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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外賓參訪暨洗腎機捐贈典禮

時間：2010年9月20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蒞院參訪

時 間：2010年9月23日
地 點：台大醫院院長室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 黃世傑副院長（左1）致贈禮物予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

▲ 黃世傑副院長與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參訪人員合影

▲ 黃世傑副院長與雲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參訪人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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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造血幹細胞

文／楊雅雯

前言

近年來幹細胞之研究已成為再生醫學之

研究主題。早在1961年，加拿大之科學家Till

與McCulloch等發現將小鼠骨髓內之某群細

胞移植至經放射線照射過後之小鼠後，會在

其脾臟增生並分化成為特定之細胞群，且減

低輻射所造成之死亡率。這些實驗結果開啟

了後來有關造血幹細胞之研究。近年來由於

流式細胞技術、分子生物學、蛋白質體學、

與基因體學等技術之進步，加速了造血幹細

胞相關領域之研究與發展。由於本實驗室近

來在疫苗與藥物相關研究部分涉及造血幹細

胞，因此在此作一簡單的介紹。

有關造血幹細胞

幹細胞主要是指某些在活體內具有自

我更新（self-renewal）之能力，並可分化成

特定之成熟細胞者，此特徵對於其生理功能

是相當重要的。根據此定義，造血幹細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簡稱HSC）即屬

其中主要具有此細胞功能之multi-lineage的

細胞群，其在體內數目並不多。目前之科學

研究，對於其再生調控之機轉與訊息傳遞仍

不清楚。也正因其具有自我更新與增生之高

度調控能力，這些細胞常被用來作為研究白

血病細胞轉化之對象，而其分化之生物原理

近年來亦常被用於癌細胞增生之研究。目前

對此細胞群瞭解較多者包括人類與小鼠之造

血幹細胞，根據其骨髓細胞之性質，包括大

小、顆粒性、比重、以及表面標誌分子等特

性、可將造血幹細胞之各個細胞群分離。由

於這些細胞在生物體內之數量很少，因此在

剛開始時之研究上有其困難度。然而造血幹

細胞之階系圖譜，在過去數十年中科學家不

懈的努力下，已有大概的輪廓（圖一）。這

些源自骨髓的細胞，根據其存活時間可分

為長期之LT-HSCs（long-ter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與短期之ST-HSCs（short-term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然後先分化成多能

性前驅細胞（multipotent	progenitors;	MPP），

再分化為lymphoid-lineage的common	lymphoid	

precursor（CLP）與myeloid-lineage的common	

myeloid	precursors（CMP）。最後再發展成

為成熟的血液細胞，包括T細胞、B細胞、紅

血球、嗜中性白血球、單核細胞、巨噬細胞

等。

造血幹細胞研究對於轉譯醫學與新藥

開發之影響

造血幹細胞至今仍是臨床上用於治療

血液惡性腫瘤之唯一的幹細胞，但其分化過

程是具高度調控性，且其彼此間之相互作用

是十分複雜的。因此造血幹細胞特性之不正

常發育常與一些疾病，包括白血症與自體免

疫疾病等之病因有關。而不同的生物環境，

例如發炎、細胞激素、趨化激素、轉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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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荷爾蒙或生理因素等，都會影響造血

幹細胞的分化，而這些研究對於轉譯醫學與

生技新藥開發之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例如

骨髓之單核細胞在以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處理後，

可以發展成為具強抗原呈現能力之樹突細

胞；淋巴細胞在經基因改造後，可以發展成

具強抗腫瘤能力之細胞；而造血幹細胞之移

植已用於臨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之治療等。

這些研究已經造就了一些相關生技藥物之產

生，例如erythropoietin（EPO;	Epogen®）用

於促進骨髓或腎臟疾病所造成貧血症病人之

紅血球生成；filgrastim（Neupogen®）用於接

受化療癌症病人，以加速其骨髓中性白血球

之復原等。由於這些造血幹細胞在分化的同

時常會產生不同之細胞激素，影響體內另群

細胞之分化。這些亦說明了使用藥物後所產

生之常見副作用與造血幹細胞分化受到藥物

影響之關係。最近研究發現，骨髓之髓樣性

抑制細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具有強烈之抑制T細胞增生，並可促

進調節性T細胞（Treg;	CD4+	CD25+	Foxp3+）

之能力，因此具有治療自體免疫性疾病之應

用性。而造血幹細胞在經過一些基因工程

後，也已被應用於移植血液細胞之臨床實

驗，以治療免疫缺乏症與一些血液性之免疫

疾病。科學家們希望將來能夠將其應用於器

官移植，以終止長期倚賴免疫抑制療法之需

求，也希望同時能夠利用這些造血幹細胞之

生物特性，發展出對於相關疾病之藥物。

結語

綜合言之，造血幹細胞相關之研究結

果將會在21世紀人類醫藥史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且將影響未來我們對於疾病病理機制

（例如癌症、自體免疫疾病、與老化等）的

瞭解。其應用與影響範圍將涵蓋器官移植、

組織修護、免疫疾病、臨床上一些疾病之診

斷與治療、以及未來藥物之使用與新藥開發

等，故預期將有許多臨床醫藥方面之應用與

價值。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院

藥學系暨藥學研究所教授）

圖一：造血細胞之分化 LT-HSC, long-term HSC; ST-HSC, short-term HSC, MPP, multipotent  
progenitors; CLP, common lymphoid progenitor; CMP, common myeloid progenitor; GMP, 
granulocyte-monocyte progenitor; MEP. megakaryocyte erythrocyte proge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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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波的糖尿病明星藥

文／李慶三

由於肥胖和久坐、缺少運動的生活型

態，使得第二型糖尿病蔓延快速，當今全部

糖尿病病人的估計是2.46億，在2025年將增加

到3.8億，糖尿病肯定是廿一世紀全球最嚴重

的醫療負荷。糖尿病用藥的市場除胰島素之

外，也將在2019年增長到55億美元，這個商

機引發藥廠對糖尿病新藥開發的興趣，促使

一系列的新藥湧進市場。在未來十年內，目

前暢銷的糖尿病用藥將陸續失去專利權的保

護，而被現今正在開發中的新藥取代。

Metformin,	 sulfonylureas和tiazolidine-

diones（TZDS）大致囊括了非胰島素的糖

尿病處方市場，根據市場預測，在未來十年

內，sulfonylureas的處方會減少2%，而TZDS

的處方更將銳減10%。所有品牌的TZDS將在

2013年屆滿之前陸續失去專利保護，Avandia

（rosiglitazone）的心血管副作用，更將使

TZDS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metformin預計

會持續保持它第一線用藥的市場地位。糖尿

病各類型用藥的消長，簡示如圖1和圖2（數

據係摘自http://news.morningstar.com/articlenet/

article.aspx?id=351261，並加入作者個人的詮

釋與判斷，資料僅供卓參）。

從銷售金額的角度觀察，新類型第二型

糖尿病用藥在2019年會佔有極大的比重，其

中一大因素是新品牌藥價的相對飆高。DPP-4

（dipeptidyl	peptidase）類型藥可能是前鋒，

市場佔有率將高達35%。SGLT-2（sodium	

glucose	 cotransporter）inhibitors	的佔有率估

計是8%，而GLP-1（glucagon-like	peptide）

analog的佔有率將提升到13%。這些相互的消

長，主要導因是sulfonylureas和TZDS銷售將減

少。學名藥的低價競爭，也將迫使TZDS的市

場份額相形減少。

SGLT-2	 inhibitors的作用機轉是抑制尿

糖從腎小管的再吸收，而導致血糖濃度的降

低，它比DPP-4	 inhibitor的藥效高，而且能控

制甚或減低體重，它的副作用只有輕度且容

易處置的尿道感染（因高尿糖所致），這個

副作用不會影響該類藥的正常使用。SGLP-2

似乎沒有心血管的副作用，相對於TZDS，

這是一個強有力的賣點，SGLP-2可以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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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用藥配合使用，以處理血糖難以控制

的病人，由於這些利基，SGLT-2有可能取代

sulfonylureas成為糖尿病第二線用藥。

目前有十個SGLT-2在不同階段的臨床

試驗中，Bristol	Myers	Squibb的dapagliflozin

是先鋒，可能在2011年底或2012年初上市，

FDA核准率是65%。接著是Johnson	&	Johnson

的canaglyflozin，上市日期可能是2013年底，

核准率50%，尾隨的是Astellas的ASP-1941，

上市時間無法預測。這些樂觀的預測是基於

SGLT-2的高療效和低副作用，但是FDA對第

二型糖尿病用藥之心血管副作用的敏感度與

日俱增，這無疑會影響審核機構對該類藥品

的核准標竿。概括而論，SGLT-2很有可能是

下一波第二型糖尿病的暢銷藥。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68年畢業，現任美國

佛州Gregory	School	of	Pharmacy,	Palm	Beach	

Atlantic	University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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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08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參訪Karolinska Institute University Hospital的報導

文／周松男

壹、會議日期與地點

2008年歐洲再生醫學與幹細胞國際研討

會（2008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

於2008年9月29日～10月1日於瑞典斯德哥

爾摩舉行。為期三天，會場選在Karolinska	

Institute	Stockholm	Sweden。第一天（9月29

日）會場在Jacob	 Nobel	 Lecture	 Hall,	 Solna	

Campus，第二天起（9月30日及10月1日）會

場移到Horsalen	Novum	4th	 floor,	Karolinska	

Institute	University	Hospital,	 in	Science	Park,	

AB,	Huddinge	campus,	Stockholm,	SE。研討會

主要內容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論文發表，

核心目標是What	 is	new	in	Europe	 in	 the	field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第二大類是工作

坊（Workshop），核心目標是Toward	MSC/

MAPCs	harmonization。

貳、Scientific program

研討會邀請的Keynote	 Speeches共有三

位：

Keynote	Speech	1

題目：Nuclear	transfer	and	cell	reprogramming

講者：Sir	Ian	Wilmut,	Edinburgh,	UK

Keynote	Speech	2

題目：Adult	stem	cells

講者：Catherine	Verfaillie,	Leuven,	BE

Keynote	Speech	3

題目：Adult	stem	cells

講者：Katarina	Le	Blanc,	Stockholm,	SE

研討會的scientific	 program除了keynote	

speeches之外，尚包括其他五大主題：

1.	New	development	during	the	year	2007~8.

2.	Communication	with	peer	and	the	public:	To-

wards standardization of scientific terms used 

in	the	community.

