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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院楊泮池院長（右1）歡迎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沈祖堯（左1）蒞臨



本 刊 來 稿 文 責 由 作 者 自 負 不 代 表 本 刊 立 場

目　錄

景福醫訊
Jing-Fu Bulletin

第27卷　第12期

2010年12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第二十七卷十二期　總號三○五

董事長兼發行人∕陳維昭

社　　　　　長∕林明燦

編　輯　顧　問∕林國煌、彭明聰、陳萬裕、楊思標

　　　　　　　　洪伯廷、曾淵如、謝豐舟、余秀瑛

　　　　　　　　郭英雄、朱宗信

正 副 總 編 輯∕林隆光、方偉宏

編　　　　　輯∕柴惠敏、鍾國彪、陳偉勵、薛漪平

　　　　　　　　王莉芳、楊曜旭、柯政郁、許秉寧

　　　　　　　　商志雍、徐思淳、高碧霞、林文熙

　　　　　　　　范守仁、蘇銘嘉、陳文翔、徐明洸

　　　　　　　　陳世杰、李正 、林麗真、錢宗良

本期執行編輯∕陳世乾

副　執　行　長∕陳晉興、陳慧玲

助　理　編　輯∕黃秀麗

社　　　　　址∕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台大醫院景福館）

電　　　　　話∕(02)2312-3456轉67282
傳　　　　　真∕(02)2388-6161
印　　　　　刷∕益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北台字第一二六一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ISSN-1028-9585
網　　　　　址∕http://www.jingfu.org.tw
電　子　信　箱∕jingfu33@ms78.hinet.net
劃　撥　帳　號∕01410009
戶　　　　　名∕台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新知

2 我的醫生是機器人？！　黃昭淵

5 Friedman及Friedland的醫學史上十大發現

（二）　許清曉

10 成人期先天性心臟病的特殊問題　盧俊維

校友活動

17 台大景福基金會中部地區校友聯誼會記實

校友小品

19 My Grandfather　Ryan W. Chen

20 Heaven On Earth　葉弘宣

22 甜蜜夫妻得獎致詞　戴鐵雄

24 為「台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白寶珠

 女士」出書作序─白寶珠與我　余玉眉

學生園地

28 台大醫學系98級&99級迎新宿營心得　

 張瑋庭

歷史文學

30 65年已過，噩夢依舊─記錄韓家所遭受的

 二戰禍害　兼悼念不幸華年早逝的大姊　

 韓良俊

編後語

封面照片：急診部的新舊對照



醫學新知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我的醫生是機器人？！

文／黃昭淵

「我
的醫生是機器人」，這是刊登

於2010年1月份中文版讀者文摘

中一篇文章的標題，真的有這麼神奇嗎？其

實，這篇文章的標題雖然頗吸引人，但距離

外科醫師失業的日子，短時間尚不至於到

來，因為，這機器人的背後操控者，仍是外

科醫師的雙手，機器人藉由人工智慧而獨立

完成手術的日子尚未實現，但從近幾年來高

科技產業促成醫療進步的速度來看，將來的

事情，誰能說得準呢？不過，現在我們還是

先來看看目前現實版的機器人醫生—達文西

（da Vinci）吧！

許多人第一次接觸到「達文西機器人

手術」這名詞，是在網路搜尋或是醫師告知

前列腺癌的治療選擇時才得知的，的確，機

器人輔助前列腺根除手術的蓬勃發展，迅速

地建立了機器人手術的地位，但是，機器

人在手術領域的應用，可不僅止於前列腺根

除術，簡單說來，凡是需要「深部而大量縫

合」的手術方式是最能夠突顯機器人的地位

及價值的，因此，前列腺根除手術中將骨盆

腔深部的前列腺去除之後，需要將尿道的斷

端以及膀胱頸做吻合時，最能夠展現機器人

手術的優勢。其他的手術，包括：腎盂及輸

尿管接合處狹窄切除後的吻合、心臟冠狀動

脈繞道手術中血管的縫合（甚至可以在心臟

維持跳動的情形下完成）等，都是非常適合

使用機器人來輔助的手術。

達文西機器人的設計上到底有何過人之

處，可以確定其地位呢？其實，達文西機器

人最初是由美國陸軍在1980年代後期，委託

美國太空總署所研發，原始構想是要救治戰

場上的傷兵：只要把傷兵送進救護車，便可

由外科醫師在幾公里外遙控並進行手術。之

後，該專利授予商界，經過不斷的競爭及改

進，造成了今日機器人手術的光景，目前由

美國的Intuitive Surgical Inc.製造的達文西機器

人獨佔鰲頭，領先市場。達文西機器人系統

共由手術者控制台（Surgeon Console）、手術

台車（Surgical Cart）以及影像台車（Vision 

Cart）三部分所組成，醫師透過具有三度空

間放大立體影像的手術者控制台作為視覺的

判斷來下達手術指令，控制手術台車上的機

器手臂進行動作，而手術過程中助理醫事人

員可透過影像台車上的螢幕即時協助主刀者

（參考附圖）。

與傳統的腹腔鏡手術比較起來，其優勢

有：提供三度空間且放大十倍的立體影像，

有利於手術之中血管以及神經組織的剝離及

保留；經由高頻波的作用過濾器械的抖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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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顫，而避免掉過去因為人工的操作所產生

的不穩定影像；提供醫師眼手一致且直覺性

的器械操作，不像傳統的腹腔鏡器械前進的

方向與手操作的方向是相反的；機械臂前端

附有微小而精密的器械，可以執行組織剝

離、電燒及切割等動作，並且微小的器械

與機器臂之間具有靈活的活動角度，宛如

一縮小的手腕在病患的體內一般，可以將

腹腔鏡手術中執行縫合手術時的難度降至

最低；提供手術者舒適的手術姿勢，降低

手術者的疲累，並降低職業傷害的發生；

同時，機器人手術的學習曲線也比傳統腹

腔鏡易學而簡單。

列舉了這麼多的優點之後，究竟機

器人手術的缺點何在呢？昂貴，是其第一

項為人詬病之處。一部達文西機器人的報

價，約在新台幣七千萬元之譜，同時，每

年仍須數百萬元的保養費，試想，要有多

少的機器人輔助手術的執行，才能

夠維持一部機器人的正常運作呢？

因此，醫師是否能夠慎選適合且必

要接受手術的病患，而不流於手術

上的浮濫，是我們必須審視的重要

課題。其次，沒有張力的回饋機

轉，也是其缺點之一。傳統的腹腔

鏡手術以手直接操控器械，所以在

剝離切割或縫合綁線時，術者雙手

均有張力回饋，可以感覺其鬆或

緊，如同在傳統手術時的感覺，而

機器人手術中，手術者操縱的是搖

桿，而目前的科技尚未將壓力的感

覺回饋到搖桿上，因此手術過程

皆以顯示器上的影像作判斷，取

代反射性的張力感覺，如此在操作很微細的

組織或血管時，稍有不慎就可能將組織撕裂

或將綁線扯斷。最後，對於選擇機器人手術

的前列腺癌患者而言，是否能夠因為該治療

達文西機器人系統共由手術者控制台（ S u r g e o n 
Console）、手術台車（Surgical Cart）以及影像台車

（Vision Cart）三部分所組成。（本圖由美商Intuitive 
Surgical Inc.所提供）

本文作者攝於醫學會中展示的達文西機器人，搭配

專屬的模擬軟體，可以達到良好的訓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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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較佳的手術結果，特別是在三大課題

（trifecta）上：降低腫瘤切除不完全的風險、

降低術後尿失禁的發生、以及血管神經的準

確判別及保留而降低術後性功能障礙的機率

等，也是我們所必須探討的重點。但是，目

前由於缺乏前瞻性且隨機性的臨床比較，吾

人很難下結論機器人輔助前列腺根除手術已

獲得超越傳統的前列腺根除術或是腹腔鏡前

列腺根除術的結果，但是，即使沒有更好，

至少在這短短的幾年之中，機器人輔助腹腔

鏡前列腺根除術已獲得不輸於傳統開腹或是

腹腔鏡手術的成果。

目前，全台灣共有七部達文西機器人，

分別安裝於：三軍總醫院（2004年）、振興

醫院（2005年10月）、台中榮總（2005年11

月）、林口長庚（2006年10月）、台北市市

立忠孝醫院（2007年）、台北榮總（2009年

12月）以及亞東紀念醫院（2010年5月），

其中，除了台中榮總之外，其餘皆位於北部

地區。雖然，台灣地區前列腺癌的發生率以

及死亡率仍然處於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

相對於歐美等國家，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同時，前列腺癌的治療是非常的多樣化的，

因此，只有一部分的病人會選擇機器人輔助

前列腺根除手術，所以，目前引進達文西機

器人的醫院，只有非常少的醫院仍能夠達到

損益平衡的。因此，如何做好醫療資源的統

合，避免流於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醫療裝備

的競賽，是在我們擁抱新的高科技手術時，

值得深思的課題。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2005年畢業，

現任母院泌尿部助理教授）

台大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教師

（一）職務：研究、教學、所務工作及研究生指導。

（二）資格：具博士學位之醫師或研究人員，且具博士後研究經驗一年以上者。

　　　專長為神經生物、認知科學或相關臨床科學。具有跨領域研究經驗者尤佳。

（三）請檢具以下資料寄至台北市中正區100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胡海國主任委員：

　　　（1） 個人履歷表、學經歷證件影本、五年內著作目錄、代表性著作1~3篇、

未來之研究及教學計劃（請附電子檔，寄至haigohwu@ntu.edu.tw）；

　　　（2） 三封推薦函（直接郵寄）；

（四）截止日期：民國100年元月九日

（五）聯 絡 人：蕭慧莉小姐

　　　聯絡電話：(02)2312-3456 ext 66785
　　　傳真專線：(02)2375-3663
　　　電子郵件：haigohw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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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y Leeuwenhoek (1632-1723)—自製

高性能的顯微鏡，發現細菌（bacteria）；

“Father of microbiology”

