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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藥物「癌思婷」在角膜新生血管的應用

文／陳偉勵

近
年來標靶藥物的風行，連帶影響了

很多疾病的治療方式。而抗「人類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 ia l 

growth factor, VEGF）」單株抗體「癌思婷」

（Bevacizumab, Avastin）或相關藥物的問市，

其藥效主要是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不僅在

腫瘤領域（例如大腸癌）上提供有效的治療

選擇，也在眼科疾病的治療領域上引起相當

大的突破。

眼球內的新生血管疾病，如眾所知最

常見是視網膜的新生血管。視網膜新生血管

可見於糖尿病網膜病變、黃斑部新生血管疾

病、網膜靜脈阻塞引發新生血管等等狀況。

通常新生血管伴隨著的是玻璃體出血、網膜

牽扯性剝離、黃斑部出血結疤等等嚴重的後

遺症；而標靶藥物的使用，若能夠減少新生

血管的生成或破壞，免去手術的施行，對於

這類的病患的確是相當大的福音。這幾年

來，「癌思婷」之類標靶

藥物的使用，的確也改變

了網膜新生血管的傳統治

療方式。

角膜比起網膜，是

個相當不同的組織。為保

持光學上的絕對清澈度，

角膜本身是無血管的組

織。但是有很多疾病卻可能引發角膜上新生

血管的生成：例如隱形眼鏡的過度使用造成

的角膜缺氧現象、角膜嚴重感染或發炎（例

如疱疹性間質角膜炎）、異物的嵌入造成的

慢性刺激（例如角膜縫線的刺激）等等，都

可能刺激新生血管在角膜上生成。嚴重的角

膜新生血管可能導至角膜結痂、脂肪沉積、

不規則散光等等，進而影響視力。若病患將

來需要接受角膜移植或是準分子雷射近視手

術，角膜新生血管也會影響手術的進行和成

功率，因此是不可輕視的疾病。

由於角膜本身具有高清澈度的需求，

任何的治療方式都要考慮到可能引發的後遺

症。過去雷射方式燒灼角膜新生血管，不僅

成效不佳，也可能引發角膜內出血或結疤的

後遺症；其他如類固醇等等藥物的治療效

果也非常有限，因此可說是遇見治療上的瓶

頸。然而癌思婷之類的抗新生血管藥物問世

之後，因為可對角膜新生血管進行無破壞

性的反覆治療，因此引來廣泛的注意。

近幾年來陸續有不少動物和人體試

驗，顯示了癌思婷在角膜新生血管的作

用。本院團隊也針對此醫藥物做了非常詳

盡的臨床與動物實驗，由各種角度來探究

「癌思婷」的作用方式、成效和極限；以

下為我們研究的成果總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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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動物模式上顯示，單次結膜下注射癌

思婷（2.5 mg/0.1 ml），其藥物分子將

在一週內由結膜下慢慢擴散至中心角

膜，而部分藥物分子也將往鞏膜方向擴

散。一週到兩週之內，藥物分子利用免

疫染色法幾乎無法測得（圖1）。因此

臨床上一個月注射一次的治療頻率應屬

合理。1

（2） 在動物模式方面，發現癌思婷的作用與

治療起始時間有關（圖2）。越早開始

進行治療，通常治療效果較佳；越晚進

行因為血管已經長熟穩定，治療成效將

降低。由於晚期的新生血管在血管內壁

外形成pericyte，推測因此導致癌思婷的

作用受到影響。2

（3） 癌思婷雖然對於早期新生血管的療效大

於成熟、晚期的新生血管；臨床案例上

顯示，癌思婷仍對部分慢性角膜新生血

管部分有效，對於新生血管引發之脂肪

沉積也有相當的效果；但是終止治療過

後，若干案例一段時間過後，會出現新

生血管和角膜沉積復發的現象，且復發

情況有些比先前還要嚴重。目前原因仍

在探討之中（圖3）。3

（4） 眼輪部受損的角膜常併發結膜上的新生

血管侵入角膜的現象，若在眼輪部受損

圖1： 免疫螢光染色實驗可發現癌思婷藥物
結膜下注射之後的分布狀況。（A）
注射後一天（B）注射後三天（C）
注射後七天。紅色為癌思婷分子

圖2： 本實驗室使用close eye contact lens
的方法，可以成功且穩定地製造角膜

新生血管，用以執行角膜新生血管相

關研究。（A）新生血管誘導前（B）
誘導後兩週（C）誘導後三週（D）
誘導後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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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物身上使用癌思婷，早期治療不僅

較能減少新生血管入侵角膜的現象，也

可以有效地減少因為眼輪部受損導致角

膜上皮細胞結膜化的現象。2

（5） 即使在兔子身上使用相當大劑量、且頻

繁的結膜下注射，也未見角膜、結膜、

眼球其他部位、或是全身性重大併發症

發生，這點與某些人體案例的報告並不

吻合；但仍可推測癌思婷在結膜下注射

應為安全的治療方法。1,2

抗新生血管標靶藥物的出現雖然不是萬

靈丹，也無法解決所有的新生血管問題；然

而對眼科醫師而言，不僅在治療網膜新生血

管是一大利器，對於角膜新生血管的治療也

是一大福音。標靶藥物的發展日新月異，更

小分子藥物的問世（例如Lucentis），推論上

可以更有效地穿透入角膜進行作用，因此其

療效值得進一步期待。此外，此類藥物是否

可以用局部點藥的方法取代結膜下注射，使

用的劑量頻率，藥物治療有效期限等等，都

是目前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加上藥物價格

昂貴，目前健保亦不給付，這些都是臨床治

療仍待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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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任母院

眼科臨床副教授）

圖3： ㄧ位角膜新生血管合併脂肪沉積的病
患，可見到癌思婷注射雖可暫時抑制

部分血管和脂肪沉積，但停藥後一年

病患有更嚴重的復發現線（A）癌思
婷治療前（B）癌思婷治療四個月後
（C）癌思婷停藥後15個月（D）再
度使用癌思婷三個月。黑色和白色箭

頭表示脂肪沉積；黑色和白色三角型

顯示新生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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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草創之回憶
（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30週年紀念）

文／陳德照

2010年12月19日於台大景福館舉辦台大

醫學院北美校友第三十屆年會，以及

Scientific Sessions（科學論壇）。目前校友會

已越辦越好了，本人在此略加說明三十多年

前北美校友會草創的來龍去脈。

1975年本人在紐約醫學院服務，當時

大紐約區有很多台大醫學院的校友，我們時

常連絡往來，大家認為需要舉辦集會互相認

識，於是本人順應大家的期望舉辦大紐約區

台大醫學院校友聯誼會，1975年8月2日在紐

約長島中南部 Heckscher State Park， Field 6

辦理聯誼會，當天參加的人之踴躍是本人始

料未及的，有近2百位校友及家眷參加，當時

的名稱為 The Alumni Societ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in Greater 

New York（AS/NTUMC/NY）大紐約區台大醫

學院校友會。

往事歷歷在目，當初成立校友會的本

意是凝聚在大紐約區的校友，擴大校友間的

交際範圍，以便連絡感情，交換家庭上、職

業上的消息，互相在工作上、事業上幫忙，

團結一致，以發揮最大的效益，共創福祉，

更希望能拋磚引玉，促成各地區校友會的成

立，進而成立全美校友會。

當初的宗旨是：

一、加強大紐約區校友間之縱橫聯繫。

二、發行通訊刊物，報告校友活動，為校友

服務，交換各種最新消息。

三、舉辦聯誼及學術活動。

回顧當年，身在異鄉，尤其本人當時尚

無家眷，倍感孤寂 ，校友會便能充分發揮其

功效，撫慰思鄉遊子徬徨之情。

本人一年多後應剛成立的台北長庚紀

念醫院邀請回國服務，之後校友會的會務由

其他校友接棒，並改名為台大醫學院北美校

友會。晃眼間，校友會已至第三十屆了，相

信在歷任的會長無私的帶領下，會務一定更

趨成熟，功能更臻完善。如今我也只有藉著

「景福醫訊」其中的（校友小品）能再看到

昔日同學的各處行腳、見聞，以及生活上點

點滴滴的札記和在美國校友們的成就發表，

實感安慰。

本人仍保留當年所擬之手稿，包括聯誼

會邀請函（圖1）、宗旨（圖2），由黃耀鐘

校友（60）提供的當時活動相片（圖3），及

林清森校友（60）所提供歷屆會長名單及任

期（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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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北市

開業）

1 2

林清森的資料加以部分更正

第一屆會長 黃錦棠 （50）

第二屆會長 蔡青陽 （57）

第三屆會長 陳信義 （61） 1980

第四屆會長 郭耿南 1981-1982

第五屆會長 陳坤海 （64） 1983-1984

第六屆會長 王清貞 （65） 1985

第七屆會長 林華山 （66） 1987-1989

第八屆會長 李汝城 （60） 1989-1991

第九屆會長 林清森 （60） 1991-1993

第十屆會長 陳燦世 （73） 1995-1996

第十一屆會長 王政鄉 （69） 2002-2004

第十二屆會長 周顯益 （66）

第十三屆會長 陳家榮 （65） 2004-2006

第十四屆會長 韓明元 （69） 2006-2008

第十五屆會長 王緒 （73） 2008-2010

3-1

3-4

3-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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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5 0 週年感言

文／翁宗銳

台
大醫學院成立於1945年11月15日，今

年是其65年週年，對我們第十三屆醫

科的校友來講是畢業50週年院慶。我們祝賀

母校、母院的週年慶的同時，祝願它教書育

人，造就高水準人材，教育事業蒸蒸日上。

在這65年台大醫學院經歷了很多變化，但在

保留優良的教學傳統上，一直是堅持教書育

人，培養高水準人材為目標，在醫學教育方

面牢牢地把握以“提高醫德、醫術＂為本，

也即是求精創新的精神為本來教育後繼學

人。我們知道沒有高尚的醫德，就不能有崇

高的救死扶傷的仁心，沒有高水準的醫術就

不能有高專業本領救人來服務社會。這二者

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是不可缺一的。

回顧這65年的歷史中，台大醫學院發揚

了承先啟後的精神，並在不斷吸取世界各國

先進經驗中截長補短，改進教學提高水準中

發揚和提高了這種精神，也就是保留了原有

的“好的傳統，吸取外界長處＂，又加以發

揚。在這一環境中，在這種精神的主導下，

台大醫學院65年來培育了不少高水準的醫務

人員、優秀的醫生。

我們第十三屆醫科畢業生的確在各個

醫務領域，在島內、在國外擔任重任，這是

在祝賀65週年和我們50年週年的同時，我們

引以為榮的。例如首次在北美洲確立兒童肺

功能的正常值，在全世界首次以先進技術測

量兒童的DLco（carbon monoxide diffusing 

capacity），首次以Body Plethysmograpby測

量兒童的肺含氣量，證明與Helium dilution測

量法的結果完全吻合，首次測量氣道呼氣的

抵抗力（airway resistance），并根據以上研

究所得結果，研究有氣喘病的兒童用藥治療

對肺功能的影響，cystic fibrosis病童的肺功

能，治療肺感染後的肺功能，neuro-muscular 

diseases對肺功能的影響及對化學氣體反應的

減低，並以自己研發的tetrapolar impedance 

plethysmograpby無侵襲性測量局部肺換氣功

能、局部肺血流，不同稠密度吸氣對肺力學

功能，吸氣阻力的影響等有關太空呼吸生理

的研究所得，對呼吸系統從胎兒到成熟期的

進化研究，肺換氣與肺血流的配合與否對動

脈血中氧氣濃度的影響等等，做出了不愧為

台大醫學院畢業生的貢獻。其中有兩篇論文

被譽為special academic merits，證明我們醫科

十三屆在學術和研究上的不凡成就和領導地

位。其他同學則在畸形兒遺傳因素上做了深

入研究。我們在著書方面也不落人後，據本

人所知共有三本重要著作。

台大醫學院65年的歷史，我們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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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醫科的50年歷史不算短，但在人類持續進