3.	Potential	clinic	application	of	cells	and	know-

how	for	cell	 therapy:	Clinical	grade	hES	cells	
2008年9月29日作者參觀Jacob Nobel演講廳

旁邊的實驗室Berzelius-Laboratori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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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stem	cells.

4.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cell	 lines/banking	re-

lated	issues.

Industrial	as	well	as	academic	applications:	

drug	 discovery, 	 drug	 test ing	 and	 drug	

screening.
5.	A	potential	 cross-talk	project	 for	 stem	cell	

community,	 toward	global	harmonization,	an	

extension	of	Preconference	Workshop	“Toward	

MSC/MAPCs	harmonization”.

參、重要心得

一、Wilmut教授演講的題目是“Nuc lea r	

transfer	and	cell	reprogramming”，Wilmut

教授認為幹細胞研究的主要目標有三

項：

1. 藥物篩檢

避免藥物副作用，減少藥物晚期回收造成

的金錢損失。

2. 特別疾病的新治療

例如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它是一種motor	neuron	disease，目前已經有

使用幹細胞治療成功的臨床案例。

3. 藥物開發

其他幹細胞研究可能產生的其他益處有：

（1）提供安全藥物

（2）避免藥物早期被退拒

（3）減低藥物開發成本

Wilmut教授十幾年前主持過桃莉羊（Dolly	

sheep）研究團隊，他目前的職位是Director	

of	MRC	Centr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這個研究中心實際包括三部分：

（1）	Scot t ish	 Centre 	 for 	 Regenerat ive	

Medicine

（2）Royal	Infirmary

（3）The	Queen’s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二、芬蘭Dr.	Kristiina	Rajala演講題目是“芬

蘭臨床等級人類胚胎幹細胞之介紹”

（Towards	clinical	grade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in	Finland）。芬蘭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Regea）成立

於2004年，它成立的主要目標是建構

臨床等級人類胚胎幹細胞銀行，生產

幹細胞產品以供臨床使用。Regea發展

出來的hESCs分化細胞包括neural	 cells

用於治療脊髓損傷，cardiomyocytes治

療心臟病，retinal	 cells用於retina的缺

損，mesenchymal 	 SCs用於生產硬骨

（bone）、軟骨及軟組織。該研究中心

於2006年開始兩例的frontal	 sinusitis的

臨床新治療，新方法是從病人自己身

2

2008年9月29日在KI的Horsalem Novum大

樓會場。（左：周松男，右：許瑞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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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脂肪組織抽取幹細胞混合特殊的

biomaterial，然後將此混合物植進病人

的前額（forehead）骨骼破壞處，這兩位

病人2008年近期的X-光檢查發現frontal	

sinus骨骼破損已恢復正常，並在frontal	

sinus成功地開始ossification，兩位病人身

體狀況良好，frontal	sinusitis的症狀也完

全消失。Regea研究所自2004年成立至今

已經成功建置8個hES	cell	 lines，豐碩的

成果引起國際重視。

三、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在Stockholm

的Huddinge	 campus內設立一座Clinical	

Research	 Center，目前中心主任是Dr.	

Pontus	Blomberg，整個中心固定人員編

制只有8位，運作經費也不多，但成效

及業務表現卻相當亮麗。Blomberg主任

除了口頭演講GMP	 facility	 in	Huddinge	

Campus外，更帶領與會者實際參觀中心

的硬體設施。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的GMP設

備於1996年開始運作，GMP設備的主

要目標是Karolinska大學醫院研究者及

臨床醫師所需的臨床等級基因治療載體

（vectors）及細胞治療所需的細胞。值

得一提的是這個大學的GMP設備通過

Swedish	Medical	Product	Agency核准，

可以製造臨床試驗所需的基因及細胞

產品。GMP設備主要包括9間class	 D、

class	A的清潔房間、一套精密的檢測系

統隨時監控溫度、CO2水平、各房間的

分壓等資料，其他重要的實驗室設備包

括細菌培養的發酵槽、色層純化、細胞

培養、細胞分離及流式細胞分析等貴重

儀器。到目前為止，Karolinska大學醫院

的GMP廠已製造出30種以上的GMP載體

供瑞典及其他歐盟（EU）國家臨床試驗

使用。2008年4月已經使用此GMP廠的細

胞治療GMP產品在第一例的Alzheimer’s	

disease進行臨床試驗；現在仍有約10件

不同的GMP計畫在此地進行。無疑地，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的GMP設

施是世界級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

earch）的重鎮，它提供世界各地研究者

完成Phase	I/Phase	II基因及細胞治療臨床

試驗的大好機會與場所。

四、Karolinska	Institute

－A	Leadi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Home	of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這次研討會在Karolinska	 Institute校園內

舉行，因此也有機會順便參訪及瞭解此

─世界級的醫學大學。在此特別對此研

3

2008年9月30日在Horsalem Novum會場報

到處。（中：周松男，右：許瑞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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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大學做一個簡單介紹。

1. 人才培育

成立將近二世紀的Karolinska	Institute（以下

簡稱KI）已經為瑞典及全世界訓練出成千

上萬的physicians,	dentists,	nurses,	midwives,	

speech	therapists,	opticians,	physiotherapists,	

audiologists等醫護人才去服務及照顧人類。

為了讓全世界各地的病人能夠獲得最佳可

能的益處，KI的一項主要目標是縮短從醫

學發現（medical	discoveries）到臨床應用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tice）之間的時間

差距。

2. 諾貝爾獎（Nobel Prize）

自1895年開始，Alfred	 Nobel就委託KI

一項重大職責，每年頒獎生理學或醫學

（Physiology	or	Medicine）的諾貝爾獎，

至今已有8位瑞典人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值

得一提的是8位中的5位得獎者是來自KI，

他們是Hugo	Theorell	 (1955),	Ragnar	Granit	

(1967),	Ulf	von	Euler	(1970),	Sune	Bergstrom

及Bengt	Samuelsson	(1982)。

3. 重大發現

KI過去的重大醫學發現（important	medical	

discoveries）如下：

The	discovery	of	ESR,

The	first	gamma	knife,

The	role	of	plasma	cells,

The	purification	of	insulin	and	heparin,

and	much	more.

4. A Leading European Medical University

KI能成為歐洲領先的第一流醫學大學主

要是由於它一直從事最高品質的醫學研究

計畫，KI幾乎執行瑞典全國約40%的基礎

醫學研究計畫。研究工作佔據KI所有活

動業務的80%，在寬廣的醫學領域內，KI

就擁有600個research	groups（研究群）、

1,000個實驗室（laboratories）、2,000位

研究員（researchers）及無數的技術人員

（technicians）參與所有的研究工作，它

每年培養400多位博士學生，並有約2,300

位研究生（postgraduate	 students）從事基

礎與臨床研究。利用KI獨特的創新系統

（unique	 innovation	 system），KI	自己成

立了約40家的生命科學公司（Life	Sciences	

Companies）。

5. Priority Fields of Research

KI優先的研究領域如下，它們或許可以給

國內相關決策機構做參考。

	Cell	therapy

	Neuroscienc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mmunotherapy

	Cancer

2008年10月1日參訪Stem Cell Workstation
的廠商展示。（左：周松男，右：許瑞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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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ammatory	diseases	and	allergies

	Metabolic	diseases

	Global	health

	Aging

	Public	health

6. Nation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KI成立了如下數個國家級卓越研究中心。

	Aging	Research	Centre	

	Swedish	Brain	Power

	Centre	for	Allergic	Research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Centre	for	Health	Equity	Studies

	Centre	for	Infections	Medicine

	Stockholm	Brain	Institute

		Strategic	 Research	 Centre	 for	 studies	 of	

Integrative	 Recognition	 in	 the	 Immune	

System

	Structural	Genomics	Centre

結語：本人以下列句子做為介紹KI的共

勉話。Passion	and	Excellence	are	far	from	empty	

words.	They	have	been	Karolinska	 Institute’s	

guiding	principles	ever	since	the	day	in	1810	that	

King	Karl	XIII	authori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ege	for	The	Corps	of	Field	Surgeons”.