全名Antonie Philips van Leeuwenhoek（荷

蘭名Anthonie、Antoni或Theunis（圖1）。生

於荷蘭Delft（兩萬四千人的小鎮），六歲時

父親早逝，母親再嫁，繼父十年後又逝世，

16歲就做布商的管帳，因此沒學到當時學者

必修的拉丁文，也沒上過大學。不過他做事

認真又聰明，做興隆的窗簾（drapery）生意

之後，當Delft攝政者的司庫，37歲時得到房

產測量員（surveyor）的資格，1676年44歲時

當Delft的Bailiff（長官）。

他21歲時首次看到織布工人用放在支

架 上 的 三 倍 放 大 鏡 ， 又 於

1665年讀到Robert Hooke的書

Micrographia，係用各種顯微

鏡觀察記載的書，1 6 6 5年由

Royal  Soc ie ty出版，成為第

一本scientific best-seller。用

兩個放大鏡製成的compound 

mic roscope是1595就存在，

不過放大的影像品質不佳。

Robert Hooke（1635-1703），英國人，建築

家、科學家、哲學家，也是一位博學之人，

英國皇家學院院士，因1966年倫敦大火後的

建築致富。用顯微鏡觀察軟木瓶塞，看到蜂

窩式的結構，首次用“cell”一字描寫。創

作有關彈簧力學的Hooke’s law。他對天文

望遠鏡、光學、地心引力、生物演化等各方

面都有學理或實驗成就，被認為在Scientific 

Revolution中扮演重要角色，被20世紀歷史家

Allan Chapman稱為England’s Leonardo。但似

乎是因為性格或脾氣不佳著名，得罪各方，

而在歷史書上被抑壓，沒受重視。Scientific 

revolution是對從希臘時期到中古時期有重大

影響的物理、天文、化學、解剖、生物等各

種科學的徹底改革。這科學革

命一般認為是以下兩篇文章自

1 5 4 3年開始，持續到1 7世紀

末，即Nicolaus Copernicus的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天體的運

行」。）以及Andreas Vesalius

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Friedman及Friedland的

醫學史上十大發現（二）

文／許清曉

圖1：Antony Leeuwenhoe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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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rnicus是生於1473年的博學之人，是數學

家、天文學家、醫師、quadrilingual polyglot

（通曉四種語言者），古典文學家（classical 

scholar）、翻譯家、藝術家，1543年因為「天

體的運行」一書，受到宗教迫害，被處死。

自此Leeuwenhoek開始利用自己的時間

研製顯微鏡。他用獨特的方法，將燒紅的玻

璃拉成細線，用其尖端做出很小的玻璃珠當

作放大鏡，又有銀銅製成的支架。他一生做

出四百多個不同形式的顯微鏡，現存九個，

可以放大到270倍，更可能製有五百倍的顯

微鏡才能看到他所報告的微小事物；視力一

定也很好。他有商人腦筋，擔心科學界會盜

取他的方法及名聲，而將製造秘訣高度保密

（“which I only keep for myself.”），都讓別

人以為他是用研磨玻璃的方式製造如此精密

的顯微鏡。到20世紀才分別由D. L. Strong、A. 

Mosolov、A. Belkin等人依照他的方法複製成

功。（圖2、圖3）

Leeuwenhoek用顯微鏡觀察很多東西而在

荷蘭成名，著名的荷蘭醫師Regnier De Graaf

以書面將他推薦給英國Royal Society。他開

始陸續報告他的觀察，他因為不懂拉丁文，

因此Society還得將其翻譯為拉丁文或英文。

於1673年首度發表這些觀察在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1665年首刊的Royal Society科學

期刊）：“Bee mouthparts and stings.”。有一

次，要檢查辣椒的辣味是否由小刺引起，先

將辣椒浸在水裡三星期，結果發現水中有很

多“wee animals”—so small that if one hundred 

were laid end to end “they could not reach to the 

length of a grain of coarse sand.”，他以後總稱

這些小動物為“animalcules”（圖4）。

不過因為以前從未有如此微小細胞動物

存在的概念，1676年Royal Society對他的多種

發現表示懷疑，不知是否他喝酒，發酒瘋，

說夢話，還組調查團到荷蘭現場驗證。結果

到1680年他的觀察推理都證明是事實可靠。

同一年，他被推薦為英國皇家學院院士。

他重要的發現包括水中的單細胞生物纖

毛蟲類infusoria（1674）、細菌（1676）、

精虫（1677）、肌肉纖維的結構（1682）、

2 3

圖2：Leeuwenhoek原始顯微鏡的複製品 圖3：他的設計圖

4

圖4：顯微鏡下的小動物圖譜



醫學新知

2010年12月‧第27卷第12期 �

牙垢中的細菌（1683）、描述紅血球等等。

他的生涯中兩個妹妹和他父親同時死亡，自

己五個孩子中四個很小就病死，34歲時第一

任妻子早逝，第二位妻子在他62歲時去世，

不過他活到90歲。50年間共寫560篇報告給

Royal Society及其他機構，一直寫到死亡之前

還詳細描寫他所患的疾病（Van Leeuwenhoek 

disease, myoclonus）。他和同年的荷蘭著名畫

家Johannes Vermeer是同鄉，可能熟識。

他的發現對當時生物是「自然產生」

（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觀念種下很大

的疑點，其重要性可比擬Gali leo對天體發

現的影響。〔Gal i leo  Gal i l e i : 

1564-1642，義大利物理學家、

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又

會吹各種笛─flautist；用改善的

天文望遠鏡觀察天體，被稱為是

“Father of modern observational 

a s t r o n o m y”（現代天文觀察

學之父）； “Father of modern 

physics”（現代物理學之父）；

“Father of science”（科學之

父）；及“F a t h e r  o f  m o d e r n 

science”（現代科學之父）。現

代最著名的英國物理學家Stephen 

Hawkins稱他為對現代科學最有貢

獻的人。最後受到宗教迫害，受

到在家監禁處分〕。不過當時宗

教界並沒有想到這些細菌的觀念

終將推翻神造論（creationism），

因而他的成就也很順利地被採

納，生前也接受了很多榮譽。

Edward Anthony Jenner (1749-1823)：發明

種牛痘預防天花（Smallpox vaccination）

Jenner是英國Gloucestershire人（圖5），

在St. George Hospital接受有名的蘇格蘭外

科教授John Hunter（英國皇家學院院士，

1728-1793，和Jenner一直保持聯絡，最後因

為Jenner在natural science─鳥的研究，推薦其

為英國皇家學院院士）及其他教授指導，對

cuckoo（Cuculus canorus，杜鵑，布穀鳥）

做很多研究。他觀察到：「布穀鳥會將卵產

在其他種鳥類的巢內。在鳥巢中

長大後，會將其養父母及其他卵

推出巢外，而破壞這些鳥卵」。

他的這些觀察當時受到懷疑，但

是後來攝影機（video）出現後

被證明無誤。因此Jenner並不只

是一位鄉下醫師，而是有名的科

學家。因為這類研究，1789年就

已經被選為英國皇家學院院士。

1796年確立種牛痘防治天花的方

法，導致人類最大敵人，天花

（smallpox）的絕滅。（1798年49

歲時發表這篇論文。）

天花smallpox是人類史上非

常重要的疾病。它是只會感染人

類、以皮膚疹為其表徵的病毒

性傳染病。有Variola major（圖

6）及Variola minor兩種。Variola

一字首由瑞士Avanche的Bishop 

6

圖5： Edward Anthony 
Jenn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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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us使用，來自拉丁文的varius=spotted

（有斑點的）或varus=pimple（面皰）；

“Smallpox”一詞初現於15世紀歐洲，是和梅

毒（syphilis）引起的“great pox”相對的。

V. major引起遍佈全身、面部、口腔的膿皰及

全身性症狀，死亡率達20-60%，小孩則可達

80%。後遺症包括膿皰引起的永久性面部瘡

疤（65%-85%）；三分之一因為角膜潰瘍引

起失明；關節炎、骨髓炎引起的四肢變形約

2%-5%。V. minor（又稱alastrim, cottonpox, 

milkpox, whitepox及Cuban itch)引起的症狀輕

很多，死亡率只約1%。

這疾病在數千年前就存在於埃及（1350 

BC的Egyptian-Hittite war時就有天花流行的

記載，埃及木乃伊也可見有面皰者）、及印

度、中國。第五世紀時侵入歐洲，17世紀時

侵入美洲。（只有澳洲沒有）。第二世紀

羅馬帝國衰敗時，有plague of Antonine，死

亡七百萬人。在日本，公元735-737年之間

的大流行，殺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8

世紀，歐洲每年有40萬人死亡。在French-

Indian War（1754-1767），英軍司令Sir Jeffrey 

Amherst，將天花病患的毛毯給印地安人，施

行生物戰！以致印地安人人口劇降。美國由

非洲引進奴隸，也帶來天花。

人類很早就注意到得過天花之後就不會

再受感染，因此中國宋朝（AD 960-1279）

及印度（第八世紀Madhav之79章長的醫療

書）都記載，利用採自天花膿皰的材料給健

康人皮下接觸少量，使其出現輕微症狀，以

後就不再感染天花。（在中國是將膿皰粉末

吹入鼻腔）。這種皮下接種的方法（稱為

variolation或inoculation）會有2%-3%死亡率，

在17世紀由Caucasus（高加索）商人傳入土

耳其，因為Caucasus以美女著稱，常獻給土

耳其Ottoman Empire的蘇丹，她們在小時就接

受variolation，以免感染天花。1717年英國駐

土耳其大使夫人Lady Mary Wortly Montague

（本人得過天花，弟弟死於天花）要求大使

館醫師Charles Maitland給她五歲的兒子接種。

1721年回到英國時，在宮廷醫師之前又給她

四歲女兒接種。之後消息傳開來，Maitland從

囚犯、孤兒、到皇族，依次做variolation〔這

種人體試驗現代是非常困難！孤兒！！〕。

Variolation後也可能發病死亡（2%-3%），又

可能因為接種而感染梅毒，但是variolation在

以後30年內很快地普遍化。

在美國波士頓，1721年發生天花流行，

14萬人口中一半得病，牧師Rev. Cotton Mather

及Dr. Boylston推行variolation。結果有接種

的死亡率是2%；未接種者死亡率14%。Rev. 

