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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藝術饗宴
台灣國家國樂團全國音樂巡禮音樂會

何弘能副院長致贈感謝狀

給台灣國家國樂團

何弘能副院長致詞

台灣國家國樂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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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體內微小血流，讓癌症現形

談核磁共振之動態顯影技術

文／游治維、施庭芳

核
磁共振造影（簡稱核磁共振或磁振

造影，英文為Magne t i c  Resonance 

Imaging，縮寫MRI) 是一種經由強力磁場與

無線電波之間的交互作用，在數學轉換後產

生生物影像的顯影技術，在臨床上已經施行

多年，是一種十分安全的檢查。臨床上在進

行MRI檢查時，有時候會為病患經靜脈注射

MRI顯影劑，來協助醫師增加疾病診斷的準確

性。這種MRI顯影劑是不含輻射性的，安全性

很高。由於MRI檢查與其顯影劑同時具有無輻

射的優點，尤其適合短時間內、甚至是同一

部位重複施行；所以最近幾年，動態顯影磁

振造影（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I, DCE-

MRI）技術愈來愈受到重視。

DCE-MRI與一般的MRI檢查不同的是，

在注射顯影劑的同時，針對想要量測的部位

作連續、快速的掃描取像。由於MRI顯影劑是

由靜脈注射，到達目標（如大腦或肝臟）後

會由微小血管滲漏到血管外的組織，所以訊

號會愈來愈強，一直到達兩邊平衡為止；當

顯影劑注射停止後，這些MRI顯影劑又會慢慢

從血管外的組織跑回微小血管，最後由全身

血液循環帶到腎臟排出。因此，DCE-MRI就

能得到這個部位隨著時間不同顯影強度的資

料。換句話說，我們的確經由這樣的技術，

「看見」了該組織微小血流的變化，這一切

的觀察都是在活生生的人體所進行，只需要

患者躺在MRI機器內，在數十分鐘內完成。

這樣的技術使我們得以透視體內器官的

微小血流，但話說回來，DCE-MRI到底有什

麼用處呢？它可以用來診斷腫瘤的特性以及

追蹤腫瘤治療的效果。由於腫瘤是不正常的

組織，它的血管生長也是不正常，尤其是惡

性腫瘤，其血管必須供應快速不受抑制的癌

細胞生長，所以數量與通透性都高於正常組

織，所以我們能透過DCE-MRI的技術判斷腫

瘤是良性還是惡性。為了對抗惡性腫瘤的生

長，許多上市的抗癌藥物都是針對抗血管新

生（anti-angiogenesis）的方式來抑制癌細胞

生長，也就是破壞不正常血管生成，達到控

制腫瘤的目的。所以，DCE-MRI對於抗血管

新生（anti-angiogenesis）的治療有它的重要

性，近年來，它已被廣泛運用於評估各種腫

瘤的血管新生以及新藥的療效，包括乳癌、

直腸大腸癌及一些其他實質腫瘤等等。目前

已有許多臨床試驗顯示，DCE-MRI能夠在抗

血管新生（anti-angiogenesis）治療的早期，

就提供臨床醫師判斷腫瘤治療的效果，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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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預測患者存活的時間（Figure 1）。

DCE-MRI是一種先進的造影技術，十

分有潛力成為癌症治療追蹤的強力輔助工具

之一，未來希望能隨著各種技術的發展與改

良，使此項技術日臻完善，進而造福眾多的

癌症病患。

（作者施庭芳係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

為母院影像醫學部主任及放射線科主任；游

治維係母校醫學系1999年畢業，現為母院影

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Figure 1. The time-intensity curves derived from DCE-MRI and color-
coded angiogenesis maps of vertebral bone marrow in a 54-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de novo AML are shown. She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The time-intensity curve 
(A) and color-coded angiogenesis map (C) at initial diagnosis are 
shown; those in complete remission are shown (B,D), respectively.
Shih TT, Hou HA, Liu CY, Chen BB, Tang JL, Chen HY, Wei SY, Yao 
M, Huang SY, Chou WC, Hsu SC, Tsay W, Yu CW, Hsu CY, Tien HF, 
Yang PC. Bone marrow angiogenesi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eak enhancement ratio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Blood 2009 Apr 2;113 
(14):3161-7.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畢業典禮

98學年醫學系畢業典禮貴賓演講

文／陳維昭

今
天在各位的撥穗典禮，我有機會來參加

並講話感到非常榮幸，其實，我並不算

是貴賓，只能說是各位的學長或師長，因為

直到今天為止，我仍然繼續在擔任教學的工

作。在此，首先要恭喜各位，在經過了七年

的用功學習，終於獲得了人人稱羨的台大醫

學士學位，成為一位實至名歸的醫師，真是

可喜可賀。

我是在民國五十四年畢業，跟你們相差

了四十五年，因此我特地把我去年底剛出版

的回憶錄送給各位參考。四十五年來整個社

會環境和醫療環境都有很大的變化。

早期醫師可以說是人人稱羨的行業，社

會地位高、形象好，收入也高，而且自立創

業的機會多，因此在專業上擁有相當大的自

主權，醫師要開什麼藥、動什麼刀，憑藉的

是自己的專業判斷，沒有太大的限制，記得

小時候媽媽帶我們去看病都告訴我們不能問

藥價，因為問了之後藥吃了便沒效。可見醫

師是相當神聖的職業。記得我有一位伯父在

台中縣清水鎮開業，伯父醫術很好，但人很

兇，皮膚黑黑的，病人私底下都稱他「黑面

的」，有一次一位病人拿到藥後，發現藥似

乎有點大包，問他這些藥是吃什麼用的，他

很兇地回說：「我講妳又不懂，問什麼？」

病人好像做錯事似的連聲說「對不起、對不

起」離開了，可見當時醫師是具有絕對的權

威，但今天你們如果是這樣的態度的話，鐵

定是要出問題。

隨著時代的變遷，醫療制度的改變，很

多醫師大嘆身份地位大不如前，一方面是醫

院類型及經營型態的改變，醫師自主創業的

機會減少，多數醫院經營者變成財團，醫院

管理者由醫師變成企業經理人，醫師成為醫

療企業的從業人員，大醫院的醫師跟大公司

的上班族沒有什麼兩樣。另一方面，在醫院

營運考量、健保制度、醫院評鑑的層層約束

下，醫師的專業自主權逐漸喪失，專業形象

及地位大受影響。

面對這些變化，即將踏入社會的各位，

到底要如何因應？我認為，首先要確立自己

的人生目標，以及行醫的目的是什麼？如果

以收入高低來評價的話，醫業早已不是最佳

的選擇，因為在知識經濟時代，靠知識、靠

新技術就可以創造很高的價值，相對來講醫

師的工作是相當依賴時間和勞力的。但難道

醫師就像某些人說的是夕陽職業嗎？我個人

是完全不這麼認為。

醫業是濟人救世的志業，處理有關人的

健康，人的生老病死，沒有人不關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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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人不關心生老病死，因此只要能夠秉

持奉獻與服務的精神，醫師必然能夠獲得他

人的尊敬，因此今天我期待大家不管環境怎

麼變化，都要「做個有尊嚴的良醫」，要如

何能夠做個有尊嚴的良醫最重要的有二點：

一、要有好的專業素養：豐富的專業知識、

良好的技術，是一位良醫必備的基本條

件，病人來找你，能夠很快的把病診斷

出來，把病治療好是最重要的，其他都

是次要。現代醫學科技進步太快，畢業

後仍然必須不斷學習、充實自己，才不

會被時代所淘汰，也才有可能贏得病患

的信任，尤其現在醫療資訊發展，很多

病患或家屬都可以從各種管道獲得相當

的資訊，如果本身沒有豐富的知識，又

怎能獲得病患的信賴。

二、其次要做個令人尊敬、有尊嚴的良醫，

很重要的是態度和用心，談到態度和用

心，我認為主要的是同理心，能不能設

身處地為別人設想，把病人都看做自己

的親人來處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視

病猶親」。現在醫療糾紛很多，是從事

醫療工作者的一大困擾，但只要能夠耐

心溝通，處處為病人設想，很多困擾事

實上都是可以避免的。

雖然各位畢業後大部分人會從事臨床

醫師工作，但其實醫學是一門相當寬廣的學

問，出路也是很寬廣的，除了臨床服務之

外，很多人從事基礎或臨床醫學研究，成為

醫師科學家，有些人投入公共衛生行政，有

些人成為政治明星，也有人成為知名的作

家。

或許你會覺得，如果不做醫師工作的

話，還需要花七年念醫學系嗎？其實我相信

他們的成功，跟他們在醫學院七年的教育訓

練絕對有密切的關係。

今天我要特別提醒各位的是，你們所

面臨的是生命科學快速進步，生技醫療產業

蓬勃發達的大好時代，生技醫療產業是繼資

訊電子產業之後的明星產業，當大家都在談

論未來的股王，未來的首富可能來自生醫產

業的時候，這種情形事實已經在中國大陸實

現，今年五月六日，製造肝素原料的海普瑞

在深圳上市之後，很快就逼近股王，其創辦

人李鋰夫婦一夜之間成為大陸首富，遠遠超

過原來首富比亞迪汽車公司創辦人的王傳

福，類似這樣的故事會越來越多，生醫產業

是你們可以發揮的舞台，也唯有像你們這樣

有醫學背景的人積極投入才能更進一步促進

生醫產業的發展，因此除臨床醫師、醫師科

學家等等之外，我期待你們之中，未來會有

一些人是成功的醫師企業家。

誠如狄更斯所說：「那是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黑暗的季節，也是

光明的季節。」展開在各位同學面前的雖然

充滿莫測的變化，但也充滿無限的可能，希

望你們不斷學習、關懷社會、也關心自己，

掌握機會為自己開創美好的人生前途。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為台灣大學

前校長、現任母院外科部名譽教授、台大景

福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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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學年畢業生代表感言

