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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與財團法人
永齡健康基金會捐贈暨合作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典禮

時間：2010年3月12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左起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泮池、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台灣大學

校長李嗣涔、台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典禮會場實況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揭幕儀式 ▲參觀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剪綵儀式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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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of  ... Wellnes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之輔助醫療照顧

文／鄭淳心

在
去年有機會能夠去休士頓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並參加它一季一次由

complementary/integrative medicine所舉辦的參

訪計畫。參訪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參觀在這

個全美最大的癌症中心，以病患痊癒為主要

目標的醫院裡，他的另類醫療輔助照顧是如

何給予協助的？這個計畫有三天，他們歡迎

所有對這類醫療有興趣的醫療人員來參加，

在這三天裡，我們會接觸到主任、研究員及

一些授課者，當然還有所謂的參觀行程及上

課課程。

這次一同參訪的同學中，有從佛羅里達

州坦帕來的莎拉，因為她本身是主管（也就

是部門老闆啦！），所以他們醫院派她來，

特別要看這個中心的，未來在他們醫院將要

設立這個部門；另一位則是剛從學校畢業的

亞曼達，在她小的時候，因為他們的祖父母

常用傳統療法幫他們治病，所以引起她在這

方面的興趣，所以也來了解一下。由於她剛

從研究所畢業，也想看看這地方是否有合乎

自己興趣的工作。第三位男同學，則是剛從

針灸學院畢業（德州有些針灸學院，據說可

以進去唸兩年，出來就有針灸師的執照，這

個職位不是醫師，實際運作情形，我不是很

清楚），他是來看看這個醫院的針灸治療狀

況及是否有另外不同的療法及工作。除了我

之外，還有另一位是從上海復旦大學醫院來

的腸胃腫瘤科陳醫師，本是在腸胃腫瘤科見

習（跟我一樣，只不過我是在麻醉科），知

道有這計畫課程的醫師，請他一起過來聽

聽課。

這個中心成立已經有十多年，一開始只

是個小單位，也沒有組織，在十年前，醫院

在主要大樓一樓設置了一個服務區Place of ... 

Wellness，出入口是後來另外設置的，我猜想

可能是想讓病患或民眾覺得來這個部門與到

醫院做治療並不相同吧！在內部的輔助醫療

我的這一班：亞曼達、莎拉、陳醫師和作者

本人。（由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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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除了按摩跟針灸須收費，其餘都是免

費的。

在這個醫院裡，輔助照顧由一個名叫

“Place of ... Wellness”中心為主要的對外單

位，就是直接面對病患、家屬及所有會來醫

院的訪客與員工等等。因此，此中心照護的

並不單純侷限於病患。

中心的基本理念，主要還是提倡全人的

照顧，包括了身體、心靈與社會方面，就是

除了一般在醫院的正式醫療之外，對於一些

營養補充品輔助劑的常識，他們可以給予協

助以及減緩因為電療、化療或手術治療之後

的不舒服，包括噁心、嘔吐、食慾不振、口

乾舌燥及運動功能受損等等。心靈及精神方

面，如精神不好、壓力緊張、生氣的心理層

面，給予一些舒緩或轉移的方式。社會方面

的功能，則主要讓這些病人及病友能相互認

識，結交朋友彼此能有相互支持及鼓勵。

在整個中心系統裡，則包括了幾個方面

─研究、教育及輔助病患或照護者一個好的

身心靈照顧。

在研究方面，主要是研究草藥及這些

輔助醫療，如太極、瑜珈、氣功、音樂療法

及情緒表達課程等，對於病患的身體心理或

是生物行為學上的幫助，而中草藥及針灸

療法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是與上海復

旦大學醫院合作，最近的初步研究比較有

趣的發現是，針灸對於放療後的口乾舌燥

（xerostomia），就症狀治療上有很好的效

果，並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即是在做放療前

先給予針灸，看其減輕之效果，而當然也有

一些其他天然動植物食物或營養補充劑的研

究，如綠茶、薑黃、褪黑激素、鯊魚軟骨、

魚油等研究。

就教育方面，則分為兩大方向，一個是

病患或一般民眾，希望藉由Complementary/

Integrative Medicine Education Resources

（CIMER）網站（http://www.mdanderson.org/

cimer）與Place of ... Wellness的教育課程讓每

個人對於營養補充劑、草藥等等有初步的認

識及可以藉由上課教育大眾，利用太極、瑜

珈、氣功、冥想、音樂療法及情緒表達等等

課程，減緩緊張、焦慮、急躁、不安或憂鬱

的情緒和減緩因為治療所帶來的不適。

而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與醫療人員照

護者做個良好的聯繫，邀請學者演講舉辦講

座，讓第一線醫療人員能夠了解這個機構組

織，經由他們的轉介，能輔助病患得到另一

種的照護，並且鼓勵病患與照護者做良好的

溝通，相輔相成。在MD Anderson的病患，除

了一般在Place of ... Wellness的課程外，需要

輔助療法的協助時，都須由原來第一線照顧

的醫師轉介才可以，因為這樣兩者根據病患

Place of …Wellnes的位置在醫院正門的右手

邊，門前有告示牌說明今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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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才能密切配合。

而在接下來，大致上介紹Place  o f  . . . 

Wellness會有的課程及須自費的針灸及按摩，

在這醫院的實行方式。

一、太極、瑜珈、氣功

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會有課，主要以基

本姿勢及基本理論為主，舒緩上課者的情緒

及放鬆身體，轉移注意力等，瑜珈方面有分

Hatha，Kundalini也有皮拉提斯（Pilates）還

有Laughter yoga。

二、冥想

冥想是個很好的放鬆方式，一次大概四

十分鐘，可以經由指導者教導後，在家自我

練習，主要目的可以，舒緩緊張情緒、放鬆

肌肉及釋放壓力。

三、自我按摩、放鬆方式及芳香療法

在一個月的課程表中，會有一至兩次這

類的課程，一樣是指導上課者，如何在家做

簡單的（自我）按摩。而芳香療法則是會在

上課中，給予精油介紹，也會根據個人的感

覺與需要，建議可以使用的方式與精油。

四、音樂療法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堂課，也從這裡學到

許多，相信喜歡音樂的朋友很多，但是不知

道如何應用在實際生活上。這堂課不是教你

要聽什麼音樂，而是從你喜歡的音樂裡，尋

找可以幫助你的音樂。簡單的說（因為我也

不是專家），在你喜歡的音樂裡，譬如說，

古典音樂、流行音樂或聲樂等等，你可以根

據節拍的不同由快而慢，選取5-10首音樂，將

它錄起來後，組成一片約30分鐘的CD或「專

音樂療法的說明。
中心每兩個月會有一期的刊物

出版，解說最新的近況及新

知。

每天的活動在刊物上可以得

知。此刊物可以在服務台或中

心取得。表列的所有活動均為

免費，有些需採預約制，或先

到場者優先入場。



醫學新知

2010年4月‧第27卷第4期 �

輯」，這些歌不要是哀傷的或是有負面意涵

的歌，而在你心情不好或不愉快時，可以經

由這些歌，由快而慢的節奏，30分鐘後，可

以讓你平靜下來。甚至喜歡賴床的人，也可

以經由這種方式，不過排序剛好相反，由慢

而快，剛好在要起床前半小時開始聽，而聽

到快節奏時，也就是你清醒快起床的時候

了！這是一個讓喜歡音樂的人，每天可以愉

快起床的一個方式，或許可以讓大家試試

看，我聽的音樂不多，音樂素養也沒很好，

只是喜歡聽音樂，但是，我覺得上了這堂

課，讓我感受到音樂不僅可以充實生活，也

可以是治療的一部分。

五、針灸療法

病患如果要接受針灸療法，一定要先

徵得原主治醫師同意或轉介，在第一次來診

時，必須先由醫師問診病患的抽血資料、身

體狀況及治療狀況等等，做好完整的病歷記

錄後，確定病患的症狀及需解決的問題，

才會開始做針灸治療，但因為治療是自費

的，而且收費不低，所以並不見得有許多人

來做。

六、按摩

方式分為坐姿按摩及全身按摩。被按摩

的人分為病患家屬、住院病患及門診病患，

坐姿按摩及住院病患不收費，而與針灸同樣

的是，只要是病患，就必須要有醫師轉介，

且有一些禁忌症。因為大家都知道，癌症的

病患，並不建議做按摩，尤其是有病程變化

（轉移或病理性骨折、靜脈栓塞等等）及治

療過程的副作用（血小板低下或抗凝血劑的

使用）等。因此，住院病患一定是接受照

會，而且按摩手法及方式，也會有一定的限

制，目前所使用的是一種所謂的「瑞典按摩

（Swedish massage）」，在重症患者比較偏向

的重點，是接觸（touch）而不是如我們常在

台灣所見的越用力越有效的「台式按摩」。

經過這三天的參訪，對於這個中心，有

了更完整的認識，也許可以讓我們知道，除

了單純對身體的照顧外，心理跟社會對於一

個人的"健康"狀態也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不是

有這個中心，有這樣的課程，我相信，每個

人應該都可以找到對自己身體及心靈上最好

的「食物」！

在網站上有許多相關資料及訊息，包括

有一些演講的影片可供大家學習參考，網址

是：http://www.mdanderson.org/cimer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2007年畢業，

現任母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景福醫訊第27卷第2期（2010年2月出刊）

作者林洪謙『HEIDENRÖSLEIN，野ばら，野玫瑰』一文中，有二處更正如下。

Page15，第3段第8行
原文「Thomas Haynes bayley 1797-1839」改為「作曲者為Thomas Haynes Bayley 1797-1839」
Page 15，第5段第7行
原文「又作曲家蕭雨化教授」改為「又作曲家蕭而化教授」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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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音樂之旅

文／陳芳玉

我
在1964年六月從台大醫學院藥學系畢

業以後（圖1），曾經在台大醫院藥劑

科注射組上三個月的班。次年，1月17日我搭

“西北”的班機抵達紐約，19日照著信上的

地址及指定的時間，到Juilliard音樂學校去考

入學的鋼琴audition及第二天考筆試。考後的

第三天，校方來信通知我獲准入學，還能夠

接上freshman下半學期的課，真令我及在台灣

的師長與家人太高興了！

有人常問我，怎麼會從那麼難念的藥學

系，又去讀那麼難進的Juilliard音樂學校呢?