Mather的統計使歐洲仍對variolation有疑慮的

醫師改變觀念，Variolation更為暢行。

Edward Jenner在八歲時就接受過variol-

ation，又常聽說擠牛奶女工（milkmaid）得到

牛痘（cowpox）後就不會得到天花。1796年

5月，他從一位milkmaid，Sarah Nelms的牛痘

皰疹內的膿，接種到到八歲男孩子John Phipps

皮下，他發生輕度的燒及其他輕症狀，但恢

復。兩個月後，他再用天花病患的膿接種，

小孩沒有生病。Jenner認為這是因為對牛痘的

抵抗力，也引起對天花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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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翌年寫一篇簡訊給Royal Society，

但被退回。他就再做23例，寫一篇報告：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 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 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Cow 

Pox”。因為牛的拉丁文是vacca，他將他的

方法稱為vaccination。以後他又繼續寫文章解

釋他的理論，牛痘可以預防天花。雖然幾個

月內無人回應，但之後有人利用Jenner取得的

牛痘膿皰材料，vaccination很快的傳播開來。

Dr. John Haygarth（1740-1827，英國皇家學

院院士，1878年就在推動variolation，主張發

燒的病人要隔離，又指出placebo effect的重

要性）將Jenner的材料送給美國Harvard大學

的Professor Benjamin Waterhouse，後者又說

服美國總統Thomas Jefferson，設立了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Waterhouse先用vaccination

在他的四個小孩身上，又做了小孩的人體實

驗，讓19個種痘過的、以及兩個未種痘的孩

子和天花接觸，結果種過痘的沒得病，未種

痘的得病死亡。以後他也曾企圖獨佔種痘的

方法（為了得利、以及「防止不夠資格的醫

師使用」）。

Jenner為vaccination花費很多時間，以

致自己的醫業受影響。1802年英國國會頒給

他獎金一萬英鎊，五年後又給兩萬英鎊。他

在自己家的院子，設立一室，專為窮人免費

種牛痘。他雖然得到榮譽，一方面也受到很

多嘲諷辱罵。其實1774年Benjamin Jesty（農

夫，1736-1816，首次用cowpox，比Jenner

早，而受重視）用得了牛痘的牛乳腺液體，

種到他妻子及兩男孩手臂。另外還有五位醫

師也用cowpox接種過，但都沒有執行有系統

的研究、記載。因此種牛痘的觀念不是Jenner

初創，但是要靠Jenner不斷的推動，才能終於

建立vaccination為大眾所能接受的預防天花的

方法。1807年他退出公共場合到鄉下以後，

長子、兩個妹妹、妻子都死於結核病，本人

於1823年死於腦中風。

19世紀末，發現vaccination並未能完全

預防以後的天花感染，還要再種痘一次加強

（booster）。雖然天花感染已經很快減少，

但還不時會看到各處有流行。到1958年WHO

開始推動種牛痘，1967年WHO仍估計世界有

一千五百萬人感染，兩百萬人死亡。不過到

1977年世界最後一個天花病例之後都沒有再

出現病例（圖7）。1979年WHO終於宣布天花

已經完全絕滅。

現在只剩幾個實

驗室的病毒株供

以後的研究。

J e n n e r 的

vaccination是歷

史上救了最多生

命的醫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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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圖7： 世界最後一個 V. 
minor病例，23歲
的索馬利亞人A l i 
Maow Ma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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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先天性心臟病的特殊問題

文／盧俊維

前言

在所有先天異常之中，先天性心臟病是

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在台灣每一千位活產新

生兒約有13.1位罹患先天性心臟病1，近30年

來對於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無論是外科手

術或是心導管介入性治療都有長足的進步，

許多較嚴重的先天性心臟病患者都得以存活

至成年，在美國目前先天性心臟病患存活至

成年的比率約為85%2，因而可以預期未來成

人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將會逐漸增加，對於這

些以往一般醫療從業人員較不熟悉的族群，

如何能夠讓他們持續得到妥善和專業的照

顧，便成為醫療界目前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

題。根據我們最近和中央健保局合作的研究

調查顯示，在台灣目前約有11萬多名先天性心

臟病患者，其中約有近三萬人（26.1%）年滿

18歲以上，而成人先天性心臟病的盛行率大

約為1.64人／每1,000成年人口。先天性心臟

病的種類很多，對於心血管系統以及身體的

影響往往較其他疾病來得複雜多變，病患又

多半自年幼時即開始接受治療，因此一直以

來醫師所解釋的對象可能多針對患者的父母

或是監護人，反而病患本身對自己疾病的狀

況以及所曾接受過的治療經常不太了解，許

多病患更忽略了定期追蹤的必要性，誤以為

手術或是心導管治療以後便完全痊癒而不再

可能有問題。舉例來說，法洛氏四合症的病

患雖然經過完全矯正的手術，但是仍有可能

在日後出現心律不整、肺動脈瓣閉鎖不全、

右心室出口狹窄、右心室衰竭等後遺症，影

響到心臟的功能。因此持續的追蹤以及治療

對於這些病患其實是十分必要的。最重要

的，還是需要對成人先天性心臟病治療精通

並且有經驗的醫療團隊，讓患者充分的了解

自己心臟的情況，並協助病患作出正確的判

斷以及醫療建議。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患者的特殊問題

一、避孕、懷孕及生產

為了因應胎兒生長發育的需求，產婦的

心血管系統自妊娠早期便開始了一系列的調

適3，這些調整包括：

（1） 全身血液量會增加30-50%。

（2） 心跳速率自懷孕第六週起也會逐漸增

加，到懷孕末期時達到高峰至增加每分

鐘10-20下。

（3） 心輸出量（cardiac output）會增加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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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身血管的阻力（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則會下降。

（5）在生產時由於子宮收縮，會有額外的

300-500毫升血液進入循環系統，此時

加上心跳速率增加，心輸出量會比懷孕

前增加多達80%以上。

（6）為了要維持懷孕期胎盤的功能，以及避

免在生產時的大量出血，孕婦的凝血

功能也會強化，一些凝血因子（包括

coagulation factors V, VII, VIII, IX, X, XII

及Von Willebrand factor）濃度會增加，

Protein C及Protein S則會減少，血漿活

化抑制因子（Plasma activator inhibitor）

則會增加。

這些變化對於一般產婦而言多半不至於

造成嚴重影響，但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婦

女卻有可能增加心血管併發症的風險，例如

心律不整、中風、肺水腫及心臟衰竭惡化，

甚至死亡。此外對於胎兒來說，如果母親患

有先天性心臟病，發生早產、子宮內發育遲

緩、顱內出血、流產及新生兒呼吸窘迫症的

機會也會增加。因此懷孕前的諮商及危險因

子分析，對於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婦女而言

相當重要。

有那些情況不適合懷孕

其實絕大多數的先天性心臟病婦女在

經過專業的評估以及追蹤下是可以懷孕生產

的，但是有些極少數的狀況由於對母體及胎

兒的危險性太大，最好還是避免懷孕4。這些

情況包括：

（1） 嚴重的肺部高血壓（肺動脈的收縮壓大

於全身動脈收縮壓的75%以上）。

（2） 心臟衰竭已達美國紐約心臟學會心衰竭

功能分級第三級和第四級。

（3） 嚴重的左側心臟阻塞性疾患，例如主動

脈瓣狹窄、二尖瓣狹窄、肥厚性心肌病

變導致左心室出口阻塞、主動脈狹縮。

（4） 嚴 重 體 循 環 心 室 收 縮 功 能 異 常

（Systemic ventricular systolic dysfunc-

tion）。

（5） 馬凡氏症（Marfan syndrome）患者主動

脈直徑擴大的程度大於4公分以上，容

易發生主動脈剝離。

有那些情況在懷孕以及生產時需要接受比較

密切的追蹤

有些情況雖然可以懷孕，但是母親或

胎兒仍有一定的風險，在懷孕過程以及生產

時需要成人先天性心臟病醫療團隊密切的協

助5，這些情況包括：

（1） 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

（2） 裝有人工瓣膜。

（3） 嚴重肺動脈瓣閉鎖不全或右心室功能異

常。

（4） 輕度至中度的心衰竭或肺部高血壓。

（5） 未經治療矯正的較嚴重先天性心臟病。

（6） 懷孕前曾經發生過中風、持續性的心律

不整、或肺水腫。

懷孕時心臟藥物的使用

有許多心臟藥物在懷孕時可能會通過胎

盤而對胎兒產生影響，比較要特別小心的藥

物包括：

（1） 抗凝血劑，例如Warfarin：若孕婦曾接

受過人工瓣膜置換術，單一心室接受

Fontan循環手術（主要靜脈與肺動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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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接），或是慢性心律不整，常需要

長期使用抗凝血劑，前面也提到孕婦的

凝血功能通常都會增強，造成母體發生

血管栓塞的機會增加，但由於Warfarin

有可能造成胎兒的骨骼及神經系統缺陷

或顱內出血，因此如何同時避免母親血

栓形成且減少胎兒併發症，常常形成

兩難的情況，目前一般大多建議懷孕

最初12週先以Heparin來取代6，以避開

Warfarin在懷孕初期可能形成的胎兒缺

陷，因為Heparin不會通過胎盤，對胎

兒影響較小，可是對母親抗血栓的效果

比較差。因此接下來改回使用Warfarin

至懷孕36週，之後再改用Heparin直至生

產前。萬一生產發生在仍使用Warfarin

時，最好改採剖腹產以減少新生兒發生

顱內出血的機會。

（2） 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及第二型

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angiotensin-II 

receptor blockers）會造成胎兒腎衰竭、

低血壓、腎小管發育不良、生長受限以

及顱骨骨化異常，要絕對避免使用5。

避孕的注意事項7

（1） 含有雌性激素（Estrogen）的口服避孕

藥有可能會增加血栓形成的風險，因此

在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接受過Fontan

循環手術、人工瓣膜置換、肺部高血壓

及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的病患

不宜使用。

（2） 含有黃體素（Progesterone）的口服避孕

藥有可能增加體內水分的滯留，對於心

衰竭病患使用上要特別注意。

二、接受心臟以外的手術

先天性心臟病的病患在接受心臟以外的

手術時，往往較一般人承受較大的風險，手

術本身以及麻醉有可能導致血行動力的不穩

定、出血、低血壓，心內膜炎的危險也會增

加。手術前詳密的評估非常重要，特別要注

意的危險因子如表一7，此外下列的情況也需

要事先處理7：

（1） 患 者 使 用 抗 凝 血 劑 ： 何 時 停 止

Warfarin，手術中是否要使用Heparin，

以及重新啟用 Warfarin的時機，應當於

詳細評估後決定，以盡量減少血液流失

表一：先天性心臟病接受心臟以外的手術時的風險

高　度　風　險 中　度　風　險

‧肺部高血壓 ‧人工瓣膜或導管

‧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 ‧心臟內血液分流

‧美國紐約心臟學會心衰竭功能分級第三級和第四級 ‧中度的左側心臟阻塞性疾患

‧嚴重的左側心臟阻塞性疾患 ‧中度體循環心室收縮功能異常

‧嚴重體循環心室收縮功能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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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止併發症。

