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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實習醫師聯誼之夜
時間：2010年12月21日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實習醫師聯誼之夜會場▲實習醫師表演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左1）致贈禮物給實習

醫師

▲母院牙醫專業學院林俊彬院長（右1）致贈禮物給

實習醫師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右3）率副院長等人向

實習醫師敬酒

▲母院楊泮池院長（左1）致贈禮物給實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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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Stanford 25有感

文／韓良誠

10月15日（星期五），我前往成大醫學

院林其和院長的辦公室，請教他一些

醫學教育的事宜，當天他很高興地拿一本書

名叫Educating Physicians: A Call for Reform of 

Medical School and Residency（1）的書給我看，

並且希望我在明年（2011）成大醫學系101級

的白袍典禮上，講述「身體診察」（physical 

examination，請參見文末之註）的重要，特

別是眼底鏡檢查，並且說，他已要求初步進

入身體診察課程的學生要自己買眼底鏡，以

利眼科教學。兩天之後的內科專科醫師口試

當天（10月17日），台大內科資深教授，王

德宏前台灣內科醫學會會長，也很誠懇、熱

心的告訴我說，他希望在台灣內科學界推廣

「肛門手指檢查法」，並且提起留美的校友

李中憲醫師，最近曾主動向王教授表示，希

望「專程」返台推廣「肛門手指檢查法」。

王教授也特別提到，他看完八月份的《景福

醫訊》中，本人描述的「韓式肛門手指檢查

教學法」相當的完整，希望我有機會做示

範，並做成錄影帶，以利推廣。但是，當天

我還是希望他邀請李中憲醫師校友比較有說

服力，更何況又是他首先熱心地向王教授建

議的。

無獨有偶地，又過了兩天，旅居美國的

大女兒純芳，也寄了一則The New York Times 

10月11日Denise Grady寫的“Physician Revives 

a Dying Art: The Physical＂（2）一文中提到

“Stanford Initiative in Bedside Medicine＂，

“The Stanford 25＂。另外，我也看了一些有

關的文章如John Kugler和Abraham Verghese

寫的“The Physical Exam and Other Forms of 

Fiction＂（3）等等。

細讀這些文章之後，又再一次加深了我

立刻寫本文的動機，因為過去多年以來，我

一直希望以「高科技醫療時代的身體診察」

為題，寫一篇自己的淺見，但是礙於才疏學

淺以及有限的時間，一直不敢動筆，剛好

Stanford 25及時給了我不少的鼓勵，也提供了

很多我想寫的內容。自從2010年開始，世界

第一流的Stanford內科部積極地想加強「床邊

醫學」，醫師不但要具備內科知識，更要特

別加強身體診察部分，使受訓者具備充分的

能力，可以在床邊正確地做身體診察，如此

則不但會建立更好的醫病關係，也可以挽救

日益衰退的「床邊診斷」能力。

“Stanford 25: Fundamental, Technique- 

Dependent Physical Diagnosis Skills＂是

Stanford Medical School內科部Prof. Abraham 

Verghese和熱心推廣“physical exam skil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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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diagnostic benefits＂的一群醫師，努力

完成的身體診察教學方法。為了方便讀者了

解，我把其內容轉記如下：

1. Funduscopic exam, papilledema etc. using 

panoptic and regular ophthalmoscopes

2. Pupillary responses and relevant anatomy

3. Thyroid exam technique

4. Examination of neck veins/JVD for both level 

(volume) and common abnormal wave forms;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ventricularization of 

‘v’ waves); canon ‘a’ waves, etc.

5. Lung: Surface anatomy, percussion tech-

nique, finding upper border of liver dullness, 

finding Traube's space

6. Evaluation of PMI, parasternal heave, and 

other precordial movements

7. Examination of the liver

8. Palpation, percussion of spleen

9. Evaluation of common gait abnormalities

10. The ankle jerk: if performed in a recumbent 

patient, one must have the right technique for 

each of the reflexes.

11. Stigmata of liver disease from head to foot: 

be able to list, identify, and demonstrate

12. Internal capsule stroke: list, identify, and 

demonstrate common physical findings: 

lower facial weakness, distal motor weak-

ness, hyperreflexia, absent abdominal reflex 

on that side, abnormal plantar (Babinski) and 

abnormal tone, etc.

13. Knee exam

14. Cardiac second sounds: splitting, wide split-

ting and paradoxical spitting

15. Evaluation of involuntary movements such as 

tremors, etc.

16. The Hand in Diagnosis: recognize clubbing, 

cyanosis, other common nail and hand find-

ings

17. The Tongue in Diagnosis

18. Shoulder exam (specifically testing rotator 

cuff tears, ac joint, etc.)

19. Blood pressure assessment (this is more 

technique-driven than health care workers 

realize), Pulsus paradoxus assessment

20. Cervical Lymph node assessment

21. Ascites detection and abdominal Venous pat-

terns

22. Rectal Exam

23. Evaluation of scrotal mass - differential 

between hydrocele, varicocele, spermatocele, 

testicular mass, etc.

24. Cerebellar Testing

25. Bedside Ultrasound

正如Prof. Verghese所說的，以上這些

方法是用手就可以找出一個人的健康狀態的

方法，並且說他的惡夢是，「明明一個病人

在可以診斷、可以治療的情況下，因為我的

手的技術不良而被錯失了」（韓註：應該是

口、眼、手、鼻、耳、腦並用）。就以林其

和院長希望我在明年七年級學生的宣誓典禮

上強調的眼底鏡檢查來說，視網膜的變化以

及眼底血管的情況、視神經的問題，這些所

提供的線索，可以讓醫師好好地去推測全身

可能存在的疾病，如心臟內膜炎、腦瘤、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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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腎臟病以及愛滋病等等。至於王德

宏教授正想大力推廣的「肛門手指直腸檢

查」，醫師只靠手指就可以診斷手指可及，

甚至不可及的大腸、直腸的癌症、攝護腺以

及骨盤腔內的病變等等，這些都是Stanford 25

的第1以及第22項所提到的。

Prof. Verghese認為目前的醫學院臨床診斷

課程已不太重視身體診察的技術，以致於也

許住院醫師雖然可以通過國考的內科筆試，

但並不一定證明他「徒手」做身體診察的技

術是可靠的。因為只知道理論並不一定可以

正確地找出病因，更何況不管C.T.或是MRI都

無法正確地告訴你器官的功能，運動神經有

關的肌肉的收放，感覺神經的有無、強弱、

半身不遂、顫抖、眼皮下垂以及有無失智，

更不用說肚皮反彈痛……等等。另一方面，

筆者自從忝為台灣內科醫學會的甄試委員之

後，也深深地體會到，內科住院醫師的片段

知識（fragmented knowledge）看來並不太

差，但是在口試中問起身體診察的方法，或

是要他們有系統、合乎邏輯也描述症狀或者

疾病的病理生理學方面，則尚待加強之處甚

多。

Prof. Verghese最擔心的是，在現代化的教

學醫院中，很多的醫師花大部分在內科上班

服務病人的時間，都坐在電腦銀幕前看病人

的虛擬影像（“virtual construct of the patient, or 

the ‘iPatient’”），而不再認為「有血有肉」，

躺在床上的病人才是更重要的。病人的照顧

應該是全面性的，但是電子的記錄以及高科

技的影像，不但使醫師遠離病床，也使床邊

的服務不受重視，主治醫師甚至不做加護病

房的「迴診」，轉為以遠距離儀器操控呼吸

器以及藥物的使用。

此外，甚至也曾有學生告訴筆者，說有

一位內科的總醫師告訴他：「自從升任總住

院醫師以來八個月間，就不曾使用過聽診器

了。」並且還說：「為病人做身體診察，只

是浪費時間而已！」。有鑑於此，筆者常常

告訴學生以及住院醫師，身體診察以及儀器

的使用，兩者都不可偏廢，你一定要以病史

以及身體診察先下診斷（make a diagnosis），

並且只有在必要時，下一步才用適當的高

科技設備來證實你的診斷（conf i rm your 

diagnosis），我都不會反對，這是高科技醫療

時代的醫師應有的看病的態度，尤其是內科

醫師，或者至少也可以說，病床邊熟練的病

史詢問，以及身體診察，可以讓醫師減少不

必要的檢查，換句話說，比較會「善用」現

代醫學所可利用的高科技檢查，使之免於浪

費，並且發揮該有的最大的功能。

Prof. Verghese說他觀察學生以及住院

醫師，雖然他們強烈地希望在內科實習期

間，把身體診察技術練好，但是他們在床邊

所做的身體診察技術，已無法讓他們正確而

可靠地把一些「signs」看出來，或誘導出

來……。因此，筆者也有同感的是，在病

例討論會時，病歷上所描述的cranial nerves 

intact, reflexes intact, no rales, no dullness, no 

splenomegaly, no ascitis, no hepatomegaly, no 

peritoneal sign…很可能並不盡然，而且並不

可靠，更何況是“S1 and S2 heard, no heart 

murmur＂了。因此Prof. Verghese很謹慎，但

也不客氣地說：「病例上所寫的應該是“...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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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a form of fiction, but represents an accurate 

observation.＂」，善哉斯言！因此他在談到

Stanford 25的目標時提到，他的終極目標是：

Junior resident可以對實習醫師教Stanford 25，

而senior resident不但可以教，也應該可以示

範，並且充分了解更近一步的與Standford 25

有關的輔助性身體診察，這一點也正是王德

宏教授這次向我談起的，希望台大內科此後

應該努力的目標，以防止台大內科過去良好

的一些傳統及特殊的技術，一點一點地流

失，而沒有人可以好好傳授給下一代醫師。

最後，The Stanford 25 Team強調他們的

終極目標是（為了讓讀者正確了解，以免曲

解，我把這一段話的原文轉載於此）：

“Create a culture (yes, it’s happening here) 

where we collect physical signs, alert others to 

patients with findings that are instructive, cel-

ebrate simple diagnoses that come from listening 

to a history well, and looking for and finding a 

critical physical finding.”

這一段話正如哈佛心臟科榮譽教授、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Prof. Bernard Lown在他所著的

The Lost Art of Healing: Practicing Compassion 

in Medicine上所寫的：“A Brit ish study 

showed that 75% of the information leading to a 

correct diagnosis comes from a detailed history, 

10% from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5% from 

routine tests, 5% from all the costly invasive tests, 

in 5% no answer is forthcoming.＂兩位大師級

的內科老教授都有這樣的共識，難道我們不

該反省自己？尤其是眼看在世界各國，包括

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在C.T.的濫用上，已經

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連醫學先進的美國，

在C.T.的使用上也陸續有這方面的聲音出現，

如Rebecca Smith-Bindman寫的“Is Computed 

Tomography Safe? The Uncritical Use of High-

Tech Medical Imaging＂（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July 1, 2010; 363: 1-4）以

及日文的「C.T.被曝大囯ニツポン」，慶應大

學的近籐誠醫師所寫的「C.T.檢查でがんにな

る」（「C.T.會引發癌症」）……這一類的文

章已多到讓我們也該嚴肅地去思考國內C.T.使

用的現況了！如果我們同意諾貝爾獎得主、

哈佛內科教授Prof. Bernard Lown在The Lost 

Art of Healing上的文章，診斷病人的疾病應該

是「...5% from all the costly invasive tests...」的

話，我們該不該反省？本文的最後，我想再

次引用我在2009年6月1日「成大醫學院醫學

系99級實習醫師宣誓典禮」致詞時的話，做

為本文的結束：

「今天各位穿上了白袍，在開始第

一天的臨床工作時，請牢牢記住，這一身

的白袍，未必能穿上『名』，但也不可穿

上『利』，而是要決心穿上一輩子的『責

任』，以及對病人和家屬的『同理心』。也

請各位每天在做完一天的工作，脫下白袍之

際，要記得提醒自己：我今天是否無愧於心

的，好好做到了醫學高科技無法做到的history 

taking和physical examination。更重要的是，

要做高科技永遠無法做到的，對病人以及家

屬的關心和安慰。」

註

陳定信教授在看完本文之後，傳真給

我，說他唯一的建議是不要將“p h y s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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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譯為「理學檢查」，他說很久