我的回答是靠堅強的信

念、努力及好運，才使

我克服諸多的困難，也

使我能在這兩個不同的

領域裹，增廣成長的過

程，添加多彩的人生，

實在受益非淺！

會 拉 小 提 琴 的 先

父，1924年畢業於台灣

總督府醫學校。1948年

至1953年之間，他在嘉

義市開業時，曾組成一

個“嘉義管絃樂團”，

定期在家裏練習及做地

方性的演出。彈鋼琴的先母，是一位為了照

顧孩子而從未做過工作的助產士，她也是我

的鋼琴啟蒙老師。自幼能生長在富有音樂環

境的我，真感謝父母親的愛護！

1953年2月8日，我在“台灣省文化協進

會”主辦的全省第一屆兒童音樂比賽鋼琴組

中獲得第一名。同年3月21日，舉行了一場難

忘的慶祝得獎音樂會。在“嘉義管絃樂團”

的協助下，我彈了第一次的鋼琴獨奏會。後

來，為了小孩子的教育，他/她們做了一個很

大的決定，舉家遷到台北。我就從嘉義女中

的實驗班，轉到師大附中的實驗班就

讀，繼續念完中學的義務教育。

在中學時代的我，除了受教於

名師張彩湘教授門下，及在蔡瑞月舞

蹈所學跳舞以外，還有更難得的機

會與音樂家的前輩，如戴粹倫、鄧

昌國及張寬容等教授一起彈奏室內樂

（圖2及3），充實我在音樂上各方面

的學習，獲得珍貴的經驗。能在那

種最高的音樂境界裏一起合奏及演

奏，自然而然地從無言的啟示中，更

加引導我邁向專攻音樂的志願。

當美國名指揮家Dr. Thor Johnson

在1958年來台灣做客席指揮時，我1964年畢業典禮後留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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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彈奏

給他聽（圖

4 ），不但

得到他的讚

賞，而且還

替我在北卡

州的S a l e m 

College申請

獎學金及入

學許可。在

驚喜中，令

我期望在高

三畢業後，

能順利進該

校就讀。

遺憾的是當時教育部沒有中學畢業生

出國的明規條例，所以要保送我去念師大音

樂系。可是，我的老師張彩湘教授及其他的

音樂前輩，都認為畢業後要服務兩年才能出

國，不甚理想。加上我念的是理組，又考慮

到念藥學系，在現實的生活中較有安全感。

所以，最後我決定參加大專聯考，很幸運

地，如願考上了藥學系！

就在大專聯考之前，非常關心我出國問

題的鄧昌國（國立台灣藝術館及國立音樂研

究所的創辦人）建議我在1960年2月6月，在

國立台灣藝術館舉行一場個人的鋼琴獨奏會

（圖5），並收集一些與演奏會有關的資料，

以“音樂特殊人才”，再向教育部申請出國

進修，然終未獲准！後來這個“音樂特殊人

才”被催出了“音樂天才兒童”出國的條

例！

在我念第八屆的藥學系時，同學中有20

個本地生及11個僑生，男（16）女（15）約各

半，個個都是優秀的青年學子！可惜因為我

不是住校生，除了上課及在實驗室之外（圖

6），加上回家後我需要練琴，所以跟同學們

在一起輕鬆聊天的時間，自然就很有限了。

他／她們都知道我常在醫學院的音樂會中，

在舊禮堂用那一架直立的老鋼琴彈奏（圖

1958年攝於台灣藝術館或國

立音樂研究所，音樂會後留

影。小提琴家是已故鄧昌國先

生。翻譜者是計大偉先生。

�

1 9 6 1年1 0月攝於師大禮堂室內樂演出後

留影。相片中我的右手邊是已故戴粹倫先

生，我的左手邊是已故張寬容先生（大提琴

家）。相片中外國人是中提琴家遺憾的是他

的姓名我已不記得了。

�

1958年6月，演奏、演唱給Johnson欣賞後在

家的音樂室留影。由左至右：芳月（醫'67），

芳玉（藥'64），Dr. Thor Johnson，先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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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學們也都感覺到我好像是音樂系的學

生，樂在其中。考試成績雖然平平，倒也跟

大家一起畢業了！我們這一屆的同學滿親，

也很合作，至今仍有聯絡，每次我在台灣的

演奏，一定來捧場。這四年的大學教育，給

我印象較深的系裏活動及課程，可算是在大

三演出的一場話劇，及採生藥、有機與分析

化學、藥理、生化等學科，對我在思考力、

判斷力，及理性上的成長，都有深刻的影響

與助益！

大一的課，我都在校總區上。當時還

不知未來的夫婿，郭季彥，已在台大醫院當

Intern，所以不相識，也沒見過面。後來，我

們由在醫專念書時，早已彼此認識的雙方父

親的介紹下，才在紐約見面。季彥在台大醫

學院就讀時，曾師事高慈美老師學習鋼琴。

他對我日後的支持與鼓勵，自不在話下。

以下是我在校期間到出國之前的幾次比

較令我難忘的演出經歷，或許讀者有興趣一

讀：

（1）1961年3月3日，參與作曲家許常惠的首

次“製樂小集”發表會，彈奏作曲家陳

懋良的作品。

（2）1961年5月24日，在祕魯共和國總統浦

樂多博士與夫人訪問台灣時，我應邀在

他們的圓山行館舉行的答謝國宴中演

奏。

（3）1961年10月與小提琴家戴

粹倫及大提琴家張寬容等演奏一

場鋼琴四重奏室內樂音樂會

（4）1962年7月23日與旅居法國

的小提琴家馮福珍小姐，一起在

台灣做巡迴演出。

（5）1963年3月10日參加台北國

際婦女協會舉辦的學生音樂比

賽，獲得鋼琴組第一名。

（6）1963年11月13日參與“慶

祝校慶及樂團成立首次音樂演奏

會”演奏鋼琴獨奏。

（7）1964年2月9日在客席指揮

家Robert Scholz的指揮下，我

可能是大二（1961年）在實驗室中拍的。

�

1 9 6 0年2月6日攝於台灣藝

館，獨奏會後留影。 

�

台大醫學院禮堂的演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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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席鋼琴演奏者與台灣省立交響樂團

在國際學舍合奏李斯特的匈牙利幻想曲

（圖8）。後來我師事Robert Scholz，

受恩師蕭滋教授的指導及準備，才考進

Juilliard School。

（8）1964年11月9日在電視樂府中接受訪問及

演奏。

（9）1964年11月14日與香港名聲樂家周文珊

小姐及聲樂家林寬先生，在中廣公司台

中電台的主辦下做巡迴演出。

2004年3月29日，為慶祝藥學系成立五十

週年，我很榮幸應籌備委員會會長，許章賢

系友（第13屆）之邀，又回到藥學系了！在

當天歡慶的日子，我彈了一場難忘的鋼琴獨

奏會，深深地令我以台大人為傲！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 1 9 6 4年畢業，現任

Scarsdale Woman’s Club的音樂顧問）

1964年2月9日在國際學舍與省交的演出。指

揮是我後來的老師Robert Scholz。

�

台大歡送應屆畢業生的晚會中演出留念。我

已忘記是何年何日，相片中的人物，面熟可

是名字已不太記得了，恐怕讀者中有人會認

出來罷！前排坐者由左至右：第4位拿著花者

是我的大妹陳芳月，她是當時很優秀的女高

音，台大醫'67畢業，現在Maryland是病理科

專家，第6位是我。

�

景福醫訊第27卷第3期
（2010年3月出刊）

作者鄭乃禎『脂肪幹細胞

運用於外科組織工程學之

現況』一文中，照片圖說

互換更正如右。

更正啟事

筆者與杜克大學外科生物工程實驗室主持人

Dr. Farshid Guilak合影

筆者與杜克大學整形外科主任Dr. Scott Levi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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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茂教授紀念演講

林明燦執行長致詞

主任、各位貴賓們，大家好：

由於景福基金會陳董事長在南部不克前

來，今天我很榮幸能代替陳董事長參加張榮

茂教授紀念會。

張教授是一位非常溫和的人，處事嚴謹

認真。他是台灣斜弱視的拓荒者，曾到美國

愛荷華進修，培育出不少優秀醫師。在民國

40年時，台灣全面防治砂眼醫療工作不遺餘

力，造福患者至今仍為人所稱道。另外，約

在民國50年時，於母院開創眼肌特別門診，

並設立視軸矯正訓練班，展開眼科醫學新知

的傳授，更是令人敬佩。

而張教授因經年累月的忙碌積勞成疾，

因大腸癌的折磨，不幸於民國67年辭世，享

年53歲；他的離開為台灣眼科界一大損失。

在台大眼科幫忙辦妥喪禮之後，相繼有不捨

張教授離去的好友建議辦理紀念事宜。至於

用何種形式辦理，似乎不容易找到好方法。

當時本會剛成立不久，開始募集資金，在洪

伯廷教授的聯絡幫忙之下，特別與張教授家

人提議，委託本會辦理紀念演講。張教授夫

人張周采藻女士非常贊成這種作法，於是把

當時所收奠儀20多萬元，整筆慷慨捐助予我

們景福基金會，讓大家的關懷轉變成具體的

紀念演講。也使得本會能更有效地服務及回

饋校友；而每年舉辦張教授紀念演講之活

動，由本會提供部份經費來辦理活動。

今年特別有意義，胡芳蓉升副院長並任

景福財務長。張教授的傳承精神肯定影響整

個眼科後輩。活動舉辦至今已31年，看到各

位菁英在事業有成，仍熱心參與此項活動，

非常感動。在此祝福大家事業順心，健康快

樂、台灣眼科

更上高樓！

（作者係母校

醫學系1987年

畢業，現任母

院一般外科主

任）

林明燦執行長致詞 林明燦執行長致送演講人蔡武甫教授紀念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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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蚊症的新觀念

文／蔡武甫

筆
者在1993年發表用雅各雷射治療飛蚊症

的新方法以來，呈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醫師方面反應冷淡；病患則熱烈歡迎。

而這現象國內外皆然，僅有少數幾位醫師跟

進採用，卻有多得不可勝數的病患求治。之

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飛蚊症長期以

來的觀念深植人心根深蒂固，現在網路發

達，一般民眾反而有可能超前於醫師，先一

步接受舊觀念已經全盤更新的訊息。

這種情況似乎近年來已有改善的跡象，

已經陸續有幾篇相關的文獻發表。美國FDA

也已初步認可為安全的治療法，同時也核准

可以使用雅各雷射機器來治療飛蚊症。（筆

者曾在1993年向衛生署諮詢，獲得醫政處以

該治療法係舊機器新技術，可免申核的答

覆，如今已不屬新技術不違醫療法施行細則

的規定）事實上，飛蚊症的雷射治療在美國

也有十幾年的歷史，已累積了上萬例的治療

例，令人咋舌的是醫師向病患收取的費用，

其明細如下：檢查費$195；網膜詳細檢查並

畫圖＄56；雷射前玻璃體照像$65以及雷射治

療$1,485，共計需美金1,801元，約合新台幣

六萬元，有幾家保險公司尚可代為償付。

這些投身於飛蚊症研究的醫師都有一致

的看法，認為現存有關飛蚊症的觀念實在應

該大幅修正，這包括：

飛蚊症會自行消失的病例其實很少，只

佔總數的4%而已，除了出血或炎症引起的玻

璃體混濁有可能消失之外，絕大多數引起飛

蚊症的玻璃體混濁終其一生是不會消失的，

會消失的例子是因為混濁移離視線；變淡變

小是因為混濁向前移動，所以醫師安慰病患

飛蚊症不要緊、會消失，結果最後證明醫師

的話總是槓龜。

飛蚊症多多少少都會影響視力，雖然視

力檢查正常，但病患的某一個瞬間會有視力

急降的情況發生。美國有因為飛蚊症干擾而

無法工作的流行病學報告，其中竟然也含有

眼科醫師。而接受飛蚊症治療的病患普遍都

有視力進步的感覺。美國的Karickhoff醫師

（他本人亦曾接受雅各雷射飛蚊症治療）報

告，200例飛蚊症病患雷射前後的平均視力各

為20/27、20/24，亦即雷射使每一個病患視力

進步了一行，反過來說，也可以說飛蚊症會

讓病患視力降低一行，更可以引申而言，過

去因為認為飛蚊症不致影響視力所以不需治

療的觀念是否應該從此修正為需要治療呢？

退一步說，即使視力沒有改變，視覺品質絕

對比較差。

飛蚊症會引起病患的焦慮則是古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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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有醫師都承認的，英國醫師認為醫界還