（2） 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這類病患因血

小板及凝血功能異常，又常有許多側

枝循環，血液黏稠度較高而有較大的

風險，手術前可考慮作等容積放血

（isovolumetric phlebotomy）維持血比

容小於65%。麻醉時全身血管阻力下降

亦可能加重發紺的程度，要小心監測。

並且也要避免氣泡進入輸液中，而造成

血管栓塞。

三、肺部高血壓

許多先天性心臟病會造成肺部血流

及壓力的增加，肺動脈如果持續處於這種

情況，其內皮細胞（endothelium）便可能

因此受損，減少血管擴張因子（如一氧化

氮、前列腺素）的產生 9，同時血管內皮素

（endothelin）、血栓素（thromboxane A2）

等血管收縮因子濃度也會上升。肺部動脈

血管壁也因為平滑肌細胞以及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異常增生，管徑逐漸變小，導

致肺血管阻力不斷地增加。一旦肺血管阻力

接近或是超過了全身血管阻力，原本的全身

至肺部分流（systemic to pulmonary shunt）

便會倒轉而形成肺部至全身分流（pulmonary 

to systemic shunt），體循環此時便加入了

由肺循環而來的缺氧血而形成發紺，這種

情況被稱為艾森曼格症候群（Eisenmenger 

syndrome）。

艾森曼格症候群的病患除了發紺之外，

也容易產生其他系統的病變10。包括：

（1） 紅血球增生（secondary erythrocyt-

osis）：發紺會促使腎臟分泌紅血球生

成素（erythropoietin），以增加血中紅

血球含量，以改善周邊組織的氧氣供

應，但是結果卻造成血液黏稠度的上

升，引起頭痛、頭暈、視力模糊等症

狀。

（2） 凝血異常：主因為血小板缺乏及功能失

常，同時凝血因子的生成也會降低，許

多病患會出現咳血的現象。

（3） 此外患者也可能有腦中風、右心室衰

竭、心內膜炎、心律不整、痛風、腎臟

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膽結石等併發

症。

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如果產生肺高壓的情

況，原有的心臟缺損如果計劃要矯正，例如

較大的心室中隔缺損若要修補，必須接受審

慎的評估，如果肺血管的阻力太高，甚至已

經形成艾森曼格症候群，勉強修補缺損會造

成嚴重的右心室衰竭及心輸出量降低，預後

極差並且有很高的死亡率。一般而言，肺血

管阻力小於全身血管阻力的三分之二比較適

合接受矯正的手術11。

如果病患無法接受完全矯正的手術，

或是已經形成艾森曼格症候群，除了治療

前述的併發症之外，女性病患也要避免懷

孕。近年來有許多治療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的新藥問世，這些藥物目前也被使用於

艾森曼格症候群的病患，對於改善患者

的心肺功能有所幫助。這些藥物包括類前

列腺素（p r o s t a n o i d）、血管內皮素拮抗

劑（endothelin receptor antagonist）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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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對於極重度的病

患例如嚴重右心室衰竭或嚴重低血氧，則可

考慮接受肺臟移植加上心臟修補手術，或是

接受心肺移植8。

四、心律不整

對於成人先天性心臟病的患者而言，

心律不整是導致症狀發生需要住院治療，或

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心律不整的發生

原因可能由於心臟本身缺陷所合併產生、外

科手術於心臟上的疤痕組織相關，或是持續

性的血行動力異常所導致心肌細胞受損而形

成12。以下介紹一些較為常見的心律不整。

（1） 心房內迴旋頻脈（Intra-atrial re-entrant 

tachycardia, IART）

這是成人先天性心臟病的患者最常被診

斷的一種心律不整，其形成大部分與多年以

前的牽涉到右心房切開的手術相關，患者若

先前接受的是Senning、Mustard等手術或是早

期的Fontan手術，更容易有擴大的右心房及較

多的疤痕組織而形成IART。在心電圖上通常

可見到每分鐘約150至250下的心房跳動速率

與不等程度的房室傳導。持續性的IART可能

會造成低血壓、暈厥以及血栓形成。急性期

的處置包括電擊、使用抗心律不整藥物或是

心律調整（overdrive pacing），至於長期的預

防一般來說抗心律不整藥物效果並不好，目

前如果有明顯症狀的患者多半以心導管高週

波燒灼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為第一線

的治療，雖然成功率不錯（接近90%），但是

再發率亦高（約40%）12。若是患者預期會因

其他原因作開心手術，則可以考慮同時加上

心臟內燒灼的Maze手術來治療。

（2） 房室迴旋頻脈（ a t r i o v e n t r i c u l a r 

tachycardia, AVRT）

這種心律不整是由於心房及心室間存在

不正常的副傳導路徑（accessory pathway）所

造成，常見於Ebstein異常及矯正型大血管轉

位（congenitally corrected transposition of great 

arteries）的病患。治療上還是以心導管高週波

燒灼術為優先。

（3） 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這種心律不整比較容易發生在會造成

左心房壓力上升或是血流增加的先天性心臟

病，例如二尖瓣狹窄或閉鎖不全、主動脈狹

窄及單一心室等患者。治療的原則和一般的

心房顫動無異，包括使用抗凝劑、調控心室

速率、以及進一步嘗試以藥物維持正常竇房

結節律（normal sinus rhythm）。不過這類

心房顫動和心房內迴旋頻脈一樣，藥物預防

再發的效果不佳，若是患者預期會因其他原

因作開心手術，則可以考慮同時加上左心房

及右心房內燒灼的Maze手術來治療，療效較

佳。

（4） 心室頻脈（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心室頻脈比較容易在成年的先天性心

臟病患者見到，也是造成病患心因性猝死的

常見原因。心室頻脈的形成主要是和先前曾

經接受過心室切開手術（ventriculotomy）

或心室中隔修補留下的疤痕組織有關，此外

心室功能異常或是心室肥大亦可能導致心室

頻脈。常見的伴隨先天性心臟病包括法洛氏

四合症、主動脈狹窄、艾森曼格症候群、單

一心室、心室中隔缺損、Ebstein異常及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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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血管轉位。在治療方面，藥物的效果不

佳，可以考慮的方式包括植入式心律轉復除

顫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

心導管高週波燒灼術以及外科燒灼手術。

（5） 竇房結功能異常（Sinus node dysfunc-

tion）

這類心律不整常見於單一心室以及接受

過Mustard、Senning、Glenn及Fontan等手術

的病患。如果因心跳速率過慢而導致症狀發

生，可以用植入心律調整器治療。

（6） 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矯正型大血管轉位以及房室中隔缺損因

為房室結的位置異常，比較容易產生房室傳

導阻滯，此外外科手術亦可能導致房室傳導

阻滯，例如心室中隔缺損修補、左心室出口

狹窄擴大以及房室間瓣膜置換等，然而大多

數手術後引起的房室傳導阻滯是可恢復的，

只有在術後7-10天仍然存在時才須放置永久性

心律調整器。

結論

目前我們對於成人先天性心臟病患者

的照護仍有許多重要課題需要解決，像是大

多數此類病患都並非長期而規律地接受成人

先天性心臟病專家的持續照顧，患者以及家

屬對於疾病本身的狀況和將來預期的變化常

常不夠了解，也常忽略了自己應有的權益。

許多病患在求職、擇偶上遭到許多不必要的

歧視和誤解。在日常的運動上也常受到自己

或是家人過多的限制。此外許多診治這些病

患的成人心臟科醫師也往往缺乏較複雜先天

性心臟病的教育和訓練。為了協助解決這些

難題，許多先進國家的醫療機構都成立了成

人先天性心臟病的特別專科以及照護中心，

結合了各種相關的專家，包括小兒心臟科醫

師、成人心臟內科醫師、心臟外科醫師、麻

醉科醫師、影像診斷醫師、婦產科醫師、復

健科醫師、精神科醫師以及個案管理師等等

所組成的團隊，以期能夠達到全面而專業的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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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洞館‧尋茶趣特展 . . . 來找茶

臺灣茶在國際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最具特色的如凍頂烏龍茶、高山

茶、鐵觀音、包種茶等，均可謂是馳名的重要茶種。國內茶園的種植面積約

20,000公頃，年產量約為20,000公噸，年產值約250億。然即便產量如此龐

大，仍不足因應國內市場。臺灣茶市場的年需求量約為38,000公噸，由於產

量不足，為滿足消費市場，茶商紛紛從大陸及越南等地進口茶葉，因此仍有

為數41%的茶葉需仰賴進口。

你想要知道：茶葉的歷史、茶葉生長條件、如何製茶？以及如何分辨不

同的茶種嗎？從12月1日起農業陳列館推出全新的室外展－「洞洞館‧尋茶

趣」特展。歡迎您闔家光臨，一起到臺大農業陳列館來找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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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中部地區校友聯誼會記實

文／台大景福基金會

2010年10月30日在景福會大家長陳維昭董

事長的帶領下，母校醫學院楊泮池院長、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溫文昭董事、張

漢東董事、林明燦執行長、陳慧玲、陳晉興

二位副執行長及三位基金會秘書等人前往台

中參加中部地區景福校友聯誼會，出發前台

北的天氣是濕冷的，但一行人抵達台中時，

燦爛的陽光展露笑臉，增添暖暖的感覺，為

校友聯誼會的舉行拉開期待的序幕。

景福地區校友聯誼會行之多年，目的即

到各地區與校友們互動，了解校友在各地區

服務的情況，以促進校友之向心力。今年的

地區聯誼會，由景福基金會與台中澄清醫院

共同主辦，於10月30日（週六）舉行。台中

澄清醫院林高德院長力盡地主之誼，在舉辦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富麗堂皇的長榮一廳

熱情地向校友噓寒問暖。

聯誼活動在下午展開，首先由澄清醫院

林高德院長致歡迎詞、本會陳維昭董事長、

母校醫學院楊泮池院長、母院附設醫院陳明

豐院長致詞；接著在林高德院長巧思創新的

安排下，蕭邦200週年紀念音樂會接續登場，

由麥艾倫國際市內樂團及瓊音媽媽合唱團等

國內外著名音樂家演出，演奏樂器涵括鋼

琴、豎琴、大小提琴、長笛，合唱、女高音

蕭邦200週年紀念音樂會 音樂饗宴

林明燦執行長報告景福

基金會會務現況與發展

陳明豐院長報告台大

醫院現況與發展

林高德院長致開幕詞 楊泮池院長特別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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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唱等，演奏樂曲更是包羅萬象，展現抑揚

頓挫的場景氣氛，此時方了解『大珠小珠落

玉盤』的意境，樂曲時而溫柔、時而輕快跳

躍，充滿無比的豐富感，校友們沉浸在浪漫

的燈光及悠揚的樂曲中，想必身心愉悅。

會中另一個巧思是，為景福基金會陳維

昭董事長辦一個小型的簽書會，此次澄清醫

院送給校友們的貼心禮物是陳維昭董事長的

回憶錄，校友們熱情地請陳董事長簽名，引

起會場一陣不小的騷動。在充滿驚訝的簽書

會後即由林明燦執行長報告景福基金會會務

現況及未來展望。學術演講即由母校醫學院

楊泮池院長發表：「國人肺癌防治契機及展

望」，精闢的闡述，讓參與的校友們收穫良

多。

會中另致贈校友林總裁敬義的回憶錄，

也使校友們了解到林總裁父子，以醫者之

心，不畏艱難，結合企業及創新的精神，擴

大對病患及社會的貢獻，著實為本校校友傑

出楷模，對於後輩學弟妹將有莫大的鼓舞。

會中校友寒暄互動的情景此起彼落，有

趣地是本會董事溫文昭醫師與同學黃廷堂醫

師近在咫尺，卻因久未見面，而面貌輪廓也

改變不少的情形下，竟未能及時認出同窗時

期常互動的老同學，在認出後引起大家一陣

驚喜，畢業後經過半甲子，能巧遇同窗，這

種快樂難以形容，也是校友聯誼會難能可貴

的功能及重要性。

此次活動節目多樣及豐富，也吸引不少

年輕校友的參與，在澄清醫院林高德院長的

巧思創新安排下，使景福地區聯誼活動展現

特殊性及創新性，校友們沉浸在悠揚的樂曲

中而渾然忘我，又隨著楊泮池院長精彩的演

講，豐富及最新的醫學知識，讓校友們度過

一個學術、藝術及古典浪漫兼具的週末。

在享受晚宴美食之餘，董事長不忘邀約

校友們踴躍參加今年12月18日舉辦的「醫學

校區聯合校友返校大會」，校友們在興緻高

昂，情誼暖暖，收穫滿滿的氛圍下，不捨地

互道下次再見。

陳維昭董事長簽書會 聯誼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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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randfather
文／Ryan W. Chen

As I was growing up, I always called you Acong, because 

it is easier to say than grandpa and it means grandfather 

in Chinese. You are always nice and kind.