步的歷史進程中只不過是一瞬間而已。醫學

研究、新發現、新理論、新技術、新治療，

甚至能克隆（clone）某些生物，我們不能

不驚嘆人類的智慧，不能不感恩前輩的辛勤

努力。祝願今後的台大醫學院繼續在醫德上

求升、醫術上求新，在求精圖新的精神下邁

開大步，培養出一些諾貝爾獎水平的人材，

為台大、為台灣爭光，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

獻。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為小兒肺功

能專家，現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暨研究所徵求
推薦主任（所長）啟事

一、候選人資格：

　　1. 年齡未滿62歲（民國38年8月1日以後出生者）。
　　2.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國內學者需具備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且具病理科專科醫師資格。
　　3. 在病理學相關領域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推薦辦法：

　　1. 需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含）以上連署推薦，並經被推薦人簽名同意。
　　2.  推舉委員得主動推薦適當人選，並經其他推舉委員一人附署後，正式向推舉委員會

推薦。

三、檢具資料：

　　1. 三人（含）以上推薦連署書一份。
　　2. 推薦函至少一份。
　　3. 被推薦人履歷表及所有著作目錄一份（附相關證件影本），及近5年代表著作。
　　4. 個人對於本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四、收件截止日期：

　　100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以送達病理學科辦公室時間為憑。
　　請親送或郵寄（郵寄者請以電話、傳真或E-mail告知已送件）至病理學科辦公室。
五、聯絡地址：10002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東址三樓病理部（03-79辦公室）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

　　收 件 人：病理學科主任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 何弘能 教授
　　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5462 
　　傳真電話：886-2-23934172
　　承辦人員：梁景雅小姐

　　電子郵件：ntupat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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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nbul 伊斯坦堡之遺珠

文／林洪謙

2000年6月我班畢業40週年的地中海之遊，

郵輪由Is tanbul出航。所以我們在上船

前看了這唯一橫跨歐亞兩洲，人口一千二百

多萬，世界第五大都市的著名景點，如Blue 

Mosque藍色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為土

耳其語原文），Aya Sofya亞雅蘇菲亞博物館

（Ayasofya Müzesi）或希臘語叫Hagia Sophia, 

Topkapi Palace杜卡柏皇宮（Topkapi Sarayi）

及Grand Bazzar全世界最大的購物街（Kapali 

Çarsi）等。2010年10月我們參加了Trafalgar旅

行社的15天Best of Turkey之遊。在Istanbul再

隨團看了一次。我班同學戴鐵雄、李煙景，

後來慢我們三屆的許清曉、蘇世民校友都以

雋永的文筆做了詳盡的介紹。

Is tanbul堪稱為永恒之都。公元前660

年叫拜占Byzas的古希臘人在今分隔歐亞的

Bosphorus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西岸建城取名

Byzantium拜占庭。後經雅典、斯巴達、波斯

及亞歷山大大帝的大軍洗禮，商旅往來，於

公元196年成為羅馬帝國的屬地。Constantine

君士坦丁大帝於公元330年訂Byzantium為羅

馬帝國之新都而改其名為Constantinople君士

坦丁堡。而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後，從公元

395到1453為拜占庭帝國（亦即東羅馬帝國）

之首都。從1453到1923為滅亡拜占庭帝國的

Ottoman鄂圖曼帝國的首都。而從第十世紀就

用Istanbul之名。她連續當了一千五百多年，

曾佔據歐亞非三洲二大帝國之都，其所收藏

的文物之豐盛可想而知。

離團後，我們多住了二天。在天公不作

美的雨天，自己看了幾處景點，想在此與各

位分享。

  I. Istanbul Archeology Museums

 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群

買一張新土幣10元（約美金7元）就可看

三館。這在Topkapi宮殿第一庭園之北側，進

去大門左邊，還不到買票進去Topkapi宮殿本

身。

1. Archeological Museum考古博物館

（Arkeoloji Müzesi）

（主建築物，在右側）。土耳其寶貴的

古蹟在Ottoman帝國時代被英法德三國發掘，

而多數被帶走，陳列於倫敦的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館，巴黎的Louvre Museum羅浮宮及

柏林的Pergamon Museum帕嘉門博物館等。

但1881年後出土者都留在這裡。在此所看到

的希臘羅馬時代的彫刻，石棺群不亞於在

歐洲著名的博物館所見者。如Alexander the 

Great亞歷山大大帝的全身彫像，（圖1）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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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壁上有他征服的疆域附圖。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中國為戰國時代）33

歲就早死，但他席捲的疆域橫越今希臘、土

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而入印度。

Alexander Sarcophagus的石棺（圖2），是在

今黎巴嫩Sidon出土。美麗的Pentelic Marble大

理石有他與波斯軍戰鬥的浮彫。雖有這石棺

不是為他而造的說法，但所造年代相符。此

博物館分舊館與新館，陳列自舊石器時代各

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文物，還包括以「木馬

屠城」而聞名的Troy特洛伊出土的。

2. Museum of The Ancient Orient古代東方博物

館（Eski Sark Eserleri Müzesi）

在南側的別館。陳列二萬件中近東出

土的古物。在這裡看到著名的1790 B.C.（中

國為夏朝）Hammurabi's Code漢謨拉比法典

的Clay Tablet粘土碑（圖3）。巴黎羅浮宮有

圓柱型的。漢謨拉比為巴比倫第六代王。該

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較有系統的法典，以

cuneiform楔形文字的Akkadian刻寫。條文共

有282條。有所謂以眼還眼（第196條），以

牙還牙（第200條）。以今天的標準而言當

然過於簡單而殘酷。也讓我想起高三外國歷

史課上笫一次聽到漢謨拉比法典的事來。在

這裡特別展出Kadesh Treaty條約的Clay Tablet

與其複製的整個條文。（這是史上最先使用

鐵器的民族赫地人所建的Hittite Empire赫地

帝國（公元前18世紀到1180 B.C.）的Hittes 

Hatusilis III與埃及的Ramesses II在1269 B.C.所

訂的和平條約。）一般認為是人類

史上最早的國際條約。是以當時的

國際語言Akkadian刻寫（圖4）。中

國當時為商朝。於1906年出土。有

複本存於聯合國。

中國的春秋時代時，巴比倫

的Nebuchadnezzar II王（605-562 

B.C.）建了著名的Ishtar Gate of 

Babylon於巴比倫市的北門。這有

120隻上釉的磁磚所做的獅子（圖

5），還有公牛等。

柏林的Pergamon Museum有整
亞歷山大大帝之彫像，其右

有他征服的疆域的地圖。

1

漢謨拉比法典之粘土碑。

3

亞歷山大石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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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複製的Ishtar Gate of Babylon。

3. Museum of the Islamic Art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也叫裝飾磁磚博物館（Çinili Koskü）

1472年建。收藏許多有回教藝術特殊美

感的各種形狀的藍綠複雜幾何圖案的磁磚。

 II. Basilica Cisterna俗稱Underground Palace

地下宮殿（Yerebatan Sarnici）

為一地下蓄水池。原來其地面上的廣場

叫Stoa Basilica，所以有此名。據說是Justinian

帝於公元532建造。水從Atatürk大道上的

Valens Aqueduct溝渠引來。Ottoman帝國時還

充為Topkapi宮殿之供水來源。整個構造縱140

公尺橫70公尺高8公尺。當初有12排，每排28

根共336根Corinthian科林斯式大柱。但19世紀

末改建其西南壁時拆掉90根。水量有8萬立方

米。

看到不少的魚群。此蓄水池之存在，有

一度失傳，所以據說被重新發現前，地上的

居民有開個洞垂釣或取水的。走到最裡面有

二根柱以倒立的Medusa之頭做為柱底。（圖

6）Medusa為希臘神話裡蛇髮的女妖。正視

她，人就變成石頭。在此，大概拿她當驅魔

之用。

因1963年的007電影From Russia with Love

有其現場，所以我回家後馬上去圖書館免費

租了DVD重溫其情境。

III. Dolmabahçe Palace白大理石新皇宮

（Dolmabahce Sarayi）

這醒目著眼的宮殿是坐船北上Bosphorus

海峽時馬上在左側（歐洲側）看到的壯麗

的建築。從舊市區塔Tram到終點，走幾分

鐘就到。是Sutan AbdulMecit第31代蘇丹於

1843-1856建造的。這是一座巴洛克與新古典

的歐式建築融合傳統鄂圖曼裝飾的Ottoman-

European Palace。它面積1萬5千平方公尺。是

土耳其最大的宮殿。有六代蘇丹住在這裡。

1923共和制後，成為第一代總統Atatürk的官

邸，可看到他的辦公室。因他在1938年11月

10日在辦公中去世。時鐘仍指9:05分以示尊

重與懷念。這宮殿特別的是它有44個大廳。

而其Ceremony Lounge或稱Blue lounge儀式廳

（Seraglio）的Chandelier吊燈有750個燭燈是

史上最早的國際條約Kadesh Treaty。

4

巴比倫北門Ishtar Gate的上釉磁磚的獅
子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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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carat水晶所做，重4.5噸。其豪

侈不亞於歐洲其他著名的皇宮。後

宮部分分成10個Apartments，也有

她們的大廳。當天我們在雨中打傘

排隊一小時才買到票。進去後還在

花園排隊。原來是每人要穿鞋套，

又約25人組成一團，由一導遊員帶

路並以英語講解，（不能自已走、

看。）這可能是因觀眾太多而想出

來的讓人群觀看又流暢的有效辦

法。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個人去參

觀而被「強迫」成組做集體參觀。

又宮殿內一概不准照相，就是不用

閃光也不行，只能買本書留念。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退休於南

加州）

柱底為倒立的女妖Medusa
的頭。

6

土 耳 其 第 一 肚 皮 舞 舞 孃

Asena。照這張不容易，因她
一直在顫動她全身的肌肉。

7

台大醫學院骨科誠徵主任公告

一、候選人資格：
1、具教授資格及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執照。
2、具骨科專長且從事臨床或教學十年以上。
3、在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4、年齡至少能任滿一任三年者。