是太低估了飛蚊症引發焦慮的嚴重性，他們

甚至會使用玻璃體切除術來治療飛蚊症以解

除病患的焦慮。在國外有因為飛蚊症困擾，

整天心情不佳而無法工作以及無法擺脫飛蚊

症困擾而自殺的報告。（筆者最近也遇到一

位婦女自殺，遺書明白表示是無法承受飛蚊

症恐怖的威脅，而造化弄人幾乎就在同時，

她服務於北部某醫學中心家醫科的兒子剛好

獲知飛蚊症已可用雷射治療）不少眼科醫師

喜歡以自身也有飛蚊症而安慰病患不必過度

緊張，但成效總是不彰，這是因為同樣的飛

蚊症所引發的焦慮大大不同的緣故。大凡為

飛蚊症困擾的病患都早已有潛在的心理、精

神病因，飛蚊症只是導火線，它引爆的焦慮

無法單憑眼科醫師的三言兩語來緩解，若引

爆點飛蚊症持續存在，精神科醫師也難予以

心理治療，此時如果能將飛蚊症瞬間去掉，

焦慮常能豁然而癒，當然這只是治標，潛在

的焦慮日後有可能因為其他的刺激而再度爆

發，但至少眼科醫師能在這回的焦慮發作完

成「階段性任務」。

最近二、三年在德、法等國有越來越

多以玻璃體切除手術來治療飛蚊症的論文發

表，他們遵守一個共同的作法：病人簽下手

術志願書後必需有一年的猶豫期，也就是意

願強烈到足以維持一年，醫師才會答應動

刀。沒想到全數的病患都沒有改變初衷。這

表示飛蚊症並不容易自行消失，同時也表示

飛蚊症帶給病患莫大的痛苦，都會一心求

治。

在英美等國，從事這項治療的醫師畢

竟還是少數，一般病患常會先向家庭醫師或

一線的開業眼科醫師諮詢，但後者對全新的

領域往往缺乏積極的轉介，這是這項新技術

無法快速發展的主要絆腳石。一般的眼科醫

師普遍認為雷射打飛蚊就像打飛靶一樣，流

彈有可能傷及後面的網膜，其實這是錯誤的

觀念，雅各雷射所具有的極微細焦點的光線

束，雖能使作用點產生4,000度以上的高溫

而發生氣爆，但鄰近的一點則因失焦而零作

用，可說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利用它這一

特性可以破壞細胞內的粒線體而不傷及細胞

核，多餘的能量也會因為plasma shield的阻隔

而不致擴散，雷射光被反射轉向角膜側而非

網膜側。（plasma，電漿是指一種帶有同數陽

離子及電子的氣體，是物理學名詞，與細胞

原形質是兩回事，這是醫師常易誤解的。）

其實雅各雷射儀器本身就具備了很完

善的網膜避險的光學系統，而且萬一射到網

膜，也是光凝固作用而非爆破。眼科醫師普

遍存在的錯誤觀念大概來自早期好幾篇雅各

雷射爆破網膜的報告吧，但是必需要知道這

些病例都是工業用的雷射肇禍的，其能量比

醫用雷射強千百倍而且受傷的工人當然沒戴

可把焦點移到網膜前的角膜接觸鏡。反觀飛

蚊症治療例，到目前為止資料可查的上萬個

病例，就沒有一例網膜受到傷害。若是哪位

醫師不小心發現有網膜受傷的病例，那就很

可能是世界首例哩。

雅各雷射正式應用在眼科臨床之前花

了16年一再修正其安全設計，最先是用來切

斷玻璃體纖維膜，其後才是後發白內障。

其實國內在1980年代有幾位醫師曾熱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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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khauser教授的雅各雷射玻璃體解離術

（vitreolysis）來切斷網膜前玻璃體增殖膜，

但是因為玻璃體切除術幾乎也在同一期間在

國內盛行，雷射很快被全面取代了，而玻璃

體解離術使用的能量是治療飛蚊症的四倍，

焦點更大幅地接近網膜，但是除了網膜出血

之外未見有爆破網膜的病例。飛蚊症是玻璃

體變性的結果，而佔眼球最大體積的組織既

已發生變性，難保周圍的網膜和水晶體也會

有對等的變性併發，所以飛蚊症病患網膜裂

孔或網膜剝離的發生率本來就比一般人高很

多，若是遇到曾接受過飛蚊症雷射治療的病

患有裂孔或剝離就遽爾歸罪於之前的治療，

是過於偏頗且草率的。Karickhoff醫師長達

十年的觀察肯定地說雅各雷射治療並不會造

成網膜裂孔、黃斑圓孔、網膜前玻璃體纖維

增殖，也不會加速白內障的進行。大家熟知

後發白內障的雅各雷射治療，有可能導致網

膜剝離，那是因為水晶體後囊與前玻璃體膜

緊密接合一起而纖維化，構成一層堅硬的硬

膜，其末端附著於網膜周邊，雷射光對這層

膜的撞擊，會牽動拉扯周邊網膜造成裂孔，

進而發生網膜剝離，而引發飛蚊症的玻璃體

混濁，則浮游於玻璃體腔內，沒有牽引網膜

的力量，所以不致發生網膜剝離。

向FDA申請的文件相當完整，從基礎到

臨床、從動物實驗到61例治療例的長期觀察

結果，全文厚達7吋，詳細地說明雷射治療飛

蚊症已經能有效避免危險達到百分之百安全

的地步，而且有92%的成功率（病患的飛蚊

症在治療後的數天內消失）。所以若是有批

判這項治療的醫師就必需以更多更強有力的

證據才能推翻FDA的決定。依目前的情況看

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FDA負責審

核眼科儀器的主管恰好是我台大醫科同學的

夫人）現在居然有人引用這個資訊而勸人不

值得冒8%會失明的危險去接受雷射治療，這

真令人啼笑皆非，8%沒能成功，只是表示這

些病例其飛蚊症無法在短期內消失，對眼睛

是不會有任何傷害的。

我再引用美國另一專家Dr.Geller在一場

「飛蚊症以玻璃體切除術或雅各雷射治療

何者為佳？」的討論會中的談話進一步補

充：「在我的檔案中不乏雷射後視力改善的

病例，例如說由20/50或20/25進步到20/25或

20/20，可證飛蚊症還是會影響視力的，而雷

射治療的確可以改善視力。我治療的成功率

因飛蚊症類型不同而介於85到95%，一般認

為容易導致網膜剝離以及飛蚊症反而會增多

的見解是錯誤的，在我4,000例的經驗例中，

僅遇到一例日後發生網膜剝離，比玻璃體切

除術安全多了。我相信99%的眼科醫師都沒有

親眼看過雷射治療如何操作，所以不知它其

實很安全有效是可以理解的。每種新技術發

展的過程中總有不少雜音出現，這是正常的

必然現象，可喜的是不少原先的反對者，一

旦親眼目睹了實際操作的情況超乎原先的想

像，都能很快認同它的安全性。」

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各種眼病的治

療技術也日新月異（想一想白內障手術就知

道），但奇怪的是唯獨對飛蚊症的認知卻是

百年來絲毫沒有改變。現代人與百年前的古

人有著相同的宿命——只能無奈地聽天由

命、束手無策。可喜的是幾位先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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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最新的觀念認為

飛蚊症會影響視力、影響日常生活、會引發

焦慮、不容易消失，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眼病

而非單純的症狀，最重要的是它已由原先的

「不治」之症成為可以安全有效治療的一種

眼病。因為網路資訊的發達很容易查到相關

文獻，也可以買到雅各雷射治療飛蚊症的英

文教科書，相信不久的將來，無論醫師或病

患對飛蚊症的觀念將會「換」然一新。

【後記】本文完成於一年半前，文字

及數字均隻字未改，這期間依然沒有發生併

發症的文獻報告。在治療技術方面，有幾種

治療飛蚊症專用的角膜接觸鏡和雷射機器問

世，使得治療更為安全，至於教科書，原作

者稱正著手全新的改版，筆者亦書面正式授

權同意該作者可以將彼此討論飛蚊症的所有

信件收錄於書後的附錄中。筆者也在半年前

退休，正計劃回故鄉台北縣設立個人的「文

史工作室」，為鄉土文化的研究盡一點心

力，同時附設一個小門診，業餘為眾多的飛

蚊症病患服務。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現任板橋市

蔡武甫眼科診所院長）

敬愛的校友，您好！

時光飛逝，景福基金會邁入第30年了，弟謹代表本會全體董監事致以誠摯的問候，預盼各位
校友於新世紀有新契機。

為使台大景福團隊綿延不絕，進而加強母校與校友間之聯繫，承先輩們精心擘劃，成立『台
大景福基金會』、興建『台大景福館』，本會即以此館為會址。承蒙校友慷慨解囊捐助，使『台
大景福館』得於1982年順利落成啟用，並得以推動各項會務工作。

『台大景福館』興建至今已逾28載，該館的細心保養難抵時光的侵蝕，多處已不堪使用，為
善盡景福建物主體與週邊環境的使用，希望適度的整修，以提供校友更多元的運用。

本會於2009年12月規劃設計，並預計於2010年5月31日開始動工，並分批次漸進式完成景福館
之整修。目前整修捐款收入約300萬元左右，但總整修金額預計為1,200萬，故本會整修捐款收入
與整修總金額之目標仍有很大的差距，希望校友們發揮當年成立基金會、修建景福館時的熱情，
籌措整修費用。

景福在校友們的關心支持下，正持續進步；相信所有的校友都希望在回到母校時，如同回娘
家一般的溫暖空間，可在這緬懷學生時代的珍貴時光、和久未見面的同學重拾情誼，或帶領家
人、親友、後輩重返母校，向他們介紹自己和母校動人的成長故事；也希望景福會館能給您帶來
驚喜的發現，嶄新的面貌，成為一個能沈澱心靈，展翅再飛的美好空間；您的關心是我們最大的
助力，尚祈校友們慷慨捐助，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事業鴻達！

董事長　　陳維昭　謹啟
執行長　　林明燦　　　

※捐款帳號如下：
　　　　　　戶　　名：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郵政劃撥：01410009
　　　　　　銀行帳號：合作金庫銀行─台大分行
　　　　　　　　　　　1346-717-028241

基金會聯絡人：徐苑儒　電話：02-23717818　email：jingfu68@ms78.hinet.net
詳細捐款方式及回饋，請參看網址：http://www.jingf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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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不良反應—不尋常的經驗

文／許清曉

前
些時台灣新聞媒體熱烈地討論疫苗注射

後出現的身體不適現象、甚至死亡，

與疫苗注射「有關」或「無關」。突然想起

2003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疫苗不良

反應經驗。

當年四月，疾病管制局許國雄副局長

提供一劑肺炎球菌疫苗給我，由感染科莊銀

清醫師施打。兩、三天後開始出現難受的咳

嗽。沒有痰，沒有疲勞感，也沒有其他感冒

症狀。之前也沒有和咳嗽、感冒、生病的人

接觸過。乾咳持續四、五個星期才逐漸消

失。當時想不出什麼原因開始乾咳，副局長

及莊醫師也不認為和疫苗注射會有什麼關

聯。不過一個健康人不會無緣無故咳嗽；持

續四、五週也是異於我過去的感冒氣管炎。

雖然可能還有其他不能察覺的原因，我當時

立即想到的，就是和肺炎疫苗注射有關。

是一種本能的感覺，所謂的“wisdom of the 

body”。

2007年底，在美國，醫師要給我一劑

肺炎疫苗，雖然擔心會再引發乾咳，但乾咳

不算是嚴重後果，因此還是連同破傷風疫苗

一起注射。這次，除了翌日有些發燒疲勞，

還算很平順，沒有其他症狀。以後又注射過

zoster virus vaccine，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在2003年注射肺炎球菌疫苗

後會有持續乾咳的反應，迄今還是一個謎，

我服用抗高血壓的ACEI藥類（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也會引起嚴重的

陣咳，得改服其他種藥物。所以只能猜測我

的咳嗽神經中心敏感，2003年的肺炎疫苗後

乾咳四週，是當時的體況使我發生對肺炎疫

苗的不良反應。

有什麼損失嗎？差不多十幾天後的4月21

日，台北市和平醫院爆發SARS案例，台北市

王防疫組長原本要求我晚上進入和平醫院，

我也有強烈意願，但是臨時想起當時我已經

買好飛機票，過不到幾天就要回家看孫子。

帶著咳嗽進出和平醫院，事後還得被隔離十

天，無法上飛機。結果沒有赴約，到現在還

是對王組長感到很歉疚。後來葉金川進入醫

院，成為SARS「英雄」！（全國有數十名，

因為參與各種不同危險度的SARS防治工作而

受獎）。我原訂回家的假期，也因全國為了

SARS緊張，需要在醫院坐鎮，並到各處訪查

演講，結果取消。

還有一次，1980年代初，忘了何故，

在皮內注射PPD（結核菌素）做 tuberculin 

test，結果幾天內左腕注射處，出現直徑十

幾公分以上的紅腫，持續引發左腋下及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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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淋巴腺腫痛。以前也試過tuberculin test，