With you I always love playing tennis,

Although in ping-pong you were quite the menace.

I have always thought you are good at pool,

And also that you are really cool.

You are a golf wizard,

And you're never afraid of a big blizzard.

I always think about you,

Whenever we have Korean BBQ.

You're extremely nice,

And you love Ama's fried rice.

You always love San Diego Zoo,

And you also love tofu.

You always take me to Balboa and Wild Animal Park,

And you're never afraid of a wild animal bark.

You were always so kind,

That you always waited in line.

You always ready to give the sign,

That I was funny and kind.

You're not afraid of smacking a bee,

And you always carry all the keys,

And you always inspect a broken knee.

And you're my grandfather.

校友陳武雄（右）與其孫子Ryan合影

（陳武雄校友為母校醫科1966年畢

業，代其孫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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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 On Earth

文／葉弘宣

Heaven On Earth

別有天地非人間（Muir Woods）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王維【鹿柴】

Some say that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If this is true, then it is at Muir Woods.

山中問答　李白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葉子（Yehtze）

問余何意 Muir Woods place,

笑而不答 mind at peace;

古木參天 soar into sky,

別有天地 Heaven on Earth.

Moon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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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phases of the moon can bring 

abou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action in animals and humans.

In the chapter “Moon Magic” of his book 

“The Singing Wilderness”, Sigurd Olson 

wrote:

“When the (full) moon shines, I am filled 

with unrest and the urge to range valleys 

and climb mountains. I want vistas of 

moonlit country from high places, must 

see the silver of roaring rapids and 

sparkling lakes.”

If humans in all their sophistication permit 

moonlight to affect them,

then how much more does it affect 

animals? Olson had also seen what it did 

and how animals in the wild responded 

to its charm:

“I have listened to loons go into ecstasies 

on wilderness lakes, have heard them 

call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and dash 

across the water as though possessed. I 

have heard sleepy birds begin to sing at 

midnight, wolves, foxes, frogs and owls 

respond to the same inherent urge.”

王維, 山水詩人, had observed the same 

phenomenon as written in his famous 

poem:

【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張繼之千古名句: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李白, "明月光" has often made people 

home sick:

【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張九齡, felt love sick when he saw the 

shining moon rising: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個人部落格：www.yehtze.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

NAPA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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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夫妻得獎致詞

文／戴鐵雄

感
謝屏東縣醫師公會林淼塘理事長的推

薦，讓我倆夫婦於古稀之年，有機會參

與這場「甜蜜夫妻授獎盛典」，並感謝主辦

單位肯定、列名十大甜蜜夫妻，更難得的獲

邀代表眾多甜蜜夫妻致詞，讓我夫妻獲得一

起上台的榮譽。

年幼時，每聽大人叫妻子為「牽手

的」，總覺得怪怪的，也不知道為何有此稱

呼。

長大後，進入臺大醫學院為醫學生，

在一次偶然，邂逅了一位美麗端莊的省立護

專生，那天仙般的倩影，深深嵌入我的心湖

中，情難自抑地寫了一首情詩「聲音」送給

她，敲開了她緊閉的心扉，走進了她的感情

世界。

然而因為對立的政治立場，我們的交往

無法獲得長輩的認同；經過兩人同心一志，

堅定攜手，努力奮鬥爭取了四年多，始獲親

人的首肯，牽手踏上了紅毯的彼端，在眾親

友的祝福聲中結為夫妻。

婚後第三天就離開嬌妻，遠赴新竹湖口

裝甲部隊報到入伍；所以我的新婚蜜月是在

軍隊營房中度過的。相信在場貴、來賓都沒

有這個經驗，全世界有情人也無人會擁有。

退伍後，馬上趕赴省立基隆醫院就任外

科住院醫師；妻子因在東港婦嬰護產學校執

教鞭，礙於聘約而無法陪同前往，我們又過

了一年分開的日子。

三個兒女接踵而來，讓我們度過了數

年，省吃儉用、清苦的住院醫師日子。直到

自行開業懸壺濟世，才漸漸脫離簡衣素食時

光。

在人生旅途上，自有起起落落的階段，

無論清苦、成功或遇到大、小挫折，她始終

堅定不移地跟在我身邊；失敗時她鼓勵我，

痛苦時安慰我，跌倒時扶起我，成功時與我

共享喜悅，人生低潮、坎坷挫折顛簸時，與

我分擔悲傷苦悶，緊握雙手，毫無怨言地共

赴艱辛；始終不渝地維護我們的家庭，辛辛

苦苦將三個兒女帶大，不令走上歪路邪途，

順利完成高等教育，替我培育出一位醫師，

一位藥師及一位護理師，讓我無後顧之憂地

濟世活人，陪伴我從無到有，獲得今日的小

成就，與我牽手嚐盡酸甜苦辣，相扶相持地

一起走過半世紀；呵！到了這把年紀了，才

省悟到小時候所聽，大人稱太太為「阮牽手

的」的真正意涵。

四十年來，對外，她幫我招呼照顧病

人，替我做公關；對內，她是賢妻良母，家

庭「煮」婦，（因我嘴挑，只喜歡她燒、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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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餚）；我將我的一切，包括身外物的錢

財，信託給她保管，她絕不會倒你的帳，

久了她就成為理財專家，絕不會減少一分一

毫，還會替你生出「錢仔子」，比放在銀

行更保險（因為搞不好，會被詐騙集團弄

光）；因而養成了我生活起居全仰賴她的習

性，所以到現在，我不會使用提款卡，不懂

如何打手機，不帶信用卡，因為我很少單獨

出門，赴外地或出國旅遊，都有她陪伴在

側，一切由她安排，金錢、護照、證件由她

保管，只要一個人跟她走，包括通關出關，

在外國上下車等，都能暢行無阻；同時她是

我的司機，出門在外，我永遠是乘客，讓我

成為路癡。

有一次，她上高醫牙科小手術，出來

時累了，難得地要我開車送她到高雄市女兒

家休息，上車後就閉目養神，突然醒覺，問

我「你把車子開上那裡了，是要送我到鳳山

嗎？」，張眼一望，原來搞錯方向，把車子

開上鳳山大寮了。立即把我趕下駕駛座，狠

狠的送我一對白眼，輕叱一聲「白癡」，將

車子調返頭；呵！聽人說：「能幹的太太會

訓練出一位白癡丈夫」，可是下輩子，我還

是願意當他的白癡丈夫。

有一次，她獨自去美國，第三天打電

話回來，我興奮的拿起話筒，期待她來句

「老公，我好想你」，想不到開場白竟是問

我「嘟嘟餵了沒？」，「餵了！餵了！」

（咳！愛犬第一），「病人有『好細好細』

沒？」，（呵！病人第二），正等她的老公

第三，「喀嚓！」掛斷了，連排「第三重

要」都擠不上，氣她不過，將電話撥回去抗

議：「哈囉！噠零！妳打越洋電話回來，只

問狗，關心病人，卻沒關心老公，問我好

嗎？」；「哼！我來美國三天了，你甘有打

半通電話過來？」，「喀嚓」，掛斷了。這

下要糟，真是自討苦吃，趕緊再打電話，

「太太！病人好多，我好忙……」，唉哦，

「白賊話講歸擔，七講八漏氣」，花了不少

越洋電話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始擺平向

太座興師問罪惹的禍。

我就此學了乖，每次她上臺北過夜，

第二天雞未啼，狗未吠，趕緊打電話：「太

太！妳不在身邊，我好想妳呵！」，「別噁

心了，七早八早把人家吵起來，發甚麼神經

呀！」，呵！罵在她口裡，我可窩心在心裡

哦！

夫婦在一起，難免有時候會起小爭執，

她爭贏了沒事；輸了，「代誌」可大條，板

著臉，坐在那邊老半天，半句話不講，真正

叫人受不了，趕緊趨前，千不該，萬不對

地，扮小丑，賠不是，正如「三叔公仔有交

待」所吩咐，「又不是被別人佔便宜了，跟

自己的太太認錯賠不是，有什麼關係」。

總之一句話，互相讓一步，尤其是男

生，就是夫婦甜蜜相處的良方。

最後恭祝每一對甜蜜夫婦，百年好合、

永浴愛河、長保青春、健康快樂！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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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
白寶珠女士」出書作序

─白寶珠與我

文／余玉眉

社
會的傳承固然需要歷史記憶，一門專業

的傳承，更需要從對專業歷史記憶的不

斷挖掘來完成。撰寫「台灣推動進階護理的

典範：白寶珠女士」一書的目的，是為台灣

護理的傳承所做的一項努力。

在茫茫人生中，有機緣能認識白寶珠

女士（Ms. Marjorie I. Bly, 1919-2008），可

以說是上天對我的恩賜。於2008年5月3日，

趕到澎湖馬公長老會教堂，得以參加白寶珠

女士親友及信眾們，為她舉辦的「白寶珠宣

教士榮歸天家感恩禮拜」後，思念之情夾雜

著人間留不住好人的無奈，感觸特別深。回

到台北的辦公室，在一堆我個人舊檔案中，

居然挖出了一疊從上一世紀80年代，延伸到

2002年間，白寶珠女士和我近30年所保持連

繫的來往書信。更驚奇的是，還發現了白寶

珠女士早年特別寄來給我的三篇寶貴的專業

論文！我告訴我自己，白寶珠女士和我的結

交，已非偶然一回，心中反而跳出：難道這

是命運注定的一項安排？！難道白寶珠女士

冥冥中，早就想託付我為她撰寫她的護理事

蹟？

白寶珠女士與我是80年代，當我出任台

大護理學系主任兼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時，

由當時美國在台醫藥促進局（ABMAC）駐台

執行長費和浦夫人（Mrs. Hope N.F. Phillips）

所引介而開始認識的。因分處台北與澎湖兩

地，在這近30年的交往期間，我們一般都是

以書信聯絡，有時也會以電話問候，而進入

90年代，因白寶珠女士出任「台灣痲瘋病救

濟協會」（TLRA）及衛生署防疫處痲瘋病防

治的專家，使得她到台北的機會大增，我也

因改任衛生署保健處處長一職，而有機會到

澎湖出差，因此我們在台北或在澎湖見面的

機會就多了許多。

在我所保留近30封白寶珠女士寫給我的

1993年白寶珠女士（右1）、費和浦夫人

（左1）與余玉眉共進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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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中，值得在此特別一提的是，我們除了