二、檢具資料【以密件處理】
1、個人履歷（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五年內著作目錄。
2、簡述個人對骨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3、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推薦信。
4、個人意願書。

三、截止日期：100年5月9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達
「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台大醫院骨科部主任室」

四、聯絡方式：臺大醫院骨科　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37　謝雪蜜小姐
傳真專線：（02）2322-4112
e-mail：hhmi@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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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美國牛在搞鬼？
文／曾文智

最
近帶孩子去餐廳吃飯，隨便點了一客

牛排，結果小朋友們都會很緊張的警

告我：「爸爸，千萬不要吃牛肉，會得狂牛

症耶！…有瘦肉精耶！…」，我趕緊詢問餐

廳，服務生說他們是使用紐澳牛肉，不過小

朋友卻說：「爸爸，你怎麼知道他不是騙你

的？」確實，我真的是分不出來。不過美國

牛真的很厲害，遠在台灣的我們連吃頓飯也

都會被牠搞得無法心安，到底為什麼政府要

讓美國牛肉進口呢？

其實這不是美國牛第一次搞鬼了，我在

交大唸科技法律研究所時，就被美國牛整過

一次了。當年為了交報告，花了一個星期研

讀WTO組織爭端解決機構（DSB）一兩百

頁的法律文件，這就是有名的「荷爾蒙案」

（Hormone Case）1。此案導因於歐盟自1981

年起，訂定法案禁止歐盟境內的畜牧業者為

了促進生長、縮短飼養時間，在牛隻身上施

打或是在飼料中添加荷爾蒙，當然也不准這

類牛肉進口。但是在北美地區，有90%左右

的食用牛，都經過U.S.FDA與Health Canada

批准使用六種荷爾蒙，包括Oestradiol-17β、

testosterone、progesterone、trenbolone、

zeranol、與melengesterol acetate（MGA）

等，其中前三種為天然荷爾蒙，後三種為人

工合成荷爾蒙。美加兩國為此事向WTO的

DSB提出控訴，他們認為歐盟這種不准美加

牛肉進口的法令，只是一種保護歐盟畜牧業

者的非關稅貿易障礙，結果在爭端解決小組

（Panel）與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的審

理後，判定歐盟違反WTO中的動植物衛生檢

疫協定（SPS）的規定，必須讓美加牛肉進

口。

依據SPS協定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為

力求儘可能廣泛調和檢驗與檢疫措施，會員

應根據現存的國際標準、準則與建議，以訂

定其檢驗或檢疫措施，但若本協定另有規

定，特別是有本條第三條規定者，不受此

限。」而第三條第三項則規定：「若科學上

屬合理，或一會員確定其根據第五條第一項

至第八項而實施較高之檢驗和檢疫保護水準

係屬允當，則該會員可在檢驗或檢疫上之保

護，比依相關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所訂之

措施，引用或維持較高的水準。惟不論以上

之規定如何，凡檢驗或檢疫之保護水準與依

據國際標準、準則或建議所制定者有所不同

時，不應與本協定中其他任一條款規定不一

致。」這種國際條約看起來真的會讓人覺得

有點霧煞煞，其實很簡單的說，在有科學根

據的或是基於適當的風險評估下，WTO會員

國得採用高於國際標準的檢驗或檢疫措施。

荷爾蒙案的案情看起來和發生在國內美

國牛肉狂牛症與瘦肉精的事件很類似，我國法

律也規定禁止我國境內的畜牧業者使用任何瘦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肉精，我國境內也無本土性狂牛症病例，所以

政府禁止任何含有瘦肉精與狂牛症疫區的牛

肉進口，並無違反WTO最基本的國民待遇原

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唯一有疑慮的是是否

違反 SPS協定。因為瘦肉精的國際標準尚未制

定出來，現階段我國禁止使用的法規因為無

從比較，所以通說是認為我國規範並未違反

國際標準，當然是可以禁止進口的。即使未

來國際食品安全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制定出國際標準後，我國政府

還是可以先禁止進口，讓美國去WTO打官

司，拖個3~5年，同時做風險評估。如果依據

我國食用動物內臟的特殊情況，罹病的風險比

其他國家高，依據 SPS協定可以制定更高規格

的標準來抗辯。即使最壞的情況是打輸了官

司，到時候再開放進口也不遲，反正 WTO也

沒有罰則。可是我們政府不知道為什麼，還沒

打官司就先屈服了，不戰而先降，而且用納

稅錢去做什麼異想天開的「三管五卡」什麼

的，想到這裡我的喉嚨就好像被痰卡住了，急

忙喝口水把它吞了下去。

對了，2010年美國癌症防治聯盟的山繆

爾愛普斯坦博士提出警告說2：「美國從1975

年就發現性激素增加會提高生殖系統癌變的

機率，前列腺癌增加60%、睪丸癌增加59%、

乳癌增加10%。而相較於歐盟及其它禁止生產

及進口荷爾蒙牛肉的國家之女性，美國女性

罹患乳癌的機率多了5倍。」連美國人都開始

害怕了，我們會不怕嗎？美國明明有很大的

土地，可是偏偏為了要減少成本、增加產量

而圈養牛隻，並且施打荷爾蒙加速生長，餵

食瘦肉精增加肌肉組織，製造鮮嫩多汁又有

「料」的牛肉。而且科學的不確定性的確是

個很大的問題，所謂的風險評估也是建立在

許多假設之下，況且事實上許多國際規範也

是由有力國家黑箱作業制定出來的。看來我

應該要替美國牛說句公道話，因為真正搞鬼

的是美國人，不是美國牛。

不過說了半天，我到底有沒有吃到牛

肉呢？因為抝不過小朋友，所以我最後說：

「那就換吃魚吧！」雖然我心裏也知道，加

拿大鮭魚也因餵食含有生長激素的飼料，而

被澳洲禁止進口過。不過以我的年齡而言，

生長激素已經分泌不足了，如果能吃魚而回

春的話，也算是不錯的意外收穫吧！

參考文獻

1. 倪貴榮、曾文智、魏翠亭，「從世界貿

易組織荷爾蒙案論預防原則之適用與

發展」，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6期，

p.61~80，2002。

2. 參見http://cht.naturalnews.com/?p=1024。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任小兒

科開業醫及台灣科技法學會理事）

景福醫訊28卷第1期，第27頁參考資料：
（一）半滕一利修改為半藤一利

（二）福決輸吉修改為福沢諭吉

本刊2011年1月醫學論壇所刊登韓良誠
醫師之『看Stanford有感』乙文，係轉
載自『當代醫學』2010年12月號。

更正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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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神經科雜誌住院醫師編輯群

心得：給住院醫師以及醫學生

文／郭昇翰

簡介

作者於2004年於楓城畢業之後就負笈

美國，於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 lege of 

Medicine, Houston, Texas） 做完住院醫師

之後，現在在哥倫比亞醫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ew York, NY） 

擔任動作神經障礙研修醫師（M o v e m e n t 

Disorders fellow）。在第二年的神經科住院醫

師的時候，有幸被選為神經科雜誌的住院醫

師編輯（Neurology, resident and fellow section 

editorial team members）。現在算算也任職了

三年，有些感想與有志從事學術路線的住院

醫師或是醫學生學弟妹分享。

神經科雜誌

神經科雜誌（Neurology）是美國神經

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的官方雜誌，也因為美國神經科學會擁有全

世界眾多的會員，因此神經科雜誌也是神經

科領域中讀者最多的雜誌。也因為封面是以

綠色為主，很多神經科醫師也稱之為綠色雜

誌（green journal）。神經科雜誌的組織有

一個總編輯和一個副總編輯，加上大概有50

個編輯，全都是由神經科領域中有名望的醫

師擔任。隨著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神經科雜

誌也力求創新，因此希望吸引年輕醫師來參

加編輯群的行列；此外，神經科雜誌也肩負

著教育新進神經科醫師的使命，鼓勵住院醫

師朝著學術界發展。基於這兩點原因，才有

住院醫師編輯群（resident and fellow editorial 

team）的誕生。神經科雜誌住院醫師編輯群的

主編是Dr. Mitchell Elkind，再由10到12位由全

美各地來的住院醫師共同組成。我們的主要

目標是鼓勵住院醫師寫文章，以及利用網路

使神經科雜誌更普及。

在每兩個星期一期的神經科雜誌，有

兩篇文章是住院醫師的作品。而這些文章的

審核是由一個住院醫師編輯群的成員以及其

他編輯來完成，大部分的文章是透過網路來

發佈，但是所有的文章也都會出現在國家衛

生研究院的索引（Pubmed）中。文章的種

類很多，包含有教育意義的病例，有趣的

影像或短片，以及住院醫師未來的生涯規

劃等等。針對的讀者是住院醫師。我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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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是介紹神經科新的次專科的文章如神

經基因學（Neurogentics），神經流行病學

（Neuroepidemiology）等等，所以住院醫師

們可以對這些新的次專科有更深的認識，未

來也可能朝這些方向發展。

結合網路新方向

神經科雜誌住院醫師編輯群也負起新

世代利用網路來推廣神經科學的責任。例如

成立神經科雜誌專屬的臉書（facebook）和

twieeter。另外，我們也創造了蘋果手機的

應用程式（iPhone application），使讀者可

以更容易收到新文章的資訊。神經科雜誌的

網站也在去年重新改寫，在住院醫師的網頁

上也多了討論區，讓讀者互相討論新文章。

每一個星期，會員也會收到“電子珍珠（E 

pearls）＂，是一個個臨床上重要的小技巧

或是新知識，以電子郵件發送，通常一分鐘

之內可以讀完，讓讀者快速的學習新知。我

們也會電話面談發表新研究或是新文章的作

者，每一期大概面談三、五個作者，內容會

轉成語音檔（MP3），然後在網路上讓讀者下

載（podcast），提供讀者在繁忙的醫師生活

中還能快速的學到新資訊。應用新的電子技

術來推廣神經科雜誌大多有賴住院醫師編輯

群來推動。

每月電話會議及年會

住院醫師編輯群每個月有一個小時的電

話會議，討論這一個月來各項計畫的進行以

及各種類文章的數量。通常我們也有腦力激

盪的時間，互相激發新點子，大部分的新計

畫都是由這個電話會議中所產生的。每年在

美國神經科年會，所有的住院醫師編輯群會

見面，討論一年來的進展，另外我們也會參

加神經科雜誌的編輯大會，決定雜誌的重要

事項，例如文章字數的限制或是刊登文章的

種類。我們也藉此機會認識其他編輯。在每

年的美國神經科年會，我們會選出年度最佳

住院醫師文章，並頒獎表揚，藉此激勵更多

的住院醫師踴躍投稿。

寫文章以及審核文章

除了上述的工作之外，住院醫師編輯

群也要寫一些文章和充當審核文章的角色

（reviewer）。平均一年大概審核10到12篇文

章。我從這份工作之中學到了許多如何寫一

篇好的文章，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提供學弟

妹參考：

（1）簡短精要：用最短的句子和最簡明扼要

的方法敘述一篇論文，避免重複的句子

和內容同時出現在序言（introduction）

和結論（conclusion）。神經科雜誌限制

文章字數在3,000字之內，雖然在上次年

會的時候有人反映是不是應該增加字數

到4,500字，但是幾乎所有的編輯一致認

為一篇好的文章應該是言簡意賅而不是

像回顧性文章（review paper）做全面的

討論。基本上，在序言中簡單的討論研

究背景，而結論也不必長，只要說到此

項發現的重要性以及未來方向即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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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接受與否取決於審