只有不到兩公分直徑的紅腫。對PPD反應強

烈，同僚醫師們以為我有活性結核病（active 

tuberculosis）。其實不然，PPD skin test反應

度，是表示當時身體對PPD免疫反應的強弱，

和有沒有活性疾病「無關」。

今年又得悉美國有一位年近六十歲台美

（Taiwanese-American）男性，腎臟移植二十

年，多年注射季節性流感疫苗無事，去年底

注射A（H1N1）新流感疫苗，一個月後身體

開始水腫，腎臟機能惡化，似乎開始排斥反

應，目前被追蹤觀察中。

1970年代前半，每隔幾天或幾週，就

採取我自己的血清用在各種抑制淋巴球反應

的實驗，發現其抑制能力時強時弱，我卻感

覺不出身體有何異常。因此深信一個人的細

胞器官功能，包括免疫系統，可能隨心情，

或飲食、氣候、季節、固有疾病而會上下波

動。疫苗不良反應的發生和接受疫苗者個人

的基本免疫體質、疫苗抗原結構及純化過程

的品質最有關係，不過相信也會隨一個人當

時的狀況而時有時無。反應的形式也可能很

難預料。1976年美國豬流感疫苗注射後，誰

知道會有Guillain-Barre syndrome的發生？

其實，疫苗的不良反應判定，除了依

據：一）、過去發生過；或二）、發生的時

間點幾乎都是在疫苗注射後兩、三個月內；

加上，出現的反應大多和免疫系統異常現象

有關；還要考慮有humoral or cellular immune 

responses兩者都可能被牽涉進去，之外，我相

信迄今還沒有任何檢驗方法可以確認或排除

不良反應和疫苗之間的關聯。

審查疫苗不良反應案例不容易。要判定

「與疫苗無關」，宜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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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

黃丙丁 NT $150,000 

林明燦 NT $500,000 

吳信良 NT $100,000 

陳晉興 NT $50,000 

整 修 捐 款　徵 信 錄

1月份

陳勝雄 NT NT$200,000 

胡博淵 US $1,000 

洪文治 US $100 

呂政勳 NT $10,000 

何既明 NT $200,000 

2月份

楊冠 US $100 

姚繁盛 US $1,000 

溫文昭 NT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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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與宗教

文／林靜竹

2010年元月10日，我在Walnut Creek的東灣

台灣基督教會，向東灣台美人社區中心的

同鄉們作一場題為「醫學與宗教」的演講。

主要是將西洋醫學與基督教的歷史發展做分

析，並表達我對兩者關係的個人觀點。

我不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但自13歲初

中時代就認識基督教，高中時聖教會中台聖

經學院畢業的高耀民（高俊明牧師堂弟）傳

道到我的故鄉潭子設佈道所，招募我們幾位

青少年協助開佈道大會，由此我進入基督教

信仰。大學一年級時台北和平長老教會莊丁

昌牧師為我洗禮。醫學院七年，台大醫院任

職七年，我都在和平教會和濟南教會出入，

活躍於和平教會的青年團契和聖歌隊。1969

年來美後住過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灣區共

40年，算起來我的基督徒生涯迄今已有60年

（一甲子）之久。

我的一生都是從事醫學研究、醫學教

育、兩袖清風的教授職，和醫學的淵源很

深。相信適合做這個演講。首先講今天演講

的三項結論，包括：

一、我認為宗教信仰是每一個人對宗教的體

認和經驗，宗教信仰的層次每一個人也

不一樣。就如受教育得學位一般，基督

教的信仰是可以追求和深造的。信仰的

層次可以大學、碩士甚至博士等等。

二、醫學與宗教的關係不是對立的，而是有

互補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

三、因為人生有病痛、有苦難，所以醫療和

宗教信仰的密切關係才能建立起來。

醫學發展歷史的里程碑

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有Imhotep的醫

學教科書，記載200個疾病的診斷和治療。

幾乎同年代（公元前2596年）古中國有「黃

帝內經」為中醫的始祖。公元前1500年，希

臘有Sushruta Samhita的醫書，描寫120種手

術用具，200種手術方法，將人體的手術分

為八大類。這是外科醫學的開始。中國東漢

時代（公元第三世紀）被稱為神醫的華陀

不但能採藥治病，也能為病人手術。這是

記載於三國誌魏書（公元290年）的「方技

傳」上的。公元前420年希臘醫者希伯格拉底

（Hippocrates）主張許多疾病有自然復原的

能力，並寫出醫師應遵守的誓言（Hippocratic 

Oath），目前世界各地醫學院畢業典禮時醫學

生都要做這個宣誓。誓約的主要內容保證要

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尊重病人所付託予我

的秘密；介乎我職責和病人之間不容許有任

何宗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量，

一視同仁；自受胎起，要以最高標準維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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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不能造成傷害；即使在威脅之下我

不用我的醫藥知識去違反人道。可見2500年

前希臘文化就有這樣有尊嚴、高尚的想法。

現今庸醫偽藥充斥的世界，豈不令人汗顏。

公元第二世紀，希臘醫者Galen著作的

教科書，在中東、歐洲沿用到13世紀。公元

1030年Avicenna寫了兩本教科書「The Book of 

Healing」和「The Canon of Medicine」。那時

代已建立了實驗醫學和有證據基礎的醫學。

發現傳染病是由水土傳播的；開始藥理研究

和藥物治療。「Canon of Medicine」這本書成

為回教世界和歐洲大學的教科書，直到18世

紀。

公元1100年，Avenzoar進行人體解剖並

發明數種新的手術方法。回教徒的Ibn Zuhr和

Abulcasis，在手術時用口罩使病人吸入麻醉藥

物，減輕病人痛苦，乃是麻醉醫學的開始。

同一時代，人們已知道血液由心臟經動脈流

出到全身，再由靜脈流回心臟的大循環。西

班牙醫師Miguel Serveto提出流回心臟的靜脈

血要再經過肺動脈流到肺部充入氧氣，排出

二氧化碳的肺循環（又稱小循環），被天主

教認為是異端而被燒死。

1796年珍納（Edward Jenner）發現天花

（Small Pox）可以種痘的方法，乃是預防

醫學疫苗使用的開端。1870年法國的Louis 

Pasteur研究發現由細菌引起的種種疾病。

隨後幾年就製造出霍亂（cholera），炭疽病

（anthrax）和狂犬病（rabies）的疫苗預防方

法（vaccination）。1818年英國的產科醫師

Jame Blundell首次為大出血的產婦輸血成功。

1867年Lister根據Pasteur的研究首先主張消毒

和無菌的手術方法。這些都是醫學進步的里

程碑。

1895年Wilhelm Cornard Roentgen發展出

醫用X-光，1898年波蘭人居禮夫人（Madame 

Curie）在法國巴黎發現Polonium及Radium兩

種放射線物質。1928年Alexander Fleming發

現Penicillin為抗生素（antibiotics）使用的開

始。抗生素和放射線治療為二次大戰以來醫

療進步躍進突破的兩大里程碑。

1921年Fredenrich Banting和Charles Best

發現胰島素（insulin），從此糖尿病人得到治

療。最初Insulin由動物（豬）的胰島製成，

目前則用生物科技的方法大量生產，也使用

insulin pump可以穩定控制血糖。

精神病患者，Sigmond Freud用催眠術

（hypnosis）及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

方法治療，他於1900年出版專書推銷它的理

論。另外1930年Manfred Sakel用insulin引起病

人休克，1938年Ugo Cerletti用電擊抽筋療法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等等增加療效。

目前精神科醫師傾向於遺傳學分析及藥物治

療。

1960年代有許多里程碑。心跳停止使用

CPR急救，包括電擊心臟。器官移植由眼角

膜、腎臟、皮膚移植開始。南非的Christian 

Bernard於1967年作第一個人類心臟移植。

診斷方法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潛水艇用聲納（ s o n a r）探測敵方軍

艦位置，利用這個原理發明了醫用超音波

（ultrasound）。1971年Godfrey Housefield發

明X-光斷層（CT Scan），1976年發展PET/CT 

Scan。1980年Raymond Dumadian發明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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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骨頭照出來，連軟體組織也照出來。再

加以各種內視鏡（endoscopy），在1970至

1980年之間發展出來，在醫學診斷方面已有

90%以上的滿意度了。

醫學的層次

我當醫學生時，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

系陳拱北教授曾教導我們「上醫醫國，中醫

醫人，下醫醫病」。

上醫醫國不是鼓勵醫學生將來從政、選

總統，而是指從事醫學研究、醫學教育，或

從事公共衛生、防疫、環保等工作，使一些

疾病從台灣（或世界）消失，對社會民生有

重大貢獻的人。

中醫醫人是指全人醫療。140年前，馬偕

博士來台灣作醫療傳道時，就指出要作身、

心、靈三方面平衡的醫療。這個原則至今仍

為醫學界奉為金科玉律。每一位病人都是有

性格、有思想、有理解力、有情緒的醫療對

象。醫師不但要治好病人的病痛，也要安撫

病人的心靈。許多疾病生理會影響心理，心

理也會影響生理。這樣造成惡性循環，病情

就會一直惡化。因此醫師對病人的愛心、同

情心，和對病因、病理的說明，是非常重要

的。所以說醫學不只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

藝術。

下醫醫病是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

醫。對病人的心理狀態毫不關心，做事馬馬

虎虎，隨便應付了事。從前有一個醫生，忙

於做股票生意，在診察病人時，也在聽收音

機報告股票行情。有一次他將聽診器按上病

人胸口聽心跳聲音時，聽到收音機報告股票

大跌，就隨口喊了一聲「死了」。病人及家

屬大驚失色，以為患者的病無救了，這種醫

生未免太荒唐了吧。

再回來說上醫醫國的舉例，台大醫學院

第一任院長杜聰明博士，專門研究台灣在日

本統治時代初期，民間重大毒害「鴉片」和

「蛇毒」的藥理研究。從台大醫學院院長退

下來後又去辦高雄醫學院，一生領導台灣醫

界，教育台灣醫師之多無人能比。杜教授的

傳人李鎮源教授繼續做蛇毒的藥理研究，成

為國際在此領域的權威。李教授從學術研究

退休之後，退而不休，參加社會運動，解除

台灣社會的毒害，為了廢除刑法第100條，

主導遊行靜坐，直到該惡法解除為止。我的

另一位老師宋瑞樓教授為台灣肝病腸胃科權

威，教學嚴謹，研究專精，被台大學生選為

最優秀教授（另一位為李鎮源教授），在北

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時接受表揚。宋教授的

傳人之一陳定信繼續肝病的研究，成為國際

著名的肝炎、肝癌專家，台灣又是研究B型肝

炎疫苗的首要地區，陳教授也當過台大醫學

院院長，榮獲國際獎項無數。

2009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舊金山加大

醫學院的Elizabeth Blackburn，約翰霍浦金

斯醫學院的Carol  Greider，和哈佛大學的

Jack Szostak。她們獲獎的共同研究項目為

染色體上肢及下肢最後一節，也就是末端的

端粒（telomere）和相關的酵素telomerase。

telomere的功能是保護染色體的完整，不讓

遺傳物質遺失。人體器官的細胞不斷分裂增

生，新細胞取代衰老的舊細胞。細胞分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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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啟動染色體內