文／洪紹育

各
位師長，各位貴賓和我們最摯愛的家

人，大家好。歡迎各位不遠千里前來參

加我們台大醫學系med92的撥穗典禮。

各位同學，捏捏臉頰。不是在做夢，今

天我們要畢業了。

欸，我們終於要畢業了。還記得大四那

年，不甘寂寞的借了學士袍去跟總區的朋友

們一起拍照，轉眼間卻到了叫我們不得不穿

的時候了。

七年時光，往事歷歷，那些我們共同經

歷過的卻又如此鮮明，一一壓縮在杏仁核和

海馬迴裡…

大一的我們四散在總區各處，各自過

著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但新生盃的各種比

賽總是能聚集到班上大部分的同學（說不定

比普生課還多人）。大家一同為場上同學加

油。大家一定都還記得尚平和張僖的跳躍扣

殺，紹剛的撲球，丁瑁的倒掛金鉤，瓜琪和

葉衍廷的妙傳還有洨達達長那麼高還灌不到

籃。

然後從醫學之夜開始，杜鵑花節、醫

學營、宿營、我們從大一邁向大二，大家才

藝也漸漸展露出來。可惜，青春正甜怎樣都

美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從公館大學轉學到仁

愛路補習班。接下來的兩年半裡，飛快的投

影片真的是催人老又催人睡，厚重的原文書

從壓得大家喘不過氣到放在家裡生灰塵，取

而代之的是共筆，那還真的是醫學生不可或

缺的共犯結構啊…而考試的密度就像產前陣

痛，隨著年級越高也越來越密。這就是醫學

生的養成過程，我們必須在這兩年半學會基

礎醫學，直到大五名為clerk的生物誕生。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那兩三年不見天

日的生活，竟是如此令人回味和珍惜。你一

定不記得五碳糖循環了，但一定記得小五郎

低語的呢喃。你也許忘了寄生蟲的學名，但

不會忘了找蟲卵的幹意、助教的風趣，以及

蘇奶奶教大家唱的寄生蟲之歌。大三的解剖

課恐怕是班上大多數人七年中印象最深的課

了，大體老師們無私的奉獻讓我們第一次親

眼看到人體的內部構造，而也就從那時開

始，第一次覺得我們在醫學之路上開始背負

了一些東西。

大四的病理簡直是三週降臨一次的惡

夢這樣的一個狀況（吳木榮老師語氣）。

Sarcoma ca rc inoma adenoma hepa toma 

granuloma，有時候真讓人想罵一句X……然

而事過境遷，Wavy的奸笑卻也變成了好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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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憶。這兩年半關在醫學院的日子，還好

有建兌和時媽的點綴。他們追逐廝殺的地方

從椰林大道轉移到實驗室裡。我們的青春似

乎嘎然而止，不變的是建兌的慘叫聲。

大四也是我們開始接觸臨床的一年。還

記得第一次披上白袍時，大家穿西裝打領帶

得意洋洋的拍了青澀的照片。結果現在有人

上班會穿西裝嗎？看看你們過去一年怎麼穿

的吧，牛仔褲加潮T，原來我們醫學生啊，越

菜的穿的越正式…那時我們每個星期五下午

三三兩兩潛入內科病房，第一次問診的結結

巴巴和第一次理學檢查的忘東忘西，至今還

是記憶猶新。

然後我們在那個夏天象徵似地舉辦了畢

業旅行。的確，我們從補習班畢業了，那年

九月，我們進入寶山，又過了一次新鮮人的

日子。大五大六這兩年，我們經歷了許多人

生的第一次。第一次在病歷上寫字，第一次

進開刀房，第一次接生，第一次用眼底鏡。

Clerk的生活真的很開心啊，現在看到學弟妹

們也還是不禁羨慕。也許這兩年是我們的醫

學生涯中最後一次無憂無慮的時光吧。

去年此時，我們一起在第七講堂宣誓，

身份於是再一次的變換，白袍上多了醫生兩

字，也同時在我們肩上壓了更重的責任。這

一年，相信各位都是酸甜苦辣在心頭：顫抖

地打上人生第一支cath以及抽血失敗時家屬

凌厲的眼神。第一次刷手卻在穿衣服的時候

又不小心染污，還有run外科一定要去六房

朝聖，見識那個迪士尼樂園、高階微創和

minimal invasive（燦哥語氣）。9595的廣播對

我們忽然有了意義，半夜裡一起狂奔一起急

救，為成功而擊掌，為無力而黯然。溼了又

溼的傷口，抽也抽不完的blood culture。你也

許曾經拉勾拉到睡著，也許曾經因為on上一

支三千一百萬的鼻胃管沾沾自喜。我們開始

會因為電話的鈴聲而感到焦躁，不管那頭說

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很急。但我們也深切體認

到，那鈴聲，就跟白袍上的醫師兩字，註定

是要跟我們一輩子了。

大家在這一年一定或多或少受過來自護

士、病人、家屬、學長姊甚至JCI的鳥氣。

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也總是會幹譙，台大的

intern就是雜事纏身。不過這一年下來，我

們除了人人都練就了在飛機上on cath的絕技

之外，也真的學到很多很多。我們學著怎麼

開立醫囑，學著怎麼建立屬於自己的醫病關

係。看到病人在我們的照顧下病情逐漸好

轉，努力充實自己的衝動就會更加強烈。當

你一針一線將病人肚子上的傷口縫合，那成

就感真的會讓人想加入外科。我們也見到了

更多醫學的不確定性及無能為力，在送走病

人的同時也對生與死有了更深的體悟。再多

的醫學倫理討論課也比不上我們這一年的所

見所得。而且，和外校的intern聊過才知道，

我們有全國最熱心教學的學長姊和老師們，

在這裡學習的我們擁有最雄厚的靠山。

大家也許還記得，七年之前某個午後，

同樣在這醫學院大廳，我們參加新生訓練，

第一次認識彼此。我們來自各地，有台東的

山大王祥神，澎湖的海王子腋哥，還有來自

澳門、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美國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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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這裡我要提一下羅譽中，多謝他教

我講廣東話，雖然我學得不好，但我至今仍

記得他第一句是教我講：「你的腋下好臭

啊」（粵），意思是你的腋下好臭啊…有時

候會覺得，大家能同窗七年真的是驚人的緣

份，如果當時指考換一份題目，現在坐在這

邊的不會是同一群人。

在我構思這篇講稿的時候，腦中一直

浮現七年來的點點滴滴和每一個人的身影。

在杜鵑花節跳著CPR舞的我們，從壓安妮到

現在壓著真正停止起伏的胸口。縫著豬腳的

我們，到現在真的在手術台上關肚皮。我們

的戲，從宿營的小隊秀開始，從大一醫學之

夜演到迎新宿營，演到大二醫學之夜，然後

我們在白色巨塔的舞台上，從最小的角色演

起，漸漸的大家都會成為要角。

Zeferus對大家的教誨我們會永遠記得，

皮皮隆無私的feeding倒是已經拉得一乾二

淨。才氣縱橫的各位讓我們的七年永遠有背

景音樂：從交響到band，從獨奏到合奏，獨

唱到合唱，我們有精通各種樂器的人才。每

個週末的籃球團，大考過後的壘球團，還有

那些令人佩服的，一直在苦練著的醫網、醫

羽、醫桌、醫足、醫鯊的同學們，大家的汗

水也刻畫出我們med92最活躍的一面。更讓

人敬佩的，是那些參加服務團的同學們，漁

服、星雨、醫服團、傳醫社，甚至那些將愛

心帶到南印度的同學，你們，都是med92的

驕傲。

我由衷感激這個緣份，能讓我認識在座

每一個人。唸台大醫學系有什麼好？除了我

們所擁有的教學資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有

你們吧。

在座各位，多半會覺得七年很漫長，

長到早我們一步畢業的總區朋友們，念了個

碩士還是比我們早走一步。長到當年我們醫

學營帶的高中生們都早我們一步從大學畢

業了。七年前出生的babe，到現在已經在念

小學。七年前的我們來到這裡，也像是剛出

生的嬰兒，經過師長們的提攜，總算會爬會

走，對醫學有了初步的認識。今天過後，我

們將進入下一個階段，學習怎麼幫助更多的

人。我們雖然要畢業了，但其實醫學之路是

持續不斷的學習，永遠沒有畢業的一天。

在最後，我要代表班上的夥伴們，感謝

今天出席或是不克出席的各位家長親友。感

謝你們過去在我們背後給我們支持和鼓勵，

讓我們一路走來沒有後顧之憂。我們都很高

興您們能在此時此刻與我們共享這份榮耀和

喜悅。小魚，妳媽媽在天上一定也以妳為

榮。

親愛的同學們，我的致詞到了尾聲。

短短十分鐘，說不完我們七年的同窗之情。

希望在各位往後的人生裡，打拼奮鬥面對挑

戰時，偶爾想起這些點點滴滴，一定會心頭

一暖，會心一笑。有些事情是只有我們才懂

的，不是嗎XD。

謝謝大家！珍重再見！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0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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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臺大醫學系
最佳教師、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文／黃天祥、蕭伊芸

由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

最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

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

醫師獎2名，經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

師獎）及醫學系七年級實習醫師，在今年4月

經過1個月的網路公開票選，並在選拔委員會

的督導下（該委員會是由陳維昭教授、戴東

原教授、許美慧主任、陳博光教授、黃天祥

教授等5位委員所組成，投票結果終於揭曉。

今年（2010年）由生化學科詹迺立副教授榮

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基礎教師獎；婦產科

李建南副教授、眼科胡芳蓉教授榮獲北美校

友基金會最佳臨床教師獎。小兒部周弘傑醫

師、急診部陳世英醫師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

醫療服務獎（最佳主治醫師獎）。外科部官

振翔醫師、急診部吳正一醫師榮獲林和惠醫

師紀念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99年6月5日星期六下午假

臺大醫學院大廳舉辦「98學年度醫學系畢業

圖一：最佳基礎教師頒獎左起：詹迺立副教授、郭耿南教授

圖二：最佳臨床教師頒獎左起：李建南副教授、郭耿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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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撥穗典禮」，典禮中邀請到北美校友基金

