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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再生─器官再生之實現
文／陳敏慧

牙齒再生的重要性

牙齒對於個人健康與生活品質具有極

大的影響力﹔因牙周疾病、齲齒、外傷或基

因缺陷造成的牙齒缺失，會帶來咀嚼、發音

等生理狀態或外型困擾。據調查顯示：一般

成人口腔內具有某些牙齒修復體存在者約佔

85%﹔小於17歲者，有缺了一顆或更多顆牙

的情形者約佔7%﹔而年齡大於50歲者，平均

缺牙數為12顆。目前缺牙患者，一般是接受

牙橋或植體治療﹔儘管牙齒植體的材料與相

關技術日新月異，若是能發展出生物性的牙

齒以取代缺損的牙齒，由患者自身的組織在

適當部位長出一個自然牙，應是最完美的取

代方式，亦將是臨床治療的新突破。數十年

來，學者一直試圖以組織工程方式製造出生

物性的牙齒，包括在體內以不同的位置使牙

齒生長，或是在體外以牙胚培育牙齒的生長

等研究。雖然這種以組織工程方式製造牙齒

在多年來一直像是難以實現的夢，然而，由

於針對牙齒的發育已有更深的瞭解，加上幹

細胞組織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我們得以實

現牙齒再生的夢想。

由牙齒再生模式探討器官再生

牙齒遠比一般所見更為複雜，因為牙

齒本身乃是一個完整的器官，牙齒的胚胎發

育過程及發育的原則與身體許多其他的器

官都類似，乃是經由外胚層（ectoderm）的

胚胎上皮細胞（embryo epithelium）與中胚

層（mesoderm）的間葉細胞（mesenchymal 

ce l l s）的交互作用而開始，因此進行牙齒

再生（tooth regeneration）的研究，除了解

決缺牙的問題之外，其實有另一層更重要

的關鍵意義：那就是引領器官再生（organ 

regeneration）跨越新的一步。因為科學家皆

已認知，自然界生命成長的過程有其一致性

與共通性，而“遵循自然原則”就是最明

智的方法，一切有關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的研究，其實就是在探討自然界

生命成長的過程，加以模擬其生長所需之條

件，才可能成功﹔因此，一旦牙齒再生能夠

成功即表示其他器官的再生有機會成功。如

果組織工程（tissue engineering）研究者可以

製造新的牙齒，則將可躍進而製造更大的器

官，而導引醫學治療到再生醫學的新世紀。

再者，牙齒的數量多且較易取得，並且不致

於立即造成危害生命的情形，因此讓科學家

有更多探討與研究的空間，這也是為何牙齒

再生成為科學家極感興趣的研究重點，而牙

齒再生的相關研究，近年來也有許多的突破

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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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幹細胞的發現

牙齒幹細胞有很多種，在牙齒所發現的

各種幹細胞（stem cells），皆有相當大的潛

力，目前在牙齒已陸續發現各種不同的幹細

胞，包括：乳牙牙髓幹細胞（stem cells from 

human exfoliated deciduous teeth (SHED)）(1)，

恆牙牙髓幹細胞（pulp stem cells）(2)，未完

全發育牙根尖幹細胞（stem cells from apical 

papilla (SCAP)）(3)，牙周幹細胞（periodontal 

stem cells）(4)等。乳牙牙髓幹細胞存在於乳

牙牙髓具有相當大的潛力，可被引導分化為

骨，軟骨，神經等，在相關的骨再生、神經

再生皆有可能應用，因此，目前已有乳牙銀

圖一：臺大研究團隊自迷你豬分離牙胚細胞進行牙齒再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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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產生，以保留脫落的乳牙，可分離乳牙

牙髓幹細胞作為將來可能的應用，以補足未

留下臍帶血的遺憾。在恆牙的牙髓中亦可

找到幹細胞並已證實具有轉分化為牙本質

母細胞（odontoblasts），促進牙本質再生

（dentinogenesis）的作用，可被應用於治療

齲齒，以及作為覆髓細胞治療。 研究發現在

牙根發育約2/3之根尖，具有相當特別的牙根

尖幹細胞，可促進牙根發育、牙本質及牙周

的形成，因此可應用於治療牙斷裂或根尖發

育不全(5)，如合併牙周幹細胞亦可能治療因車

禍撞擊的牙根重植之修護。學者發現利用氫

氧磷灰石（hydroxyapatite）作用牙根中間管

狀，放置牙根尖幹細胞，周圍放置牙周幹細

胞植入豬的口內，可形成具牙周膜之牙根，

甚至可利用此牙根在其上製造牙冠，不失為

缺牙患者的福音。牙周幹細胞可應用於促進

牙周之再生，可用於治療牙周病，將來可針

對拔下的埋伏智齒的牙周可加以利用。

由牙齒發育探討牙齒再生

在卵子受精後第六週，人類胚胎比一英

吋還小且幾乎無法辨識形態，但是在其細胞

之間已經開始有了對話，同時導引牙齒的形

成，此種訊息傳導（signal transduction）足以

說明為何牙齒及其他器官無法在實驗室的培

養皿中完整地生長。事實上，科學家可能永

遠無法以人為方式建立相同的情況，然而，

我們若愈瞭解這些初期發育的過程，我們將

會有更多的機會提供建立器官的重要因子以

促進牙齒再生，進而讓自然界完成其他部

份。

大部份器官（例如羽毛器官、毛髮器

官、哺乳動物之腺體器官、唾液腺器官、脾

臟等）是藉二種不同的胚胎細胞，包括上皮

細胞及間葉細胞相互作用而形成，當然牙

齒也不例外，在胚胎時期，口腔上皮細胞

（此將形成口腔的上皮）會首先釋出訊息

圖二：分離培養之牙胚細胞置於生醫材料後，植入迷你豬，成功再生形成具有牙根之牙

齒。（參考文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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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間葉細胞（mesenchymal cells）（此細胞

會形成顎骨及軟組織）導引他們開始形成牙

齒，當間葉細胞接到指引的訊息，間葉細胞

會傳出訊息回給上皮細胞，這樣來回的交互

作用在胚胎牙齒發育過程一直持續進行。

最初，未來將形成牙齒的組織只不過是增

厚的胚胎上皮細胞而已，接著此上皮組織

開始穿到下層的間葉組織而逐漸有不同時

期的表現，包括所謂苞狀期（bud stage）、

帽狀期（cap stage）、鐘形期（bell stage）

等。其外層即形成牙釉質（enamel）而內

層的間葉組織（mesenchymal tissue）則形

成牙本質（dentin）及牙髓（pulp），牙骨

質（cementum）及牙周組織（periodontal 

tissue）。一般嬰兒在出生6~8週會開始長出

牙齒，即使在牙齒開始形成之前，它的形狀

即會由其所在位置而決定，有些來自上皮細

胞導引牙齒再生的訊息亦同樣會對顎骨的間

葉組織的形成基因（gene）有導引的作用，

已知的有homebox基因群，這些homebox基因

乃在胎胚發育期參與決定各種器官的形態與

位置，在發育中的人類顎骨，不同的homebox

基因會在不同部位被啟動，導引不同的牙胚

（tooth bud）分別變成臼齒、小臼齒、犬齒

及前牙等，例如其中一個homebox基因稱為

Barx1會被間葉細胞啟動或表現在臼齒所會生

長的後牙區，在動物實驗中，若在一般會長

前牙的部位將間葉細胞故意表現Barx1則牙齒

即長成臼齒的形狀，由於能預測或控制牙齒

形態的能力是製造組織再生牙齒的關鍵，科

學家即可利用類似Barx1這種基因的活性，

在實驗室中作初步培養製造牙齒，可當作預

測未來牙齒形態的標記。換包話說，我們必

須提供正確的訊息，在適當的時候，導引牙

齒再生。在牙齒發育過程中所需的各種生長

因子及訊息傳導因子皆已陸續被發現，而更

有意義的是大部分這些訊息傳導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factors）除了在牙齒發育過程一

直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也同時對於其他器官

有著極重要的導引作用﹔瞭解牙齒發育的訊

息傳導因子，也可使我們明白天生顎顏面生

長缺損造成牙齒發育不全的因素，進而可以

預防治療此缺陷。帽形期含有牙釉質器官

（enamel organ）上皮細胞及牙本質間葉細

胞，將此二者分離之後若再放在一起，於體

外分開培養即可形成牙齒雛型；利用骨髓幹

細胞（bone marrow stem cells）來源作為間葉

細胞與牙釉質器官的上皮細胞一起作用亦可

發現具有形成牙齒成份的傾向，由此更確認

在牙齒再生的可行性。有關牙齒生長時形態

決定基因陸續被發現，加上幹細胞以分子技

術啟動及利用的方式亦增加牙齒再生的可行

性。

牙齒再生的展望

目前臺大研究團隊自迷你豬取得牙胚細

胞，經培養後再植入原迷你豬的牙槽骨中，

已成功地長出與迷你豬的牙齒一樣大小的牙

齒。利用支架亦能再生具有牙本質、牙髓、

牙骨質與牙周膜等如同牙根一樣的結構(6)，亦

發現牙胚細胞與生醫材料有許多特殊的互動

作用(7-9)。此外，臺大研究團隊亦利用多光子

顯微影像建立了牙齒結構模式，可作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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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再生研究之參考(10)。接下來的研究將利

用牙齒再生模式作為器官再生研究之基礎，

針對牙胚上皮細胞與間葉細胞的互動機制有

更多的研究，並且探討牙齒再生過程不同階

段中，與周圍組織所發生的各種訊息傳導機

制，以進一步發展其它器官再生。

結語

牙齒幹細胞來源很多又容易取得，牙齒

再生已開啟了器官再生的契機，牙齒幹細胞

可廣泛應用於再生醫學，利用牙齒再生可作

為器官再生研究之模式，其發展有相當大的

潛力與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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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中部地區校友聯誼會

　　台大景福基金會與澄清醫院將於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13：30 pm開始，在「台中長榮桂冠酒店」舉辦中部地區校友聯

