館，傍晚與清晨，

從旅館正門就可以遠眺銀白色秀麗的少女峰

（圖4）。

齒軌鐵路，一登歐洲之巔

少女峰（海拔4,158公尺），是同名的

山脈斷層中的最高峰。位於瑞士境內地理

中心，屬阿爾卑斯山脈部份。斷層中其餘

兩峰為「艾格峰」（Eiger）和「僧侶峰」

（Mönch）。少女峰於1811年才首次被登山

好手征服。少女峰鐵路（Jungfraubahn）採用

齒軌鐵路，也就是：兩條平行的普通鐵軌中

間多加一條齒軌，以防下滑。最大坡度高達

25%，有四分之三的路段是在冰河底下隧道岩

壁裡通過，工程十分艱鉅。據說由瑞士鐵道

工程師設計，施工歷時長達16年之久，1912

年首次通車。

登山鐵路的路程是環形，我們開始登

山時，大遊覽車經Interlaken Ost（東站）到

Grindelwald（1,034公尺），這裡是高山冰

雪融化沖刷而成的平坦山谷，改坐登山火車

（即外漆黃綠色車廂的電車）到「小雪德」

（Kleine Scheidegg 2,061公尺），我們轉乘

一種登山電車（漆紅色車廂）繼續爬高，沿

線可以看到「艾格峰」的冰河（圖5）。到

了「艾格山牆」（Eigergletscher）這站，剛

好是在三大名峰的正中央僧侶峰下，停留一

會兒，車子就開進七公里長的隧道，之後的

路段全都在山裡的堅固花崗岩內進行。隧道

中有兩個車站，各停五分鐘：我們在「石壁

站」（Eigerwand 2,865公尺）下車去觸摸隧

道的裸岩石壁，體驗這段工程的艱辛；也

在「冰海站」（Eismeer 3,160公尺）下車，

從站裡的一大片玻璃觀景窗往外看，正是

艾格峰和遼闊的冰海視野，令人驚嘆。最

後火車到達仍在隧道裡的「少女峰終站」

（Jungfraujoch 3,454公尺）。

冰雪世界，令人終身難忘

這是歐洲海拔最高隧道裡的火車站，內

瑞士村莊小憩

3

登山火（電）車

5

旅館正門遠眺少女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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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餐廳、郵局、研究站、電影院、商店等，

有隧道通往戶外，供人走到外面冰原及遠

眺冰河。我們搭電梯直上海拔3,571公尺的

Sphinx觀景大廳與平台（圖6），這是全歐最

高的氣象天文台。聽說在晴空萬里的時候，

可遠眺德國黑森林和法國義大利的高山。長

達22公里厚800公尺的Aletsch冰河（圖7）就

是 以 少 女 峰為起點。「冰雪之

路」（Ice Gateway）

（圖 8）連接冰宮

（Ice Palace）與冰

原。我們在氣象

站平台戶外逗留

良久，再進入閃

耀的冰宮（圖9），觀賞裡頭展

覽的冰雕（圖10）。此時略感空氣稀薄，一

陣子又好了。吃完中飯走出大廳，到冰河上

踏雪（圖11）。這時看到遠處有人在冰河上滑

雪，近處一群不知那裡飛來的黃嘴烏鴉，一

隻停下來向我們討吃（圖12）。這裡不論任

何天氣，全年開放，讓人們體驗高山的冰雪

世界。整個登山經驗使我想起50年代在台北

看的驚險電影─葛倫福特主演的《雪嶺魂》

（The White Tower）。現在身入其境，卻有驚

無險。

少女峰山區與Aletsch冰河的經驗，令人

終身難忘。2001年它被列為自然世遺（World 

Natural Heritage），更有意思的是，從觀景大

廳牆壁的照片上，我們發現它在2002年和中

國「黃山」結為姊妹山（Sister Mountains）。

兩座世界名山真是有緣，怪不得我們在冰河

上踏雪時，碰到許多中國來的遊客。下山時

Sphinx觀景廳與平台

6

Aletsch冰河

7

冰雪之路（Ice Gateway）

8

冰宮（Ice Palace）

9

冰宮裡的冰雕

10

冰河上漫步踏雪

11

討吃的黃嘴烏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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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從少女峰站穿岩壁隧道原途而下，只要

35分鐘（上山則50分鐘），到「小雪德」後

轉向，延著環形路程到達Lauterbrunnen，一

路風和日麗，自然風貌，美得可以入畫。此

地有瀑布山谷（Valley of Falls）之稱，可仰望

多處高懸瀑布，來自高山冰河空中滑翔吊纜

車的點綴其間。俯瞰山谷，下有不受汙染的

湖泊和松林。山谷則有V型和U型之分，後者

乃是古代冰河經過所形成。偶見綠草如茵的

地區有牛羊和人煙。天然之美加上人工環境

維護，瑞士素有「世界花園」美譽。人間仙

境，此之謂也（圖13）。

碧綠湖畔，「威廉泰爾」故鄉

清晨，延著阿爾卑斯山脈的北麓繼續東

行，途經Lake Luzern的南端，這一帶就是14

世紀瑞士歷史英雄「威廉泰爾」（William 

Tell）的故鄉（圖14）。導遊遙指碧綠湖水的

對岸，湖畔山坡上有個小教堂，每年吸引上

萬的國際旅客前來膜拜。據說威廉泰爾是德

國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歌頌瑞士獨立

的傳奇人物，他擺脫了哈布斯堡王朝壓迫者

的枷鎖。瑞士擁有中立國傳統，1815年後就

沒捲入過戰爭。雖然有許多國際性組織的總

部設在瑞士，但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它一向

以精工業（瑞士錶）、銀行業、保險業、旅

遊業為主，現在也是全球最富、經濟最強、

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它人口七百七十

萬（是台灣的1/3），擁四種民族語言：德、

法、義和羅曼什語。瑞士建國於13世紀，但

加入聯合國還是2002年9月以後的事。

我們穿過瑞士的「心臟地帶」東行，進

入Liechtenstein。這是一個阿爾卑斯山區的

小王國，它夾在瑞士與奧國之間，是雙重內

陸國家。官方語言是德語，但與德國沒有交

界。迄今仍維持君主立憲制，雖然土地狹小

（國土面積僅160平方公里），人口稀少，

卻擁有很高的國民所得，生活水準非常高，

是一個有美麗風光的避稅天堂。中午離開

Liechtenstein，我們整日橫貫旅行在奧地利境

內的「蒂羅爾」（Tyrol或Tirol）州，這一帶

屬於阿爾卑斯山脈北麓，傍晚到達奧國西部

重鎮Innsbruck。

蒂羅爾區，地勢高峭險要

德語中的Brücke是「橋」，Inn則是這裡

的河名。Innsbruck位於奧

地利西部群山之間的萊

茵河畔，是Tyrol州的首

府。它控制著南北跨越阿

爾卑斯山脈的交通要衝，

穿越阿爾卑斯山通往義大

利的南「蒂羅爾」地區，

就從這裏開始。Innsbruck「瀑布山谷」素有世界花園美譽

13

William Tell的故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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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著名的滑雪勝地，兩次冬季奧林匹克在此