以前他曾經和林瑞祥教授討論過這一名詞，

最後兩人的共識是「身體診察」或「身體診

查」。另外他還談到：「我以前就覺得這個

譯名有點奇怪，似乎“physical＂是「物理」

而簡稱為理學，四、五年前Dr. Mark H. Swartz

（他是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教

授，著有一本很不錯的Textbook of Physical 

Diagnosis）來訪台大，我請教他“physical 

exam＂的“physical＂是與“chemical＂相

對的或是與“body＂相對應的意思，他告

訴我應該是“body＂。我想就像我們說體

育是“physical exercise＂一樣吧，因此建

議“physical examination＂應正名為『身體

檢查』。林瑞祥教授以前曾建議或許可以

譯成身體診察，似乎也是不錯的譯名。」

實際上，多年以來，舍弟韓良俊醫師也非

常反對將“physical examination＂譯成「理

學檢查」，他建議不妨譯為「身體基本檢

查」。而我個人則因為先父以前看病的房間

門外，所掛的牌子上就刻有「診察室」三個

字。因此我心中一直在想，最好把“physical 

examination＂譯成「身體診察」，就這一點

上，也剛好和林、陳兩位教授的共識之一不

謀而合。不知各位醫界先進有其他更好的建

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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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痛　醫　腳

文／李宜蓁

什
麼？腰痛醫腳！！！你有沒有搞錯？ 

身為物理治療師，我們對下背痛可

說是又愛又恨。

「治療師，我腰好痛！」沒關係，我

有一堆法寶。椎間盤突出嗎？來做拉腰（腰

椎牽引）吧！背部肌肉緊繃嗎？來個短波或

干擾波吧！作完之後病人往往堆著滿足的笑

意離開「治療師，謝謝你喔！」。但是隔沒

兩天，一部分的病人跑來說：「治療師，上

次治療完很舒服，但是站久或坐久之後又痛

起來了。」沒關係，可能是肌肉力氣不夠無

法好好支撐腰部，來學做運動吧！大肌肉小

肌肉都有力了，腰椎的柔軟度也有了，但是

又有一部分的病人滿臉愁容的跑來：「治療

師，我很努力做了運動，也好了一些，但還

是不太舒服……」換我滿臉愁容了……到底

發生什麼事了呢？

腰痛醫腰，腳痛醫腳。這在醫學的領域

中幾乎沒有人會懷疑，但近幾年來，出現了

「腰痛醫腳」而且效果顯著的醫學報告。腰

痛為什麼可以醫腳？主要是因為有一部分的

病人可能是長短腳引起的。

俗稱的長短腳，不是腳不一樣長，而是

指腿不一樣長，因此在健保局的正式名稱為

「腿長不等」（leg length discrepancy 或 leg 

length inequality），唸起來很拗口，但從字

義上看，還算好懂。然而長短腳在臨床表徵

上，表現出來的樣貌卻非常地複雜，所以

到現在，臨床治療方法還是眾說紛紜、渾沌

不明。簡單地說，如果是單純因為兩腿骨頭

長度不同所造成的腿長不等叫作「結構性腿

長不等」，可以用手術或把短腳用鞋墊墊高

的方式來治療。但是還有一種叫作「功能性

腿長不等」的長短腳，這種病人躺在床上量

腿長時，兩腿骨頭長度相同，但是當他站立

時，卻會因為某些原因而造成或多或少的腿

長不等。

譬如說：如果病人有扁平腳，而且兩

腳扁平程度不一樣，這樣就會形成一個足弓

的高低落差，因而在站立時會形成兩腿不等

長。又如：兩邊膝蓋彎曲程度不同，一腳膝

腿長不等造成兩側骨盆高低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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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比較彎曲，另一腳則是比較伸直，這樣

也有可能讓他站立的時候腿不一樣長。反過

來，也有可能有一種人，明明兩腿骨頭不等

長，但站立時卻因為上述的原因而變成一樣

長。這種人的兩腳長度差距可能是被髖、膝

或腳踝等關節用某種方式代償掉了，讓你誤

以為他是一樣長。當然，也有可能會變得更

加惡化。由於各種可能性都有，產生的臨床

症狀變化萬千，治療的方法自然就不是一以

貫之，對物理治療師來說，正確的評估與治

療是一大考驗了。

「腿長不等」的各種風貌雖然令人頭昏

腦脹，但唯有一點特色是不變的，那就是會

造成身體「不對稱」，不管是「結構性腿長

不等」，還是「功能性腿長不等」都有可能

導致兩邊骨盆不一樣高，而使得腰部兩側肌

肉韌帶施力或受力不平均，長期以往，就會

導致下背痛，也就是俗稱的腰痠背痛。

或許讀者可能要問：「骨盆多斜才會導

致下背痛呢？腿長又要差多少才會導致下背

痛呢？」很抱歉，這是沒有一定的答案，會

因人而異。因為每個人的身高不同、體重不

同、活動量也不同，所以有的人兩腿長度差

了幾公釐就痛得要命，也有人差1公分多，卻

毫無知覺。2005年Defrin等人的研究就提到他

們幫一群下背痛且有輕微腿長不等（平均兩

腿長度差0.56公分）的舞者墊鞋墊治療，這些

人的背痛就得到相當大的改善。

所以，你或你的病人是否會持續腰痠背

痛，藥石罔效嗎？試著檢查他站立時候的腿

長，如果只是簡單的腿不等長，那就讓它們

一樣長吧！或許一個簡單的單側增高墊，會

幫你解決病人長久以來的難題！如果還是不

行，那就試著讓物理治療師幫你來檢查他的

下肢關節狀況，說不定有新的發現呢！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2008年畢業，現

為母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碩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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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醫療

文／戴鐵雄

筆
者學成初懸壺的民國五十年代，臺灣

的醫學還相當落伍，檢查設備只有X

光、心電圖、腦波、鏡檢及簡單的生化檢

驗；診治病人，幾乎都要靠「望、聞、問、

切、摸、敲、聽」等，宋瑞樓、楊思標、余

瑞雲、蔡錫琴、魏炳炎、魏火曜、高天成、

陳博約、許書劍、呂耀卿、杜詩綿、陳萬

裕、蔡詩顯、李卓然、陳皙堯、陳登科、林

天佑、高天成、張寬敏、楊燕飛、林憲、陳

珠璋、林宗義、葉曙、林文士人及陳海清

等，令人永恆尊敬，懷念的諸位教授所傳授

的，最基本的臨床診斷技術。因此，當年的

醫學，都必須靠自己從前述教授們所學得與

經驗的累積，發揮所長，自行研創出自己的

特色，也就是所謂的「獨門秘方」或「特

技」，以成所謂的「名醫」，因此才有「薑

是老的辣」這一句「行內話」。

日本人有一句話：「醫者、藝者、易者

是人氣商賣（生意也）」，把醫師與藝旦及

算命卜卦者並列，雖有些尖酸刻薄，不過，

憑心而論，若沒有由醫好的病人替你推介，

口碑相傳，怎可能成為遠近皆聞、「人氣甚

旺」的「名醫」？無論如何，由於視病猶

親、待人客氣友善、醫術高明或由病人宣傳

而來的「好人氣」，對醫者是重要的。

因為當年的醫師都很敬業，專業治病，

絕無商業氣息，所以很獲病人信任與尊敬，

病人都尊稱醫師為先生（學日本人對醫師的

尊稱）。醫師吩咐指示的話都照單全收，遵

行不渝；病人不幸往生，也會再三感謝醫師

的盡心與治療。控告醫師，在當年是絕無可

能發生的。

當年尚無家醫科，在鄉下，不管甚麼

科的病人上門求診，你都必須會，而且都必

須能替他們解決問題，因為鄉下人叫你一聲

「先生」，當然也認為你是萬能的「十項選

手」，他們是那樣的信任你，當然不能讓

他們失望，只有不斷的自行鑽研，以充實自

己。

茲將醫療設備、器械不發達，優良藥品

缺乏的五十年代，個人行醫所積聚的經驗與

一些醫療瑣事趣談，拉拉雜雜的輯撰成章，

以供讀者一哂，倘能供後進有所借鏡，吾願

足矣。（以下所述，請不要以現在的醫療技

術環境看）

耳鼻科、牙科

當年耳鼻科醫師奇缺，筆者必須濫竽充

數，額頭鏡、壓舌板、異物鉤、小細鑷子、

鼻鏡、耳鏡、魚刺鉗、後鼻鏡、喉頭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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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科治療車都是必備。（不像現在耳鼻科醫

師到處有，且兼起內兒科業務，後者甚至成

為正業，主攻的耳鼻科，反而成為副業的異

常現象）。

一、鼻中異物：全都是小朋友自行塞入

的傑作

1. 小橡皮擦、煮熟的小豆、迴紋針、小石

頭、小木屑、小竹片、小棉花球、衛生紙

等：可簡單的用耳鼻科用的小細鑷子夾

出；或用耳鼻科「異物鉤」插入異物內

後，將之勾出。

2.  紅豆（雞母珠）、小玻璃彈珠、豆類等，

表面光溜圓滑，根本無法以鑷子鑷緊，讓

筆者想到了，用刮耳屎的「耳扒子」，從

內側將之扣拉出，一點也不費力氣。

3. 流鼻血：只要血壓不高，以沾Bosmin棉

花塞在鼻腔中出血點，一定可止血。高血

壓引起的大出血，以棉花條塞緊鼻腔，若

無法控制，要後送到專家處（當年交通不

便，沒有計程車，小包車包不起，要由恆

春後送屏東可不容易）。

二、耳中異物

1. 昆蟲：小蟑螂、小飛娥、小龜神、小蚱

蜢、小蜜蜂、大憨蜂等，病人來時，全都

耳道已被抓整得非常痛苦；應馬上以鑷

子夾取看看，很快順利夾取就罷，若遇蟑

螂等，以腳抓緊耳壁，就令其側躺，以鹽

水將耳腔灌滿，並以棉球塞緊外耳孔，活

活將之悶死，病人若告知，已不再爬抓

痛了，就可起來，輕易地將死亡的昆蟲夾

除。對付螞蟻唯一妙招，就是以水將之悶

死，再以吸引器與水一起吸走。

2. 雞母珠、小石頭、豆類：以「耳扒子」刮

扒出。

3. 棉花、橡皮擦等，可以小鑷子簡單取出。

4. 鼓膜積水：耳科醫師缺乏的當年，都以24

號長針或者腰椎穿刺針抽出積水或積膿，

替窮苦病人解決病痛、耳鳴、重聽等問

題。

三、口中異物

1. 喉頭異物：最多的是被大塊肉或湯圓塞住

喉頭（不是氣管），筆者是以「喉頭用」

長棉花棒將它輕輕推往食道方向，大概都

會成功。（不處理，可會死人的）。魚鱗

黏貼在喉部也用同法處理。現在喉頭鏡，

食道鏡很方便處理，不過在鄉下還是可以

派上用場，不行再送到都市大醫院。

2. 善意的欺騙：有個病人喉頭被魚骨所刺，

遍找各地醫師，均被告知「喉頭沒有魚

刺」，甚至以食道鏡檢查，也獲同樣結

果，筆者記起杜詩綿教授的話，預先備好

小小魚刺一支，再裝模作樣，用種種簡單

的器械「仔細」又「詳細」的檢查後，從

病人口中，以魚刺鉗夾出了「備好的魚

刺」，解除了幾個月來，這位神經質病人

的「痛苦」。

四、口腔潰瘍

以硝酸銀棒擦塗潰瘍處，再用水清洗，

一～二次即癒（現在都已改用Albothyl了）。

「喉痛」：用「噴槍」裝薄荷水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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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喉頭，讓它涼一涼，會有想不到的止痛效