誼會。歡迎校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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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表兄─沈友仁教授

文／李彥輝

沈
教授之父─沈孝猷博士（1944 頒授，台

北醫專第 7 屆，1928）與邱賢添（苗栗

縣人，1934 京都帝大醫學博士。首任高雄醫

學院附屬醫院院長，中國醫藥學院院長等）、

張俊發（我同班同學張昭明醫師之父）、郭火

炎、余祖賜〔表嫂余秀瑛教授先父余祖添之

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13〕等同屆。母─

陳從，是苗栗縣首屆縣議長陳愷悌之姊妹，

也是陳德全（台大醫科，1958）、陳德照（台

大醫科，1960）之姑母。祖父─沈仲言，自

福州到台灣謀生，由伙計開始而經營五金雜

貨，和後龍之陳碧娥女士（弟陳武威醫師，

台北醫專 1935，與徐千田院長、前台北縣長

戴德發等同屆），育有二子三女，依序為沈孝

猷、沈招弟妹（我家母，適李宴芳）、沈孝祥

（妻林庭妹，為台灣生命統計權威、行政院

人事主管林開煥之妹）、沈君閨（嫁江紹文）、

沈瓊玉（適鄧先基，二女鄧美枝，為當年裝甲

兵湖口事件立功之輔導官朱寶康相中，而與

之結婚）。

我舅父沈孝猷醫師畢業後、在杜聰明教

授之藥理教室研究，頗有建樹。可惜不知何

因未繼續，而去基隆開業皮膚花柳科，光復

後來台北承德路執業。沈友仁教授居長，下

有妹沈賓雁，不幸在分娩時因羊膜水吸入血

流，產生 DIC 而致命。前台大醫學院魏火曜

院長之長女，也是洪慶章醫師之先妻魏如圭

（台大藥學系首屆），似也因這罕見病離世。

其下另有沈賓隼、沈賓鶴（台北護專畢業，

我在台大小兒科實習時，她在台大小兒科服

務）及弟沈友博。

我和沈教授不同中學畢業，他由基隆中

學，我則由新竹中學畢業。記憶中，在我免

試入台大醫科前，似乎只在外祖父，亦即沈

教授之祖父苗栗掃墓時，有點頭之交。大舅

父則未曾謀面，一直到 1956 年家父陪同北

上求學，才有機會。只不過家母常提及我有

表哥沈友仁，基隆中學第一名畢業，數理特

強。當時放榜時，要我在報紙上注意找他名

字，可惜當年他未考上台大醫科，而是獸醫

系（記憶或有錯）。但舅父硬要他重考，終

於有志竟成上了醫科。家母又告訴我，他大

哥沈孝猷博士對他長子沈友仁之頭癬很傷腦

筋，幾經研試終於將之治癒。

1956 年 9 月，我由新竹北上台北拜訪

大舅父時，家父就拜託當時台大醫科四年級

之沈教授，約好在台大校總區協助我入學註

冊，可說是我倆第一次互動。很謝謝他的幫

忙、指引，順利辦妥。美中不足的是沒抽到

宿舍分配，只好暫住家父之弟子，時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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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藝術系之劉文煒校友溫州街宿舍，一學期

後才遷入當時美軍協防司令部附近，近台北

公墓之第七宿舍，開始宿舍生活。不久流行

性感冒來襲（1956-1957），所幸我漱鹽水而

未染病。談及台大宿舍生活，我可說時運不

濟，每次抽籤都沒抽到，大三仍在台大校總

區之宿舍，包括第七、第六及第五宿舍，和

工學院、農學院學生同室。由於此種關係，

反而交了不少非學醫之朋友，與他們倒有話

說，或是好選擇。在美聚會時，很多台大校

友很驚奇我並非他們心中和它科系不大願意

相處之醫師。

有如前說，沈教授之醫科（1959）早我

（1963）四屆，雖 1960 我也在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院上課，他在小兒科任住院醫師，但

很少有機會相見、請益。在我六、七年級於

小兒科實習時，稍有接觸。本來想 1964 服預

醫官役後，進入台大小兒科，再向他請教，

沒料到我又步我大舅父之後塵來美 UCLA 攻

研藥理，和杜聰明院長時任高雄醫學院藥

理科主任之長公子杜祖智教授（台大醫科

1950）同事。可惜出國前忘了向舅父請益，

從此我和表哥沈教授，反而越走越遠。

忘了說，表哥（沈友仁）、表嫂（余秀

瑛）結婚時，我代表家人前去觀禮，記得由

魏火曜院長證婚。沈教授教不厭，學不倦，

1970 年於美費城賓州大學短期深造後，來

芝加哥參加小兒神經學腦波會議時，住在我

家，要帶他去觀光，他都謝絕而寧願多讀論

文，準備次日之研討會資料，可見他很是認

真學習，這點我甘拜下風。出去開會時，

常利用來觀光，有次（1980 年左右）參加

在 San Antonio, Texas 舉辦之美國消化病年會

（American Gastroenterology Association），

遇見一年高德劭之日籍教授，他也溜出來觀

光。交談之下，他乃 Chiba Needle 之發明人

奧田邦雄教授，國際肝癌泰斗，多次到訪台

灣，和宋瑞樓教授熟識。他此次來美是應年

會邀請來作主題演講「ERCP」。我和表兄沈友

仁教授，雖隔了太平洋，但常留意報上有關

他之動靜，知道他出任台大醫院醫務秘書、

台大醫院醫務副院長、小兒科主任。不過他

津津樂道、盡心盡力的是兼任台大醫院資訊

室主任（1982.08~1992.07），為了將台大病歷

手寫轉為電腦化，花了很多心血去上電腦、

資訊課程，親手培訓人員。我每次回台探訪

他時，他都很以此為傲，帶我去參觀，也就

是他對資訊電腦化之關心，遠超過他之本業

「小兒神經學」。他告訴我，1992 年他沒繼續

擔任副院長並不介意，本以為還可任資訊室

主任，沒料到竟也換了人，覺得在台大資訊

電腦化最後階段尚未完成，被迫離開崗位，

心有不甘，下場如此，情何以堪。2007 年 5

月 21 日，於台大景福會館舉行沈友仁教授

1970訪芝加哥時，沈教授抱我長女奕萱與筆

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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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廿二日逝世於家中）告別式當日，台

大醫院電腦大當機，其來或有自。所幸 2008

年 3 月 17 日衛生署長侯勝茂追贈給沈主任首

屆「醫療資訊紀念獎」，表彰他於台灣衛生醫

療資訊發展之偉大貢獻，由遺孀余秀瑛教授

代領。沈教授地下／天上有知，想會含笑。

又欣聞表嫂余教授已將沈教授過去發表之論

文編輯成冊，嘉惠後進，盼能早日讀到此

書，更了解表兄之研究生涯。

也忘了提及 1982 年我家母因心律不整

引起腦栓塞住院空軍總醫院時，家人也曾請

教沈教授有關 brain CT scan 事。又 1985 年家

父，也就是沈教授姑丈，因服降血壓利尿劑

未注意及尿酸過多，以致引起蛋白尿時，也

得到表兄介紹入住台大醫院，請陳萬裕教授

診治，期間表兄百忙中也常來探視，點點滴

滴，心存感念。如今天隔一方，盼他永生天

國，西方世界。

沈教授有一子名沈發惠，畢業於東海大

學法律系。1998/2002 擔任兩屆台北縣議員，

2004 當選台北縣第三選區立委（民進黨）。

2007 年底出任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首席副

執行長，2008 轉任民進黨社會發展部主任。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目前執業於費城）

投　稿　簡　則

為配合景福醫訊全面改版，增加更豐富，生動之內容，並擴大校友參

與；故更改本刊投稿注意事項如下，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術性、生活

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2,000~5,000字，請盡量附彩色照片一至三張。

2.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3.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33@ms78.hinet.net。

4.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議將會建議文章字數或內容及做小幅度修改，並

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登。

5.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

景福醫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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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洪謙

2008年5、6月間在倫敦前後待了一週，曾

用英國鐵路PASS, BRITRAIL繞了一圈英

國，並以渡輪過去愛爾蘭。本來已寫成「訪

英國、愛爾蘭隨記」，後來因投稿規則的字

數限制，改為「訪英倫與周邊及隨感」，已

刊於景福醫訊2009年12月份。現在想在此與

各位分享我們遊英國其它地方與愛爾蘭的經

驗。在倫敦待四天後，我們就前往普里茅

斯。

普里茅斯Plymouth

在英國西南部，有一美麗的天然港口，

站在海邊小丘Hoe Park眺望，讓人心曠神怡。

有二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跟這裡有關。1588年

在Plymouth，英國海軍發現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Armada出現，由這裡開始出擊而終於戰勝。

海邊有Drake船長的銅像。又1620年清教徒所

搭五月花號（Mayflower）由這裡的Barbican

出帆到新大陸，有叫Mayflower Stone & Steps

的紀念碑（圖1）。

艾賽司特EXETER

離Plymouth不遠的州政府，羅馬軍為

駐軍在此築城。有一850年歷史的大聖堂，

很特殊而耀眼的是它的天花板構造為美麗、

複雜的幾何學拱門。還看到壁上掛著一很有

趣的時鐘。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542年才出書立地動說，所以

這1485年所造的時鐘表示天動說。以地球為

中心，而有鳶尾花形紋章的太陽與以白黑表

示盈虧可自轉的月亮在環繞地球。此時鐘還

正確地在運作（圖2）!