在信中互相關懷、互相問候近況以外，也會

特別分享彼此在各種會議發表的專業論文。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白寶珠女士於1991年12

月12日寫給我一封長信，她在信中義正辭嚴

地一再要求我不要推薦她去接受任何獎項。

她的理由，除了指出在澎湖還有那麼多日夜

辛苦為病人服務的優秀護理人員，值得褒獎

以外，讓她最耿耿於懷的是，為了澎湖漢生

氏病病人的隱私與不受到二次傷害，她覺得

縱有天大的理由，無論如何她都不能接受任

何出風頭或給媒體作宣傳（publicity）的機

會，這封信讓我由衷地佩服她的大我情懷。

縱然於1994年，白寶珠女士還是因不敵各界

不斷的熱情推薦，和我們台大醫學院的吳新

英教授一起，接受了第四屆醫療

奉獻獎。領獎前一天，她卻特別

到我在衛生署的辦公室，一再地

為她為何答應領這個獎而深深自

責得幾乎掉眼淚，讓我強烈感嘆

白寶珠女士可真是人世間「最後

一朵不受汙染的蓮花」！

白寶珠女士對專業倫理與

道德操守的堅持，在此之前，所

發生過的另外一件故事，表露得

更徹底。記得是在1984年的某一

天，我突然接獲她的電話，表示

有件急事一定要我在當天下午三

時和她見面。由於她的口氣出奇

地重，深感疑惑之餘，我特別依

約於下午三時準時到台大護理學

系的主任室與她見面。當白寶珠

女士出現時，神色很不悅，讓我相當納悶。

經她一再說明與解釋後，我好不容易才弄清

楚她這趟急著找我的真正原因：原來事情牽

涉到一位當時在明尼蘇達大學擔任護理教授

的馬丁蓀博士（Dr. Ida M. Martinson），馬教

授不僅於1980年曾來台灣和我們完成了由國

科會資助的一項有關台灣兒童癌症照護的研

究，並於隔年和我們一起成立了目前業務仍

相當積極的「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馬教授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老家，和白家是

世交，兩家世代同屬一個教會體系，此外，

兩家的祖先都曾深入中國內陸傳播耶穌基督

的教義。馬教授在台期間因得知白寶珠女士

在澎湖的偉大貢獻，欽佩之餘，回到明尼蘇

達的家鄉發動鄉親與教友募款，以資援拍攝

製作一部描述白寶

珠女士在台灣澎湖

為漢生氏病病人奉

獻的事蹟的計畫。

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為馬丁蓀教授，而

該計畫的在台負責

人居然是對該計畫

還一無所知的筆

者。當白寶珠女士

從美國家人獲悉馬

丁蓀博士的計畫

時，為了不讓她的

病人和病人的家庭

受到無謂的騷擾與

傷害，她不管三七

二十一，決定排除

白寶珠女士於1994年和吳新英教授

（右1）獲頒厚生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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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難來阻止這個計畫的

進行。不過，她卻固執

地不願意和與她有世交

關係的馬丁蓀博士直接

摃上。

在苦無對策之下，

她突然想起從我這個被

馬丁蓀博士指名為計畫

共同主持的人著手。當

白寶珠女士努力向我說

明事情的來龍去脈時，

我可以感受到她那強烈

的忿忿不平，在解釋說

明中還不斷地對著我說：「You’ve got to stop 

this!」眼看著這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輩因生氣而

那麼激動，我也亂了方寸，一時想不出我能

為她做什麼！當我回了神而反問她我該怎麼

辦時，她卻說：「妳就寫一封信給馬丁蓀博

士，說妳為了保護漢生氏病病人的隱私權與

不願讓病人和家屬受到二度傷害，拒絕出任

該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我當時真的被白寶

珠女士愛護病人、完全置個人利益於不顧的

偉大情操深深感動。於是，當機立斷，馬上

答應她，按照她的意思，以我自己的立場，

隔天寫了封快信給馬丁蓀教授。此時，白寶

珠女士的臉上，好像被一陣強風吹走了黑雲

般，一時間，變得非常燦爛。就這樣，我終

於在白寶珠女士的指引下，有這麼個特別的

機會做了一件非常「對」的事情。直到現

在，馬丁蓀教授仍不知道我為什麼會突然拒

絕參與該計畫！

認識白寶珠女士近三十年，從她的為人

處事，讓我不斷地學

習、不斷地改進自我的

不足，她是我在護理專

業上能夠繼續進步的一

盞明燈。為因應台灣護

理專業的進階發展與社

會的需求，於進入新世

紀後，醫護間透過國家

衛生研究院的管道，終

於一起規劃出國際上，

推展已有一段時間之

「Nurse Practitioner」

（ N P ） 的 政 策 （ 註

一）。因緣際會有幸參與該政策的規劃過

程，卻驚覺白寶珠女士在澎湖縣近五十年的

執業模式、執業能力，不就是我們正茲茲於

開發與培養的核心重點嗎？

此書並非白寶珠女士一生的傳記，重點

放在為我國護理界介紹白寶珠女士為漢生氏

病病人與其家庭，在社區推動全人、全程及

全家護理的執業模式。因此可以說是一本一

半傳記一半教科書的人物描述書。內容主要

分成四個章節，第一章係敘述白寶珠發展的

進階護理執業模式─以漢生氏病病人與家庭

為中心的社區護理模式；第二章係簡介漢生

氏病及其迷思；第三章則以故事體來描述白

寶珠女士的一生事蹟；第四章則提供白寶珠

女士難得發表的論文及書稿。希望此書能讓

讀者深入瞭解一位優秀的進階護理師，所以

能成就社會所肯定的事業之背後，應具備的

做為一個人以及身為專業一員的基本素養、

專業知能、願景目標以及設計的有效策略的

白寶珠女士於澎湖省立醫院特別皮膚科門診

看診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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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與智慧。

此書版權將由「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

暨研究基金會」所擁有，從版權所獲得的收

益，將入注於「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暨研

究基金會」的「白寶珠護理獎學金」。

最後，要特別感謝與白寶珠女士有忘

年之交的台北美國學校（TAS）的教師：

Mr. Richard Arnold與美國在台醫藥促進局

（ABMAC）的前執行長Mrs .  Hope  N.F. 

Phill ips的奔走與聯繫，終於獲得白寶珠女

士家屬的同意，在「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

暨研究基金會」設立了「白寶珠護理獎學

金」。也感謝白寶珠女士的姪兒：Mr. David 

I. Bly和姪女：小Ms. Marjorie I. Bly於「白寶

珠宣教士榮歸天家感恩禮拜」後，馬不停蹄

地就和白寶珠女士在台的至親友人一起在教

會二樓的會議室開會，並由遺囑執行人的Mr. 

David I. Bly正式宣布，將從白寶珠女士遺留

下來的「信託基金」中，特別撥出四分之一

的金額，作為推動「白寶珠護理獎學金」之

用。

就是白寶珠女士親友在背後的強力支持

與鼓勵，才促成撰寫此書的動機。希望這本

書能為台灣的護理專業，拼鋪出一塊能讓護

理專業，繼續走向具有高度專業核心素養的

基石。

註一：台灣將“Nurse Practitioner, NP”的中

文法定名稱，訂為：「專科護理師」

文章轉載自「臺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白

寶珠女士」一書／余玉眉主編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0年第一屆畢業

生，現任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暨研究基金

會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誠徵主任

應徵資格：1. 中華民國國籍，民國38年8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  教育部部定之教授或副教授，且具法醫學相關專門科目教學經驗，有

學術成就及領導能力者。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請準備8份）。

　　　　　2.  未來三年對本科發展規劃，含教學及研究計畫書；及其他有助於瞭解

申請者背景之資料（請準備8份）。

　　　　　3. 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函。

截止日期：100年3月28日（星期一）下午5時以前，書面資料送達臺大醫學院法醫

學科辦公室。

聯絡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489，簡淑芬助教

傳　　真：(02)2321-8438
E-mail：haigohw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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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系9 8級 & 9 9級

迎新宿營心得

文／張瑋庭

二
○○九年的夏天，我在桃園留下深深淺

淺的足印，褪下城市厚重積塵的外衣，

在這離家百餘尺的山坡野地與未來求學的伙

伴相遇。這一年，為了小隊聚熬夜在空地排

練的我們仰頭看著滿空星斗，大學生活的濫

觴就在這次宿營，從此，我們的生命再也不

同。

還記得第一次收到由台大醫學系寄來信

件的感動，手裡握著迎新宿營的報名表，心

中湧起一股「夢想就在這裡了」的歸依感。

懷著一顆興奮的心情，包袱款款地到達火車

站集合，看到穿著系服親切的學長姐熱絡的

招呼，我有一種被接納的喜悅，從此屬於

NTUmed的一份子。

四天的營期不算長，我們真誠的與彼

此相處，每一個學長姐設計的活動都全心投

入，以最真摯的態度投入小隊的活動。在大

地遊戲裡我們群策群力，在豔陽下舉著隊牌

揮汗前進，每一個關卡都充滿學長姐的巧

思，在各個小遊戲中我們逐漸認識彼此，甚

至也發覺過去同學不一樣的面貌呢！模擬辦

案時我們化身名偵探柯南，循著影片提供的

線索前往搜查一個個嫌疑人物，拼湊著得來

的線索碎片，隊員們一起絞盡腦汁欲還原案

發現場，趣味是在於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熱烈

的討論，不時還要逼問隊輔學長提供我們地

下情報。

國標舞教學 晚會表演─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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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更是有趣，各式賭博遊戲在四周

