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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頒獎典禮

時　　間：2010年6月30日
地　　點：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中心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台大醫院高階微創手術團隊

完成單孔腹腔鏡脾臟切除記者會

時　　間：2010年6月11日
地　　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 第二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頒獎典禮陳明豐院長與同

仁們合影

▲（左2）林明燦教授致詞

▲ 左起周宗欣醫師、李柏居醫師、蔡克蒿教授、林明

燦教授、楊卿堯醫師、黃俊傑醫師、洪基翔醫師

▲行政院吳敦義院長致詞

▲ 台大醫院榮獲第二屆政府服務品質獎，陳明豐院

長與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合影

▲高階微創手術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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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胚期胚胎切片及玻璃化冷凍

應用於著床前基因診斷

文／陳思原、蘇怡寧、楊友仕

前言

擁有健康、活潑的小孩，和小孩子一起

生活、成長，是夫婦們最大的願望。然而在懷

孕時卻有可能懷有先天性遺傳疾病，而這些疾

病會嚴重影響小孩的健康與發育，因此如何避

免懷有先天性疾病的胎兒，生出健康且充滿活

力的嬰兒，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傳統的產前遺傳疾病診斷包括絨毛膜

取樣及羊膜穿刺檢查，一旦發現有遺傳疾病

時，則必須面對流產手術，孕婦及家屬在身

心上皆面臨很大的壓力。如果在懷孕前就能

篩檢出胚胎是否正常，選擇正常者植入女

性體內，可避免這些傷害，因此醫療科技更

上一層，發展出胚胎著床前遺傳疾病診斷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逐

漸有愈來愈多的臨床應用。

著床前遺傳疾病診斷的方法

著床前遺傳疾病診斷的方法主要包括：

極體切片、早期胚胎胚葉細胞切片、及囊胚

期胚胎切片。極體切片可檢查卵子方面的遺

傳問題，但無法檢測來自父親方面的。胚葉

細胞切片通常是在5至8細胞期取一個細胞

（圖一），可檢查夫妻雙方面的問題。然而

極體或胚葉細胞切片是取一個細胞，診斷上

可能較不容易精確。囊胚期切片可於滋養層

取得較多的細胞，診斷可能較準確，也可檢

查夫妻雙方面的問題。但因過去在體外將胚

胎培養至囊胚期的比例並不高，因此限制其

發展。

發展單一胚葉細胞切片

為了幫助有遺傳疾病問題之夫婦懷有正

常小孩，首先我們發展5至8細胞期切片，取

圖一：單一胚葉細胞切片。用左側之固定

針將分裂期胚胎吸住，以右側切片

針吸取一個胚葉細胞做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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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細胞做基因診斷，成功的應用於地中海

貧血、先天性聽力障礙、染色體轉位、唐氏

症染色體篩檢等，並將成果發表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Audiology	and	Neurotology，和

Analytical	Biochemistry等（1-4）。

於2008年台大醫院誕生亞洲第一例胚胎

著床前基因診斷救命寶寶，臍帶血幹細胞移

植成功救治罹病之哥哥。

這對夫婦育有一名重度乙型地中海貧血

男孩，需長期的輸血及使用排鐵藥物治療。

但是這類患者體內仍然容易堆積鐵質，特別

是心臟、肝臟等重要器官，會影響到生命安

全。他們希望再育有一健康的小孩，可是又

害怕再懷上異常的小孩，因此考慮進行胚胎

著床前基因診斷以協助懷有正常胎兒。並且

希望生下來之小孩能夠保留其臍帶血做幹細

胞移植，以治療其患有重度地中海型貧血之

小孩。

這對夫婦先至門診諮詢，了解乙型地中

海貧血為體染色體隱性遺傳，夫妻均為帶因

者，懷孕後有四分之一的機會胎兒會罹患重

症、二分之一會是帶因、四分之一則是基因

正常。帶因及基因正常者並不會發病，因此

有四分之三的胚胎是不會有乙型地中海貧血

的問題。至於要做臍帶血移植，必須HLA同

型才不會有排斥現象。兄弟姊妹之間HLA同

型的機會為四分之一，因此只有四分之一的

胚胎合乎此條件。所以要懷有健康的小孩，

而且要和罹病的小孩HLA同型，只有十六分

之三的胚胎合乎條件。因此想要達到成功的

目的，要比一般單純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要

困難得多。他們充分了解試管嬰兒的過程、

成功率、及可能的風險後，決定採取此方

法，希望獲得正常的小孩，並且能保留臍帶

血幫助罹病的孩子。

他們接受試管嬰兒及胚胎切片的療程，

包括注射排卵藥物、抽血、超音波檢查、取

卵，為增加診斷的準確性，避免受到周圍其

他DNA的干擾，採取單一精子顯微注射協助

受精。在5至10細胞期做雷射協助胚胎切片

取出單一胚葉細胞做基因檢查，將正常胚胎

植入子宮。很幸運的成功懷孕生產一女嬰，

生產時收集臍帶血保留，交給小兒科團隊做

幹細胞移植，治癒有重度地中海型貧血之哥

哥。本研究於2008年11月榮獲國際生殖醫學著

名績優雜誌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刊

登（5），受到國際的矚目。

發展囊胚期胚胎切片技術，提高準確率

胚胎著床前診斷，用極少數的細胞做基

因分析，必須有很精細的實驗操作技巧，並

且避免污染及PCR失敗的發生，才能做正確的

診斷。傳統胚胎切片是在5至8細胞期取一個

細胞；而囊胚期已有上百個細胞，囊胚切片

可於滋養層取得5-10個細胞，並且是最好的胚

胎，應可增加效率，理論上是一種很理想的

方法。近年來囊胚培養技術進步，可增加著

床率及減少植入胚胎的數目，減少多胞胎之

機率。

為了提高更精確之診斷率，因此我們發

展及演進採用囊胚期胚胎切片。囊胚期滋養

層細胞取樣的技術，是在胚胎培養到第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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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的時候，以協助孵化的方式，使用雷射

在胚胎的透明層上鑽出一個小洞，在第五天

及第六天觀察已經形成之囊胚，其滋養層已

經突出的胚胎做切片檢查，以切片針吸取5-10

個細胞做檢查，不會傷害到將形成胎兒的內

細胞團（圖二）。和過去5至8細胞期切片做

比較，將診斷率由原來之75%，提高至95%，

此研究報告亦準備投稿於國際雜誌中。

有一對夫婦，太太有脊髓小腦萎縮遺傳

疾病（SCA6	CAG	repeats異常），為顯性遺傳

疾病，懷孕後有1/2的機會胎兒會有此遺傳疾

病，經詳細諮詢，決定採囊胚期著床前基因診

斷，避免懷有遺傳疾病之胎兒。經治療後達成

單胞胎懷孕，於2009年7月產下一正常女嬰。

囊胚玻璃化冷凍

近年來胚胎及卵子冷凍的技術有突破

性的進步，特別是玻璃化冷凍。關於卵子玻

璃化冷凍的研究，我們發現紡綞體之恢復與

解凍後之培養時間有關，三小時之培養可讓

紡錘體恢復正常，提高受精率及胚胎成長能

力，此結論被選為國際一流雜誌2001年11月

Human	 Reproduction封面報導（6）。本院

並於2002年成功誕生國內第一例冷凍卵子之

試管嬰兒，臨床成功懷孕結果原創論文報

告亦發表於2005年Human	 Reproduction雜誌

（7），廣受國際學者引用，目前被引用61

次。歐洲義大利Bologna大學Porcu教授，為國

際上卵子冷凍最著名之學者，閱讀論文後，

特地邀請於其所主辦之國際研討會做專題演

講。美國專家學者Liebermann	and	Tucker亦邀

請寫生殖科技之冷凍醫學專書，關於玻璃化

冷凍章節由臺大團隊負責（8），獲得主編之

讚賞。關於囊胚玻璃化冷凍之研究可達90%

以上之存活率，我們亦發表於國際一流雜誌

Fertility	and	Sterility（9）。

首先在國際上達成囊胚切片及玻璃化冷

凍成功懷孕

做完囊胚切片後，再將檢體送至分子

遺傳實驗室做基因診斷的時間相當有限，因

為囊胚不能在體外培養太久。因此如果囊胚

切片後能先做囊胚玻璃化冷凍，將有足夠的

時間做檢體之分析，有助於作完整且正確之

診斷，等診斷出來後再將正常的胚胎解凍做

植入。此策略除了有充裕的時間做正確診斷

外，對於卵泡過多之病人亦可避免卵巢過度

刺激症及不適當之子宮內膜環境。因此我們

圖二：囊胚細胞切片。用左側之固定針將

囊胚吸住，以右側切片針吸取約

5-10個滋養層細胞做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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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合併囊胚期胚胎切片及玻璃化冷凍應用

於著床前基因診斷，並且首先在國際上達成成

功懷孕的例子，包括神經母纖維瘤及肌肉萎縮

症兩種遺傳疾病，此研究報告亦投稿於國際雜

誌中，預期此診斷治療策略將會成為未來國際

上做著床前基因診斷之主流方法。

全基因放大術（whole genome amplific-
ation）

在 以 少 數 細 胞 做 多 項 基 因 檢 測 方

面，我們使用全基因放大（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的方法。先將細胞之所有基

因片段，全部放大成為基因庫，然後分別取

出部分DNA檢體，個別檢測突變基因及short	

tandem	repeats（STR）。它的好處是檢測多個

基因時，彼此不會干擾、可以重複檢測。傳

統的方法是將多個基因引子放在同一個試管

內檢測，可能會互相干擾結果，並且無法重

複檢測。

提供足夠的資訊及治療方式讓病人選擇

目前胚胎切片著床前診斷，越

來越廣泛的應用於篩檢遺傳疾病，

包括基因疾病（圖三）、染色體轉

位造成的習慣性流產（圖四）、唐

氏症等多項染色體篩檢（圖五），

近期亦發展比較性基因體雜交微

矩陣分析法（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CGH）做46條染色體

檢查。對於有遺傳疾病我們會先

做解釋與諮詢有關於傳統羊膜穿刺檢查和胚

胎切片基因診斷技術優缺點在哪裡，包括治

療步驟、可能之風險、費用、選擇原則是什

麼。如果夫婦本身沒有不孕症的問題，可在

家自然懷孕，等懷孕後再做傳統的產前遺傳

疾病診斷；或也可選擇到醫院做試管嬰兒胚

胎切片診斷；而如果病人有不孕症之問題，

其嚴重度需接受試管嬰兒治療，則可同時做

胚胎切片診斷，避免遺傳疾病的發生。現在

已知基因異常的遺傳疾病約有一千種，用絨

毛膜取樣及羊膜穿刺檢查可檢測的基因疾

病，都可以用囊胚切片著床前基因診斷技術

來避免遺傳疾病。

堅強的團隊合作是試管嬰兒胚胎診斷成

功的主因

臺大生殖醫學團隊（圖六），包括李鎡

堯、楊友仕、何弘能、連義隆、陳思原、陳

信孚、趙光漢、吳明義、陳欽德、楊政憲、

陳美州醫師；劉伶俐諮詢員；張莉容、蔡依

嬑、謝嘉珍、姚翊琳技術員；基因醫學部蘇

圖三：基因定序檢查。應用基因定序檢查基因是否有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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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寧醫師、洪加政博士、方美雅技術員。同