托基Torquay

離Exeter不遠，是英國最大的避暑勝地，

所以被稱為English Riviera。世界著名的女

偵探小說作家Agatha Christie，1890年誕生

於此。電影Oriental Express、Death On Nile

在PLYMOUTH五月花號出帆處紀念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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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根據她的作品拍的。海邊有寬長的

Promenade，有紀念她的博物館及唯一的胸

像。

加地夫Cardiff

為威爾斯（Wales）地區的首府，在英

格蘭西邊。Wales到1536年亨利八世時才被

英格蘭統合，現在威爾斯語（Welsh）與英

語兩種都為官方語言。地標兩種並用，如

Gwybodaeth I Ymwelwyr與Visitor Information

並列。玉婆Elizabeth Taylor的已逝丈夫之一，

影星Richard Burton及歌星Tom Jones都為威爾

斯人。在Cardiff National Museum & Gallery

的人類Origin部份，看到Homo habilis, Homo 
erectus, Homo sapiens等十幾個人類來源Skulls

的比較陳列，很可惜不可照相。我們所住的

B & B（Bed and Breakfast民宿）整條街兩邊

幾百間房子都蓋得很標緻美觀，據說是1870

年代維多利亞（Victoria）女王時代所建（圖

3），應是當時中上階級的住宅，比較起來，

亞洲國家住的文明是差了一大截了。

赤斯特Chester

又回來英格蘭，這是英國最有中世紀情

調的城市，仍保有圍繞全市的城牆，從城外

的火車站可搭免費的Shuttle Bus（叫City Rail 

L ink）到東門外。市中心有如台灣「停仔

腳」的商店街，但沒有每家各自為政、高低

不平或停放機車、出售東西等事。極摩登的

Shopping Mall與中世紀門面的店舖共存，卻甚

調和而有特殊的美感。我們在城牆上走，繞

城一周約二小時就可達成。在歐洲能這樣做

的地方也不多（如德國的Rothenburg），我們

總是抓住機會。

EXETER大聖堂1485年所

造的時鐘顯示天動說

2

3 CARDIFF1870年代所建，今多為民宿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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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往愛爾蘭

我們所搭的雖只是二等車廂，但車窗已

是Picture Window，英國鄉間綠油油的丘陵

起伏而牛羊倘佯的美景，會讓人忘卻所思所

慮。我們由一小港口叫Holyhead搭渡輪到愛爾

蘭的首都都柏林（Dublin），有二家船公司在

營運，我們搭的是Irish Ferries公司的Swift號。

這取格利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的愛爾

蘭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之名，而

Swift又有“快”的意思，所以一字雙關。船

上有大人國、小人國的壁畫，而約二小時就

到。

愛爾蘭簡史

已述英國包括北愛爾蘭，而我們去的

是南愛爾蘭，是一獨立國Ireland/Eire。面積

約七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多萬。愛爾蘭

幾千年前就有不知名的原住民，然後約2200

年前塞爾特人（Celt）來，八世紀時威京人

（Viking）入侵，以後征服了英格蘭的諾曼人

也來，大約1169年後就被英國併吞。然而愛

爾蘭人仍保持他們的語言，是塞爾特語之一

支叫Gaelic，與威爾斯的不同支，所以不同。

現兩種語言都為官方語言，而公共場所都並

列，如Na Caitear Tobac與No Smoking。1916年

共和國派以Dublin的中央郵局為司令部，宣佈

成立愛爾蘭共和國，但被鎮壓。經過戰爭、

談判，北愛爾蘭六縣仍屬英國。1922年南愛

爾蘭由公投成立所謂Free State Of Ireland（相

當於自治領），又經內亂、二次大戰中守中

立，1949年才正式由英國脫離成為愛爾蘭共

和國。

都柏林Dublin

首都Dublin原為威京人（Viking）所建，

我們參觀了1592年Elizabeth一世所創的Trinity 

College。學生導遊告訴我們一趣談，當研究

生成為Scholar時有薪水還有優惠，為每晚晚

餐時45分鐘內免費供應任何酒類，可見Irish喜

歡杯中物之說並非虛傳。該大學的「古圖書

館」有著名的Book Of Kells，這是約1200年

前避Viking的Celt修道士以四種顏色的墨水，

用拉丁文把四福音繕寫在牛皮紙上，有特殊

的旋渦模樣及人與動物的裝飾，是Celt藝術

的極致。樓上的Long Room，65公尺長的圖

書室，收藏了20萬本珍本古籍，兩側有42尊

希臘先賢與愛爾蘭名人的胸像，而稱呼即用

拉丁文。一管理員告訴我，他們畢業典禮時

仍用Latin，我跟他說，美國早就不用Latin，

他回我，美國人連英語也不行。我想有些歐

洲人基於「或妒忌或鄙視」的心態，把美

國人看做暴發戶。Dublin的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Archeology & History免費，收藏

頗豐，看到他們幾千年前就有很精巧的金工

作品。原在這裡有關獨立運動的陳列，因搬

到別的博物館，可惜沒機會看。國立美術館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除了國內

外名畫外，此館因原來部份用地是蕭伯納

（Greorge Bernard Shaw）的居家，所以這裡

還有他的銅像與肖像畫。我問管理員，這些

擺在哪裡，他不但告訴我，還破例准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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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本來不准拍照）。我們當然也逛了有

許多與愛爾蘭建國有關人物銅像與中央郵局

的O’Connell Street。

高威Galway

在愛爾蘭西岸，人口六萬，是第三大

都市。橫越愛爾蘭火車只約三小時，沒有高

山，只有青翠的丘陵。Galway火車站旁有一

紀念愛爾蘭後裔甘乃迪總統的Kennedy Park。

有小景點，如1477年哥侖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這次出航大西洋時，曾去祈禱

平安的St. Nicholas教會（1320年建，哥侖布在

1492年才發現美洲）。聖尼古拉為小孩的守

護神，當時又是漁人的守護神，有如台灣媽

祖。教會旁有一紀念碑，記載1484年該縣縣

長James Lynch執法無私，處死了他犯了死罪

的親生兒子。有一說英語Lynch“私刑”由此

而來，雖含義不盡相同。到西岸來主要為的

是自然景色，我們參加了一整天的Local Bus 

Tour，帶我們到Cliffs of Moher。這讓人有到

達「地之角」感覺的斷崖絕壁，是高200公

尺、長8公里突出大西洋的岬角。雖有標誌以

英、法、德三種文字，禁止人們超越某一界

限，但我們也隨著一大堆人越界，Hike到快

到頂尖處（圖4），斷崖邊緣都是絕景。看了

這一帶的特殊地貌，叫Burren高原的石灰岩丘

陵，有許多古蹟與5800年前的墓石，發掘時

有二十幾具屍骨，俗稱巨人的餐桌（圖5）。

Aran Islands：為西岸的三離島，這裡

有如Celt文化中心，日常仍用Gaelic，只與

外人用英語。1932年已有記錄片「Man of 

Aran」。我們以渡輪過去看最大的島嶼Inis 

Mor，很多年輕人租了腳踏車，我們參加了在

港口招徠生意的Mini Bus Tour。島上有史前期

與初期基督教的古蹟，但主要是去看約2000

年前建在90公尺高斷崖邊的要塞Don Aonghasa

（圖6）。這二天斷崖之行都遇到當地罕有的

晴朗天氣，讓我們有了難忘的記憶。

康威Conwy

從愛爾蘭回來英國後，到這位在北威爾

斯的寧靜古城。這是英格蘭的Edward一世為

愛爾蘭西岸CLIFFS OF MOHER有到「地

之角」的感覺

4

5800年前的墓石俗稱「巨人的餐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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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征服威爾斯做為軍事要塞所建的城堡。像

在童話裡會出現的可愛Castle，一面臨海，而

全市（人口才3,800）又有城牆圍住，景觀很

美，是世界遺產（圖7）。我們不例外，也花

約一小時走完圍城的城牆，在這古堡遺跡的

許多圓塔爬上爬下，有讓人走進時光隧道的

感覺。

溫蒂美雅Windermere

從Conwy換了三次車，才來到這Lake 

District對外的門戶─Windermere。「湖泊區

域」是在英格蘭西北部，有十幾個湖泊與散

落的小鎮、村莊、連綿的石牆、牧牛羊綠

地、被1,000公尺左右高度的山峰環繞的國立

公園。許多文人騷客來這裡，寫關於此地的

文章。最著名的是以寫抒情詩聞名的渥茲華

斯（William Wordsworth），他誕生及以後

居住的房子都在這裡。我們參加了─Local 

Tour，一天裡帶我們去看十個湖泊，兼有一小

時的遊湖。碰到一群英國中老年人，他們搭

一段船，然後要沿湖邊小徑健行7英里回去，

預定走4小時。這些湖泊大小看來與日月潭差

不多或頂多二、三倍大而已，不像美國五大

湖，比整個台灣大。所以看這些湖光山色頗

有情調（圖8），讓人想起戰前的老日本情歌

「湖畔の宿」（1940年作曲）來，難怪Lake 

District是英國人的渡假勝地。

格拉斯高Glasgow

因為以前去過愛丁堡（Edinburgh），

所以這次蘇格蘭選Glasgow。此市人口75萬

人，為蘇格蘭最大的都市。以前是工業都

市，現在正轉型為文化與藝術之都。全市以

Victoria式建築著名，有一環狀小型捷運。

可愛的童話般的CONWAY城堡7

躺在INIS MOR島的斷崖邊緣，又懼又樂6

在LAKE DISTRICT所看的一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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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Kelvingrove Art Gallery & Museum（圖