果，比含喉片的效果好，當然是暫時解痛，

讓病人爽爽，還是需要後續治療。（這招是

筆者的同學徐茂銘教授傳授的，徐兄說「你

不是耳科醫師，給他涼涼就好」；經筆者於

刷牙時，偶爾吸進涼涼的牙膏，減輕了喉痛

所得的經驗證實；現在筆者有喉痛，仍是靠

吸入未漱口前殘留的牙膏「涼」好。有一

次，僑居美國搞ENT的李汝城返臺，到恆春找

筆者，看到筆者用薄荷水給病人噴喉頭，問

說誰教的，答以徐茂銘教授，竟哼了一聲說

「哼！Butter，好一個涼涼就好」。）

以前都喜歡鑲補金或銀假牙，不過假牙

植入處的「牙齦」最易被刺激成癌（現代的

假牙亦然）。碰到此病人，一定詳察牙齦，

以早期發現口腔癌。筆者過去發現很多口腔

癌，經手術化療後，目前還有四個人，繼續

在我門診做後續治療中。

五、舌下繫帶

舌下繫帶過緊是乳幼兒常常被帶來就診

的原因，一般都相信，若沒有處理，長大了

無法捲舌而造成語言不清的原因（俗稱「臭

乳獃」）。是否真會如此，筆者也不知道，

原則上，小朋友的舌尖不能伸出下口唇外到

舌下繫帶根部，筆者才會答應剪開過緊的繫

帶。目前很多年輕醫師都在全身麻醉下進

行；筆者並不，令助手抓牢被家長抱緊的小

朋友頭部，塞一個「小繃帶捲」進入上下牙

齒間（以避免施術者手指被咬），用左手以

紗布抓住舌尖往上拖出，可露出很薄，過度

緊的舌下繫帶，右手執手術用剪刀，以剪刀

尖剪斷薄翼般多餘的舌下繫帶就行，很薄、

沒有血管、不會流血的。若剪後有些小出

血，不要緊，自然會止。不過要眼明手快，

又要正確瞄準，絕不能出差錯，剪到舌尖可

不好玩。也不能把整個舌下繫帶連根剪斷，

所以需要一點經驗與技巧，沒有把握不要輕

易嚐試，還是交給口腔專家好。

六、牙痛拔牙

從畢業懸壺至今，牙痛治療幾次又再

發，就把母親生給我們使用一輩子的永久齒

拔掉，造成永遠無法彌補的缺陷。因為缺了

一顆牙，時間一久，緊鄰的二顆好牙就會歪

斜向缺牙處，改變正常齒列，造成容易咬破

舌頭或頰部粘膜後果，若拔掉第一或第二大

臼齒，只剩下單顆第二或第三大臼齒，久了

就容易搖動，牙周牙根病痛就會纏上身。以

往都流行鑲補金、銀牙，造成上述口腔癌誘

因。

現在補綴整排永久性假牙的技術日新

月異，不過一定要有幾個殘留一點連牙根的

牙齒【經「抽神經」（也即根管治療）處理

後】為根基，才能套牢上下兩排漂亮的新

「牙齒」，一些韓國有名的男女明星，都擁

有一副漂亮的牙齒，其實都是假牙。所以私

立高雄醫學院牙醫系補綴科王兆祥教授常告

誡病人「牙齒一顆一顆好，可以治療就儘量

治療，不可一痛就隨便答應牙醫拔牙齒，『

甚麼東西比阿母生給我們的擱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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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當年鄉下也沒有眼科，為解除病患病

痛，只好充當眼科「密醫」。

青光眼、白內障：有突發偏頭劇痛兼視

力減退，立即勸其前往都市眼科檢查眼壓，

獲證實為急性青光眼而及時手術，保住靈魂

之窗，病人下半輩子，一定會感恩你的。

能肉眼看出罹患白內障，病人能不佩服

你「有學問」、百科通、十項全能醫師嗎？

皮膚科

香港腳：要求病人一定要連續擦藥三個

月以上。

筆者有如下配方，擦乾性黴菌感染（包

括香港腳、白癬等），擦後會脫皮，有很好

的療效，在尚未發展出類固醇藥膏前，很受

歡迎，因為是藥水，一擦就乾，不沾襪子，

就是現在也還有病人喜歡用。配方如下：

碘（iodine）1.0，碘化鉀（KI）2.0，柳酸

（salicylic acid）5.0，甘油5.0，酒精60 cc，蒸

餾水30 cc，合起來成100 cc。（不過目前可會

觸法，已不用）。

1. 皮蛇或飛蛇（帶狀疱疹）：在zovirax未開

發前，筆者都用類固醇+局部麻醉針，對發

疹處做皮下注射，獲得不錯的落疹效果；

對頑固的殘留多年的疱疹痛，此法亦可收

到不錯的止痛效果，甚至可完全將疼痛

根除。

2. 頭蝨（俗稱蝨母）：寄生頭髮中，剃光

頭髮會自癒，絕不能噴DDT，有過中毒

案例。

3. 皮膚瘤：如雞眼、粉瘤等，以局部麻醉

後，用剪刀，兩三下就剪除，比起用刀慢

慢割，既快、方便、流血少，蠻受歡迎

的，而且病人沒有看到「手術刀」，病

人可減低不少恐懼感，增加不少手術接

受度。

4. 淋巴腺與腫瘤：雖然很容易區別，大家都

知道，淋巴腺是小、軟、易動、境界分

明、富彈性，腫瘤是較大、硬、不易搖

動、境界不明、沒有彈性。不過，筆者還

是遇到很多被粗心的醫師同仁忽略的早期

癌症病例，以致拖過早期治療黃金時機，

枉送一條寶貴生命，留給家屬永遠無法彌

平的遺憾與悲哀。為醫者應更謹慎小心，

以免造成悲劇後果。

5. 刺青：受歐風影響，目前在皮膚上刺青，

已成一部分青年男女的時髦與嗜好，社會

上對它，也就見怪不怪了。不過在從前，

年輕人年少不更事，不幸涉入幫派，在皮

膚上刺青，入伍後被長官認為是流氓而另

眼看待。警察臨檢查詢，見身上有刺青，

也會另眼相看，特別注意，如有案子發

生，刺青者也會列入專案清查對象；在職

場，很不容易找到事做。婚姻上，也得不

到良家婦女喜歡。因此常有刺青者上門要

求不留大疤痕的去刺青手術。筆者採取的

是分段割除法，範圍較小的，則分兩次，

先割除一半，傷口癒合、皮膚恢復彈性

後，再割除另一半，這樣就不會留下大疤

痕，只成一條線，久而久之就看不見了。

大一點的，就兩個邊緣先分別割，等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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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一次或分兩次割除。很大的就要分

三～五次了（像胸部或背部）。

泌尿科

一、陽萎原因

1. 生理性

當年尚無「威爾剛」、「犀利士」等催

勃藥物開發，所以只能指導性事前戲，展示

春宮畫，及事前共聽色情錄音帶等，或教導

女方觸、摸、搓陰莖龜頭及吮吸龜頭等，以

助陽具勃起。若勃起後硬度不夠，無法插入

陰道，則指導性交姿勢，如男人站立姿勢，

用手指幫忙將陰莖塞入陰道，或女人打開雙

膝，蹲在仰躺的男人陰莖上，女子以手指抓

住陰莖，塞入自己的陰道中，由女方主動搖

擺翻弄，使陰莖慢慢增加硬度而漸入佳境。

懂得此，就是八、九十歲的老騎士，還是可

以的。

2. 藥物性

如鎮靜劑，利尿劑，β-blocker降壓劑，

安眠藥，女性荷爾蒙等，不過只要停藥，一

星期左右都可恢復已往雄風。筆者碰到下述

經驗：

Ativan（0.5 m）：一天給三次，一次一

粒，只服用四次就不舉。停藥三天就OK。安

眠藥發生陽萎，病人都會接受。

Lasix：一天一次，一次半粒，五天後陽

萎。很難纏，為避免被他喧嚷服用筆者的藥

會陽萎，所求也不高，只好付他伍仟元新臺

幣充做「閉口費」，真嘔。

女性荷爾蒙用於攝護腺癌引起的陽萎，

病人也只能無奈的接受，僅能暗中的期待早

日脫離女性荷爾蒙，以期恢復昔日雄風。

因為使用β-blocker降壓劑，致病人引起

陽萎，可實在太不應該了。對於尚有性能力

的高血壓男病人，筆者是絕對避免使用此系

列藥品的（如Tenormin、Catapress等），最對

不起病人與其性伴侶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

他們的性生活樂趣是被自己所信賴的醫師所

剝奪的。做為一位醫者，於處方時，能不更

不小心謹慎思考嗎？

3. 病理性

如糖尿病，一些脊髓神經毛病。目前大

概只有靠威爾剛了。

4. 外傷性

尿道外傷（最多見的是恥骨骨折引起，

筆者在省立基隆醫院時，就診治過多位因

「煤礦落磐」所傷引起恥骨骨折，導致尿道

破裂，以金屬導尿管留置並撐、擴大破裂被

折斷尿道，痊癒後，差不多都發生勃起問

題；筆者是以前述「生理性陽萎」方法幫他

們找到第二春的）。

陰莖骨折：正確的說，應該是陰莖白

膜破裂；通常是不當的性愛姿勢加上過度激

烈，使得脹起的陰莖受力不均所導致。這時

充滿在陰莖海棉體內的血液，會從破裂的缺

口湧出，要緊急開刀清理，縫合破裂傷口，

以免將來纖維化，導致陰莖彎曲，勃起疼痛

併發症，性功能嚴重受損。其實，陰莖白膜

是很強韌的組織，若非不當外力，實在不易

破裂，幾乎都是年輕人的性交動作太激烈或

姿勢太新潮，難度過高所肇致，尤其是女上

男下的姿勢最常發生陰莖骨折，這是因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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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知道陰莖能力所及的範圍抽動，一旦由

女方主動，於激烈抽送時，常因方向與角度

不對，陰莖偏離陰道口，被女人下體沒有洞

的部分硬壓，硬挺的陰莖白膜當然非應聲而

折不可。

「看到阿兵哥，就要想到淋病」，高天

成院長的這一句話，到現在還管用。當年，

盤尼西林可說是淋病、梅毒的剋星，尤其

「油質盤尼西林」的開發，更發揮了抑止性

病猖獗的良效。當年在軍中服役時，都一次

施打四西西（120萬單位），連打三次就OK。

梅毒較難纏，為求速決，都一次打8西西，

一星期一次，第一、二期梅毒，打三次就可

（當時要查STS）。

後來又開發出benzathine penicillin G 120

或240萬單位（每瓶），一次可打到480萬

單位，對於嚴重敗血症發揮了相當的救命

效果。

3. 包皮入珠

這種性變態在當年相當盛行，就是把

二或三個小玻璃珠縫埋入瀕臨龜頭溝的包皮

內，以期性交時摩擦陰道，讓女方因強烈刺

激而興奮，以獲得更高性快感。當年筆者常

被要求取除「入珠」，因為結婚後，太太不

喜歡。

4. 小朋友包皮過長

因無法洗滌乾淨致龜頭與包皮因日久而

沾黏，引起小便困難及小便痛，因為硬把包

皮與龜頭剝離會流血及劇痛，筆者在包皮背

部用剪刀，從尿道口部的包皮，往上剪開一

直線到包皮溝處翻開後，再剪開兩邊縫合止

血，完成手術，以解決小便困難（在服預官

役時，也替染性病後沾黏的阿兵哥，作了很

多同樣的手術）。

精神科

五十年代，人際關係沒有現在那麼複

雜，生活壓力也不很大，職業不難找，只要

肯做，一定有工作。在精神生活範疇中，只

有精神病，正常人與神經質的人；所以罹患

精神官能方面的毛病病因很單純，不是失

戀，被遺棄等感情因素，就是喪夫失子等家

庭變故，破產等事業錢財鉅創，並沒有目前

流行的莫名其妙，腦筋打結解不開，所謂

「憂鬱症」的「文明流行病」。

所以對精神失常的病人，光靠與病人溝

通對談，常常會挖掘出其深藏內心的傷心秘

辛與痛苦傷疤。再慢慢的與之溝通，一層一

層的將他緊閉的門扉打開，將他那被自己鎖

牢在心靈奧處的碎碎片片傷心史，遍體麟傷

的孤寂靈魂，從幽黯谷底帶出，走出陰霾，

迎向光明燦爛陽光大道，飽育親情、友情的

滋潤，重新詮釋自己嶄新的生命樂章。筆者

不用鎮定劑、安眠藥，就靠一次又一次的與

病人對談（師承自陳珠璋教授），治癒了幾

位這樣「有潛在病因」的病人。醫師與病人

說話或解釋病情，要非常小心，常常因為言

者無意，聽者有心，導致病人身心傷害。

現在的精神科醫師治療有精神困擾的

病人，完全捨棄了真正的「精神治療」，幾

乎完全靠強力的，所謂「抗憂鬱」的強力鎮

定劑，完全不再重視當年林宗義、陳珠彰、

林憲諸教授所教，精神科醫師所奉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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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療」。把病人鎮靜得無時無刻「昏天黑