會前董事長郭耿南教授以及林和惠醫師紀念

基金會由中研院游正博教授代表陳鈴津董事

長出席頒獎，為我們闡明「北美臺大醫學院

校友基金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

創立最佳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的宗

旨與由來。並請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達對

得獎師長由衷的感謝與恭賀之意。

此次我們特別訪

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發表感言；生化學科詹

迺立副教授：「非常感謝醫四同學們給我的

鼓勵，這項殊榮對我而言不僅是拆開得獎通

知當下的感動與興奮，更期許自己要在教學

研究上持續前進。在領域分工日益複雜的當

代醫學中，生物化學無疑是不同醫學領域的

共通語言之一，我將盡可能帶給同學們最新

的生化知識，為大家日後專業上跨領域的學

習奠定基礎。」

眼科胡芳蓉教授：「自從接任行政工作

後，每天接到的信件幾乎都是開會通知，久

未嘗到開信的喜悅。5月初接到一封台大醫學

系撥穗典禮的邀請函，裡面夾著一張通知我

獲得「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臨床教師獎」

的信函，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彷彿接到

情書的喜悅，湧上心頭，所有工作的辛勞

都在瞬間獲得最大的慰藉。眼科構造微小

精細，肉眼無法探究其奧祕，加上橫跨

內外科領域，唯有仰賴各種儀器才能診
圖三：最佳臨床教師頒獎

左起：胡芳蓉教授、郭耿南教授

圖四：最佳主治醫師頒獎

左起：周弘傑醫師、郭耿南教授

圖五：最佳主治醫師頒獎

左起：陳世英醫師、郭耿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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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及執行手術。如何在不增加病人的負荷下

提供醫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一直是我接任眼

科主任努力的目標。感謝台大醫學院及醫院

的支持，提供最新的教學設備及優質的教學

環境，使眼科教學能順利進行。也感謝眼科

同仁的努力，製作各種精美的教學錄影帶，

及帶領醫學生學習顯微手術。我的得獎是醫

學生對眼科教學改革的肯定。能在台大醫學

院教導台灣的精英學生，是人生一大樂事，

我將秉持「提供醫學生優質學習環境」的理

念，繼續努力，以不負此獎對我的肯定。」

婦產科李建南副教授：「很榮幸今年度

可以被實習醫師票選為最佳臨床教師，一路

陪著許多實習醫師從醫學院邁入醫院的臨床

工作，有的實習醫師對於終於可以學以致用

感到興奮，但也有的人面對真槍實彈的生活

感到害怕惶恐，我想身為臨床教師，除了教

授各學科的相關知識以外，對於如何陪伴這

些醫界的新血去面對病患也是相當重要的，

誠如我一直對所有實習醫師所說的，醫師的

學識豐富與否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

責任感，一個有責任感的醫師，若是真的遇

到臨床困難處理的個案，他的責任感會驅使

他為了解決病患的問題而去學習解決，或者

將病患適時地轉介，但是一個學富五車卻沒

有責任感的醫師，縱使學問再好，也可能因

為沒有仔細地看病人而延誤了病情。在繁忙

的臨床工作中能有機會和實習醫師相處真的

相當愉快，一方面教學相長，另一方面也讓

我感受到年輕人的活力，讓我回想起意氣風

發、充滿幹勁的當年，不管今昔的醫療環境

有多大的改變，既然選擇了從醫的路，希望

大家能不忘初衷，成為幫助病患的醫師。」

小兒部周弘傑醫師：「在臨床醫學教育

中，老師是學生的標竿。經由老師的身教中

讓學生習得該有的知識、技能與專業態度。

圖六：最佳住院醫師頒獎

左起：官振翔醫師、游正博教授

圖七：最佳住院醫師頒獎左起：吳正一醫師、游正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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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到臨床學習，總有點像師徒制，當然

免不了有些運氣的成分。運氣在於個人會遇

到什麼個案？遇到怎麼樣的學長姐？甚至遇

到怎樣的老師！這些都會左右學生的學習成

果與將來獨立執業時的態度。如果以教育的

角度來看，學生來見實習的臨床環境是否夠

「以學生為中心」或是簡單地說是否夠「學

生友善環境」？是我一直以來對醫學教育的

思考。雖然醫學攸關病人安全，需有一定的

嚴謹態度來面對；也雖然有壓力的學習能達

到某部分效果，但是醫學教育是否只能由上

而下？其實不然。」

急診部陳世英醫師：「每一次的面對

病人對我而言都是一種嚴肅的責任與挑戰，

這些責任與挑戰的背後其實就是壓力，而我

並不諱言，這些壓力並不是不會令人感到疲

憊，但是也正因為身邊出現年輕醫師對醫學

熱忱而迫切學習的眼光，就會讓壓力轉化成

活力。也因為如此，如果真要對這些年輕醫

師說些什麼，其實不是謝謝他們的肯定讓我

得到這個獎，而是要感謝他們在我的醫療生

涯上所增添賦予的激勵與意義。」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的外科部官振翔醫

師：「謝謝同學給我這個肯定，可能是來外

科實習的學生碰到我的機會比較多，因此我

幸運地得到這個獎項，這也讓我格外惶恐。

外科裡有許多更優秀的同事，在臨床工作及

教學認真負責，讓人敬佩；而院內也有許多

默默奉獻付出的醫師，值得肯定。醫師的本

質是服務助人，是良善喜樂的；但醫療工作

卻是複雜且充滿誘惑的，在實習醫師們剛要

起步開始的路上，我以此和大家互勉，在猶

疑徬徨時保持初衷，樂觀進取，來回饋需要

照護的廣大病患們，謝謝!」另外百忙之中

抽空完成得獎感言；急診部吳正一醫師說：

「在住院醫師短短幾年的學習過程中，感覺

自己就像是塊海綿，從學長姐身上汲取了諸

多的經驗，不論是臨床上的問題、知識的討

論、生活的調整。讓自己從懵懂的junior變成

了senior resident。曾幾何時，變成學弟妹用探

索懷疑的眼光看著我了。曾經從學長姐身上

學到的，又漸次傳遞給學弟妹們。這個獎項

是對我的一個肯定，就像前輩所說的。」

最後希望藉由得獎的優良教師，讓大

家看到他們除了優質的教學外，也致力於學

術研究，進而提昇全院的研究能力與水準。

另外在最佳主治、住院醫師獎項，大家可以

學習到一位好的醫師，是如何實踐希伯克拉

底斯的醫師誓詞中以病人的健康應為首要的

顧念，真正落實在病人的身上，由於重視醫

病關係及社會態度的發展，足為其他醫師及

學生的典範。醫學系同學也經由這次選拔活

動，可以勉勵自己，提昇更專業的臨床技能

與投入學術研究的熱誠，在醫病溝通技巧上

能更嫻熟，進而增進人類的健康福祉。

（作者黃天祥係母校醫學系1974年畢業，現

任母校醫學系主任；蕭伊芸現任醫學系技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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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系1 0 0級宣誓典禮致詞

文／韓良誠

馮
副校長、兩位林院長、各位老師、各位

今天宣誓的同學，早安！

兩個星期前的5月17日，吳政航同學親

自將宣誓典禮的邀請函送到我家，並且希望

我在典禮當天給你們說些勉勵的話。之後，

我一直在想該說些什麼？第二天正在看門診

時，剛好有一位89歲的邱姓病人來看病，她

是將近五年前，我以肛門手指直腸檢查，診

斷是sigmoid colon Ca.，而轉介給李政昌主

任，開刀成功的病人。當我正在以這個病

人，教當天台大二階段學程的見習醫師喬嘉

同學，怎樣正確的做肛門直腸檢查，並且談

到，如果是同時雙手內外並用，做肛門手指

直腸檢查的話，也偶而會有機會診斷sigmoid 

colon Ca.時，忽然之間想起，怎不利用今天

這短短的演講時間，將我自行設計，又行之

有年的所謂「韓式理學檢查教學法」中的兩

套方法，藉今天這個機會傳授給你們，以便

讓你們今天起就有機會派上用場。何況，自

從林其和教授當上院長之初，就交代過我，

一定要好好教住院醫師多做理學檢查！並且

剛才你們宣誓時也談到：「……對於後輩，

我願分享所學與經驗，並從中了解自己的不

足……」。

今天我就先和各位分享我多年教學經驗

中的一些心得，和兩套理學檢查：

一、肛門直腸手指檢查

腹部理學檢查如果不包括肛門手指直

腸檢查，有時候會遺漏重要的疾病。檢查時

有兩種姿勢，一種是向左側臥，另一種是婦

科內診時的姿勢。我個人一直採用後者，因

為可以比較正確地描述觸摸到的病灶是在時

鐘的哪一個位置。尤其是要好好觸摸攝護腺

時，更是如此，因為右手會在操作上比較靈

活。習慣上，我會套上兩個手套，因為萬一

破了一層，另有一層保護。而在早上的門

診，我會連續做幾個肛門手指直腸檢查，如

果沒有破，內層下次還可以再使用。正如

William Mayo（1861-1939）所說的，有些

人不太願意做肛診，主要是怕手指污染，

但是，時至今日，其實目前醫師的情況反

而是：「很忙」、「不重視」，或「少有

人教」才是主要的原因。手套套好之後，

在右食指指尖，擠上大約兩公克的潤滑劑

（lubricant），同時請護士小姐指導病人仰

臥，把股關節以及膝關節彎曲，採取右手握

自己右下腿的上1/3，左手也同樣握左下腿

的上1/3，這時肛門周圍就可以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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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ion時要好好檢查看，有無