9），陳列品包含自然歷史與美術，且有蘇格

蘭地方特色。也看了少有的宗教博物館，叫

St. Mungo’s Museum of Religious Life and Art，

所收藏不只是基督教的，也有佛、回、印、

猶太教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宗教生活及宗教美

術。還看附近中世紀宗教改革時沒被破壞的

Glasgow大聖堂，這些都是免費參觀。

約克York

我1963年到紐約（New York）當Intern，

30年後隨旅行團到York來，但印象不深。這次

15年後再自己來“Old”York。約克於公元71

年，由羅馬人創設，喬治六世說過「約克的

歷史，就是英國的歷史」。Old Town的城牆

大部份仍存，我們在城牆上走了一段，看羅

馬時代留下的古蹟，就去York Minster。這是

蓋了250年，於1472年完成的英國最大的哥德

式（Gothic Style）建築，外觀很特殊。可惜

它世界最大的東邊彩色玻璃窗（Stained Glass 

Window）正在修護，沒有看到，其主題應為

天地創造與世界末日。我們去國立火車博物

館（National Railway Museum），這是全世界

有關火車最大的博物館。看了複製的1829年

世界第一部火車Rocket號（沒想到當時已有這

名稱），當時跑Liverpool與Manchester間，應

為人類最早的大眾交通工具（圖10）。1964

年的日本新幹線車輛ヒカリ（光），也在陳

列中，這跑東京與大阪間的電（火）車比當

時跑同距離的英國最快火車，所需時間不到

其三分之二。英國火車網也相當密集方便，

但誤點幾分鐘到一、二十分算很平常，這遠

不及日本了。Victoria式宏偉的老建築處處都

是，全市有很多地方在路旁牆角掛著複製的

名畫，頗有藝術氣息。

York之後，我們又回到倫敦再留三天。

2008年，一英鎊約為2.25美元，覺得英國物

價比北歐貴。但2009年，英鎊大貶值，一英

鎊現約為1.6美元，現在可是遊英國的好時光

吧。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1829年世界第一部火車ROCKET號（複製）10

格拉斯高的 K E L V I N G R O V E  A R T 
GALLERY & MUSEU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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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醫療生涯
─歷盡滄桑一醫人

文／戴鐵雄

拎
著一隻日治時代留下來的長方形大皮

箱，偕妻坐上灰塵滿車的屏東客運老

爺巴士，一路開往臺灣最南端，窮鄉僻壤的

山城「恆春」。離開枋寮後，經過「加祿

堂」，車子就開進狹小彎曲的二線道「石

頭」山路。砂石路面經車輪壓過後揚起的灰

塵，立即在車窗外層撒上一層灰朦朦薄幕，

將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交會處，綠波盪漾的

廣闊美麗海景，遮掩在朦朦朧朧砂塵中。氣

喘兮兮地顛簸在崎嶇不平的石頭路上折騰到

楓港，這部古董級老爺車終於掛了。有經驗

的老恆春乘客們都紛紛下車去，隔座先生告

知，「這一拋錨，得花上半小時以上修理才

得再開車」。聽從地離開窒悶的車廂，一腳

剛跨上楓港的土地，立即被一陣強風迎面襲

擊。驚問同車人「有強颱嗎？」，笑著回

答：「第一次到恆春嗎？這叫『落山風』，

是從臺東方面的太平洋吹來的季節風，每年

九月份重陽開始陸陸續續的吹，到清明節才

會結束。一吹就是三、四天、一星期的。強

勁時比七、八級颱風還強，騎腳踏車都會連

人帶車被吹倒，在恆春住幾天你就會習慣

的。」，看到對方「滿臉風塵」，想必自己

的尊容也如是，心想，一定是從老爺車窗鬆

弛的縫隙鑽進來的塵灰傑作。

接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派令，以薦任十二

級官銜，於1966.03.04，接任學長高東輝醫

師的「省立屏東醫院恆春分院院長」職缺，

在赴任途中就接受如此盛大的風砂洗塵，可

真有些「受寵若驚」，也難怪妻子會嚷著要

打道回省立屏東醫院繼續安安穩穩的當平平

靜靜的主治醫師，也不願「流落風塵」去

「南面稱王」當甚麼，能夠獨當一面的「分

院長」（吳金鑾屏東醫院院長及李啟東副院

長所鼓勵的話）。也難怪60年代醫師被「下

放」到如此偏僻、交通不便的恆春，衛生處

都會美其名為「人才下鄉」。

回想1960 .08 .01，自臺大醫學院畢業

後，立即在士林衛勤學校接受六星期醫預

官入伍訓練，一結訓立即於10.06，與妻結

婚，10.09，趕赴新竹湖口裝二師（戰車部

隊）報到入伍服役，在軍中渡過沒有新娘在

旁的「蜜月」。數饅頭的日子一結束，於

1961.10.19，進入省立基隆醫院，以月薪新臺

幣140元，正式成為外科額外住院醫師（後來

於1962.01.12，向省立宜蘭醫院借用醫師缺，

才正式核派委任十級）。至1966.01.14，以薦

任十二級主治醫師銜，奉轉省立屏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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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二個月未滿就要調職恆春分院，還要二男

一女三個小小孩（各二、四、五虛歲）重新

適應新環境，這麼頻頻的更換工作場所，又

碰上落山強風「洗塵」，妻子不發難抗議才

怪呢。

恆春分院座落於距恆春南門城郊外約

五百公尺處，通往墾丁的「山腳路」旁、一

佔地一甲多的廣大平房建築。前身是日治時

代專門收容殘疾、無家可歸、身染惡疾或乞

丐等的「愛護寮」（日治時代不准乞食者

及流浪漢在街頭行乞或遊蕩，一出現，馬上

會被日本警察拘往愛護寮收養管制，門禁森

嚴，一進去就終生不容易出來）。被國民政

府接收後，由時任「高雄縣參議會議長」的

恆春耆老「葉登祺」先生的積極爭取下，於

38.06.01，就原地改建、成立「高雄縣立恆春

醫院」。1951年臺灣省行政區域調整，屏東

獨立成縣後，改稱「屏東縣立恆春醫院」，

翌年改隸省立屏東醫院之恆春分院，1999年

廢省後，改稱「行政院衛生署屏東醫院恆春

分院」。改來改去，幾十年來一直為人「籓

屬」，無法自立，幸經恆春子弟「潘孟安」

立委的極力奔走爭取，終於在2007.05.27獨立

升格為「署立恆春旅遊醫院」。

護理人員全部都是日治時代或二戰後接

受短期訓練的助理護士，對護士倫理有所欠

缺，致管理鬆散，乃央請臺北護專畢業，任

過高醫、省北（目前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

興院區）護理長的妻子，出任護理主任（因

唯一的護理長缺已有人，故借用省屏醫護長

缺），嚴格執行排班及準時上班機制，以導

正八、九時，甚至十時才上班的遲到脫序狀

況；同時著手建立手術器械財產清冊，耗材

進出帳簿，以遏止浪費。還嚴格監控供應室

的消毒流程，手術室的定期消毒，以確保病

患安全，讓筆者無後顧之憂，專心醫療。醫

師名額，除了一位分院長外，未設置主任醫

師，只有四醫師缺。現職醫師有內兒科華義

順，婦產科黃玉清，後來又有牙科徐醫師加

入。就在如此寒酸陣容下，負起恆春醫療龍

頭工作。因人手單薄，牙科也加入輪值班，

當年社會風氣還留有日本人守法之風，人民

老實單純，換成今日，以牙醫看急診，不

被告翻才怪。而身為主管的筆者每天都ON 

CALL，隨時應召上陣參與急救、手術工作，

白天除分院長職務，如批閱公事等外，還要

早上看門診，下午手術，曾有三天三夜不眠

不休手術又門診的超體能工作，致突發暈

眩、胸口悶而軟癱於院長辦公室情事發生。

當年的分院長借用主治醫師宿舍當官

舍，一年後才獲衛生處長許子秋撥專款興建

分院長公館。同時把院內空地公園化，讓住

院病人於晚上坐在彎型平臺石椅上，在路燈

椰影下，靜賞夜空、星星、月亮與浮雲，以

度過枯燥的住院時日。

感謝前任高東輝分院長，願意下鄉奉

獻，手術救治無數傷患，免去山城傷患折騰

於長遠山路，枉死送醫途中，或無錢就醫，

拖斃家中；讓恆春半島民眾對恆醫產生信

心。筆者接任後，戰戰兢兢地努力守成並發

揚光大，終於讓恆醫站穩恆春地區的醫療龍

頭地位，代代相傳下去。

當年的開業醫師只有許燦淵、許兆祥、

龔萬進三家內兒科診所，一家郭清音牙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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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離公職的高東輝外科。整個恆春半島，就