肆、建議

一、RESCUES	Conference每年在歐洲舉行一

次。值得儘量鼓勵去參加並吸取各國專

家學者之最重大研究成果與發現。

二、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均各自有大小不

一的幹細胞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值

得繼續鼓勵。

三、應該早日成立類似Karolinska	Institute的國

家級Stem	Cells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伍、參考資料 

1.	Proceeclings	of	2008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

2.	Maps	of	Karolinska	Campus.

3.	Karolinska	Institute	(1810~2010).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為名譽教

授，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顧問，國家生技醫

療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及台灣幹細胞庫醫學主

管）

2008年10月1日參觀KI Hospital的Vecura 
GMP實驗室。（左：周松男，右：許瑞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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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及Friedland的

醫學史上十大發現（一）

文／許清曉

前言

1998年在美國加州UCSF的心臟科醫師

Meyer	Friedman（1910-2001，A型性格—type	

A	personality名詞的創始人）及Stanford大學

已退休之放射線科醫師Gerald	W.	Friedland，

共同從近五千個歷史上的醫學發現，選出

十個他們認為是最重要的，以及對其最有

貢獻者，出版了一本Medicine’s	 10	 Greatest	

Discoverie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3頁）。這十項發現果然都是

現代醫學發展的里程碑，所選出科學家的成

就也已被公認，不會磨滅。不過除了這十位

被選為封面人物之外，其實還有很多位的發

現或研究，其貢獻亦不可忽視，或同樣的偉

大。在此，用網路所搜尋到的各方資料，簡

介這十位最著名科學家、其他同樣地有重要

功績者，或導致這些醫學發展的背景。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van	Wesel,	or	

Vasale)─現代化的人體解剖學

	 William	Harvey	(1578-1657)—血液循環

	 Antony	Leeuwenhoek	(1632-1723)—細菌、

微生物

	 Edward	Jenner	(1749-1823)—疫苗接種

	 Crawford	Long	(1815-1878)—外科麻醉

	 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X光

	 Ross	Harrison	(1870-1959)—細胞培養

	 Nikolai	Anichkov	(1885-1964)—膽固醇引起

血管硬化

	 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抗生素

	 Maurice	Wilkins	(1916-2004)—DNA結構

一、Andreas Vesalius

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親自觀

察、完整描繪、記載，創立現代化的人體解

剖學（modern	human	anatomy）。

他又名Andreas	van	Wesel,	Andreas	Vesal,	

Andre	Vesale。在比利時生於歷代都是宮廷醫

師之家，自小學習希臘文、拉丁文。1532年

18歲時進入University	of	Paris，師事Dubois

（原來是法文文法家，後轉醫學），後隨Jean	

Fermil（發現spinal	canal；指出味蕾可感覺出

脂肪）學習Galen的學說（Galen	of	Pergamum,	

Alius	Galenus,	or	Claudius	Galenus,	129-199或

217，死年不明；希臘人，見聞廣博，成為

羅馬最有影響力的醫師及哲學家，之後成為

羅馬宮廷醫師；認為醫師要精通學理（當時

又稱為哲學）。他根據猴子的解剖，寫出解

剖學；用神經結紮，正確地指出腦控制肌肉



醫學新知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的活動；第一位做把脈診斷；用實際觀察，

又配合純理論學者的觀點，避免兩派鬥爭。

他的各種學說幾乎成為醫學聖經，大大地影

響以後14個世紀的醫學觀念，到Vesalius時為

止。）。當時Vesalius常到大眾墓地（巴黎

Cemetery	of	 Innocents）觀察屍體骨骼。不久

他就轉到Leuven，寫的論文是對Rhazes學說的

評論（Rhazes,	Muhammad	ibn	Zakariyā	Rāzī，

or	Rasis，波斯人，醫師、哲學家、化學家，

是一位多方面的學者，所謂

“polymath”（博學家）；被

認為是最偉大的臨床家，發現

天花和麻疹不同，發現alcohol,	

kerosene等等。被20世紀初英

國東方史學家Edward	 Browne

稱為“probably	 the	greatest	and	

most	original	of	all	the	physicians,	

and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s	an	

author”）。他經過Venice，最

後回到University	of	Padua（當

時西歐的醫學中心）。1 5 3 7

年，23歲時得到MD學位。

他畢業後立即被提名為外

科解剖學主任，又到Pisa,	 Bologna講

學。當時普遍的講學方式，是一方面

由理髮師依照講師的指示執刀解剖動

物，一方面由醫師依據Galen的學理

講課，無人膽敢對Galen的各種學說

抱持任何疑點。Vesalius所做的最重要

的突破，就是改變教學方式，親自解

剖，學生聚集觀察。他描繪了很多解

剖的圖。到1539，Padua一位法官對

Vesalius的工作有興趣，提供被處死犯人的屍

體，讓他解剖。他開始有正確的人體解剖觀

察，由藝術家畫成圖片。Vesalius發現Galen

的解剖是根據猴子（macaque）所做，因此他

開始寫自己的解剖書，糾正過去教科書的錯

誤。不過當時的學者還是教Galen的學說，而

在有糾正部分則用Vesalius的觀察。

他更進一步指出Mondino	 de	 Lucci（ca	

1270-1326。義大利的外科解剖學教授，首作

公眾前的人類屍體解剖，被認

為寫了第一本人體解剖學教科

書Anathomia，1316年寫成，但

1478年才出版），甚至Aristotle

（BC	 384-322，希臘哲學家，

Plato，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

的老師，教物理學、形而上學

metaphysics、詩歌、戲劇、音

樂、邏輯學、修辭學rhetoric、

政治、政府government、倫理、

生物學及動物學等等，史上最

著名的polymath!）等名人的錯

誤。Galen的血流學說更有很

大的錯誤，（例如：左心的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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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是到肺部，動脈血到腦部，靜脈血到腹部

內臟……），以致非得假設心室之間有個血

液可以通過的洞不可。Vesalius指出心臟有四

個心房（室）；血管是從心臟出來（不是從

肝臟）；心室之間並沒有空洞等等。不過他

還不敢完全對抗Galen的心室之間有空洞的說

法，還是說可能血液會滲透過心室間隔。

1 5 4 3年，他發表七冊厚、極精緻的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On	 the	 fabric	of	

human	 body；人體的構造；高16.5吋，寬11

吋之大，共七百頁）。人體解剖的書，當時

已經有多本，不過他的書詳細、描繪精緻，

可能是畫家Jan	Stephan	Van	Calcar所繪（義大

利名為Giovanni	da	Calcar，拉丁名：Joannes	

Stephanus	Calcarensis，以描畫細膩著稱。是義

大利畫家Titian-Tiziano	Vecelli的學生）是呈給

皇帝Charles	V的，頓時成為經典之作。

他馬上被皇帝聘請當御醫，但也得同

時應付其他眾多醫師的嘲諷。以後的十多年

間，他除了治療傷患、做解剖，又發表各種

意見，而再開始受到各方攻擊，以致皇帝得

召開調查是否Vesalius違背了宗教教條。雖然

最後被證明清白，對他的指責仍然不斷。更

有人指他曾對一位還有心跳者做解剖。

1564年他終於離開麻煩不斷的宮廷，坐

船到Jerusalem朝聖，又接受University	of	Padua

之教授職位，坐船赴職途中遇船難，死於一

小島上。50歲死時，窮得如果沒有善心人，

屍體幾乎被丟棄、餵野獸。

他對解剖學的貢獻廣大：

	骨骼系統：正確地描述mandible,	vestibule,	

sternum以及肋骨數目。

	肌肉：有著名的Muscle	man	in	De	fabrica。

	血管循環系統：發現心室間並沒有孔相

通；命名“mitral	valve”；發現心臟收縮會

有脈搏；有肝靜脈瓣；又發現Azygos	vein,	

umbilical	vein,	vena	cava,	inferior	mesenteric	

vein,	hemorrhoid	veins等。

	指出神經系統控制感覺及動作；並不是由

心臟控制（Aristotole的說法）；神經不是

空洞的！

	腹腔：腎臟透析血液到輸尿管，到膀胱；

描述mesentery,	pylorus,	 appendix；胸腔有

mediastinum,	pleura。

	心臟：正確地描述有兩心室及兩心房。

	腦：描寫corpus	callosum,	 thalamus,	caudate	

nucleus,	 lenticular	nucleus,	globus,	pallidus,	

putamen,	pulvinar,	cerebellar	peduncles等。

二、William Harvey

William	Harvey（1578-1657）是第一位

用實驗證明血液的循環（circulation	of	blood）

的人，英國人，七個兒子中的長子，家境

富裕。從Cambridge修得bachelor’s	 degree，

20歲時到歐洲的醫學中心地Univers i ty 	 of	

Padua留學，受到Hieronymus	 Fabricius的指

導，Hieronymus	 Fabricius，拉丁名Fabricus	

Aquapendende（1537-1619），研究解剖、

胚胎、食道、胃腸、眼、耳、喉的結構，

發現靜脈瓣，又被稱為胚胎學之父。1621

年發現鳥類有Bursa	 of	 Fabricius（1956年被

發現是和B-lymphocytes產生抗體有關）。

1602年Harvey以極優秀的成績畢業，回到

Cambridge，又修得PhD學位。之後娶得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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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御醫之女兒Elizabeth	Browne，終身

加入St.	Bartholomew	Hospital。結婚後也得到

Fellowship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FRCP），1615年被任命為Lumleian	lecturer

（倫敦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於1582年由

貴族John	Lumley資助設立的有權威性講座；

早期都是講外科學，以後成為一般醫學講

座），在七年之間到英國各地講課。1618年

成為King	James	I的御醫。

當時學者對血液、循環之主要觀念是，

人體有兩個密閉的系統：Natural	 system有靜

脈血，由肝臟製造；又有一個vital	system，內

有另一種血，將靈魂（spirit）及熱（heat）散

佈到身體各處；而肺臟是散熱的地方。

其實，之前，世界各地幾位學者已經有

相當進步的血流概念，但沒有被普遍認知。

第一位，13世紀的Ibn	al-Nafis（1213-?，全名

是Ala	al-Din	Abu	al-Hassan	Ali	 ibn	Abi-Hazm	

al-Qurashi	 al-Dimashqi!!!阿拉伯回教徒的

polymath，學通生理、解剖、外科、眼科、宗

教、法律、哲學、邏輯、回教人文歷史、地

理、又寫小說、科幻創作！列起來和他的名

字一樣長！）。他最早發現血液流經肺臟回

到心臟（就是肺循環pulmonary	circulation）；

心室之間並沒有Galen所稱的血液流通的孔

洞；又指出有微血管、有冠狀循環（coronary	

circulation），被稱為“the	greatest	physiologist	

of	 the	Middle	Ages”，但因為回教徒文化隔

閡，沒有被歐洲人早一點認識。第二位，

Renaldus	Columbus（Realdo	Colombo，活躍

於1544-1559）也提到pulmonary	circulation，

因為不熟習Galen學說，又和Vasalius及當時

的名醫學者Fallopio（1523-1562）交惡，在

當時沒有被重視。第三位，西班牙人Michael	

Servetes（1511-1553）是歐洲第一位指出有

pulmonary	circulation的學者。他精通醫學、

藥理、宗教、人文、天文、地理、地質、法

律等等，也是典型的polymath，西班牙各城

市都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地名；因為參與宗教

改革，又倡導宗教自由，被火刑處死。他的

書籍都被燒毀，有關肺循環的文件，只有三

份被藏匿，到Harvey發表De	 Motu	 Cordis時

才和Ibn	 al-Nafis的一起再出現。第四位，在

1570-1590年代Cesalpino主張血流是循環的

（不過他說循環是靠蒸發及凝聚evaporation	

and	condensation）。第五位，Harvey的老師

Fabricius發現的靜脈瓣，使血流只能向心臟一

個方向流動。

Harvey研究動物及人的血管，不僅用觀

察、假設、測量，又用冷血動物活心臟的觀

察、動物及人血管結紮等實驗（圖5）證明血

液循環的學說。他將心臟當作是機器pump，

不是心靈所在。他測量心臟每一次壓縮可以

擠出的血液量，算出一天有540磅（pounds）

的血液流出，當然肝臟無法每天製造這麼

多。另外他用結紮方式說明動脈血會到靜

脈；靜脈血因為有靜脈瓣，只能流向心臟。

又從活的冷血動物觀察出左心及右心同時收

縮，心臟又有瓣膜，使血液只流到一方向；

右心的血只能流到肺臟；肺臟的血流入左

心。如此確立我們現在知道的：血流是有肺

循環及大體循環（systemic	circulation）。

不過他那時還不知道有毛細血管（capill-

aries），不能說明大體循環的動脈血如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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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靜脈血。他死後三年，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3，第一位成為Fellow	 of	 Royal	

