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醫院兒醫大樓關懷兒童系列活動

兒童節活動～東門國小兒童唱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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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觀看表演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詞

▲表演實況

▲表演實況

▲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與東門國小老師及同學合影

▲表演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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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患者現代上肢復健模式簡介

文／吳菁宜

大
部分中風後的患者會殘存程度輕重不同

的後遺症，約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存有

患側上肢的失能，因此上肢復健對中風患者

的功能恢復有顯著的影響。由於醫學影像的

快速發展，促使神經科學知識有突破性的進

展，在神經復健學上，也快速累積復健治療

過程中腦神經重塑機制的知識，因而發展出

理論為基礎的神經復健手法，或賦予傳統療

法更紮實的科學基礎，使其不再以經驗導向

的治療方法做為主軸。

復健治療中的職能治療，對中風個案的

治療時間大約每日半小時至1.5小時，患者所

需的治療時間則依據其中風嚴重程度及功能

障礙的程度來決定；一般而言，越早期接受

復健，越能夠塑造中風患者較接近正常人表

現的復原模式，減少其使用代償策略。以往

的概念是中風後第1個月是恢復進展最快速

的時期，之後恢復進展逐漸變慢，直到第6

個月時達到高原期，但目前研究發現中風1年

以上，經過密集性訓練，腦部仍有可塑性，

上肢動作仍有進步空間，故以下簡介有關理

論與實證研究為基礎的現代上肢復健治療方

式：

一、侷限誘發療法

侷限誘發療法是目前備受矚目的療法之

一，用於治療中風、腦性麻痺等上肢功能缺

損問題與習得廢用現象。「習得廢用現象」

是因患側手動作控制差，患者使用患側手作

事時產生挫敗感，故常導致患者漸漸習慣於

只使用健側手作事的狀況。侷限誘發療法之

理論機制即為幫助患者克服習得廢用現象，

進而改善上肢功能。其治療原則為侷限健側

手佔每天90%之清醒時間，持續2週，期間並

強迫患側手之使用，每天至少6小時之密集性

訓練，同時加上行為塑造技巧之學習，以促

進患者患側手功能的進步。

為確認動作復原潛力，治療對象患肢需

保有部分上肢動作控制功能，例如：能伸直

手腕20度以上，或達到布朗斯壯動作恢復層

級III以上。目前研究發現，侷限誘發療法對

中風患者患肢之動作控制與功能、日常生活

功能及生活品質皆能有效改善。為適用於臨

床治療，許多修正模式也被陸續提出（稱為

修正式侷限誘發療法），並同樣被證明能有

效改善中風患者之患側上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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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影像學也顯示患者兩側大腦之興奮

性，於侷限誘發療法治療後能回復平衡，且

其動作皮質區之活化模式也能趨於正常化，

證實侷限誘發療法能誘發神經塑性、促進功

能性大腦重組，以引發動作進步。

二、上肢雙側訓練

上肢雙側訓練為雙手同時執行相同的動

作，如：鏡像對稱性或交替性之動作，此種

療法對中風情形嚴重的患者特別有效。治療

原理為透過大腦半球間相連的神經通道，藉

著健側手的動作來引發患側手的動作。

上肢雙側訓練可分為以下幾種型式：

雙側機械輔助訓練、主動—被動雙側動作訓

練、雙側等運動學型態訓練、節律性聽覺指

引之雙側上肢訓練和雙側動作訓練合併神經

肌肉刺激。治療時間為每日15分鐘至1.5小

時，期間為4週到8週。

研究顯示，各種類的上肢雙側訓練皆可

做為動作不同損傷程度中風患者的有效復健

訓練，可改善病患患肢動作控制、日常生活

功能、腦部神經活化等方面。其中，雙側機

械協助訓練，患側手可藉由機械手臂之協助

完成動作，較適合用於重度動作受損病患；

主動—被動雙側動作治療，可由健側手主動

之動作，藉由機器帶動患側手的被動動作，

但因此治療為針對手腕之關節活動，故較適

合用於中度動作受損病患；雙側等運動學型

態訓練、節律性聽覺指引之雙側上肢訓練、

雙側動作訓練合併神經肌肉刺激，因需要雙

手主動同時執行活動，較適用於輕、中度動

作受損病患。

三、任務導向的治療模式

任務導向的治療模式以動作控制理論為

基礎，並結合環境與動態系統理論；其假設

為動作的執行是需經由個人、任務、環境三

方面互動之後而呈現。此模式治療長度介於2

至12週之間，以4週為最常見，每週接受任務

訓練3至5天，每次治療約30至60分鐘。

治療時使用功能性任務來訓練患者患

肢，例如伸手及物、抓握及日常生活的活動

等，並考慮到身體各系統的交互作用－包括

骨骼肌肉、知覺、認知及神經系統等，依患

者患肢的能力來調整活動難度及環境，以促

進理想的動作表現，並培養患者面對不同的

動作情境，可自行發展出最佳的動作模式。

任務導向治療模式用於慢性的中風患者

時，相對於用於急性或亞急性中風患者較能

在患肢動作能力／功能、腦部重組以及日常

生活功能產生顯著的進步。相對於特定任務

的訓練法，此法所習得的能力較能類化至其

他的功能性活動，但對特定活動所需的動作

技巧較無明顯的成效。由於該模式的優點可

讓患者面對不熟悉的動作要求時，有能力發

展解決模式，有利於提高患者的功能表現與

回歸家庭與社會的能力，因而較受歡迎與被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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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研究者為增進訓練的療效，