仁相互合作，充滿蓬勃的朝氣，使得試管嬰

兒的成功率高，造福了全國的不孕症夫婦，

更有從亞洲各國、歐美遠渡重洋而來接受治

療者，懷孕成功率和歐美國家最好的不孕症

中心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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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堅強的臺大生殖醫學團隊。分工合作創造最好的成績。

● 台大醫學院環境暨職業醫學科郭育良教授榮獲徐有庠先生紀念基

金會第八屆有庠科技講座～生技醫藥類

● 台大醫院精神部李明濱教授當選連任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第九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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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醫療糾紛」的衍生
─著重於落實「醫療服務」完整性

構建經驗談及其探討分析

文／譚健民

前言

基本上，「醫病關係」是一種很特殊

的「人際關係」，更是一種「互相對等」的

關係；換言之，醫師不能不接觸病患，病患

更不能沒有醫療的援助；因此，良好的醫病

關係本應是處於「融洽」及「和諧」的環境

裡；再者，醫病雙方本身就存有其共同的目

標，即「戰勝疾病、維護健康」，因此對醫

病雙方而言，都是要共贏的，如此才能達到

醫病雙方的共同目標。在此大前提之下，醫

病雙方在平等的立足點上，更需要擁有互相

間充分的認知、理解、溝通以及包容的共

識。

近十幾年來，由於各種社會關係形態的

改變以及民眾人權意識的高漲，再加上相關

法律賦予醫師的責任及義務也要求其必要的

落實；因此，使得「醫療爭議」甚至「醫療

糾紛」也隨之層出不窮，不僅醫師甚至醫療

單位都要花更多的成本，來處理原本就可以

避免有爭議的法律性事務。

此外，醫療糾紛亦會直接影響或打擊

醫師本身在平日臨床診療工作的心情；更甚

者，也會間接影響醫院醫療管理的品質、醫

療服務的質量，甚至民眾就醫應有的權益；

因此，如何避免醫療糾紛不再是老生常談，

而是如何去落實避免醫療糾紛的促發才是當

務之急。

本文僅就筆者數十餘年來的行醫經驗，

及與病患互動的幾個方面，來探討如何構建

一個良好的醫病互動的醫療服務，從而建立

一個提供病患「安心保證」的醫療服務管

道，希望能與各位前輩校友分享，並給與指

正。

和諧醫病關係的「醫療服務」的本質

基本上，由於醫療行為本身不僅具有其

特殊的專業性，也伴隨著潛在的高風險性，

而在此兩者互動平衡狀態之下，亦使得醫療

糾紛衍生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要建立和諧的醫病關係，醫院必

須將人性化的服務理念，融入到醫療機構的

服務及醫院行政管理中，如此不僅能提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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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精湛而完整的診治過程，而病患也能接受

到良好、快速及高效率的醫療服務，才能建

立起和諧健康的醫病關係。

事實上，醫病關係的形成不外是為了能

戰勝疾病，而醫病關係的和諧更是民眾健康

的保證。加強醫院的管理及制度的創新，才

能滿足民眾健康的需求，不僅能獲得病患的

信任；因此，減少醫療糾紛事件的發生，醫

院的管理也是關鍵所在。

或許，絕大多數的醫療機構，僅注重於

醫護人員專業知識的培訓及在職教育，而皆

能積極的努力去提升醫護人員的專業素質，

來嚴防各種疾病的誤診或漏診的發生；但對

於增強醫護人員的非專業性或一般性的服務

意識如加強溫馨的人性化服務、積極主動地

與病患及其家屬進行溝通，則較為欠缺甚至

不被重視；因此，免不了會導致醫病情緒衝

突的發生，並衍生不必要的醫療糾紛。

病患或其家屬對於臨床醫學專業知識

甚至常識必然不甚明瞭或是一知半解，因此

醫病雙方在醫療的專業上，基本上是處於資

訊不對等的情況中；也就是說，病患對自身

病情的複雜性及嚴重性本來就認識不足，甚

至有些病患認為來醫院看病，應該會「包治

包醫」的，而一旦治療結果及預後與其主觀

期望不符合，甚至發生醫療意外時，必然會

認為是因為院方或身為主事者的醫護人員在

診治上的失誤所致，「醫療糾紛」於焉產生

了。

或許，絕大部份的醫療機構在醫療工

作的教育上，雖然也一直強調「醫療服務」

的重要性，但往往會將醫療服務切割為「醫

療」與「服務」兩個層次來談論。基本上，

「醫療」本身是很專業的，病患一旦進入醫

療體系也無從得知其即將接受的診治是否是

最得宜的，但首先感受的是服務態度是否溫

馨，如服務檯或掛號檯的行政服務，病患則

是可以立即感受到的；而在整個醫療診治過

程中，不僅只是醫師的診治工作而已，醫師

本身對於病患所罹患的疾病，更要適時提供

應有的「衛生教育」、「追蹤關懷」以及

「預防保健」的前置及後續的服務；換言

之，醫療服務必然是一個整體性及連續性的

服務。因此，在醫護人員的專業工作中，

「醫療」與「服務」應是一體成形及一氣呵

成，而不可以互相分離的。

完整性醫療服務網構建的經驗談

由民國2000年5月31日起，筆者開始建置

個人的「醫療服務網棧」（http://www.tam.idv.

tw），並經由專屬網站來直接提供筆者所照

顧病患的醫療服務，使病患在就醫過程中，

能獲得完整性的醫療服務，並由此落實「家

庭醫師」預防性、持續性及完整性的醫療服

務的角色（圖一）。本醫療服務網棧提供個

人在過去二十餘年間所著作的四十餘本衛教

書籍的精華，其中所列衛教文章聯結於國家

網路醫院（http://www.kingnet.com.tw/）上，

可提供病患對於其所罹患相關疾病的衛教查

詢，不僅提供病患預防保健的常識，更能由

此進一步減少醫病間對於「疾病認知」的差

距。

除此之外，筆者更經由網站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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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升「家庭醫師」多元化的功能，並進而

提供「臨床醫師」除了平時實質性的臨床診

治工作的服務外，對病患完整性的醫療服務

中，有更多發揮及成長的空間，來使得醫病

間對於疾病認知的誤差降至最低，並進而促

進醫病間的良好互動關係。此醫療服務網棧

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功能架構，包括有疾病症

狀之分科、專科醫師之轉介、轉診推薦之關

懷、健康風險之評估、第二諮詢之建議、醫

療糾紛之排解、疾病健康之規劃、病情預後

之分析、檢驗報告之解說及特約門診之安

排；換言之，即提供病患由預防保健、諮詢

衛教、疾病規劃、轉診轉介、疾病治療前的

前置服務、疾病緩解後的後續服務、門診治

療、住院治療、追蹤回報、關懷叮嚀的完整

性醫療照護，使得病患能夠「安心保證」

（Reassurance）（圖二）。

結語

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及

進步，醫療服務的型態也不能

一成不變，再加上民眾本身的

價值觀的變遷，以及其對自身

健康要求的提升，促進良好的

「醫病關係」不僅只侷限於以

往「視病猶親」的觀念而已；

雖然，有少數病患因個人素

養、個體差異以及心理因素的

差異，易產生醫療糾紛的事

端；但如何防範因病患本身問題，所衍生的

醫療糾紛也是醫療工作中的重點所在。

基本上，病患對醫院或醫師的醫護服務

是否滿意，端看醫師是否具有耐心、認真，

是否已盡最大的努力去診治病患；換言之，

「醫療服務」是否得到病患的滿意及肯定，

才是病患的基本要求及期盼。一般而言，社

會對醫師角色的期望，不僅要求醫師受過嚴

格的專業訓練以及良好有經驗的醫術，而更

圖一：一個臨床醫師的醫療服務網棧的建置（上網次數約160人次

／日）。

圖二：完整性醫療服務所構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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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醫師能具有基本的同情心，能親切而熱

情地對待病患以及體諒病患罹病的痛楚及焦

慮，而能將病患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

此，醫師本身的醫德，就可以與患者建立良

好的醫病關係，何來「醫療糾紛」之虞，而

其中「衛教工作」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

因此，要防範醫療糾紛的衍生，最重要

的是醫護人員本身要先樹立服務意識、提高

敬業精神、強化工作責任；醫護人員更必須

要以「服務病患」為導向，盡其專業本質，

全心全意的來為病患服務，尊重患者知的權

利以及選擇權，並適時明確地全盤向病患解

釋病況及預後。因此，醫護人員不僅在「醫

術」上要求進步而已，更應要自我加強「醫

德」、「醫品」以及「醫格」觀念的建立，

這也不正是社會大眾對醫護人員素養最基本

的要求嗎？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任財團

法人宏恩綜合醫院家庭醫學科暨胃腸肝膽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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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旅愁」與「送別」

文／林洪謙

為
了悼念猝死的巨星Michael	Jackson，這

幾天電視一直在播送著他的音樂，但我

這老人開車時所哼唱的仍是我熟悉的校園歌

曲（日語，學校歌唱），我是指以前台灣中

小學所教唱的19世紀歐美音樂。「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旅愁」與「送別」

其實是同一首歌曲。我是日治時代，大約國

小四、五年級時媽媽教我唱的，所以是日語

版的「旅愁」。幾年後才知道華語版的「送

別」而到約二十年前才知道原歌曲為美國歌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1851年作此曲詞的John	P.	Ordway（1824-	

1880）為美國麻省Salem人，他不

只是作曲家、音樂出版家，更是醫

師。他185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

院，是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

爆發後就志願去軍中服務的少數

外科醫師之一，也曾在Bat t l e 	 o f	

Gettysburg治療過傷兵。他以後也

從政，當了麻省教育委員會的委

員。他反對體罰（想想那是一百多

年前），他也為此提其立法。但在

日新月異的美國，這首歌早已被忘

記，很少人曉得這首美國歌。我在美國長大

的小孩從沒聽過這歌名。

日語譯詞者犬童球溪（1879-1943）是日

本九州熊本縣人吉市人，畢業於東京音樂學

校。1907年他在寒冷多雪的新潟高等女學校

任教時，因懷鄉做了「旅愁」的譯詞。同年

他也做了「故鄉の廢家」的譯詞，這首歌的

華語版為「憶兒時」。這也原是美國歌「My	

Dear	Old	Sunny	Home」作曲者是William	S.	

Hays（1837-1907）於1871年作的。人吉市每

年秋天舉辦顯彰音樂祭，以「旅愁」的大合

唱開始，而以「故鄉の廢家」終結。用這種

作者於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前與達爾文彫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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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紀念這位譯詞者實在很有意義。

有民初才子之稱的中國音樂家，教育家

且為一高僧的李叔同（1880-1942）生於天

津的一個進士，塩商家庭。他於1905-1910

年間留學日本，在東京音樂學校與東京美術

學校求學。他應在這期間接觸了「旅愁」。

1910年他帶日本妻子回國。1915年在杭州第

一師範任教時，做了華語譯詞「送別」。很

明顯的，「旅愁」與「送別」都是意譯。因

他的譯詞或該說填詞填得太好了，以致很多

在中國或台灣的人以為「送別」是一首中國

民謠。「憶兒時」的華語譯詞也是李叔同作

的。

我將這三首歌的歌詞抄寫下來，與有興

趣的人分享。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John	P.	Ordway	1851年作

1.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Home,	Dear	home,	childhood	happy	home,

When	I	played	with	sister	and	with	brother,

'Twas	the	sweetest	joy	when	we	did	roam,

Over	hill	and	thro'	dale	with	mother.