Society;	FRS的義大利人）用microscope發現青

蛙肺組織的毛細血管，提供了Harvey未能了解

的missing	link。

Harvey於1628年用拉丁文發表72頁長的

De	Motu	Cordis	(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	Anatomical	

Exercise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in	

Animals)，提出血液有double	circulations的證

明。

在發表書之前，1616年，他就在講解

這本書的內容。書出版後各方面的惡意批

評大批湧進（“T’was	believed	by	 the	vulgar	

that	 he	 was	 crack-brained—就是說他“頭殼

壞了了！”and	all	 the	physicians	were	against	

him.”。這是因為當時的醫療是用venesection

（blood	letting），讓「惡血，putrid	blood」流

出，Harvey的說法可能會和這種治療抵觸），

也使他失去很多病人。不過可能是因為他從

來實事求是的態度、過去優秀誠實可靠的名

聲，他的地位始終都沒有受到威脅，「血液

循環」也成為現代醫學的

最基本概念。

他對很多事情都有

興趣。在哺乳動物之卵

被發現之前兩百年，就假

設有卵及精虫結合才能生

產動物，於1651年再發表

Essays	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被認為是現代胚

胎學的開始。每次發表這

些書，都引起一大騷動、批評，但是他仍是

穩座醫學權威；被任命為英國King	Charles	I之

御醫，又成Oxford之Doctor	of	Physics，聲名

更是遠播歐洲醫學界。

他嚴守醫德，年金33英鎊，不向病人另

外收費。在English	Civil	War（1642-1649）及

the	Third	War（1649-1651），戰火就在附近，

他仍然很用心地醫治傷患、保護國王子女。

他早年喪妻，無子，喜歡文學，患痛風，常

失眠，死於腦出血。

註：這篇簡介並不是原書的摘譯，而是根據

原書作者所選出的十位最有貢獻者，查

詢網路上從google	 search搜尋第一頁的	

Wikipedia,or	Biography,	or	Nobel	Lectures,	

or	other	articles摘譯，再深入查詢（也是

google	search!）各個文章中提到的	相關

人物、事蹟之各個年代、數字、事實，

都是經嚴格數次查驗才記載的。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已退休於

美國德州達拉斯市近郊）

4

史上第一位用實驗的方式做研究的William Harve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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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通函（十一）

文／韓良誠

韓醫師：

在此，我要致上深深的敬意與感謝，謝

謝您對我阿公生病期間的大愛照顧，我一輩

子銘記這份恩澤，對您！

阿公離開了，不捨是必然，情緒也將

永留我心中，但我永遠記得，解脫了病痛折

磨，對他是最大的福氣，所以，我不再墜入

無常的窠臼裡自責悵然，我選擇祝福。

失去阿媽時我15歲，用了18年的歲月思

念，那是我流淚的記憶。

如今我34歲了，失去阿公，長大了的

心，被剮著四散了去，那是我無法言喻的情

緒，謝謝韓醫師，也許您如常的照顧自己的

病患，沒有太多的想法，但這一段時日，透

過互動，從您身上我學會的道理，將永遠改

變我的一生，真心的想對您說聲感謝，讓我

變成更明白事理的「小孩」。

祝福您的每一天，都是快樂、幸福、平

安！

吳○○

2010.新春

註：本文已徵得同意投稿刊出

吳○○小姐：

謝謝您和您母親，在失去親人這段最

傷心的日子裡，還記得抽空帶卡片前來安慰

我、感謝我，使我倍感溫馨，並且也再次使

我體驗到生命之「無常是常」的人生道理。

說真的，今晨在我門診時間，您們母女

忽然之間出現在我的候診室，為的是前來致

意，並且告訴我這不幸的消息時，我竟一時

說不出話來，因為在我心中瞬間有非常複雜

的情緒左右著我……。

「在發病之前，也許我沒有好好重複地

提醒病人以及家屬，糖尿病不能像這次，間

隔將近四個月中斷治療，而是要天天好好控

制的，否則就可能會有預想不到的嚴重併發

症發生。」「發病之後，住院期間，我沒有

把握機會，多多去看他、安慰他」，「這次

大開刀之前我也許可以基於老人醫學專業之

考量，主張年老的的糖尿病病人應該偏向保

守療法，而非……」，「也許我們應該多給

病人有自主的空間……。」

您祖父今年已是84歲了，自從58歲開

始我斷斷續續診治他已經26年了，年輕時的

肺結核，在年老，尤其是加上糖尿病之後，

再度發作進而引起複雜而嚴重的併發症，並

非罕見，你們已經給了他不錯的關心和照顧

了，正如您所說的：「就讓他解脫了病痛的

折磨」而「選擇祝福」罷，雖然您我都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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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不捨和難過，這幾天我反覆思索整個過

程，忽然間聯想起一段牧師的祈禱文：

「神啊！對於可以改變的事情，惠賜我

可以改變該事情的勇氣！神啊！對於無可改

變的事情，惠賜我接受該事情的寧靜的心。

最後也懇請惠賜我有足夠的智慧，可以分別

什麼是可以改變的，以及什麼是不可改變

的。」這些謹供您參考，最後順祝

平安、健康、喜樂

韓良誠　敬上

2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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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學科暨研究所徵才公告
公告單位：國立台灣大學病理學科暨研究所

公告時間：2010年9月

公告內容：誠徵病理教師1名，擬聘講師級以上職位，預定起聘日期為2011年8月1日。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醫學士以上學位，且取得國內病理專科醫師資格後2年以上（至起聘日期止）臨床服務、教

學或研究相關工作資歷。

2.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服務熱忱。

二、凡具備上述資格，有意申請者，請檢附：

1. 履歷表（請註明聯絡電話、傳真、住址及電子郵件地址）。

2. 國內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證明影本。

3. 學位證書影本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證明文件。

4. 最近三年內已刊印發表之代表作。

 代表作應發表在SCI或SSCI期刊內，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5. 五年內著作、相關創作抽印本或影本，及歷年著作目錄。

6. 教學相關經歷或有關臨床服務資歷證明與成果之文件。

7. 針對未來職位之理想與規劃計畫書一份。

8. 推薦人二人之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推薦人以申請者曾就讀學校之教師，或服務機關之長

官、同儕為限。申請者須請推薦人直接將推薦函寄至台灣大學病理學科暨研究所主任親啟。

三、截止收件日期：2010年 11月30日（星期二）（郵戳為憑）。

　　將上述除推薦函外之各項應徵資料備妥一式五份寄至：

　　100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台大醫院東址三樓病理部「病理學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聯 絡 人：梁景雅小姐

電　　話：(02)2312-3456 ext.65462
傳　　真：(02)2393-4172
電子郵件：ntupat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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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臺北昭和町會」的

一些收穫與感想

文／張秀蓉

一、前言

今年6月12日至17日，我為了執行由「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支持的「魏火曜

與台灣公衛醫療發展」的三年研究計畫（此

一計畫由醫學系黃天祥主任主持，筆者協同

主持人）去了一趟日本。此行除了參觀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臺灣協會」等機構尋

訪相關研究資料外，並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黃智慧小姐的安排下受邀在「臺北昭

和町會」總會上作了一個talk。「臺北昭和町

會」是一個具有特別歷史意義的社團，我想

藉此短文介紹此一組織，並發表一些個人的

感想，希望可以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有

興趣的研究者能夠對此一群體作更深入的瞭

解。

二、「臺北昭和町會」總會

「臺北昭和町會」於2003年在東京成

立，有別於吾人所熟知的「南溟會」、「東

寧會」、「景福會」、「蘭香會」、「樟牧

會」、「青榕會」等等在日治時期台、日籍

校友組成的同學會或校友會；它是一個以地

緣關係組成的「會」。會員居住在日治時期

昭和町（現今青田街一帶）的台北帝大教授

子女為主，加上一些日治時期其他機關職員

之子女及現在居住於青田街的居民所組織的

團體。引領我知道「臺北昭和町會」的黃智

慧小姐，就是青田街的居民，也是該會在台

灣方面的重要聯絡人之一。

從「臺北昭和町會」繪製的《臺北市

「青田街」旧日本人住宅位置図》，發現醫

學院前身帝大醫學部、醫專、附屬醫院等機

構的教師，如：下條久馬一、今井倭武、和

気巖、細谷二雄、澤田平十郎、桂重鴻以及

崛內次雄校長等都曾住過昭和町。兩年前筆

者看到這份位置圖時，就很想與醫學院前輩

們的子女連絡，也期待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

院史資料。今年的「臺北昭和町會」總會訂

於6月13日在東京召開，機緣湊巧，所以我就

受邀去參加了。

過去幾年，筆者除了協助黃天祥主任

執行「魏火曜與台灣公衛醫療發展」研究計

畫外，並擔任「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工作

委員之一，參與文物典藏部分的工作。非常

巧合的是，6月初博物館工作委員會決定，6

月17日博物館的常設展：「生命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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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從哪裡來」等開展時，要將原「臺