嘗試將任務導向治療模式和其他治療模式

（例如：功能性電刺激及侷限誘發療法等）

合併。結果顯示合併式的治療亦可增進中風

患肢動作能力、動作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的

恢復，且療效甚至更優於單一的任務導向治

療。

四、機器輔助訓練

此種療法使用機械手臂當做治療的工

具，訓練內容是讓患者患側手抓住機械手臂

或患側手包覆在機器之外骨骼中，以機械手

臂引導患側手的動作並提供感覺動作之回

饋，讓患者即時了解動作的缺失。此方法可

讓治療師同時監督多位患者接受訓練，而患

者也可在治療師開出處方後，自行練習。治

療理論機制包括動作學習理論及使用性腦重

塑。根據動作學習理論，欲改善動作技巧並

促進動作再學習，需大量重複練習特定的動

作。此外，機器輔助訓練所提供之密集性復

健治療可使腦中動作皮質產生使用性的腦重

塑。

治療期間多為3到4週，每次約20分鐘

至1.5小時。因機器的種類和提供之模式眾

多（可依訓練肢體數目、部位、病患主動參

與程度及結合不同感覺輸入做分類），可適

用於各種動作損傷程度之中風病患。整體而

言，機器輔助訓練對中風患者有顯著的療

效，主要包括患肢動作損傷、動作功能、動

作表現和肌力等，但對於改善日常生活功能

之療效不明顯。建議可搭配功能性任務訓

練，以增進病患將療效概化至日常生活。而

對於中至重度動作損傷患者，機器輔助訓練

可協助患者患肢完成動作，以幫助其建立基

本的動作技巧以改善其動作能力；對於輕度

動作損傷之患者，也可提供較困難的阻力模

式、遠端肢體訓練或加長治療時間，以幫助

患者患肢獲得較複雜之技巧。

五、鏡像治療

此種療法是利用鏡子提供患者正確的視

覺回饋，治療方式如下：將一面鏡子置放於

患者前方桌子上，並將鏡子擺放於患者身體

中央矢狀面的位置，鏡子的反射面朝向健側

手，而將患側手置於鏡子的背面，使患者無

法直接觀察到患側手，要求患者的雙側手同

時做出動作，且患者需將注意力放在鏡子中

反射的健側手上，觀察鏡子反射的動作，想

像成是患側手做出的動作，治療活動可分為

及物動作、不及物動作。進行鏡像治療時，

同時合併進行功能性訓練，共治療4週。

此種療法可運用在輕、中、重度癱瘓

的中風患者，而此治療亦適合運用在感覺缺

失的中風患者上，若中風患者同時合併有複

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complex region pain 

syndrome, CRPS），鏡像治療則可以改善患者

疼痛的現象。

治療原理為透過給予正確的視覺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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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較差的體感覺回

饋，並要求患者同

時做出對稱的雙手運

動，進而達到改善患

肢動作功能、感覺功

能的效果。

此療法可增進

中風患者患肢關節

角度、握力、動作功

能、減低疼痛感、改

善半側忽略，對日常

生活活動表現亦有所

助益，並可增加腦部的活化。

六、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是指使用電腦創造的虛幻情境

來協助復建，可讓人身歷其境與其互動，並

可依照病患的個別需求，提供符合個人能力

的任務以及適當的回饋。

虛擬實境在動作復健的應用，主要是

基於動作學習的原理，包含使個案具有強烈

動機、給予重複練習機會以及提供適當的回

饋。要能成功學習某個動作技巧，必須設定

適當的目標，因此患者具有強烈動機，才會

產生較好的學習效果；配合患肢重複練習，

可以促進大腦皮質的重組；此外，訓練受損

的動作時，若能加上各種感覺回饋，則會造

成較多大腦皮質及皮質下區域的活化。

虛擬實境治療運用在動作訓練時主要採

用四大類的方法，

分別為模仿學習、

虛擬觸覺回饋、強

化回饋、增加練習

與重複的次數。模

仿學習的方式是由

病患觀察虛擬導師

的示範動作，並跟

著做動作；虛擬觸

覺回饋的訓練方式

強調觸覺訊息，來

訓練動作的協調；

強化回饋是藉著設定動作的標準，以提供有

關動作品質的訊息以及錯誤動作的提示訊

息，來促進動作復原；增加練習和重複次數

的模式是採用密集訓練以增進動作復原。虛

擬實境治療的時間一般為每天1至1.5小時，每

週3至5天，共2至6週的密集訓練。研究指出

虛擬實境治療對輕度及中度損傷中風病患效

果較佳，療效主要在患肢動作表現、動作基

本能力及動作功能方面。

七、漸進式阻力訓練

漸進式阻力訓練的原則為在肌肉疲勞之

前，重複地進行少量但足夠的阻力性運動，

當患者力量增加時可逐漸增加阻力，並在運

動中容許足夠的休息以恢復體力。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院，本法有一定的實

施準則：每次訓練含1到3回合，一回合含8

作者近照

（2010年至美國佛羅里達州Orlando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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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次最大重複力量（repetition maximum, 