查者（reviewer）的意

見。通常審查者只有7

到10天的時間作審查的

工作，大部分的審查工

作都在審查者繁忙的醫

療工作之外完成，可能

是茶餘飯後或是旅行坐

飛機時間等等，所以如

何讓審查者一目了然的

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否則文章極容易

遭到拒絕。

（2）英文文法：文法一定要正確，避免用被

動語句（there are...）。通常在寫完一

篇文章之後，要花同等或是更多的時間

去修正（edit），務必做到沒有錯誤，

記得第一次提到縮寫（abbreviation）的

時候要寫全名，以後都用縮寫即可。錯

誤的文法可能會使審核者誤解作者的意

思，而且讓人覺得作者不嚴謹而有先入

為主的負面印象。就我個人經驗而言，

如果有太多錯誤的文章，我做為一個審

核者有時候會花幾個小時去審核，一

字一句的改正，但是這種文章通常在作

者修改（revision）之後大部分也都還

不盡理想，然後我又再花一段時間去審

核…，這種文章最後總是遭到淘汰。總

之，英文文法和拼字一定要正確，敘述

要明白，避免華麗但不常用的文法，平

鋪直敘法是最適當的。對於平常不用英

文寫作的人來說，不妨考慮找專家做修

正文章的工作。我提醒學弟妹一定要在

投稿之前把文章修正完全而

且避免任何錯誤。

（3）做到最好：有人說通

常用20%的精力可以完成

80%的工作，剩下的20%卻

要用80%的力氣完成。但

是寫一篇文章，一定要用

100%的力氣去完成，務必

把所有的小細節都注意到，

例如每個期刊的索引方式

（reference style）。EndNote是很好的工

具，但是要注意它對於每個期刊的索引

方式也不是完全正確。所有的圖片都應

該整齊呈現，標記清楚，對於描述的特

徵要以箭頭標明，圖片的尺寸大小也要

符合期刊要求。所有的表格也要詳細檢

查，確定每個注腳（footnote）都解釋清

楚。在投稿之前，重新研讀期刊網站上

投稿的每一個細節，務必要完全符合。

（4）快速修改：許多文章在審核之後會發回

修改，而修改的期間通常是好幾個月。

我的個人經驗以及其他和我共事過的醫

師，都認為越快修改完畢的文章越容易

被接受。為什麼呢？因為短時間之內，

審核者依然對這一個文章有印象，如果

作者都照你的意思改了，即使還有小瑕

疵，也不好意思再有新的意見。但是日

子久了，審核者對這個文章的印象也淡

了，所以又要重新讀過，往往會有新的

評論出現，用夜長夢多形容是再恰當不

過。不管多忙，我通常會趕在1到2個星

期內完成修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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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也來分享一下做為一個審核

者的心得。以審核者的角度來看，審核並不

是挑別人的小毛病，而是要讓文章更好，而

且正確無誤。畢竟審核者也必須對這一篇文

章負責。所以即使你投稿的文章被拒絕了也

不要太氣餒，仔細想想審核者的意見，看看

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審核者最大的功用是幫助編輯決定一篇

文章的三個命運：1）接受、2）修改、3）拒

絕。在審核一篇文章的時候，編輯希望從審

核者中決定：1）是不是應該接受這一篇文

章、2）如果文章還沒有達到被接受的標準，

在修改之後，是不是就可以到達。一個好的

審核者會明確的以二分法告訴總編輯這一篇

文章是不是該被接受或拒絕，或是做一些小

修改即可被接受。如果審核者不明確的話，

其實對於總編輯決定文章的去向是沒有多大

用處的。

當我在審核文章的時候，也是對自己知

識的評量。對於不懂的地方，我必須去查文

獻，確保文章的正確性，因為我是這個雜誌

的最後守門員，如果因為我一時疏忽而導致

錯誤，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因為讀了錯誤的資

訊而受害。但是其實審核者很難知道自己審

的好與壞。我通常在文章被接受或是拒絕之

後去看同一篇文章其他審核者的意見，看看

自己是否有疏忽的地方，也可以從中學習。

偶爾，我也會接到總編輯的感謝電子郵件，

說我的審核很仔細。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循

環，如果總編輯可以適時的告訴審核者的表

現，審核者也可以知道自己太嚴苛或是太寬

鬆。

結語

三年的任期一轉眼即將完成，我也從

中學了許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神經科雜誌

把住院醫師的教學也當作期刊的使命。住院

醫師的文章多半不是會被高度引用的文章，

所以有可能會拉低整體雜誌的期刊引用分數

（SCI index）。對於這件事，在神經科年會討

論了好幾次，但是大部分的編輯認為一本好

的雜誌並不需要超高的期刊引用分數，反而

要兼負起教育和鼓勵下一代有志於學術的神

經科醫師。畢竟，做學術研究和發表文章，

就如同看病人一樣，不是一蹴可幾的，必須

積年累月的努力才行。如果我們在做住院醫

師的時候能學到這些技能，相信當主治醫師

或是助理教授的時候，學術之路會更順遂。

我和學弟妹們共勉之。

索引網站

1. 神經科雜誌http://www.neurology.org/

2. 美國神經科學會http://www.aan.com/

3. 神經科雜誌住院醫師編輯群

 http://www.neurology.org/site/feature/index.

xhtml

 http://www.neurology.org/site/feature/bio.

xhtml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4年畢業，現任哥倫

比亞醫學院動作神經障礙研修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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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歲　的　回　顧

文／陳連生

年齡應以生命的開始算起

今天是2010年12月8日，80年前（1930）

的今天是筆者生命開始的日子，這句話是如

何而來？筆者生於1931年8月30日，是滿月

順產，從生日倒算，筆者母親的L.M.P.（last 

menstrual period）是1930年11月23日。排卵日

是12月8日，也是受孕日。E.D.C.（Expected 

date of confinement）就是1931年8月30日。按

照台灣人的虛歲算法已是80歲的高齡，年齡

應該以生命的開始算起較合乎科學邏輯，因

為出生前已經在子宮裡足足奮鬥了266天，

台灣人的習俗算法，出生就算一歲是合理不

過。

因世界大戰損失15年

69年前（1941）的今天是12月8日，日

本突襲珍珠港，震驚全世界，發動太平洋戰

爭，當時筆者是日本統治下的國小四年級學

生，可謂是人生過程中，突如其來的大轉逆

點，經四年戰爭後1945年8月15日，美軍兩顆

原子彈結束了日本統治，在無法抗拒，毫無

選擇之下筆者由日籍被改為中國籍，在過去

15年的人生黃金時段，所接受的教育就此歸

零，必須放棄已流暢的日語。從ㄅㄆㄇㄈ開

始，這是多麼龐大的損失？後果明確，拙文

停留於中學程度，敬請見諒！

台灣光復，回歸祖國

1945年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懷抱後，

到底給台灣人多大好處？二次大戰結束後，

日本徹底愛好和平，全力拚經濟，主張民主

人權和國家主權，終於躍進世界經濟大國。

而回歸祖國的台灣，卻因國共內戰，戰火

不斷，大陸淪陷後，軍民260萬湧入，物價

高漲，民生物品，一日三市，民不聊生，終

於爆發二二八事件，隨後白色恐怖，實施幣

制改革（四萬換一元），土地改革（徵收農

地）。因堅決反共，漢賊不兩立而退出聯合

國，孤立於國際，然而繼承者覺醒反攻無望

後，即改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自認有九二

共識，極力宣導ECFA的好處，國策逐漸傾

中，走向終極統一。從兩蔣的堅決反共，轉

變為親共，繞了一大圈好像又回到1945年的

原點，不但白費了時光，又犧牲了無數知識

同胞，覺得非常無奈。

從台灣看大陸

政治的話不可多談！家父（日本早稻田

大學商科畢業，經商）有遠見，自幼諭示筆

者學醫。1950年彰化中學畢業後，考上台大

醫學院，光耀門楣，當年台大入學考試作文

題目是“從台灣看大陸＂，時值大陸淪陷，

早晨升旗後校長的精神訓話總是不離“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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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光亮的燈塔，照耀著黑暗的大陸，現

在的戰爭是自由對奴役，民主對極權的戰

爭，台灣是豐衣足食，而大陸是飢寒交迫，

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我們要反攻大陸，解

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為結語。不必思

索，洋洋灑灑，寫上就得青睞。筆者看透主

考者的出題用意，獲得高分，對錄取幫助很

大。爾後新鮮人國文課被排在第一組（按國

文考試分數排班），都是外省朋友就是明

證。

選科按畢業成績排名

台大醫學院集結台灣所有名校的菁英，

這是一個事實，在筆者記憶中，當年北部自

台北建國中學、成功中學、新竹中學，中部

的台中一中、彰化中學、嘉義中學，至南部

的台南一中、台南二中、高雄中學、屏東中

學的畢業前五名都在我們班上，60年後的今

天，聽說未有改變，不管原因如何，身為台

大人終身引以為傲的現象。昔日同學們都拚

命讀書，因為將來選科是按畢業成績排名，

為了要擠進外科、婦產

科、內科、小兒科等四

大科，避免被迫選擇耳

鼻咽喉科、眼科、皮膚

及泌尿科等四小科。現

在的學生因醫療大環境

的改變，選科排名順序

起了大轉變是事實，聽

說因成績不佳被迫選外

科者大有人在，想起來

真是不可思議。

43%去美國，30%選婦產科

畢業後留台當住院醫師的月薪是NT1,000

元，敵不過美國月薪US$1,000元，相差45倍

（匯率1比45）的誘惑，62名畢業同學中27名

（43%）離鄉赴美，當INTERN順理成章都歸

化為美國公民，可謂是國家的一大損失。留

在台大醫院各部門者共有17名，全班同學中

選擇婦產科者竟然有19名（30%），分散於

各大醫院，可見婦產科在當年是多麼熱門，

遺憾的是紛紛提早退休，現在已無人還在執

業，可見大環境是多麼現實無情。

18名已撒手人寰

在學中不幸有兩位同學，相繼因癌症去

世。據非正式統計，到目前為止，先後撒手

人寰的同學共有18名（約30%）。健康不佳，

行動不便者約30%，對自己健康有信心，屢

次（前後共5次）參加同學會主辨的日本賞

櫻、賞楓、泡溫泉之旅者，多半都呈老態龍

鍾，不是頭頂亮光，就是白髮稀疏，無一能

倖免。話題總是圍繞著有幾位兒孫繞膝，如

何含飴弄孫，享受天倫

之樂等話。筆者喜愛運

動， 3 8歲起追逐小白

球，球齡42年，樂此不

疲。過去的輝煌記錄

是；最優差點7，最低

桿紀錄72，以總桿75的

成績得過球場比賽的最

優桿獎，有兩次的一桿

進洞，現在還保持黑髮

茂密，背部挺直，腳步

彰基人回娘家，彰基院長郭守仁（中）

2010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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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平穩，自傲領軍全班。高爾夫球是老少