大醫學院建築風貌變遷」的展間改為「博物

館簡史」展間。我為達成這突然接到的任

務，遂在赴日的前一個星期帶著助理密集地

工作，不僅協尋相關舊照片作展示參考，也

從歷史的角度寫出原二號館由興建發展到演

變為博物館的文字稿。這些舊照片以及文字

稿也就成為我在昭和町會演講題目「臺大醫

學人文博物館今與昔」的主要內容。

三、我的演講與收穫

6月13日「臺北昭和町會」總會在市ケ谷

私學會館四樓舉行，由帝大時期農學部微生

物學教授足立仁之女厚東洋子任召集人。首

先，召集人報告了會員的動態（往生及不克

前來參加會員的生活狀況）外，並由「南方

人文研究所」所長移川子之藏教授之子移川

丈児帶領大家舉杯互祝健康。在豐美的餐宴

之後，先播放2008年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修復的「南進臺灣」政策宣傳片（原片在昭

和14年製作），接著是我的演講。我以power	

point播放醫學院不同階段的舊照片及醫學

院製作最新版的「美麗的楓城」，我除了解

說醫學院歷史與發展外，也傳達了日治時期

興建的這棟典雅的古蹟已經改為博物館了。

我在現場還分發日文稿徵求啟事，期待這些

前輩的子女們能提供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公衛

醫療發展的研究及典藏資料（文物及文獻資

料）。我的演講結束後是會員的草笛表演，

以及會員自由上台報告各自的生活及事業近

況。所澤潤教授（所澤教授是魏火曜教授計

畫的日方協同主持人）來過醫學人文博物

館，所以也上台補充說明臺大醫學人文博物

館的現況及徵求文物的殷切。

6月13日的昭和町會，除了筆者夫婦、

所澤潤教授夫婦及兩位日本在台作研究的博

士生等特別來賓外，大多數是年近70歲以上

的高齡銀髮族。這些銀髮族多是特地從東京

之外的縣市趕來參加，而從現場的氣氛可以

充分感受到這是一個充滿溫馨、愉快憶舊的

聚會，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演講完後，桂

重鴻教授的小女兒藤原康子前來自我介紹，

並給我一個熱情的擁抱。她並告知桂教授的

文物已有一間日本博館來詢訪並收藏，但是

我仍希望她回去再找找桂教授在台北時期的

文物，並約定明年再在「臺北昭和町會」相

會。另外，醫學部病理學教室的和気巖教授

的女兒越牟田愛子也告訴我和気巖教授的事

蹟要問她學醫的姊姊才清楚，所以我明年計

劃去京都大學拜訪和気巖教授的女兒。另

作者（右）與藤原康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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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足立彥元（足立仁之子）先生也告訴

我，今年小兒科教室酒井潔教授的女兒缺

席，此一資訊對我明年赴日尋訪資料也有更

具體的目標，因為魏火曜教授就是在酒井教

授後接任台大小兒科主任，而且酒井教授還

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的玉照給魏教授，希望從

酒井小姐處可獲得一些對魏火曜教授計畫有

用的資料。更意想不到的是，帝大心理學教

室力丸慈圖之子力丸研二先生打電話回家，

馬上就將小田滋著《堀內‧小田家三代百年

の台湾─台湾の医事‧衛生を軸とし》，以

及小田俊郎的〈隨想とアルバム─95年の軌

跡─〉送來要捐給博物館。回到台北後，又

收到他的e-mail說他會繼續努力幫助我們，上

述的意外收穫，不僅滿足了研究上的期待，

也深刻感受到人間處處存在著溫情。

四、一些感想

「臺北昭和町會」主要的會員都是在台

北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甚至可能還有出生

在台灣的「灣生」，他們看完「南進臺灣」

再聽我的演講，似乎將他們生命中的時光隧

道帶回到他們小時候生活的光景。從他們的

表情，我感受他們大家對台灣的懷舊之情。

黃智慧告訴我，最初的聚會，來參加的人更

多，也曾經組團來過青田街尋訪故居，這次

僅席開4桌，因為七、八十歲以上高齡有些已

經往生，有些已行動不便無法參加了。無論

如何，這個會可以說是臺北帝大與臺大最新

建立的一個連繫，到底能維繫多久，是個未

知數。

然而，看到這群高齡銀髮族，就因為他

們曾經住過帝大教授宿舍，如此熱衷老遠地

來到東京參加總會，除了懷舊，是否還有另

外情愫讓他們聚在一起？是共同在台北經歷

戰爭末期的經驗？是戰敗等待遣返的挫敗的

心情？是回到日本後面對反戰派的批評之感

受？……希望有學者可以針對這群從殖民者

的身份，經過戰敗回到慘敗的祖國，在心情

上是如何轉折調適的？「臺北昭和町會」的

聚會是否就是他們共同取暖的聚會呢？…這

些牽涉到個人成長的經驗、戰爭的感受、以

及挫敗與復甦的心理過程等等，種種複雜的

歷史與時代議題，是值得有心人深入去瞭解

的！

（作者係母校歷史系1965年畢業，現任母院

醫學人文研究群諮詢委員及醫學人文博物館

工作委員）

2010/07/07 張琇鐶 NT$200.-
2010/07/27 吳明世 NT$2,000.-
2010/08/16 韓良俊 NT$10,000.-
2010/08/25 吳明世 NT$2,000.-
2010/08/25 林　茂 NT$10,000.-
2010/09/27 吳明世 NT$1,000.-

99年7月～9月
徵　信　錄



休閒旅遊

2010年10月‧第27卷第10期 �1

遊歐遭扒記

文／林洪謙

相
信很多人聽到歐洲大都

市有很多扒手，尤其要

注意吉普賽小孩的事。

我們參加旅遊團，或做

全自助旅行，或乘郵輪，算一

算到歐洲旅遊十七、八次。俗

語說，「暗路行久，就會遇到

鬼」，所以我們當然有跟扒手

打交道的份。我想在這裡與各

位分享我們的經驗，或許對某

些人有所幫助。

一、25年前，1985年，紀念銀

婚，到巴黎小住一星期。

搭捷運時，站在我對面的一年輕人，拿

出報紙展開來看。那時，我的護照、錢

包等要緊的東西都放在由右肩斜掛到左

腰的中型皮包裡。我頓然意識到報紙遮

住了我的視線，他如在報紙下動手，我

看不到。因此我就用左手緊抱著皮包而

注視著他。他一言不發，收了報紙就走

開。他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二、2002年，從義大利南部，那波利（Napoli;	

Naples英譯那不勒斯）車站搭公車去以

那波利民謠Santa	Lucia聞名的Santa	Lucia

海灣。上車後到扎票機處去扎票時，一

年輕人緊靠著我，也要扎票，我才覺得

為何他需要這麼緊靠著我，且

也不必這麼急著要扎票，在我

後面的眼快手快的內人，看到

他拉開了我背包的拉鍊，而伸

了一隻怪手進去，就賞了他一

拳。這位仁兄就說“I	 did	 not	

do	anything.”而下了車。當時

背包裡除了地圖、導遊書之

外，最底下有照相機。當然他

什麼都沒拿。歐洲許多公共交

通工具，在上車前（火車）	，

或車上（Bus）要在扎票機自

己扎票，打上日期與時間，

這等於剪票，叫Validation。如不做此步

驟，等於無票乘車，被查到就被罰款。

但如使用火車的pass，則例外。

三、同一次旅遊，從Napoli搭南下火車要去

Salerno轉搭巴士遊著名的Amalfi	Coast去

Sorrento。我們的座位在有六個座位的頭

等包廂。當時只有我們兩人。正有點兒

睡意時，有一名十來歲的男孩輕輕地開

了門、探頭，看我們清醒，就關了門走

開。想來我們要是在睡，準會順手牽羊

無疑。

四、2005年在馬德里Madrid的一餐廳外，研

究店外所貼的餐單，看看有沒有想吃的

在維也納中央墓園Zentralfriefhof
的Beethoven（貝多芬）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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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時，就有一對穿著蠻時髦的年輕男

女也來看。男的站在我右邊。當時我穿

的是Journalist	Style的Jacket。有如中山

裝的大口袋。我意識到他碰到我右邊下

方大口袋，一看鈕扣開了。我就說怎麼

鈕扣開了？他們就若無其事地手挽著手

走開。還好，口袋裡只有地圖，他也沒

拿。

五、2008年在愛爾蘭的都柏林Dublin沿河拖

著行李走向旅館時，覺得有一對年輕男

女跟著我們一起走，有了一段時間。且

有些時候，男的似乎靠得我很近，我就

看了他一眼，並以台語說他們可能是

扒手。他們曉得我們在警覺，就一言不

發，迅速地離開。

六、2009年秋天在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

的Placa	Del	Rei	（Royal	Plaza）。我因

找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回來西班牙晉見

資助他出航的Isabella一世女王的歷史

景點，自己拿著地圖先走，留下內人在

後面。她被看來也像遊客的一群人包圍

著，後來她發現皮包被打開，還好只丟

了放在最上面的太陽眼鏡，底下的更要

緊的東西都沒碰到，是一少婦所做。

七、同一次旅遊，從法國南部搭火車回來巴

城，轉搭捷運。我提著行李與人群擠上

捷運車廂時，意識到，我繫在腰間的腰

包被碰到。一看拉鍊被拉開，好在錢包

還在，（應是下一步驟拿錢包）。我用

英語疾言厲色地指責在我左邊一齊擠

上捷運的少婦。她沒發一語，逐漸地走

開。

後來在捷運站聽到以西班牙語與日語的

廣播（倒沒有英語）說，「小偷一直在注意

著你身上所帶的東西，請你千萬要小心」。

巴城扒手猖獗聞名，而日人遭殃的大概也不

少。哈哈！

雖然我們這些遭遇都在自助旅行或自

己走的時候發生，但參加團體旅遊也絕非免

疫。你總有你自己獨處的時候，隨時提高警

覺是無害的。當然如把所有的證件、錢幣都

放在Money	Belt綁在身上，外穿衣服，口袋裡

只帶少許錢，就不會引起扒手的注意了，不

過這又確實太不方便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在多瑙河畔散步時，飛來一群天鵝 遊義大利北部Como湖旁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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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江堰到烏山頭水庫