RM，即使用百分之百的肌肉力量執行一次）

的收縮，每週訓練2至3天，至少訓練4週。

而所提供的阻力大小則必須能使患者在一回

合中使用所有可用的關節活動角度，並負重

（即對抗阻力）重複8至12次肌肉收縮。一般

是2週調整一次阻力。介入內容除了患肢力量

訓練之外，也可合併提供上肢關節活動度及

耐力訓練。

漸進式阻力訓練的發展原先是為了改善

中風患者常見之患肢肌肉無力的問題，研究

結果顯示此訓練方法可顯著增加患側及健側

肢體的肌肉力量及關節活動度，且並無產生

肌肉張力增加的現象。然而，肌肉力量的增

加、改善日常生活功能及生活參與程度之間

的關係仍需多加探討。近年來有學者開始將

此訓練方法與功能及任務導向的訓練合併，

使此法更符合日常生活功能上的使用。在適

用患者族群方面，相較於任務相關訓練，漸

進式阻力訓練對於輕度損傷中風患者有更佳

的療效；但對於重度損傷中風患者的療效則

較不佳。

八、（功能性）電刺激療法

電刺激療法的治療方式是讓患者在從事

功能性活動時，接受某特定上肢肌肉的電刺

激，以協助功能性活動的完成，因此，功能

性電刺激主要有兩種效果，一為輔助活動完

成，另一則有治療性的目的。

功能性電刺激主要依據「動作再學習」

理論，認為中風患者患肢從事目標導向的活

動且重複動作訓練時，能強化患側的動作再

學習，進而促進大腦功能性的重整；當從事

目標導向的活動，並同時給予功能性電刺激

於患肢周邊神經或運動神經進入肌肉處，則

可增進患肢動作再學習的歷程，且有利於活

化腦內感覺及動作皮質區。

功能性電刺激可用於因偏癱而無法使用

動作再學習技巧的中風患者，針對輕、中度

偏癱的中風患者，效果較佳。治療方式為：

穿戴提供電刺激的儀器，針對活動需求的特

定肌肉給予電刺激，並同時進行功能性或日

常生活活動練習，共治療4週。除在治療室使

用外，亦可在治療師的指導下，於居家進行

日常生活活動時使用電刺激儀器。研究結果

顯示在患肢肌肉力氣及抓握功能的表現都有

顯著的改善，或在推輪椅的過程中，患側上

肢表現更加改善，並有助於動作控制。

以上所介紹的8種治療方法為目前上肢復

健中，較為大家所倡導者，其方法可以依個

案的情況與需要搭配使用，或依個案的進步

情形變換不同的治療模式，以達到患者復原

情形最佳化的目標。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90年

畢業，現為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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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及Friedland的

醫學史上十大發現（五）

文／許清曉

Ja m e s  Wa t s o n

（James Dewey 

Watson, 1928-）的

祖先於1840年左右

從英國來到美國芝

加哥。父親是生意

人。小時對鳥類很

有興趣， 1 5歲時

進入University of Chicago。1946年讀到Erwin 

Schroedinger（1887-1961，德國的理論物理

學家，因為quantum mech-anics, Schroedinger 

equation得到1933年物理Nobel Prize）的書

“What is life?＂（1944年討論很創新的遺

傳基因分子概念的熱門小說）開始對遺傳

學有興趣。19歲得到動物學B.Sc.學位，之

後Harvard, Caltech都沒有錄取他為graduate 

student，於是到Indiana University，23歲時

修得動物學Ph.D.。在Indiana University，他

深受Hermann Joseph Muller，以及Salvadore 

E. Luria等學者的影響。（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美國遺傳學家，於1946

年因為發現X光會導致遺傳基因變異，被頒

Nobel Prize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production 

of mutations by means of X-ray irradiation”。）

（Salvadore E. Luria, 1912-1991，義大利的醫

學者，1940年到美國，1943-1950年在Indiana 

University，後到University of Illinois, MIT,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1947年歸

化美國籍。1969年和Max Delbruck, Alfred D. 