舉辦（1964 & 1976）。聽說骨折多，骨科醫

師生意好。這裡高山環繞，地勢險峻，飛機

起落需要特別技巧。不過，山岳雖高，卻無

法避免或阻擋二次大戰末期聯軍的轟炸，60

多年前這裡是納粹頑抗的據點。再往前溯，

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Tyrol備受德、義兩

國之角逐，甚至於英、美、蘇聯列強之牽扯

影響。有人說，Tyrol高原之於奧地利有如西

藏之於中國，當地居民渴望自治的努力與其

獨立運動，直到1995年奧國加入歐盟才告結

束。

我們在 T e l f 鄉村小鎮一個傳統叫做

Ropferstub’m的農莊，在夕陽的餘暉和徐來

的清風裡，遠眺靜幽紫色的山巒（圖15）；

近處的山坡地有零星散佈的牛兒們，自由自

在，牠們是這一帶特有的黃色種牛，最特色

之處牠們的四腳都是深褐色，像是穿著深褐

色的長靴似的，每隻牛的脖子上還帶有一個

銅鈴（cow bell）。我們在戶外閒聊，晚餐

前的小飲、啤酒和乳酪過後，一邊隨著手風

琴唱，一邊跳當地的土風舞。yodel音樂是一

種起源於瑞士阿爾卑斯山脈、唱起來調子忽

高忽低，運用「胸音」與「頭音」的急速交

換的技巧，其樂無窮（圖16）。不久入內用

餐，品嚐美酒佳餚。樂手除了手風琴，現在

又添加一個特殊的打擊樂器，似乎是皮鼓、

鐵條、木棍、鈴鐺、湊合的大仗，讓賓客輪

流用來擊節頓挫，搭配音樂（圖17）。酒酣

耳熱之餘，饑腸也已經盈滿，乃告別農莊，

盡興而歸，回到Interalpen旅館，不覺夜色已

深。

巴伐利亞，德國鄉村如畫

第二天清晨，我們出發前往德國「巴伐

利亞」（Bavaria）。先到離德奧邊界不遠的

「林德霍夫城堡」（Linderhof Castle）（圖

18），它坐落在阿爾卑

斯山腹地，林木茂密的

山谷中，這是19世紀巴

伐利亞國王King Ludwig 

I I的皇宮，這是他建造

的三個宮殿中最小的一

個，也是唯一在巴伐利亞

建造的，是他活著看到Yodel音樂（室外）

16

輪流擊節頓挫搭配音樂（室內）

17

Ropferstub’m農莊跳當地土風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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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一個。城堡模仿17世紀的凡爾賽宮的

建築風格。皇宮四周環繞著工整的花園和水

池。花園中的金飾噴泉，以希臘神話為繪畫

題材。城堡具有童話般的美麗造型，Ludwig 

II幻想自己住在一個虛構的世界，心儀歌劇

作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他將自己

比做「月亮王」，這位巴伐利亞的「天鵝皇

帝」與法王路易十四「太陽王」相對應。

由此可見其孤癖個性，死前被診斷有精神

病，成了「瘋王」。從Linderhof東行不到十

分鐘，就到達另一個德國村「歐巴拉馬高」

（Oberammagau），這個「黑松林」的小鎮有

很多精品店，木刻為其傳統藝術。尤其逗趣

的是，許多人在家屋的兩側畫上童話和民俗

故事。我們在這裡買了一個Cuckoo掛鐘和一

些人像的小木刻。

從德國回來的次日，我們在Innsbruck

的古城區遊覽，參觀Hofkirche（英文Court-

church）（圖19），這是16世紀神聖羅馬皇帝

Maximilian一世的紀念教堂。堂裡有德國文藝

復興時期的24尊雕塑銅像，包括當時歐洲諸

國王女王、皇帝皇后、公爵女爵、大公等。

我們認得出西班牙國王和皇后，也看到英國

的亞瑟王（King Arthur），同遊的一位女歷史

學家告訴我說，英國的King Arthur僅是傳說

人物，不過這既然是他的Court，這些銅像我

想都是他的親戚，因為歐洲各國王族聯婚，

一點都不稀罕。Maximilian一世是哈布斯堡

王朝以「戰爭」和「政治聯婚」來擴張版圖

勢力的皇帝，也是後來被迫讓瑞士獨立的皇

帝。他死後被安葬在維也納城堡的教堂，所

以這Hofkirche只是個假墓，可能連衣冠塚都

不是。我們還沒去過維也納，當然無法想像

皇宮裡威權者的生活，但是從紀念教堂的擺

設和氣氛推斷，這位皇帝當時一定是叱吒風

雲，氣可蓋世。不過，教堂一個陰暗的角落

有個Andreas Hofer平民之墓，相傳他是19世紀

領導「蒂羅爾」人獨立的民族英雄，抵抗拿

破崙皇帝失敗，因而被擒處死，從容就義。

善良的Innsbruck人民，把他的墓擺在神聖羅

馬奧地利皇帝的紀念堂裡，雖然兩個歷史人

物相隔三個世紀，實在也夠耐人尋味。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美國鳳凰城）

Innsbruck紀念教堂

19

德國Linderhof Castl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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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洪謙