咸宜，走路為主的運動，可以打到走不動為

止，希望繼續走下去。除了運動，學習了電

腦，趕上e時代，會使用skype、Facebook，免

於戴上L.K.K的惡名。

得失相抵，中庸是上策

人生過程中，有得必有失，而得失參

半，比比皆是。風水輪流轉，也是天經地

義，無庸置疑，得失之間，往往有相抵互輔

之趨勢。窮家出狀元，富門生敗家子，紅顏

薄命，英才早逝等不勝枚舉。自古以來，

福、祿、壽是國人的三大祈願，但是三者必

依自然法則，各呈常態曲線、或然率而行。

得失參半是常規，三者全缺或俱全是稀有的

巧合，從得失相抵而論，中庸之道是上策，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確有其道理。

適時退休，功成身退

醫師該不該退休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以

往醫師終身不退休，被傳為美談，但是筆者

認為滿70歲就應該放下醫療工作。因為醫學

日新月異，而學識，體能難免退化，在無法

勝任醫療工作之前，應該退休，這是一個負

責任的作為。筆者自畢業至今，直接或間接

負15,000人次產婦分娩的責任，從未遭遇醫療

糾紛，能安然功成身退，近似奇蹟，應該感

謝幸運之神一路照顧，及恩師徐千田教授的

教導和彰基蘭大弼院長Dr. David Landsborough

的推薦，參加中英基金會（S.B.F.T）留學

考試，獲得赴倫敦進修的機會，之外對內人

吳溫英女士，結婚滿53年，同甘共苦，知足

常樂，贊同適時退休，表示謝意。最後引用

故麥克阿瑟將軍的話“老兵不死，只會凋

零＂。和保羅所說：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來自我期許。

完稿於2010年12月8日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57年畢業，開業陳婦

產科診所，現已退休）

台大醫學院婦產科徵求推薦科主任人選
資　　格：1. 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具婦產專科資格，且有國內或國外教授資格者。
　　　　　3. 100年8月1日就任科主任新職前未滿62歲。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
　　　　　2. 在國內及國際上受肯定之具體事實。
　　　　　3. 檢附願任同意書及個人對於台大婦產科之認知、經營理念、未來發展策略及目標規劃。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函。
　　　　　5. 相關資料應於100年5月6日下午5時前送寄達遴選委員會。
相關資料請看本科網站http://ntuh.mc.ntu.edu.tw/obgy/index.ht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台大醫院婦產部（婦產科主任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收」。
電話：(02)23123456轉71537林小姐
傳真：(02)23114965
E-mail: sandy92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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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說話─悼念老友馮光憲同學

文／南鄉泰

當
耳機傳來漢普遜（Thomas Hampson）

很辛苦地咬字用德文唱“菩提樹＂的

一段時，使我想起你我最後一次見面。當

時，你來我家，那已是肝臟移植後情況恢復

還不錯的時候。我們在客廳裡，談東談西，

一如往昔相敘，感嘆時光飛逝。回想當年你

我分當台大一般外科及胸腔外科總住院醫師

時，我們承襲台大外科傳統，尊重前輩，照

顧後輩，也一度意氣風發，非我莫屬。曾幾

何時，歲月滄桑，一切都已是過眼煙雲了！

近三、四十年來，醫學的進展，在某些方

面，讓我們趕不上，畢竟後浪推前浪，轉眼

之間，我們也已變成了老一代的醫生了。你

興起開唱“菩提樹＂，聲色依舊。唱到這裡

時，你解說給我，這後半段我並不熟悉的詠

嘆；描述一位中年人離家多年，返回故鄉又

將要離開時的心境感受。他走經家門井旁，

童年時經常徘徊的菩提樹下，風吹過境，樹

葉簌簌，彷彿在耳際呼喚：「回到故里，在

我樹蔭下安息吧」。但是，「冷風撲面而

來，把帽子吹落，我也不再回頭………」。

不錯，我們在異鄉這麼多年，身心早已經沒

有辦法回頭，不管這一生有多少歡樂辛酸，

得意缺憾；一切有如大江東去，都已一去不

回，莫名其妙！你我就像兩名過河的卒子，

只有一路走下去。我自己也很喜愛一些老

歌，每當孤獨憂傷的時候，常常會自我哼唱

這首舒伯特的名曲。雖然仍常常想起一些我

們共同經歷的往事而難以忘懷，歲月卻也真

的無情而不待人，不知覺間，我們已經到了

暮年，不久即將抵達人生的終點站，準備隨

時下車了！回想你我因故提早封刀，中斷外

科生涯，而今都已從醫療退休；正感傷人生

際遇無常，物換星移，該不該落葉歸根時，

歌聲已停，你坐下來，有些氣喘，我給你一

杯水，我們心各有數而默然無語！這一次相

聚，十分難得；你經歷人生大轉折，死而復

生，我們不免談及人生到底是夢？非夢？

你我兩個笨蛋還是一如過去，愚蠢地爭論

一番而沒有答案。最後不得不同意羅素所

說：「假如它是，它不是，假如它不是，它

是。」的名言。可笑的是，雖然沒有解決這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

　　　　　　　　　　　　　　　　　　　　　　　　　　　　－杜甫

Die kalten Winde bliesen mir gradins Angesicht, (The cold wind blew me straight into the face,)

der Hut flog mir vom Kopfe, (The hat flew me from the head,)

ich wendete mich nicht. (I turned (myself) n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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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謎題，卻也正確地回答了問題，哲學家

的智慧，倒也點醒了我們無謂的困擾！

後來你還唱了“憶兒時＂，「春去秋

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當然，兒時

歡樂，就是回味再多，也不可能再得了。你

要我一起唱，我卻因回憶過去，我們好像從

未想到沒有明天的日子，此刻看著你，無端

地想到未來，心緒突感沉重。喉咽乾塞，唱

不出來，只能配合著你哼哼而已。你看來倒

好像沒有肝移植這回事，當時的你，顯然沉

緬於童年的記憶，心情似乎還不錯，你問我

將來是否有什麼新的打算，我心中矛盾，無

言以對。我一向佩服你的勇氣與樂觀，不過

老實說，這幾年，自己心中早已經唱到“老

黑喬＂面臨人生完結而自我悲嘆無奈的境地

了。

雖然說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是怎麼現

在就輪到你呢？當我提及為你登訃聞時，有

些人說走了就走了，還要做什麼？但是對我

而言，你不一樣；你也不是其他一般人，同

學，朋友，我必須寫一些東西。

真沒想到年紀大了，記憶的消失是如此

之快；我竟然一時想不出來，當時我們的友

誼是如何開始的。你一定有些特殊的地方，

令我喜愛折服；你個性強，見解深，才智聰

敏，談吐風趣。一方面，你的年齡稍大，見

識博廣，喜愛音樂，不是書呆子，我們可以

談很多人生的感觸；後來，我們幾乎天南地

北，無所不談！你可以說是人情世故成熟穩

健，做事樂觀負責，一肩扛起，充滿自信，

好像沒有什麼事可以難倒你。豪放爽朗的笑

聲，強壯魁梧的身軀，胃口更是無話可說

（據說你的英文名字大衛就是從此而得），

加上老神在在，似乎就是天塌了，也砸不到

你。從台大醫學院醫科同學到台大外科，我

們同學同事前後11年共處，我把你當做兄輩

知友，彼此真誠坦摯，相互信賴，除了術業

切磋之外，還不時請教個人一些切身的問題

與煩惱。學生時代我們並沒有同一寢室或同

一組實習過，一個客家，一個河洛，卻建立

了不尋常的友誼與交情。原諒我，當我試著

回想當年相處種種，雖然只是一轉眼，畢竟

已是50年前的往事，一些記憶開始糢糊不清

了。最難以置信的是，竟連自己當你結婚

時的伴郎，似有似無，幾乎忘記！我知道

你不會怪我糊塗，但你一定會笑死地說，

「YASUO，你怎麼可以連這件事都忘記！」

是啊，這是我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當我從

相片中確認之後，真是難以相信，而懷疑自

己是否也已開始癡呆失憶了。跟馨玲談及，

才知道你們婚前有一次非常嚴重的爭吵，最

後還是我出面調停化解的。唉，原以為是令

人羡慕的美滿良緣，竟然會破裂而分離，真

墾丁畢業之旅，兩個抽煙斗的傢伙。左一為

馮光憲，右二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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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始料未及，很可惜，我卻沒有第二次調解

的機會。

1970年當我們台大外科總住院醫師受訓

完畢，張武誼、陳維昭、尤耿雄、你、我各

奔前程。你決定赴美深造而我仍留台大胸腔

外科。在南陽街一家餐館中。你我分手臨離

別之際，彼此祝福，將來要是有一天再度相

見時，即使我們頭髮都已轉成灰白，卻希望

心底愚蠢依舊不變，仍然可以談天說地，臭

彈亂蓋，而不至於雞同鴨講，對牛彈琴，至

少可以像昔時一樣痛快暢談一番，活到老，

笑到老。當然我不是你，不可能知道你心中

的全部心事，但在不少地方，我們確實有相

似的看法，見解相通，臭味相投！

來美之後，曾兩度飛雪城拜訪你，冰

天雪地中蒙受熱誠款待，隆厚情誼以及溫馨

美滿家庭的深刻印象，讓我們迄今仍然記憶

猶新；然而，不過數年，雪泥飛鴻，如今安

在？

1996年，你決定退休，並由雪城遷到

西岸。我曾經建議搬到洛城我家附近，年老

了，彼此可以作伴，相互照應。可惜你還是

選擇你比較熟悉的西雅圖定居。2000年，你

我多年不見，卻不約而同地參加了北美臺灣

人醫師學會的希闊亞之旅；在巨木參天的森

林中，重溫往日傻勁，再尋少時夢境。當日

該地遊客不多，千山鳥絕，萬徑無蹤，我們

幾乎迷了路，真是痛快。看到那些神木群，

屹立在山谷中三千多年，彼此相對無言的景

象，我們不禁懷疑生命的意義何在？而生存

遠久又是為了什麼？當時你看來健壯如昔，

精神煥發，還自動當眾獻唱，歌聲嘹亮，中

氣十足，才知道你愛上了聲樂，拜師學藝，

變成你退休之後的嗜好。

2005年，我們醫科同班同學慶祝畢業

40週年返台相聚做環島旅行，你我都參加這

一非常難得的聚會，除了見見老同學之外，

更有機會加深對故鄉的認識。在涵碧樓上，

你還高歌一曲，令同學們印象深刻。散後，

大家分別不久，約兩個多月，一天，你從上

海打電話到美國給我，告訴我一件不好的消

息，體檢發現肝臟腫瘤，問我該怎麼辦。我

大吃一驚，心想你不是才好好的嗎，怎麼可

能？立刻找台大李伯皇主任聯絡，希望馬上

為你做進一步確切診斷及建議。隔天你飛回

台大檢查，李教授認為已經無法切除，只有

肝臟移植一途，天啊，真是讓我難以相信！

你我連續幾次電話討論商量結果，最後決定

還是回美國接受手術。返美之後，很快地住

進華大醫院，他們把你登記在移植名單上，

當時我們等待的心情真可說像熱鍋上的螞

蟻。還好，經過兩個多月，終於等到。雖然

開刀中曾一度心跳停止，手術總算順利完

畢業前，左起吳榮一、馮光憲（已故）南鄉

泰、蔡定洲（已故）、尤耿雄（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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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後，你非常滿意美方術後對個案有系