（1） Rectal prolapse，

（2） Fistula-in-ano，

（3） Anal fissure，

（4） Condyloma，

（5） Thrombosed external hemorrhoids，

（6） Cancer of the anus，

（7） Puruitus ani，

（8） Excoriation from diarrhoea，

（9） Skin tag（Crohn's disease）等，

下一個步驟非常重要，但是也很容易被

忽略的是，要好好以塗有潤滑劑的手指，在

肛門周圍做順時鐘以及反時鐘的按摩，直到

你認為肛門括約肌已經鬆開了，才慢慢，也

輕輕地把手指伸入直腸，否則如果動作「太

快」、「太粗暴」，病人不但會叫痛，偶而

也會拒絕進行下一個動作。這是年輕醫師，

或是「很忙」的醫師一定要特別注意的重

點。

習慣上，我會對病人說：「請放心，

我的手指不是硬的或是尖的機械，應該是不

會痛的。」「剛才已先請您解完小便了，應

該不會不太舒服才對。」「你今天早上吃些

什麼東西？」「最近工作忙嗎？」「最近有

沒有出國或國內旅遊？」之類的輕鬆話題，

以移開他（她）的注意力。右手指是在請病

人深呼吸之後，「吐氣」時才慢慢的滑入直

腸。對女性病人應先注意觸摸子宮頸，而對

男性則須觸摸攝護腺，至於正常攝護腺的大

小，軟硬度、形狀、表面情形，對不對稱

等，則要請各位自己「多做」、「多不恥下

問」，慢慢累積經驗，好好去「意會」，加

上「體會」，老師是無法一時全部「言傳

的」。更何況，對於攝護腺癌在急速高齡化

的台灣社會，觸診在診斷上的重要性，我個

人則深信並不比PSA低！

觸摸完「子宮頸」、「攝護腺」之後，

手指要好好沿著直腸壁以順時鐘以及反時鐘

方向，觸摸直腸壁看看有無「異物」，如果

有，則看看是否可以和腸壁分開，如果可以

分開而腸壁又是「軟而滑」，則應該沒有問

題，否則就要進一步做直腸鏡或大腸鏡檢查

了：至於我剛才說到，偶而可以診斷sigmoid 

colon Ca.的方法是：我的左手，特別是針對

肚皮比較「鬆而瘦」的病人，我會以左手分

別由左上腹，以及右上腹，往右手指的方向

擠下去，正像婦科醫師摸卵巢一樣。如此累

積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再對照接下去的大腸

鏡或直腸鏡檢查後之證明，觸摸久了，累積

一些經驗之後，你可以漸漸體會此法診斷的

「奧妙」。

過去也有過，我曾經以肛門手指直腸檢

查先診斷是乙型結腸癌之後，叫病人去找XX

醫學中心的醫師，檢查的醫師以直腸鏡做完

檢查之後，對病人說「沒有問題」。但是，

當時幸好，病人告訴檢查醫師說：「韓醫師

說有問題，是大腸癌」。聽了病人的話，檢

查醫師於是再把直腸鏡放深一點，由當初的

17公分深入到25公分，終於看到了sigmoid 

colon Ca.，開了刀，病人現在還活存著，讓

我成為病人心目中的「救命恩人」的例子都

有，也使我更加深了「當醫師是一種福氣」

（privilege）的感受。步驟的最後一步是，不

要忘記摳出一點大便，在門診做潛血反應，



2010年8月‧第27卷第8期 1�

宣誓典禮

以便告訴病人結果以及應該注意的事項。

至於大腸鏡尚未盛行，而寄生蟲還有高

感染率的年代（註一），每個門診的初診病

人，或是有腹部症狀的病人的肛門手指直腸

檢查，是我的routine工作，也因此而診斷出不

少被忽略的寄生蟲症，甚至先在外院做完大

腸鋇劑灌腸檢查，被診斷「正常」，而後被

我以肛門手指直腸檢查，診斷為「直腸癌」

的例子，也偶而會有。

二、以聽診器聽心音的強弱

我常常會要求初學理學檢查的學生，告

訴我聽完我的門診病人的心臟之後，描述他

（她）聽到什麼？絕大部分學生大約近90%，

頂多會說「某某雜音」，就此結束了。但是

我一定會要求他（她）不只是描述雜音，還

要先告訴我rhythm、intensity，然後再告訴

我聽到的murmur。因為除了心臟雜音之外，

光是心跳強度，就有很大的思考空間以及學

問。過去常在聽到distant heart sounds（reduced 

heart sounds）時，我會問學生，你可以想到

幾種可能？這時又是同樣的，近90%的學生會

說，cardiac tamponade或是多加一個pericardial 

effusion，然後就沒有下文了。這時我會告

訴他（她）說，以你們的IQ，只要老師點一

下，你們就會一輩子不會忘記，也會受用無

窮。然後教學生，以解剖學、病理生理學，

以及邏輯、臨床推理的觀點，從體外往裡面

去分析chest wall是否因肥胖或水腫而變得太

過肥厚，再進去，肋膜是否因為過去有過慢

性發炎，以致纖維化（fibrosis），或是做過

pleurodesis？再往裡面，是否胸腔內有某種原

因的積水，或是反過來，是不是氣胸？再進

去，是否肺本身有某種原因的consolidation，

或是emphysema，甚至腫瘤阻擋在前面？再進

去考慮心包膜，過去是否有過很多不同原因

的發炎而變成chronic constrictive pericarditis？

有關它的成因，請各位同學回去再查

書好好看看，至少會有7 - 8種。再進去，

pericardial sac裡面是不是有血水，或是比重、

內容物不同的水，或是膿液？最後才考慮心

肌本身是不是急性心肌炎、心肌壞死？或是

慢性缺氧引起的心肌纖維化？老化？甲狀腺

功能低下……；若是心音過強的話，會不會

是甲狀腺功能亢進、cocaine中毒，甚至太

緊張……，如此，一個心音的強弱聽下來，

有系統地想一想，就會有30種以上的疾病會

在你腦中盤旋！讓你慢慢思考，餘味是無窮

的。你說，做理學檢查有沒有高度興趣？而

且有用？

通常我教學生時，最後一定會談到

dextrocardia；但是多年前曾經有一位邱政

偉同學，在我講解完之後，還會立刻講出

dextrocardia！其實dextrocardia，尤其是早已

知道自己是「右心」的病人，如果你聽完心

音之後，告訴他（她）「你有右心」時，不

但會讓他（她）驚喜你聽心音的工夫一流，

還會在此後對你的理學檢查報以高度信任，

畢竟，他（她）們大部分過去看過的醫師都

是靠X光診斷之後才告訴他（她）的，但最重

要的，要練就一身的聽診功夫，是要透過不

斷的練習，知道「什麼是正常的心音」，你

才有機會聽出不正常心音，也才有資格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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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distant heart sounds！以上以短短的時間講了

兩套我自認的「韓氏理學檢查教學法」（註

二），希望對各位同學有所幫助，不對的地

方，也請在座的各位老師不吝賜教，尤其在

座的心臟內科蔡良敏教授以及小兒心臟內科

的吳俊明教授，以免我誤人子弟。

剛才林院長送了一本黃達夫醫學教育

基金會出版的《實習醫師》這本書給馮副校

長，我今天也想送一本很好、很有用的書給

在座的各位同學，書名是《良醫多自苦中

來》，著者也請我為這本書寫了序文，這本

書是在座的骨科主任林啟禎教授的近著，如

果很想看的同學，可以向班代吳政航同學登

記，我會麻煩著者在書上簽名留念。最後，

祝福各位健康、快樂、實習愉快！

註一：本人在〈有福行醫四十年〉文中提到

的：第一階段為與感染症以及因無

知、貧窮不衛生的環境所引發的疾病

奮戰的時期（1963-1980）。

註二：對於初學理學檢查的學生，如果能以

解剖學、病理生理學，以及邏輯、臨

床推理的思考方式切入，似乎可以大

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如上述的心

音強弱的聽診方法。因此大膽的命名

為「韓氏理學檢查教學法」，如有不

對或冒昧的地方，請讀者不吝賜教，

本人願意虛心領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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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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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a i l： snoopy@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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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發表百年來，第一張院歌專輯

文／台大醫院公共事務室

台
大醫院歡度115週年院慶前夕，於6月14

日舉辦院歌徵選頒獎典禮暨院歌發表

會，發表百年來，第一張院歌專輯。台大醫

院院長致詞時強調期望藉由院歌向社會大眾

傳達該院“希望、關懷、感動、認真”的精

神及對民眾永遠不變的承諾。

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指出，兩年前參

加台大畢業典禮，聽到校歌時，想到台大醫

院應該有首院歌，雖然台大醫院前身台北帝

國大學醫學部有首部歌，是以日本語創作，

目前在該院的院史室仍可找到詞與譜，但其

並非醫院的院歌，且其文化背景與精神意涵

已非能代表現今的台大醫院，實有重編之必

要。為使更多的民眾參與台大醫院徵求院歌

活動，因而採取向全民辦理創作徵選的方式

進行。期盼藉由徵求及評選的過程，讓社會

大眾更加瞭解台大醫院的精神。在評選過程

中，也透過員工票選的活動，來擴大院內員

工的參與感，凝聚全體同仁的向心力。

徵選過程自2009年7月起，由陳明豐院

長邀集院內代表召開第一次院歌徵選活動會

議，擬定初步時程、徵選活動辦法及參賽原

則，同時聘請院外音樂界包括簡文秀、史擷

詠、林家慶、李芳育、周燦德等5位專家學者

及院內2位同仁擔任院歌徵選活動之評審委

員；自2009年10月起，台大醫院正式向各界

音樂創作者徵求「台大醫院院歌」。

徵選活動共有86首作品參加，投稿人遍

及社會各界，涵蓋老、中、青三代，共同以

藝術創作表現台大醫院的精神。經過評審委

員初審與複審，評選出5首歌曲由台大醫院同

仁進行網路票選。決審時，再由評審委員參

考票選結果，並以音樂專業的思維，嚴謹地

選出本院的院歌，評審委員再依徵選辦法修

改，終於定稿成為“台大醫院院歌”。

院歌第一段「承擔健康守護的信賴、志

業傳承的能耐、歷經堅忍的努力、鑄造臺大

的品牌」，第二段「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醫界典範的氣概、培育千萬個英才、擦亮這

百年招牌」，表現的是我們從創院至今，一

脈相傳的核心價值，關懷病人、秉持社會正

義良知的理想和堅忍的毅力，以及我們的學

術地位。第三段「昨日承繼前人締造的光

彩、今日誓願奉獻我所有未來、明日縱有再

多挑戰在等待，前方的路你我同在（我為你

陳明豐院長頒發獎座給獲得院歌甄選第一名

「山的孩子」創作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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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則是表現我們在優質的基礎上，誓

願奉獻、團結合作、開創未來。

這次台大醫院院歌甄選獲選第一名的

「山的孩子」創作樂團，14日獲院長頒發獎

盃及獎金二十萬元，團隊是由來自日本、馬

來西亞、香港與原住民等六人跨國組合，來

自馬來西亞的成員之一黃錦輝感性表示，台

大醫院與他淵源可追朔到1980年代，當時爺

爺來台求醫，就是在台大醫院接受治療，因

此從網路上得知台大醫院徵選院歌，即與團

員投入院歌編寫工作。另外台大醫院院歌的

音樂後製及專輯製作，承蒙財團法人億光文

化基金會全額贊助及協助製作；此外，也感

謝億光文化基金會致贈「南投埔里花海」畫

作一幅予本院收藏。

（作者係母院附設醫院公共事務室）

台大醫院院歌
Anthem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承擔健康守護的信賴 Taking on the trust to guard "Health"
志業傳承的能耐 Continuing the great mission and traditions
歷經堅忍的努力 Carrying on through thick and thin
鑄造台大的品牌 Establishing NTUH’s reputation.