(Chorus)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2.	Sleep	balmy	sleep,	close	mine	eyes,

Keep	me	still	thinking	of	mother;

Hark!	'tis	her	voice	I	seem	to	hear.

Yes,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Angels	come,	soothing	me	to	rest,

I	can	feel	their	presence	and	none	other;

For	they	sweetly	say	I	shall	be	blest;

With	bright	visions	of	home	and	mother.

3.	Childhood	has	come,	come	again,

Sleeping	I	see	my	dear	mother;

See	her	loved	form	beside	me	kneel

While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Mother	dear,	whisper	to	me	now,

Tell	me	of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Now	I	feel	thy	hand	upon	my	brow,

Yes,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旅愁　　　犬童球溪　1907年作

1.	更け行く秋の夜　旅の空の

わびしき思いに　ひとりなやむ

恋しやふるさと　なつかし父母

夢路にたどるは　故郷の家路

更け行く秋の夜　旅の空の

わびしき思いに　ひとりなやむ

2.	窓うつ嵐に　夢もやぶれ

遥けき彼方に　こころ迷う

恋しやふるさと　なつかし父母

思いに浮かぶは　杜のこずえ

窓うつ嵐に　夢もやぶれ

遥けき彼方に　心まよう

送別　　　李叔同　1915年作

1.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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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2.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

來日後會相與期，去去莫遲疑。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John	 P.	 Ordway在19世紀後葉56歲時去

逝，犬童球溪與李叔同各在廿世紀中葉64與

62歲時去世，可能就反映當時的平均壽命

（或更高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誠徵專任教師若干名

應徵資格：1.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2.具中華民國牙醫師執照者。

　　　　　3.具生物醫學相關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者優先考慮。

工作內容：負責牙醫系、所相關領域之教學、研究與臨床服務。

檢具資料：1.個人履歷表

　　　　　2.近三年主要代表作（一式七份）及近五年著作目錄

　　　　　3.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表格請至

　　　　　   http://dod.ntu.edu.tw/main.php?Page=SA4&KeyID=21322867104c1590747a9d8下載）

　　　　　4.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5.至少兩封推薦函

　　　　　6.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截止日期：99年8月16日（星期一）下午五時前寄達牙醫學系辦公室

預定起聘日期：100年2月1日

聯絡地址：臺北市常德街1號，臺大牙醫專業學院呂娟馨技士收

聯絡電話：電話：886-2-23123456轉66856，呂娟馨技士

傳　　真：886-2-23831346

E-MAIL：jsleu3@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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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無不報（四）

文／王子哲

北魏　高允

三國以後為魏（曹丕）晉（司馬炎）及南北朝。南朝為宋（劉裕）、齊（蕭道成）、梁

（蕭衍）、陳（陳霸先）四個朝代。當時北朝為北魏（拓拔珪）、北齊（高歡）、北周

（宇文泰），雄霸中國北部。北魏世祖的大臣崔浩，因編寫國史一事觸犯世祖被殺。當

時，幫崔浩一同編寫國史的另外一位大臣高允也獲罪。高允曾為太子（以後的恭宗）的

老師，所以太子陪高允去見世祖時，替高允辯稱高允是受制於崔浩的命令而編寫的，請

赦其命。世祖親問高允說：「國史都是崔浩所作的嗎？」高允答說：「太祖記，鄧淵

所撰寫的。先帝記及今記（即當今皇上的記事）是我與崔浩一同寫的，但是註疏，我寫

的更多。」世祖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還嚴重，安有生路？」太子說：「皇上天威嚴

重，高允迷亂失次了，我曾問過他，說是崔浩所作。」世祖問說：「如東宮（太子）所

說否？」高允答說：「臣罪應滅族，今已自認死罪，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可

憐我，替我求命罷了，實在沒有過問臣，臣沒有說過此話，臣以實對，不敢迷亂。」。

世祖對太子說：「真是正直的人啊！此亦一般人情所做不到的，而能臨死不移，且對皇

上說實話，是忠貞的臣子，應該寬宥他。」，高允竟然免於一死。由於世祖對國史一事

甚為震怒，就命高允寫詔書，定罪自崔浩以下，童僕、書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皆

夷五族。高允遲遲不寫，上面又一直催促，高允乞請見世祖一面。高允說：「崔浩所犯

之罪，如果還有其他罪過，不是臣所敢去知道的，但是寫國史觸犯皇上，罪應當不至於

如此嚴重。」。世祖大怒，命令武士執押高允，太子在旁再拜請命。世祖說：「如果沒

有此人敢觸怒我，恐怕有數千人要被殺死了，崔浩及其族全部處死，其他的人，都只殺

本人，不累及其族。」。高允曾經對人說：「我在中書（即中央政府）時，有陰德濟救

人命，如果陽報沒有錯，我應當活到百歲了。」。高允享年九十八。（摘自許止淨編著

《歷史感應統紀》）

民國初年，許止淨先生說：「高允臨死不敢作一妄語，而且不忍妄殺他人，自己免於一

死已經是萬幸了，還敢於觸怒皇上去救其他人，是以虎口餘生，更捋ㄌˋ
ㄜ 虎鬚了。假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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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貳十八人皆夷五族，總計為六百四十族，也就是要殺數千人了，所以高允寧死也不忍

草書聖旨了。他清貧自持，篤信佛法，深信因果報應的道理，所以能對人生最難得到的

壽命就如操左券（手拿契約）一樣，自信能活到百歲，一點也不懷疑。」。

宋朝名臣大文學家蘇軾（東坡居士）曾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三槐堂銘》，文中敘述

宋朝名臣王祐（以後加封為晉國公，曾經受宋太祖之命去查大臣符彥卿造反之事，並

許以宰相之職做為報酬。王祐不但不貪圖宰相之職，反而以一家百口的生命力保符彥

卿清白，而觸怒宋太祖並遭貶官。）在其庭院手植三棵槐樹，相信子孫一定會做到三公

之職。果然，其次子王旦（魏國公，諡文正）為宋真宗的宰相十八年，孫王素（懿敏

公）、曾孫王鞏（宰相）皆貴極人臣。蘇東坡在《三槐堂銘》開頭就說：「天可必乎？

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天道有必然

的法則嗎？但賢德之人不一定能顯貴，仁愛的人不一定長壽；天道沒有必然的法則嗎？

但仁愛的人必然有好的後代。這兩項怎樣得到折衷的解釋呢？）。」。蘇文忠公認為仁

者必壽、仁者必有後，是必然的天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心廬說：仁者必壽，仁者必有後，視其福報的大小，可兌現其中的一種，或二者兼得

之。況高公與王公救人，數以千計，且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與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其福

報實在是不能計量的。金剛經云：「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所以，高公自

信自己能長命百歲，馬上如數兌現；王公自信子孫能位列三公，馬上累代將相，就是王

公想要福壽雙全，亦可得之。而宋朝國祚三百多年，朝朝有王氏子孫在作官，亦是子孫

能克守祖訓，忠孝傳家，有以致之。所以，我認為所有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如果能以救

人為先，不去考慮自己的私利，那麼其福報將是不可計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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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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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修　捐　款

4月 鄭紹堂 NT＄10,000元

5月 林肇威 NT＄150,000元

6月 楊照雄 NT＄6,000元

胡惠德 NT＄10,000元

一　般　捐　款

5月 林仙養 NT＄ 8,000元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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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共遊關子嶺

文／戴鐵雄

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位於保安工業區奇美實業大

樓內，擁有近2,000坪展覽空間（座落於臺南

縣仁德鄉三甲村三甲子59-1號）。

以生產塑化原料ABS為主的奇美實業，

成立奇美藝術資料館籌備處，每年提撥一成

公司盈餘作為館藏費用，於世界各地藝術拍

賣會上蒐羅精品，於1990起公開展示。

在綠草如茵的奇美實業前庭，矗立著多

座女神雕像，與兩尊長310公分，重三公噸

大砲（康熙28年即1689年，由比利時傳教士

南懷仁所鑄造），砲身鐫有精細花紋，頗為

雅緻。展覽室橫跨奇美實業大樓舊館五、六

樓，及分佔新館的五、六、七、八樓，二棟

建物緊密相連，鑿通成擁有寬廣空間的大展

覽室。

第五、七、八樓陳放西洋繪畫與雕塑精

品；西洋繪畫涵括歐洲文藝復興、寫實、印

象派等作品，其中以英國高奇的「信息」，

法國基斯林的「蒙巴那斯的琦琦」，杜普

荷的「秋收」，以及奧古斯特的「黛妮希

雅」，「暴風雨」，最重要（暴風雨有大小

二版本，大的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小的在

此）；另有高200公分以上的「最後的眼淚」

（迪亞茲作品），在挑高的空間，呈現出輝

煌氣派格局。

五、八樓還展示木雕、石雕、大理石、

青銅等等不同材質的雕塑品，其中以法國浪

漫派雕塑家羅丹代表作之一「吻」，以及卡

蜜兒取材自印度愛情神話的「遺棄」最重

要。遺棄是卡蜜兒1950年參加法國女藝術沙

龍的作品，跪著的男主角與低頭掩面的女主

角，似乎暗喻作者卡蜜兒與羅丹間愛恨糾葛

的戀情。

而改變羅馬歷史的一代羅馬猛將「安

東尼」，與絕世妖姬「克麗奧派特拉」栩栩

如生的雕像，最是印象深刻。後代史學家指

出，「克麗奧派特拉」的鼻子若低一點，

「安東尼」就不會迷戀上「克姬」，違背

「凱撒大帝」旨意而滯留埃及不歸（本來是

奉命率軍攻佔埃及的），致被羅馬軍擊斃，

失去接任「凱撒」後統治「羅馬帝國」機

會，歐洲歷史也就將改寫的評語；此段歷史

曾以「埃及豔后」片名搬上銀幕。其他尚有

大文豪「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作者）及

音樂家，哲學家，政治家等的塑像；令參觀

者獲益匪淺。

第六及八樓以展現大自然生命為主題的

自然史博物館，展場依動物特性，佈置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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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草原，北極冰原等擬實景象，將哺乳類、