的DNA，由一套變成兩套，每套各屬於一個

新細胞。因此分裂後的新細胞內的染色體數

目和舊細胞內染色體數目完全相同。人類老

化時，在細胞分裂時，末端的telomere不增生

而脫落，因此染色體的上下肢會變短。這種

染色體telomere長短和一個人老化的關聯已經

知道15年了。Elizabeth Blackburn研究團隊的

研究是在探討：（1）用藥物或基因療法使

染色體的telomere加長是否能防止老化，達到

延長人類壽命的目標。（2）因為已經變質

（mutation）的癌細胞不受telomere的控制，

無限制增生。她們研究是否能使癌細胞的

Telomere變成能受控制，減緩細胞分裂增生，

而達到治癌的目標。兩項研究對未來醫療的

貢獻是不容低估的。

陳拱北教授「上醫醫國」的理念對我

有很深的影響。我生平遇到多次制度的改

變，我都成為受益者。我的醫學研究項目

都是該領域在萌芽時期，做為一個拓荒者

（pioneer），成果特別受人關注，當時我只

覺得是「好運」或「巧合」，但後來基督教

信仰更深，才體會到是上帝的「恩賜」和

「祝福」。我在台大醫院當主治醫師兼講師

時，到台北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做病毒及染

色體研究，研究議題的發表都是當時台灣第

一。後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羊水細胞培養

及產前診斷，也曾發表兩篇世界第一的研究

論文。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深造高危險產

科，我是該科同期唯一的東方人。我在紐約

愛因斯坦醫學院接受胎兒醫學研究訓練，為

美國婦產科創辦細專科（subspecialty）的第一

批，後來通過細專家考試，成為美國胎兒醫

學細專家的第一個東方人。1976年到芝加哥

任教時，我的研究專題「胎兒成長遲滯」是

當時剛開始啟蒙的議題。1984年我出版這個

專題的英文教科書，也是世界第一本完全描

寫這個議題的書。1993年我的第二本教科書

「高危險胎兒」，是首先倡議以胎兒為獨立

病人看待的一本教科書。我在芝大研究的精

華「胰島素（Insulin）」和子宮內胎兒成長的

關聯，公開時曾轟動國際婦產科學界。我一

生從事醫學研究、醫學著作，和從事醫學教

育的醫學教授的理念得到證實。

科學發展與基督教的關係

從西方的歷史來看，公元前3000年的

埃及時代，很少科學的發展，埃及文化主要

的是國王的歷史記載，金字塔、木乃伊可以

做代表。公元前1000年希臘文化的開始，出

了很多思想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敬

拜很多神，但是科學的發展也相當有限。從

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時代，仍沿用希臘文

化，發展武功、馬車戰甲，宮廷生活的奢侈

享受，可以從書本或電影了解。科學有些發

展，從他們有大水道（aquaduct）的建造可以

看出一些端倪。耶穌的時代醫學仍停留在驅

鬼及神力醫病的階段。

第四世紀君士坦丁（Canstantine）建立基

督教為國教時，進入君王與宗教領袖合作統

治百姓。政教合一的結果，科學家常被認為

異端，常被迫害，科學因而停止進步。因此

由第5世紀到第15世紀這一千年被稱為歐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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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黑暗時代（Christian Dark Ages）。直

到1530年歐洲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隨

著文學、藝術、音樂的發展，科學也逐漸復

興，繼續發展。18世紀以後歐洲人民在思想

方面發生啟蒙運動，擺脫宗教威權，進入開

明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科學的進步

更快。尤其是19世紀和20世紀，科學的發展

一日千里。

有人認為近代科學和醫學的進步是因基

督教的擴展而產生，Jim Walker不以為然。

在一篇2007年發表的文章，題目為「基督

教發展現代科學和醫學的神話」（The Myth 

of Christianity Founding Modern Science and 

Medicine）舉出許多基督教阻礙科學和醫學

發展的實例。雖然許多科學家如哥白尼、伽

利略、牛頓等都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科學

發現和基督教教義毫無關係，甚至完全相

反。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首

先由他天文學的研究提出地球是太陽系的

行星理論。當時天主教教皇相信地球是宇

宙的中心，因此他被迫害。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數學、物理、天文學家）繼續

支持哥白尼的學說，被天主教開除、軟禁。

牛頓（Isaac Newton 1692-1727）因有了蘋果

落地，使他發現宇宙間有「萬有引力」的學

說，那時已進入文藝復興的時代，基督教會

已轉向支持科學的研究，他在英國劍橋大學

的Trinity College繼續發展科學研究。後來

Trinity College教育出許多科學家。

Jim Walker的文中又指出，公元415年當

時藏書最多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女館長Hypatia

被天主教主教Cyril謀殺並放火燒毀圖書館。

13世紀歐洲黑死病（plaque）流行死了很

多人，天主教會認為是上帝的懲罰，禁止使

用希臘羅馬的醫療方法。在歐洲黑暗時代，

基督教醫院不是真正治病的地方，而是用來

收容罪犯、麻瘋或傳染病患者，和其他群眾

分開。

關於醫學和宗教是對立或互補的問題，

我有一位大學時代同在台北和平教會的朋友

林天民神學教授，他是耶魯的神學碩士，波

士頓大學神學博士。林教授最近一本書「宗

教與現代人生」，其中有一章討論宗教與科

學的關連，尤其是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討論

相當客觀真實。有人認為宗教與科學沒有關

係，科學研究物質世界，關心物質生活。宗

教是屬於心靈世界，關心靈魂的得救，兩者

互不相干。可是林教授認為兩者有互相補充

的作用，科學的發達對增加宗教的了解有貢

獻，古代宗教控制科學，現代宗教漸漸放棄

威權、尊重科學，是相輔相成的。

林天民教授先舉例說明宗教與科學對立

的觀點。按照聖經猶太歷史的推論，聖經的

創世紀是6000年前上帝以六天的時間，創造

天地及所有的物種。但是根據科學的探證。

宇宙的存在有100億年，地球也有45億年，

地球冷卻後才有生物的產生，至今也有35億

年，和基督教的創世論相差甚遠。聖經的作

者說明疾病的原因是上帝的懲罰或是魔鬼的

作為，所以治病的方法是祈禱求赦免或趕鬼

來達成。至今仍有極端的教派反對現代醫療

的方法，基督教科學教會（Church of Christian 

Science）的信徒，有病絕不服藥，也不看醫

生，而使用祈禱的靈性療法，結果有重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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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不治死亡，父母在法庭被判罪。耶和華

見證會（Jahovah’s Witness）的信徒，因為

聖經的記載「你絕對不可吃血，因為血是生

命」（申命記12：23），所以禁止輸血。有

產婦大出血休克，家屬拒絕醫師輸血急救，

眼看著她失血而死。

林天民教授再從醫學和宗教互補的觀

點來評論。古代沒有細菌致病的觀念，傳染

病也要靠宗教的方法解決。現代醫學知識發

展後，可用抗生素等藥物治療，補充宗教的

不足。

宗教對醫療的貢獻，筆者認為基督教的

重要精神在於哥林多前書13章描述的「信、

望、愛」。上帝愛人類，差祂的獨生子來拯

救信靠祂的人，成為祂的子女。所以人要感

恩、愛上帝，也要愛人如己。醫療能幫助我

們更有效地去實行愛心的工作。我們到醫院

探訪病人，為病人祈禱，關懷病人，幫助弱

勢貧窮的人，拯救災民，都是基督徒愛心的

表現。佛教的慈濟功德會也在做同樣的工

作，這就是宗教與醫療互補的功能。

創造論與進化論

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

進化論（Evolution）是對基督教教義的創造

論（Creation）的大挑戰，直到現在仍爭論

不休。

進化論的理論要點「生物在自然界有

生存競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達爾文

也發表同一根源的「生命樹」理論。這棵樹

有一個根，但有很多分枝，再分出更多的細

枝。樹枝相近的可能很久以前是同一祖先。

進化論的科學證據從考古學、胚胎學、比較

解剖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等等的片斷

研究推廣而來。2009年國際知名的研究遺傳

學及生物演化的學會頒發「孟德爾獎章」

（Mondel Medal）給此領域研究有成的台美人

芝加哥大學李文雄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的研究之一，

和今日發現人類和黑猩猩（chimpanzee）的

DNA有99%的類似性的科學知識有關。

筆者認為進化論有不少的片斷科學根

據，不容否認。但是缺少連結這些片斷的環

節（missing link），無法完全將物種的演化整

體排列出來。但是信仰基督的人相信萬物都

是上帝的創造，有些已被人類發現，有些尚

未發現。聖經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完成寫作，

現代的科學知識基因（gene）、DNA、太空

人，月球表面等等聖經都沒有記載。上帝是

萬能的，沒有地域的限制，也沒有時間的限

制。上帝賜給人類自由意志，也賜給人類智

慧，去發現上帝的創造，包括現在和將來的

科學知識。科學家有如沙灘上的拾貝者，貝

殼本已存在，埋在沙層內，等待科學家慢慢

翻出來。今日的分子生物學如此，太空探險

也是如此。

今日較開放的基督教神學家也接受進

化論，因為這是現代知識的解說的一部分。

天主教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於1996年曾說

「現代的知識已證實達爾文的理論不只是一

種假說，進化論和上帝的信仰可以並存」

（Evolution is more than a hypothesis, evolution 

and faith in God can co-exist）。20世紀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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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

曾說：「沒有宗教，科學是跛足的；沒有

科學，宗教是盲目的。」（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

因為人生有苦難，所以需要宗教來安

慰心靈

人生的目標是快樂與健康，醫療可以促

進人的健康與長壽，提升生活品質。宗教信

仰可以滿足一個人心靈上的需求，使你的人

生更美滿，更為喜樂。醫學與宗教的關係才

能密切地建立起來。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40年前我

們夫婦暢遊歐洲13個國家時，我記得在荷蘭

的Amsterdam市政府一個大廳的連續壁畫，描

繪出剛出生的嬰兒、爬動的幼兒、學童、成

長工作、持柺杖的老翁、病床上的老病人、

最後是一個墓碑。這一連串的壁畫，令我十

分感動。不知不覺之間，筆者已進入老人階

段，當下感嘆不已。老化和生病這兩者過程

與醫學有關，死後靈魂何往？這個問題和宗

教有關，這也是我講題把兩者並提的關鍵所

在。

耶穌成道肉身來到人間世界，他的人

生處處表現出苦難，出生在旅店的馬槽，幼

兒為躲避希律王的追殺，耶穌的父母帶他逃

到埃及，成長在勞動的木工家庭。30歲出來

傳道卻被誤為瘋子，遇到魔鬼的試探，受經

學士及法利賽人的批評與挑戰，到處流浪居

無定所。耶穌曾說「飛鳥有巢，狐狸有洞。

人主卻連倚枕的地方都沒有」。最後還要背

十字架，被人鞭打嘲笑，直到釘死在十字

架上。

舊約聖經約伯記，義人約伯是敬畏耶

和華，不做任何壞事的正直好人。上帝的恩

賜，他有七個兒子，三個女兒，一群僕人和

眾多牛、羊、駱駝、驢子的富裕產業。因為

魔鬼的作弄，他於一夕之間失去所有兒女與

產業，他自己則從頭到腳長了毒瘡，非常痛

苦。遇到這種苦難，他痛不欲生。此時的約

伯心中希望出生的那一天不存在。後來又有

三個朋友批評他、責難他。可見他的處境如

何悽慘，內心如何哀痛。但是他一直敬畏上

帝，耶和華終於戰勝魔鬼，使約伯回復健

康，賜給他七個兒子、三個女兒，還有比以

前更加倍的產業。從這個故事我們不難明白

宗教信仰挽救苦難、病痛的人是如何的重

要。

宋泉盛牧師幾年前出版的書「生死大

事」的第二章，就是討論在世上我們有苦難

的議題。其中有一段討論現代世界的苦難，

抄錄如下：「現代的世界中，富強的國家制

定遊戲規則，迫使落後國家由鄉村地區大量

的人口移到都市，很多都市滋生貧民區。發

展中國家四十億的都市人口中，多數的人罹

患貧窮的疾病，諸如營養不良，傳染疾病和

退化的疾病。貧窮產生的健康問題再加上戰

爭、天災、飢餓交迫。人生的苦難處處可

見。我們生存的世界已經是一個危險的世

界，也許比我們祖先居住的山洞或村莊更為

危險。」

讀了這段，筆者有兩個聯想。20世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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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敬佩的基督徒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一生奉獻的就是印度都市中貧病交替的貧民