Hershey三人共同被頒Nobel Prize –“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repli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viruses”。）Watson

的博士論文是由Luria指導的“The effect of 

hard X-rays on bacteriophage multiplication＂。

1 9 5 1年，即他在哥本哈根一年之後聽到

M a u r i c e  Wi l k i n s演講D N A結晶的X - r a y 

diffraction，深感興趣，經Luria的介紹，到

Cavendish Laboratory開始和Crick一起工作。

1953年發表DNA結構的文章，1956年進入哈

佛大學Biology Department任教，1961年升為

professor，其間研究建立messenger RNA的

觀念。他同時又掌管NY Long Island的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扶起其

搖搖欲墜的經濟狀況，又加強研究工作。迄

今已有四千位以上的學者到CSHL工作過。

Cancer gene就是首次在CSHL被發現。1988年

他當NIH Human Genome Project的Associate 

Director，一年後成為Director，到1992年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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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以口不擇言的個性，常常引起社會爭

論，也因為有關非洲人智力的發言，從CSHL

辭職。他未婚，喜歡鳥類觀察及散步。

1951年11月，Wilkins靠Raymond Gosling

（1926-，是Franklin的Ph.D.學生），Herbert 

Wilson（1929-2008，也是Randall團隊一員）

等的合作，及Alex Stokes（Alexander Rawson 

Stokes，1919-2003，物理學家）對DNA X-ray 

crystallography的數學演算，已經瞭解DNA有

螺旋狀的結構（helical structure），他將此

結果告知Crick和Watson。以後Crick和Watson

兩人經過多次錯誤，最後模擬出DNA的結

構：它是有兩條phosphate and sugar 形成的鍊

（backbone），呈梯狀平行地結合；兩條鍊之

間的結合是由一條鍊的adenine (A)配上對面一

條鍊上的thymine (T)；guanine (G)則和cytosine 

(C)相配，兩對分子間以hydrogen bonds結合、

扭轉，成為所謂的double helix（雙螺旋）

形狀（Watson-Crick model）。一條鍊上可

有多數的A、T、G、C接到sugar-phosphate 

backbone。因為A、T、G、C的數目、次序

（sequence）可以變化，有無數的不同組合，

而造成不同的DNA。在細胞分裂一

成為二時，一個double helix兩條鍊

之間的hydrogen bond會分解成兩條

單鍊，而兩個單條的鍊各自有模型

（template）的功能，招募必需的成

分，各自形成另一條（子）double 

helix。因此一個細胞分裂為二時，

一個DNA也會繁殖成相同的兩個

（子）DNA。以後各個不同的DNA

又經過RNA的處理，傳遞訊息，製

造出無數生物體內不同的蛋白質。

1962年Watson, Crick和Wilkins共同獲得

Nobel Prize –“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living 

material”。

F r a n k l i n因癌症早逝，沒有被考慮。

（Nobel Prize是只給生存的學者，又每一項

只限定最多三人分享）。其實Stokes, Gosling, 

Wilson都有重要的貢獻。在Watson and Crick

發表他們第一篇DNA論文時，為了要同時認

知Franklin, Stokes, Wilson, Gosling等人的貢

獻，Watson和Crick同意由Wilkins, Stokes, and 

Wilson及Franklin and Gosling等人也各自發表

一篇，共三篇，發表在1953年同一期 Nature

上。如下：

（1）“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Watson J.D. and Crick F.H.C. 

Nature 171, 737-738 (1953).（這篇是

DNA發現的第一篇文章，報告Watson-

Crick model, the double helical structure 

of DNA, that “suggests a possible cop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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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2）“Molecular Structure of Deoxypentose 

Nucleic Acids.” Wilkins M. H. F., Stokes 

A.R. and Wilson H. R. Nature 171, 738- 

740 (1953).

（3）“Molecular Configuration in Sodium 

Thymonucleate.” Franklin R. and Gosling 

R.G. Nature 171, 740-741 (1953).

DNA是製造細胞內所有蛋白質、酵素的

原始模型，決定每一個人特質的基本結構。

這個結構的揭曉，奠定了以後從分子觀點研

究基因學的基礎，被稱為是生命的奧秘，20

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發現。

1993年King’s College為了紀念DNA論

文發表40週年，在Strand Campus為Franklin, 

Gosling, Stokes, Wilson and Wilkins的DNA x-ray 

diffraction studies列名立碑。2000年King’s 

College命名新的Franklin-Wilkins Building，以

紀念兩人的功績。

後記

這篇簡介並不是原書的摘譯，而是根據

作者所選出的十位最有貢獻者，查詢網路上

各種文章得來的資料，整理而成。資料來源

的網頁並沒有一一抄錄，因為內容幾乎都來

自“google search＂前面一頁的文章，再深入

搜尋相關人物、事蹟。內文的各種年代、數

字、事實，都是經嚴格數次查驗才記載的。

原書的Preview（預展）登在下列網站，也做

參考。[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k4O1

H3JdwyMC&dq=Medicine's+10+greatest+disco

veries&printsec=frontcover&source=bn&hl=en&

ei=2A8JTK_5GYK88gbItK3AAQ&sa=X&oi=bo

ok_result&ct=result&resnum=4&ved=0CBgQ6A

EwAw#v=onepage&q=Medicine's%2010%20gre

atest%20discoveries&f=false]