文／邱仲慶

今
年6月本人代表神經外科醫學會與台灣

神經外科20幾位醫師到成都參加「世

界華人神經外科醫學會第四屆學術大會」。

全球共有2,000多位醫師參加。在高明見教授

推薦下，本院當選下次承辦單位（圖1），這

乃是台灣第一次承辦世界華人的神經外科學

術大會。大陸的醫學水準參差不齊，但他們

有重點發展醫院，在神經外科方面如北京的

天壇醫院、南京的華山醫院、四川的華西醫

院，病例都相當多，設備也不輸台灣的醫學

中心，我們確實要戰戰兢兢，才能保有領先

的地位。

成都乃是2,000多年的古都，現已發展

為1,200萬人口的四川省首府。在成都參觀

了兩處頗具歷史價值的古蹟，一是武侯祠，

一是都江堰。隨著一部傳頌千古的「三國演

義」小說，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

義形象，讓後人景仰為忠臣及智慧的表率。

諸葛亮諡號「忠武侯」故稱武侯祠。諸葛亮

寫給兒子的信提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

遠」，所以他的祠堂稱「靜遠堂」。堂外有

─清代劉藩的「攻心聯」，被譽為十大名聯

之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

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

思」。上聯主要特點是「攻心」，自古以來

真正懂得軍事的人並不在於好戰，而是注意

從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毀敵人，也只有這樣，

才能保持長久的安定局面。下聯言諸葛亮的

治蜀其特點是「審勢」，即對形勢的確實把

握。經驗顯示，只有對形勢的特點有了準確

的判斷之後，才能制定出與之相對應的政

策，當寬則寬，當嚴則嚴，這亦給我們當領

導者一個省思。

都江堰位於成都市中心西北約60公里

處，是中國最有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圖2）。

最早建於戰國時代秦昭襄王時期（西元前

256-251年），由當時的秦國蜀郡太守李冰

率領當地群眾開鑿而成，歷經2,300多年，現

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並列名世界級古蹟，

很多工程如「魚嘴」、「飛沙堰」、「寶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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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工程雄偉壯觀，讓我們深深讚嘆先人

高深的智慧。寶瓶口是在玉壘山的山崖上，

以燒熱石壁然後潑水冷卻的方式，用人工方

式鑿開一處缺口，2,300年前能有此物理知

識及技術，真是偉大。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

設，讓原本時常造成水患的岷江，發揮出灌

溉、防洪與水運的功能，讓成都平原變成

「天府之國」。讓人民世世代代享受富庶的

生活。

在台南，也有兩位對水利工程相當有貢

獻的技師，值得大家尊敬。一是建設烏山頭

水庫及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技師。我很喜歡

在烏山頭水庫的大壩上騎腳踏車，然後到旁

邊紀念八田與一的日式小公園靜思休息（圖

3），緬懷先人。八田技師於1910年自東京帝

國大學畢業後來台，1918年針對嘉南地區水

利灌溉進行實地研究調查，並向台灣總督府

提出嘉南大圳建設計畫書，1919年負責建造

嘉南大圳的核心工程─烏山頭水庫，採用半

水式土石壩工法，並以個人創新世界技術興

建水壩。此外，也創亞洲之先，引進大型土

木用蒸氣動力機械進行工程，由於工程規模

大、施工艱鉅，一共有134人殉職，經過10

年努力，終於在1930年4月10日讓嘉南大圳，

這當時全台灣第一、日本第一、亞洲第一的

水利設施順利通水使用，造就了嘉南平原的

富庶與繁榮。很可惜的是，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4月18日，八田奉命

前往菲律賓進行棉作灌溉設施調查，於5月8

日，其乘坐之「大洋號」軍艦被炸沉。其妻

子外代樹由於對丈夫的思念，於1945年9月1

日颱風天清晨跳進八田投入畢生精力的烏山

頭水庫放水口，留下遺書「愛慕夫君，我願

追隨去」令人不勝欷歔。

另一位值得大家紀念的技師是八田與

一的上司—濱野彌四郎。若開車到台南縣山

上鄉淨水場即可看到一尊由奇美集團創辦人

許文龍先生為濱野彌四郎雕塑的半身銅像矗

立在公園（圖4），此雕像原是八田與一和

其他門生為恩師所立，後不知何去，許創辦

人為感念濱野彌四郎對台灣的貢獻，遂重新

雕塑。原來台灣在1910年代，由於缺乏清潔

的飲用水和排水設備，衛生狀態相當惡劣。

日據時代台灣被稱為瘴癘之地，到處流行瘧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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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霍亂、鼠疫等傳染病，人民平均壽命不

到四十歲。後來時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

平極力邀請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工科的蘇格

蘭人巴爾登先生，帶著該校剛畢業的濱野彌

四郎一起渡台，從事上、下水道的策劃工

作，巴爾登因酷熱過勞，感染瘧疾而回日

本，三年後去世。濱野繼承了他的遺業，負

責了巴爾登歿後一切台灣的上、下水道事

業。台灣主要都市的上、下水道建設，幾乎

可說都在他手中完成。當時台南市人口約

六、七萬人，在山上鄉建立的淨水場貯水

量，卻可供應十萬人使用。如此徹底解決飲

用水和排水的問題，可說是一種極有遠見的

規劃。我們今天能飲用乾淨的水，享受健康

的環境，不要忘了感謝這些偉大的技師們的

貢獻。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奇美

醫院院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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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 雜 感

文／李清曉

郭
伯偉學兄再度要我寫寫日常生活感想，

於是冒眛披露退休後所感之拙文。此

乃為我個人之思索，其是非曲直尚待商榷，

故要仰賴各同學高見與指正。星移斗轉，日

月如梭，我們已超過古稀之年而將逾八十大

關，惟各同學歷經艱難時代及歷史演變，戰

戰兢兢努力奮鬥，無論在杏壇大學研究或醫

療事業均登峰造極，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令

人欽佩。我在鄉下懸壺執業，仍一無所展，

實感赤面。於此年齡相信大家已鬚髮添白、

兒孫繞膝、含貽弄孫享受天倫之樂。但為父

母者，坎坷一生、辛勞一生栽培兒女、望子

成龍、望女成鳳，現在他們已成家立業奔騰

自己的事業而離開父母，而大部分老人家卻

孤守舊家，有一部分仍保持三代同堂，因他

們之事業發展而引以為榮，但難免感到別

離、悲傷與寂寞。其實子女之離別是父母之

福氣。人生自是有情癡，疼愛兒女如似掌上

明珠乃為天下父母心。唐詩曰：「春蠶到死

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兒女長大成年

後男婚女嫁，性格思想或生活習慣與父母有

所懸殊，加上後天之環境因素以及年代之隔

絕而更不盡相同。

我們人類之genome由DNA組成，而DNA

是nucleotides之鹼基是adenine（A），cytosine

（C），guanine（G）及thymine（T）。DNA

之polymer即polynucleotide有數百萬nuclear	

genome約有30億bp（base	pair，如A與T，C

與G）。Genome存在於23對之染色體，而23

對之染色體（chromosome）中有22對之體染

色體與1對之性染色體。30億之base	pair若用

普通英文印刷體，即電腦英文字型之6號寫

時，可達5,000公里，換言之可寫3,000本書。

Genome由具有生物訊息的基因所組成，後者

控制生命現象，如蛋白質之合成、新陳代謝

以及遺傳。當母親之22X與父親之22Y（或

22X）結合產生之子代，即兒女之染色體與父

母皆有不同之finger	print（節取自T.A.	Brown

著	genome一書）。

故兒女屬於完全不同而獨立之identity，

我們無法期待其性格與父母相似，俗語說

「兒女不如願也」。兒女之培育是為父母者

之義務與責任，但是我們不能期望他們的回

報。奉獻是我們之樂趣與心願，而他們對父

母之報恩即「孝」，只是道義上之約束而

已，並無法律之約束。俗語說，對兒女可以

看，可以聽，但不可以說，仍須認定獨立性

而保持些距離。晚年之幸福無法寄託在兒女

之身上，「久病床前無孝子」是眾所皆知之

事實。現在社會除非懷有高深科技或深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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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否則難佔一席，他們需披荊斬棘努力奮

鬥始有生活之空間。人生之成功依賴「天時

地利人和」之因素外，亦需有經濟基礎。若

有適當的資產必須遺留給他們，讓他們安居

樂業，惟過多則惹起怠惰與爭財之患。孔子

曰過猶不及也，古語說為子孫不留美田。

我們對兒女以及社會之貢獻是無條件而樂

意的，但期許社會之索取或兒女已盡孝是

有條件的。美國波士頓之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之Dr.	Moore著有一有關器官移植之書