我
沒有什麼嗜好，只是喜歡趴趴走，看不

同地方的風土人情。當然也像大家參

加了好幾次旅行團，到歐、亞、非及南美旅

行，也搭遊輪遊阿拉斯加、地中海，通過巴

拿馬運河，繞南美合恩角Cape Horn等。唯一

與很多人不同的是我這「芳齡」早過古稀的

「假少年」還在做外國的自助旅行。

你要是在台灣、美、加自己開車旅行，

那就是自助旅行了，但飛到國外郤是另外一

件事了。你可以租車，但大多數人不想在

「駛左邊」或「語言不通」的地方開車，所

以只好參加旅行團，我也沒有在美、加以外

的地方開過車。又參加旅行團的好處是你只

要付錢，其餘人家都替你安排好，又住的旅

館因有團體Discount，所以比你個人去住較便

宜。

只是參加旅行團你不能選擇要去的地點

（不能要到哪裡就去哪裡），也不能選擇在

所去城市、所住的日數、所看的景觀、停留

的時間。我偏偏在博物館、藝術館等喜歡待

多久就多久，又有些地方我想去，但旅行團

不安排去，如以前西德的首都波昂Bonn為

樂聖貝多芬誕生之處，有他出生的家及紀念

館，想去所以只好自己走。

我自助旅行除在美、加，開車看了許

多國家公園外，去了我認為較安全又公共交

通工具較方便的日本、荷蘭、比利時、瑞

士、德國、義大利、希臘、澳洲、紐西蘭、

丹麥、挪威、瑞典、芬蘭、英國、愛爾蘭

等，各一到三週不等。又隨團前先到或隨團

旅行後留下來看該國首都及附近的有法國

（巴黎）、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馬

德里）等。自己走是你做“暫時性的當地

人”Temporary Local，我們在巴黎、羅馬、

倫敦等各待了一星期。爬到巴黎凱旋門及艾

菲爾Eiffel塔上、梵諦岡Vatican（市國）的

聖彼得大聖堂及倫敦聖保羅大聖堂（世界第

一大及第二大教堂）的圓頂外看風景。去大

英博物館，在梵諦岡宮殿（本身為美術博

物館，Sistine Chapel在其內），巴黎羅浮宮

Louvre等，待一整天。到米蘭的Santa Maria 

Delle Grazie教會的餐廳看舉世聞名的達文西

▲英國York 國立火車博物館，此為世界第一

部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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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o Da Vinci

所畫的「最後的晚

餐」（這在離美前

就先打電話預約時

間，因限制參觀人

數）。看了挪威

的所謂四大峽灣

Fjord。在愛琴海上

的小島小住幾天看

落日。到日本登富士山，追櫻花、楓葉（哪

裡櫻花盛開或楓葉正紅就跑哪裡）。這些恐

怕參加一般旅行團很難辦到。

我是終戰時剛升國小五年級，所以比北

京話先會日語的，又來了美國46年了，如果

英語還不通就該打屁股了。日語只能在日本

用，其他地方都靠英語，但也不是會英語就

通行無阻。在不是說英語的國家先問人家Do 

you speak English?再問其他事才合禮貌。有一

次在希臘，我問稍懂英語的路人，我要搭的

Bus是不是去Epidavros，他說是，再問他是不

是最後一站Last Stop，他郤聽不懂，只好比

手劃腳說Bus End，他還是聽不懂，改說Bus 

Finish，他倒說Yes, yes。大概因為英語Finish

為法語Fin而他們懂法語或德語的較多（因地

緣關係）。

廿幾年前我的導遊書Guide Book是用哈

佛大學學生寫的“Let’s Go”。以後在一湊巧

的機會，發現日文的“地球の步き方”（地

球的走法，Globe Trotter），寫得很簡潔得要

領而有用。因此現在主要用它，而以英文的

“Lonely Planet”及Rick Steves的Guide Book

為輔。機票自己買，要計劃去多久，到哪些

城市、看什麼。主

要 交 通 工 具 是 火

車，可買Pass，有

很多種，在網路可

查詢，較省錢又方

便。又靠捷運（地

鐵）、Bus、Tram等

而儘量不搭Taxi，以

避免被敲竹槓。輕

裝便服、一拖一背。我們不挑剔，不是非Ritz 

Carlton或Hilton等五星級就不住。且我已當

無業遊民、九年多了，省些錢也無妨，所以

我們也常住Business Hotel及Bed and Breakfast

民宿級的。老人勤跑廁所，我只要求房間裡

有浴廁設備，其他不苛求。住的地方這幾年

都用網路訂。飲食要簡單些，但如你每餐非

像團體八菜一湯不可或洋吃一概吃不下，那

就免了。歐洲各都市在火車站或市中心都有

Information，日本即有「觀光案內所」可幫忙

當地住宿或有關觀光資訊。又如你屬血拼採

購團，每次出遊非買大包小包不可，那自助

旅行就太不方便了。

要是你想試試自己走，但不太敢，可以

先這麼做看看。參加旅行團，然後不隨團回

來，在最後住的地方（換不換旅社，隨你）

多待二、三天。你對該地方有些熟悉了，可

以去看沒有帶你去或雖去了但想自己再去詳

細看的地方。原先住的旅社的工作人員也會

幫你（尤其你沒搬的話）。

Good Luck!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加州的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有特殊的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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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們在台大兒科R1的日子

撰寫／吳美環、吳美華、林其和、曾履元

1980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在此前一

年，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通車，縮短南北

差距，此年又是改變台灣現狀引爆點的“美

麗島事件”發生之年，更是台灣兒科醫界增

添四位明日之星的一年！不是吹牛，現今成

大醫學院林其和院長、台大小兒部主任吳美

環教授，開業頗負盛名的“台北”曾履元醫

師及“台南”吳美華醫師，正是在1980年加

入台大醫院小兒科住院醫師的行列！1980年

仍是男重女輕的年代，那時的主任李廷堅教

授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他堅持應屆畢業的

學生只收兩名，另外兩個名額留給兩年前畢

業的同學。李主任規定應屆畢業的男生如果

不當兵，得要等到當兵的同學回來之後，再

一起競爭，這樣子才公平。進入小兒科的女

生無不是當年班上的佼佼者，當年的CR何美

美，R3蘇慧琴、葉錦瑞，R2朱曉慧、許靜

瑛、林美慧，而男生方面則有R3曹永魁、R2

宋增銓和陳錦煌，他們也很特出！也都是他

們班上數一數二的英雄和英雌！兒科是四大

科之一，競爭之激烈可想一般！

靜脈注射是住院醫師的責任，所以每天

中午、下午R1，R2都要幫自己負責的病人

打針，早晚兩次則由值班醫師打通關。剛入

小兒科時，打針的技術都是病房的護士小姐

們教的，剛開始時遇到打不進去的，還要向

她們求救。很少看到R3的身手，更別提總住

院醫師的技藝了。有一晚病房裡有個超級難

打的小小孩，全身能用來注射的血管可以說

通通都報廢了，兩個住院醫師從八點一直扎

到半夜，連護士也束手，最後只好把已經就

寢的總值何美美醫師挖起來。何醫師僅僅花

了幾分鐘，只扎了一針就搞定，真是令人佩

服。

1980年，一切都在起飛階段！當年美元

對台幣仍為1：40；PICU、NICU尚未成立；

頭皮針已是最新潮流（IV catheter是後來的

產物）；超音波只有黑白，彩色及Doppler 

echo是R3之後的事；沒有特別進步的實驗室

檢查，MRI也未聽過，CT已是時髦的檢查

方式！但我們有紮實的理學檢查訓練，李慶

雲教授出名的“魔手”，沈友仁教授一套有

系統的小兒神經檢查，呂鴻基教授的心音聽

覺訓練，我們耳濡目染之下，練就一身基本

功！

當年兒次專尚未成立！但台大兒科走在

醫界尖端，已經有謝貴雄教授帶領的兒童免

疫學實驗室的精彩研究，李慶雲教授的兒童

感染，尤其在B型肝炎研究及防治創下佳績，

沈友仁教授的兒童神經學，呂鴻基教授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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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心臟病及風溼性心臟病領域之研究，陳