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
Having a compassionate heart to care for humanity

醫界典範的氣概 Having the spirit to serve as a role model for the medical community
培育千萬個英才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擦亮這百年招牌 Polishing our centennial renown

昨日承繼前人締造的光采 Yesterday we followed the glory of our predecessors
今日誓願奉獻我所有未來 Today we vow to dedicate all of our future
明日縱有再多挑戰在等待 Tomorrow even if there will be more challenges ahead
前方的路你我同在 We will walk the road in front of us together
前方的路我為你開 Providing a better tomorrow for us

山的孩子樂團、聲樂家簡文秀女士（前排左一）、陳明豐院長（前排左二）與台大醫院

醫護團隊代表共同獻唱台大醫院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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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301醫院」之參觀心得

文／劉姵甄

2009年9月22日中午12：30當飛機

飛抵北京機場的那一刻時，我覺

得非常興奮，因為自己很榮幸能與

林明燦教授，及醫療團隊醫師們到

北京參加「19th IASGO」醫界的學術

活動；這場國際研討會中本院有多

位醫師發表論文，真的感到與有榮

焉，整個活動過程讓我深刻感受到

國際大型學術活動的嚴謹及慎重。

因為林明燦主任在外科領域頗

負盛名，因此，受邀至大陸最好之

綜合醫院─北京301醫院演講（該院共4,000

床），也讓我們有機會參觀北京301醫院手

術室及外科病房，因為本身是手術室的護理

師，所以對於參觀手術室非常有興趣。參訪

中發現，雖然北京301醫院一般外科內視鏡的

普及性及手術技術均不及台大醫院，但是，

手術室的硬體設備卻比本院更加完善，例

如：

一、它擁有手術室6大優勢，包括：術中CT、

術中MRI、術中Angio、術中RT及機器人

手臂等All in One設備。

二、 完善的人員進出管控，包括：指紋感應

確認、24小時專人提供手術室內工作

服。

三、 整潔、美觀、寬敞、安全及無障礙的工

作環境，每間手術室都固定使用科別

（包括急診手術），因此，各科專用儀

器皆置放於手術室內，以利儀器的管

理、維護、清潔及保養。

四、 提供懸臂式內視鏡影像系統及大螢幕的

電視，如此能降低內視鏡儀器的損壞

率，並且大螢幕的電視可讓工作團隊所

有人員（包括實習醫師、看刀的醫師及

護理師們），能更清楚明瞭手術的進

行，更有助於學習。

五、 提供外賓、廠商、助理進入手術室已消

毒的工作鞋，如此可減少鞋套的成本，

及降低外來因素的感染源。

此次經驗，除了分享個人的意見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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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美觀、寬敞之空間

完善的人員進出管控

機器人手臂
懸臂式影像系統

術中MRI

術中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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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也希望未來護理領域也能參與醫療團隊

學術之研究活動，以增廣見聞；能有此次的

機會，除了感謝護理長在排班上的配合，最

要感謝的是林明燦主任給我這個難能可貴的

機會，且對我們手術室護理人員專業及工作

態度的高度肯定。唯一令我覺得美中不足的

地方是，參訪北京301醫院手術室的時間有

限，且該單位護理長接任此職務的時間不

久，所以無法更深入暸解手術室作業細節。

雖然，本院的硬體設備目前不及北京301醫

院，可以作為我們今後共同努力的目標，這

個難得的經驗，令我獲益匪淺。

（作者現任母院附設醫院手術室護理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

（助理教授、副教授或教授）
應徵資格：具生命科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及一年（含）以上博士後研究經

歷（或三年以上之教學經驗），必須能擔任臨床細菌及黴菌學

（含實驗）之教學，及醫學生物科技相關領域之教學與研究。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99年11月30日（週二）下午五時止。

起聘日期：2011年08月（本學系可依徵求情況作調整）。

申請資料：個人資料（含學、經歷）、最高學歷證書影本、著作目錄、教

學及研究計畫、至少二封推薦函（須含推薦人住址、傳真、電

話、E-mail）。推薦函請推薦人逕送（或寄）本系主任。以上

所有資料須以書面於上述申請期限內送達或寄達收件地址。

收件地址：臺北市常德街1號，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鄧麗珍主任收。

電　　話：02-2356-2799

傳　　真：02-2371-1574

E - m a i l ： ljteng@ntu.edu.tw

聯 絡 人：鄭雅蘭助教（yalanche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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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前輩與我的音樂緣份
從陳芳玉學姐的文章談往事

文／翁惠瑛

陳
芳玉學姐在今年（2010）二月份景福醫

訊的文章“憶先父與嘉義弦樂團”裡，

所提及的許多人事，都是我所熟悉的。讀文

思情，觸動我想提筆，也談談記憶中的一些

相關往事。

我也是嘉義人，和芳玉學姐一樣讀崇

文國小，畢業於嘉義女中。更巧的是芳玉學

姐的父親陳聯滄醫師，是我的外祖父林敦成

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09年畢業，博學

敦厚，在嘉義開設仁壽婦產科，鄰里稱道）

的親戚，所以我們都稱呼他阿滄舅公。阿滄

妗婆很會招呼人，又美麗，當時我才六、七

歲，但對她的印象特別鮮明。因為有親戚關

係，加上我的父親翁大有也是醫師（台灣總

督府台北醫專1932年畢業、在嘉義開設翁內

科，懸壺濟世、熱心公益），有這樣的關

係，我的母親有時就會帶我去阿滄舅公家走

動。記憶中那是一座有圍牆的現代化日本式

房子，進去有養著金魚的造景小水池，再進

去就是擺有鋼琴的大客廳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那個大客廳學芭蕾

舞，記得當時老師是從台南請來的，有一支

長木棍子放在旁邊，可以幫忙打拍子及矯正

小朋友的姿勢，很嚴格。阿滄妗婆曾送給家

母兩張芳玉和芳月學姐的相片，有一張是金

雞獨立高難度的芭蕾舞姿勢。後來芭蕾舞老

師不再來嘉義了，阿滄舅公一家也搬去台北

了。當時嘉義一般民風保守，不時興女孩子

學跳舞，雖然家母思想開明，但沒有親友的

帶動，我短暫的芭蕾舞經驗就這樣結束了。

四十五年之後，我在洛杉磯又與阿滄妗婆聯

絡上，雖然她行動不便，但亮麗如昔，時時

提及往事，不只談到她的兒女，也誇讚我的

父母、兄長及外子。

芳玉學姐文中提到她的鋼琴老師陳碧

月老師和張彩湘教授，也都曾是我的老師。

我小學有一段時間跟陳碧月老師學琴，她每

個星期從台南回到嘉義的老家，在那一棟台

灣式的古厝，陪她穿唐衫、看羅馬拼音聖經

的母親。後來她母親不在了，陳碧月老師轉

到她的姊姊家授課。她姊夫李連頂醫師（台

灣總督府醫學校1926年畢業）開設李外科，

就在我家不遠的文化路。每個星期天下午，

我帶著敬畏的心，走進這座鋼筋水泥雄偉的

醫院去學琴。當時嘉義醫界都知道李外科有

一個兒子李俊仁（醫科1956年畢業），非常

優秀，念台大醫學院。好多年以後，我又聽

說另一位醫師侯水順（台北帝大醫專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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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的兒子也很優秀，當時我沒有注意名

字，這幾年我才知道這位很會讀書的侯家小

孩就是侯勝茂教授。我到台北上大學後，隨

師大的張彩湘教授學琴，直到七年級當intern

時才停止。我仍然記得在烈日下，走在中山

北路長長的小巷子到盡頭的張教授家，他上

課炯炯有神的目光、在琴譜上詳盡的註記、

以及嚴謹但不嚴厲的大師風範，在在令人懷

念。

記得大一、大二在校總區練琴要到活

動中心，有時清晨天未亮就要趕著從傅園旁

的第一女生宿舍，快步走去活動中心登記，

才能排到當天練琴的時間。三年級搬到中山

南路教育部旁的醫學院第六女生宿舍後，練

琴則到圖書館旁的那棟舊房子，裡面一邊是

簡單的理髮店，另一邊是乒乓球室，裡面有

乒乓桌及一台擺在角落的舊鋼琴。有時乒乓

球太激烈了會跳到鋼琴鍵上，彈琴又躲球的

情景大概絕無僅有吧。大三開學不久，有一

天，我在乒乓球室練完琴準備離開的時候，

一個男生靜靜地走過來介紹他自己叫做賴明

詔（醫科1968年畢業），就這樣音樂促成了

我和我外子的姻緣。我記得也曾幾次到大禮

堂後的房間練琴，晚上空曠寂靜，我只好專

注看著琴譜，才不會害怕。現在那是謝博生

教授規劃的醫學人文博物館的一部分了。當

年也曾去曾苑文（藥學系1969畢業）家練

琴，後來失去連繫，不知道她現在在何處？

畢業後我與外子在美國定居就業，竟把琴藝

荒廢了，反而外子對小提琴越來越得心應

手，回到台灣後，他的琴藝更為精進自在。

回憶往事，小時候的情景及許多有恩於

我、與我有緣的人，又清晰又遙遠地交錯浮

現，我懷念那些時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2年畢業，現任職財團

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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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shen Yeh M,D (1968), Program Chairman hongshenyeh@netsca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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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川與失憶
─「忘川流域失智症船歌」讀後