地」，走路東倒西歪的，真正的變成社會

「邊緣人」。

筆者有個「神經質」病人，因經濟不

錯，深怕自己患上甚麼病，就一天到晚跑醫

院診所，後來求醫精神科，最後處方抗憂鬱

症藥累增到一天三次，一次三種藥，整天活

在精神恍惚中，最後因愈治愈沉重，感覺人

生一片灰濛，致萬念俱灰而上吊，結束五十

年悒鬱人生，這不是醫師害人嗎？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台大之光！
王明鉅副院長榮獲Super MVP Manager

　　當經濟變動、科技起飛、氣候變遷、新市場崛起，在劇烈變動的年代，唯具有

面對環境的應變力、洞察局勢的創新力及無畏挑戰的執行力，才能創造出卓越成

果，帶給社會正面影響力。為了彰顯專業經理人對組織、社會的價值與貢獻，並作

為職場工作者學習標竿，這次『經理人月刊』以『CHANGE』【因應變局的創新
能力】為主軸，積極尋找最有能力影響社會的關鍵人物，王副院長以『親臨現場，

從危機中找出改革契機』為主題，榮獲為『Super MVP』。
　　王副院長剛上任時，即面對本院開刀房火災意外，他設法透過行政效率的提升

與應變，在9天內快速完成應急處置，將「產房」改建為「手術室」，迅速恢復開
刀房排程，14天內走完現場鑑識程序，並在70天內完成工程發包，施工期間召開
多達20次施工會議，更體會到魔鬼都在細節裡，領導者不到第一線，就不知道如
何做決定，沒有決定事情就不會向前走，最後以105天完成預計8個月工期的開刀
房重建，王副院長對於行政管理業務的應

變力、創新力及執行力，更是全院同仁有

目共睹的。

　　評審委員用堅忍卓絕來形容王副院

長，他為台大醫院的文化加入新元素，是

入選MVP經理人重要原因，王副院長不
僅入選100位MVP經理人，更榮獲前10名
Super MVP年度最佳經理人，在授獎典禮
中由蕭副總統親自頒獎，本院與有榮焉同

享慶賀王副院長的光采與喜悅。 資料來源：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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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及Friedland的

醫學史上十大發現（三）

文／許清曉

Crawford Williamson Long (1815-1878)―用

ether做外科全身麻醉（Surgical anesthesia）

美國G e o r g i a州人， 1 8 3 9年畢業於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學到1800年

英國的Humphrey Davy用nitrous oxide（笑

氣）給牙科病人做麻醉（Sir Humphrey Davy: 

1778-1829，英國的化學家、發明家，發明了

礦工用的Davy lamp。1806年在Royal Society

演講的Bakerian Lecture “On Some Chemical 

Agencies  of  Elect r ic i ty”，被瑞典化學家

Berzelius稱讚為 “one of the best memoirs which 

has ever enriched the theory of chemistry.”），

不過較大的外科手術，nitrous oxide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好。那時nitrous oxide常被英國

上級社會用在party酒會上做為娛樂性用藥

（recreational drug），吸入笑氣後，會感到昏

昏地，也會有安樂幸福感（euphoria），稱為

“laughing gas party＂。

Long在學校時，也看到旅行藝人將催眠

術及笑氣用在觀眾的效果；又參與laughing 

gas party以及“ether frolic＂，吸入nitrous 

oxide或ether作樂。他注意到這些人常會撞到

頭，或跌倒，但不會訴痛，直到nitrous oxide

或ether之效果消失後才會感到痛。因此他想

到應用ether在外科手術。之前外科病人手術

中自始至終痛苦呻吟哀號，都是無可避免。

於1842年3月30日在Jefferson用diethyl 

ether（由alcohol及sulfuric acid混合蒸餾而成）

於一位病人頸部腫瘤手術，之後又用在同一

病人的另一塊腫瘤切除，以後再用於生產。

並將其結果告知他的同僚。但並沒有寫成論

文發表。到1846年9月30日美國Massachusetts

口腔外科醫師William Morton用ether做拔牙

術麻醉，完全無痛。聽到這消息，波士頓外

科醫師Henry Bigelow安排，由外科醫師John 

Collins Warren於1846年10月16日在MGH現在

的Ether Dome做第一次公開示範，在一位病人

做腫瘤切除，也是完全無痛，轟動一時。

他們大概沒有聽聞Long已經做過ether

麻醉，因此Morton當時聲稱首創全身麻醉，

應該不是故意誤導。不過Morton又稱這麻

醉是用一種所謂“letheon＂，要聲請專利，

很快被揭破其實就是ether。以後他又執著於

「首創」的功名，多次各方申訴，都沒有被

接受。

L o n g於 1 8 4 6年在 1 2月份的M e d i c a l 

Examiner讀到用ether手術的消息，趕緊寫

出他自己的報告，又請他的病人（Jame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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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able）簽名作證，1849年將其結果發表

在The Souther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use of Sulphuric Ether 

by Inhalation as an Anaesthetic in Surgical 

Operations.）［不知為何發表這一篇會相隔

兩年多之久！］。當他在Augusta的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演講他的發現的時候，又知

道Morton之外還有兩人Horace Wells（Morton

在Hartford, Connecticut學習牙醫時的老師）及

Charles Jackson（Morton以後到哈佛醫學院讀

醫學時，教Morton有關ether麻醉效果的化學

老師）都聲稱他們才是首先使用ether做全身

麻醉者。首創ether麻醉的榮譽誰屬，在資訊

不很流暢的時代，一直混沌不清。

以後雖然Long有文章及病人的證詞，

誰是首次使用ether做全身麻醉，在他生前一

直都有爭執。1879年，在Long死後一年，

National Eclectic Medical Association（當時

專門推薦最佳治療法的學會）正式通過，承

認Crawford Long是發現ether可用在全身麻

醉的第一人［到他死亡後才給予承認，也令

人訝異嘆息！］。從此世界所有醫學團體都

認定Long的成就，銅像、畫像、郵票（圖

1）（1940, Famous 

American Series）都

出現；Doctor’s Day

也在3月30日慶祝。

在他行醫的Jefferson

也 建 立 紀 念 館 。

Emo r y  U n iv e r s i t y 

Hospital Midtown，

以前（1931-2009之

間）是稱為Emory Crawford Long Hospital。

他於1842年結婚，生12個孩子，只有七

個活到成人。1851年搬到Athens, Georgia開業

行醫，又和兄弟開藥局。內戰時期為雙方戰

士治療，1878年死亡。

Wilhelm Conrad Roentgen (1845-1923)—

發現x-ray beam；“Father of diagnostic 

radiology＂（圖2）

生為德國布商的獨子，母親是荷蘭人，

三歲時搬到荷蘭。他自小性情內向、溫文，

喜歡大自然、樹林，對設計機器有特殊才

能。中學時因為不願指認其他同學才是畫漫

畫嘲弄老師者，被退學，以後竟也無法在其

他學校求學。20歲時考進蘇黎世（Zurich）

Po ly t echn i c  In s t i t u t e，修習mechan ica l 

engineering，1869年取得University of Zurich

的博士學位。在Strasburg, Wurttemburg等地

之大學物理系當主任後，1888年接University 

o f  Wurzburg物理系主任，1900年轉任職

University of Munich。他的研究包括熱、熱傳

導、電磁波等等。

1895年11月8日，50歲的他在觀察cathode 

r a y在暗箱裡的性

質，他突然注意到

在外層塗有b a r i u m 

platinocyanide紙板上

可以看到光線的陰

影，是一種螢光；而

且將不同厚度的東西

放在光的路線，會

有不同程度的穿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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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在攝影板上留下陰影紀錄，他猜

測可能是有新的一種電磁波，想到它可能的

用途，馬上日以繼夜地留在實驗室中工作。

兩星期後，將他夫人的手放在這種新電磁波

路線上，就可以看到肉、骨、金屬手指環等

（圖3）。此後他因為擔心會有錯誤，以後的

工作都是秘密地進行，又因為從不喜歡有助

手，無人知道進展。

12月23日公開演講，當時的手掌影像就

已經非常清楚（圖4）。28日，距首次發覺有

新的螢光50天後，他就發表他的報告，“On 

A New Kind Of Rays＂（Über eine neue Art von 

Strahlen），翌年1月5日，奧地利報紙報導新

的放射線。1895到1897之間他總共發表三篇

有關X光的報告。儘管其他人將這種光線名為

Roentgen ray，他仍很謙虛地稱它為X-光，也

拒絕申請專利，以便X光的實際應用可以造福

人群。

他和夫人是在蘇黎世她父親的咖啡店

認識，無子，收養她兄弟的六歲女兒。夫人

於1919年，早他四年死亡。他78歲時死於腸

癌。因為他工作時一直都用鉛板保護，因此

腸癌不應該是X光輻射所導致。1901年被頒第

一屆物理Nobel Prize，其他的榮譽無數。他死

後依照他的遺囑，私人書信以及工作紀錄都

燒毀。

（Maria Sklodowska-Curie, Pierre Curie, 

and Henri Backerel因為發現radioactivity而接

受Nobel Prize是1903年的事。女兒Irene Joliot-

Curie及女婿Frederic Joliot-Curie則在1935年得

到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their discovery of 

artificial radioactivity。一家四口都有！Maria 

Curie還得了兩次！Pierre可能因為接受過度

放射線而虛弱，過馬路時被馬車撞死。Maria 

Sklodowska則因放射線引起aplastic anemia死

亡。）

Ross Granville Harrison (1870-1959)—首次

做組織細胞培養（tissue culture）

美國人，developmental biologist。生於

Philadelphia的Germantown，父親是工程師。

入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歲就取得生物

學及數學的BA學位，1894年取得PhD，又於

1899在德國Bonn取得MD學位，和一位德國人

Ida Lange結婚，以後生育五子。他加入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以後再到Yale University

（1907-38）。曾在Bryn Mawr College教過書

（1894-95）。1938以後擔任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38-46）主席。

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將青蛙胚胎的神經

細胞在淋巴液裡面培養成功，看到神經細胞

可以隨培養時間長出細細的神經軸（axon）。

（圖6）

過去對神經細胞的觀念，是認為所有神

經細胞是融合的，都經過細的通道連結，以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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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傳導電流訊息（1864, Victor Henson, Hans 

Held兩人的主張；稱為syncytial or reticular 

t heo ry）；並不知道神經細胞其實是個別

的，有神經軸，和鄰近神經細胞的聯繫是

經由synapse（神經胞突接合）及化學物質

（chemical transmitters）傳導細胞間的訊息。

之後，Santiago Ramóny Cajal（1852-1934）

發現了neuronal growth cone佐證神經細胞是靠

某種方式的接觸（是1891年Auguste Forel及H. 

Waldeyer-Hartz主張的neuronal theory），以及

Camilio Golgi（1843-1926）用sliver chromate 

particle將neurilemma染色，稱為Golgi stain，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個個的神經細胞，因此

推翻了reticular theory，也因而得到1906年的

Nobel Prize。

Harrison的發現是，用in vitro tissue culture

的方式，再證明神經細胞是個別的（neuronal 

t h e o r y），並不是融合細胞（ r e t i c u l a r 

theory）。Harrison 1910年在J Exp Zool發表

的這篇“The outgrowth of the nerve fiber as a 

mode of protoplasmic movement＂被認為是該

雜誌發表過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也是神

經學在20世紀前半最重要的論文。

不僅如此，他用青蛙、salamander等的

胚胎做很多樣移植的實驗，例如用salamander 

larvae做interspecific grafting，都是創舉，打開

將來移植學的大門。他利用淋巴液在體外培

養胚胎組織的方法，為了將來的virus culture、

stem cell research以及organ transplantation

鋪路。H a r r i s o n的學生 J o h n  F.  E n d e r s

（1897-1985）就是用組織培養的方法，和

Thomas H. Weller（1915-2008）及Fredrick C. 