鳥類等生態景象完整呈現。第八層可稱之為

動物世界，虎、豹、獅、象大小動物標本，

幾乎肩背相靠地擁擠在已經夠龐大的展示櫥

中，還有種類繁多的飛禽、蝴蝶，也不甘向

走獸示弱地各佔一大席空間，讓我們飽覽動

物奇觀，重溫了醫預二上動物學課時，初執

「手術刀」解剖青蛙的黃金年華。

第六樓還展示現代、古時各式各樣大

小、袖珍樂器，雖有些零亂，卻不失分類有

序的置放在寬廣珍藏館內的陳列櫥櫃中，收

集之豐、之廣、之細膩，令人擊節讚賞，尤

其收藏百把享譽中外的名琴，如印度坦布拉

琴，歐洲絞弦琴等少見古樂器；以及史特拉

底瓦里，瓜內利等製琴大師所製作的古典名

琴，使我們大開眼界；突憶起酷好手提琴，

嗜琴惜弦勝過「奇美大企業王國」的許文龍

董事長，能有如此蒐羅齊全的琴器，也就不

足為怪了。此樓層另有化石標本，從遠古恐

龍、飛禽走獸到人類化石，收藏相當充實，

讓我們幻想起老祖宗人猿時代的種種傳聞。

第七層中間部位，擁擁擠擠地擺滿古

往今來各式各樣武器，除了在舞臺劇司空見

慣，武俠電影耳熟能詳的刀、劍、弓箭、

槍、戟、槍砲、鉤、矛等，觀之，令人凜然

生畏外，周圍牆旁櫥櫃中展示的古戰士鎧

甲，鐵盔，甲冑、兜鍪，盾牌等，應有儘

有，眼前不禁浮起古戰場慘不忍睹的，兩軍

激烈血腥拼戰場景。

五、七樓還典藏歐洲及東方傢俱，雕塑

華麗的洛可可桌、椅、櫥櫃及用色典雅的東

方傢俱，呈現出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風格。

七樓另闢古文物館，展示中國、埃及、

希臘、羅馬、印度等地區文物、如精雕細琢

的銀製酒器或雕工精細的佛像雕刻，可略窺

古工藝之美。

這趟奇美博物館的參賞、令同學們大開

眼界、真正不枉此行。（可惜奇美已被鴻海

併購，不知鴻海會否繼續維護此館）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3月28日告別住了二宿的大億儷緻酒店，

前往南部科學園區奇美四廠。南科成立於

1996年，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

管理。其目標產業有積體電路、光電、生物

技術、精密機械、通訊及其他。產業群聚有

積體電路、光電及生物科技。南科有如下優

惠投資條件：免徵進口機器設備、原物料、

半製品進口稅捐及貨物稅及營業稅。免徵出

口成品營業稅。符合「新興重要策略性工

業」者，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還提供

標準廠房及土地租用及銀行低利貸款。

南科位於臺南縣「新市」附近，南二

高臺南支線旁；南下由國道一號路竹交流道

下，右轉接臺一號省道再左轉南下，約五分

鐘可抵；往北由岡山下亦如是。火車於路竹

火車站下，計程車10分鐘可達。高鐵於臺南

站下車後，計程車20分鐘就到；而經過南科

附近的高鐵軌道底層都墊以防震鋼板，以免

震毀南科對震動高敏感度的高科技器械及設

備。飛機則有臺南機場，只須20分鐘計程車

程。因交通運輸便捷，廠商都樂意進駐，為

其能以後起之秀迎頭趕上，與竹科、中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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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臺灣三大重要科學園區並非倖致。目前臺

灣總稅收的50%均為此三區所繳納，可見其

對臺灣貢獻之大。南科廠地原為「橋仔頭製

糖會社（後改名為糖廠）」提供農民種植會

社製糖用「甘蔗」的「會社地」，後因糖廠

關廠而廢耕拋荒多年，臺南縣政府乃配合中

央取得此佔地1,038甲（公頃），（加上高雄

園區面積570甲，總面積1,608甲）的荒地，建

立聞名全球的南科（中科、竹科均僅佔地200

甲，南科高雄區也僅有50、60甲，足見後起

之秀的南科的重要性。這也是大選落敗的扁

政府的貢獻；陳總統執政八年有很多政策與

施政備受質疑，惟高鐵的通車，雪山隧道的

貫通，臺北市101摩天大樓的落成，已是世界

級的偉大建設，應值得肯定，並將在臺灣建

築史上名留千古）。

奇美四廠在此建立，產品全部自供自給

機制，亦即任何產品自一根螺絲而至包裝外

殼，均全部在南科奇美廠自供自給完成，因

不必再向外地他廠調貨或購零件，所以能迅

速完成交貨，贏得客戶青睞，無形中提高競

爭力，締造高於他廠的亮眼業績（奇美集團

於南科旁，開發佔地250公頃「樹谷園區」，

引進液晶相關產業進駐，包括玻璃、背光

板、偏光膜、燈管、驅動 IC等重要上游材

料，促使採購及設備產生群聚，推動光電產

業聚落化，成功地提高國內液晶電視供應鏈

整體效能，成為其他科學園區廠商前來觀摩

學習取經的典範【可惜奇美已被鴻海併購，

不知鴻海會否繼續維護此特區】）。目前進

駐廠商已破八成，不久將全駐滿，後來者將

抱遺珠之憾，奇美許文龍董事長洞燭先機，

在別人尚猶豫時，於第一時間搶先於1998年8

月進場開疆闢土而獲得200多甲建廠用地，製

造出傳奇故事，始創了奇美王國；其主要產

品為電視用的「液晶面板」，為全球前四大

「液晶面板」供應商之一。

南科開廠至今僅10年，到96年2月，已

累積5588.7億元總營業額；核准公司家數220

家，員工人數54,115人。我們乘車繞遍各區宏

偉廣大廠房，靜聆奇美解說員的詳細介紹，

做了全區巡禮後，目辭偉大令人瞻仰，也是

臺灣未來之光的南科後，馳往嚮往已久，嚴

格管制，閒人不得擅入的烏山頭水庫。

烏山頭水庫與八田與一紀念銅像

抵達烏山頭水庫，我們未經由入口售票

亭，於車上瞻仰仿北京天壇造型而建的水庫

代表性地標「小天壇」，而直接由水庫派出

的導覽小姐引導至國民旅舍旁公園中陳置的

建潭大功臣「八田與一」紀念銅像前（相片

1），其妻及協助他完成偉大的烏山頭水庫

設計並建庫的愛徒遺骸，都陪葬在八田的墳

墓邊，全都選擇一生熱愛的臺灣土地為其長

眠處（其親屬由日本渡海攜至此，可見其與

「八田」先生愛臺之深且真；不像目前一些

臺灣住民口說如何愛臺，為了政治或經濟利

益卻專做背離臺灣言行，遠不如異國人，令

人遺憾與不齒）。

荷據時，水庫就已進行開拓，惟尚無

水庫功能，直至日據時代，於1917年令派總

督府內務局土木課技手（技師）八田與一前

來實地調查，才正式展開水庫籌建工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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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動工，利用曾文溪、官田溪之水，

在中游烏山頭處築水壩建水庫，歷時10年於

1930年始竣工，為一離槽式水庫；其主要水

源引自曾文溪，自楠西鄉附近「東口」導引

曾文溪水流，挖造總長3,122公尺之馬蹄型

隧道，貫穿烏山嶺於「西口」，放入官田溪

上游，匯入烏山頭水庫，東口控制流域面積

500.6平方公里，總計烏山頭水庫引用流域

面積達561平方公里。灌溉並改善了嘉南平

原15萬餘公頃看天田的命運，還帶動了臺南

縣的觀光事業至今。目前烏山頭水庫藉由與

曾文溪上游的曾文水庫相通串連的水力落差

發電，並共同供應臺南地區民生與工業用水

（南科用水，因此地水質純淨而全部取自此

處）。

烏山頭水庫又名「珊瑚潭」，位於臺

灣西南部之官田溪上游，六甲鄉與官田鄉交

界處，由空中鳥瞰，水域蜿蜒曲折，狀似珊

瑚，所以有「珊瑚潭」之美稱。珊瑚潭由30

多支流匯合而成，蓄水面積

1,300公頃，潭廣水深，潭中

浮著100多座浮島與半島（有

如一、二十年前臺灣旅行團

在中國大陸乘船遊湖被燒船

劫殺的「千島湖」），周遭

環繞山林面積達4,700公頃，

我們因韓良誠夫婦的良好

人緣，獲得登船暢遊景緻清

幽秀麗明潭，飽覽「百島」

奇景良機，真感謝他倆（一

般遊客只能由入口票亭循湖

畔道路前行，登上公園最高

處「瞰風頂」，才能自遠

處眺望水庫風光，讓清幽水潭盡入眼底）。

我們半遊名湖後，中午抵達珊瑚島招待所，

登級而上，聽完高層主管有關水庫的種種簡

報後，享用戴鐵雄夫婦提供的難得享受的豐

盛山產午餐（有迴鰷（彈跳魚）及油炸蜂幼

蟲、肚趴仔等珍品）。用完午餐，繼續上

船，迎著涼爽湖風，觀賞彎彎曲曲珊瑚名潭

清澈湖水與周遭青翠蓊鬱山林的壯美綺景，

讓同學們夫婦在飽賞未見一丁點兒人工斧鑿

的名湖後，才體會得「八田與一」的偉大貢

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於

佔領菲律賓後，「八田」奉派菲律賓從事棉

作灌溉施設之實地調查，1942年5月8日下午6

時50分許返回日本時乘坐的大洋丸被美潛水

艇所發射四枚魚雷擊中沉沒，致一生青春為

造福農民，奉獻給嘉南大圳，被尊稱為嘉南

大圳之父的「八田」先生，天妒英才，猝崩

相片1：和八田與一紀念銅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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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當奮發有為之年，能不令人浩嘆再三。

而夫人「米村外代樹」女士於1917，年僅16

歲嫁給八田與一，1922，烏山頭水庫施工現

場發生重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數超過50人，

當時性格剛毅的與一腦海裡強烈閃過中止工

程念頭，因得「外代樹」在背後鼓勵垂頭喪

氣的八田與一，工程才得以持續進行。

「外代樹」在二次大戰後，仍選擇在臺

灣生活，而結束戰爭的當年9月，日本政府

向駐臺日本人下達返國命令，「外代樹」因

不能忍受喪夫及二子參戰未歸之打擊，遂於

1945年9月1日，亦即25年前烏山頭水庫（即

嘉南大圳）的堤防工程開工，隆重舉辦剪綵

之次日，投身先夫心血結晶的烏山頭水庫送

水口而亡，以完成她所殷切希望，在丈夫與

一所建造的烏山頭水庫裡，永遠化作水庫的

守護靈的強烈願望；享年45歲。

2010年，是八田與一傾注全部心力於烏

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的竣工80週年紀念，臺

日雙方正密切籌劃一部電影，以「外代樹」

為主角的新片「嘉南大圳的女神」，正快馬

加鞭中。

先生墓園建於1931年12月15日合葬先

生夫婦遺骨（有一說是，先生只葬衣冠），

並於1931年建置先生銅像，每年5月8日忌日

舉行追悼式迄今，猶能獲異國人如此敬重緬

懷，古往今來，舉世恐鮮有其人。

關子嶺

下午三時半，辭別難得一遊的綺麗烏

山頭水庫後，於近黃昏抵達與陽明山、北

投、四重溪並列臺灣四大溫泉的關子嶺溫泉

區（引自日治時期的「臺灣名勝舊蹟誌」一

書）。

關子嶺西側為枕頭山，東南側是臺南縣

最高峰，海拔1,241公尺的大凍山，夾處在丘

陵與群山之間，四周為蒼翠青山壯美景緻所

環繞。關子嶺的溫泉資源，來自發源於內灣

的白水溪流入溫泉谷，在地熱作用下溫度升

高所造就。

關子嶺山區原為平埔族聚落所在，早

年的住民多以狩獵維生，直至清光緒24年

（1898），屯駐此地的日軍在溪谷發現溫

泉，並著手開發，才開啟關子嶺的風光歲

月。關子嶺溫泉的泉質相當特殊，為全臺僅

見的泥質溫泉，泉水呈灰黑色，水質滑膩，

帶有濃厚的硫磺味，溫度約在75度左右，大

正二年（1913）總督府的一份報告指出，此

地溫泉含有放射性鐳元素，使得關子嶺溫泉

聲名大噪，被譽為能治天下百病的第一溫

泉。因關子嶺溫泉具有治療皮膚病，神經

痛，胃腸病等功效，早在1904年，第一家療

養所「吉田屋」在河畔興起，（今已改為靜

樂旅社），接著公私溫泉旅社紛紛興建，目

前的「警光山莊」的前身，日本警察療養所

也在此時設立。關子嶺溫泉鄉的規模就此奠

下，從此成為旅遊泡湯的勝地，也成為新婚

夫妻度蜜月的熱門景點；泡湯之餘，漫步山

徑步道賞景，可遠拋塵世，暫尋仙道，難怪

民國40年代一首「關子嶺之戀」情歌，唱出

了溫泉鄉的幽幽情韻，而能紅極一時。惟60

年代後，臺灣各地旅遊景點蓬勃發展，關子

嶺老舊旅館與雜亂無章的景觀，使關子嶺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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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2：韓良誠別墅一景。