統的追蹤照護，而我也終於放下了心中的重

擔！畢竟我參與了這一攸關好友生死，相當

不容易的決定。後來，你來南加州，你的氣

色也已經回復到幾乎完全正常，我順便帶你

去朋友家中聚會。座中剛好有一位肝臟移植

後已經存活八年的個例；立安與我都以為難

關已過，吉人天相，而慶幸你的再生。那次

你還獻唱了一首“杯底不可飼金魚＂，豪氣

不輸往年；只是沒想到，知交半世紀，“飲

吧，…＂一曲，竟成絕響。

你說撿回來的生命，必須珍惜，會努力

地好好活下去。然而，天不從人願，當你發

現癌症復發轉移，導致極端疼痛時，勇敢地

再度接受脊柱神經手術，忍受密集的化療，

電療的副作用，曾經控制一段時間，眼看幾

乎戰勝。但病魔硬是纏身不去，幾度捲土重

來，最後醫師也只好宣佈束手，你也不想再

接受治療的折磨，決定出院自我療養，我幫

不上忙，只能尊重你的決定，支持你。

相簿中，處處可以看到你神采奕奕的影

子，你我從成功嶺受訓同學到我老家聚會，

墾丁畢業之旅，台大外科換腎小組（台灣首

度腎移植），雪拉克斯城，希闊亞森林，列

蘭多海濱，還有幾次同學會，我們的頭髮果

然由濃黑逐漸轉成稀白。1983年，我搬到加

州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們疏於聯繫，有人說

你變了，但是對我而言，你仍是老樣，愚蠢

如故，後來幾度你我相敘，總還是歡樂暢

談，忘了歲月。

並沒有一定要你笑給天看，只是你我

相聚向來大聲暢談，笑聲不斷；況且開懷大

笑更是你的特色之一。你我說來也算是有些

經驗的老醫生，彼此清楚地知道，我們雖把

「鬥死」當成使命，醫師畢竟還是人，能力

有限，只知醫“生＂，不知醫“死＂；尤其

面對人生最後的這一關頭，無論我們如何奮

鬥掙扎，終究也只有投降；人，不可能勝天

的。我以為我們總有一天會看透這一切。當

我提及讓我說些笑話給你聽時，希望能夠藉

此笑給天看，至少笑給自已看，你不置可

否。這也許是很殘忍的嘗試建議，我愚蠢地

以為苦笑、偷笑、窮笑，強做傲笑也好，至

少可以表示我們並沒有被絕境徹底擊敗，只

不過是天數已盡，無可奈何而已。我們會接

受這一事實，甚至於進而可以蔑視折磨的病

痛。你我知道這已經是離生命的盡頭不遠，

不管我們做什麼，不可能會有奇蹟出現的。

當然，現在的我，到時會不會有像你一樣的

勇氣與堅毅？我不知道。你說你聽過我在北

美校友會講演“死亡的藝術＂，有些心得與

感受，我已不記得我說了些什麼，而且也不

是為你而講的。雖然你認為我講得還不錯，

但是你我都知道；說歸說，面對自我的死

亡，談何容易！我只能說我佩服你的勇氣，

畢竟你自已選擇，決定了自己想要如何走完

這人生最後一段路程。

我一直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去看你，但是

卻始終沒能做到，直到今天仍覺抱憾慚愧。

也許跟前次探視汝晉兄的最後一面有關吧，

自己感到很難再度面對殘酷的生離死別。記

得最後，當我想在你決定離美遷往瀋陽的前

一天飛去探望你時，小莉說請不要來；因為

當天準備一切會很忙碌。我可以想像搬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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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重的你上飛機是多麼不容易；同時得知馨

玲也將帶你的兒孫們一起去見最後一面，我

想該讓你們全家大小好好相聚相敘。剛好

我的孩子需要開刀（我一直沒有讓你們知

道），我也就飛越西雅圖而直往X城去幫忙。

你肝移植之後，我們一直用電話互相聯

繫，起初因為你本身體質強壯，術後恢復迅

速，似乎天天進步。我們又開始有說有笑，

除了讚嘆今日醫學的進步以及生命再生的神

奇之外，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可惜好景不

長，後來病情轉趨惡化，漸漸地我開始不知

對你該說什麼。雖然算是知友，我並不真正

完全知道你當下面對自己的死亡，內心真正

的感受與想法。後來漸漸地只能談些無關緊

要的話，天氣怎樣？冷不冷，熱不熱？有沒

有下雨？這些都不是真正心中想知道的話。

不過我也總不能每次都只問你，好不好，怎

麼樣？還好嗎？有沒有

進步？好一些嗎？雖然

是真正關心的事，但每

次幾乎同樣的幾句話，

自已卻也會有越說越不

對勁的感覺。最後發覺

經常問候罹患絕症，而

本身又是醫生的好友是

一件很困難的事。因為

你我都知道的很清楚，

這一切的關切都沒有辦

法改變病情，而癌症只

有往壞的方向進展的事

實；因此幾乎確定沒有

好轉的機會，只是惡化

速度的快慢而已。也許我該坦白地問你，或

是你該坦白地告訴我，你想聽我說什麼，不

想聽什麼，我實不知說什麼是好、是對。我

沒有辦法開口對你說為你禱告，因為我知道

我無法要求連上帝都做不到的事，我只能衷

心希望奇蹟。我懷念你爽朗的笑聲，本來我

想假如我能每次精選一段笑話，讓你哈哈大

笑，就是一聲也好，也許能幫助你暫時忘卻

苦痛；就是一分鐘也好，讓你能感受我一直

的關心而有所慰藉。最後連打電話，都有些

猶豫，而間隔似乎也越來越長了；有時候，

電話過去，你正在睡覺休息，我故意地說不

要吵醒你，只要告知病情就好，從而避開與

你直接對談，以免不知對你說什麼的尷尬。

唉，怎麼會成這樣！請原諒我。真的，很難

想像你在遙遠的東北那邊，單獨臥病在床，

窗外冰雪交加，天寒地凍的日子是如何度過

的。

這段時間，立安與

我還是念念不忘，多次

談到也許我們還有機會

去瀋陽探視你，但是孩

子的病況以及一些雜事

拖延而無法脫身。

最後一次的電話問

候時，我們通話一陣，

你突然冒出一句說：

“謝謝你，＂停了半

晌，接著說：“我不想

說話！＂，我一時愕住

而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竟是說不出話來，線上愚蠢如故，左起馮光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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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沉寂無聲，我知道你的個性，也只好掛

上了電話。心中明白，再說什麼話，對你而

言都沒有意義，一切都是多餘的了。七天過

後，小莉來電說你在安祥中走了；想起你這

最後的一句話，使我頓時感慨萬千，內心傷

痛難過而忍不住落淚。沒想到生命是這麼強

韌卻又是何等脆弱！說要走，就走！

人生如一把火焰，終有燒盡熄滅的一

天。你走了，再也不回頭，永遠地走了；不

過，也只是早一步而已。雖然也不能說是一

生飄泊，但最後病逝異鄉，只有部分骨灰回

到台灣，這大概是我們當年在台大一起求

學、受訓、工作、成長、辛勞和歡笑時，完

全沒有想到的吧！

此刻正值中秋，也許你心中湖口故鄉的

那棵菩提樹，可能像我一樣，也已老態龍鍾

了；再也不似當年茂盛的樹葉，卻依舊無風

飄動，沙沙作響，仍然輕聲地呼喚著你，

Und immer hor ich’s rauschen; (and always 

I hear the rustle:)

du fandest Ruhe dort, (you would find rest 

there!)

du fandest ruhe dort!! (you would find rest 

there!)

不知你聽到否？

（作者本名李泰雄，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

業，UCLA退休教授）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徵求主任

一、候選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籍，民國38年8月1日以後出生，具教育部定之副教授以上資
格，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1. 具有中華民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並從事臨床服務三年以上
2. 教學研究卓越，具有領導台灣家庭醫學發展與促進國際交流之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國科會格式，另附相關證件影本）及教學研究服務成果之
相關資料八份

2. 所有著作目錄及近三年代表著作抽印本（至多五本）八份
3. 國內外家庭醫學相關學門副教授、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信函

三、截止日期
100年5月13日下午5時，以書面資料送達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室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號六東四樓）

四、聯絡方式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562147，林月女小姐
傳真電話：02-23118674
Email: shirley@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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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景福校友 故吳杯初醫師

文／吳坤煥

台
中市醫師公會發行的月刊雜誌“台中醫

林＂最近一期刊載了三篇文章“我的父

親＂，引起我寫這篇文章的念頭。

他是民國前9年出生於日治時代，台南州

東石郡樸仔腳（現今嘉義縣朴子市）牛挑灣

（現今松華里）的庒腳囝仔。他的父親（筆

者的祖父）雖當過“保正＂（相當於現今的

里長），但務農貧窮。長男的他就讀醫學校

所需學費是變賣僅有的一分半田地再加借貸

籌資來的。

他自小聰穎過人，小學就讀樸仔腳公

學校分校牛挑灣公學校到4年級，5年級就需

要靠雙腿每天走路到遠在七公里外的本校念

書。小學畢業後繼讀念完高等科2年後回母校

當教員。但勤奮上進，雖無中學學歷於1922

年考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是1926年（即民

國15年）第25屆畢業生。同班同學有故台大

外科李俊仁教授令尊在嘉義市開外科醫院的

李連頂醫師，故台大醫學院解剖學鄭聰明教

授令尊在台中市開外科醫院的鄭傳對醫師，

故王南廷婦產科醫師令尊台中市王清木法醫

師等。

他畢業後在台北赤十字病院（當時的

附設醫院）短期實習後即返鄉開設“濟生病

院＂開始懸壺濟世的生涯。憑其高超的醫術

及仁心成為當地頗負盛名的名醫。記得當時

病院裡住著好幾個俗稱“肺一ㄥ＂（膿胸）

開刀後的病患。在沒有X光儀器、沒有抗生

素、沒有高壓消毒設備的時代，成功治療多

數此疾病患，應該很難得。當時地方交通不

便，病患要到病院就醫相當困難，所以上午

看完門診後就前往各地去診療病患，叫做

“往診＂等於目前的巡迴醫療。經診療後，

眾多病患家屬就委託人帶處方籤到病院去取

藥。傳說有位鹿草庒下潭村村民受託到病院

取藥，回程中在牛挑灣大埤岸上不小心打翻

了藥罐，藥水灑落地，覆水難收，不知回去

如何向受託之病患交代，於是急中生智，取

埤中的水分補在藥瓶中回去分發給病患服

用，結果還是病癒，這個故事曾流傳一段時

間。

民國22年（1933年）在濟生醫院前庭，前
排筆者在父親懷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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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往診＂的範