文／朱迺欣

成
大神經科主任白明奇醫師贈送我

他的近作「忘川流域失智症船

歌」（圖1）。這是一本相當與眾不同

的書，綜合學術、人文、媒體、文學等

等。例如：此書以作者的詩「原來這叫

做很久以前」開始；接著12篇推薦序，

包括病人家屬寫的一篇。

白明奇醫師是才子型醫師，從大學

時代就開始寫詩，散文和各種文章；他

曾是幾個學校社團的社長或主編；他也

活躍在社會關懷，是台南市熱蘭遮失智

症協會創會理事長。

此書最吸引我的是，書名的「忘川

流域」；另外，在封面，同時也是最後第二

章的結語，寫了忘川的傳說如下：

「忘川，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說人離開世間一定要去喝口忘川的水，

以免將今生的記憶帶往來生，

這名實在太美，但卻也感傷，

到底失智病人是不是偷喝了忘川的水… 

…」。

很可惜，「忘川」的美麗傳說，未在此

書做進一步的說明。

我記得，英年早逝的英國浪漫詩人濟

慈（ J o h n  K e a t s , 

1 7 9 5 - 1 8 2 1 ），在

「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寫過

「忘川」；最近有一

部電影叫「璀璨情

詩」（Bright Star）

（圖2），描述濟慈

生命最後3年與鄰居

少女芬妮（ F a n n y 

Brawne）的淒美愛情

故事，在劇情結束後

的濟慈簡介中，出現

「夜鶯頌」的第一段，其中有一句：「一分

鐘之間，字句在忘川中沈沒。」

白醫師也是詩人，這兩個詩人之間是否存

在某種默契？

我也好奇，「忘川」的傳說是中國的？東

方的？西方的？

濟慈的忘川

濟慈的「夜鶯頌」是他最著名的詩，比

喻夜鶯像神的使者，他寄望藉著它的歌聲，

白明奇醫師新書的封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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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間的病苦超越。原文和翻譯如下：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 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我的心痛苦，一種昏沈麻木感

傷痛我的感官，猶如飲下毒藥鐵杉；

又似剛把鴉片吞服，

在一分鐘時間，字句在忘川中沈沒。

我不是在嫉妒你的幸運，

而是為你的幸運感到無比快樂。

你，林間輕翅的精靈，

在山毛櫸綠影扶疏中的悅耳啼聲，

放開了歌喉，歌頌夏季。

西洋的忘川

詩中的忘川（Lethe）是，希臘神話的

冥府的五條河流之一，名叫忘川河（river of 

forgetfulness）。死者陰魂必須喝忘川的水才

能忘卻或抹掉今生的記憶。今生記憶被消除

後，人才有可能輪迴再生。

忘川河是生界與死界的分界線。靈魂必

須登上渡船才能到達「輪迴」的彼岸。

忘川也指希臘神話中衝突女神Eris的女兒

和遺忘的化身。

所以，在西方的傳說，忘川可以是冥府

的一條河流，也可以是希臘神話中的遺忘女

神。

中國的忘川和與孟婆湯

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人死後過了鬼門

關，便上黃泉路。黃泉路的盡頭是忘川河，

河上有個奈何橋。奈何橋上有孟婆，要過奈

何橋，就要喝孟婆湯。不喝孟婆湯，就過不

了奈何橋，過不了奈何橋，就不得投胎轉

世。

凡是喝過孟婆湯的，就會忘記今生今世

所有的記憶，了無牽掛地進入輪迴，開始下

一世的重生。

黃泉路和冥府之間，由忘川河劃分為

界。忘川河水呈現血紅色，裡面皆是不得投

胎的孤魂野鬼，也滿佈蛇蟲，景觀血腥恐

怖。

濟慈愛情故事的電影「璀璨情詩」。

「夜鶯頌」和「燦爛恆星」（Br igh t 
star）皆是該期間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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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今生要失憶，到底要喝什麼？

根據西洋的傳說是喝忘川的水；根據中

國的傳說是喝孟婆湯。

古代傳說，可能會被後代加油添醋，

或被修改。除非認真追本溯源，後代的人很

難知道它的「本來面目」。白醫師聽到的傳

說，因為未說出傳說的來源，令人感到有點

遺珠之憾；也許加些說明，會讓這個美麗的

傳說更清晰圓滿。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任長庚醫

院榮譽副院長）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眼科100學年度甄選專任教師公告
用人單位　眼科
職　　稱　專任教師
名　　額　2名
應徵教師甄選資格　（1）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具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專科醫師證書。

　　　　　　　　　（3）具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檢附證件　（1）個人履歷表

　　　　　（2）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眼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3）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最近三年內（2008年8月-2010年）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性著作之抽

印本或影本

　　　　　（5） 最近五年內（2006年8月-2010年）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依據

2009 SCI或SSCI】，並挑選其中10篇（以內）之論文註明5年內被引用之

次數

　　　　　（6）教學研究計畫書

　　　　　（7）二位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之推薦函

　　　　　（8）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或相關評估資料。（本項若無者，免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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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電話、e-mail等）（本項若無者，免提供）

　　　　　（10）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本項若無者，免提供）
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以送達本科日期為憑）
起聘日期　2011年8月1日
報名方式　請將相關資料寄至台大醫院眼科部主任室（100台北巿中山南路7號12樓）
聯絡電話　（02）23562131林小姐
傳　　真　（02）23934420
電子郵件　winnieli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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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的新註解

文／李汝城

二
○○八年台灣總統選舉前，民進黨籍候

選人謝長廷曾經造訪日本，返台提出

「台灣維新」的口號。他闡釋「明治維新」

既能將日本改造成近代化國家，台灣亦應效

法，以維新改變台灣，使台灣能確實邁入真

正現代化的國家。

不過，到底「明治維新」是什麼「碗

糕」？

根據坊間冊上所說的是起源於「倒幕運

動」，即打倒德川幕府將近三百年的執政，

恢復天皇執政而引起的一連串的改革。它的

範圍包括中央官制：法制，宮廷：身分制，

地方行政：金融、流通、產業、經濟、教

育、外交、宗教政策……等，把日本變成亞

洲第一個西洋式近代化國家。慶應義塾大學

的創辦人福澤諭吉在他的著作中以「王政維

新」名之。

維新的來源和歷史背景

「維新」的名詞可源至古籍詩經，明

治天皇在1868年的勒詔中述及「朕惟之，皇

道維新仍出自爾等之力！」在此以前一般以

「幕府之瓦解」或「天下御一新」稱之。

19世紀中葉，西洋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

遠東各地，尤其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後的慘

狀，漸又引起當時已鎖國二百六十餘年（起

自德川第三代將軍家光）的幕府政權的恐

懼。美國海軍准將Commodore Matthew Perry

率領四艘「黑船」（蒸氣鐵甲軍艦）入江戶

灣，以砲口對準威脅幕府開埠通商；幕府於

翌年（1854）不得不和美國簽約，並與英國

與俄羅斯相繼簽約。之後一連串的「殖民

者」的舉動，使幕府懼於外力，低頭簽約，

引起全國「攘夷」思潮的抬頭，恰好其時孝

明天皇（明治的父親）極端厭惡外國人，於

是「倒幕運動」漸成氣候，「尊皇」與「攘

夷」一拍即合。遠在本州南端的長州藩和九

州最南端的薩摩藩終於聯合其他諸侯「雄」

藩，挾天子以「尊皇攘夷」之名，讓天皇一

直不予批准幕府和異人（外國人）的條約，

所謂雄藩者如薩摩、長州、佐賀、土佐等諸

藩，在德川家康大一統前都是豐臣秀吉的部

下，雖然家康未把這批異藩完全消滅，但大

大地限制了他們，這種幾百年的恩怨，錯綜

複雜的歷史背景，幕末的反幕運動節節擴

大，再加上在幾年間「征夷大將軍」的德川

家慶、家定、家茂三位相繼去世，繼承的問

題搞在一起，雄藩的最下級的武士甚至百姓

出身的賤民也有機會，以藩主之名，大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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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終於把幕府弄成賊軍，挾天子的雄藩成

了官軍而有王政復古之實。

維新的經過與面面觀

由幕末至明治11年（1878）的25年間，

有安政大獄的大屠殺、櫻門之變、幕府大老

井伊直弼殺戮的暗殺、寺田事件、薩英戰

爭、池田屋事件、蛤御門之變、第一次長州

征戰、下關戰爭、寺田屋騷動、薩長兩藩討

幕、坂本龍馬和中岡恆一郎的暗殺、烏羽伏

見之戰、戊辰戰爭、上野彰義隊之戰、奧羽

戰爭、箱館五稜廓之戰，甚至明治建制之後

的佐賀之亂、台灣出兵、江華島事件、神風

連之亂、秋月之亂、荻之亂、西南戰爭、大

久保利通的暗殺……，統計加起來所經過的

暗殺、白刃對抗、暴力之凶，層出無窮，不

知死了多少人？其中台灣出兵和江華島事件

也牽連到後來日本併吞台灣、韓國的前兆。

回看明治維新，是一部血淋淋的歷史工程。

社會改革

雖然如此，明治維新以前在幕府主政之

下，日本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封建社會，以武

士來治國，侍（Samurai）是統治階級，平民

包括士、農、工、商以町人、百姓稱呼。平

民最多只能擔任和尚或儒醫而已；武士有名

有姓，平民則有名無姓、不准有姓，階級的

嚴峻不言可喻。維新後，除天皇之外，為了

安撫藩主、公卿等貴族，雖然也判定貴族院

以及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其他町人也可以憑

他們自己的實力和努力在社會上立足，尤其

過去只有武士侍Samurai才能在腰間插上大

小兩刀的全部廢除（廢刀令），大家一律有

名有姓，實行徵兵制，百姓之子可以當上元

帥、大將、宰相……，這是因為當年參與革

新運動者絕大部分是身份極低的武士或根本

沒有身份的老百姓之子。所以也可以說明治

維新是一部打破階級的階級鬥爭。

應不應效法？

如上所述，明治維新是一部暴力促成的

反幕運動，也是打破階級觀念的社會運動；

到底這種作法的是非對錯不是本文討論的目

的，而是「台灣維新」究竟是否要效法一百

五十年前的日本？這是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熟

慮。如今馬總統在台主政已逾六百十五日，

其政績如何，大家有目共睹；選前的承諾如

六三三、馬上好、準備好了、股票兩萬點、

大三通年賺六佰億……等等一律跳票；不僅

民生經濟困苦為台灣五十年來之最，除了把

台灣過去二、三十年來累獲的民主、自由、

公平及主權等全部拉回倒退猶不自覺，甚至

自覺良好，要恢復以前的獨裁。長此以往，

台灣可能在數年之內甚至數月之間就會從這

個地球上消失。如何拯救？「維新」的構想

在這種狀況之下如何做下去，這就要靠台灣

人自己的智慧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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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助理教授、副教授或教授）
應徵資格：  1. 醫學系畢業或具有國內外博士學位