─「Give	and	Take」，說give容易，take卻困

難。

人進入老年期後，五官機能漸漸衰退，

初發生的是視覺，大約40歲剛開始，而腦部

衰退較弛緩。每人都要面臨生命之終止，無

論權勢、富貴、貧窮無一倖免走這一條路。

人類由單一細胞之卵細胞（oocyte）與精子細

胞（spermatocyte）結合成syngamy，由此分裂

成2個細胞、4個細胞、8個細胞…至發育成成

熟之人體，大約擁有100兆細胞，細胞會有凋

亡，此為programmed	death，而由gene控制，

據謂DNA染色體末端telomere與此有關。

雖然現在生物科技可以利用遺傳工學使

器官有限度再生（regeneration），但是最後

仍然終止生命。自古人類尋求「永生」，埃

及法老王為享受榮華富貴於來世，將珠寶陪

葬於「王家之谷」之墳墓，現在卻被挖空成

瓦礫。2,000年前秦始皇謀求來世之權勢所埋

葬之西安兵馬俑（Xian	Terracotta	Warriors），

現在成為歷史之痕跡。若他們回來觀看時必

定惘然悲傷。人類求「永生」，人定勝天是

人類一直嚮往的，但是卻無法完全主宰死

亡。至最後大關，有的走得悄悄、寧靜。天

才愛因斯坦晚年患腫瘤時囑付醫生勿給藥

物，最後於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年76歲，在

桌上留著uniform	theory之計算。凡此死亡是萬

人所願望的，但大部分人因病魔糾纏、掙扎

呻吟，其悽慘不堪目睹。尤其病入膏肓、藥

石罔效或已喪失意識、使用急救儀器去延命

時，如在急診室任人宰割，或在養老院任外

傭蹂躪，實為失去人之尊嚴。此情況增加自

己之痛苦，拖累家人，增加他們之負擔與憔

悴。有人素有宗教信仰者，寄託於來世，但

是此為未可知的，只能說fantasy。人有權利生

存，亦有權利抉擇終結大事以免失去尊嚴。

荷蘭已通過「安樂死」法案，乃為晴天霹

靂，雖然議論紛紛，可謂生命觀念之進步。

鑒於此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曾在所著

「浮生後記」書公開他的遺囑，表示要有尊

嚴地走完人生路程。其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出，今年

（二○○○年）六十八歲。鑑於此生已

盡對社會的責任，今後，如此處理個人

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在此一原則

下，立下此生命遺囑（Living	Will）。

一、消極終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

原因，進入永久昏迷（ p e r m a n e n 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復原之終極狀

態（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時，

不必以任何人為方式延長生命（例如氣

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

射、人工調頻、人工呼吸、鼻管餵食、

心臟電擊，或其他救治行為等），應儘

量減少痛苦的讓本人自然結束生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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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痛苦而有尊嚴走完人生。其處理方式

在本人無意識判斷時，授權下述被授權

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

述原則執行。」

老夫妻一生同甘共苦，默默耕耘，可

謂舉案齊眉、相依為命。宋朝蘇軾賦詩曰：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倆人中可能

一人先走，故人生須有規劃，籌備老本以備

度大關，讓人生有尊嚴地終止。過去是歷

史，將來不可預測，現在是人生，腳踏實

地行我所能，行我所愛。在一刻值千金之

晚年走遍天涯海角、遊山玩水會使心曠神

怡，也許有助於健康、延長人生。相偕老伴

探望白雪皚皚之Alps山，綠茵茵而寧靜之德

國Romantische	 Strasse，加拿大湖光秋色之

Niagara	Fall，一望無際蔚藍清淨的加勒比海，

不亦樂乎？晚年明天會更老，但夕陽無限

好，晚霞無上美。

註：沈君山1955年台大物理系畢業

2010.02.28　識於台中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6年畢業，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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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yush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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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邁阿密來的報導

文／葉國鈞

二
十年前內子葉歐羅媲在佛羅里達州創立

大邁阿密中華婦女文化教育獎學基金

會。二十年來，基金會頒發獎學金給二百多

位華裔高中、大學及研究所學生，支持他們

的求學及肯定他們的成就。此一基金會對台

美之間的文化及教育交流也作出了重要的貢

獻，令更多佛州美國人士瞭解、欣賞中國文

化及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為了籌募獎學基

金，除了我們個人捐獻外，還要積極奔走，

爭取各方的支持及捐助。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基金會在邁

阿密慶祝創會二十週年，各方高度肯定葉歐

羅媲女士及她所創立的

基金會的貢獻。中華民

國前外交部長錢復及

現任部長楊進添均發來

賀電。錢復以『培德育

才』、楊進添則以『肩

負時代使命，融入主流

社會』來肯定葉歐羅媲

女士及她所創立的獎學

基金會。

二○一○年二月二

十三日佛羅里達州美國

國會眾議員伊莉漢娜．

羅斯－雷廷安正式在國會提案，肯定葉歐羅

媲女士及她所創立的大邁阿密中華婦女文化

教育獎學基金會的貢獻與成就，並正式列入

美國國會紀錄，永久在國會保存──這是一

項非常崇高的榮譽。

羅斯－雷廷安眾議員不但肯定葉歐羅

媲女士的貢獻，並高度評價基金會對台美文

化、教育交流的貢獻，協助華裔學子融入美

國主流社會。

現在附上肯定大邁阿密中華婦女文化教

育獎學基金會的美國國會紀錄。

左為作者，右為葉歐羅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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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111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noring Mrs. Lydia Yeh

The Honorable Ileana Ros-Lehtinen of Florida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uesday, February 23, 2010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honor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ongoing work of Mrs. Lydia Yeh 

and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Women’s Club of Greater Miami/

South Florida.

My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s blessed to enjoy the best of diversity in our melting pot of 

languages, races, and cultures; and among them is The Chinese Women’s Club of Greater 

Miami/South Florida, striving to fundraise and promote cultural activities.

Their scholarship foundation’s primary mission for the past 20 years has been to acknowledge 

talented young scholars of Chinese descent in the greater Miami are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ir founding President, Mrs. Lydia Yeh, and a group of dedicat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Women’s Club, over two hundred outstanding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graduate students have received scholarship awards.

On Sunday, December 27, 2009 they celebrated their 20th anniversary at Miami’s Dadeland 

Marriot Hotel where their scholarship recipients gave remarks to inspi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come.

Let us honor Lydia and the Chinese Women’s Club’s Scholarship Foundation, who seek to 

empower our youth and give them the tools to succeed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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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鈞醫師在大邁阿密中華婦女文化教

育獎學基金會二十週年慶典上的講稿。

Speech given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cholarship Foundation of Chinese Women’s 

Club of Greater Miami and Scholarship Award 

Ceremony

President Mrs. Margaret Chien; Founding 

President Mrs. Lydia Yeh; Director General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Mr. Miguel Tsao; District Chief of Staff of the 

Honorable Congresswoman Ileana Ros-Lehtinen, 

Mrs. Debra Zimmerman; City of Coral Gables 

Mayor Donald Slesnick’s representative Mr. Trevor 

Zakov; Members of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cholarship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Women’s 

Club of Greater Miami, Honored Guests and 

friends, good evening.

It is with deep admiration and profound respect 

that I congratulate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cholarship Foundation of Greater Miami for 

their sustained efforts, caring spirit and generosity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awarding more 

than 200 scholarships to Chinese-American high 

school seniors,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South Florida. Most of them are now 

working, in various fields and different c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and are 

solid members of our society. Of course,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also go to their parents, as 

role models, and for having nurtured their children 

to academic success. I would like now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give a few words of advice to our 

bright young people.

Academic success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Our high 

academic achievers need to continue to develop 

physically, mentally, socially, and spiritually.

Physical fitness is one of the prerequisit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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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and hard work. To achieve it, spend 

at least thirty minutes exercising every day, 

preferably an hour. Among other benefits, such 

regular exercise helps to lower your tension and 

blood cholesterol level. Stay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tobacco, alcohol, and illicit drugs.

Mentally, be prepared to face setbacks or even 

failure, no matter how good you are or how hard 

you try. An old Chinese saying is that 80 to 90% 

of the time, things will not turn out the way you 

anticipated. This is not a pessimistic approach 

to life, rather it is like a vaccination providing 

immunity against disappoint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y lead to some pleasant surprises.

Social skills are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other people perceptions of 

us. People say the EQ, or “emotional quotient” 

strongly affects our future and determines how 

far one can go. Everyone must learn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respecting their values and styles. We 

should carry on civilized discussion when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but realize that there 

can be honest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It is 

important to resist undue peer pressure gently 

and politely, while holding on to one’s own values 

firmly.

This country was built by people who escaped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looked forward to 

religious freed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fines health as a state of physical, ment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I know many of us become 

puzzled when we realize how infinitesimal our life 

is on earth, and in the universe. Religious faith may 

provide us with a spiritual anchor that can help 

calm our mind, comfort our pains and soothe our 

souls.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avoid fanaticism.

Finally, I hope everyone here is aware of the 

serious change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that are 

occurring on our earth. If not dealt with promptly, 

all that we know today may soon become things 

of the past. So each of us shoul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and the earth.