烱暉教授的兒童腎臟，陳烱霖教授及陳森輝

教授的新生兒及內分泌學，王作仁教授的遺

傳及新陳代謝，林國信院長的兒童血液學，

許瑞雲教授的兒童腸胃學，他們個個都是大

師級人物！除了morning meeting時可體驗各派

大師引經據典、唇槍舌劍的論戰外，我們最

喜歡他們查房時，在床邊的討論、示範及諄

諄教誨！我們何其有幸，能得到大師們的親

自教導，雖然當時小兒科病房不大，每個人

照顧的病患不多，但我們從一個病人身上學

習到的知識及技巧，可能比別家醫院十個病

患可學到的東西更多！謝貴雄教授有一點很

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獨自「擁有」一間很大

的研究室，裡面有好幾位專任的研究助理。

據說這些研究助理是謝教授自己掏腰包，用

台大給他的薪水聘請的。當時兒科的病床都

有點像加大的嬰兒床，許多陪病的媽媽晚上

都跟孩子一起睡在床上，很少有爸爸晚上留

下來陪孩子。曾經有一個快卅的男子在八西

西住院，被新來的interns以為他是個爸爸，不

過他實在是一名兒科病患，因為他的病從小

一直在小兒科治療，所以住院時也就住在兒

科。

兒科界從我們R1至R3年間，很多次專

科日漸成形！張美惠醫師當時更帶領兒童GI

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R1，R2時跟著

張醫師作liver biopsy，小兒endoscopy，幫忙

麻醉，固定小病人（麻醉還用cardiac cath之

三合一方式），最記得照顧chronic diarrhea

病患之困難，中央靜脈輸液觀念當時並不普

及，這些病患的IV真是一最大挑戰！張教授

後來成為兒童胃腸學界之掌門人，我們與有

榮焉（似乎是我們陪著她一起成長的？！哈

哈哈……）張教授令人欽羨的還不止此，君

不見歲月在她身上好像一直停在廿、卅年前

嗎？我們的吳美環醫師也不遑多讓。

小R1，R2的生涯，除了大師們的教誨，

學長（CR，R3）更給我們不少的鞭策及安

慰！記得剛要上急診室班時的恐慌，經過葉

錦瑞醫師拍胸脯保證會給予隨時的back-up之

後得以平緩，而從容赴戰場！門診治療室幫

忙時，資深“老護士”更不吝於“教導”及

“協助”，這在在使我們感恩在心！

我們剛擔任第一年住院醫師時，還是

李廷堅教授擔任主任，當時的病房還在八西

西、八西東及六東病房。記得八西西有個很

大的病房，裡面可以住快十位病人，常常在

星期一會同時住進許多位次日接受心導管檢

查的病兒，都是由第一年住院醫師負責。而

晨會是全部的病例都要報告的。因此負責這

些住院病人的住院醫師報告時，肯定是一團

紊亂。那年的總住院醫師是何美美醫師，聰

明伶俐，教了我們許多meeting報告的秘訣。

吳美環醫師和吳美華醫師是多年同窗好友，

進入小兒科自然互相扶持照顧，而當時的林

其和醫師和曾履元醫師看起來很嚴肅，又是

早兩年的學長，吳美環醫師和吳美華醫師兩

人自是敬畏有加。但後來他們才告知是當了

兩年的兵什麼都忘了只好裝酷。曾履元醫師

相當穩重、冷靜並且氣質特殊，R1看起來就

已經像教授了，因此與我們幾個新手相比，

病人及家屬特別信任他，這些氣質是天生

的，我們其他人只有羨慕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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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第一年住院醫師直接就負責住

院病人，一切醫療在剎那間就由知識變成實

務。吳美環醫師還記得在R1第二個月時，在

類似現在的嬰兒加護病房（那時叫觀察室）

接到一位嘔吐、肚子腫脹的新生兒，當看到

了X光片的pneumotosis intestinalis後，就直接

跑到4樓找陳森輝教授確定了診斷，並請陳秋

江教授幫小朋友開刀，小朋友恢復的很快。

前年，吳美環醫師在某處閒逛時，有位媽媽

帶著一位少女很興奮地跑來找她，原來這少

女就是當年壞死性腸炎的小嬰兒。那刻真是

感動！說起陳秋江教授，又不得不提一提打

針的事。雖然小兒科的醫師護士都是全院靜

脈注射的高手了，不過最高的靜脈注射的高

人卻是陳教授的門下。當年風聞兒外有一位

護士被陳教授調教得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傳說因為太愛打針，後來被調到精神科。有

一天下午，警察送來急診一位剛出生沒有腦

殼的棄嬰。這可把急診的

R2急壞了，沒有腦殼怎

麼打頭皮針哪？急診的護

理長當機立斷，打電話把

那位武林高手情商來急診

室。那位高手來到之後，

抓起小孩的腳，迅速地按

了一兩個地方，然後颼颼

兩下就把catheter插了進

去，前後不到十幾秒鐘，

看得小R瞠目結舌。那位

高手也酷得很，小R在旁

邊想要講句奉承話，才講

了一半，她已經一溜煙跑

掉了，連正眼也沒瞧小R一下。從此小R知道

了以後行走江湖要心存謙卑。

第二年住院醫師就要輪急診和各種代

診，急診時吳美華醫師好像都是最忙的那

位，曾履元醫師最不忙。那時門診還要看過

敏特別門診和神經特別門診。大家都把幾本

Bibles唸得滾瓜爛熟，不過當時的書都很薄，

很快就唸完了。記得呂鴻基教授接任主任有

許多新規定，首先，第一年住院醫師迎新時

要通過alcohol test（對當時的我們是很簡單

的！）。有幾次呂主任還請住院醫師們到家

裡聚餐，自然的第一年住院醫師壓力大會找

藉口值班，這般技倆總住院醫師那會容許出

現？不過這聚餐聽說到楊宏義醫師擔任總住

院醫師後就取消了。 據說是因為那一年楊醫

師帶隊把呂主任家裡準備的啤酒喝得一滴都

不剩之故。呂主任提出Team work的概念，

由R3擔任senior leader帶領R1照顧病人。病人

台大小兒心臟團隊2008年攝於台大兒童醫院（左九為吳美環，左八

為王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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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時在R1報告後，還要評論。專科醫師制