史上重要的醫學發現很多，從歷年來得

過諾貝爾獎的項目就看得出。Friedman and 

Friedland選出的以上十項，各個確是開創一大

片醫學領域的重大進展。

近幾十年來，一項大規模的研究需要

很多人合作，又社會上對「公平」的觀念增

強，因而這本書（雖然對每一位有貢獻的人

都會詳細討論）只選一人為「封面人物」總

是感覺不妥。固然人類有崇拜一位英雄的

傾向，在一本書上要推崇導致歷史性大發現

的人物，不必有人數的限制吧。Penicillin的

發現，Fleming本人也說，有Florey、Chain

等人的努力才會有以後救回無數人命的抗

生素的發展；Sir Henry Harris在1998年也道

出：“Without Fleming, no Chain or Florey; 

without Florey, no Heatley; without Heatley, no 

penicillin.＂。至於DNA的發現，是一系列

的進展。到最後，Crick認為發現double helix 

m o d e l只是時間的問題，遲早都會被人發

現。Watson和Crick當然是想出了詳細的DNA

結構，但Wilkins, Franklin, Stokes, Gosling, 

Wilson等人都是重要的工作人員。書中這十項

章節的標題宜用「發現」為主題，後面再列

出直接有關的貢獻者。

不過並不是每一新構想都可要求credit。

英國著名的polymath Sir Francis Galton主張：

榮譽是屬於將新構想徹底推動，使世人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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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In science, credit goes to the man who 

convinces the world, not the man to whom the 

idea first occurs.”（Sir Francis Galton: 1822- 

1911，人類學家、優生學家、熱帶探險家、

地理學家、發明家、氣象學家、遺傳學家、

心理測驗學家，又是統計學家—統計學的

correlation, 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的觀念

就是他首創的；又研究出智力的遺傳，及頭

的大小和智力無關等現在的常識。是Charles 

Darwin的half cousin。1909年受爵位。）

其實，如果新構想附有足夠數據，展示

其可行性、可再現性（reproducibility），相信

都會被授予credit；至於能分到多少的credit，

則新構想或其證明的新穎度、困難度、複雜

度、對社會人群的貢獻度，也應該都是考量

之內。只要科學界沒有古羅馬鬥技場時代，

對一項發展有貢獻的人物都應該受到該有的

榮譽，沒有必要你死我活地選出唯一受獎人

物的觀念。

在研究過程中，一位科學家，一定要

熟悉作業細節、有尖銳的觀察力、有強烈好

奇心、能夠發覺小小不尋常現象，更認出其

重要性，又能設法堅持追究到底，才會有大

的成就。記得過去有一篇文章，分析歷來科

學家的大發現，多半是在二十、三十多歲，

開始研究不久［註］；且有半數是偶然的。

又，回顧上提到眾多古今各方面的偉大學者

生平，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他們幾乎每一

位，在其他研究工作上都有很可觀的成績。

看來除了「智力」的遺傳之外，觀察力、創

意、不怕被批評異常、敢於堅持等特質，可

能也是每位天生的、或是小時就養成的「性

格」。實際上，不僅要有這種「性格」，

「際遇」更是使這種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際遇」有某些部分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以

及好的EQ（emotional quotient），不過有時確

實是力不從心，天不時與。「性格」及「際

遇」我們自己多半難以掌控或改變，其餘

的，我們還可以盡人事。

人都在為成功而努力，想留下好名聲。

對能夠順利成功者，我們應該出聲給予最大

的讚賞、祝福與鼓勵，不過不一定每一個人

都能功成名立。最近讀到一篇美國倫理學家

Michael Josephson的一首很熱門的詩：“Live 

a life that matters＂，應該可以共享。原文相

當長（網路上可以查到），所以抄下中文翻

譯「有意義的人生」的後半段於下，作為結

語：

「『人生』中什麼事情是重要的？人

的價值要如何衡量？重要的不是購買什麼，

而是建造什麼；不是得到什麼，而是給了什

麼。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做了哪些

有意義的事。重要的不是自己學到什麼，而

是教導了別人什麼。重要的是對每件事使盡

全力、心懷悲憫、充滿勇氣或奉獻犧牲，讓

其他人因此更富裕、更有能力或受到鼓舞。

註：研究的新發現多半出在比較年輕、剛出道不久者的一個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行政工

作分心、還不必擔憂研究經費的維繫，也還沒有逐漸增加的養家育子壓力的關係，而可以專心

於研究工作的細節及新構想，或學習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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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優良的品格。重要的

不是認識多少人，而是走後能讓多少人深深

懷念。重要的不是留下聲名，而是在愛您的

人心中留有多少回憶。重要的是能留在人們

記憶中的時間有多長，是什麼樣的作為使人

難以忘懷。快樂的生活並非來自偶然，也非

命中註定，而是自己一連串的選擇。選擇有

意義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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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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臺灣大學傳統醫學研究社
暑期醫療服務隊成果報告