如美人遲暮，使其風光不

再。85年經政府與地方業者

合推下，重新整合後，才有

今日嶄新的溫泉渡假村呈

現，這次我們一群人才能享

受五星級的統茂飯店。

良誠兄夫妻『仙窩』

住進後隨即徒步前往參

觀，座落於左近的『韓良誠

同學私人擁有，佔地千多坪

的美麗庭園「仙窩」別墅』

（相片2），看到每週假日，拋開繁忙的醫

務及人間雜事，夫婦倆攜手在此花木扶梳，

世外桃源似的羨人美麗華宅，度過令人陷入

綺思的仙人般旖旎纏綿謎樣夜晚，令人重新

認知了韓良誠兄，在嚴謹的外表內藏有的一

顆熾熱的「情」衷，對韓太太能獲此「豔」

遇，嫉煞了眾家同學另一半。在毛毛細雨

中，目送韓兄伉儷消失於他們的溫馨別墅仙

窩中，大夥兒拖著玩累的腳步，投身蕩人心

胸溫泉中，讓清澈泉水滌盡渾身倦意，相攜

邁入黃國泰夫婦宴請的豪華餐廳中，依抽簽

席次坐定後，在戴鐵雄班長主持下，揭開這

次同學會SAYONARA	PARTY的序幕。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恒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台 大 醫 院 肝 炎 研 究 中 心 誠 徵
專 任 助 理 研 究 員 以 上 人 員 乙 名

資　　格：具有生物醫學或相關博士學位，且具研究或工作經驗數年以上，

　　　　　具免疫或蛋白質體學領域背景者尤佳

檢具資料：履歷表（含學術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本、歷年成績單、

　　　　　三年內代表著作及五年內參考著作抽印本或影本、研究計畫書、

　　　　　三封推薦函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截止收件：99年10月30日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七號，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7256或67176林小姐

傳　　真：02-23825962　　　　　E-mail：snoopy@ntuh.gov.tw



校友小品

2010年7月‧第27卷第7期 ��

沒有砲聲的戰役

─海軍預官回憶錄

文／黃碩文

「醫
官，醫官啊！你也記了二個小功

啦！」

「文書官，有什麼事？」，看著年紀差

一大截、講話特別大聲的文書官氣急敗壞的

走進寢室，我站起來問他。

「喀！醫官啊，你記得最近的這個戰役

嗎？艦長、副長都記了大功，你也記了二個

小功！他X的，我連一個都沒……」

霎時，腦子裡那部掌管回憶的時光投影

機轉到了1963年，播著我當海軍預備軍官的

剪輯。

當年，醫學院畢業生被分發到海軍的預

備軍官為數並不多，我就是那少數被分發到

船上服役的預官之一。站在甲板上正準備經

驗首航的我，看著漸行漸遠的碼頭，一股莫

名的恐懼感隨著艦艇航行的速度湧上心頭。

想到軍艦承載的兩百多個官兵，此時此刻起

在艦上的每分每秒，這些人的健康及身體安

危將由我全權負責，著實令人不寒而悚。

所幸，我有二個體貼且盡職盡責的醫護

兵，適時給予我機會教育與提點，讓我這沒

有海上經驗的旱鴨子的忐忑心情獲得不少安

撫。據他們說，船上最難伺候的一群人是士

官長。他們都是老兵，或因大多少小離家、

終年身處動蕩不安環境下之故，導致他們脾

氣多為暴躁。但他們以船為家數十年，對於

船上作業不但瞭若指掌，更造就出細微且敏

銳的觀察能力，時常能夠預知任務動向。

1963年春天的某個星期，我們這艘「類

似驅逐艦」的快速運輸艦，已經停在左營碼

頭一個星期毫無動靜。這是很不尋常的事。

按照平時的作業程序，艦艇靠岸後三天左右

便得離開碼頭進行巡防之類的例行工作。臨

旁的艦艇均如故的執行例行工作，而我們卻

依然不動聲色。這些對我來說很陌生，感覺

不到任何異常，但這不尋常之舉早已引起士

官長們的注意，並開始預測軍艦將出任特別

任務。又過了一天，各種預測神秘任務的版

本已經滿天飛，有些老士官長大膽預測本艦

將代表海軍出國訪問僑胞。於是乎，去日

本、菲律賓或是夏威夷等任務地點都已被提

出來充分討論一番，老兵們都興奮非常。聽

說出國是比照美軍的待遇。然而，又過了一

天，一切還是毫無變動。船上討論神秘任務

的人越來越少，興奮的氣氛不再，取而代之

的是越來越多人臉上顯露的焦慮神情。有些

士官長開始用粗話謾罵發洩不安的情緒，船

上官兵們的精神狀態也越來越萎靡，連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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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開始擔心了起來。我們停泊在碼頭已經

超過十天了，也沒有在進行檢修，那，到底

是在等什麼呢？

大約是靠岸的第十三個夜晚，已近半

夜，上頭甲板卻忽然傳來許多人走動的腳步

聲，聽起來像是有不少人正在上船。也聽到

鐵鍊摩擦“喀喇、喀喇”的聲響，好像在拉

什麼東西上船似的。正要入睡，船艦的馬達

聲卻忽然作響，螺旋槳緊接著旋轉了起來，

轉動的聲音打破了夜寐的寂靜。睡在上舖

的文書官突然開口：「他X的，怎麼半夜開

船？！」的確，這事非常之不尋常。

吃過早飯後，約略知道船開向北方。到

了中午，船艦卻忽然掉頭轉往南下。同時，

隔壁士官長室裡傳來高喊的聲音：「哈！可

能去馬尼拉啦！」接著是一陣陣大家興奮的

交談聲。到下午，船已經繞過台灣南端，沿

著東岸往北開。此時，又傳來有人高喊的聲

音：「我們去日本哦！」這興高氣昂的氣氛

在艦上持續蔓延了好幾個小時。到了傍晚，

船艦已經來到了台灣的東北角。悄悄的、慢

慢地，船頭開始轉向西方，船速也跟著緩了

下來。幾經波折，老兵們已經清楚地整理出

一個結論：「這次任務和出國訪問無關」。

那麼，船到底要開去哪裡呢？大家的心情沉

重了起來。沒有半點情資，無所適從的茫然

讓焦慮感逐漸在人們的心中累積堆疊。晚餐

時，在這樣的凝重氣氛下，大家只是低著頭

自顧自地用餐，沒有人交談。晚餐後，我漫

步走回官員艙時，驚覺船上一邊的走道被全

面封鎖，還搭上了黃色布幔，不曉得什麼情

事正在、或準備在這布幔後頭進行。這層臨

時搭建的布幔，像一片濃霧般將這整體事件

跟船艦籠罩在一股迷濛神秘的氣氛之下。之

後，再沒出現其他新聞。

隔天早餐時間，大部分的軍官都未出

現在官員廳用餐，我心裡很納悶，大夥兒上

哪去了呢？餐後，剛要步入我的寢室，傳令

兵隨後趕到：「醫官，艦長有令，我們現已

進入備戰狀態，請你馬上去官員廳設立急救

站。」一接受到命令，我馬上會同醫務兵把

所有的急救用具、器材放上大桌；一大袋的

繃帶、紗布、止血用器具、鹽水瓶等都一一

擺開於桌上。這時所有的窗口都已經上鎖封

死，斷絕了與外面的世界，只聽見“喀咚、

喀咚”的馬達聲從遠處傳來，顯然船艦已開

始緩慢地向前方航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或士兵經過已成為急救站

的官員廳。我與醫護兵們互相對望，期盼可

以在彼此眼中找尋到些許訊息，但我們對當

下的狀況全然無知。如此枯坐了一個早上，

好像在等待著什麼大事發生。

中午開飯了，官員廳裡卻只有我們三

人。奇怪了，這船上至少有十六名軍官，其

他人都上哪兒了？頓時，一個熟悉的面孔出

現在官員廳。原來是反潛官。他只是下來拿

水喝。我示意要他坐下：「喂，W兄，我們到

底是在哪裡？做什麼？」「醫官啊，我們在

最前線，現在是作戰狀態。」「咦！作戰？

怎麼沒有砲聲？」「醫官，是他們不打而

已，我們現在距離大陸只有一千公尺以內。

如果他們開砲，我們是跑不掉的。你想想看

吧，光天化日下我們這艘大船在敵方海域沿

岸遊蕩，距離近到可以清楚點算他們整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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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巡防大砲，我們跑不掉了！」「那…那