區，她天天看到的是一幕幕人生的苦難景

象。今年的哥本哈根國際減碳會議，雖然各

國目標相同（減碳可以挽救世界危機），但

是在執行方法上，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之間爭論不休。

耶穌雖然生在相信人的苦難是神的懲

罰的古代世界，在他三年的傳道生涯中多次

行神蹟，也一個接一個醫治病人，安慰受苦

的男女，並給予他們再生的能力。耶穌使拉

撒路起死回生。一個患了12年血崩的婦女，

在人群中摸耶穌的衣角便得到醫治。耶穌也

醫治一個生來就失明的盲人。門徒問耶穌：

「這個人是否犯罪？是否他的父母犯罪？」

耶穌回答門徒的疑問說：「他失明跟他自己

或他父母都沒有關係，而是要彰顯上帝的作

為。」耶穌指上帝的作為是什麼？是愛的作

為，是醫治的作為，是接納的作為。

基督教傳入台灣都是由醫療開始

1865年英國傳教士馬雅各來到台灣傳

教，在當時最熱鬧的府城設醫館醫治病人，

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台灣人是馬雅各的助手，

如高俊明牧師的祖父高長便是其中之一。醫

館原為舊樓醫院，以後改建成現代的台南新

樓醫院。

1872年馬偕博士由加拿大想到中國傳

道，先到廈門，因那裡已有傳道士，乃改在

台灣淡水開醫館。他蓄有長鬚，和台灣牧童

玩，學台語。他不是真正的醫生，因此專長

拔牙，取當地女人為妻，一生共拔牙一萬一

千顆。馬偕醫館即為現代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的前身。

1900年以後英國人蘭大衛醫師夫婦到

台灣中部行醫傳道，擔任彰化基督教醫院院

長，他們的兒子蘭大弼也是醫師。接續擔任

院長，醫人無數，也訓練許多台灣醫師。

1928年有一位腳傷，重度感染病危的男

童周金耀就醫。蘭大衛醫師精心醫療，蘭夫

人細心照護之下漸漸康復，可是腳的傷口無

法癒合，需要做皮膚移植。蘭夫人自願提供

她大腿的皮膚四片移植給該男孩。蘭醫師遂

進行台灣第一次的移植手術。這次移植可惜

因排斥作用，沒有成功。後來還是用男孩自

己的皮膚一小塊一小塊補起來。蘭夫人「切

膚之愛」的故事，讓人大為感動，流傳至

今。後來周金耀獻身傳道，也曾擔任過台灣

長老教會總會會長。

基督教在台灣的傳播開始於這幾位西洋

醫師，這正是醫學與宗教密切結合的例證。

結論

在我演講的開頭已經說明共有三項，

（1）宗教信仰是每一個人的體認與經驗，信

仰的層次可以追求、深造。（2）醫學與宗教

的關係不是對立，而是互相補充、相輔相成

的。（3）因為人生有苦難，有病痛，所以醫

療和宗教信仰之間才能建立密切的關聯。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為芝加哥

大學榮譽醫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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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馬拉雅山之行

文／李明亮

踏上虔謝之途

一個偉大的民族，必定有一偉大的領

袖；一個偉大的領袖，必定要有一偉大的靈

魂，這個靈魂將帶這個民族走上永恆的路。

1959年3月，中國的人民解放軍進入西

藏拉薩，把Dalai Lama之行宮Nobulingka團團

圍住，準備做最後一次攻打。3月17日夜，

在“Go, Go Tonight”一聲令下，24歲的Dalai 

Lama帶著母親、妹妹、老師及幾個親信，化

粧為一般僧侶，身荷槍枝，連夜離開拉薩，

日藏夜行走上幾個星期，走進冰天雪地，跨

過喜馬拉雅山隘口，到達藏印邊界，並得到

尼赫魯總理不理中國的抗議給予政治疪護。

在這其後，藏胞前仆後繼追隨他們的領袖一

批批進入印度，前後多達數萬人，而印度都

給予幫助，給予食糧、給予墾地、提供教

育，這樣一個當時自己窮困到不行的民族，

在這關頭能助人一臂，實在感人。

2009年，剛好滿流亡50年，藏胞為了表

示對印人的感激，籌劃起一個“Thank you 

India”的活動（圖一），於是經由藏胞駐

台人員的要求，希望台灣可以組一醫療團赴

印，除了給藏胞過冬前的健康服務之外，也

希望這個服務可以延伸到當地印度居民。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就挑起了這個任

務，這個醫療團就由沙場老將陳志福醫師擔

綱，很快地就組織起來，準備到印度喜馬拉

雅山區東北部診療服務。行前一、二禮拜，

藏胞駐台人員打電話來問我們要不要隨團前

往，陳醫師並說此行山冷路崎要三思而後

行，但我們不假思索就滿口答應，且所有經

費我們自己會負擔並自願擔任隨團志工。就

這樣，11月22日清晨五點我們就出發。

這次我的團隊有牙醫（1名）、內科（2

名）、兒婦（各1名）、外科（1名）、婦產

科（1名）、藥師（1名）、護理師（2名）、

行政助理（1名）、國小校長一名、再加上

我及內人共14人（圖二），中午抵達印度

圖一：Thank you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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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hi機場。印度我們雖然來過二次，但對

於機場人之多、事之雜，還是不甚習慣。因

為我們的團行李很多，包括一小藥局的藥品

及器材，在機場就被攔了下來，幸好團長靈

機一動將被抽中檢查的急救包拿幾個送給驗

關的人就OK了，團長說：每個包上都印有

我們的單位名稱及國旗，由他們來幫我們宣

傳也好。出了機場凱度頓珠先生（Khedroob 

Thondup, Dalai Lama胞兄之子）給我們每人披

上一條哈達，就開車直往巿內藏人開的一小

客棧。（這一路我們接受哈達，幾乎每一站

服務過後藏胞就給我們一條，一路前前後後

收集了十幾條），進到客棧客廳，第一個看

到的是神龕上有一張相片，相框外框圍著一

白色哈達，上面的人物是藏胞的精神領袖達

賴喇嘛，他是藏人的活佛，深得人民衷心愛

戴及膜拜，只是有點不習慣的是達賴帶著眼

鏡（圖三）。佛祖帶著眼鏡倒是生平第一次

看到。我合了掌，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心裏

有說不盡的感動。晚上在我國駐印度翁文祺

代表官邸晚餐。

長驅入山內　古道載今人

11月23日，踏上印度國內航機飛印度

東北部，錫金邊區喜馬拉雅山麓的機場

Bagdogra，再坐一、二小時車到Salugara。

晚上住進一小棧，夜裡有吵到不行的當地年

輕人派對，團長去跟他們理論，我很擔心他

會不會被這些印度年輕人打，後來幸好沒事

（印度倒是一很文明的國家）。從此我們開

始了二星期的山區醫療服務。24日，在一

當地喇嘛廟看診，藏人領隊Lhakchung偷偷

帶我及內人上廟裏最上層看Dalai Lama的客

廳，辦公室及居室，內人看了只說了一句話

“so humble, yet so noble”。25日開車直入

錫金的山內（Shikkim是中印邊界喜馬拉雅山

的一小王國，今為印度一自治區），到一小

村落Rabangla，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只開了一

百多公里的山路才到三千公尺高的村落，我

這老頭子首先覺得有高山症，幸好出發前有

人幫我準備了不少藥（前副署長李龍騰教授

準備了拉肚子的藥；賴美淑教授給了高山症

藥－Diamox, steroid及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圖二：參加義診全體團員

圖三：達賴喇嘛



休閒旅遊

2010年4月‧第27卷第4期 ��

nifedipine），我開始頭暈、頭痛、嘔心、

因為空氣很冷鼻水像關不緊的水龍頭一直滴

水，團員裏有人給我各種藥，也有人力勸我

服Viagra，我為了救急，來者不拒，這樣子也

過了二、三天才較好。當我們入境Sikkim時，

過關花了一兩小時，印度人辦事慢條斯理，

我們下車走走，路又極不平，內人不慎扭傷

了左踝不能走路，好在團中內、外科醫師都

有，綁捆、吃藥，甚至於貼中藥膏，也要

三、四天才勉強可以自行走路，我說她是錫

金第一號病人。因為天氣太冷，冷風不絕，

霧多陽光少，每天過了中午氣溫直直落，溫

度都在個位數，晚上3~5度。我們每天不是

坐車跑山路，就是開診看病人，頭一個星期

就在錫金的山中度過，前後跑過Rabangla及

首府Gangtok。錫金這個古老佛教王國還是需

要大力建設的；在Gangtok，他們的衛生部長

T.T.Bhutia來看我們，並送我們當地的地毯，

希望我們以後要常去。

嶺上的體驗　更在山之外

11月29日清晨我們離開錫金，向另一個

目的地開走，也是經過了近一天的時間才到

大吉嶺（Darjeeling），Darjee原是藏語dorji，

雷鳴之意，ling表地方，所以大吉嶺應是雷

鳴之地，當地人說是勇士之土。大吉嶺海拔

二千多公尺，我們的客棧居然是在山坡上的

高樓，我們被安排在六樓視野（view）很好

的房間，早上可以直接看到喜馬拉雅山區的

世界第三高峰Kanchendzonga（中譯為干城璋

嘉峰，圖四）意表被雪覆蓋的山，海拔8,598

公尺，（第一高峰是聖母峰8,848公尺）。本

來就有高山症，在大吉嶺住了一星期中每天

又要爬六樓，每爬一、二樓我就上氣不接下

氣，有時每天爬二、三次；雖然如此，我還

是捨不得這個房間，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

就是打開窗子讓那冷凍的晨風吹進來，目的

就是要眺望45公里外的Kanchendzonga由白變

紅（太陽晨照），每一次都好像看到那山上

站著一位肩負著槍的聖人向我說：不要放棄

任何事。

在大吉嶺的一個禮拜，我們跑遍了附

近的藏人部落、屯墾區、藏人自助區，包括

Kalimpon, Sonada及Mirik，雖然感覺得非常累

（這一次是我走過的援外最艱苦的一次），

心裏還是很充實，也有不少感觸。

首先、藏胞的生活非常非常艱困，尤

其是在山區的，他們幾乎都是老弱婦孺，生

活在幾乎沒有物質支持的世界，常常沒有熱

水，更沒有暖氣，電力時續時斷。醫療上

更是貧困，只在大吉嶺有一衛生站（Health 

Station），還不如我們花蓮秀林鄉衛生所。

小孩子“臭頭”（Tinea Capitis）很多，小孩

圖四：喜馬拉雅山第三高峰Kanchendzo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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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人人感冒咳嗽、流鼻涕，大人高血壓者幾