文／張楷杰

富里鄉簡介

富里鄉的地理位置在花東縱谷的中間，

鄉境的西側是中央山脈，東邊有海岸山脈。

秀姑巒溪與卑南溪在鄉境的南端分水而流。

因為山谷型的氣候溫濕而穩定，鄉內的沖積

平原都已被開闢成阡陌橫亙的良田。富里鄉

人口外流嚴重僅餘一萬二仟人，鄉內居民以

農民居多，為台灣東部的農業精華區。就三

階段年齡結構而言，富里鄉0-14歲的幼年人口

佔20.1%，15-64歲有業人口佔69.7%，65歲以

上老年人口佔10.2%。原住民以阿美族較多。

富里鄉目前並無醫院及診所，衛生所負責巡

迴醫療，在全鄉共設有三個衛生室。

富里鄉共有13個村，其發展程度並不盡

相同，以鄉中心的富里村最為繁榮，而較遠

離者如吳江村、豐南村則較少開發。在這13

個村中包含了8個原住民部落，由北至南包

括安通、吳江、萬寧、復興、東興、學田、

富南、豐南等，本次義診將本著服務原住民

的精神，前往這些部落進行家訪與義診的工

作。

隊長的話

本次出隊選擇花蓮縣富里鄉。以下將稍

微簡介本次出隊的一些背景，提供在出隊時

能夠對當地情況與活動內容有基本的概念。

首先是地點的選擇―我們嘗試到一個未

曾出過隊的所在―花蓮縣富里鄉。富里鄉是

一只有衛生所之無醫鄉與平地原住民鄉，為

醫療資源缺乏之偏遠地區，本服務隊將提供

當地民眾義診服務與正確之醫療衛生觀念，

並透過醫療與衛生教育活動，使本服務隊之

參與者了解基層醫療，並培養關懷社會，服

務大眾之精神。此外由於當地中醫與物理治

療的資源更加稀少，本次家訪將透過所謂公

衛KAP的模式，即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等三個元素，評估當地居民對於中醫與物理

治療的接受度，並同時施予簡單衛教。目的

有二，其一為本項結果將呈現給花蓮縣與中

醫或物理治療相關機構，並提供他們設置醫

療點的參考；另外，若來年再次家訪，即可

以重現一樣的問題，並評估經過我們這次的

衛教家訪，居民的中醫、物治衛生常識是否

有增加。

其次，今年延續著去年廣受好評的農忙

活動。城市的孩子往往不會知道稻田耕作的

流程，因此本活動將透過富里農會分配其旗

下的農戶，幫忙稻田的收割與維護。當然，

本活動其實最終目的仍然是透過參與當地居

民的一般活動，進而了解其在工作時會有哪

些影響健康的危險因子。本次服務隊增設了

物理治療組，就是為了許多的農戶在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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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跌打損傷所作的準備。最後是今年的

衛教營。本次衛教營將在富里國小舉辦，小

朋友的人數比較多，因此活動的舉辦便更加

盛大、更加多采多姿。而前所未有的晚會活

動，更為傳醫服務隊添增活潑的新氣象。

隊務概況

甲、營隊宗旨

一、富里鄉是一只有衛生所之無醫鄉與平地

原住民鄉，為醫療資源缺乏之偏遠地

區，本服務隊將提供當地民眾義診服務

與正確之醫療衛生觀念。

二、透過醫療與衛生教育活動，使本服務隊

之參與者了解基層醫療，並培養關懷社

會，服務大眾之精神。

三、與富里鄉鄉公所民原課、衛生所及農會

合作，推動當地原住民文化、衛生教育

與農業經營之發展與宣傳。

乙、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傳統醫學研究社

丙、輔導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課外活動組

醫學院學務分處

丁、服務時間

民國99年7月3日至7月10日

戊、服務地點

花蓮縣富里鄉

己、活動內容

一、義診（西醫、中醫、物理治療）

二、家庭訪視

三、學童及成人衛生教育

四、營隊活動

五、農忙訪談活動

庚、工作人員及分組

一、領隊：梁繼權醫師（臺大醫院家庭醫學

部主治醫師暨家庭醫業科主任、臺大醫

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

二、榮譽指導老師：李龍騰醫師（臺大醫院

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暨社區照護科主

任、臺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副教授）

三、社團指導老師：王維典醫師（臺大醫院

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社會

醫學科講師）

四、家庭訪視與健康調查指導老師：黃俊豪

老師（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

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五、診點與隨隊醫師

7月6日 7月7日 7月8日 7月9日

診點一 吳江／安通 學田 馬加祿 豐南

西醫師 劉文俊醫師 陳乃涓醫師 陳乃涓醫師 莊志明醫師

中醫師 連慧香醫師 連慧香醫師 申一中醫師 許中嚴醫師

診點二 萬寧 復興 東興

西醫師 梁繼權醫師 王安怡醫師 王安怡醫師

中醫師 陳泰安醫師 陳泰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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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隊心得