　　　　　  2. 具有光電生物醫學相關之教學、研究或著作發表

檢附證件：  1. 個人履歷表

　　　　　  2. 個人學經歷證書影本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代表性著作一至三篇，必須為最近三年內（2008年8月起）已發

表或已被接受（附證明）之原著論文之抽印本或影本

　　　　　  5.  最近五年內（2006年8月起）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依據

2009 年SCI或 SSCI】並挑選其中10篇（以內）之論文註明五年

內被引用之次數。

　　　　　  6.教學研究計畫書（不超過4頁）

　　　　　  7.  二位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之推薦函（須含推薦人住址、

傳真、電話、E-mail）。推薦函請推薦人逕送（或寄）本中心主

任

　　　　　  8.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或相關評估資料（本項若無者，

免提供）

　　　　　  9.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主題、及其聯

絡方式（如：電話、e-mail等）（本項若無者，免提供）

　　　　　10.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本項若無者，免提

供）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以送達本中心日期為憑）

起聘日期：2011年8月1日（本中心可依徵求情況作調整）

收件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室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88453，李玉珊小姐

傳　　真：（02）2395-7990
E - m a i l： yush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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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半世紀同學會

文／余秀瑛

全
班同學引頸期盼的畢業50週年同學會，

原本打算併入2009年北美系友會，既

熱鬧、又可見到上下屆好友及接受學弟學妹

祝福、也省得承擔籌劃重任。可是當我們得

知北美系友會的旅程恰是本班前次同學會

（2005）的船旅時，同學參加意願低落，遂

決定配合年尾系友回娘家的日期（12月19

日）在台舉辦。經過問卷調查，大家都勾選

四天三夜的島內旅行。

本班定居北美有20位、香港1位，台灣

只有8位，我想讓國外同學看看台灣的獨特景

觀。台灣的12月最有看頭的應該是蝴蝶谷，

冬季，蝴蝶都聚集在溫暖的山谷過冬，聽說

景觀令人讚嘆。我上網搜尋，找到高雄縣茂

林蝴蝶谷，網上佳評如湧。接著找旅行社，

指定茂林蝴蝶谷為必看景點，其餘景點路線

由旅行社安排，幾經討論修改，擬定茂林蝴

蝶谷、阿里山、日月潭。阿里山埋藏著我們

年輕的足跡和深刻回憶，50年前（1959）顧

文霞教授帶隊上阿里山採生藥時，八七水災

重創阿里山交通，把我們困在山上，顧教授

帶領全隊歷經驚險走過崩山走石、架空的鐵

軌，徒步兩天才到山腳。言歸正傳，旅程既

定，等待旅行社報價期間，來了個八八水災

（同學們戲言我們畢業100週年時將有八九

大水災），茂林和阿里山災情慘重，復元待

何時？我的籌劃付之流水，只得從頭來，旅

程北移。這次我指定金瓜石的黃金博物館為

必看景點，中部景點路線由旅行社安排，我

的重點是：首要交通安全、旅館潔淨舒適、

腳程不累、適合70歲以上。快馬加鞭討論、

估價，敲定旅程如下：台北→日月潭（宿）

→關子嶺（宿）→嘉義東石鰲鼓濕地→台北

（宿）→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旅程訊息用Email和Fax發佈出去，報名

非常踴躍。本班畢業時33名，已故3名（道

男、潤文、再祥），下落不明1位（宣澤），

目前健在29位，報名23位，出席率80%，連同

眷屬共44位參加旅遊，僑生出席率100%，森

茂祖孫三代同行。最大的遊覽車只能載客43

人，所以再加租一輛小巴士。兒孫輩乘小巴

士，同學一起在大的遊覽車。

12月14日的晚宴拉開序幕，歡笑聲此起

彼落，有同學50年來不曾相見，打招呼當下

認不出是誰，說出名字後，眼前的人就變回

當年的樣子，只不過臉上多了幾條紋而己。

大家就座後先為亡友默哀，然後請系主任李

水盛、景康董事長陳永順、系友會理事長宋

順蓮先後致詞。晚宴中一邊播映宗慶精心編

製的大學時代生活照片DVD，給眷屬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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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人當年風釆，與現場情景相對照，回味

無窮。

12月15日早上在醫學院大門集合，先到

二號館正門石階排排站，仿照50年前畢業時

拍攝團體照。上車出發，於近午到達埔里花

卉中心，觀賞花海。下午到埔里造紙廠參觀

手工造紙過程，並且DIY每人糊了一把紙扇，

扇面有我們的系徽。接著去埔里酒廠參觀，

舔了一小口免費酒。晚餐時有個驚喜，當天

是貴美夫婿吳先生的生日，在她倆不知情的

情況下，旅行社準備了生日蛋糕，當我宣佈

壽星大名並送給他填滿同學暨眷屬們簽名的

生日賀卡時，貴美夫婦驚喜萬分，她問：你

們什麼時候簽這張卡片的？我說這張卡片是

飛越太平洋在同學間寄來寄去花了幾個月簽

名的呢！她半信半疑，在大家齊唱「生日快

樂」的歌聲中，過了一個難忘的生日。

12月16日上午乘船遊湖去光華島、玄光

寺之後，乘遊覽車環湖去玄奘寺，然後去集

集火車站。下午到竹山的紫南宮，據說是全

台最富有的土地公廟，其洗手間景觀名

聞遐邇。到關仔嶺時已天黑，投宿該地

體驗泥漿溫泉浴。

12月17日上午爬石階上峻嶺看水

火同源，同學個個步履穩健，重溫50年

前的畢業旅行。午餐後到嘉義東石鰲鼓

濕地，搭乘機動木板船出海，有解說員

隨行指點賞鳥、養殖生蚵等。船上有卡

拉OK設備，大家隨興各展才藝唱歌跳

舞搖鈴鼓，開懷盡興。黃昏時從嘉義高

鐵站搭乘高鐵到台北市，直往甲天下餐

廳。森田夫婦早就預約這一頓晚餐他請

客，他倆站起來接受大家的熱烈掌聲稱謝。

12月18日上午參觀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礦山縱剖模型展示坑道的錯綜複雜和採礦工

人在坑洞工作模樣感動人心。大家也去摸一

下大金塊盼能財運沾身。順道去九份老街巡

禮，品嘗芋圓等當地小吃，在狹窄熱鬧簡樸

的小店間溜達，國外來的同學覺得新奇，我

則懷念童年鄉土味。

下午到金山的朱銘博物館，粗獷的刀法

鑿出傳神的人物，大而美，室外園區處處擺

置著與真人等高的成隊人物雕像，同學混在

雕塑人群中拍照很有趣。之後沿路欣賞海岸

風景，到淡水晚餐。在車上我和大家約好：

「想看我們大學時的藥學系館和現在的藥學

系所在的人，明日下午4點到醫學院103教室

集合，整個下午在103教室有系友回娘家演

講」。因國外同學大半訂於12月20日離台，

19日白天是僅有的自主時間。數十年未曾訪

台的僑生結伴去逛校總區、去吃懷念的牛肉

麵、喝永和豆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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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下午近4點時，全部僑生攜眷

依約出現，先去舊館緬懷、拍照，再到基礎

醫學大樓12樓藥學系走走，己近醫學校區聯

合晚會的時間。晚宴席開51桌，包括本系16

桌，其中4桌是本班同學和眷屬，可說是歷年

來出席率最高的班。晚會節目全班上台合唱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緊接著李水

盛主任上台接受森茂捐贈美金一萬元給藥學

系，然後大家退下，留森茂一人獨唱，此時

有幾位學妹上台配合歌曲舞蹈。後來別系的

合唱節目中森田自告奮勇上台配合歌詞表演

手語。整晚大家情緒都很high。同學會的活動

隨著席散落幕，彼此互道珍重，後年再聚！

這次同學會能如此盡興皆大歡喜，要謝

謝大家。森茂慷慨捐款用於支付所有共同負

擔的費用如遊覽車、司機、導遊、領隊、解

說員等的開支，以及12/14晚宴和車上零食。

森田於12/17請大家晚餐。兩人的慷慨減輕了

每個人的負擔。舜香夫婦籌劃12/14晚宴，佳

餚美酒、服務好。宗慶特地製作50 Years Ago

照片DVD，連結今昔，並

於同學會活動期間夫婦一

路背著笨重的攝影器材為

大家捉住瞬間留下永恆。

曲終人散，他更忙於整理

此次活動的照片取捨、

編輯、燒錄成D V D、複

製，包裝、郵寄給全班同

學，日夜忙了數週，而且

婉謝材料費，真是出力又

出錢。森茂負責晚會的餘

興節目，晚會當場手寫歌

譜給奏樂師為我們伴奏。謝謝景福校友會館

的黃秀麗女士和值夜班的女士，為北美來的

同學安排住宿及為深夜抵台北的同學開門辦

手續。旅行社的陳雅芳女士，為我們安排了

精彩的旅程和驚喜的生日蛋糕。最要感謝各

位同學熱烈響應、踴躍攜眷參加，我真的很

高興。我用心籌劃的同學會如果出席的人寥

寥無幾，多難過。這次聚會六天中我和同學

們、尤其是僑生們講的話，比大學同窗四年

間講的話還多，同窗友誼歷久彌醇。

我們班人才濟濟，藥學相關專業之外，

兼具職業水準的攝影師、手語師、歌王、舞

后、有錢又慷慨的老闆，有肯出錢、肯出

力、肯出時間的人，我們很幸運能成為同班

同學。希望2011年的同學會有更多同學帶更多

眷屬參加。

（轉載自台大藥刊第56期）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第3屆1959年畢業，現任

母院名譽教授、本刊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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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菸不過量，還是有害健康