設攤，學長們吆喝著要小賭徒們前去光顧，

股票、樂透、比大小、百家樂，會場搖身變

成五光十色的遊樂場，擲骰子聲伴隨著眾人

的笑聲此起彼落，將氣氛帶到最高點的便是

不時穿插的「賽馬大會」、「拳擊比賽」。

在我們紛紛下注後，學長姐們開始滑稽的手

舞足蹈，一時間每個人都情緒沸騰；除此之

外，尚有令人臉紅心跳的結婚事務所，為了

錢大家都甘願嫁作他人婦，小指勾著紅線繼

續加入豪賭。之後的競標活動、角色扮演、

晚會、舞會，我們在每個活動上看到學長姐

的用心，歷時近半年的規劃籌備，所希冀給

予下一屆學弟妹的不僅只是一句有趣而已，

而是一個互相認識的媒介，在活動中我們更

認識彼此，也能在這個兩屆總共兩百多人的

團體中獲得認同。

爽朗的笑聲隨著微風在山間飄送，追

逐的身影投射著陽光燦爛，在這裡我不再是

一個人而已，要學習團體合作、認識新同學

及與學長姐相處，每天拖著疲憊的身軀鑽進

棉被的一刻，腦海中浮現的是滿足與充實。

在宿營裡，我們開始了醫學生的旅程；在營

隊中，我們開啟上下兩屆的連結；這四天三

夜的相伴中，宿營的結束不是句點，而是起

點，象徵著我們跨出友情的第一步，將在未

來無數的學習生涯中一同前進、一起成長。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大二的學生；本活動部

分經費由景福基金會贊助）

歡迎式

臺大醫學院 外科100學年度誠徵教師壹名

一、學歷：本國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醫學院獲得醫學士（含）以上資格者。

二、經歷：需有外科醫療背景及教學研究經驗者。

三、專科醫師資格：具有本國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

四、報名截止日期：2011年1月10日（週一）5:00PM前送達外科主任室簽收。 
五、附個人履歷表8份（含過去教學及服務經驗、最近五年論文代表作及所有發表論

文目錄、研究計劃、未來研究目標及教育理念），並附推薦函2份。

六、申請資料請寄：「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台大醫學院外科主任室」收。

　　電話：886-2-23562118
　　傳真：886-2-23934358
　　e-mail：fylu@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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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年已過 ，噩夢依舊
─記錄韓家所遭受的二戰禍害
　兼悼念不幸華年早逝的大姊

文／韓良俊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前所

未有的第1顆原子彈，接著在8月9日又在

長崎投了第2顆，逼得日本在8月15日不得不

急忙宣布無條件投降，就此結束了第2次世界

大戰，當年筆者9歲，至今年已屆滿65週年。

每年在8月6日及9日，日本都會在廣島及

長崎分別舉辦盛大、莊嚴的原子彈（日文簡

稱「原爆」）受炸紀念典禮，今年更特別的

是，第一次有原子彈投擲國美國的駐日大使

和聯合國秘書長連袂參加典禮，但前者僅參

加並未致詞、發言。

筆者每一年都會從NHK同步觀看這些儀

式，每次都有同樣的觀感：做為至今世界第

一個也是唯一的受爆國，日人確曾遭受極慘

重的打擊、破壞，令人同情，但是從每次的

典禮及他們平時的傳述看來，受爆日人都只

重複敘述並強調受炸的慘狀、痛苦，但對為

何會遭此噩運，亦即日本為何要挑起戰端，

並加入德、義軸心侵略國之列，而且日本本

身也在亞洲各地蹂躪多國這一「罪惡史」，

則少有自省及避免再犯的決心論述。因此在

每年典禮中重複強調的，只像是自認為「純

受害者」的哀號，卻忘記日本自己才是挑起

戰爭的、最初的「加害者」，他們至今仍欠

缺這樣的反省，因之，每年的儀式也似了無

新意，非常可惜。

其實，也受日本挑起二次大戰之累，台

灣人更是無端地被捲入極慘烈的戰禍中，造

成大量無辜台人的死傷。筆者在2009年2月修

註、出版的先父《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

傳》中，我也曾把本身的二戰經驗在該書的

註210、213、222中，作如下的簡述：

「此類經驗註者也有記憶。其時日本地

面守軍照例會發射高射炮迎戰，但因美軍之

B-29轟炸機飛行高度超過高射炮射程，只見

子彈爆炸時有如一朵朵黑色小花開在飛機底

下，對其毫不構成威脅。

韓內科受炸時，註者一家人除父親及大

姊韓淑英外，幸好都先躲入家中防空壕內，

因此無人受傷；但出來時因吸入炸彈爆炸後

的煙塵，每人上唇鼻孔下都有兩道黑線。此

一情景，註者至今記憶猶新，戰爭之傷痕，

有如是者。

註者依稀記得，當天僅僅留住了身上

所穿的衣服，連夜逃難時，回頭遙望台南市

區，暗夜中但見一片火光、黑煙，直如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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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佳人』中，女主角郝思嘉急忙爬上男

主角白瑞德的馬車逃離火海的場面。」

此外，先父對我家和家人受戰火波及

的慘狀，留有如下深刻的第一手紀錄與沉痛

的、反戰的控訴：

「余一生最感悲痛者，係1945年（昭和

20年）3月1日下午1時，台南市最大戰禍來

臨，亦余家破女亡之日，及今思

之，猶覺膽戰心寒，橫禍飛來，

非人智所能預測也。自1944年10

月初旬盟軍開始空襲台灣以來，

雖高雄方面時聞被炸，而台南市

寧靜如常，迷信者以為有「大道

公」、「媽祖婆」之保佑，且天

真而樂觀者，以為除軍事設施以

外，盟機必不敢亂炸，因本市民

眾密集，台灣式民屋由上空可以

認清，雖非絕對理想亦必比較安

全。余當時雖不如此天真、樂

觀，但終日醫務繁忙，而內子亦

不願離開家宅，疏散鄉下，因此

茍且偷安，遷延時日，於被害之

前數日，僅將一部份舊書隨余姊移至麻豆，

其他一切家產絲毫未動。

當台南市尚未受炸以前，無知市民一聞

警報，皆不動聲色，猶有好奇者走出戶外，

瞭望並數點飛機。迨3月1日上午11時左右，

空襲警報傳來，余照例至和春外科醫院（西

門路）『待機』，至正午警報解除，始回家

午餐。飯後淺睡約30分鐘，下午1時左右警報

再發，余穿衣將下樓，適長女淑英，坐在梯

上，余勸其出動，因彼擔任女子救護隊，應

至慈惠院（今救濟院）待命也。淑英遵囑，

隨余後出。余方進和春醫院，前之大舞台，

後之盧姓工場已被炸毀，巨聲如雷，大地搖

動，室內物倒窗破，玻璃亂飛，該醫院因無

防空設備，余不得已躲於洗槽之下，靜待轟

炸之經過。

半小時後，余奔回探視，在寶美樓附近

路上，碰到家人，悉皆蓬頭垢

面，滿身灰塵。余姊及護士以

外，檢視家人，不見淑英，隨即

令人至慈惠院探視淑英下落，再

奔至余之醫院，則見第二、第三

幢房屋，已經蹋下，唯前幢尚屹

立如故。少頃回報淑英不在慈惠

院，余心開始不安，然存一點希

望，彼或能往友人處避難，想不

久當回。不料杳無消息，託人遍

查，亦不知蹤跡，余由不安變為

恐懼。

余之醫院則經過三、四點

鐘後，卒被殃及，眼見火燄沖

天，頓覺一生努力贏得之一切

物質，變成灰燼，災禍來臨，唯我獨慘，物

質雖失，總期淑英安歸。乃望眼將穿，已入

薄暮，余開始遍尋，僅見到處火光熊熊，房

屋焚燬者不計其數，市民圍觀嘆息，束手無

策，平時之防火訓練毫無用處。

入夜，除無情戰火盡量焚燒市區、逞

威炫耀外，全市一片黑暗。余似患瘋狂，遍

走街道，自知淑英定必凶多吉少。時至夜

半，余將疲乏之身，暫借受祿兄家休息。翌

日再開始搜索，一早則呆立醫院前面，眼見

韓石泉夫婦與長女淑英、長子良哲

四人唯一的合照，良哲小時即不幸

夭折，淑英也於18歲時遭盟軍轟炸

身亡。而此一極珍貴照片攝於1929
年，韓石泉時年32歲，莊綉鸞24
歲，淑英2歲，良哲未滿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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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廢墟，心痛不已。適友人來報，淑英在

其女友處，余急奔視，則已無聲無息，橫臥

牆下，下身被瓦礫壓蔽，僅露上身，焦黑不

忍目覩，由其焚餘上衣，模糊辨認，余心碎

矣。戰禍之殘酷無情，至於此極，昨日嬌少

可愛之少女，今則面目全非，此一無辜之羔

羊，竟成人類罪惡之犧牲。只願此一犧牲，

能有價值，可代替一切痛苦，使人類錯誤不

致重演，若此，則淑英在天之靈，或亦差堪

告慰矣。

當時市面陷入恐怖不安狀態，秩序混

亂，余急僱一工友助良港君，用亞鉛板將淑

英抬至文廟路房宅，安置於大廳左側。急時

無從購棺，幸受祿兄將其留待其尊親之壽木

一具相贈，草草收斂。余痛如刀割，躬自怨

艾，為何不幸乃爾。翌日上午3時，培能君

與諸工友護送至南門外新墓地安葬。此一18

歲之純潔少女，順從乃父之命，竟為神聖之

職務而犧牲，永別人世矣。每於風晨月夕，

使余倍覺感傷，猶憶遭難不久之前，曾戲言

曰：『倘因戰禍不能避免一死之時，但期能

死於卒然之間，較無痛苦。』無心之言，竟

成讖語，其或有預感耶?嗚呼!