靠這麼少數幾位願意到偏僻地區奉獻的醫療

先進勉強維持醫療急救工作。所有衛生所主

任均懸缺，都由保健員充任代理主任，負責

預防針施打工作。所謂環衛督導、肺結核防

治、砂眼防治等，僅徒具其名，頂多發放土

黴素、金黴素眼藥膏給砂眼病患，及INAH

及PAS給肺結核病患，以致二個山地鄉成為

肺結核及蛔虫的溫床鄉。所以目前罕見的結

核性肺炎及腦膜炎、開放性肺結核，嚴重的

威脅居民健康，也成為家屬及醫療人員的重

大負擔。加上衛生環境及衛生常識與習慣的

欠缺，所以小孩蛔虫罹患率蠻高，挺著裝滿

蛔虫的「大肚子」小孩到處可見。疫痢、肺

炎隨時流行，小兒麻痺致肢體癱瘓者隨時發

生，麻疹更是小孩的奪命元兇。居住環境髒

亂，缺少衛生習慣與觀念，急性腸炎致小孩

休克奪命者，時有所聞。加上當年沒有社會

保險，居民除了少數大地主、生意人等，

八、九成都是窮民，他們以替地主割瓊麻

葉，絞碎後製麻繩為業，而被簡陋的絞瓊麻

機絞碎半肢前臂的不幸事件經常忙壞醫療人

員。

少數鄉民以捕魚為生，因船小構造簡

陋，只能近海作業，所以漁獲量不多，且大

多漁獲歸船主所有，漁民只能分得少數售魚

分紅，因此也生活清苦。山地人（原住民）

只靠打獵維生，只少數人有幾分薄田可種

植。所以養豬、養雞鴨成為鄉下人的重要副

業。因此有病能拖即拖，往往拖成大病才就

醫，所以要花更多的錢。孕婦分娩絕大多數

都由民間沒有受過訓練，只靠傳統土接生法

的所謂產婆接生，可想像分娩時會有多少合

併症發生，多少產婦喪身產婆手下，又有多

少嬰兒罹破傷風喪命？我們常常要緊急處理

產後大出血、難產、妊娠中毒症等急症。當

年交通不發達，若轉送屏東市（尚無雙園大

橋，不能送高雄，沿路也沒有如今那麼多醫

院），傷病患往往冤死送醫途中，所以當然

都送到恆春分院及高東輝外科，可見當年人

手短缺的醫護團隊是多麼辛苦。

當年交通工具缺乏，鄉下人上恆春都以

農用拼裝車（叫SIDE CAR，臺語叫「鐵牛

仔」）為交通工具，因前面只有一個車輪，

重心不穩，加上鄉下泥濘路高低不平，遇雨

易滑，乘客量又多超載，致翻車不幸事件常

見，一送來就是一、二十多位重傷患，得全

院總動員（四位醫師，全體護士，事務員及

工友全部）進行搶救，這就是當年偏遠地區

住民的悲哀與宿命，及醫師正式護士不肯下

恆春的原因（護士包括護士長，都是中老年

非科班卻經驗豐富的）。

1968.12.20，因業績亮眼，奉調升省立

旗山醫院副院長，不過因與病患及家屬已建

立良好的醫病互動，在妻子也堅持下，就在

恆春有名的「十三間樓仔」租屋懸壺濟世。

登門就醫者可真五花八門，除了傳統的內兒

外婦產科（包括剖腹產、刮子宮、不孕諮

詢）外，眼睛入鐵屑沙塵，耳鼻腔異物（雞

母珠、昆蟲入耳，水蛭鑽入鼻腔……），喉

頭魚刺等，反正鄉下人認為當過院長的甚麼

都會，我也只能更認真學習去應他們要求，

「當」起他們心目中的「萬能醫師」了。因

為窮，診治十個病人就有3、4個欠帳，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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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鄉下人老實純樸，每到賣豬售穀或女兒

出嫁收聘金，就會一起來結帳，分文記得清

清楚楚，到現在已過耆老之年而將入耋耋之

列，與這麼多遍布恆春半島的老病人及其家

屬，都一直保持亦「師」亦友的良好友誼與

醫病關係。

從夫婦倆各提一隻日式舊大皮箱，灰

塵滿臉的到恆春，至目前的「髮蒼蒼而視茫

茫」，這期間除了治療無法計數的病患，驗

過近千遍死屍體，還完成「坎坷路」、「法

醫奇緣」、「落山風政論專集共六冊（為

臺灣政壇把脈、急診、手術、復健等）」，

「恆春灣的沉思」，「門扉後的背影」等。

我將一生中最精華的大半輩子奉獻給恆

春，也在這裡成長發跡，增加不少學識，積

聚無數經驗，認識許多益友，極微的付出，

卻從恆春獲得無盡的回報，讓我完全融入這

塊土地，這輩子與恆春已結下了永遠「不解

之緣」。

2007.10.17.于恆春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開

業）

臺灣大學法醫學科（所）誠徵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1. 學經歷：（1）具法醫師、醫師或牙醫師證照者。或

　　　    　　　　（2）具法醫學相關領域專長之博士學位者。

　　　2. 專　長： 具病理解剖學、法醫毒物學、法醫血清學或法醫生物學等背

景，且有教學或實務經驗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1. 履歷表。

　　　　　　　　2. 完整著作目錄。

　　　　　　　　3.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4. 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 國內、外相關領域人士推薦函2封。

（三）截止收件：99年11月25日下午五時前，書面文件送達。

（四）寄送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
　　　　　　　　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所）教師遴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489，簡淑芬助教

（六）E-mail：forensi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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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級醫學中心的另一個里程碑
─成大醫學中心「門診─臨床研究
暨癌症中心」啟用典禮賀詞

文／韓良誠

國
立成功大學於1981年奉准籌設醫學院之

後，於1985年2月15日破土興建「成大

醫學中心」，而附設醫院，則於1988年6月12

日正式啟用。如今，2007年1月26日舉行動土

典禮的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第二大樓擴建計

畫，也將在第一大樓啟用22年之後的2010年6

月12日，院慶之日，舉行啟用典禮。

多年以前，在我行醫47年之久的前半

段時期，對於代代都居住於府城的我這個老

台南人，又是大部份時間都在基層行醫的人

來說，在還沒有現代化、夠水準、足以應付

複雜，或是急難重症病人的醫院時期，常常

感到不安與無奈。這也是曾經在孤軍無援之

下，面對眾多病人，奮戰20多年的小診所醫

師的心理寫照。因此，當年（1988年）成大

醫院的正式誕生，等於是如在茫茫大海中看

到了燈塔般，有一股強烈的安全感、信心與

期待。

22年過去了，成大醫院也已建立了身

為南台灣醫療重鎮的聲譽，但正如本人在20

週年院慶特刊上所寫的：「對於過去20年，

我們不忍，也不應該以太嚴格的標準來衡量

成大醫院，畢竟『萬事起頭難』，許多『先

頭部隊』醫師的蓽路藍縷，我們應該可以肯

定，但此後的5年、10年乃至20年，醫學的

進步一定會加快腳步，不『加速前進』則一

定會被遠遠的拋在後面，懇請老一輩的教授

級醫師們（其實都還年輕），一定要負起責

任，帶領新一代的年輕醫師，要有『向前

衝』、『往上提昇』的動力，不應只以『已

經成為南部醫療重鎮』而自滿、而自喜，卻

應放大格局，在台灣，也在國際上，爭得一

席之地。」

今天，成大醫院第二大樓新建工程已經

完工了，展望未來，成大醫院的團隊此刻，

已經責無旁貸地應該以更嚴謹、更高的標準

做自我要求，如何好好規劃使用這所現代化

的大樓，使它發揮最大的功能，也和原有的

成大醫院相輔相成，求取加乘的效果，扮演

國內兩所完整國立大學中，具備醫學院之醫

學中心的角色，以有別於台灣眾多的醫學中

心，做好國際水準的服務、教學與研究，並

且好好把握國立大學擁有的，醫學院在網羅

人才方面的優勢與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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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一所醫學中心的優劣，不只在

建築、設備的現代化，更重要地是在於有無

優秀的從業人員。其中是否有足夠的良醫，

不但可以服務病人，還可以經由身教與言

教，教導出下一代的好醫師；並藉由研究提

升醫學科學的進步。雖然，明知這種人材是

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只要身為人師的高級

主管，能以大公無私的胸襟，面對神聖的醫

業，用心找尋可造之材的年輕醫師，教育、

鼓勵年輕醫師，誠心培育年輕醫師，則擴建

大樓的意義是非凡的，潛力是無窮的，進入

國際級的醫學中心之列，是指日可待的。

附註：本文亦發表於《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臨床研究暨癌症中心」新大樓啟用

慶祝特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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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藥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2名

一、應徵資格：（1）具有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3）具有獨立研究能力及藥理學相關教學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含紙本及電子檔光碟一份）

　　　　　　　（1） 詳細履歷表及自傳（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重要獲獎記錄及有

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過去教學及研究成果大綱

　　　　　　　（3）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4）推薦函三封

　　　　　　　（5）近五年內著作目錄（請註明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

三、截止日期：99年11月30日（送達日期）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十一樓　台大醫學院 藥理學研究所

　　傳　　真：886-2-23915602, 886-2-23915297
　　E-mail：pharm@ntu.edu.tw
五、預定起聘日期：100年8月1日

備註：1、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專任教師

聘任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下載相關

表格。

　　　2、相關研究獎勵辦法：http://homepage.ntu.edu.tw/~pers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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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可促進人文素養

文／曾淵如

酒
在人類文化的進展中，是相當重要的

一環。中國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人喝

酒。據說酒是夏代大禹的好友儀狄所研發

的。西方也在古埃及、巴比倫、希臘及羅馬

時代就有關於酒的敘述。酒在漢書中被稱為

「天之美祿」，在王莽詔書中被稱為「百藥

之長」。酒的芬芳香醇，深受大眾的喜好，

成為應酬宴會及祭典喜慶的必備物品。人在

高興時要喝酒助興；在愁悶時會借酒澆愁。

酒會讓詩人詩興大發，下筆有如神助而能

“詩”不絕書。酒也讓音樂家創意洶湧，有

關酒的歌曲源源不斷。酒對人生的重要性，

有如標點符號在文章裡的地位。文章缺少標

點，文意難以呈現。人生若沒有酒，將索然

無味。然而酗酒，可能傷身誤事。認識瞭解

“酒”事，可促進健康與人文素養。

酒的詩

酒與詩人結下不解之緣。自古中國詩人

對酒有所喜好，以致有關酒的讚頌詩詞，流

傳千古。酒是謫仙李白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他有許多歌詠酒的詩。這些詩灑脫風流，自

然形成，都是氣象豪壯，海闊天空的作品。

其中含“酒”字為詩名的詩如下，括弧中的

詩句是全篇詩的部份：（1）山人勸酒（稱是

秦時避世人，勸酒相飲不知老）；（2）對

酒（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3）金陵鳳凰台置酒（置酒延落景，金陵

鳳凰台，……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4）嘲王歷陽不肯飲酒（笑殺陶淵明，不飲

杯中酒）；（5）對酒相待以詩見招（開顏

酌美酒，樂極忽成醉）；（6）訓中都史攜

斗酒雙魚見贈（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

表情素）；（7）前有樽酒行二首（春風東

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迴波）；（8）對酒

行（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9）對

酒醉題屈突明府廳（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

杯）；（10）把酒問月（唯願當歌對酒時，

月光長滿金樽裏）；（11）將進酒（將進酒，

杯莫停，……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

古愁）；（12）對酒憶賀監（金龜換酒處，

卻憶淚沾巾）；（13）金陵酒肆留別（風吹

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14）下

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歡言得所憩，美

酒聊共揮）；（15）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

唱鷓鴣者（雪花酒上滅，頓覺夜寒無）；

（16）對酒（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

（17）待酒不到（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

遲）；（18）蘭陵酒（蘭陵美酒鬱金香，玉

碗盛來琥珀光）等等。內容有“酒”字的詩

也為數不少：（1）楊叛兒（君歌楊叛兒，妾

勸新豐酒）；（2）擬古四首（提壺莫辭貧，

取酒會四鄰）；（3）月下獨酌四首（花間一

壺酒，獨酌無相親）（天若不愛酒，酒星不

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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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愛酒不愧天）；（4）春日獨酌二首（思