乎半數以上，如果有牙痛只好一直忍，直到

有一天像我們這樣的人去才替他們拔掉，加

上幾乎無法克服的交通困難真是我們這些生

活在幸福中的人無法想像，於是在一次與凱

度頓珠先生的午餐中我答應回台後要幫他們

規劃二、三個衛生站。有幾次與當地人之談

話中才知道他們很多小孩子一輩子都沒有刷

牙，我看到喇嘛廟的小孩子，三十多人集睡

一小間，一個人感冒幾乎全染上，我問他們

何不掛上口罩，他們說那裏來口罩，於是我

當場答應我回台後要以自己的能力寄數千或

數萬隻牙刷及口罩給他們，現在我已積極準

備中。

另外，這次出團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當地幾乎沒有衛生設備，廁所之髒比台灣二

次大戰前更糟，我因怕上廁所，整天幾乎不

敢喝水，公共衛生硬體設施可以說是遙遙無

期。我不只一次的向凱度先生說教育及健康

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資優財（merit goods），

不知他的感觸如何。

再次，人定勝天這句話可能是騙人的。

這次的行程很多人警告我，年齡這麼大不要

冒這個大險，入冬入喜馬拉雅山很危險，我

知道我生理之極限，但決定給自己一測試，

看看目前我體能之極限，結果到了三千公

尺，我就頭暈、頭痛、嘔心、冷空氣使我不

停咳嗽，不知道自己已染上了上呼吸道感染

（URI），直到內科醫師聽了我胸部之後才

知道自己犯有了肺炎（bronchopneumonia），

在深山裏這是會死人的，好在醫療隊有的是

醫師及藥，印度的細菌沒有像台灣的細菌驍

勇善戰，對抗生素沒有什麼抵抗力，服用了

levofloxacin之後黃色濃痰很快就消失了，燒也

退了，可以說是有驚無險，但不久又引發了

我的老毛病allergic bronchitis到現在還在博鬥

中。這使我接受了一個事實，年紀是不能抵

抗的，我不得不承認、也接受，這已超出了

我的生理極限，不是什麼意志可以克服的。

貼近山之巔　貼近偉大靈魂

其次是，就如往常出團，每個團員分得

一件背心，上面寫有Taiwan，也繡著一面國

旗，雖然很快就穿得很髒，但我每天穿（圖

五），想到在台灣穿有國旗衣服的人，不知

什麼時候會被警察打、捉，最少在喜馬拉雅

山沒有人會抓我。但我也注意到，這一次我

們十幾個團員來自各地不同醫院但獨缺台大

學生或畢業生，也沒有慈大的（但他們經常

與慈濟人醫會出去所以是可以了解的），其

他二個國立醫學院（成大、陽明大）也沒有

一個人，這些接受國家最大恩賜的人哪裏去

圖五：穿有國旗制服的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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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來我問陳團長，在他那麼多次援外團

員中有沒有台大畢業生？他想了一下，說：

沒有。當然援外與否不代表對社會的回饋，

也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有更大的任務要交

給他們，但我還是要建議我的學弟、妹們，

有機會向外走走、看看世界，這經驗是金錢

買不到的。

我是一冒牌的小兒科醫師，過去幾十年

我看的盡是跟遺傳有關的病人，對一般小兒

科病人我反而不很熟悉，所以這一次我沒參

加診治小孩子，而是在第一線照顧病人之登

記、篩檢身高、體重、量血壓及體溫並檢傷

分類。經常我會看到滿面縐紋的老人，一雙

又粗又黑又髒又發抖的雙手由我手中接回他

們的病歷表，深深對我一鞠躬，我心中有無

限的心酸。這批老人在半個世紀之前跟他們

的領袖來此地，現在只有時光留下的痕跡皺

紋及顫抖的手，看到這幅現實的景，我只有

遙想那八千五百多公尺的Kanchendzonga可以

阻止我的眼淚；想到半世紀前一個二十幾歲

的青年，背著槍，帶著民族的命脈，匍匐穿

越喜馬拉雅山這是多麼偉大的靈魂。但半個

世紀前的我，在台大醫學院啃病理學、藥理

學，心裡的世界只有今晚新公園那邊的麵攤

可以不可以加一個蛋或是一塊排骨，真是慚

愧。藏族同胞們我要恭賀您們有那麼一個偉

大的領袖，一個帶著眼鏡的活佛，上蒼真的

沒有虧待您們。

最後我要向這次參加的所有成員道謝，

每個人都給我們幫忙，他們分配給我們最老

練的司機，最好的車子，幫我們提行李，不

時扶著我們走山路，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成了

您們多餘的負擔，感恩感恩，佛祖保佑您

們，謝謝。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62年畢業，2000年至

2002年出任衛生署長，現任慈濟大學名譽校

長，醫學系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
誠　徵　教　師

（一）應徵資格：1.具有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及博士後研究經歷至少一年

　　　　　　　　2.具教學熱忱及研究潛力

　　　　　　　　3.可協助解剖學教學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至多三篇（一份，請附

電子檔）、未來研究計畫及可能負責之課程、三封推薦函（請推薦人直

接寄達本所）、學經歷證件影本

（三）截止日期：99年5月17日 星期一（送達本學科辦公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 - m a i l ：anatomy@ntu.edu.tw
（五）網　　址：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
　　　傳　　真：02-23915292
　　　聯 絡 人：張小姐

　　　電　　話：02-235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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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畢柳鶯

Safari本是非洲原住民語言，意思是「遠行

狩獵」，目的是為了獵殺動物填飽肚子

求生存。18世紀歐洲國家入侵殖民非洲，把

歐洲貴族自中世紀以來為了刺激、娛樂的打

獵遊戲移植到非洲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動

物園來。Safari就成了白人的「狩獵之旅」。

手持獵槍的白人在非洲草原戴著鍋蓋帽、身

穿卡奇獵裝獵殺非洲動物是電影或照片裡常

見的鏡頭；豪門貴族家中地板鋪著獸皮、牆

上掛著鹿角、象牙等戰利品的畫面也經常出

現。他們最有興趣的獵物是非洲五霸（Big 

5）：獅子、豹、水牛、大象、犀牛，所以就

有所謂的Big 5 game。到了20世紀中，眼看動

物數量快速減少，1977年肯亞官方全面禁止

狩獵並設立多處國家公園，發展觀光，新時

代的Safari（生態遊獵之旅）成了肯亞第三大

產業；如今同樣的吉普車，塵土飛揚的駛進

非洲大草原，車上的人們還是捕捉著草原上

的野獸，只不過獵槍換成了相機。“Take only 

photos and leave only foot prints.”成為非洲旅

者的守則。

肯亞位於非洲東邊中部，平均海拔高度

約1,500公尺，四季如春，氣候宜人，是歐

洲人的避暑聖地。每年6至10月，牛羚、斑

馬為了新鮮的牧草往北遷徙，數以百萬計的

草食動物橫跨馬賽馬拉國家公園的動物大遷

徙，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觀。成群的牛羚、斑

馬，從約兩層樓高的陡峭河岸俯衝下來，渡

過10公尺寬的馬拉河，再攀爬上岸，而鱷魚

就在一旁虎視眈眈；因此這季節成為肯亞生

態旅遊的旺季。2009年我和先生參加了吳文

欽老師的攝影團到肯亞Safari，7月底到8月初

共11天（團費十四萬七千元，小費另計）。

感覺上，效果不輸2005年的南極之旅。都見

識到了大自然的偉大與奧秘，感受到人類的

渺小！

承襲了過去歐洲貴族的狩獵路線，沿途

我們都住在國家公園裡的高級飯店，雖然外

面搭著固定的帳棚，內部有現代、舒適的設

備。餐廳更可比擬台灣五星級飯店，以自助

餐為主，飲食種類及口味與歐美餐廳非常類

似。難怪有人說進了旅館就好像到了歐洲，

離開飯店才像非洲。「缺水」是非洲一大問

題，沿途我們看到非洲人用各種交通工具運

送大桶大桶的水。即便是五星級的旅館，淋

浴時水壓略嫌不足，且水是淺黃色的，所以

旅館備礦泉水給客人刷牙。照規定行前我們

都打了黃熱病的預防針，還帶了預防瘧疾的

奎寧。但是全程沒有看到蚊子，旅館裡都有

蚊帳，帶去的蚊香沒用到（後來奎寧也就沒

吃）。蒼蠅也很少看到，倒是在戶外用餐的

時候，有蜜蜂過來搶可樂喝。只有在馬賽人

的村落裡，滿地堆放牛糞（他們的燃料和建

材），看到不少蒼蠅停在渾身污泥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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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我們搭華航抵達香港，轉搭肯亞航空

暫停曼谷後抵達肯亞首都奈洛比，搭機連候

機約需16小時。來機場接我們的是車頂可以

打開的吉普車，雖有八個座位，我們每四

個人搭乘一輛（圖1），這樣大家在觀賞動

物、搶拍照片的時候，可以有比較寬敞的空

間（後來我們看到幾十人擠一部大卡車的遊

獵團，就知道旅費貴一點是值得的）。接下

來的十天，都是搭同一輛車，由同一位非洲

人駕駛，和我們同車的是來自高雄的一對牙

醫師夫婦（姓林）。英文是非洲的官方語言

之一，沿途我們看到街上都是英文招牌，這

位駕駛也可以講流利的英語。他對環境和動

物生態非常瞭解，有個風吹草動，就知道可

以看到什麼動物，教我們認識不少動物，連

小羚羊、小長頸鹿出生大約幾天，都說得出

來。林醫師夫婦去南非進修過，目前開業，

每年出國旅遊七、八次，學攝影也將近十

年。他們豐富的生態知識以及高超的攝影技

術讓我們嘆為觀止，人又熱情豪爽，有他們

同行真是幸運！吳老師的攝影團團員臥虎藏

龍，除了都喜歡攝影，可以切磋攝影技巧

外，團員們多半是各個專業領域的佼佼者，

又有很豐富的旅遊及人生經驗，從團員身上

也增長不少見識，這是我們喜歡參加吳老師

攝影團的另一個原因。

第一站是甜水區營地，帳棚屋隔著鐵

絲網就是一個大水池。沒一會兒，斑馬、羚

羊、疣豬陸續來到池邊喝水，大家連忙拿出

長鏡頭猛拍。從小覺得豬是難看、又笨又髒

又懶的動物，看到迪士尼卡通裡動作敏捷、

尾巴豎直、踩著舞步的疣豬（warthog）之本

尊，立刻就愛上了。見到真的疣豬，更加覺

得「獅子王」裡的甘草人物Pumba，畫得真

是傳神啊！用完餐，午睡時間，聽到外面一

陣騷動，原來是一群長頸鹿來喝水啦！吳老

師到各房間通報，全體團員到齊，大砲、小

砲、大白、小白都出動打獵啦！哇！好大一

群，真是了不得，總共14隻耶，比前半輩子

幾十年看過的加總起來還多，大、中、小都

有。看到小長頸鹿岔開雙腿，低頭喝水的樣

子，真是卡哇伊啊！

著名的紅鶴棲息地「納古魯湖」國家公

園，我們待了兩天。第一眼看到無數的紅鶴

和鵜鶘，真是壯觀，可惜由於氣候暖化的關

係，湖區明顯縮小，紅鶴的數量也比以前在

影片或書上看到的少了好幾倍。雖說站在高

處看得出來湖面縮小，站在湖邊卻是一望無

際，就像海邊一樣。一批一批紅鶴成排低空

飛過，只聽到喀喳喀喳聲不絕於耳，大家一

起來打鳥啊！只是用的是數位相機啦！（圖

2）體型笨重的鵜鶘飛翔起來卻是輕盈流暢，

看牠們在空中盤旋飛舞成各種隊形，真是讓

人心曠神怡啊！從黎明拍到夕陽西下的SAFARI車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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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大草原「遊獵」，感覺上就像

真的狩獵一樣刺激，讓人興奮！因為你不知

道什麼時候會出現什麼動物，司機和四位乘

客都聚精會神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還不

時的拿出望遠鏡搜尋。不管是天上飛的、地

上走的、還是水裡游的，只要有任何動物出

現，都讓大家驚呼（壓低聲音，免得嚇到動

物）！然後就是停車！拍照！有很多稀奇的

動物是從來沒見過的（圖3），就算是從小熟

悉的動物，看到他們成群的出現，自自然然

的進食、閒逛、遊戲、撒嬌，有夫妻檔（圖

4）、有母子檔（圖5），有一夫多妻帶著一

群小babies的瞪羚，有千山我獨行的雄獅，我

們慢速尾隨在後，近在咫尺（圖6）；又有藍

天、遠山、各種造型的樹和大草原為背景，

真是攝影的天堂啊！

看牛羚和斑馬渡河是此行的重頭戲，頭

一天傍晚我們在岸邊等了一個多小時，結果

「槓龜」！第二天一早就出發，中午就在河

岸邊用午餐，總共在那裡待了六個小時，等

待和觀察的時間是拍照的好幾倍！牛羚渡河

時驚天動地，大家相機設定在「連拍」，有

低空飛翔的紅鶴

2

飛上枝頭的秘書鳥

3

最佳拍檔

4

母子情深

5

近在咫尺的萬獸之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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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拍了幾千張之多！真是到了crazy的地步！