Robbins（1916-2003）合作培養出poliovirus，

導致Jonas Salk（1914-1995）製成注射型

inactivated polio vaccine（可以有效防止小兒

麻痺的合併症，但無法防止腸管內的病毒繼

續傳染別人）；Albert Sabin（1906-1993）

則製成口服疫苗（此病毒是在腸道內繁殖，

因此用口服的疫苗可以抑制腸內病毒，而可

以完全抑制病毒的傳播）。Enders, Weller及

Robbins三人因而獲得1954年Nobel Prize。Ross 

G. Harrison雖然沒有得此獎，但是他總體的成

就也是可以和任何發現並駕齊驅。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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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lai Nikolaevich Anichkov (1885-1964)

―確立膽固醇是形成動脈硬化（ a t h e r -

osclerosis）的原因

Anichkov在德國文獻寫成Anitschekow。

俄國病理學家，是過去貴族後裔，父親是

教育部副部長，19歲進入軍事學院，師事

Russian histologist Alexander Maximow（1874- 

1928），以後又在德國隨病理學家Karl Albert 

Ludwig Aschoff（1866-1942）學習，1912年

得博士學位，論文是“Inflammatory changes 

in myocardium: apropos of myocarditis＂，

其中首次描述“myocyte＂。他又發現所謂

“Anichkov cell＂（又名“caterpillar cell＂，

因為桿狀細胞核周圍有大量clear cytoplasm，

形狀似毛毛蟲，圖8），是rheumatic heart 

d i s e a s e特有的細胞；是在 g r a n u l o m a s

（Aschoff’s bodies）中含有大量脂肪的巨噬細

胞（macrophage）。

1856年德國病理學家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首度指出cholesterol是atherosclerosis 

（血管硬化）的原因。（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 1821-1902，醫師、人類學家、病理

學家、史前學者=prehistorian、生物學者，又

從政，而創立社會醫學=social medicine；有很

多醫學發現，包括leukemic cells；對學生的口

頭禪：“think microscopically＂）。Virchow

的說法被稱為lipid hypothesis；當時另外又有

一學說，主張慢性的血管內皮層損傷（chronic 

endothelial injury）才是血管硬化的原因（現

在後者已經幾無人相信）。

當1908年Anichkov在接受病理訓練時，

一位臨床醫師A. I. Ignatowski給兔子餵以蛋及

牛奶，引起血管硬化，以為是其中某蛋白引

起。以後N.W. Stuckey在Anichkov指示之下做

兔子的實驗，只有餵以蛋黃的兔子引起血管

硬化，給以蛋或肌肉就不會。Anichkov又和

一位學生Semen Chalatov共同研究出血管硬

化的rabbit animal model。他們在atheromatous 

plaque中可以看到doubly retractile droplets，

在polarized light會有double cross figures＂；

肝臟也充滿同樣的物質（就是膽固醇）。

Anichkov又發現有些兔子餵以高膽固醇食物，

也不會引起血管硬化；這些動物血中也不會

有hypercholesterolemia，表示是血中的高膽固

醇才會引起血管硬化。他又注意到高血壓及

inflammatory process會促進atherosclerosis。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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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動物實驗被認為是經典的研

究。[Anitschekow NN, Chatalov S (1913). 

"Über experimentelle Cholesterinsteatos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Entstehung einiger 

pathologischer Prozesse". Zentralbl Allg Pathol 

24: 1-9.] [Anitschekow NN (1913). "Über 

die Veränderungen der Kaninchenaorta bei 

experimenteller Cholesterinsteatose". Beitr Pathol 

Anat 56: 379-404.]

(Classics in arteriosclerosis research: 

O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c h o l e s t e r o l  s t e a t o s i 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origin of some 

pathological processes by N. Anitschekow 

and S. Chalatow, translated by Mary Z. Pelias, 

1913. Arteriosclerosis, 1983, Vol. 3, p. 178-82. 

[PubMed];  Finking G, Hanke H: Nikolaj 

Nikolajewitsch Anitschekow establ ished 

the cholesterol-fed rabbit  as a model for 

atherosclerosis research. Atherosclerosis, 1997, 

Vol. 135, p.1-7. [PubMed].)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Anichkov

回國服役，擔任Russian Army Medical Corp之

主任軍醫官。

他在德國Aschoff手下工作時，描述了

“foam cell＂（他稱為cholesterinesterphagoz

yten，在血管粥狀瘤=atheroma中，平滑肌細

胞及巨噬細胞含有脂肪low density lipoprotein

者）；在研究atheromatous plaque之形成過

程後，明確指出cholesterol就是引起atheroma

的主要原因：「沒有膽固醇就沒有血管硬

化」（“There is no atherosclerosis without a 

cholesterol＂）。

自1920到1939，他擔任Department of 

Pathological Physiology of the Military Medical 

Academy的教授，持續地在德國、瑞典、日

本等各國報告他研究的後續結果，他的貢獻

也受世界各國認定。1933年在E. V. Cowdry之

Atherosclerosis一書，寫A survey of the problem

一章。1942年，和A. I. Abrikosov著作教科書

Pathological Anatomy of the Heart and Vessels，

因此被授予國家獎章；書中對atherosclerosis

和ischemic heart disease有詳細的描寫。最後

他任俄國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1946-53），繼續領導有30位教授及

多位醫師的病理學研究團隊。

有關他的私人事蹟記載不多，個人相片

也非常少。他結婚兩次，只有一子，1964年

死於心肌梗塞。他的兒子Mily（1920-1991）

是Professor of surgery、軍醫上校；孫子Nikolai 

M. Anichkov（1941~）也是病理學教授，

Russi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院士，俄

國病理學會副主席。

他的成就有人比擬為R o b e r t  K o c h

（1843-1910）結核菌的發現（1905年Nobel 

Prize）。美國生化學家Daniel Steinberg（在

著作The Pathogenesis of Atherosclerosi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cholesterol controversy: 

part I. J. Lipid Res., 2004, Vol. 45, p.1583-93）

曾說：如果Anichkov的研究早被認出來，就

可以早30年確立lipid theory，也應該被授與

Nobe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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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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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利第一次「征日」始末
～一八五三年

文／李汝城

日
本嘉永六年（1 8 5 3年）6月3日（陽

曆 7月 8日），美國海軍准將裴利

（Commondore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日人

譯音伯理，率領四艘日本人從來未見過的漆

黑色軍艦（日人稱為黑船），忽然出現在江

戶灣（今東京灣）外三浦半島的久里濱，就

在離岸2.7公里的海上下錨，時間是下午5時，

黃昏時刻，但時在夏日，陽光充足，視界

甚佳。

灣內有日本小漁船數十艘，正在捕魚作

業中。

漁夫們看到這麼大的軍艦，水兵在操作

大砲，各艦一列列的大砲群，徐徐昇起，人

員手持鎗枝，以戰鬥姿態君臨富士山下、風

平浪靜的江戶灣，都大驚一跳，馬上有人上

岸向奉行所（官署）報警。

此時浦賀的郡守即縣太爺戶田氏榮是

拜領五千石的地方大官，立刻派屬下三位官

員，連同一名只諳荷蘭文的翻譯，趕緊划向

黑船。

日本幕府鎖國已有260年，為何有荷文翻

譯，又在此時此刻，為什麼在江戶灣浦賀鄉

下能找到翻譯人員？

德川第三代將軍家光開始不准異人（外

國人）來日，也禁止本國人渡外，但在南國

長崎設有荷蘭區，和荷人有點「交際」，另

有唐人區和唐人有「交通」，更有甚者，很

不公開地，容忍鹿兒島和琉球，間接地和中

國有接觸。所以有極少數的通曉荷蘭文者長

駐長崎。

裴利要到江戶灣遞交國書給日本「國

王」德川將軍的消息，老早已由在長崎的荷

蘭人傳給幕府手中。早在三年前，即嘉永三

年，至少有六次這樣的消息。而且在第三次

情報來源中已知悉「裴利」這個名字了。

根據記錄，嘉永三年，美國曾央託荷蘭人為

仲介，要求和日本「君主」幕府協商開埠通

航，但為荷人婉拒。顯然，長崎的荷蘭商館

已把這個消息透露給長崎奉行。為此，幕府

徵調荷文翻譯駐節江戶灣，以備急需。

世界潮流

鎖國的幕府，並非對世界局勢完全

無知。

西歐列強，在東南亞的惡行，殖民帝國

主義的猖狂，以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要把

東亞各國收編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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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使清國一蹶不起，

極為懊惱。這個消息在日本流傳甚廣，仍經

在長崎的荷蘭商人。荷蘭人乘機要搶先一

步，要求和幕府簽定通商條約，而遭受幕府

的否決。

如何防禦外來的侵略，避免像鴉片戰

爭對清國的損害，日本人上下幾乎大家都要

「攘夷」，即打倒異人（外國人），但是如

何才能做到，則是議論紛紛。有識之士，即

要馬上學習船堅砲利，製造軍艦，改進槍

砲，「洋學」變成他們的首要。

海上交涉

不久，浦賀的三位官員和一名翻譯，

搭乘他們的警備船，划到最大的一艘黑船附

近，揭開事先用法文寫好的布條，上寫「趕

快上錨退回，不可冒險停泊！」並大喊：

「回去！回去！」

黑船上終於有一位露臉，開口大聲以

長崎口音的英語回答：「帶你們的長官上

來！」意思就是說不跟像你們這般下級官員

「交家」。三位官員中有位叫中島三部助

者，臨機一動，回應說他們是浦賀郡守的次

官。如何要把次官翻成能讓對方瞭解，在那

一刻是一個大問題。終於想出一句Number 

Two，美國佬聽到「納麼塗」就把艦上的綱索

放下，讓他們四位攀上甲板。

據後來裴利准將自述在「裴利遠征日本

記」：

「用人力搖櫓漕而來的日本「大型」

警備船上有卅來名水夫，每人都呈黃褐色的

皮膚，胸臂肌肉發達，腰間插有一塊「遮

布」，除外全身裸露，顯然是標準的野蠻

人，頭上頂頭髮剃得光光，側面髮型捲起到

後頭頂，猶如把一枝手鎗放在頭上。似有

二、三位指揮官，頭上冠有圓型的竹笠，看

來很滑稽……」

在艦上，裴利的副官康德（Conte）接待

了他們。

日本官員一味要美艦隊轉赴長崎，因為

幕府只准長崎奉行和異人交涉，不可在江戶

灣停滯。康德說明，他們是奉美國總統費爾

蒙（President Millard Fillimore第13位總統在位

1850年7月到1853年3月）之命來江戶遞交國

書給貴國「國王陛下」。美國人顯然認定當

時的日本國王就是德川將軍。美國總統是很

善意地知會日本，日本應順應世界潮流開埠

交流，互相貿易通商，因為這是天意，如果

硬要他們去長崎是很失禮的事，雖然總統沒

有下令開砲，但如不得已時，也不惜一戰！

這樣你來我往，加上翻譯的困難，很快地兩

小時過去，暗夜來臨，三位日本官員終於說

了實情，他們的官階太低，無法作主，只好

上岸報告再說。

在這個時間內，日本人仔細觀察甲板上

的設備，看到一排排的15糎口徑的榴彈砲，

不用擼擢而以蒸氣發動的新式戰艦，不寒而

慄。反看岸上浦賀的武力只有侍（Samurai）

兵士百餘，岸砲雖有九十九門口徑最大的也

不超過1.5糎，真是小巫見大巫，如果真正來

打一戰，的確不足為禦，只好摸摸鼻子下船

回報。

第二天浦賀奉行戶田就派他的副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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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榮左衛門，攀登旗艦「沙士科花」號USS 

Suscqehana重申「去長崎！」這次香山帶了

二名翻譯，美方則以參謀長亞當上校（Capt. 

Adams）和「沙」號艦長布格南上校（Capt. 