Two days ago, a young teenage boy gave me a 

coffee cup as a Christmas gift, printed with these 

five lines of Apache Indian blessings:

May the sun bring you energy by day;

May the moon softly restore you by night;

May the rain wash away your worries;

May the breeze blow new strength into your 

being, and

May you walk gently through the world and know 

its beauty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especially our 

scholarship receipients, we a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walking gently through the world, making our 

contributions, leaving our marks, preserving the 

natural beauty, and enjoying every day of our 

lives.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us all in the days 

to come. Happy New Year!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為Voluntary	

Professor	of	Medicine,	Univ.	of	Miami	Miller	

School	of	Medicine、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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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 光燦爛

文／黃英峰

父
親的診所在一條寧靜的街道上，街道的

四周是一望無際的農田。

診所坐南朝北，後面南邊的診察室頗

為寬敞，裡面擺著七八張椅子，椅子旁邊有

一個幾乎可以涵蓋整片牆的大窗戶，前面臨

街進口處，是一道可以向兩邊滑開的木門，

這木門經常都是敞開著，風吹的時候，風

從門口湧入，湧進候診室、配藥室、穿過治

療室、房間通道、再由後面診察室的窗口鑽

出。風在這裡似乎可以舒暢地通行無阻，人

在這裡也一樣，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要找

父親看病不需要預約掛號，也不需要身份證

明，沒錢也沒關係，先記帳，等農作物收成

後有了錢再來付醫藥費。若是心情苦悶，無

處投訴，晚上診所比較不忙的時候，也可以

來找父親聊聊。像我這樣十來歲的小孩，閒

來無事，也可以坐在診察室的椅子上，夏天

的時候享受電扇吹來的涼風，冬天的時候享

受火爐騰起的熱流。偶而，也聽聽來訪客人

（病人）的肺腑之言。

那一晚，鄉裡國民小學的徐老師又徐

徐地走進來，徐老師是四十幾歲的人，衣冠

整齊，上身穿著白襯衫，白襯衫又挺又直，

應該是用米漿洗過、燙過，看起來很清新，

可是，他的臉色跟白襯衫不太相稱，似乎用

隔夜的米漿處理過，呆板的表情帶著一絲酸

味。

「這是我家裡種的蓮霧。」徐老師一

邊坐下，一邊把手裡拎著的那籃水果送給父

親。

父親說了聲謝謝，把蓮霧放在案桌上。

「近來睡眠有沒有改善？」父親說。

「沒什麼改善。」徐老師說，他面沉似

水，似快要結冰的水。

「吃了藥嗎？」父親說。

「吃了。」徐老師說：「吃了也沒效，

不但沒效，這兩天還頭疼。」

「頭疼？」父親眉頭微蹙，「頭的哪裡

疼？」

「後腦勺會抽痛，後頸部很緊。」徐老

師說。

父親用聽診器稍做檢查，拿起血壓計量

量徐老師的血壓。收縮壓是170，舒張壓是

96。

「血壓比平常高，可能是血壓高引起的

頭疼。」父親問：「你有吃血壓藥嗎？」

「有，每天都照常吃。」

「吃了藥怎麼還這麼高？」父親又問。

「不知道。」徐老師的回答很簡單，他

的音調如同賣棺材的老板，沒有抑揚頓挫。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父親想了想，「最近生活起居有沒有

什麼改變？有什麼事不順心？工作比較忙

嗎？」

「跟平常一樣，沒什麼改變。」徐老師

的表情仍然像紙人一般地沒氣息。

「有沒有吃得比較鹹？有沒有人家請

客，在外面吃飯？外面食堂的菜通常味道

重、鹽分多。」

「沒在外面吃飯，」徐老師說，他手心

支著下巴，沉思半晌又說：「只是早餐吃了

一些豆腐乳，中午吃了一些鹹菜，晚飯後吃

了一顆酸梅。」

「你知道，」父親說：「如果我們喝

水，我們的腎臟很快就可以把多餘的水分排

出，如果吃太多的鹽，我們的腎臟要費好半

天才可以把不需要的鹽分排出，一旦血管內

瘀積了鹽分，勢必也要存留一些水分來沖淡

鹽分，這樣一來，血量就多起來，而血壓與

血量成正比關係，血量多了，血壓也就高起

來。」

徐老師嗯了一聲，微微抬起頭，倒

吸一口氣，「可是，我以前也曾經吃了這

些東西，也沒頭疼。」

「你有喝茶，喝咖啡嗎？」父親接

著問。

「有喝茶，不喝咖啡。」

「最近喝得多？有沒換品牌？」

「本來喝茉莉花茶，最近人家送給

我一罐人蔘烏龍凍頂茶，改喝新的茶。」

「烏龍茶咖啡因成分比較高，會使

血壓上升，人蔘提神，會令人睡不著。」

父親頓了頓，「這樣吧，我先加一種血壓

藥給你，你暫時不要吃太鹹的東西，也不

要再喝烏龍人蔘茶，看頭疼會不會改善，兩

天後，再回來量血壓。」

「我會不會中風？會不會半身不遂？」

徐老師本來就有嚴重的慮病症，現在更是憂

心忡忡。

「把血壓弄好，吃得健康，適當活動，

血液循環通暢，不會中風的。」父親說得很

肯定。	

徐老師眼睛眨了眨，「還有，我耳朵有

時聽到嗡嗡聲，舌頭乾燥，頸部酸痛，心口

發涼，肚子發脹，兩腿發麻…」

父親似乎遇到了疑難雜症，琢磨了半

晌，摸摸他的肚子，敲敲他的膝蓋，又摸摸

他的足背，在病歷上寫了幾個字，終於說：

「大概是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徐老師眼睛微微睜大，

嘴唇蠕動著，好像還想說些什麼。

此時，門檻處忽然出現一個大姑娘，

這姑娘長得非常秀麗，穿著一襲滾花邊的洋

作者父親與母親1965年合照於診所旁邊的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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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鵝蛋圓的臉孔，一雙靈秀的眼睛，十分

吸引人，好像，如果她摸摸你的頭，你就可

以不計酬勞地替她當跑腿。

「爸爸。」這姑娘輕喚一聲，走了進

來，她的音色像清脆的銀鈴。

徐老師轉頭一望，露出笑容，那雙本來

茫然若失的目光突然靈活起來，「什麼事老

遠從台北回來？」他說。

「沒什麼事，回來看看你。」這姑娘

甩了甩垂在兩頰烏黑的秀髮，「我一走進家

門，媽媽說，你去黃醫師診所看病，我就來

這裡找你。」

「回來看我？」徐老師站了起來，拍拍

胸膛，臉上的表情好像剛被一陣春風吹過，

顯露著朝氣，「我好好的，不用擔心。」他

隨即向父親說聲道謝，與女兒相偕離去。

等到他們的腳步聲走遠了，我禁不住問

父親，「徐老師到底患的是什麼病？」

「不確定。」父親說：「大概是神經衰

弱。」

「什麼是神經衰弱？」

「就是精神虛弱。」

「為什麼徐老師一見到他女兒，精神就

不一樣，來的時候像散了架的稻草人，回去

的時候像準備上山打虎那麼有精神？」

「我想，女兒對徐老師的愛與關心，有

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父親說。

我半信半疑，似懂非懂，起身從椅子上

站起來，慢慢走出診察室，走入隔著庭院的

住屋臥房。

夜漸漸深了，四周靜寂，晚風輕拂，

街道上賣肉粽的叫賣聲已遠，只有遠處傳來

幾聲狗吠，我坐在床沿，微微感到愛睏，肚

子也有點餓，愕然回頭從臥房的玻璃窗往外

望，視線恰落在診察室的窗口，窗口裡，

父親還坐在那張可以旋轉的椅子上，側著身

子，在清亮的燈光下為另一個病人聽診檢

查。

那燈光很柔和，很溫馨。

我倒在榻榻米上，閉起眼睛，很快就

進入夢鄉，夢鄉裡的天空清澈如水，繁星點

點，宛如那姑娘深湛的眼睛在閃亮，那亮光

似乎帶著某種啟示與能量，默默地照耀著這

寧靜的鄉村，照耀著在街頭踽踽而行的徐老

師，照耀著這美麗溫暖的人間。

註：作者之父黃崇敏醫師係母校附屬醫學專

門部1941年畢業，在嘉義溪口行醫50餘

年，2009年辭世。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在是洛

杉磯行醫的家庭醫師）

皮膚科朱家瑜助理教授、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林頌然助理教授及醫學檢

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俞松良助理教授榮獲「99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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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麗真

7月中去一趟11天的俄羅斯歡樂不老團之旅、8月中（8/7-8/26）

參加路竹會（Taiwan	Root	Medical	Peace	Corps;	TRMPC）到中

美洲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三國之貧病地區義診，接著

（8/27–9/7）又參加2010年世界藥學會（FIP	2010	Congress,	Lisbon,	

Portugal）的「12天葡西會議兼考察之旅」，途經美國洛杉磯、薩

爾瓦多和德國慕尼黑，這是一段最頻繁地周遊列國的日子，9月7

日晚上從巴塞隆納一回到台北，就趕緊追蹤有關本訊10月份執行

編輯與邀稿的事宜。感謝非常認真與細心的黃秀麗小姐，每篇來稿她都已經排版印刷、仔細閱讀、

先修正了一些錯別字，讓我校閱時更容易作一些小修，而較不虞遺漏。

感謝許多校友賢達的熱情賜稿，本期內容豐富、篇篇精采，其中醫學新知類有4篇，包括

楊雅雯教授的「淺談造血幹細胞」於醫療診斷與新藥的研發上前程似錦、許清曉醫師津津樂

道的「Friedman及Friedland的醫學史上十大發現」還有待下回分解。周松男名譽教授的「參加

2008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參訪Karolinska	Institute	University	Hospital的

報導」讓我們一窺諾貝爾獎得主的神秘搖籃、李慶三教授的「下一波的糖尿病明星藥」透露些許

投資理財的風向。醫療服務類1篇，為韓良誠教授的「醫病通函（11）」，溫馨而感人。歷史文學

類有1篇，張秀蓉教授的「參加「台北昭和町會」的一些收穫與感想」而驗證了天地有情、人間有

愛。此外，休閒旅遊類1篇由林洪謙醫師寫的「遊歐遭扒記」傳授幾招武功秘笈用來破解歐洲扒手

的技倆，蠻管用的。還有4篇校友小品類的佳作，包括奇美醫院院

長邱仲慶的「從都江堰到烏山頭水庫」緬懷廿世紀工程的偉人與

勳蹟、李清曉醫師的「退休雜感」、葉國鈞醫師的「從邁阿密來

的報導」及黃英峰醫師的「今夜星光燦爛」，都是共賞的好文，

值得細細品嚐。最後，本期能夠順利完成審稿、付梓，特別要感

謝勞苦功高的編輯委員們，於百忙中撥出寶貴時間逐字逐篇地仔

細閱讀、修正、與力求真、善、美。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69年畢業，現任台灣路竹會義工）

宏都拉斯義診簡易處方調配藥局 
（後排左5為筆者）

瓜地馬拉義診簡易處方調配台 
（後排左4為筆者）





蒙古外賓參訪暨洗腎機捐贈給台大醫院合影　　　　　　　時間：2010年9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學院98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頒獎合影　　　　　　　時間：2010年9月27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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