圍涵蓋台南州東石郡管轄下

（當時台灣的行政區域設五

州2廳，州下設郡庒（鄉）

村）的朴子街、布袋庒、東

石庒、義竹庒、鹿草庒等，

交通工具由騎馬，漸進到腳

踏車、摩托車、汽車。當

時騎馬往診，或許現代的新

新人類會覺得不可思議，真是酷斃了。有次

下大雨，橋被河水淹沒，他騎馬要過橋去往

診，馬怎麼也不肯前進。等水退後才發現，

原來已斷橋，他說那匹馬很有靈性，救了他

一命，如果硬過橋，後果不堪設想。

後來以“黑頭仔車＂（轎車）代步。

我們家的小孩們常搭便車，隨他去遊覽各鄉

村，成為我快樂的兒時回憶。司機曾經有三

天三夜沒休息的記錄，可見繁忙於一斑。

他視病如親，對病患親切、和靄、關

心、助貧。因為鄉下人經濟不好，看病很多

是欠帳的，不會沒錢就不給看病。等田地秋

收後，家母才挨戶去收帳，遇到真有困難的

就銷帳免收。鄉民稱呼他杯初仔、杯初兄、

杯初伯、杯初叔等等，而不是吳醫生。可見

鄉民對他的愛戴。至今鄉親遠道來台中找我

看病時就會說你是杯初仔、伯、叔、兄……

的兒子嗎？他的為人醫德讓我們至今都還很

想念他呢！

晚上有空時，常會向我們幾個小孩子述

說他的經驗，人生哲學等。他說他被譽為名

醫，其實並不是他的醫術多好，只是一些難

治的病患輾轉來到他的診間時，他們的病己

差不多快好了，結果病

好了就歸功於他。他又

說“一言既出，駟馬難

追＂，“路在嘴裡＂等

等。又會矯正台灣話。

例如：一般人常說腳

〝ㄍㄧㄡ直〞應該說

“伸直＂才對，因為ㄍ

ㄧㄡ是縮，屈，等等。

他也曾說一個笑話，台灣醫學校早期招

生的學生多不懂日語，所以課堂裡老師還要

教日語。有次老師教地球像柑仔（ミカン）

與柚子（ザボン）是球狀的，學生怎麼教都

教不會，於是說“地球は無敢偷查某（以台

語發音）の樣です。讓學生好記。

他教誨兒女從不打罵。從小到大我被

他只打罵過一次。有一天他身體微恙，在房

間裏休息，可能很痛苦，就叫在旁的我去叫

二叔叔（在病院裡當助手）來給他打針，因

為沒聽清楚，我反問他是什麼針，他因不舒

服沒回應，我就呆呆地站在一旁等他再說一

次，後來他起床忽然打了我一個耳光，說沒

聽清楚怎不會臨機應變趕快去請二叔叔來？

人要會臨機應變。至今我一直記著這一教

訓。遇到事情要會臨機應變積極地採取必要

的行動。求學方面，他不曾嚴格要求，都是

我自動自發認真念書，報考醫學院是我自己

選擇的。

他是政治受難者。他富於民族精神，

在日治時代，曾參與“文化協會＂是當時台

灣人高知識菁英組成的抗日民族運動組織，

因而曾遭受牢獄之災。他曾冒險偷偷地讓我

吳杯初 醫學校學生 吳杯初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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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幾個孩子，在黑夜裏到老師（漢文仙）家

去學漢文。當時若被警察（巡查）發現是會

被罰的。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發動“皇

民化運動＂要台灣人講日語，改日本姓氏。

但拒絕利誘，始終未改日本姓氏。二次大戰

終戰後，台灣人高興沒多久，就發生了二二

八事變，由大陸敗退來台的國民政府更實施

高壓政策，實施世界無比的戒嚴，白色恐怖

瀰漫台灣。眼見同鄉幾位社會菁英被抓去坐

牢，通緝，甚至槍決。他告誡我〈當時是中

學生〉千萬不可參加政治活動。眼見多位成

績優秀的同學被吸收加入國民黨員，經歷中

學、大學、服兵役、當公務員、我始終未曾

加入政黨〈當時國內只有一個政黨〉。民國

40年前後〈確實時間已忘記〉嘉義縣舉行第3

屆縣議員選舉，因地方有位赫赫有名的黑道

人士欲參選，聲勢浩大，令當局頗感困擾，

全力勸進他參選來對應。他雖無意願，為了

地方還是勉強參選，結果沒什麼競選活動就

順利以最高票當選，擠下了該黑道人士。但

第一次出席縣議會開會，眼看一些議員口嚼

檳榔，口出穢言，罵三字經，把神聖的民主

議堂搞得亂吵吵，頗感失望，從此沒再出席

議會，當然也沒再參選連任。

他是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受害者。他憑

著高超的醫術及滿腔仁心，成為地方名醫，

也創造了財富，擁有近40甲良田。但國民政

府在大陸敗退來台，於民國38年施行農地三

七五減租政策。42年更近一步實施耕者有其

田政策。他所有的良田被徵收。他一生的心

血所得一夕間化為烏有。雖換來當時毫無價

值形同〝壁紙〞的國營事業股票，後來被有

心人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購。如果是不勞而獲

的財富，例如祖產被徵收，還可接受，然而

憑個人奮鬥所得財富被徵收一空實在很不應

該，何況擁有都市土地者卻免其難，如今都

是財富萬貫的豪門，實在很不公平。此點彼

岸的作法可能較公平。更令人痛心的是當時

的窮佃農，如今農田變建地，造成許多所謂

的〝田僑仔〞，如今個個憑空擁有數百億財

富，許多佃農把田地賣給建商，每天無所事

事吃喝玩樂、打電動、遊山玩水，幾乎每個

月都出國旅遊，不知奉行國父孫中山先生遺

教土地漲價歸公的國民黨政府，如何給社會

一個公平的交代？

不過，雖然財富歸零，值得欣慰的是他

的兒女個個有成就，成為他的財富。有四個

景福校友，幼子雖非景福校友，在台北市行

醫，也當過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為

醫界打拼。

他於民國54年夏天，因病在家鄉過世，

我這個當醫師的兒子竟然因在台大醫院忙

碌，沒能回鄉替他盡點所學幫忙醫治他，也

沒能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覺得萬分的

遺憾與愧疚。不過事後家母告訴我，他過世

前已獲悉，我將於八月初由台大醫院派往台

中就任省立台中醫院外科主任及中國醫藥學

院與中山醫學院的外科兼任教授而頗感欣

慰。家母的話讓我的遺憾與愧疚稍稍減輕，

相信在天上的他一定知道這個兒子秉承了

他，也是一個為眾多病患服務的良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8年畢業，現任職於台

中市第一醫院外科部）



校友小品

2011年3月‧第28卷第3期 �1

也 談 畢 業 歌

文／李彥輝

台
灣光復後，日本人離開，記得在國民

學校（即今國小），我們練唱了不少

中國歌，包括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兩首

『義勇軍進行曲』及『畢業歌』，也在歡送

高（六）年級畢業時唱了畢業歌，歌詞如

下：。

畢業歌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

吧！滿身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

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

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願作奴隸

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

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

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不斷的增漲！同學

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後來，大陸易手，這首『畢業歌』也就

禁唱，似乎我們畢業前一年就改唱下列蘇格

蘭民歌為曲調，中文譯詞的畢業歌：

畢業歌

（畢業生）

青青校樹　萋萋庭草　欣霑化雨如膏

筆硯相親　晨昏歡笑　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歧　人海遼闊　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　南針在抱　仰瞻師道山高

（在校生）

青青校樹　灼灼庭草　記取囊螢窗下

琢磨幾載　羨君玉就　而今光彩煥發

鵬程萬里　才高志大　佇看負起中華

聽唱驪歌　難捨舊雨　何年重遇天涯

（大合唱）

青青校樹　烈烈朝陽　宗邦桑梓重光

海陸天空　到處開放　男兒志在四方

民主共和　自由平等　任憑士農工商

去去建樹　前行後繼　提攜同上康莊

其實此首歌日本早在1884年（明治17

年）所發行之『小學唱歌第三編』，已以

『仰げば尊し』（A）作為畢業歌傳唱至今，

並非如世界日報2007年8月5日舒蘭「我唱過

的幾首畢業歌」所寫陳志遠作曲，至於張方

露是否作詞乃有待查證。

不知怎麼，我在初中畢業（1953）時的

畢業歌又由華文憲改成另一首蘇格蘭民歌為

『Auld Lang Syne』（B）曲調同，但歌詞卻

不同，茲也記述如下，因為很多人忘記了：

懷昔敘首　朝夕同堂　親愛兮未能忘

今朝隔別　天各一方　山高兮水又長

依稀往事　費煞思量　一思兮一心傷

前途茫茫　何時相見　相見兮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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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久，也許歌詞太傷感了，又為不知