Bucannon）應付。

一番爭論再開，結果是美方下了一道最

後通牒，如果幕府不肯就地接受國書，則不

免一戰，因為幕府違反天理，值得天誅！以

此「宣告於全世界」！又說「如果貴國在戰

鬥中無法抵抗，要求和，我們也已替你們準

備好白旗二支。只要白旗上揚，我們就會知

道你們有意求和，我們會立刻停止進攻！」

等語。那時，國際間尚未建立舉白旗即投

降，所以日本也不知道，這就是投降。

事已如此，日本官員已受凌辱，手忙腳

亂，不知如何回應，只好說還需最高級江戶

大將軍的指示，需四天的時間，因為從浦賀

到江戶城來回要四天，美國人動了怒，說我

們的船可以一天來回就夠了……，結果雙方

同意以三天為限。

不過，香山榮左衛門在離船之前，回頭

向送行的布艦長問了一句：「據聞貴國在巴

拿馬運河籌建的鐵路是否已完工了嗎？」讓

布上校大吃一驚，想不到這些「野蠻人」怎

會知道巴拿馬的事？香山有意讓美國佬知道

我們也不是你們眼中的無開化的蠻人而已。

幕府的慌張

德川幕府，經260年「自覺良好」的鎖

國政策之下，一旦有事，有人要來敲門於江

戶城下，當然驚慌很不自在。在如此緊急情

況下，第一件他們要做的，就是下令江戶的

幕軍及近郊的藩軍（即諸侯的軍隊）緊急備

戰。江戶城內有號稱幕臣八萬騎。事實上260

年的泰平昇安，除了極少數外，大部分的武

士除了祖傳的刀槍外，甲冑戰帽也要臨時商

請煉鐵廠臨時趕工鑄造，毫無戰力可言，藩

士們呢！那更不用說了。全江戶的人心惶惶

浮動。有的人已逃離到鄉間，以為戰事將開

始。

最高位的幕閣參謀大老五人以阿部正弘

為首，召集薩摩、熊本、長州等大藩官員，

召開幕府閣議。家老們，沒有把真實情況向

將軍家慶報告，因為家慶正患著重病，命在

旦夕，不過最後不得不據實稟告上奏。家慶

在臥病中聽後大怒，接著發了高燒，在微微

中關照阿部要和在水戶的副將軍德川齊昭好

好商量，不可誤事。

這時阿部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斷，就

是因敵艦已入侵江戶灣內，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違背260年來的德川教條，趕快就地

接受國書了事，暫時忍辱負重，把異人趕出

去再說。不要計較他們不肯去長崎。阿部的

果斷，就是避開戰爭，不打不會贏的戰爭。

同時阿部也派人到日光東照宮元祖德川家康

的陵墓上香，請求保祐，並敬納油香白銀百

枚。

副將軍德川齊昭是極端攘夷的首領，之

前和將軍家慶有爭執被勒令謹慎不得出外，

聞及家慶要他和阿部商量，大喜過望，以為

大權在握，一昧要主張以武力對抗，卻不知

阿部已先下手為強，派人通知美方就在久里

濱接受國書，至少不讓異人步入江戶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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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一方面力勸德川齊昭忍耐，因為武力的

差距太大，沒有勝算，答應會增強海防，但

要齊昭切勿盲動，嚴厲節制才可避免一觸即

發的戰爭。

德川齊昭得知阿部花了白銀百枚參拜故

主，更為憤怒，說倒不如把那些錢用來購買

武器來攘夷，並提議在接受國書時，心懷白

刃一閃之間，把敵將的首級斬下，同時活捉

四條軍艦，則能「萬難一解，一舉兩得」不

亦快哉！這種異想天開，天方夜譚的話，讓

阿部真的傻了眼，千萬拜託，不可策劃這種

不可行的事。

黑船的舉止

在這三天的等待時間內，黑船陸續派

出小艇，在江戶灣內測海深及風向，難免和

幕府的警備巡邏船相遇，當然幕府的侍衛馬

上大喊「退回！」美兵也不甘示弱，舉槍瞄

準，但是日方有嚴令不可輕易盲動，武士們

只好咬牙切齒，自己退回岸上。

第二天，美方似乎停止一切活動，小艇

也不見了，靜悄悄地，日方以為他們要拔錨

退出，但是日本人並不知道該天是禮拜日，

星期天也。美國佬不會在禮拜日星期主日做

什麼動作，在休息養天。

第三天，美方恢復活動，不但派出更多

艘小艇，排水3,220噸的「密西西比號」，忽

然上錨駛過三浦半島，進入灣內，日本警備

船又大叫「退回！退回！」，似無效果。香

山榮左衛門又奉令駛往旗艦探問為何駛進灣

內，亞當上校回音，「萬一談判破裂，明年

將派一個大艦隊來『懲罰』，違背天理的你

們，所以先要預測海道，如此而已。」

裴利的心算

在這個時間點，最高司令官裴利還沒出

現在日本人的面前。

一年前，裴利奉總統費爾蒙的命令，要

他率領艦隊來日本。裴利的確很認真地鑽研

有關日本的歷史、地理、文化、民俗……等

等，熟讀德國裔荷蘭人施博德Phillipe Franz 

von Siebold所著「日本」，肯背兒的「日本

誌」，克魯寧的「日本幽囚記」，以及麥法

郎的「日本，其地與史」等等想徹底瞭解如

何和日本人交往，尤其親自向施博德聆教，

因為施氏曾經駐日八年，很瞭解日本。裴利

於1794年出生於羅德島（Rhode Island）的海

軍世家，父親是海軍緝私艦的艦長，二位哥

哥都是海軍名將，他本人被後人尊稱為「美

國蒸氣軍艦之父」，對海軍軍官的養成教育

有獨特的貢獻，居功厥偉。如果你路過九十

五號國道到麻州和洛德島交界處，有一巨大

的巨石埤，是紀念此翁的。

裴利在鑽研之後，取得結論。「日本

人遵守極具形式的禮儀準則、嚴保自己的尊

嚴，絕不顯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自傲。」

要和日人交往，必須「我們自己也堅持尊

嚴，不能讓對方的優越感壓制你」，換言

之，「要對方知道，我們不輸於你。」這樣

才可讓日本人就範。所以裴利在初期的互動

中，選擇不出現在日本武士的面前，因為懼

怕武士一旦看到這個59歲的老妖精，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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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捏鼻不屑一顧！

美國的日本夢

美國急於要求日本取消鎖國開埠，不外

乎於下列幾個原因：

（一） 在這個時間點，美國在太平洋週邊的

進出，遠比歐洲的兄弟們慢了幾步，

要迎頭趕上。

（二） 在當時極為盛況的捕鯨魚業務上，美

國的捕鯨船團極需中途靠岸港口，以

供人員的休息，補給及修船等等。日

本正好是在最佳的中途站上。

（三） 在爭吞大清帝國的競賽上，從美國西

岸到中國，日本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絕

佳的跳板。

費爾蒙總統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堅持不開

埠，則可以先佔領琉球，再觀望有沒有機會

侵入日本，不過當時美方不是真正要以打戰

佔領，而是以威脅、恐嚇來達成目的，所以

訓令裴利，除非不得已，艦隊不可用武力制

服對方。

遞交國書

6月9日上午8時，裴利如期踏上久理濱

的海灘。他本人穿著金碧輝煌的海軍准將禮

服，左右隨有黑人水兵各一，猶如城隍爺的

七爺八爺，並有近二百名穿著棗紅色禮服，

手持長槍的水兵護旁，真是威風凜凜！

把國書交給代表將軍的戶田郡守，日方

則於稍後，呈交一紙文書給裴利。

裴利開口：「這是什麼？」

「是領收書（收據）」陪伴戶田的香山

次官經翻譯回答。

短短的儀式就在廿分鐘內結束。

典禮中裴利曾發言，他在這兩、三天內

拔錨離開江戶灣。但明春四、五月之間，會

再回來，到時候我們期待貴國的正式答覆。

就是指在國書中建議要簽訂「美日親善和睦

條約」的事。

戶田全權隨後發問。

「如果明春再來是否同樣地率領四艦同

來？」

「否，再來時將有整個艦隊，艦數將加

倍。」裴利回答。

此時裴利率領的四艦正在江戶灣，其餘

艦隻五艘正下錨在琉球。

隔天，當整個江戶城70萬的居民獲取

「東岸無戰事，黑船將出航」的消息而慶

幸，安穩之際，裴利卻在旗艦上大發脾氣。

原來香山奉呈的「領收書」中註明但書：

（一） 美國總統公然違反日本法規，逼迫我

國在長崎之外送交國書。

（二） 領收這張「領收書」之後，即刻離開

江戶灣！

裴利想了一整天，於傍晚時分，下令

全艦隊拔錨，以最高速度衝進江戶灣內，並

向海中開砲！轟轟的砲聲，驚動了整個江戶

城。幕閣又開了緊急會議，派人探問及懇請

「不是說接受了國書就要走了，為何衝進港

內又開砲呢？」「明春回航未有正式答覆，

則整個艦隊要在灣內品川海岸停泊，登城謹

見將軍本人，目前正在排練演習中，如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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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美艦隊發言人又若無其事地回答了。

結尾

其實裴利也不能在此逗留太久，因為國

際禮節上，送發國書的國家，一定要攜呈禮

物給受書國，這次美國艦隊的確疏忽了這一

點，沒帶禮品，也沒開香檳。所以想在日本

未察覺前迅速離開。另艦隊的補給、食糧及

水的補充逐漸減少，這次在日，未能添補。

又接獲通知，大清帝國正在鬧「太平天國之

亂」，要他們趕往天津護僑及撤僑。

後人評論，裴利1853年「遠征」日本，

喚醒了日本，實際上為促成「幕府瓦解」的

第一聲，88年後日本選擇一個星期天（1941

年12月7日）做為攻擊美國的珍珠灣突襲的日

子，是否意味著幕府的子孫們記起美國佬在

禮拜日不走動的故事呢？

參考資料

（一）半滕一利／幕末史／2009年6月9刷／

新潮社／東京

（二）岩井／護／福決輸吉／1984年11月10日

二刷／成美堂／東京

（三）司馬遼太郎／花神／1983年3月10日／

三十刷／新潮社／東京

（四）現代国語例解辞典／第二版／小學館

辭典編集部／小學館／1996年第一刷

／東京

（五）Wikipedia Encyclopaedia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已退休）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
誠　徵　教　師

（一）應徵資格：1.  具有生物醫學或體質人類學相關博士學位及博士後研究經歷
至少一年

　　　　　　　　2. 具教學熱忱及研究潛力
　　　　　　　　3. 可協助解剖學教學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至多三篇（一

份，請附電子檔）、未來研究計畫及可能負責之課程、三封推薦
函（請推薦人直接寄達本所）、學經歷證件影本

（三）截止日期： 100年1月30日星期日（送達本學科辦公室）
（四）聯絡地址：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 - m a i l：anatomy@ntu.edu.tw
（五）網　　址：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
　　　傳　　真：02-23915292
　　　聯 絡 人：張小姐　電話：02-235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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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6日大紐約區
台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記實