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

望遠山）；（5）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玄暉難在德，灑酒氣填膺）；（6）遊謝氏

山亭（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7）夜

汎洞庭尋斐侍御清酌（曲盡酒亦傾，北牕醉

如泥）；（8）春日醉起言志（感之欲嘆息，

對酒還自傾）；（9）獨酌清西江石上寄權

昭夷（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10）

襄陽鼓（此江若變作春酒，疊麯便築糟丘

台）；（11）扶風豪士歌（作人不倚將軍勢，

飲酒豈顧尚書期）；（12）對雪醉後贈王歷

陽（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醉憨秉燭遊）；

（13）乘醉訪四郎（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

樓）；（14）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15）醉後

贈從甥高鎮（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

酒錢）；（16）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解我

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

酣樂事多）；（17）梁園吟（平台為客憂思

多，對酒遂作梁園歌，……人生達命豈暇

愁，且飲美酒登高樓）；（18）悲行歌（君

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

得，一杯不帝千鈞金）；（19）各中行（蘭

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20）

送別（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21）

洞庭醉後送呂使君果流灃州（洞庭破秋月，

縱酒開愁容）；（21）廣陵贈別（金瓶沽美

酒，數里送君還）；（22）陪侍郎叔遊洞庭

醉後三首（白鷗閒不去，爭拂酒筵飛……巴

陵無限酒，醉後洞庭秋）；（23）短歌行

（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24）笑歌

行（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

樂，虛名何處有）；（25）行路難（金樽清

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尚有其他詩人之有“酒”字為詩名的

詩，如：（1）陶淵明的飲酒詩（悠悠迷所

留，酒中有深味）；（2）李賀的將進酒（琉

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勸君終日

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3）張泌

的酒泉子（酒香噴鼻懶開缸，惆悵更無人共

醉）；（4）司空圖之酒泉子（黃昏把酒祝

東風，且從容）；（5）楊庭秀的生酒歌（生

酒清於雪，煮酒赤於血）；（6）蘇軾的桂

酒（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

（7）白樂天的何處難忘酒（何處難忘酒，

天涯話舊情）。還有內容有“酒”字的詩，

如：（1）李清照之醉花陰（東籬把酒黃昏

後，有暗香盈袖）；（2）李清照之蝶戀花

（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細重）；

（3）唐寅之桃花庵歌（酒醒只在花前坐，

酒醉還來花下眠）；（4）歐陽修的蝶戀花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5）陶淵明之讀山海經詩（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6）韋莊之菩薩蠻（珍重

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過酒且呵呵，人生能

幾何）；（7）蘇軾之水調歌頭（明月幾時

有，把酒問青天）；（8）杜牧之遣懷（落

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9）

羅隱之自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

日愁）；（10）柳永之蝶戀花（擬把疏狂圖

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11）劉

克莊之風入松（人言酒是消憂物，奈病餘孤

負金罍）；(12)曹操之短歌行（對酒當歌，



校友小品

2010年9月‧第27卷第9期 ��

人生幾何）；（13）歐陽修之定風流（對酒

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14）王

維之少年行（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

少年）；（15）左思的詠史（荊軻飲燕市，

酒酣氣益震）；（16）杜甫之飲中八仙歌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

移封向酒泉…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

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

仙）；（17）王維之渭城曲（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18）蘇軾之虞美

人（此歡能有幾人知，對酒逢花不飲待何

時）；（19）孟浩然之遇故人莊（開軒面場

圃，把酒話桑麻）；（20）杜牧之清明（借

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21）

陸游之遊山西村（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

客足雞豚）；（22）白居易之問劉十九（綠

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

一杯無）；（23）范仲淹之御街行（愁腸已

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24）晏殊

之採桑子（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

恨離亭，淚滴春衫酒易醒）；（25）朱敦儒

之鷓鴣天（天上人間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

神…一杯能變愁山色，三琖全迴冷谷春）；

（26）辛棄疾之水調歌頭（萬事一杯酒，長

嘆復長歌）；（27）辛棄疾的卜算子（仙飲

千杯醉似泥，皮骨如今石）。描述酒醉的詩

亦不少，如：（1）蘇軾的醉落魄（醉醒醒

醉，憑君會滋味）；（2）李白的魯中都東樓

醉起作（昨日東樓飲，還應倒接籬。阿誰扶

上馬，不省下樓時）；（3）李白的洞庭醉後

送呂使君果流灃州（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

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4）唐寅

之桃花庵歌（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

復年）；（5）辛棄疾之西江月（醉裏且貪歡

笑，要愁那得工夫）；（6）晏同叔之拂霓裳

（惜清歡，又何妨沉醉玉尊前）；（7）杜甫

的醉時歌（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望形

到爾汝，痛飲真吾師）；（8）元結之石魚

湖上醉歌（山為尊，水為君，酒徒歷歷坐洲

島）；（9）唐庚之醉眠（餘花猶可醉，好鳥

不妨眠）。僅有上述的幾位詩人，就有如此

多與酒有關的詩。如果再尋覓，那遺珠佳作

將更多。詩是文化中之一道恆久耀目的金色

光芒。酒詩精美的簡短絕句寫盡酒的誘人，

飲酒的情景及意境，友情及人生，鄉土家

園，醉酒等，情韻生動，情意真摯，引人入

勝，會讓人陶醉於酒的世界。

在西方也有酒神讚歌（dithyramb），

這是西元前七世紀的希臘人在崇祀酒神戴奧

尼索斯所唱的即興歌。這種體裁最初是在科

林斯之戴奧尼索斯大會上表演，由50名成年

男子與男孩組成的合唱團環繞戴奧尼索斯祭

壇，翩然起舞，有蘆笛伴奏。西元前六世

紀，這種讚歌被正式認為一種文學體裁。這

個酒神讚歌的時代，是偉大的希臘抒情合唱

組合的時代。其中希臘有名詩人巴克基利斯

的18首頌詩，除了合唱外，尚有獨唱演員的

對照，加強以詩歌敘述的戲劇效果。此後，

希臘詩人利用語言及音樂於諸神讚歌的編

寫，使這種讚神的歌曲更為浮誇。

酒的歌

歌像酒一樣，有許多的韻味，迎合各人

的喜好。酒的歌是非常有趣，繽紛多彩。因

此，酒也成為歌曲的素材。當喝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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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聽唱不同的歌曲。欣賞“酒”歌，有

可能陶醉於喝酒一樣。歌名含“酒”的歌曲

中，以英語歌最多，其次台語歌、日語歌，

華語歌較少。下述列舉一些，遺珠難免。台

語歌中耳熟能詳的有：（1）酒女；（2）酒

女夢；（3）酒家女；（4）�酒味；（5）�酒

歌；（6）酒若醒；（7）燒酒話；（8）傷

心酒；（9）酒落喉；（10）酒與淚；（11）

酒場浪子；（12）愛的苦酒；（13）燒酒咖

啡；（14）鴛鴦酒杯；（15）今夜的酒杯；

（16）苦酒飲袜煞；（17）有酒矸通賣無；

（18）酒醉的滋味；（19）夢追酒；（20）

可憐的酒家女；（21）講酒話；（22）酒矸

仔伴等。有關酒女的歌曲唱出癡情的酒女在

職場的狀況，受到客人糾纏、輕蔑，而淚水

往肚吞的可憐；受無情無義男人欺騙的悲哀

無奈；對獲得良人的期望，真是令人同情。

有些歌曲描述真情的男性，身心受騙的傷

心，藉酒逃避現實，卻怕酒醒後，無人安慰

而感到惶恐。有酒矸通賣無，描述收酒矸賺

生活的勞動勤奮的精神，為膾炙人口的風土

歌曲。其他歌曲的歌名雖然沒有“酒”字，

但其內容卻有“酒”字，如：（1）心痛；

（2）金包銀；（3）醉袜停；（4）免失

志；（5）杯中影；（6）介高尚；（7）癡

情花；（8）乾一杯；（9）苦戀歌；（10）

點一支�；（11）爛田準頭；（12）坎坷人

生；（13）南都夜曲；（14）放蕩人生；

（15）雪梅思春；（16）後街人生；（17）

港邊乾杯；（18）你無情無義；（19）愛情

是苦海；（20）無奈的相思；（21）毛毛相

思雨；（22）船過水無痕；（23）爽快乾一

杯；（24）天清清地靈靈；（25）看破這場

情；（26）港町十三番地；（27）今夜又擱

為你醉；（28）恰想也是你一人。苦戀歌中

「真知燒酒不解愁，偏偏飲酒來添愁」的押

韻絕配。酒女夢含有最長的歌詞，全曲包括

歌詞147字，口白166字，共有313字。

有“酒”字之歌名的日語歌曲有：（1）

酒場；（2）酒場；（3）

酒場；（4）酒場；（5）望

鄉酒場；（6）淚之酒；（7）悲酒；

（8）他人酒；（9）夢追酒；（10）

酒；（11）酒；（12）二人

酒；（13）酒淚溜息…等。有關酒

場的歌曲，描述酒店內各種客人飲酒的心情

及願望。獨身的人只有到酒店來消除無聊恐

懼。情場失意的男人夜裡坐在酒店，有人懷

念虛假的戀情，獨自喝酒啜泣而喪志；有人

凝望灑落窗外的雨滴，澆愁的陣陣酒香讓他

重燃希望，期盼能再一次追回美夢。有人在

歸鄉的火車上，近鄉情怯，懷念故鄉及喝酒

的情景。鮪魚船的水手老兄在酒

店，雖然彼此不認識，在喝酒的氣氛下，相

互傾訴，忘卻海上的辛勞。不同的酒敘述不

同的際遇及心情。沉溺戀情而無法自拔的男

子，流盡傷心的眼淚，徘徊酒店，喝盡淚之

酒，去獲取虛假的情意。初嘗情侶別離眼淚

的滋味，期藉酒消愁，但卻無法忘懷而更

愁，只有繼續暴飲悲傷的酒。他人酒指和沒

有深交的人一起喝酒，被遺棄的人常無法與

心愛的人一起喝酒，而一直獨自喝他人酒。

當然情侶兩人能共飲而淺酌，是人生最大的

幸福及快樂。不過，情場失意的人別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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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作曲家古賀政男所寫之“酒淚溜