他們為什麼不打？」「醫官啊，你要他們打

來？這會兒你肯定忙死囉。我也不懂老共怎

麼不打，我猜他們或許被我們這突如其來之

舉給搞糊塗了，正在想辦法破解我們這次任

務的目的吧！好了，我要上艦橋去了。」

「喂！反潛官，你還沒告訴我，本艦來這裡

到底是要做什麼？」「啊……放水鬼上大

陸。他們已經上了，我們在等他們回來。」

原來如此！心中懸吊多時的那顆大石頭，總

算放了下來。「不對、不對…」，再仔細一

想，我們仍處在戰鬥狀態，情況依舊相當緊

急，老共那排巡防大砲正瞄準著我們這艘大

船。我們剛剛稍微獲得舒解的心情更加沉重

了。

晚餐時間，除了艦長之外，大部分的軍

官都到齊了，每個人的臉色都很凝重。用餐

時，沒有人講話，匆匆吃完便隨即離開，各

自回到崗位上。我趁著空檔回去寢室一趟，

文書官一見到我便說：「醫官，你知道我們

的任務？住隔壁間的士官長已經跟我說了，

大家都緊張得很…。要僵持到晚上十點。」

「十點？為什麼？」「我們船上有國防部派

來的少將指揮這項任務。他說，今晚十點如

果任務還沒達成，就要宣布任務失敗、並

且撤隊。總不能一直把船耗在這裡吧！」

「什麼叫『任務失敗』？」「把水鬼找回來

啦！」，文書官不耐煩地向我吼來。

天色開始黑了，艦長下達指令，要我回

寢室待命。躺在床上，試著閉上雙眼、沉澱

思緒，腦海裡卻盡浮現著「老共是否會開砲

打過來」的疑問句；雖然已進入黑夜，他們

若要打過來，隨時都可以開砲。在這緊張不

安的情緒下，平時微弱、不起眼的心跳聲顯

得特別澎湃響亮。每過十分鐘，文書官就碎

唸一次：「他X的！我這只老錶，怎麼這麼

慢。喂！醫官！你的錶呢？」現在的戰況就

是在跟時間競賽：十點整，任務結束。但，

把水鬼找回來才是真正的完成任務。“滴

答、滴答…”，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九點

了、九點半了，仍然消息全無。隨著時間的

逼近，大夥兒的情緒越是緊繃、焦慮、擔憂

與不安。約莫九點五十分，忽然聽到有小船

向我艦船舷駛近的聲音。接著聽到甲板上傳

來一陣急忙混亂的腳步聲，以及拉起船錨絞

動鐵鍊的聲音。不久，船艙內便傳響著：

「他們都回來了！任務完成了！！」全艦人

員歡欣鼓舞，船內歡呼聲不斷，船艦馬達也

立即火力全開，全速駛離戰場。正當在收拾

急救用品時，頓然看到一位身著陸軍制服的

高級長官抱著一個餅乾盒快速走進艦長室。

我心想，這一次真是菩薩保佑，不但

達成任務，還讓我們無災無難的退離戰場。

躺在床上，整理著百感交集的心情，正想入

睡時，傳令兵忽然前來傳話：「醫官，副長

請你馬上前去右艙，有要事。」右艙，不正

是布幔掩蓋的地方。我起身趕了過去，副長

看到我趕緊走了過來：「醫官，這六個蛙人

我們是找回來了，但是他們都像生了大病，

請救治他們吧！」走近幾步，看到六個僅著

有短褲的彪形大漢躺在走廊上痛苦呻吟。實

在太暗了，我根本看不清楚，如何診治患者

呢！我請副長派了十二名勇壯的士官，把這

些蛙人一一抬進醫務室。經過初步診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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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向副長報告：「很像是急性脫水。一定要

馬上打生理食鹽水以及葡萄糖點滴，直到有

小便為止。」

回到醫務室，看到斗大的醫務室就快

要被好奇圍觀的官兵塞爆。好不容易擠了進

去，環顧四周人群，似乎艦上一大半的士官

兵都湊在這裡。你一言，我一句，每個人都

想從水鬼口中套出他們如何達成任務並且死

裡逃生的故事。

人實在是太多了，已經嚴重妨礙醫務

作業。我個子不高，只好站上桌子，拉開嗓

子：「各位，辛苦了！本醫官要開始作業，

請你們馬上離開。」語畢，大概有一半的人

散去。但還是有很多人留在這裡，尤其是那

些已經站在醫務室裡的官員，個個都想賴著

不走，不願放棄“套供”的機會。我看情勢

不妙，只好再次拉開嗓門：「各位弟兄，我

奉副長之命治療友軍弟兄。如果各位不離

開，我無法作業。我將馬上請艦長前來處

理。請你們離開。這裡的空氣已經很不好

了！」聽到我這小小的海軍少尉居然搬出艦

長大人的名號來趕人，這群上尉、少校們只

得悻悻然離開。有幾個臨走時，還朝我瞪了

一眼，嘴裡直犯嘀咕。

清場成功後，我終於有機會看清楚我

的病人。哇！我著實嚇了一跳！在燈光下一

瞧，六名大漢全身紅透透的，像是端上桌剛

煮熟的大龍蝦。奇怪哩，一旁還另有兩個看

起來都很正常的蛙人。我還未來得及開口，

他們其中一個人就先說了：「報告醫官！我

們倆個是預備的，萬一他們有人不能執行任

務，我們就要隨即遞補上去。如果現在他們

需要輸血，請把我倆的血抽乾吧！」好偉大

的義氣！我心感佩服的說：「輸血倒是不

必。但他們六位都有相當嚴重的脫水症。我

給每個人都打了補充水分的生理食鹽水和葡

萄糖點滴。」我接著說：「我知道軍機不可

洩漏。但是，跟隊長問些病歷總可以吧？我

需要知道你們是怎麼脫水的。」

蛙人隊長開始口述他們執行任務的始

末：「我們八個弟兄已在一起訓練多年。我

們全部都來自XX省，所以方言方面沒有問

題。我們這次任務主要是探訪中共開辦設置

人民公社的情況。幾天前，夜晚在距離大陸

一千公尺處，我們從你們這艘船換到江字號

巡邏艇。在距離約二百公尺處，再換上我們

的橡皮艇進入XX省的漁港。剛要進港時，發

現前方有一艘巡邏艇朝著我們的方向過來。

於是我們趕緊跳進水裡，並將橡皮艇拉下海

面，隱身於海中。巡邏艇在我們左方約三十

公尺處行駛而過，探照燈從我們頭上掃過，

藏在海面下的我們還聽得到艇上的談話聲。

好險！幸好，沒有被發現，安全過關！當我

們接近岸邊，已有內應打來信號。我們把橡

皮艇埋在沙堆內，留下記號，換上大陸人民

裝後，便跟著內應潛入村莊內的一個人民公

社。我們發現人民公社內有很多外鄉客，彼

此不一定認識。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混入了人

群之中，並與大夥兒打成一片，吃喝都不成

問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一個隊友，讓

他可以順利拍照。我們帶了一個德國製的相

機，在人民公社裡四處“喀嚓、喀嚓”的照

著。任務完了，晚飯過後，趁著還有月光的

時候，我們六人從村莊溜出來。謹慎帶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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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的相機，來到上岸的沙灘，準備挖出橡皮

艇打道回府。至此，一切均如計畫般進行

著，非常順利。沒想到，就在挖出橡皮艇

後，種種麻煩接踵而至，我們差點沒能活著

回來…」

他接著說：「首當其衝的是，從沙裡

挖出來的橡皮艇因馬達進了沙子，無法發動

了。搞了許久，怎樣都修不好損壞的馬達，

我們只好放棄使用馬達，改用櫓槳以人力的

方式將橡皮艇划出漁港。這是我們遭遇的第

一個難題。出了漁港，發覺海面上正吹起東

北季風，強勁的風勢，颳得海面波濤洶湧，

我們只得拼命的划著。在黑暗中猛然，一個

大浪撲了過來，害我們丟了一根櫓槳。掉落

海裡的櫓槳，在巨風狂浪下早已不見蹤影、

不知去向。我們六個人、五支槳；第五支槳

形同無用武之地，根本派不上用場，我們只

好六人輪流划四支槳。這是第二個難題。第

三個難題則是，強勁的東北季風，不斷猛烈

吹送、與我們作對。在正常情況下划行，輕

而易舉就可以達到時速三海浬的速度，但在

逆風的狀況下，卻連一海浬都不到。身為隊

長的我必須在隊伍面臨困境時，做出降低損

害的決定。或許橡皮艇載了過多物品，尤其

是食物，特別重。好，就決定丟棄食物吧！

我們把所有的乾糧、水果往海裡丟去，只留

下一盒餅乾和一籮碰柑。第四個難題來了！

儘管我們怎麼死命地划向遠方的二艘我方軍

艦，在狂風大浪的阻礙下，根本無法推近任

何距離。不久，糧食吃完了，也沒有飲用水

了。我們體力透支、逐漸消耗殆盡，只能眼

巴巴的望著那兩艘前來搭救的軍艦，卻怎麼

也到不了。我們漸漸失去信心，這徬徨無助

的感覺就好像死神隨侍在側，隨時都可能帶

走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從昨夜奮戰直到隔

天下午，已經沒有人有力氣再划動櫓槳了。

我這個隊長又做了一個決定：『弟兄們，我

們已有很多小時沒吃沒喝，加上長時的拼命

奮戰，体力消磨殆盡。我想，我們是沒辦法

完成任務了。天不佑我們，奈何啊！記得出

發前長官交代了幾件事，其中一項就是瀕臨

斷糧時的處理方法。記得嗎？上面交代，用

抽籤的方式，抽中的人當自我了斷，讓隊友

吃你的肉維持體力以完成任務。記得嗎？我

想，我們同甘共苦了多年，早已情同手足，

我寧死也不願吃你們任何一人的肉。如果你

們有意見，那我會自我了斷，成全你們。』

結果，我們六個人一同下了決定：死也要死

在一起，絕不吃隊友的肉。於是，我們六人

靜靜的躺了下來，不划了，任憑橡皮艇在海

上隨波漂流。如果上天保佑，我們說不定可

以順著黑潮一路漂到金門。漂啊，漂喲…等

待著上天的憐憫眷顧，或是死神無情的宣判

死期。我們就像六條大魚等著曬乾了。天色

漸暗，我使盡最後的力氣，揮著橡皮艇上僅

剩的物品：手電筒，向你們二艘船傳遞信

號。幸好，我方的巡邏艇看到了我們的信號

燈，摸黑冒險開到距離大陸只有一百五十公

尺的地方，將我們打撈起來。」

這時，一千毫升的生理食鹽水和葡萄

糖水已經打完。見他們仍然沒有尿意，我決

定繼續再打。我問隊長：「你們白天也可以

用手電筒打信號啊？要是早一點被發現，或

許就可以減短在海上受苦的時間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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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醫官！你有所不知啊。大白天打信號，