名者改成下列歌詞：

驪歌初動　離情轤轆　驚惜韶光匆促

毋忘所訓　謹遵所囑　從今知行彌篤

更願諸君　矢勤矢勇　指戈長白山麓

去矣同學　切莫躑躅　矢志復興民族

至於大學時，不記得唱了畢業歌甚至

驪歌。根據我在台同學告知，目前台灣各級

學校畢業時，除唱校歌外，則未規定必須唱

畢業歌，若唱也因上述傳統畢業歌，歌曲創

作年代久遠，難以親近當年之時空背景且

歌詞也較艱澀，很難引發共鳴，尤其對國小

學生，因此改唱他歌，如台北市永春國小唱

『珍重再見，畢業別辭』，永吉國中唱『啟

程』，中山高女唱『全心全意』，甚至有些

學校畢業典禮時唱如『隱形的翅膀』、『城

裡的月光』、『朋友』、『真夏的櫻花』、

『明天也要伙伴』、『萍聚（F）』、『今年

夏天』、『放心去飛（C）』、『永遠記得你

的愛』、『想飛就飛』、『驪歌（D）』、

『祝福（E）』、『離歌（G）』、『想念

你』、『交會』、『牽著你的手』等。

在日本的情況也很相似，日本小學校，

除國歌、校歌外，多也唱『螢の光（H）』

（原曲Auld Lang Syne）或『仰げば尊し』，

但近年來也唱其他歌，如『旅立ちの日に

（ I）』，『巢立ちの歌』、『淚をこえ

て』、『大地讚頌』、『贈る言葉』、『い

い日旅立ち』、『この地球のどこかで』、

『君がいたから』、『きみに傳えたい』、

『Oh my friend』、『見えない翼』、『さく

ら』、『櫻散る頃～僕達のLast Song~』、

『卒業』、『春に』、『決意』等。有些則

唱學校老師自己創作，其中『旅立ちの日

に』就是一例，此歌原是1991年崎玉縣秩父

市立影森中學校校長小嶋登作詞，音樂教諭

坂本浩美作曲，由於很切實際、很感動，而

為日本全國不少學校所採用，甚至已取代了

『螢の光』及『仰げば尊し』兩首由蘇格蘭

民歌改編的卒業式（畢業典禮）所唱歌曲。

在日本如今以校長來之祝辭，學生們之送別

辭、畢業生致答辭，加上各種表彰作為畢業

典禮（日稱卒業式）之中心，因此除國歌、

校歌外，很少學校另唱畢業歌，不過京都大

學及高知大學2006年3月之卒業式仍唱『螢の

光』，但東京大學己不唱任何卒業歌了。

末了值得一提的是以蘇格蘭詩人Robert 

Burns（1759-1796）填詞的民歌Auld Lang 

Syne（old long since）因1940年美國電影『魂

斷藍橋（Waterloo Bridge）』以此為主題曲

而傳遍世界各地。在蘇格蘭這首歌，常在離

別時唱，歌頌珍貴友誼，表達惜別之情，受

其影響，許多國家之學校，在畢業式結束

時，同聲歌唱，在餘音繚繞中頻頻揮手與母

校告別。不過名稱在日本則稱『螢の光』，

在台則稱『驪歌』，在中國則以『友誼地久

天長（J）』或『一路平安』。除外，此首歌

在美、英除夕夜辭歲時所唱，有如前云，台

灣用在畢業歌，甚至葬儀哀別，菲律賓兼唱

於新年及畢業典禮，韓國的國歌『愛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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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採此曲改成，一直到1948年李承晚總統令

以安益泰1935年作曲之管絃樂曲『韓國幻想

曲』之終曲來取代。Moravia開始也以此曲為

國歌，又韓國現在也只用來做畢業歌而不做

他用。

談到美國，有些中小學校還唱畢業歌，

大多由當屆畢業之學生們自己來投票決定前

十名如下：

1. Vitamin C-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2. Cast of “Rent”-Season of Love

3. Kelly Clarkson-Breakaway

4. Green Day-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

5. Lee Ann Womack-I Hope you dance

6. Eve 6-Here’s to the Night

7.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8. Baz Luhrmann-Everybody’s Free (To Wear 

Sunscreen)

9. Diana Ross-I’m Coming Out

10. Boyz II men-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 to 

Yesterday

附記：1992年我率隊（主為1963醫科同學）

到中國旅遊時，與日本東京退休教師相逢於

嘉裕關，我隊先唱『送別』。日隊（我也加

入）唱『旅愁』依依道別，這兩首歌詞，請

見林洪謙『旅愁』與『送別』文載於本訊第

27卷7期。

（A）仰げば尊し（如圖1）

（B）Auld Lang Syne “old long since

1.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CHORUS)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2. And surely ye’ll be your pint-stoup!

And surely I’ll be mine!

And we’ll take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CHORUS)

3. We twa hae run about the braes, 

and pou’d the gowans fine;

But we’ve wander’d mony a weary fit, 

sin’auld lang syne. (CHOR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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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 twa hae paidl’d in the burn, 

Frae morning sun till dine, 

But seas between us braid hae roar’d

sin’auld lang syne.

(CHORUS)

5. And there’s hand my trusty fiere!

And gies a hand o'thine!

And we’ll tak a right gude-willie waught, 

For auld lang syne.

(CHORUS)

（C）放心去飛

終於還是走到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沒人能取代記憶中的你，和那段青春歲月，

曾攜手並肩，用汗和淚寫下永遠，拿歡笑榮

耀換一句誓言，夜夜在夢裡相約，放心去

飛，勇敢地去追，追一切我們未完成的夢，

放心去飛，勇敢地揮別，說好了這一次不掉

眼淚。

（D）驪歌

南風又輕輕的吹送，相聚的光陰匆匆，親愛

的朋友請不要難過，離別以後要彼此尊重。

綻放最絢爛的笑容，給明天更美的夢，親愛

的朋友請握一握手，從今以後要各奔西東。

不管未來有多遙遠，成長的路上有你和我，

不管相逢在什麼時候，我們是永遠的朋友。

鳳凰花吐露著豔紅，在祝福你我的夢，當我

們飛向那海闊天空，不要徬徨也不要停留。

不管歲月有多長久，請珍惜相聚的每一刻，

不管多少個春夏秋冬，我們是永遠的朋友。

（E）祝福

不要問不要說，一切盡在不言中，這一刻偎

著燭光，讓我們靜靜的渡過；莫揮手，莫回

頭，當我唱起這首歌，怕只怕淚水輕輕的滑

落；願心中永遠留著我的笑容，伴你走過每

一個春夏秋冬；幾許愁幾許憂，人生難免苦

與痛，失去過，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擁

有；情難捨，人難留，今朝一別各西東，冷

和熱，點點滴滴在心頭；願心中永遠留著我

的笑容，伴你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傷離

別，離別雖然在眼前，說再見，不會太遙

遠，若有緣，有緣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

逢在燦爛的季節；不要問，不要說，一切盡

在不言中，這一切偎著燭光，讓我們靜靜的

渡過；莫揮手，莫回頭，當我唱起這首歌，

願心中留著笑容，陪你走過每一個春夏秋

冬。

（F）萍聚

別管以後將如何結束　至少我們曾經相聚過

不必費心地彼此約束　更不需要言語的承諾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對你我來講已經足夠

人的一生有許多回憶　只願你的追憶有個我

（G）離歌

也不是惆悵，也不是迷惘，也許只是黃昏日

影的西斜。

也只能談笑之間才發覺，這無怨無悔交織的

熱血。

琴聲響，琴聲笑我，憂傷的昨天，那琴聲催

我，不如歸去走出從前。

這是個沒有儀式的告別，是沒有時間回首的

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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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春去，也只是秋來，也許還是黃昏日

影的西斜。

也只能談笑之間才發覺，這無怨無悔交融的

熱血。

琴聲響，琴聲笑我，憂傷的昨天，那琴聲催

我，不如歸去，走出從前。

（H）螢の光（如圖2）

（I）旅立ちの日に（如圖3）

（J）友誼地久天長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

舊日朋友豈能相忘，友誼地久天長

友誼萬歲，友誼萬歲！

舉杯痛飲同聲歌唱，友誼地久天長！

我們曾經終日遊蕩在故鄉青山上，

我們也曾歷盡苦辛，到處奔波流浪

友誼萬歲，友誼萬歲！

舉杯痛飲同聲歌唱，友誼地久天長！

我們也曾終日逍遙蕩槳在綠微波上，

但如今卻勞燕分飛遠隔大海重洋。

友誼萬歲，友誼萬歲！

舉杯痛飲同聲歌唱頌，友誼地久天長！

我們往日情意相投，讓我們緊握手，

讓我們來舉杯暢飲，友誼地久天長！

友誼萬歲，友誼萬歲！

舉杯痛飲同聲歌唱，友誼地久天長！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目前退休於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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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陳偉勵

依
照往例，本期的景福醫訊同樣刊出了許多精采的校

友文章。不同年齡層和生活背景的的校友們分別

用文字敘述醫學和生活的種種，讓屬於大家的「景福醫

訊」有著豐富多元的面貌，真的是件令人欣悅的事情。

本期的「醫學新知」當中，本人寫了一篇「標靶藥

物癌思婷在角膜的應用」，期望能夠藉這篇文章提供校友們眼科藥物治療的新知識。「校友小品」

南鄉泰醫師用感性的文字寫下「不想說話」，描述了他陪伴摯友馮光憲醫師共同抗癌的歷程，已

離去的當事人和讀者都會受到感動。此外，陳連生醫師的「八十歲的回顧」，陳德照醫師的「台大

醫學院北美校友會草創之回憶」，吳坤煥醫師的「我的父親―景福校友 故吳初杯醫師」，分別用

不同角度來追溯發生在本人、父親和北美校友的往年舊事，讀起來也很令人回味。李彥輝醫師寫的

「也談畢業歌」，讓讀者們見識到畢業歌隨著時空背景和政治環境的種種變化，特別生動有趣。而

林洪謙的「伊斯坦堡的遺珠」，補充說明了伊斯坦堡這個迷人都市的美麗景點，也加強了讀者們對

中東風情的嚮往。此外，「同窗情誼」中翁宗銳醫師的「畢業五十週年感言」，則讓大家回顧到早

期校友對於醫學進步的貢獻，足為學弟學妹們效法的表率。

本期醫訊，特別要提到多元網路時代對於校友邀稿方式衝擊。記得小編在兩個月前，曾在個人

臉書（facebook）上提出邀稿的通知；雖然臉書屬於私人隱密空間，不見得有許多校友名列其中；

但很意外收到幾位學長、同學和學弟主動願意支持景福醫訊的回應。曾文智醫師是我的同窗好友，

他以法學的背景投稿了「都是美國牛惹的禍」。郭昇翰醫師是優秀的年輕學弟，他熱心地提供了在

美國擔任神經科雜誌住院醫師編輯群的心得，是整本醫訊當中最年輕的作者，彌足珍貴。透過網上

方式邀約到優秀的稿件，也表示了年輕世代的校友，應該要有更新穎、多樣化的接觸管道邀約他們

加入景福的大家庭。

最近小編有機會同家父和家人至恆春一帶遊玩，順道拜訪了戴鐵雄醫師的診所。過去常常在

景福醫訊上拜讀戴醫師的大作，見到本人後，聽戴醫師一再提到景福醫訊的種種，特別覺得親切。

一個好的校友刊物，如果能夠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拉近校友之間心靈的距離，那就算是成功了

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任台大醫院眼科臨床副教授。作者父親陳德全為母校1958年醫

科畢業，現為退休外科醫師)



台大醫院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及記者會

時間：2011年2月21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台大醫院新春團拜

時間：2011年2月8日
地點：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記者會會場

▲HistoIndex Pte. Lt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r. Noel Moore致詞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與記者互動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

▲台灣大學陳泰然副校長致詞

▲母院楊泮池院長致詞



台大醫院與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及記者會合影
時間：2011年2月2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外科歷史傳承演講―洪慶章教授（合影）
時間：2011年2月22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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