文／王緒

經
過校友會理事會多次的籌備，2010年10

月16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在法拉盛喜來

登飯店七樓展開了今年年會的序幕。今年大

紐約區報名參加的校友夫婦超過70人。六時

準時開始由黃清煌主持的照片欣賞，報導個

人感興趣的主題。首先由王緒校友報告他的

開業經歷，有各診所的照片說明。然後由陳

信義校友報告他的西藏旅遊經歷，有許多的

西藏風光與建築照片。之後由黃清煌校友報

告他的非洲之旅，有許許多多的各種動物與

非洲大陸的風光。接著由鄭國忠校友的生活

攝影藝術照，他談到各種攝影的技巧與照片

的合成。陳耀楨校友則介紹他各地旅遊的風

光，幾乎包括五大洲。李勃興校友介紹他的

嗜好，帆船活動。最後由周賢益校友報告中

式英文，他從網絡上選擇許多非常可笑的中

式英文讓大家哈哈大笑，同時曾明勳校友的

懷舊團體照片展示，也讓大家看到過去的團

體合照。非常感謝黃清煌校友的精心設計，

提供設備，短短的一小時欣賞了許多令人回

味的各種照片，大家興致高昂入席就餐。

當晚新老校友歡聚一堂，喜樂融融，

有美食相伴，唱卡拉OK，同時有團體舞的

練習。今晚的重頭戲就是要選出下屆的會

長，眾望所歸由1973年畢業的黃清煌校友擔

任下屆會長。過去兩年黃清煌校友擔任總幹

事，他電腦知識豐富，對於各種最新科技產

品的使用得心應手。未來兩年由黃清煌會長

帶領，紐約地區的校友會一定會辦得更加興

旺。校友會也選出下列校友擔任理事。名單

如下：王緒、陳彰、韓明元、陳耀楨、黃瑞

煊、林清森、鄭仁澤、周賢益、陳奕光、李

勃興、王政卿與張光敏。同時聘請歷屆會長

擔任顧問。

本人做了兩年大紐約區校友會會長，

最大的感觸是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的校友們，

最近30年來赴美留學的校友大量減少。從60

年代到70年代初大量校友赴美填補美國住院

醫師的空缺，自1974年開始就逐年減少。因

此校友會成員的平均年齡逐年老化。到如今

校友會面臨老化的問題，但是校友們對母校

的熱愛與向心力是不減的。因此此時的校友

會面臨一個轉型不得不改變的情況，以往的

校友會是以聯誼為主。今後的校友會是以扶

植來美留學的新校友同學為主，只要是來到

紐約地區的校友可以與我聯絡，我們安排接



校友活動

2011年1月‧第28卷第1期 ��

機的事宜，同時輔導新來美留學的校友們初

步生活及各方面的問題。我希望母

校的校友會可以做一個橋樑平台，

讓各地校友會更能幫助新的同學，

至於做法需要大家集思廣益重寫章

程。這樣雖然來美的校友不多，但

是我們校友會能提供較好的服務，

這是我想今年回國開全球校友會年

會時，我們可以共同思考的一個議

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現

於美國開業）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吳明世 NT$1,200.- 林銘川 NT$10,000.-

周松男 NT$ 1,000.- 蘇天賞 NT$2,000.-

韓良誠 NT$100,000.- 黃金海 NT$10,000.-

鄭淑君 NT$10,000.- 張伯甫 NT$110,000.-

陳慧玲 NT$2,000.- 陳福森 NT$10,000.-

邱仲慶 NT$20,000.- 許永堅 NT$20,000.-

柯麗鏞 NT$10,000.- 陳連生 NT$10,000.-

翁宗銳 US$500.- 劉學吉 NT$300.-

黃清水 NT$100,000.- 劉華昌 NT$100,000.-

林秀三、陳素瓊 US$500.- 李易翰 NT$3,000.-

劉興柱 NT10,000.- 裴仁生 NT$1,000.-

陳源平 NT10,000.- 吳慶南 NT$100,000.-

張欽城 NT$2,000.- 陳德照 NT$400,000.-

鄭燦堂 NT$10,000.- 楊冠傑 US$100.-

姚景昭 NT$10,000.- 林明珠 NT$120,000.-

黃智源 NT$10,000.- 張慈恩 NT$50,000.-

李芳輝 NT$3,000.- 林國信 NT$10,000.-

楊思標 NT$50,000.- 邱仕文 NT$100,000.-

北 美 校 友 會 

姓　名 金　額

張宏睿、林吟洲 US$100.-

周木雄  US$100.-

韓明元  US$200.-

黃炫鈆、林祥屏 US$3,500.-

江傳香、居維萊  US$100.-

林守弌  US$100.-

盧昌平  US$1,000.-

沈仁達、王畹香  US$350.-

蕭亮綱 US$100.-

宋亮生  US$500.-

吳介成 US$500.-

李玉琛 US$360.-

黃香波  US$350.-

99年10-12月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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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運動滄桑史

文／王引子

體
育課是我從小學到大學揮之不去的噩

夢，除了走路跑步，我什麼都不會。最

簡單的墊上運動翻跟斗，我怎麼練也翻不過

去。唯一翻過去的一次竟然扭了筋，歪著脖

子痛了一個星期。打球，我看到球就怕，避

之唯恐不及。偏偏球好像長了眼睛，總往我

身上招呼。那時流行打躲避球。我在圈內感

覺像被圍攻的困獸，驚惶失措，抱頭鼠竄。

我看不出用力把球往別人身上砸有什麼運動

精神可言。總之，在體育課中，我的笨拙醜

態老是成為笑柄。每個星期一我就開始擔心

即將到來的體育課。如果放假剛好放到有體

育課的那天，我做夢都會笑。

那時正好被同班一個女孩霸凌，我的

五毛一塊零用錢都被她恐嚇勒索榨光，雙重

壓力之下自殺的念頭不止一次閃過腦際，好

慘！當時的台灣是文化沙漠，可讀的閒書非

常少，唯有武俠小說很風行。書中的大俠

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翻個跟斗更是不值一

哂。我認為看武俠小說對我有相當於心理建

設的功效，因為原本懦弱無能忍氣吞聲的

我，後來竟被同班小男生叫“恰北北＂。

小五小六惡補當道，體育課也免上了，

只有當督學要來的時候，才照表操課。老師

悶悶不樂的看大家上“聯考不考＂的音樂

課、家事課、還有體育課。督學一走，警報

解除。老師立即精神抖擻的掀開講臺，取出

藏在底下的參考書，我們重回常規課程，也

就是算術國語和國語算術。老師有所不知，

我跟他同仇敵愾，祈禱督學不要來。

臺中女中那時剛建好一座美侖美奐的游

泳池，當然要充分利用。一聽到游泳我心都

涼了，要等到那個牛年馬月我才學得會游泳

啊？可是後來竟然不了了之。根據口耳相傳

是有人溺水。很久一段時間，那座游泳池都

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觀光景點。記得體育

老師姓賴，綽號當然是賴皮。考六十公尺低

欄的時候，仗著個子高腿總是長一點，我快

步跑到欄前停住。抬腳小心翼翼跨過去，再

趕快跑向下一欄。賴皮還在旁邊加油，承蒙

惠賜六十分算是及格了。就是這樣年年難過

年年過的也混了六年，但是其中有一事一定

要提。

籃球課要考擦板上籃，我在一分鐘投入

第十二球後，四周竟有如雷的掌聲響起。我

得了一百分。我不是唯一投入十二球得一百

分的人，可是只有我獲得掌聲，同學們都知

道這對我是多麼不容易。而這也是我在運動

場上最光輝燦爛的一刻，至今仍念念不忘，

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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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學打聽到要上兩年體育課，我

鼓勵自己最後兩年咬牙拼了吧。誰知一年後

體育組出了新點子，要來個體能測驗，及格

的可以在第二年選上不同項目，不及格的要

上體能加強班。說得好聽是體能加強班，其

實不就是運動低能班，勞動改造營嘛！我承

認我的確是運動低能，可是經過體能加強班

的加持，我就能脫胎換骨嗎？除了測驗跑跳

外，還有“屈臂懸垂＂，男生更要“引體向

上＂。說白了，就是吊單摃。我吊上去一秒

鐘就撲通一聲掉下來。由於是第一次舉辦體

能測驗，場面有點混亂，給了有心人混水摸

魚的可乘之機。經由室友相助，我算是通過

了。

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寒冷清晨，我和同病

相憐的難姐難妹佩文一起畏縮在體育館前面

排隊，爭取志在必得的“太極拳＂班，花拳

秀腿地擺個姿勢總不至於有太大的難度吧。

既然抱著打混的心態，所學的一招半式很快

就忘光了。

上了大三，噩耗傳來，由我們這一屆

開始，體育課要加上一年，我肯定是被詛咒

了。佩文和我選了射箭班，理由不言而喻。

上完大三最後一節體育課，雖然沒有喜極而

泣，感覺上如同刑滿出獄重見天日的囚犯，

從此將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且以後“再

也不運動＂。

年過半百，百病叢生。我知道必須改

改生活方式。首先去上“靜坐班＂，坐著不

動有什麼難的，我當然會。坐了十分鐘後我

開始思索：有時間閉著眼睛坐在這裡胡思亂

想，何不睡一覺呢？何不看書看報更有趣？

再去試瑜珈班。上了一節課後，我面色如土

的落荒而逃。因為要彎腰觸腳，要仰臥俯

臥，我的暈眩症發作，足足休息了三個鐘頭

才略為恢復元氣。那麼只得重溫舊夢去上太

極拳班。這次不像大學時的敷衍了事，而是

勤奮不打折，全勤不早退。我還買了DVD，

課前預習，課後複習。結果我的成就仍然敬

陪末座。雖然沒人嘲笑，自己卻覺得太丟臉

了。我發現問題在於手腳不協調。由此領

悟：勤不能補拙，起碼效果有限。有人說成

功是一分天才加九十九分的努力，完全是哄

人的謊言。

這個社區活動中心有很多課程，除了瑜

珈班，太極拳班，還有排舞班。課間休息時

看到燕瘦環肥的熟女們，她們腰繫大花裙，

足蹬亮晶晶的舞鞋，嘻嘻哈哈地分享水果零

食。經過一番探頭探腦交頭接耳後，我決定

也去試試看。沒想到我不需要預習複習也可

以跟上。因為只要掌握兩隻腳，不用管兩

手，對我來說正好藏拙。兩腳的動作不外乎

左腳完了就出右腳，再伸左腳。我常常想好

在只有兩腳，要是有三腳或四腳，那該如何

是好。有人標榜排舞必須記住舞步，有預防

老人癡呆的功效。我們醫學院的人都是靠背

書起家，所以記舞步不是問題。成果呢？談

不上舞姿優美，比較像在做體操。

談起跳舞，我也有慘痛的經歷。大一

修了所謂的“舞會學分＂。參加了兩次班上

的舞會入門班後，我有自知之明，不再去獻

醜了。大二時那位曾助我“兩臂之力＂的室

友很想去參加某系的舞會，可是女孩子單槍

匹馬的怎麼像話，所以力邀同室的阿珍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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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阿珍說她不會下場去跳，所以要她陪舞

的條件就是再找個人陪她坐。結果我們三人

成行。阿珍是陪舞，我是陪坐。舞會開始

後，阿珍和我坐在女生這邊，我在朦朧的燈

光下正欣賞“群魔亂舞＂，突然發現我是全

場唯一在座的女生。當然馬上有人過來邀

舞，全被我嚴詞拒絕。可是越坐越覺得如坐

針氈。對面的男孩看過來，好像全在嘲笑

我。只得應邀加入亂舞的群魔。我很老實的

告訴舞伴，我本是陪坐的壁花，穿著打扮都

上不了檯面，舞步也全忘光了。後來另一位

室友偷偷告訴我：其實阿珍早就想去舞會，

只是怕做壁花，你這個大笨蛋被利用了。我

的大學生活的舞會篇就此無疾而終。

根據我的觀察，年紀越大，男士們越

成了稀有動物，少數民族，或許有的是奉太

座之命來陪舞的。幾位老男人畏畏縮縮的排

在最後，十分的害羞。他們踩著東倒西歪的

舞步，丟三忘四，總是慢個半拍。而眾熟女

們旁若無人的扭腰擺臀，花枝招展，自得其

樂的滿場飛，臉皮厚得很。若說我跟這些熟

女認同，憑我的年齡資歷，未免有貶身價，

起碼該叫我“熟婆＂。當然，這只是我自我

陶醉。在別人眼中，我只是個動作僵硬，反

應遲鈍的怪婆婆。國新常自詡他的舞藝已達

“棍＂級，我問他何不來露上兩腳給大夥兒

瞧瞧，他冷冷說道：“吃飯睡覺都沒時間

了，還跳什麼舞？＂

年近六十，視茫茫，髮蒼蒼，耳不聰，

目不明，身心的衰敗如同江河日下，抽刀斷

水水更流。歲月偷走的追不回來，只能借用

林志玲的金句：“享受現在擁有的一切＂，

明天不會更好，只會更老。良辰美景就是現

在此時。只要我能朝九晚六的上下班，儘管

有的病人不可理喻，儘管我的老油條員工常

躲在洗手間打手機，我都懷著感恩的心。I 

work so I am。要是我還有精神體力排排站帶

動跳，那就太幸福了。

（作者係母校1976年醫科畢業，現於洛杉磯

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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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中 驚 魂 記