3月1日犧牲於炸彈下者，全市估計有

二千人以上，大都用破蓆包裹，以牛、馬車

運至火葬場，厥狀之慘，有如阿呼地獄。全

家遭難者甚眾，或有集體避難受炸者，如寶

美樓（西門路）斜對面之防空壕，受直轟炸

彈，壕內避難者約三、四十人，全體血肉模

糊，余當時曾走過該處，幸未避入，而急奔

和春醫院，不然恐亦不能倖免，假若再貪眠

數分鐘在余家樓上，危如累卵，亦必壓斃無

疑矣。有一炸彈落於余家與陳家之間，余家

人幸皆躲入防空壕，二十餘人無一損傷，而

左鄰陳家，則被壓倒4人，救出2人，瑞山伯

與其長女被壓斃，未能救出。瑞山伯年已七

十有餘，老境優閑，竟不得善終，禍福莫測

也如是。

台南市被大小轟炸多次，其最大者有

三，初次3月1日，繼之為3月17日，最後為5

月23日，因此使很多市民幻想更深，咸認本

市可能全被毀滅，故當時有欲將房屋賤價讓

售者，惜乎無人問津。當時房屋之賤，猶如

一幢房屋不值一輛腳踏車者，蓋腳踏車在疏

1932年韓淑英（中間立者）5歲時，與父母及其二妹

淑馨（被母親抱著）合攝於台南公園。

筆者與大哥之外的我家全體兄姊合影的現存唯一兒時

照片。圖中自大至小，依序為大姊淑英、二姊淑馨、

二哥良信、三哥良誠（前排右一），最小者（前排右

二）為筆者。此照攝於日本熊本市，當時筆者年齡約

兩三歲（193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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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時為最有利用價值之用物也。」

完成編註第三版《六十回憶》後，我曾

請家兄良信（我二哥，也是本校醫學系1958

年畢業校友李慧嫻醫師夫婿）提供一文作為

該書之序。還好，在我再三催促之下，他終

於寫就一篇〈父親和我〉，寄給我做為該書

的〈韓良信序〉。到了最近，他大概「有

感」甚多，意猶未足，便又將該文加以大幅

補充、改寫，並完成英、日文兩個版本。其

中由他眼中所見、親身經歷的二次世界大戰

在台南造成禍害的情形，刻劃深刻，可讀性

極高，更可做為「台人所經歷之第二次世界

大戰」（筆者為該書第十章所加的題目）的

重要補充資料，因此徵得家兄同意，從他的

日文版〈父私〉一文中，我摘譯有關戰爭

經驗的部分於下：

「1945年3月1日台南市遭受盟軍軍機第

一次、也是最猛烈的轟炸。在那以前，盟軍

飛機只例行性地在上午飛來，到中午10點左

右未投一彈即飛回。因此，人們都在每日下

午進行日常的工作。但是，在這決定命運之

日的下午1時許，第二次的空襲警報竟然又響

起了。

依照往常習慣，生後僅九個月的五弟良

博（按，現為小兒科醫師，一直在美國新墨

西哥州Albuquerque市執業）這時都會在二樓

午睡。不知是否由於第六感作用，我也抱著

他一起躲入我家的防空壕。剛一躲入，才關

上門，說時遲那時快，炸彈爆炸的大聲響在

四周響起，一瞬間，防空壕中充滿了煙塵。

二姊淑馨和兩個妹妹（淑真、淑清）開始大

聲哭叫，我則抱緊幼弟良博在我胸前，並以

我的身體庇護他免受

塵埃侵襲。

過了一會，四周

靜下來了，大家想離

開防空壕時，這才發

現壕門被土石所堵，

無法打開。費盡千辛

萬苦力推之下，才能

走出壕外。大家面對

面互相一看，都變成

了蓬頭又『沙』面，土沙也塞滿在妹妹們的

口中。為了走到家外面，我們必須爬過一堆

又一堆的瓦礫。

我們的韓內科醫院和住宅因遭到炸彈直

接命中，大都完完全全倒塌了。不幸中有幸

的是，平常遇空襲警報時都不喜躲入防空壕

的母親，這次也和大家一起躲入，因而當時

在家未外出的家人，全都能倖免於遇難。而

且當時，母親還身懷六弟（他在終戰一個月

後誕生）。父母親為記念和平到來，就為他

取名為『良平』。

住家建築物已經全毀了，韓內科的員工

們就向父親建議，在家中貴重物品被隨後會

來的火焰燒毀之前，趕快把它們挖掘取出，

但父親卻說：『如有那樣的時間、人力，應

該請大家趕快分頭尋找失蹤的長女淑英；只

要淑英平安無事，即使損失現有財產的十

倍，我也甘心。』隨即派遣所有員工向四面

八方去拼命尋找淑英，但一時還是無法找到

她的行蹤。當晚，我們全家只有父親一人留

守，其他家人都僅以身穿的衣服，徒步逃離

台南市。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我的腦

大姊韓淑英最後一張遺照，攝

影時年約十七、八歲。



歷史文學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子裡還烙印著那一夜回頭眺望烽火連天的台

南，那不啻是一幅地獄慘狀的圖像。父親為

了尋找大姊，徹夜留守在台南。可悲的是，

到了翌日，大姊終於找到時，卻已變成被壓

在近鄰倒塌之屋的瓦礫下之遺體!由於是台

南市女子救護隊的一員，她是在與同屬隊員

的友人會合，正要赴任時遇難的。可嘆！想

到她本來是準備奮勇地去救助受傷者的，卻

反而為此喪失了自己的生命，我為此不勝欷

歔。（按，大姊比和她同年齡的女孩早一年

自「高等女學校」畢業，本來計劃到日本留

學，但因為戰爭末期台日間的船舶常被盟

軍潛水艇的魚雷擊沉，交通上危險太大，

因此取消留日之念而志願參加「女子救護

隊」。）

我還記得，二次大戰剛開始不久，大

姊淑英即曾說過：『日本一定會打不過美

國、英國，必會戰敗。』我聞言曾當場啞口

無言，不知如何回應。在那個時代，如果講

那種話被他人聽到，必會被罵為『非國民』

（「賣國奴」之意）且會被報警處罰。事實

上，在戰爭初期，日軍在南洋各地連戰連

勝，實無法想像有一天日軍竟會戰敗。到今

天，我還是覺得很驚奇，一位十五、六歲的

少女為何能有這樣的先見之明？逃離台南市

之後，我們最初的目的地原本是韓內科一位

職員的故鄉『土城仔』。但走到半途的『本

淵寮』（按，在台南市安南區）時，遇到父

親的一位病人之父，他說那裡沒有醫生，故

懇求我們何不在那裡留下來。因此，我們也

就在那裡停留下來。當晚，我家每一個人分

到一個麻布袋，睡時鑽入袋內充當棉被。我

因夜冷又想起可怕的轟炸，整夜不能入眠。

後來，我們這些小孩子由於無學校可上，每

天就在鄉下盡情遊玩。

日本的學制是4月開學，3月結束，但受

空襲影響，我的小學畢業典禮根本沒有辦法

舉行。遭遇空襲後起初數週，父親為了安葬

大姊而留在台南。而韓內科醫院雖已被炸得

無影無蹤，父親仍努力設法（在別處）繼續

診療，以維持韓家的生計。有一天，父親突

然來到本淵寮，告訴我該參加台南第二中學

的入學考試，並帶我回台南市（當時，台南

一中是給日本人讀的，而台南二中則是給台

灣人讀的；到了戰後，兩校校名互換，但校

址則在原址未變），我們父子就借住在父親

的好友王受祿醫師家。運氣很不好，我們住

入王家的翌日（1945年3月17日），台南市

上圖：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開始猛炸台南，1945年3月1日韓內科

醫院在「台南大空襲」時直接中彈，其後又因別處「燒夷彈」延燒過來，

變成一片廢墟。下圖：為戰後經過重建、擴大，至今已延續81年的韓內

兒科診所正面現狀（原韓內科醫院，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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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逢盟軍飛機第二次的大空襲、大轟炸。

我跟著父親躲入防空壕，仍感受到那轟炸的

威力，有如使地面左右震動達一公尺之巨。

當時我在心中不停叫喊：『我還活著，還活

著，我還沒死！就算會死，我也和最愛的父

親一起死！』」

〔附錄〕一位日本知識份子的回應

筆者經由家姊淑馨介紹，認識一位日

本女性知識份子，她是日本東洋大學社會科

學部的教授，專長研究文化人類學，精通中

文，經常往來台灣各地，實際訪問日治時代

受過「高女」（特別是台南二高女）教育的

台灣女性，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目的在了解

二次大戰前日本的統治對這些女性的影響，

著有《台灣漢族的姻戚》、《戰後台灣裡的

「日本」─殖民地經驗的連續、變貌與利

用》（共著，皆為日文）等書。

我曾將本文電傳請她過目，特別針對

拙文的前三段文字，她有如下的回應。她所

寫出的感想（原文即為中文），並沒有掉入

我所指出的日人盲點，反而充滿良知的洞

察，可代表日本知識份子的良心，非常令人

敬佩，值得轉錄於此（已獲植野教授同意刊

出）：

韓良俊教授：

謝謝您寄給我您的文章。我剛從歐洲回

來，很抱歉這麼晚回信。

令姊也寄給我令兄的文章，拜讀兩篇文

章後，我再覺得戰爭的殘酷、您一家的悲哀。

我常覺得很遺憾的是，大部分的日本

人，不知道台灣也被「爆擊」（即轟炸）、

受到了很多傷害。不僅年輕人，連通過那時

代的人，也對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地方上發生

的事情沒有關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您寫了原子彈受炸紀念典禮的事。這

典禮應該是為了不再開戰和不使用核武器。

廣島的被原子彈轟炸喪命之人的紀念碑上寫

著：「請安靜地安息，不會再犯過失。」

「不會犯過失」的主語是誰？在日本也有議

論。是日本？是美國？我想，又很多人想，

應是全人類。碑文的作者，也是遭受原子彈

轟炸過的受害者。

您覺得每年典禮中重複強調的，只像是

自認（按，指日本）為「純受害者」。我想

這原因是，日本人對戰爭的反省不夠，又，

要了解那時代的事實之努力很少的情況造成

的。

明天我將回到台灣，星期四要到台南。

已經跟令姊聯絡了，很高興會見面。

今年的日本非常熱，從明天起我會在台

灣「避暑」。

敬祝

夏安

植野○○　敬上

註：此文為作者2010.8.15編譯成稿。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曾任母

校牙醫學系主任及母院牙科部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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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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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世乾

虎
年歲末，秋去冬來。五都之戰，選情沸騰。到最後，塵歸塵，土歸土。激情過後，藍天綠地

依舊運行，人民百姓照常作息。

本期醫學新知，黃醫師探討機器人藉由人工智慧來完成手術，已是未來的趨勢。許醫師則繼續

介紹醫學史上的十大發現。而小兒科盧醫師提出，由於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進步，這些人成年以後

的照顧，是醫界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校友小品中，有孫子對阿公的親情，也有夫妻間的甜蜜感言，學生園地有初入醫學殿堂的迎

新心得。對於台灣護理界的典範，余教授介紹的白女士，讓我們更加敬佩。韓醫師的悼念文，則讓

人彷彿走進二次大戰的歷史傷痕中，讓我們覺得和平的時代更值得珍惜。

此期還有許多文章，都值得大家細讀，希望大家不吝指教。最後，我要感謝助理編輯黃秀麗小

姐的鼎力相助，本期才能順利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母院小兒泌尿科主任）

作者（左一）與家人同

遊夏威夷珍珠港戰爭紀

念館



台 大 醫 院 藝 術 饗 宴

億光文化基金會捐贈鋼琴儀式

時間：2010年11月23日
地點：台大醫院大廳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合切蛋糕▲捐贈鋼琴儀式會場

▲鋼琴表演

▲億光文化基金會簡文秀董事長（左1）、億光電子

葉寅夫（中間）捐贈鋼琴予母院附設醫院，陳明

豐院長（右1）回贈感謝牌

▲陳明豐院長與同仁們合唱院歌

▲陳明豐院長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