「相約345天」（遠景出版，汪俊羽、徐佩瑜

著）用了4頁來描寫牛羚過河，真是像球賽實

況轉播一樣，充滿了臨場感！我引用一段來

借花獻佛一下：「我們覺得牛羚真的是很龜

毛又超有群眾心理的有趣動物，先是在河岸

邊決定要不要過河就要徘徊很久，當中不少

牛羚都想靠近水邊嘗試一下，但常常沒走幾

步就臨陣退縮，決定繼續觀望下去。真正開

始過河往往發生的有點突然，大概會有一隻

走得很靠近水邊或真的有勇氣踏下水中的牛

羚起頭，大家便開始前仆後繼、不顧後果的

向前衝了！」（圖7）更有趣的是，不知道

某隻牛羚那根筋不對？竟然掉頭往回爆衝，

然後又是群眾心理，就有一群牛羚盲從的逆

向渡河，以衝鋒陷陣的速度，又爬回幾公尺

高的原岸了！讓一旁觀看的我們為牠們乾著

急，真是可惜啊！有兩隻斑馬一大一小成功

渡了河，卻一直不肯離開，向著對岸頻頻呼

喚！那哀怨的叫聲讓人聽著很不忍，像是呼

喚著對岸尚未過河的家人：「不要怕！趕快

過來呀！」牠們在原地徘徊了一兩個小時，

天快黑了才依依不捨的離開！真希望，第二

天牠們就能一家團圓！

有同團隊員路過，看我們還在原地跟

牛羚耗，激動的說著：「唉呀！你們真是狀

況外呀！我們剛剛看到斑馬過河，在河邊喝

水，跟鱷魚你攻我守好幾回合，最後斑馬被

鱷魚咬住脖子，現在鱷魚們正在享用斑馬大

餐哩！」兩位司機也嘰哩呱啦的說個不停，

交談完畢，司機二話不說，三分鐘就抵達了

鱷魚的用餐地點。平常在電視上看到動物獵

殺獵物，在快得逞的時候，我通常會轉台幾

十秒再轉回來，這會兒卻跟著大家興奮的要

去看戲、拍照！只見斑馬漂在河面上，有隻

鱷魚正在大快朵頤，鱷魚進餐的畫面血腥，

我就不描述了！精彩的是旁邊有幾隻河馬懶

洋洋的趴在水上曬太陽，忽然有隻河馬向斑

馬游了過去，大家心理一陣狐疑，牠要幹

嘛？河馬不是草食動物嗎？沒有想到外型兇

惡的鱷魚竟然潛水溜走了，只見河馬對準了

斑馬的身軀，張開了大嘴，真的一口咬了下

去，只是河馬那吃草的牙齒根本咬不住斑馬

圓滾滾、滑溜溜的身體，搞了半天牠是把斑

馬當玩具，來鬧著玩的！不久來了隻體型更

大的鱷魚，衝著河馬游過來，我想好戲要上

場了，鱷魚一定會拿牠那粗壯的大尾巴對準

河馬來個「大甩尾」，沒想到鱷魚直接用牠

那長而尖的嘴衝著河馬一巴掌打下去，河馬

只好悻悻然閃到一邊去！連一旁的非洲司機

也看得傻眼，他每年這季節都帶團來這裡，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河馬咬斑馬」的戲碼，

連聽都沒有聽過哩！（圖8）

在馬賽馬拉國家公園我們生平第一次搭

乘熱氣球，也是很新鮮的經驗。這是自費行牛羚（角馬）渡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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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費用美金450元（據說是世界最貴）。

一大早五點多摸黑到達升空地點，看著工作

人員點燃火源，一旁巨型吹風機呼呼作響，

把熱空氣打入氣球內，眼看氣球緩緩升起，

工作人員要我們快動作橫躺在傾倒的籃子裡

（屈髖、屈膝90度），抓緊前方的繩索。

（圖9）說時遲那時快，籃子立起升空後我們

變成了坐姿，大家興奮的起立看著地面越離

越遠，廣大的草原上旭日正要東昇，有幾個

遠近高低不同、色彩鮮豔的熱氣球點綴著，

靠近馬賽馬拉河，氣球低飛，成群的牛羚、

斑馬被氣球嚇得呈放射狀奔跑，大家忙著拿

相機搶拍，心裡為這些動物被我們打攪覺得

抱歉。「遠離非洲」影片中男女主角搭乘小

飛機在肯亞上空飛翔的經典畫面拍得非常唯

美，搭熱氣球有一點點那種“FU”。七點

左右太陽暖烘烘的掛在天邊，我們就必須下

降，否則地球表面熱氣上升，氣球就下不來

了。下降的過程是先坐下，大家緊抓著面前

的繩索，著地時一陣碰撞我們變成臉朝上、

背部著地，大家再依序從橫躺的籃子裡爬出

來！下降後，就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享用豐

盛的早餐，無盡的藍天、金色的草原，鳥兒

盤旋、牛群漫步（所幸沒有獅豹現身），真

是難忘的經驗！

來非洲才知道leopard是「花豹」，會把

獵來的獵物拖到樹上吃，cheetah是「獵豹」

（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動物，臉上有兩條深色

的淚腺），則躲在樹底下吃獵物（圖10）。

行程最後一天，大家說差不多想得到的動物

都看到了，只差花豹看得不夠仔細。第一天

曾在很遠的樹上看到一隻，但是光線很差，

且被樹枝擋著，勉勉強強看到花豹隱約的身

影，拍的照片根本不能看。有團員就叨唸著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花豹，那就功德圓滿了。

車子開著開著，忽然看到幾輛車子都往同一

個方向開去，司機的無線電也熱熱鬧鬧的交

狗咬狗一嘴毛，馬咬馬？

8

氣球升空前的一剎那

9

獵豹cheetah舔一舔鼻頭上的血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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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著情報，果然是花豹！車子開到離目標不

到兩公尺的距離，五、六輛吉普車圍著一棵

兩層樓高的樹，樹幹分叉處斜斜掛著羚羊的

屍體，頭和四肢還完好，花豹正低著頭大口

吃肉，不時還斜眼監看這些「人家吃飯，你

們喊燒」的人類是否有什麼不當的舉動？

（圖11）我想牠已經習慣每次用餐，總有大批

人馬旁觀，牠不慌不忙的飽餐一頓，才悠閒

的往上爬，滿足的橫臥在更高的樹枝上，冷

眼看著人群逐漸散去！ 

肯亞算是非洲比較富裕的國家了，我

們沿途看到人們辛辛苦苦的汲水回家，可以

想見生活很是辛苦。雖然大都市也有高樓大

廈，鄉間看到的都是泥土、磚塊、樹枝、木

板蓋的沒有窗戶的簡單屋子。馬路大部分沒

有鋪柏油，就算有也只有鋪馬路中央，旁邊

就都是泥土地，所以走到那裡都是塵土飛

揚，林醫師夫

婦是過來人，

就知道要帶口

罩去！還好，

當地老百姓看

起來營養狀況

良好，穿著也

不會破舊，一

路上有十幾歲

的店員向我們

要東西，也有

三四歲的小孩

用英語向我們

要錢，但沒有

出 現 某 些 國

家小孩成群結隊追著觀光客討錢的情況。我

們在觀光區碰到校車帶著學生出來旅遊（圖

12），沿途也看到即使鄉下都有不少學校，

一路上許多穿著整潔校服的小孩、青少年走

路或騎腳踏車回家，心裡就為他們慶幸著：

教育能夠普及，人民的未來就有希望吧！

回來重看卡通片「獅子王」和電影「遠

離非洲」、「獅子與我」覺得分外有親切

感，對肯亞不禁懷念起來！讀到四十年前出

版，如今因為youtube影片：Christian the lion

被熱情點閱而重出江湖並榮登暢銷排行版

的「重逢，在世界的盡頭」（A Lion Called 

Christian，景福校友蔡青恩醫師翻譯），更是

感動不已！肯亞SAFARI是對生態旅遊或攝影

有興趣的朋友們非常值得參加的行程，好東

西要與好朋友分享，在此大力推薦！（參考

網址：http://www.worldphoto.idv.tw/）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中山

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天真的學童，男女一式的制服

12

花豹：「本王吃飯，你們喊什麼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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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醫院成立至今已有114年的歷史，但是這幾年的

變動，確是比以往來得迅速且差異甚大。台大醫

院體系日益增加，1991年從西址搬遷至東址，接著奉核

定接收公館院區、雲林分院、虎尾分院、北護分院，兒

童醫療大樓也已於2008年12月正式開幕營運，今年還會

有金山醫院的加入，及郭台銘先生所捐款建造的癌症醫

院，在不久的將來也要開始建造；再者，本院於2008年

年底，面臨了火災及經過災後重建過程。在本刊4月出刊之際，台大醫院正接受JCI國際醫療評鑑之

考評，每一位台大醫院的成員，都秉持著讓自己所屬的部門能更加完善優秀的信念，在心理所承受

的壓力可想而知是重大的，但這樣的過程，就如同毛毛蟲在蛻變成美麗蝴蝶前，所必須經過的一種

歷練。另這段時間也面臨了健保支付制度的改革，筆者衷心期盼，台灣這麼好的健保制度下，應該

繼續維持，好的制度不僅可以維護國人的健康，對醫療界甚至是本院都會有所影響。

本期的醫學新知，由筆者的同仁鄭淳心醫師藉由參訪之行，介紹休士頓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癌症醫院的輔助醫療照顧之分享，也許可以當作本院未來癌症醫院發展參考。林明燦教授的

演講，道出對張榮茂教授傳承精神的敬佩及思念。蔡武甫教授給予讀者飛蚊症的新觀念，修正一些

舊觀念，由原先的「不治」之症成為可以用專業機器及雷射技術，安全有效治療的一種眼病。尚未

退燒的新流感疫苗話題，本期繼續收錄許曉清校友的不尋常親身經歷，給予大家做經驗分享。看完

林靜竹校友的「醫學與宗教」，電視新聞正好報導，高雄一名16歲少女猛爆性心肌炎造成心臟衰

竭，但因信仰“耶和華見證人”教會，堅持不能輸血，最後續使用6天的葉克膜體外循環機觀察下

度過難關，不過她的例子是特例，生病時應該要照正常醫療程序，才不會失去性命。李明亮教授的

喜瑪拉雅山之行，看似遊記，卻是一個善心義行，將對世界的善意傳遞到台灣以外的角落。畢柳鶯

校友在肯亞遊獵的敘述及照片的攝影技巧，讓人是既有畫面又有身歷其中之感受。最後，隨著陳芳

玉校友裝上翅膀，向後飛翔，一同回味她愛上音樂之路程。

真的衷心感謝所有作者提供作品與大家分享，使得景福醫訊內容越來越豐富，再來感謝編輯

群，在編輯上謹慎的處理每個細節及秀麗小姐不厭其煩的幫忙，終使本月醫訊順利成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母院麻醉科主任）

文／范守仁

作者於2003年訪問非洲邦交國家



台 大 醫 院
婦幼節系列活動

時　　間：2010年3月30日
地　　點：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一級主管成長營餐敘▲一級主管成長營上課實況

台 大 醫 院
一級主管成長營

時　　間：2010年3月19日
地　　點：宜蘭山多利大飯店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國立台灣大學與財團法人永齡健康基金會捐贈暨合作
台成幹細胞治療中心啟用典禮合影（2010年3月12日）　　　　 （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一級主管成長營合影（2010年3月19日）　　　　　 　（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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