度，大約在我們R3，R4那個年代成立，我們

也很順利成為小兒專科醫師，不需要參加像

現在那麼困難考試，曾履元醫師接著準備要

開業，而其他三人也各自成就自己不同的次

專科，繼續服務人群！記得那時候呂主任要

求每位R3均要rotate到CV section 3個月以培養

心臟專門的經歷，CV病人佔病房的大宗，以

致每位到CV section的R3壓力相當大（知道呂

主任行事風格的都瞭解該情勢）。經過20多

年後的回顧，能夠有台灣兒童心臟的權威在

我們身旁指導我們，事實上是我們那一代人

的福氣！

在我們當住院醫師的那幾年，還發生了

另外三件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事。第一件事是

R1那年舉辦了一次全院各科的才藝表演。

小兒科登記演出的項目是合唱，這個節目和

這個曲目是總醫師何美美幫大家做的決定，

因為當時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久久沒

有結果。合唱的曲子名叫「回憶」（春朝一

去花亂飛，又是佳節人不歸，記得當年楊柳

青，長征別離時，連珠淚…）本來這個表演

應該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偏偏當時仁愛醫院

來了一位代訓的鬼才醫師楊健智，在輪到小

兒科上場時臨機應變，說了一段很風趣的開

場，讓後來唱這首歌變成畫龍點睛的最高

潮，獲得滿場熱烈的掌聲，每個人都變得很

亮，臉上充滿了欣喜與光榮。

第二事是發生在R2那年的冬天，從快

過年的時候開始，所有R2和R3都要到金門

去一個月，支援那裡的衛生院。那時金門是

戰地，使用的是印有「限金門使用」的新台

幣。我們去當時的月薪是一萬多元，但到金

門的那個月卻有兩萬塊錢的戰地加給，可說

是大福利，而且工作輕鬆，又不用值班。最

幸運的莫過志願第一位到金門去的曾醫師。

他在那裡的一個月剛好碰上過年，可以回台

休一個禮拜的假。趁著休假他跑回科裡看

看，剛好碰上大夥兒正在計較過年輪流值班

的日期，有人看到他來，大概是有點牙癢癢

的，說：「你也應該來值班。」還好吳醫師

和林醫師立刻替他主持公道，才免了他的尷

尬，甚至可能遭致的無妄之災。

第三件事發生在R2和R3那兩年，台大

跟省桃合作，R2和R3那兩年都要去省桃兩

個月，R2去是負責急診，R3則擔任他們總住

院醫師的工作。當時省桃的主任是何美美醫

師，她常讓我們早上在台大醫院後邊的停車

場搭他們主管的行政專車（是省桃救護車變

更用途）。這兩次外放，讓我們在住院醫師

的經驗中，暫時走出台大的白色巨塔，接觸

到鄉下和基層的醫療實況。

在我們R2那年，呂鴻基教授開始當小

兒科的主任。原來早上八點和下午四點所有

的醫師要在八西西的會議室集合開會，所以

大家午飯後就各自找地方休息到快兩點才會

到病房或門診去。呂主任上任後，將下午的

聚會改在下午一點開始，大家的午休就泡湯

了。那一年呂主任後來又規定住院醫師在五

點以後要到四樓讀書室看書，但大家都沒

去。後來呂主任給每位住院醫師作了個名牌

放在桌上“對號入座”，下班後沒值班的都

要到4樓兒科圖書室一起唸書，所謂「下班

後讀書會」，當時的住院醫師大致維持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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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忘了這制度維持了多久，但卻是很有

意思的回憶。當時總住院醫師 （林其和醫師

和吳美環醫師是當年總住院醫師） 的工作相

當複雜，其中一項是幻燈機的維修，往往不

良幻燈片卡片時所有人的眼光都會焦急的停

留在總住院醫師身上，期待他／她於下一秒

即可排除障礙，也因此當時的總住院醫師已

練成幻燈機排除障礙的高超功夫，現在改為

電腦後也就無法再有大顯身手的機會了。總

住院醫師的年度挑戰工作是籌劃科忘年會事

務，從經費、節目到擔任主持人都是總住院

醫師包辦，兒科每一單位均很用心的準備出

隊參與比賽，事後也有頒獎，當場氣氛high的

很，節目結束後總住院醫師也累積秀場主持

人的經驗。因此以前兒科的總住院醫師不怕

當完找不到工作。

1980英雄榜

吳美環：擇善固執的兒童心臟學醫師　我們

這一屆第一個小兒科教授

吳美環醫師，是1980唯一還留在台大醫

院奮戰不懈的，每次醫學會碰到其他1980的

總是要調侃她一下。第三年住院醫師選擇次

專科時，喜歡動手的吳醫師很自然地選擇了

心臟科，師承呂鴻基教授。吳美環醫師回憶

到，宋增銓醫師是早她一屆的學長，是誠懇

正直的人，她向他學習許多。鄭素珠醫師是

吳美環醫師心臟超音波啟蒙的學長，王南焜

醫師教導心導管檢查時如何把NIH導管由左心

房送到左心室。在吳美環醫師進入心臟次專

科兩年後，吳醫師的同學王主科也進入兒童

心臟科，從此他們就成了台大兒童心臟哼哈

二將。在台大小兒心臟科一待就是快30年。

最希望能把台大小兒心臟科推到亞洲的頂

端。王主科醫師的小兒心臟心導管治療一把

罩，吳美環醫師專精的小兒心臟心律不整治

療，也創造了許多醫療新觀念。希望能不負

呂鴻基教授傳承台大小兒心臟學的重任。

吳美華：剛柔並濟的兒童神經學醫師　我們

這一屆第一個小兒科主任

吳美華醫師和吳美環醫師是多年好友，

她們兩個的名字有好多位師長唸起來都是一

樣的，尤其是李廷堅教授有次他自己唸了一

次，就笑出來說：「怎麼是一樣的呢？」。

吳美華是位很聰明的醫師，面對複雜的神

經學症狀 （當年可還沒有什麼很棒的CT、

MRI，很多都要用症狀來猜）豪不退縮，選擇

了小兒神經學。目前是台南最有名的小兒科

診所之一。病患們的推崇隨便在網路點就知

道了。

吳美華醫師非常隨和，讓人感到跟她在

右三為吳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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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很輕鬆，也很容易靠得很近。她是那種