很久以前曾經問過一個親戚，他在大學

時除了讀書外，還做了什麼、留下了什麼。

我記得當時得到的答案並不是太讓人滿意。

但是回到自己身上，唸大學已經五年，原本

以為可能也會不帶走一片雲彩，卻因為服務

隊，讓這一切有了變化。

在籌辦服務隊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值

得回憶的經驗，台大醫院地下四樓的迷宮都

被我摸透了，公文的跑法也令人印象深刻，

也跟這屆可愛的學弟妹交情不錯，幾次場勘

之下開車技術也磨鍊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

要問這次服務隊到底算不算成功，就某些方

面，還得不到答案。我們的衛生教育在小學

與各村里之間會不會有發酵，還是就只是單

純的過客，要看來年有機會的話再做評估方

能得知。但是至少，在這出隊的六十幾個人

之中，也許有些人能夠體會到什麼、學習到

什麼，或者最少最少，大家開心地過完了這

一週的隊期，對我來說就已經滿足了。

※本活動部分經費由景福基金會贊助。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六年級學生，為傳醫社

第37屆服務隊隊長）

台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研究所）徵主任（所長）：

一、資　　格：（1）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2）年齡未滿62歲。
　　　　　　　（3）具提昇生化暨分生所未來發展之能力。
二、檢具資料：（1） 詳細履歷表，包括學、經歷、榮譽、服務及論文著作

目錄。

　　　　　　　（2）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信。
　　　　　　　（3）被推薦人同意書。
　　　　　　　（4）教學研究發展理念。
截止日期：100年5月25日下午5時前（以送達為憑）。
地　　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九樓907室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主任（所長）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12-3456 分機 88227
傳　　真：(02)2391-5295
電子信箱：bioche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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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1962年班畢業同學會

文／林子淳

在
葉思雅及夫人張信惠的精心安排下，於

2010年9月6日到9月13日，舉辦了連續

2009年6月、9月的第三次同學會。我們美國

同學會最初由李鍾祥於1982年主辦，後由蘇

承邦、李明亮、葉思雅、吳忠修、謝炎堯、

黃碩文、丁兆治、郭芳頂、林子淳主辦過。

在台同學也有多次聚會，最近一次是2010年6

月在屏東舉行。

這次在美的同學會從9月6日至10日是從

Long Beach harbor到Mexico五天的cruise。去

了兩個地方，Santa Catalina Island（加州）

及Ensenada（Mexico），其中有一處海浪在

海邊懸崖衝激的水柱很壯觀。我們在cruise 

ship上有一次三小時，由吳忠修主講的

Health Forum及氣功的講述及演練，黃

碩文講了他練太極拳的經驗及心得，楊

文光說明了他以 immunology之方法治

療glioblastoma multiforme成功的經驗，

黃元統講了很多治療內科疾病的經驗。

忠修說練氣功主要是注意呼吸的調適及

under peaceful mind，其動作可以自由

發揮，不必像太極一樣，有特定的連續

動作必須記憶，是一種放鬆型的運動，

長期做可以improve immune system to 

prevent disease & speed up its recovery。

9月10日起是陸上的部分，首先在10日

晚於San Gabriel之Hilton Hotel有banquet，由

下午6點開始，有18位同學及夫人參加，加

上三位往生同學的夫人，一起有36位之多。

在banquet之後有自我介紹，各位都講了過去

48年的精彩、有趣、心酸、高低潮的故事，

一直到午夜12點，真是破了同學會的紀錄。

莊徵舜及賴景昂是48年來第一次參加，莊徵

舜、黃元統、黃中正還在full time practice老

當益壯，葉思仲、賴景昂、李明亮、黃碩文

是part time。李明亮講他在美教書，回台灣

創立慈濟醫學院，當衛生署長，以及現在走

上international health，幫助達賴喇嘛在印度

攝於Carnival 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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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健康維護系統。吳春雄在去年心臟by- 