光是海面上那些波浪反光，哪裡還看得見其

他光影呢！該試的，我們都試過了。」聽完

隊長的話，警覺我這個旱鴨子、門外漢醫官

還是保持沉默的好。隊長接著又說了：「醫

官，你看這倆個預備弟兄。他們已經說了，

如果我們有什麼萬一，未能達成任務，他們

倆也會自行了斷的。」我回頭看了他倆，他

們倆個點頭如搗蒜的表示贊同隊長的話。我

說：「各位都累了吧！請好好休息，別再說

話了。」再過半小時，點滴已經打完，他們

也顯得好多了，便送他們上去船艙休息。臨

走前，蛙人們一一向我握手道謝。輪到隊

長，他走到我的面前：「醫官啊！因為上天

的保佑我們才能撿回一條命。有緣與你相

識，真是幸會了！」

早餐時，大家有說有笑非常的愉快，

先前凝重不安的緊張空氣全數散盡，像萬里

晴空的好天氣滿佈在艦艇裡。坐在我的左側

的電工官開口了：「醫官，聽說你向水鬼們

套供很成功，真的嗎？」「亂講！套什麼

供？」，我回答。電工官大笑二聲後便起身

快速離開。

船已經駛近左營，向碼頭慢慢靠近。幾

艘停泊在附近的友艦似乎早已聽聞我們載譽

歸來的消息，紛紛鳴笛示意，也有不少弟兄

們揮動著手臂向我們致意。就在此時，傳來

廣播器的啟動聲、響起輔導長的聲音：「各

位XX艦的弟兄們，本艦在Ｃ艦長的領導下，

全艦官兵齊心協力完成了史無前例的使命。

艦長要我向大家祝賀並表示感謝。我們已奉

艦指部許可，全艦官兵放假五天，今晚加菜

慶功。」廣播器才剛掛上，全艦歡聲雷動。

正想著今晚是否要去高雄看電影輕鬆一下，

傳令兵倏然出現：「醫官！請不要忘了，你

今天是值更官。」我只好立即穿上制服、配

上領帶，從副長處領了手槍，到後甲板站崗

去。

船艦一停好，船上的官兵三步併作二

步的搶著上碼頭。不久，那八位蛙人換上了

整齊的制服齊出現在甲板上。隊長對我說：

「醫官，幸會幸會！你打的點滴管用得很，

我們都謝謝你了！」接著伸出了他碩大厚實

的右手，向我右手迎來，這一握，我在心裡

「唉喲～」一聲，這紮實有勁的力道握痛了

我的右手。回過神，我趕緊回說：「哪裡、

哪裡，幸會了！」手一鬆，我吐了一大口

氣。片刻稍後，我下艙要去洗手間，經過寢

室，看到士官長們已是酩酊大醉，在那兒高

唱著：「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

的……」「喂，醫官！下句是什麼啦？」

「莫宰羊！」，我頭也不回的走進我的官員

艙。

後記：在本艦任務完成後不久，行政院

新聞局公開發布中共在大陸正式實行全面性

人民公社的報導，並輔以圖文佐證。此新聞

一出，不僅立即傳遍全國，更受到全世界的

注目。據說，連美國CIA也對我方適時取得重

要情報表示肯定與讚賞。我這個菜鳥醫官，

恭逢其盛，真是與有榮焉，為之一記。對

了，那個送往艦長室的餅乾盒裡一定藏有那

只與蛙人們出生入死的德國相機。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任美國佛

羅里達州立大學小兒科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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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植物觀

文／韓良俊

和
較熟的朋友或較近的親人聊天時，我常

會提及吃素的例子。我說：「如果一

個人吃素的動機係出自健康的理由，我可以

理解，並會對他或她能長期抗拒葷食的誘惑

而肅然起敬；但如果有人對我說，為了『不

殺生』才吃素，我是不能接受、同意的！」

我會反問他：「難道植物就沒有生命、

不算生物嗎？」「吃整顆植物就不算『殺

生』嗎？」「吃其一部份就不會『傷害』它

嗎？」

事實上，依我看來，植物是比動物更為

高級的生物。理由是，大部分植物不必犧牲

別的生命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只有一些食蟲

植物例外），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則不然，

為了維持自我個體的生命，一定需犧牲別的

生命，否則即無法生存，即便是素食者所食

用的，仍然是有生命的植物，說「不殺生」

是絕對不通的。因此，我們人類所能做的，

只有懷著謙卑及感恩的心去食用將化成我們

身體一部份的各類生物。要謙卑地承認，因

為先天上我們「被創造」時便是如此，何可

大言不慚地說「吃素是為了不殺生」？但如

為了健康的理由，那就可另當別論。而基督

徒在每餐之前，必先祈禱，感謝上帝賜給我

們米糧、食物，我倒覺得還應感謝以生命提

供食糧給我們的、我們所吃的各種生物才

對，且不應區分「牠」是動物還是植物（素

食）。

我們甚至還可進一步申論：由於動物

本來就是須靠進食別的生物個體以維持自我

的生命（不論其為雜食性、肉食性或草食性

者），所以無法避免地其生存在本質上，就

是需「害他利己」的。而植物雖然在不同種

屬之間也難免有生存競爭，但多種植物並不

必以「害他」來求得食物。因此在倫理上，

假定只能選擇動、植物的一方來吃的話，吃

動物猶較說的通（大自然中動物界的生存定

盛開在我家頂樓的九重葛和不修剪讓其長得

又高又大的七里香（在畫面左側，已高約3.5
公尺），還有我常用來泡茶的金桔，都種在

長形浴缸中。2010.03.15.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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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人無奈，本來就是互相「弱肉強食」

的），而不惹別的生命的大部分植物則更應

該受到尊重，是故，照理是不應被吃的。

與動物對比，植物的優異性還可做如

下的析論：人生最大的缺憾，可說主要出自

「無常」上，但就這一點而論，植物便相對

地較動物「有常」得多，卻又不至於如無生

命之物體的毫無變化，而顯得「無趣」。植

物則具適度的「有常性」，它會慢慢變化，

卻又不會在短期內變化太快、太大。更好的

是，你所照顧的植物，必會忠心耿耿地「植

守」在原地，不會像你養的動物有可能跑

開、走失甚或很快死亡；植物更可依你所照

顧的品質，成正比地以抽嫩芽、長新葉、開

美花或結好果來回報你，讓你喜樂並欣享成

就感。一般而論，單就這一點，有時連為父

為母者所養育成人的子女所能回報的，也未

必勝過花木、植物呢！

我特別慶幸、感恩的是，由於先母極喜

愛花木，並且擅長栽種各種有香味的花，尤

其是玫瑰花、茉莉花等等，耳濡目染之下，

我從年輕時就喜愛栽種各類植物，而且即使

是不會開花的純觀葉植物，只要能讓我的書

我書房窗外的陽台夜景，故意任其「徒長」

的斑葉秋海棠葉子在日光燈下呈現綠、黃、

紅、白等多彩的顏色，並長高成有如種在

「溫室陽台」內的樹木。畫面左邊可看到掛

有風鈴。

在鋪有活動木板及榻榻米、裝上鋁窗，有如

溫室的我家向南陽台席地而坐，邊聽古典音

樂邊看書，陽光撫照半身並有「植物們」在

身旁近距離相伴，一起聆賞美妙的樂音，這

是我日常生活中極大的享受。

利用原廢棄的浴缸填土而成的「花壇」，其

中所種主要的植物，是樹蘭、七里香、曇花

和芙蓉，其後方還有茉莉花、南洋杉、朱槿

和使君子等，其右邊放在地上小盆的是正在

開紅花的火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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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窗外有綠葉」的，

我種下後照顧起來，便

會一直樂此不疲。尤

其是退休之後，可用的

時間較為自由，每天一

早起來，六點多上到頂

樓（我「清晨踏青」

的、也如我長孫女之名

的「晨青園」）及出到

陽台觀賞植物、澆水

並處裡堆肥，早就成

為最讓我喜悅的日課

（如日語所稱之“た

のしみ”），甚至在

下雨天時，因葉片被雨滴洗得更美更翠綠，

而晚上則在燈下看來，又是另一種風情，因

之都不能阻止我上去或出去會晤我的「植物

朋友」，從「他」們所「施」者，我每每

「受」惠滿溢。

也由於先母如此的影響，我的九個兄

弟姊妹長大後，如今多數都維持喜愛家庭園

藝的習性，其中四妹淑清（台大心理系1963

年畢業，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幼教心理學碩

士）現居美國加州，每天也樂在照顧她家庭

院裡的植物，甚至照顧到有野鳥來築巢後，

又帶著孵出的數隻小鳥出來，在她院子裡列

隊「散步」，讓她觀賞、大樂。她曾應我邀

稿，在我修註的先父所著《六十回憶─韓石

泉醫師自傳》附錄中提供一篇文章〈父母親

傳給我的美好信仰〉，其中就寫到先母留給

我們的這一美好嗜好。

以下就引用其中精采地描寫園藝之妙的

二段，以作為本文的

「姊妹篇」以及共同的

結語：

「母親喜愛種花，

我從小受她的影響很

深，也喜歡培植花木。

這嗜好給我一生受益無

盡。不僅在花園中心情

舒鬆，忘卻心身不適，

更重要的是我時常從中

領悟到上帝創造萬物的

奧妙、美妙、奇妙。上

帝使植物能從陽光、

水、空氣、土壤中取得

所需後，展現出形形色色、芬芳美麗的各種

花朵；有的結成甜蜜可口、營養豐富的各種

蔬菜、水果；我每天在自己的花園享受神的

愛，讓我深思神藉由植物給我的啟示。

我從植物看到有時我給它們的是臭氣

沖天的腐爛物質，但是它們反倒是回報給我

芬芳美麗的花卉、水果，讓我們的口、眼、

鼻得到充沛的享受，也讓我們身體勇壯、健

康。神的愛是何等信實、偉大！所以人類也

要從植物學的課題，是要以溫和、愛心、誠

實待人，雖然有時別人對我們的態度不好，

還是要如主說的：『愛你的敵人』。」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曾任母

校牙醫學系主任及台大醫院牙科部主任，現

任母校名譽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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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在大花盆內的玉蘭樹，這棵玉蘭樹雖小

（因做過「摘心」）但很會開花，所開的玉

蘭花又多又香，讓我在每次摘採時都得到很

大的喜悅，在此樹左側還有桂花，最後方可

隱約看到的是葉子很大的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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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MCAA of North America 30th Annual Convention
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第30屆年會

And Scientific Sessions
President: Jenta Shen會長：沈仁達 (M1970)

Program Chairman: Hongshen Yeh葉弘宣 (M1968); Treasurer: Chi-Chen Mao毛志成 (M1979)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in-Yen Han理事長：韓明元 (M1969)

Dates: Dec 17-19 (Friday-Sunday), 2010
Location: Taita Jing-Fu Hall, 15-2 Park Road, Taipei (台大景福館，台北市公園路15-2號)

PROGRAMS
Dec 17, 2010
1	pm	-	5	pm Registration	for	Alumni	from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t	Jing-Fu	Hall
5	pm	-	6	pm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and	dinner	(Min-Yen	Han)
6	pm	-	10	pm Reunion	dinner	arranged	by	each	class	

Dec 18, 2010
Locations: Jing-Fu Hall in AM (台大景福館B1會議廳) ;
NTUMC Lecture Hall #101 in PM (台大醫學院101講堂)

8:30	am	-	11	am Registration	for	alumni	from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t	Jing-Fu	Hall

9	am	-	11	am
Health	care	opportunity	in	Taiwan	for	Alumni	from	Abroad
海外校友回台工作及服務的機會(Jing-Fu	Hall)
Moderator:	Song-Nan	Chow	周松男	(M1968)

11	am	-	12	Nn Annual	Business	Meeting	of	NTUMCAA-NA	(Jing-Fu	Hall)	(Min-Yen	Han)
12	Nn	-	1:30	pm Box	lunch

1:30	pm	-	6	pm
Location:	NTUMC	Lecture	Hall	#101
Combined	meeting	with	Jing-Fu	Homecoming	&	Photo	Sessions
景福返校日及合影

6	pm	-	10	pm
Jing-Fu	dinner	banquet	and	entertainments	(at	NTUMC	Court	Yard)
景福晚宴及娛樂節目	(台大醫學院大廳)

Dec 19, 2010 Location: Jing-Fu Hall     Moderator: Min-Yen Han

9	am	-	11:15	am
Scientific	Sessions:	Current	Trend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心血管疾病近況