文／韓良俊

最
近（2010年1月）各界都熱烈討論金

溥聰是否干政，使環保署長沈世宏龜

縮，「回收」走路、騎車吸菸開罰政策；金

則高姿態反嗆蔡英文說，「要了解事實真相

再批評，免得犯錯」，又說在國外，「歐美

也沒有這樣的政策。」好一個「了解事實真

相」！其實他自己就先不了解事實。歐美有

沒有我不知道，但並不代表國外別的國家就

沒有比歐美更進步、更願照顧佔多數的二手

菸受害族群的政府。

就我所知，日本一些地區就早已立法禁

止邊走邊吸菸，而且也不是每處室外社區都

可吸菸。我國為何不取法乎上，大步走入進

步、公義的前段班？

再者，有一媒體竟在

第一版刊登「吸菸過

量　有害健康」這一

常見錯誤的標語，這

也大有為文導正的必

要。

該一媒體1月13日

頭版頭條的標題是：

「環署擬法邊走邊吸

菸明年罰六千」，這

條 新 聞 所 附 照 片 的

圖說是：「行人未隨身帶菸蒂盒，邊走邊吸

菸將罰款」，其下方又有一標語：「吸菸過

量　有害健康」，這些文句，都值得好好討

論，以正視聽。

首先，講「吸菸過量有害健康」，對

嗎？答案是「只對一半」，因為這樣的標

語，暗示的是「吸少點」或「少吸點」，就

無害健康，故反而會造成誤導結果。其盲點

就如前一陣子菸商曾推出而失敗的所謂「淡

菸」，號稱尼古丁濃度較低，但喜抽淡菸的

人反會愈抽愈多，以滿足其菸癮。而即使

「不過量」地少抽菸，也會阻礙戒菸的動

機，並且保留隨時又會「過量」的危險性，

因此這標語應該

直接改成「吸菸

有害健康」，絕

不可強調甚麼

「過量」或「不

過量」，否則就

會導致戒菸、反

菸宣導的反效

果！

再說，「邊

走邊吸菸」之

事，菸蒂固然須

2007年在雲林縣台西鄉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向女性志

工們演講，傳授口腔癌預防衛教要領。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禁止亂丟，其實重點應不在於是否「隨身帶

菸蒂盒」，而在於邊走邊吸時，隨風飄散的

主流和副流二手菸會危害附近的行人。不吸

菸的讀者大概都有如下不愉快的經驗，在人

行道、十字路口、公園人多處或公共建築物

的前、後門口總會有人大剌剌地在吸菸，他

們可能以為因在室外，所以可不被限制，殊

不知不抽菸的人不論站在或行經附近，必會

吸到一些二手菸，常常只好屏氣避開。最討

厭的是，走路時如跟邊走邊抽菸的人同一方

向，而在後面的我們運氣不好又在逆風的下

方，就只好一路上都被迫吸他的二手菸，除

非快步走，擠到他的前面去才可倖免受害。

大家都知道二手菸之害，但大部分無辜

的不吸菸者都不知道還有更可怕、看不見的

「二手呼吸」之害！根據日本產業醫科大學

一位教授近年來的研究，已知一個吸菸者即

使暫時丟下或熄滅他正在抽的菸，在其後的

3.5分內，他的呼氣中還含有菸煙中那些有

害的化學成份，而且進一步檢測日本新幹線

車廂內（當然是禁菸的）的空氣，發現在一

部分車廂內，竟然有超過無害標準的「菸氣

體」含量，這是多麼驚人、可怕的發現！可

見吸菸者的危害實不只對他本人，也不只是

二手菸的問題，而應擴充認知到還有他製造

出來，在無形中影響他人的「二手呼吸」。

講到「菸煙」，研究已知其中含有4,865

種化學物質，而且其中43-69種是有致癌性

的！所以，我一直認為，不談毒品則已，如

要選一最大人造毒品，菸實「當之無冤」，

因為它不只是毒害（含致癌）抽菸者全身多

處器官的毒品，更會害到許多無辜的不抽菸

者，而且有很強的成癮性；只因菸業已經尾

大不掉，故無法把菸當做毒品，如其他毒品

一般「公平地」予以禁止、取締，這是人類

社會的一大不幸、不公！

回頭再談在路上吸菸一事，筆者也有一

次親身經歷的被害「奇遇」。兩、三年前，

2006年在花蓮縣花蓮芥菜種營地演講，培訓原住

民基督教牧者成為「檳榔之健康危害防制」種子

師資。

2009年在屏東縣瑪家鄉一教會地下室，為主

日學原住民兒童作口腔癌預防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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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在經過三、四個在人行道抽菸聊天的

人時，由於路上人多且不疑有他，沒有保持

和他們的「安全距離」，不幸被其中一個抽

菸者舉手要比手勢的手（手指有夾菸）碰

到，我快步經過他身邊，卻驚覺到他舉起的

手指上的菸已經碰掉了。再走幾步，我這才

赫然發現，他的半截菸，竟然是掉入我所穿

外套的口袋內，而且把口袋燒出一個破洞；

而這件外套，是我學成回國的女兒、女婿買

來送我的寶貴禮物。可見路邊吸菸者也可能

構成類似的、特別的危險！

最後，筆者本文的結論是：不管過量不

過量，吸菸就是有害健康的，這就像嚼檳榔

不能說「嚼檳榔過量，有害健康」。這些都

是錯誤的觀念，「不過量」雖可當做戒菸、

戒檳榔的過程，絕不可當做目的；可以強調

「不要過量」的，在有害健康的菸、酒、檳

榔中，唯有「喝酒不要過量」是正確的，以

上重要的保健觀念，筆者甚望能藉此拙文予

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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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研究所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教師一至二名

應徵資格：申請時已具有環境衛生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具下列環境衛生領域教學

經驗及研究或工作經驗者尤佳。

 1. 環境衛生政策及管理　2. 環境變遷及氣候變遷對環境衛生衝擊研究

 3. 環境流行病學研究　　4. 食品衛生及病媒管制

 5. 其他環境衛生專長，並能與本所及院內教師專長互補者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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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研究計畫書、三封

推薦函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起聘日期：100年2月或100年8月。

截止收件：99年10月31日前寄送達。

郵寄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753室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王根樹所長收。

聯絡電話：（02）3366-8112；傳真：（02）3366-8114

E - M a i l ： iehph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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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火紅的鳳凰花表示又到了各級學校畢業的時刻，本期有一系列有關畢業的文章，陳維昭前

校長以學長的身份勉勵本校畢業生能發揮所學開創美好的人生，並為社會國家作出台大人應

有的貢獻。韓良誠校友則在成大醫學系的畢業典禮上，傳授現在幾乎已經失傳但卻又相當珍貴的獨

門理學檢查，希望能導正現在的年輕醫師一再的沈迷於高科技又昂貴的醫療檢查行為。畢業生洪紹

育則從畢業生的角度分享了七年醫學生涯的點滴。而黃天祥主任及蕭伊芸技正有關優良教師的文

章，讓我們更加了解這些身為人師的理念及行動，也就是有這些好老師，才能代代相傳教出成為全

體人民健康最後一道防線把關的好醫師，這些好醫師們就像台大醫院公共事務室文章中所提百年來

院歌內容的第一句，能「承擔健康守護的信賴」。隨著台灣與中國簽定ECFA後，兩岸醫療的交流

應該會更加密切，在劉姵甄護理師來文中所提到中國某些方面的優勢我們當引以為借鏡，而我們自

己的強項則更加保持下去，所以台灣現在要怎麼努力圖強呢？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否可以成為我們的

範例呢？請看校友李汝城醫師的見解。往事的回味總是甜美的，本期有翁惠瑛醫師及余秀瑛教授的

歷史紀錄，應該能激起每個人都曾年輕過的心頭漣漪。牙科退休教授韓良俊早已是台灣甚或是全球

推廣拒絕檳榔毒害的先驅，現在更投入防止菸害的善事，為了國人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忘

川」的美麗，在我們找不到鑰匙時是不存在的^_^，且看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朱迺欣，娓娓道來這

些淒美的傳說。最後向諸位校友報告母院放

射線科用磁振掃描攝影技術建立起定量腫瘤

血管新生的程度，得到相當好的成果並刊登

在國際知名期刊（Blood）上，為21世紀人

類對抗腫瘤的戰役上又前進了一大步。感謝

還是感謝，沒有承辦人的再三督促及所有編

輯委員的細心訂正及指教，本期的景福醫訊

還真是差一點趕不上時程，也同時感謝所有

校友的來稿，使得本期刊能繼續有充實的內

容分享給所有的校友。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為母院

影像醫學部副主任）

文／陳世杰

影醫部醫師合影中，游治維：第二排右二；

施庭芳：第一排左四；陳世杰：第一排左一



時間：2010年7月19日　地點：台大醫院兒癌病房5PE討論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左1）致贈

液晶電視給台大醫院兒癌病房（右1
何弘能副院長）

何弘能副院長（前排右3）與三寶建設

董事長李俊傑（前排右4）等人合影

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等人參觀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

三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愛心捐贈
液晶電視至台大醫院兒癌病房



台大醫院檢驗醫學部通過ISO 15189認證授權暨TAF頒贈「ILAC MRA組合標記陶板」典禮合影

時間：2010年7月6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藝術饗宴：美國卡第諾歌手蒞臨表演　　　　　  時間：2010年7月29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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