文／葉國新

今
年10月12日，夥同老友志工，參加青島

紅十字會每月一次舉辦的農村醫療服

務團。我搭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從洛杉

磯直飛上海，再轉機飛到青島。我們志工一

共六人，在醫療工作中每人都身經百戰。平

時除了忙於日常工作外，喜好旅遊。自2000

年第一次參加國際醫療志工活動以來，樂此

不疲。像沾上了鴉片癮。每年一次的報恩之

旅，除了能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以外，並從中

瞭解不同社會醫療的異同，增加知識。學習

第三世界對相同病情的診斷和不同的治療方

法，拓寬自己的視野，在勞動之間偷閒拜訪

附近的名勝古蹟，實在是人生樂事。

這次團友共有六人，其中有蒙市菲裔

溫斯頓神經外科醫師，他對中國歷史情有獨

鍾，尤其崇拜成吉思汗的豐功偉績，每次談

及都如數家珍。因此每次有關中國之旅總身

先士卒，報名參加，必不缺席。還有蒙市嘉

惠爾資深護士李小姐，也是老兵一個。加上

我的小兒子，剛大學畢業正難得清閒，讓他

參加見習，學習各位前輩們的幹勁，希望他

能從中領悟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基本人

生道理。本團團長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退休女

士，她自IBM崗位退休以來，多次組織類似的

醫療志工團隊，參加多次各國的醫療活動，

足跡遍及新疆、西藏、四川、陝西等地的農

村和中亞的烏茲別克，南美的智利等等，提

供了許多技術援助。另一位是韓裔資深醫療

超音波技術員，我自己是心臟科及內科醫

師。除了小兒子及李女士分別獨自搭飛機先

行抵達外，我們四人同時搭東航在洛市12日

中午起飛的班機，預定隔日到上海，再轉搭

飛機在晚上抵達青島。因隔天上午，在青島

國際門診中心有三個心臟病人要會診。

我們四個人很守規矩的準時於起飛前

三個鐘頭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從家中搭車

出發，車行約45分鐘。謝天謝地，儘管當天

非週末，上午路上交通頗暢通，排隊如儀，

很高興的從櫃檯拿到登機證，寄了托運行

李後，櫃檯小姐笑臉相告，班機會誤點。有

團員探問有關誤點的原因。被告之因生意興

隆，旅客太多，飛機調度不及，我們只好乾

等。大夥兒對於這個不成理由的解釋，真是

哭笑不得，那有旅客的機票都賣了，竟然找

不到飛機來載客之理？

時間在等待中熬過去，終於有了新的時

間表，是下午5:30分，整整晚了五個小時。大

家只能慶幸，能坐上飛機就謝天謝地了。好

不容易飛機在晚上六時終於起飛 。

因為旅客實在太多，我們四人都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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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不同的位置。在經濟大艙裏，一個在前

座，二個在中排，一人在機尾。反正大家從

家裡出來，一小時耗在高速公路上，加上提

前三小時到達機場。還有五個小時的誤機等

待，到起飛時足足花了10小時。這時不由分

說好好在機上睡上一大覺，以便第二天參加

工作就是了。

在朦朦朧朧的睡眠中突然我被推醒，前

面有人暈倒，要我去看看。本能的我就精神

抖擻趕往前面。看到在頭等艙和經濟艙之間

的間隔處，地上躺著一位中年的亞裔男子，

臉色蒼白，但還可以微弱斷斷續續的回答問

題。他身旁已有一位約六十多歲的西方人在

照顧，還有兩旁走廊站滿了4-5位女空服員。

在簡單的與這個老人交流了一下，他告訴我

他是洛加大的免疫科醫師，也是聽到有人大

喊需要醫師時趕來的。他告訴我這位躺在地

板上的人也是一位內科醫師。在我表明身份

之後，決定由我來處理。我測他脈搏，非常

微弱，呼吸不急促，略能回答一些簡單的問

題。我囑咐空服小姐把醫療箱拿來。裏面有

一個陳舊的聽筒，一個血壓計。每次量過血

壓之後，連接氣球及血壓指針之間的塑膠管

便脫落。陳舊塑膠管有裂縫，可是勉強還能

派上用場，不過必須多量幾次。第一次測到

他的血壓是60。心跳每分鐘是60。我馬上要

求請我的朋友把我的旅行手提箱拿來。我記

得我有隨身攜帶的手指血氧濃度計。可是當

我滿頭大汗仍找不到時，我知道我大意的把

它放在托運的行李箱裏了，為此我感到很內

疚。

這時我問空服員，現在距離上海或最近

的機場還要飛多少時間。回答是5個小時的飛

行。我們是在太平洋的中間啊！

當時病人半坐在地板上，背靠艙壁。

我要求他全身平躺在地板上，然後再量他的

血壓，還是沒有上升。可是他似乎略為安心

有人在照顧他。空服員告訴我他先前曾說他

一整天沒有吃東西，也很少喝水。我猜想他

可能身體缺水或缺糖，可是他說他沒有低血

糖病史，卻有高血壓病。當天還用了高血壓

藥，因為他本身是內科醫師。當他問我他的

血壓多少時，我只好善意的告訴他說“好的

血壓＂在80左右，心跳還是60。

這位仁兄顯然是ABC（在美國出生的

華人），只會少許國語。我們只好用英語交

談。此時溫斯頓也跑過來幫助檢查急救箱裏

的一些藥品，可是大部分都是中文說明，許

多是常用的國內用藥，也有一些中藥和外傷

用的藥膏。

當病人躺在地板上，我要求把他的下肢

抬高。空服員找來了一、二個小枕頭，實在

不管用。後來她們搬來了一個小箱子，放在

地上，把他的腳架在箱子上。當我再量他的

血壓時，上升到真正的80左右。這時空服員

送來氧氣罩給病人吸氧。溫斯頓和我商量下

一步如何處理時，溫斯頓建議可以給他打一

些增血壓的靜脈注液。（溫是菲裔，不會中

文）我們用英文交談，馬上引起這位仁兄的

抗議。這時他的氣力稍多些，也多說了一 些

話。他自己判斷說：“我大概是得了迷走神

經血管異常，讓我多休息就好。＂我心裡在

想，身體內缺水才是關鍵。如果有生理食鹽

水，我會給他打上輸液，可是在急救箱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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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0 mL的葡萄糖水，沒有生理食鹽水。於

是我要求空服員端來溫水，加上一些鹽巴，

請他喝下去。

可是他不聽話，不願意喝。當他稍為好

一些後，就要求把架上雙腳的箱子拿走，自

己坐起來了。“醫生及護理人員是最不聽話

的病人＂，這句話又一次得到印證。

在這個時候，一位資深的空服員走過

來，要求我證明我的醫師身份。還好，我的

皮夾子內有我的加州醫師執照，我馬上如命

奉上請他過目。當病人重新坐起來不多久，

他又感到頭暈，重新自動再躺下去時，聰明

的溫斯頓此時心生好主意。既然病人拒絕喝

鹽水也不要果汁，他建議我們提供咖啡或熱

茶。他願意喝熱茶。我們扶他坐起喝了一杯

溫熱茶。此時當我再量他的血壓時，血壓才

升到80左右，臉色也好轉。他也顯示友好態

度，較為合作。

再過幾分鐘，他多喝了一杯熱茶，再量

血壓，已上升的90-100間，心跳70-80，我

心中憂慮稍減。空服員來說，可能的話，我

們可以移他到頭等艙休息。我答應了這個安

排，在數人合作下，把頭等艙的第一排左邊

兩個座位，靠走道的位置已騰空出來，靠窗

口的那個位置正有一位男空服員還在呼呼大

睡，不知身邊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一位女空服員把那位睡著的男空服員叫

醒，請他讓位給我。因此我就坐在病人的左

側。時時刻刻可以叫醒他問他問題，量他的

血壓。20分鐘後我量他的血壓和心跳，已升

到110-100和70，這時我心中開始放下一塊

石頭，病人也睡著了。大概一個小時以後，

一切順利，我要求告退回到我的老位置，請

一位女空服員一直坐在他的身邊。我叮囑每

20-30分鐘要叫他，要他回答。如果叫不醒的

時候，請再通知我，我隨時候教。

再過三個小時，開始供應早餐 。空服員

跑來告訴我病人已完全恢復，吃了早餐和喝

了飲料，他也回到他自己的原來位置。儘管

在飛機上又吃了一頓早餐，可是經過漫長的

等待，航班誤點，13個小時的黑夜飛行，中

途的驚心動魄、緊張、擔憂、懊喪、疲勞，

當到達上海時已是另一個夜晚的開始。在飛

機抵達上海一個小時前，資深空服員找到我

的位置，要求把急救經過詳細填在一份文件

上。

因為此航班的延誤，使我們在上海浦

東機場錯過了轉機的航班。東航派一交通車

和專人護送我們到附近的旅館過夜。我們發

現，要過夜轉機的旅客真不少。可是大家都

很瞭解，不需多說，只要平安抵達目的地總

比發生其他一切事故都要好。

在填寫治療報告中我提議機上的急救箱

必須符合一般醫院內的急救箱的裝備，物品

要齊全，而且急救藥品都應有英文註解。每

個航班內之空服員中最少有一位受過訓練，

領有CPR心肺復甦急救術證書，特別是飛國

際的航班。希望我這份建議能得到航空公司

的採納，以後有更多的旅客會享受更好的照

顧。特別是中國經濟起飛，東西太平洋兩岸

交流密切，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是為記。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於洛杉

磯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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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惠敏

各
位校友，新年快樂！在新的一年願大家身體

安康、事事順心！

從廣州亞運回來，沒有協助奪金牌的快樂與

光環，等在桌上的是堆積如山、永無止境的功課與

公事，其中一件就是景福醫訊的編輯工作。經過一

個月的夜以繼日的工作，在景福醫訊黃秀麗小姐與

編輯群的大力協助下，終於能順利完成編輯的工

作，並能如期出刊。在亞運期間，最令我感動的就

是拿到網球團體金牌的陳迪。他在第一勇將盧彥勳

因腰傷而無法出賽時，臨危受命，力抗原來預計與

盧彥勳對敵的高手，而讓我們台灣在折損大將之

餘，保住一面金牌。反觀我這個月的捉襟見肘，這樣的勇氣與沈著，很值得我們學習。

本期由戴鐵雄醫師執筆五十年代的醫療，對台灣早年各科的醫療環境鉅細靡遺的描述，讓我們

後生晚輩可以一窺前輩們蓽路藍縷的艱辛。韓良誠教授的看Stanford 25有感，提出加強醫療人員的

身體診察與床邊診斷的能力，在這個充滿高科技昂貴醫療診斷技術的時代，有著暮鼓晨鐘的清流。

而其建議對於過去對physical examination的翻譯「理學檢查」修正成「身體診察」，也值得我們做

進一步討論，這個翻譯與physical therapy被翻成「物理治療」一般，有著相同的盲點。接續上一期

的內容，許清曉醫師繼續提出Friedman與Friedland的醫學史事的第三篇，旁徵博引，令人佩服其對

醫學史認識的透徹。本期的醫學新知則由李宜蓁治療師執筆，讓有長期背痛患者的醫療人員增添一

個思考的空間。王緒醫師記載了去年大紐約區校友會的故事，而李汝城醫師的裴利第一次征日、葉

國新學長的空中驚魂，更讓我們增長見識。王引子學姐的運動滄桑史，更是深得我心。原來不是只

有我一個人有上體育課的痛，字字句句簡直就是在寫我的歷史。不過要跟學姐報告的是我也有相同

的命運，在我大三那年，突然宣布大四也要上體育課，這種晴天霹靂，不是當事人難以體會。這一

期，有著許多歷史的見聞與趣聞，在寒冷的冬天，希望能帶給大家溫馨愉快的情境。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1981年畢業，現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編者（左1）與亞運網球團體金牌選手陳迪合影



2010年愛心團契聖誕晚會

時間：2010年12月6日
地點：台大醫院大廳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醫 學 傳 承 系 列 演 講

時間：2010年12月18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楊泮池院長（左1）致贈感謝牌予尹國霖教授▲表演

▲尹國霖教授演講

▲表演者與民眾互動 ▲ 參加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傳承系列演講與會人員

合影

▲孫越先生致詞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　2011望年會合影   時間：2010年12月3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江蘇醫護外賓參訪合影　　　　　　　　　　 　　　  時間：2010年12月20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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