11:15	am	-	12	noon Panel	Discussion

Dec 19, 2010, 
1 pm

Post-Convention Tour會後旅遊：台灣老街、夜市及小吃之旅	 (Dec	19	-	21,	2010):	
US$	250	for	2	persons	in	1	room	x	2	nights,	bus	x	3	days,	2	breakfasts,	one	box	lunch.
The	tour	bus	will	depart	at	Jing-Fu	Hall	at	1	pm;	lunch	box	and	water	will	be	provided	on	
the	bus.
Alumni	Contacts:	jentashen@aol.com,	minyen@embarqmail.com,	
																													hongshenyeh@netsca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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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ranklin YH Lee (M1963) generously donates US$ 2,000 to this Convention.
感謝李彥輝校友慷慨捐助2,000美元予本屆年會

WE HOPE TO SEE YOU IN TAIWAN ON DEC 17 - 21, 2010. 請校友踴躍回台，共襄盛舉

POST-CONVENTION TOUR 會後台灣老街、夜市及小吃之旅 Dec 19 - 21, 2010
Arranged by Yung-Hsiang Wang, Ching Chou and Jenta Shen

(all M1970)王永祥、周清吉、沈仁達共同策畫

Dec 19, 2010 (Sunday)

1:00	pm Bus	departs	Jing-Fu	Hall	(Box	lunch	on	the	bus)

2	pm	-	3	pm Tour	Bei-Poo新竹北埔；客家文化及小吃

4	pm	-	6	pm Tour	Taichung	City台中之旅

7	pm	-	10	pm Fong-Jia	University	Night	Market:	dinner	and	shopping
台中逢甲夜市小吃及購物

10	pm Hotel	in	Taichung

Dec 20, 2010 (Monday)

9	am	-	2	pm To	Bei-Kang	Temple	for	tour	and	lunch北港朝天宮及小吃

3	pm	-	6	pm Tainan	City	tour台南之旅

7	pm	-	10	pm Tainan	Night	Market	for	dinner	and	shopping台南夜市小吃及購物

10	pm Hotel	in	Tainan

Dec 21, 2010 (Tuesday)

9	am	-	2	pm To	Shin-Chu	City	tour	and	lunch	at	Chern-Huang	Temple新竹觀光及城隍廟小吃

3	pm	-	6	pm Tour	San-Shia,	Ying-Goh	ceramic	street,	and	dinner三峽、鶯歌之旅及晚餐

7	pm Tao-Yuan	Airport	drop	off

8	pm Jing-Fu	Hall	in	Taipei:	End	of	the	tour

Dec 22, 2010 (Tuesday) and on: Personal trips

Alumni	contacts:	jentashen@aol.com,	minyen@embarqmail.com,	hongshenyeh@netscape.net

*	OPTIONAL	PRE-CONVENTION	TOUR	TO	KYUSHU,	JAPAN,	日本九州美景、美食、溫泉及明治維新

歷史之旅DEC	9-17,	THEN	ON	TO	TAIPEI	FOR	ANNUAL	CONVENTION	AND	JING-FU	HOMECOMING	
DEC	18-19,	THEN	TO	TAIWAN	TOUR	DEC	19-21:	Signet	Tours超值旅遊offers	a	Japan	tour	and	stop-over	in	
Taiwan	with	significant	savings	on	airfare.	There	are	8	seats	open,	please	contact	Ching	Chou	at	916-967-2766	
or	Cou-Ming	Tsai	at	949-786-1416.	(只收8名，額滿為止)
	--------------------------------------------------------------------------------------------------------------------------------------
Optional	pre-convention	tour	to	Hong-Kong	and	Macau:	Dec	14-17,	2010
For	Trans-Pacific	flight	scheduling	or	Hong-Kong/Macau	tour:	please	contact
Joy	Holiday喜悅假期	Tel	:	650-259-9599	(Mr.	Spike	Kao	or	Mr.	Harr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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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FOR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NTUMCAA-NA)

30th	Annual	Convention	and	Tour,	Dec	18-21,	2010,	Taipei,	Taiwan
Name	(First/Last):	 Chinese:

Spouse	(First/Last)	:	 Chinese:

School	&	Year	of	Graduation:	Yourself:	 Spouse	:
Address:

Day	phone:	 Cell	phone:	 E-mail:
Night	phone:	 Fax:	 ___________________

REGISTRATION FEES & TOUR	(including	meetings	on	Dec	18	&	19,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box	lunch	
and	dinner	banquet	on	Dec	18;	Tour	Dec	19-21	optional):
Alumnus $ 40 per person; Spouse $ 35 per person:  Meeting Total $_________________
Tour $250 for 2 persons in 1 room: Tour Total $_________________
(Tour for one or more than two in one room upon request)
 Grand Total $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Inc.
----------------------------------------------------------------------------------------------------------------------------------------
DONATION:	Jing-Fu	Foundation	in	Taipei	appreciates	your	generous	donation.	Please	make	a	separate	check	
payable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Alumni Foundation.	You	will	receive	a	receipt	for	
filing	deduction	from	your	income.	 $_________________
----------------------------------------------------------------------------------------------------------------------------------------
HOTELS:	There	are	hotel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NTU	Hospital:	Please	call	to	make	reservations	on	your	
own.	Ask	for	promotional	discounts	if	availabl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does	not	contract	with	any	one	of	
them.	We	advise	you	to	reserve	now	due	to	high	demands	in	December.
　(1)		Jing-Fu	Hall	Guest	House:	15-2	Park	Road,	Taipei.	Tel	:	02-2312-3456	X	66370	or	02-2389-8637
　(2)		Miyi	Hotel名邑旅店:	4	Han	Kou	Street漢口街,	Section	1,	Taipei.	Tel:	02-2371-3151.
　						Mhttp://www.miyi.com.tw/	
　(3)		Caesar	Park	Hotel凱撒大飯店:	38	Chung	Hsiao	West	Road忠孝西路,	Section	1,	Taipei.
　						Tel:	02-2311-5150
　(4)		Cosmos	Hotel天成大飯店:	43	Chung	Hsiao	West	Road	忠孝西路,	Section	1,	Taipei.
　						Tel:	02-2361-7856
　(5)		Taipei	YMCA台北青年國際旅館:	19	Hsu	Chang	Street許昌街,	Taipei.	Tel:	02-2311-5150
	---------------------------------------------------------------------------------------------------------------------------------------
Please	mail	the	form	and	check(s)	to:	Jenta	Shen,	MD,	420	El	Cerrito	Ave,	Hillsborough,	CA	94010
The	due	date	for	registering	for	meeting	only	is	November	1,	2010.	FOR	THOSE	JOINING	THE	TOUR
DEC	19-21,	THE	DUE	DATE	FOR	SENDING	IN	YOUR	FORM	AND	CHECK	IS	JULY	15,	2010
F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jentashen@aol.com	(650-343-8668)	or	minyen@embarqmail.com	

(PLEASE	MAKE	EXTRA	COPY	FOR	YOUR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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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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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推動各項會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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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

天本會30週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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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規劃包含：增設景福校友會會史展示空間、藝文空間及辦公室整修；另增設多元化會議

室、景福花園咖啡及部分招待所整修，讓景福會館風華重新展現，並讓校友有個舒適的休憩空間。

但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目前整修費用短缺，希望號召校友們發揮當年成立基金會、修建景福

館時的熱情，以涓滴成河的精神，籌措整修費用。

各位校友平日各自在工作崗位發揮長才，服務社會，秉持著台大精神，以台大醫學院畢業為

榮；景福會三十而立，在您的關心支持下，持續進步；相信校友們都希望在回到母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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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景福會館能帶來嶄新的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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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函附捐款相關資料，尚祈校友慷慨捐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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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校友回饋及優惠（美金或加幣支票請開給NTUMC Alumni Foundation.轉交給景福基金會）

1、非常歡迎及感謝小額捐款，每筆捐款將刊登於徵信錄。

2、捐款美金340元或以上者，本會永久贈送『景福醫訊』。

3、捐款美金3,400元或以上者，除贈以感謝狀外，並刻名於景福榮譽牆。

4、 捐款美金11,000元或以上者，除上述回饋事項外；於返校日時公開表揚、致贈感謝牌，並

享景福招待所住宿優惠。

5、捐款美金34,000元或以上者，除上述回饋、優惠事項外；本會將聘為名譽董事。

　（＊加幣或其他外國支票請換算成等值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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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上一回擔任執行編輯時適逢金

融海嘯來襲，全球經濟呈現極度

低迷的狀態，而房市更是蕭條到不行。

沒料到此時此刻，鹹魚翻身，房價一飛

衝天，追也追不到啦。即使如此，制約

式的經濟控管（例如包括將來的打房措

施），仍將會是世界經濟體運作所賴以

為繼的顯學。所以上回我們認為：台灣

的「健保經驗」將來會成為全球醫療保

健的指標性產品，此看法依然不變。讓人擔憂的是：眼光銳利的新進醫療從業人員，將會「旗幟鮮

明」的展現他們追求符合自由市場機制的新銳醫療；而涵蓋於健保給付的傳統醫療產業，雖然此時

此刻是我們中生代（終生代？）引以為傲的謀生工具，終究將只成為那些年輕人的開胃菜。醫療產

業產生極端的質變與量變，醫學教育再三要求的人文素養及道德倫理，極可能面臨崩盤式的瓦解。

不過，就如同電影情節，在「魔鬼終結者」中的「Skynet」還沒有真正取代人類之前，我們暫

且先活在當下。本期的醫學新知介紹：「囊胚期胚胎切片及玻璃化冷凍應用於著床前基因診斷」，

由母院婦產部不太年輕的新銳醫師陳思原領銜主筆，有點專業，在此鄭重推薦。本期醫學論壇，我

們刊登譚健民醫師的「如何避免醫療糾紛的衍生」，藉由建構醫療服務網棧，可以因應近年來醫療

服務型態的丕變及民眾自身健康要求的提升，請大家參考。林洪謙醫師的「旅愁」與「送別」說明

同一首自幼朗朗上口、膾炙人口的日文與中文版歌名，其實原版來自美國歌謠「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戴鐵雄醫師一文，帶領我們到「奇美博物館」、「烏山頭水庫」、「關子嶺」及

「韓仙窩」等地雲遊，正好輕鬆一夏。黃碩文醫師的「沒有砲聲的戰役」寫的是過去靠水鬼打探情

資的回憶，比諸現在松山可以直飛上海，兩岸簽定「ECFA」，密切往來，真可謂恍如隔世。韓良

俊醫師的植物觀，還有王子哲醫師的為善無不報（四），都是值得一讀的。

最後還是要感謝一下陳董事長、林社長、林總編及方副總編，也謝謝秀麗和其他編輯委員以及

幾位相關前輩。最後，也謝謝所有景福讀者。後會有期。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5年畢業，現為母院助理教授、婦產部主治醫師兼產房及產科病房主任）

文／徐明洸

作者與知名波士頓大龍蝦合影



台大醫院98學年度實習醫師結業典禮暨實習醫師之夜
時間：2010年6月3日　　　地點：國賓飯店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台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致詞

▲左起黃天祥主任、楊泮池院長、陳明豐院長與實

習醫師敬酒

▲台大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 ▲實習醫師歌唱表演

▲實習醫師中、小提琴表演

▲實習醫師舞蹈表演



台大醫院實習醫師之夜晚宴合影　　　　　　　　　　　　時間：2010年6月3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心臟移植術後團體（菁心社15週年）慶祝活動合影　　　時間：2010年6月3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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