能夠懂得你心裡的想法，也願意關心你的感

受的人。

林其和：大個子卻很心細的兒科醫師　熱心

醫學教育的新生兒科醫師　我們這

一屆第一個醫學院院長

林其和醫師是位很誠懇的醫師，不常說

笑，但一說起笑話，常常就像個小孩般的開

心。總住院醫師時，許多較粗重的工作，例

如調教室的時鐘等，都是他主動就做好了。

還記得剛開始senior resident要在晨會評論出

院病例，他總是評的很中肯。住院醫師訓練

後，林醫師曾去沙烏地拼國民外交，回來

後，因成大剛成立急需人才，因此就去了成

大，並在成大醫學院擔任兒科第一任主任。

林醫師對醫學教育極有使命感，曾負笈美國

專習醫學教育一整年，回國後，滿懷理想與

熱誠跳入醫學教育領域，目前擔任成大醫學

院院長，真是1980之光。

林醫師是個很謙虛、很阿莎力的老實

人，能夠跟他一起同事，真的是像跟個弟兄

一起工作一樣，當有需要的時候，他會罩著

你。他也很講究公平，所以跟他的人一定可

以很安心地踏踏實實做事。

曾履元：穩重的思想家醫師　我們這一屆最

像教授　第一個聽到心靈聲音的心

理治療大師

曾履元醫師，是位哲學家般的兒科醫

師，溫文儒雅，永遠是微笑，不著急的人。

1980年的我們這一班4個人都是很好溝通的

人，要換班要換病床永遠是一句話就好。曾

醫師更是位好脾氣的大好人，住院醫師訓練

後，曾醫師就在台北開業，是位大家都稱讚

的兒科醫師。也撰寫許多宗教哲學的文章，

是我們這屆的思想家。

曾醫師認為學醫是他人生中一個幸運的

錯誤，走入小兒科是件更幸運的事，因為在

所有的科裡，小兒科是最可愛的科，無論是

同事、無論是病人、甚至無論是疾病，因為

孩子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希望、最純、最需

圖中雙手交叉者為林其和 曾履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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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最值得呵護的。

曾醫師後來移民出國，過了十年睡到自

然醒的日子，調養和學習傾聽自己心靈的聲

音，漸漸發現自己的passion，過去五年全心

投入學習心理治療，特別是婚姻諮商。曾醫

師覺得自己真是一個蒙福的人，能跟台大小

兒科這些可愛的同事結緣，能夠無慮生活，

能有相知相惜的老伴和正直上進的兒女，又

能找到並投身自己的終極價值。感恩！

編註

台大兒科於2006年10月於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歡慶100年歷史，曾在台大兒科受

訓的老中青醫師齊聚一堂，互敘往事，為當

年一大盛事；之後歷代學長姐弟妹共同合力

撰寫台大兒科歷史及學習成長經歷，由李秉

穎醫師負責整合主編，於2009年出版“台大

兒科百年記，楓城兒語，薪傳百年”紀念專

書。此書之許多珍貴資料，見證台大兒科飛

躍成長的年代。本文由1980進入台大兒科4

位當年的R1所合著，現四人已在各地卓然有

成，持續為台灣兒科及醫學教育貢獻。

（吳美環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

院小兒部主任；吳美華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

畢業，現於台南市開業；林其合係母校醫學

系1978年畢業，現任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

曾履元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旅居加

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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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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呂金盈

2006年9月，懷著不捨同時解脫的心情，匆

匆結束醫院的臨床工作，帶著當時四歲、

五歲的兩個女兒，展開此生第一次負笈離鄉

的遠行。當時巴爾的摩（Baltimore）已經是

初秋涼爽的天氣。孩子的爸爸林育誼博士，

當完三年內科住院醫師後，已經在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醫學大學的分子生物及遺傳部念了

兩年的博士班；我則是在醫院檢驗醫學部工

作了三年、半工半讀也同時念了三年的臨床

所博士班之後，取得醫院的同意，帶職帶薪

到美國進修一年。當我們到達巴爾的摩時，

看到他已經租好公寓，也買了新車，對於即

將展開的新生活都感到非常興奮；我們一家

終於又團聚了。

首先必須安頓孩子就學的問題。由於我

們事先並未幫她們加強英文，當下決定雖然

老大五歲已可上當地的免費公立幼稚園，還

是讓她先和妹妹一起上約翰霍普金斯附設的

日間照護中心（day care center）先熟悉英文，

她們彼此也可以做伴。日間照護中心收費相

當昂貴，每個月兩個孩子加起來約需1,500

美金，裡頭的老師及設備都相當不錯。但是

由於語言的隔閡，在台灣一向活潑開朗的老

二，每次送去日間照護中心後，卻都哭吵著

要和我們回家。每次當我們從日間照護中心

離開、出發去工作時，都看到她趴在二樓教

室窗邊，好像仍在哭泣，老師、姐姐及其他

的小孩則在一旁安慰，令我們十分不捨。

還記得當時秋高氣爽，工作之餘我們經

常開車載著小孩到附近Druid Park Lake散步的

情景。偌大的公園環繞著在陽光下閃爍著金

色耀眼波紋的湖，偶爾有一些人慢跑經過並

微笑招呼，湖的四周盡是高大參天的樹木，

雖然離家僅十分鐘車程，卻彷彿來到與世隔

絕的山林。孩子們在草叢裡發現蚱蜢，高興

得手舞足蹈。這個湖的旁邊不遠就是Maryland 

Zoo，裡頭有兩隻真正的北極熊、雪鴞、北極

狐、禿鷹、冠鶴，一種叫Sitatunga的鹿，還有

據說在非洲深部叢林才會出現的、非常美麗

優雅的獨角非洲鹿Okapi。孩子們最喜歡待在

2006年10月1日育誼和兩個孩子，攝於Druid 
Park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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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Farm裡頭，手持毛刷輕輕的安撫Jacob 

Sheep及Pigmy Goat，或學工作人員用手摸摸

Miniature Mediterranean Donkey的頭，輕喚他

們的名字。此外，位於市中心的Inner Harbor

及附近的Aquarium也是我們經常帶小孩參觀

的好去處。

另一方面，我和未來兩年的實驗室老

闆，美國製造proteome chip的先驅—朱衡

（Heng Zhu）博士見面，討論未來的工作。

他其實只大我三、四歲，是一個十分聰明的

人，眼神總是閃爍著因為對學術研究的熱情

而產生的光芒。我們決定要做protein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這一個部分。當時他