息”的歌，勸失意的人捨棄憂愁悲傷的傷

心地，重新振作，給人莫大的鼓舞。這首以

吉他演奏的歌曲，旋律無比優美，令人陶醉

振奮。

以“酒”字為歌名的日語歌曲雖比台語

歌曲為少，但內容含有“酒”字的歌曲卻不

少，如（1）落葉：暗小路安酒場

（昏暗小巷的小酒店）；（2）苦手

：酒，（為酒

憔悴，為伊迷戀）；（3）惚：

体，惡，水酒割

（對你身體不好，把酒摻在水裏）；

（4）（two person’s love 

song）：大人同志見合，別

（成人一對相互凝視著，喝

離別的酒也不是很好嗎？）；（5）舟唄（船

歌）：酒溫火間，沖鷗

深酒（酒是微溫的溫酒較好，給外

海的海鷗喝酒）；（6）：行

街來，行酒飲，前

淚味（來到擦逢的街，喝了擦逢的

酒，就有妳淚水的味道）；（7）細雪：

酒下少（喝著依戀酒，

請再為我斟些酒）；（8）北：酒

ら，�唄ど歌（獨自

對酒，哼唱悲歌）。前面兩首描述飄零流浪異

鄉，在酒廊表演之吉他手或歌手，逢迎客人

的演奏或演唱，奏出自己的嘆泣，唱出懷念

遠方故鄉的情歌，引起客人的共鳴。有些歌

曲也描述在大雪紛飛的日本北方，女人內心

的依戀，或情侶兩人喝依戀酒的情景。而船

歌的主角雖然對喝酒的環境、下酒菜、酒的

溫度有許多的期待，但是對於思念的那位姑

娘卻無法忘懷，含淚哭泣喝飲溫酒，而唱起

船歌。

有“酒”字為歌名之華語的歌曲雖不算

多，但內容含酒字的歌曲卻不少。有“酒”

字為歌名的華語歌曲有：（1）小米酒；

（2）飲一杯陳年芬芳的酒；（3）愛情釀的

酒；（4）苦酒滿杯；（5）美酒加咖啡；

（6）真情比酒濃；（7）那一夜你喝了酒；

（8）酒醉的探戈；（9）酒矸通賣無。香香

的小米酒吐露濃濃的情意。愛情釀的酒既不

燙口也不燒舌，而能讓人進入浪漫的夢鄉。

陳年芬芳的酒，增加朋友離別時的友情。男

女甜蜜的真情比酒濃。當被人遺棄時，心中

盡是夢中人，孤獨寂寞，苦酒滿杯，繼續沉

澱於酒醉的探戈。女性對愛人行為的拿捏，

就呈現於那一夜你喝的酒。酒矸通賣無與台

語的酒矸通賣無之歌曲不同，讚賞及感念養

育的恩情，同是正面激勵的歌曲。華語之

“酒矸通賣無”是有很長的歌詞，共有257

字。“苦酒滿杯”曾被國民黨政權認為是灰

色失敗消極的歌曲，列為禁歌而銷聲匿跡一

段時間。

內容含有“酒”字之華語歌曲比有

“酒”字在歌名的歌曲較多，有（1）戲鳳；

（2）今夜又擱為你醉；（3）今夜我想喝

醉；（4）追夢；（5）我的眼睛在下雨；

（6）最後一夜；（7）何日君再來；（8）小

雨來得正是時候；（9）祝你順風；（10）重

提往事；（11）跟往事乾杯。賣酒的風情好，

將比酒更迷人。女性為達成期待的願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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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夢中相對的一杯酒，對愛慕的人常會鬆懈

戒備，在醉人的醇酒及溫柔的陷阱而受騙。

在最後一夜喝不盡醉人的醇酒，不知何日君

再來。當心愛的人離開時的錯愕，來得正是

時候的小雨，代替情場失意者流不出的眼

淚。受騙者對欺騙者無怨無悔的寬恕，勇敢

站起，以一杯葡萄酒祝對方一帆風順，明日

的酒杯，不再裝昨日的傷悲，把往事當成一

場宿醉，也跟往事乾杯再見。

英文歌名含“酒”字的歌曲： ( 1 ) 

Alligator Wine; (2) Bitter Wine; (3) Blood Red 

Wine; (4) Cherry Red Wine; (5) Elderberry Wine; 

(6) Harvest Wine; (7) Honk Tonk Wine; (8) Lilac 

Wine; (9) Mexican Wine; (10) Old Dogs, Children 

and Watermelon Wine; (11) Old Red Wine; (12) 

Red Wine; (13) Red Wine & Whisky; (14) Red, 

Red Wine; (15) Sangria Wine; (16) Slow Wine; 

(17) Strawberry Wine; (18) Summer Wine; (19) 

Sweet Cherry Wine; (20) Sweet Wine; (21) Warm 

Red Wine; (22) Wine; (23) Yesterday’s Wine; 

(24) A Steel Guitar and a Glass of Wine; (25) 

Bottle of Red Wine; (26) Bottle of Wine; (27) A 

Little More Wine; (28) Drinking Wine Spo-Dee-

O-Dee; (29) I Buy the Wine; (30) Lips of Wine; 

(31) Little Old Wine Drinking Me; (32) God of 

Wine; (33) Honey and Wine; (34) Me and My 

Wine; (35) Sip of Wine; (36) Sip the Wine; (37) 

Spill the Wine; (38) Wine and Roses; (39) Wine 

and Women; (40) Wine Colored Roses; (41) Wine 

into Water; (42) Wine Me Up; (43) Wine O’Wine; 

(44) Wine Stained Lips; (45) Wine, Wine, Wine; 

(46) Wine Song; (47) Wine, Women an’Song; (48) 

Wine, Women and Song; (49) Wine Woogie。

歌名沒有“wine”，但歌詞中有“wine”字

的歌如下：(1) A Taste of Honey; (2) Children’s 

Crusade; (3) Daydream; (4) Don’t Know Why; 

(5)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6) Dust 

on the Bottle; (7) Elvira; (8) Get Down; (9) 

Half a Mile Away; (10) Honky Cat; (11) Hotel 

California; (12) Incense & Peppermints; (13) 

Joy to the World; (14) Lady Marmalade; (15) 

Louisiana Hot Sauce; (16) Never Tear Us Apart; 

(17) Scenes form an Italian Restaurant; (18) 

These Are the Days; (19) Tin Cup Chalice; (20) 

Watermelon Crawl; (21) We Don’t Have to Take 

Our Clothes Off等。“學生王子”的影片中，

卡爾王子在酒店中與學生們高歌“飲酒”相

關的歌曲：(1) To the INN We’re Marching; (2) 

Come Boys Let’s All Be Gay, Boy; (3) Drink, 

drink, drink; (4) GAUDEAMUS，由歌王馬利

歐蘭沙（Mario Lanza）主唱，其宏亮美音令

人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於耳。

結語

酒可以促進人文的發展。它帶領人們

享受詩詞及歌曲的薰陶，增進人們追求真、

善、美的人文素養。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

科名譽教授、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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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的芬芳香醇相當誘人，有瓊漿甘露的美

譽，深受大眾的喜好。然而酗酒，會傷

身誤事，害人害己。認識“酒”事，有益健

康的促進。

酒對身體的影響

酒在中國被認為是行氣送血的助手。

適度的飲酒有益身體。酒自小腸吸收而進入

血液。當酒被吸收的速度超過被氧化及排泄

時，就累積於血液。喝入酒之5~10%是不變

地由小便、汗及呼出空氣排出，其餘以每小

時5~10毫升（cc）氧化為水及二氧化碳。每

毫升（cc）的酒精會產生7大卡（kcal）的

熱量。一般喝酒的人會有四個階段：第一階

段時，會有飄飄欲仙的快樂感；第二階段

時，會多話，喋喋不休；第三階段時，會沉

默不語，安靜嗜睡；第四階段時，會意識

不清。酒精在血中的濃度50毫克／100毫升

（mg/dl）有鎮靜效果；50~150毫克／100毫

升會動作不協調；150~200毫克／100毫升

會譫狂（delirium）；200~300毫克／100毫

升會嗜睡；300~400毫克／100毫升會喪失

意識；超過400毫克／100毫升會致命。重度

的喝酒會導致口腔、食道、胃、胰臟的發

炎、肝硬化、營養不良、周圍性神經病變、

精神錯亂、內分泌系統失調、心肌症，特別

在神經精神的傷害。長年酒精中毒的人會出

現中樞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肌肉骨骼系

統及身體重要器官的退化及老化。飲酒過度

的人，容易死於各種事故和疾病，平均壽命

會減少10~12年。尤其酒造成之神經系統的

損傷，容易造成酒後事故，傷己又害人。每

天必飲，每飲必醉的酗酒，將會費時、損身

及誤事。醉生夢死而敗事喪志之歷史殷鑑，

比比皆有。晉朝的劉伶，雖有大志，但縱酒

放任，而只做到建成將軍。晉朝的陶淵明，

本有救國濟世之才，卻生平嗜酒，而醺醺一

世。有鑑於酗酒的傷身誤事，中國曾有許多

朝代厲行酒禁，如漢代初期、南北朝、隋、

金、元等朝代。尚書的酒誥裁明「群飲汝勿

佚，盡執拘以歸於國，予其殺」。周禮亦規

定由「司武虎，查禁酗酒遊蕩的酒徒。對不

聽勸止者，可以“搏而殺之”」。酒可能惹

殺身之禍。雖然禁令嚴峻，但收效甚微，既

然無法禁絕，只好寓禁於徵。酒的專賣制度

因而產生。酒衍生出醫療（身體、生理、心

理）、社會及教育問題。然而酒並非一無是

處，少量的酒會讓身心放鬆，促進血液循

環及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簡稱HDL）。喝酒不過

量，偶而每天的量如啤酒少於720毫升或葡萄

酒少於300毫升，或威士忌少於60毫升，或純

酒（純乙醇）少於30毫升，對身體無害而可

能有益。

酒可促進健康

文／曾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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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廠、酒莊

大規模的釀酒地方被稱為酒廠或酒莊。

這些是許多逸士雅客喜歡參訪的地方，也常

列入旅行團的行程中。法國的波爾多是名聞

遐邇之酒的聖地，朝聖的旅客絡繹不絕。旅

客在那裡可以體驗不同的波爾多葡萄園的景

致，品嘗酒廠著名的好酒。波爾多的葡萄

園以奧布里安莊園（Château Haut-Brion）

為首。波爾多有很多的城堡，但這個莊園

的建築物，不是真正的城堡。在波爾多，

“Château”這個字成為酒廠或酒莊的代名

詞。有些莊園提供友善的歡迎和品酒的機

會，有導覽人員介紹講解，增加旅客有關酒

的知識及資訊，以及製酒的過程。也有著名

的莊園卻沒有“Château”這個字，如木東-侯

特期（Mouton-Rothschild）。這莊園擁有雕樑

畫棟的宅邸，以及內藏世界最好、最稀有、

最昂貴的酒，等待世人的品嚐。坐在廣闊莊

園的餐廳，啜飲濃郁甜蜜的白酒，佐以鵝肝

野味或松露；或喝呷馨香略澀的紅酒，配食

香腸、火腿、酸菜醃肉、扁豆燉肉，欣賞窗

外翠綠的莊園景色，也是人生的一種享受。

日本是國人首選的旅遊地方。酒廠巡禮

及見學也是旅遊的內容

之一。以麥芽為原料之

啤酒釀造酒廠是最常有

的安排，如啤酒廠中的

朝日啤酒（

）及札幌啤酒（

）。在酒

廠，均有影片或多媒體

的介紹，包括酒廠的歷

史、規模、生產量、啤酒的釀製過程及飲酒

的規範，都有免費試飲。在那裏有無限供應

生啤酒的試飲室，讓遊客豪飲清涼的啤酒，

體驗縱酒開懷的感覺，但逗留的時間不多，

真讓人意猶未盡。

日本威士忌之父竹鶴政孝（1894~1979）

創立NIKKA whisky，北海道工場的余市蒸

餾所是1934年開始營業，佔地222,000 m2，

坐落在翠綠的樹林中，環境幽美清靜。古色

古香的建築在2005年被登錄為日本有形文化

財。園區除製酒工廠、貯藏庫棟、製樽棟

外，有創辦人的雕像、舊竹鶴邸、Rita House

（）、威士忌博物館、威士忌俱

樂部、客人屋（guest house）。舊竹鶴邸是

創辦人與蘇格蘭籍少女Jessie Roberta Cowan

（稱Rita）結婚後在日本居住的地方，是和洋

混合的建築及庭園，屋內展示兩人生活的用

品及相片。Rita House是當時Rita的茶房（tea 

room）。威士忌博物館展示創辦人的事蹟、

世界威士忌發展的歷史、余市威士忌的發展

等資料。威士忌（）館展示製造威

士忌的各種道具，包括蒸餾器，及製造樽的

材料及工具。那放置酒樽柵架及放在爐灶上

的銅製單式蒸餾器，更

引人注目。在客人屋中

可以試飲工廠生產的威

士忌。這酒廠生產的威

士忌曾在世界唯一之

威士忌雜誌（W h i s k y 

Magazine）舉辦的“Best 

of the Best 2001”賽獲得

最高的榮譽。我在這酒作者夫婦拍攝於NIKKA whisky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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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的見學之旅，獲得不少有

關威士忌的嘗試，見識到酒

的文化，期待台灣也能有這

樣的旅遊景點。

全球飲用威士忌的人

口不斷地增加。台灣也是如

此，然而台灣卻沒有威士忌

酒廠，只能從國外輸入，浪

費許多的外匯。金車企業的

李添財董事長，一位愛鄉愛國的企業家，為了

不暴殄天物，利用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孕育的

清淨水源，在宜蘭縣員山鄉創立金車威士忌酒

廠，讓威士忌在台灣有新故鄉。

金車宜蘭威士忌酒廠，於2005年創立，

2008年12月4日開幕。園莊內有金車會議中

心、金車威士忌酒廠、金車酒堡、伯朗咖啡

館員山店。在金車會議中心，經由多媒體的

簡報及展示，參訪者可以瞭解金車企業的企

業精神、經營理念、過去發展史、未來展

望、及金車的事業項目。在金車威士忌酒

廠，經由導覽員的解說及參觀生產線，細讀

沿途之生產步驟文字展示版，讓參訪者認識

威士忌釀造的磨碎、糖化、發酵、蒸餾、

熟成、陳化、調配、貯藏等過程。在金車

酒堡，遊客可以聽到專業人員對酒廠生產

之Kavalan威士忌的品評，及威士忌飲用之

道，並試飲其生產的威士忌。酒堡內有展售

中心，販賣金車企業相關的產品，除威士忌

外，尚有飲料、食品、保養品、及養殖蝦

等。金車酒堡二樓的伯朗咖啡館，寬敞舒

適。在那哩，旅客可以享受品質一流的現煮

研磨咖啡，精緻簡餐，及加酒調配的咖啡。

摻有Kavalan威士忌之伯朗

咖啡的醇厚口感，真是絕

配，是在別處無法嚐到的絕

妙風味。底部放有Kavalan

威士忌的冰淇淋口味，更讓

我回味無窮。對於有興趣參

觀酒廠的人，金車宜蘭威士

忌酒廠是值得一遊的地方。

結語

酒有瓊漿甘露的美譽，是不論貧富尊

卑之人們所喜好的杯中物。它可以助興亦可

澆愁，是祭祀或社交的必需品。許多對酒讚

頌和謳歌的詩詞及著作流傳百世。敘述酒或

飲酒的歌曲也不斷地推出流行。酒促進人

文的發展，有人認為文化是從酒醞釀孕育出

來的。酒莊及酒廠是旅遊的景點或社交的地

方。

酒是行氣送血的助手，一杯在手，萬事

皆休，飲之有度，不逾矩、不及於亂之淺斟

低酌的飲酒，有益身體。但是每天必飲，每

飲必醉，醉生夢死的酗酒，一定會傷身、喪

志、誤事、敗事。酒可以促進人文的發展。

它帶人們遨遊酒的世界，增加人們對酒的認

識，享受詩詞及歌曲的薰陶，增進人們的人

文素養。能在酒莊，一邊把酒，佐以佳餚，

一邊吟詩或高歌，享受我同學曾永義教授所

說的「飛揚跋扈酒杯中」，及我所對聯的

「意氣煥發瓊漿裡」之飲酒的樂趣，將有助

於健康及人文素養的促進。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6年畢業，現任母院內

科名譽教授、內科兼任主治醫師）

作者拍攝於金車宜蘭威士忌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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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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本
期醫學新知報導目前最熱門的幹細

胞在牙科上的應用，母院牙科部陳

敏慧教授在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相

信未來人類除了乳牙、恆牙外，由幹細胞

培養出來的第三套牙齒應用於臨床上，將

指日可待。現在每日醫療作業，幾乎都脫

離不了電腦，猶記得去年某日台大醫院電

腦大當機，門診幾乎停擺，還上了新聞。

大家一定無法想像二十多年前，台大醫院

尚未電腦化前的景象。感謝電腦帶來的便

利，就不能忘記沈友仁教授是扮演台大醫

院資訊化的重要推手，李彥輝校友“懷念

表兄─沈友仁教授”一文，將告訴我們沈

教授的一生行誼。暑假是最適合全家出國旅遊的季節，林洪謙校友“訪英國與愛爾蘭補述”，生花

妙筆，在描述風土景觀之餘，又添加歷史背景，讓人有身歷其境之感。不讓外國傳教士醫師專美於

前，戴鐵雄校友描寫小鎮醫師在艱難的醫療環境下行醫生涯的文章，讓人感佩其夫婦奉獻的精神。

同樣長期在台南在地奉獻的韓良誠校友也有如戴鐵雄校友的相同心境，不過成大醫學中心的成立，

讓許多小鎮醫師猶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燈塔，有一股強烈的安全感與信心；韓良誠校友在“成大

門診及臨床暨研究中心啟用典禮賀詞”一文中，更期許待在醫學中心的年輕輩醫師，除了效法前輩

的風範與精神之外，也更應自我惕勵，藉由研究提昇醫學的進步。在忙碌之餘，也應注意自身的

保養，才能服務更多的病患。心臟科權威曾淵如校友有關“酒可促進人文素養”及“酒可促進健

康”，分析了適量飲酒對健康的好處，最重要地是文內引古今中外之酒詩、酒歌，更佐證了品酒之

樂，也讓人佩服曾教授人文素養之豐富，對不飲酒之讀者而言，讀完此文，可能大家都想躍躍欲試

吧！也謹祝所有的景福校友平安與健康。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6年、臨床牙醫學研究所2000年畢業，現任台大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牙

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文／李正喆

編者（左1）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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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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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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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規劃設計，於2010年5月31日招待所開始動工修繕，已於7月中旬

完成景福館第一階段的整修。目前整修捐款收入約350萬元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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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長 林明燦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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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jingfu68@ms78.hinet.net

詳細捐款方式及回饋，請參看網址：http://www.jingfu.org.tw

（修繕後的招待所）



台大醫院肺臟移植病友成功出院合影　　　　　　　　　　時間：2010年8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學院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合影　　　　　　　　　　時間：2010年8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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