的yeast proteome microarray已經相當成熟，

ubiquitination及acetylation雖然有初步的看到

proteome chip的結果，卻還沒有人能夠進一

步validate結果的真實性。抱著學習的心態，

我先開始比較容易的ubiquitination實驗。當時

的我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可說是從零開始摸

索，慢慢進入狀況。我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

間，仔細研讀文獻並購買相關試劑，育誼就

在隔壁Dr. Jef Boeke的實驗室，每到午餐時間

我們都會一起討論彼此在做的實驗。對我而

言，天馬行空的想像有了最好的活動辭典，

他的博學與細心，成了我最佳的實驗夥伴。

唯一的問題是工作時間太短，必須同時照顧

小孩與工作、張羅三餐，讓我們精疲力竭。

就在此時，育誼高齡90歲的祖母過世，我們

在2006年12月匆匆趕回台灣奔喪，順便將我

的母親接到美國幫我們照顧小孩及家裡。此

後我們開始夜以繼日的討論與做實驗，經常

在實驗室裡工作到半夜才回家。沒有多久，

我的實驗就有了有趣的發現。不僅從生化實

驗證實在蛋白晶片上看到的酵素受質的確是

其活體內受質，也從藥物敏感度試驗得到功

能上的證明。最後螢光顯微鏡下觀測該蛋白

受質在細胞內的位置會隨著是否有該酵素活

性而有差異，更是令我這個初學者大開眼

界。記得2007年6月，我懷著極高昂的信心，

正想將實驗結果寫成的論文往頂尖的期刊投

稿時，老闆突然澆了我一盆冷水，原來有人

已經發表類似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也

嚐到被scoop的滋味。不過我們仍快馬加鞭，

在連續被Science及Plos Biology退稿後，投到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經過兩個月

的漫長等待，期間剛好出國已屆滿一年，我

2007年12月25日全家福，攝於Ellis 
Island，Statue of Liberty模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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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辦理留職停薪並處理一些事情，再

度回美國時文章已經被迅速接受並立刻在網

路上登出。這也令我見識到美國人效率高的

一面。

接下來還有一年，當時的我其實蠻想做

人類蛋白晶片的實驗。但是實驗室有其他人

已經在做human transcription factor與某些特定

序列之DNA結合的人類蛋白晶片實驗；真正

的完整的human proteome chip是一位韓國的

post-doc的計畫，當時還未正式問世。青黃不

接時期我選擇先做之前ubiquitination另一個有

趣的受質。而這其間母親已回到台灣，小孩

也分別上了Roland Park Elementary School的一

年級與幼稚園。我們必須每天準時送小孩上

下學，那就是必須7點30左右出門，下午6點

左右回到家。這樣的工作效率自然較差，但

當然也增加了和孩子們相處的時間。2007年

10月中旬，育誼的父母來到美國，我們也趁

此機會去了弗羅里達的迪士尼玩了四天。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是Disney Epcot，在那裏體驗

了火星之旅，模擬在太空中失重狀態，非常

刺激及有趣。另外也去了Shenandoah National 

Park野餐及觀賞美麗的楓葉，整個10月就這樣

匆匆結束。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我幾乎是無

產出狀態，所做的實驗其實並沒有令人興奮

的結果。

此時，實驗室的老闆朱衡博士有一個

NuA4 protein acetylation 的研究，已經擱置了

近乎三年，是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一

個非常出色的女科學家Shelley Berger合作的

計畫。基於ubiquitination成功的經驗，他希望

我能take over這個計畫。我從11月開始試著

validate這些受質，卻因為缺乏合適的抗體而

無法看到任何結果。加上另外的小計畫也沒

有令人驚艷的發現，開始對於做這些研究有

點意興闌珊。但我覺得既然來到這裡，可以

自由運用這麼多資源，不好好做出一些結果

實在可惜，於是說動了母親再度來到美國幫

我們照顧家裡，讓我們可以再全力衝刺。就

在此時由於念了一些文獻，我想試試reverse 

immunoprecipitation可否解決我在實驗上遭

遇的問題，於是將所有材料都準備好，花了

兩、三天的時間迅速回到台灣把母親接過

來。記得2月11日將母親帶到美國，過了兩天

我的實驗就出現了重大的發現。當西方墨點

法看到美麗的結果時，忍不住衝進老闆的辦

公室告訴他。接下來就是電話討論、送蛋白

給Dr. Yingming Zhao的Mass Spectrometry實驗

室。育誼建議我找資料測一下Pck1這個蛋白

受質─是一個在飢餓狀態下體內製造葡萄糖

的關鍵磷酸酶─的活性，由於實驗必須很精

準的在某些時間點測值，我們決定一起行動

以確保能精準的動作。還記得當看到野生型

與溫度敏感型的菌株其純化出來的蛋白活性

有極大差異，且溫度敏感型與受質位點突變

後純化出來的蛋白幾乎有著完全一樣的活性

時，我們在培養室裡大笑大叫、幾乎要感動

得哭了的情景。當時的我們可以說是充分體

會到做研究、發現新事物的樂趣。

當時眼見著一年的時間又快到了，忍不

住詢問台大醫院是否可以再延半年回國，讓

我可以做完這個研究。得到的答覆是，如果

想繼續待在美國，就必須辭職並賠錢。由於

實驗進展順利，真的有衝動想要辭職留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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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但想到台灣有許多懷念的事物，我們年

紀也都不小，在異地全新開始實在太冒險，

還是決定回國好了。幸好育誼仍會繼續留在

美國，他的老闆Jef Boeke也非常支持他完成

這個研究。經由後續的實驗，我們發現NuA4

對於Pck1這個重要的磷酸酶的乙醯化轉譯後

修飾，其實也控制著酵母菌的存活壽命，特

別是在飢餓的狀態下。隨後我們也發現在人

類的肝細胞株，飢餓狀態下的葡萄糖產出，

也存在著相似的調控機制。這意味著我們在

酵母菌觀察到的現象，可能在演化上被某種

程度的保留下來，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在人類

的疾病，如肥胖與糖尿病，以及存活壽命上

扮演的角色。我們在8月中旬、出發回台灣前

兩三天，將這個研究結果投稿到Cell，出發前

回實驗室向老闆道別時，他告訴我們Cell已經

決定要review這篇文章。經過漫長的等待，後

續育誼又回到美國再補做實驗及revise，最後

文章終於被這個學術界最好的期刊所接受刊

登。在這段時間，我則在台灣待產、準備迎

接第三個小女兒的出生。小女兒在2008年12

月7日、比預產期提早十天出生，我們的文章

則在12月17日原先小女兒的預產期被通知接

受，所以應該也可說是她的出生所帶來的好

運吧。

除了家庭團聚之外，在美國另一項收

穫，應該是兩個女兒的英文。她們從一開始

完全不懂英文，到後來英文幾乎變成母語，

令人驚訝學齡前小孩的學習能力及其腦部的

可塑性。老大比較辛苦，獨力花了整整半年

才對英語的聽、說比較進入狀況。老二有姐

姐的影響，後來熟悉環境及語言都佔了很大

的便宜。但是老大接下來的表現令人驚訝：

不僅拿到265美元的美術學科獎學金，免費

去Ｍ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學畫畫，

還是她們班上唯一被選中參加Mathematic 

Challenge的學生。最跌破眼鏡的是，最後一

個學期居然被選去參加了學校舉辦的Spelling 

Bee Contest。女兒們也交到很要好的好朋友，

送她們去朋友家的生日party及sleep over時，

我們見識到美國中上家庭的房屋之大，裝潢

之美及他們小孩之幸福。在美國學校的功課

常常只是薄薄的一張紙，老師對孩子們從不

大聲責罵，非常尊重及有愛心。學校重視閱

讀，每隔三兩天就會依小孩的程度，讓小孩

換一本書帶回家閱讀。在幼稚園及小學裡，

午睡時間聽的不是兒歌，而是柴可夫斯基的

胡桃鉗或莫札特的魔笛。到回台灣之前，兩

個小孩都已獲得正式的英文能力證明，認定

其英文與以英文為母語者無異。雖然她們後

來對於生活在美國已經感到相當適應，孩子

們回到台灣後，我曾經問他們喜歡住在美國

還是台灣，得到的回答是，台灣。進一步問

原因，我剛滿六歲的老二告訴我，因為這裡

2 0 0 8年8月9日作者和兩個小孩，攝於

Niagara Falls之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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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孩頭髮顏色跟她一樣。我才頓覺其實小

孩在國外看似快樂，心理還是有著外表與別

人不一樣的壓力。我想這就是所謂失根的蘭

花的心情吧！

在美國的最後一個月，我們抽空開了

七個多小時的車去了尼加拉瓜瀑布。就和美

國給我的整體印象一樣，那巨大、壯觀、充

滿美感的經驗將會永遠停駐在我的心中，就

像陽光下、瀑布前，美得令人屏息的彩虹一

般。能有這樣的人生經驗，要感謝的人、

事、物真的很多。在台灣的指導教授，提供

我背景知識與對未來研究的期待；我的母親

無怨無悔的付出；美國實驗室的教授們的知

識與經驗，還有優渥的研究環境；台大醫院

提供經濟上的資助，讓我能衣食無虞全力打

拼，又可以有餘裕在工作閒暇時帶著孩子們

出遊。這一切都讓我感念在心。兩年的時間

對於整個人生，也許只是一道小小的漣漪，

卻將在我心留下無法抹滅的印記。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服務於

母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

醫 學 人 文 博 物 館 的 呼 籲
　　世上有名的醫學院均有自屬而具特色的的博物館，一方面彰顯該醫學院的教、研特色，

另方面發揮教育社會大眾的功能。很高興，本院「醫學人文博物館」終於由李嗣涔校長命名

並於2008年11月16日由楊泮池院長及陳維昭理事長共同揭牌了，館址即本院原二號館。

　　博物館揭牌後，在楊院長領導下，已成立博物館工作委員會，負責博物館之籌展、教

育、推廣等相關事宜。本院自臺北病院醫學講習所開始已有112年歷史，本院的教學、研究

見證台灣近代醫學的發展，而校友的貢獻更是近百年來臺灣公衛醫療的守護者。因此，本館

未來之展覽不僅將呈現臺大醫學院、醫院的教、研、服務的成果，也將突顯臺灣公衛醫療發

展的特色。

　　無奈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戰禍與動亂、臺灣統治者的轉換，醫學院與醫院的整

修、重建等等因素，致使本院保有的文物屈指可數。為了博物館能順利運作，文物典藏是首

要工作之一。為此，本工作委員會擬借本刊籲請本院校友前輩或其子孫能將與本院相關之文

物慷慨捐贈予本館典藏。我們需要徵求之文物列單如下：

一、 日治時期本院前身相關學校一覽、同窗會、校友會、畢業紀念冊，有校園背景之舊相片

及與本院教學、研究及服務相關之手稿。

二、 1945年至1960年之歷屆畢業紀念冊、教職員錄與有校園背景之舊照片及與本院教學、

研究、服務相關之手稿。

　　工作委員會需要校友前輩們的支持與捐助（包括文物、金錢），沒有大家的共襄盛舉，

我們期待已久的本院博物館無法順利並成功的運作。若有任何捐助請與本工作委員會聯絡。

電話：02-23517168許小姐。本工作委員會亦將借本刊刊登文物、金錢捐助之徵信錄，特別

是文物的徵信，以免收到重複的捐贈。

醫學人文博物館工作委員會啟

201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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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最熱門的公共衛生話題要算是

新型流感了，您打疫苗了嗎？朱

健次老師在本期醫學論壇介紹流感疫苗

的過往與未來，為大家掌握流感脈動。

許清曉學長再度展現其對醫學人文與歷

史了解之廣博精深，為我們重新溫習哥

倫布西征的歷史，也介紹在正史背後較

不為人知的歷史秘辛。抽菸百害無益，

林萬哲學長的「癮君子」一文立意良

善，不以嚴肅之醫學用語立論，而以日

常生活經驗作啟示，盼望對癮君子能有

暮鼓晨鐘之效。王子哲學長則從人性本

善出發觀點為文，要大家把本心找回 ，

以「求其放心」，是位難得的醫學哲學家。

時近初春，是否有出外踏青計劃？心動不如行動：江顯楨學長帶領大家遊歷歐洲屋脊，乘登山

火車一賞冰雪世界，綺麗風光如在目前。如果想來趟自助旅遊，林洪謙學長「漫談自助旅遊」提供

了許多難得的經驗，正可以作為規劃行程之參考。

「共剪西窗燭，猶話當年誼」，吳美環、吳美華、林其和及曾履元四位校友聯筆共敘1980年時

進入台大醫院小兒科之心路歷程，相互提攜勉勵之情，娓娓道來如在昨日。四位同年住院醫生的情

誼如同軍中「同梯」或是古代科舉時代之「同年」登科之誼，彼此情義綿延，相互扶持；希望此文

能引起更多校友的共鳴一同共敘「同梯」之情。呂金盈校友則是暢談她在美國進修時的點點滴滴，

甘苦在心中，尤其能在安排兩名幼女生活以及埋首研究工作間取得協調，實在難能可貴。

  最後要感謝景福醫訊編輯們之協助下共同完成本期醫訊；在邁進2010年的此時，祝福各位校友在新

的一年都能順心如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服務於母院檢驗醫學部）

編者與家人合影



2 0 0 9 年 台 大 醫 院
愛 心 聖 誕 晚 會

時　間：2009年12月7日

地　點：台大醫院大廳

攝　影：喬士明

▲眾藝人同台表演

▲藍球球技表演

▲洪冠予醫務秘書致詞

▲聖誕老人發放禮物

▲美女舞蹈表演

▲病友熱情參與



2009年台大外科部望年會合影（2009年12月27日）　　　　　　　　 （鄭國威　攝影）

外科歷史傳承合影（2009年12月22日）　　　　　　　　　　　　　  （呂志成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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