pass surgery後恢復很好，很健談。楊文光講

了他brain malignant gliomas treatment之研究

及感謝他今年失去夫人後，同學對他的關懷

及支持。他繼續做他與夫人一起在中國醫藥

大學的研究工作。何坤錚是opera的愛好者，

常與葉思雅、吳春雄、馬作忠、丁兆治、黃

碩文、黃元統、黃文哲、劉鑄文、蔡衍泰、

吳忠修、曾文涵、蔡智民、葉思仲、蘇承

邦、周伍梅、楊文光、謝炎堯、吳春雄、林

子淳等在我們的Groups e-mail（NTUMC62@

yahoogroups.com）上討論opera及其他topics，

並上傳新舊照片大家一起欣賞歲月變遷在大

家臉上的變化，等於是隨時的網上同學會―

已有40位同學在其中。

蘇承邦是我們班上最熱心的同學會主

辦人，已退休，享受go l f人生。吳忠修從

Jefferson Medical School退休以後，還是研究

不斷，他主持的Health Forum就是他博學多

聞的具體表現，大家受益良多，他已製作了

一百多套各種documentaries之DVDs。陳芳

容于minor stroke後行動有些不便，但

她也快樂地來參加。葉思雅夫人也一

樣，但也熱心辦理這一次同學會。他

們兩對在旅遊中互相扶持的情景令人

感動。陳素瓊已從St. Louis University

退休與先生林秀三學長來參加，許郡

安及夫人是常常由台來美參加同學會

的，他一來就有很多笑話可欣賞，曾

文涵一樣是熱衷於pictures & videos 

taking，這一次從New Jersey之家駕

車，一人用了八天的時間來到L o s 

Angeles參加同學會，同時把車子搬過來。黃

中正在旅行中，還接他病人的電話，真的很

關心他的病人。

石岫、蔡炳照及林燦煌的夫人，也各

自講述她們失去先生的前前後後，很感動人

心，也觸動了對三位同學的懷念。我帶去了

過去很多同學會的照片，大家看了很珍惜，

那時我們好年輕喔！

9月11日我們36人都到葉思雅夫婦家去訪

問，他們家中充滿了opera records，cassettes及

DVDs，有二處音響設備，又招待大家享受午

餐，思雅在Albert Einstein Medical Center婦產

科主任退休後忙於古典音樂尤其是歌劇欣賞

之促進、台灣人加州社團工作及北美洲台灣

人醫師會及義診的工作，今又開始忙於台美

人宗教研習會―各種宗教的對話、溝通以促

進各種和平。

9月12日去Santa Barbara玩，訪視了仍在

使用中的old court house及Solvang（Denmark 

Town）。車上大家講笑話及清唱，葉思雅

尤其出色，我都錄在我的camcorder中，我也

攝於San Gabriel Hilton Hotel (i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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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了很多相片及videos，將轉成slide show及

video的DVD給參加的同學作紀念，可回味無

窮！San Gabriel是台灣人聚集的地方，可以喝

到永和豆漿及其他台灣美食，很像在台灣的

生活方式。

我們都很感謝葉思雅夫婦盡心盡力的

安排及招待！葉思雅及大家都認為我們年近

75歲的老同學，要把握我們尚能行動自由的

時候，每年都舉行同學會。希望明年有人接

棒，李明亮及謝炎堯（常來美參加同學會）

已決定辦理2012年50週年reunion於12月台

大景福校友會返校日，在台北母院舉行，到

時必定會請1962年班醫科同學們多多參加慶

祝，共襄盛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退休於美國

馬利蘭州）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藥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以上教師2名

一、應徵資格：（1）具有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以心血管及神經科學為優先）
　　　　　　　（2）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3）具有獨立研究能力及藥理學相關教學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含紙本及電子檔光碟一份）

　　　　　　　（1） 詳細履歷表及自傳（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重要獲獎記錄及
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過去教學及研究成果大綱
　　　　　　　（3）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4）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5）近五年內著作目錄（請附電子檔，含抽印本或論文）

三、截止日期：100年6月30日（送達日期）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十一樓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傳　　真：886-2-23915602, 886-2-23915297
　　E-mail：pharm@ntu.edu.tw

五、預定起聘日期：101年2月1日

備註：

1、 有關履歷表、著作目錄、教學及研究計畫書等之格式，請參考本校醫學院專任教師聘任
之表格撰寫，請至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下載相關表格。

2、相關研究獎勵辦法：http://homepage.ntu.edu.tw/~pers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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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四十週年紀念

—職能治療學系的成長

文／薛漪平

去
年適逢醫學院裡最年輕的學系—職能治

療學系成立四十週年，我負責紀念專

刊的編輯，有機會訪問到連倚南教授及其他

幾位前系主任，從他們的口述中瞭解職能治

療學系四十年前的創系經過，再加上系史資

料，遂整理完成職治系的成立與成長過程紀

錄，今簡述如下與大家分享。

民國51年台大醫院成立「物理治療復健

部」，由當時院長邱仕榮兼代主任，實際業

務則由骨科出身，後至美國學習復健醫療二

年回國的黃申生醫師負責，而由於黃醫師的

骨科背景，讓開刀手術佔據了黃醫師的大部

分時間，院方便希望復健部能再增加另一名

主治醫師協助工作，因此內科出身的連倚南

醫師便在邱仕榮院長的邀請下，於民國55年

完成了台大醫院內科總住院醫師的訓練後，

轉到復健部工作，隔年10月就出國學習復健

醫學一年，以準備未來投入復健醫療的領

域。

在那幾年間適逢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有計畫地在東南亞國家推展復健醫

學，民國52年WHO便與台灣當時的內政部衛

生司簽約，要協助台灣建立復健醫療體系，

願意派遣專業人員來台協助教學，並提供獎

學金資助復健醫療相關人員遠赴國外進修，

以培育復健醫學之師資與提升醫療水準，此

合約交由臺大醫學院來執行，因此連醫師就

是拿WHO提供的獎學金出國留學的。

民國55年年底，WHO派了奧地利籍顧問

Dr. Pirker（復健醫師）來評估台灣復健醫療狀

況，並提出建議，但苦於復健相關系所還未

成立，Dr. Pirker只待了半年便離開。隨後，

WHO又派英國籍的物理治療師Mr. Jacques來

台協助指導訓練當時從事物理治療的人員，

並著手擬訂了為期三年的物理治療人員教育

方案與課程。由於三年制的學系課程不符合

台灣的大學教育規定，後經過連醫師的修

訂，便成為物理治療一開始成立時的大學部

課程。為縮短成立學系審查的時間，醫學院

於民國56年醫技系之下成立物理治療組，同

年夏天，物理治療組開始招收學生。由於當

時師資不足只有連醫師及Mr. Jacques任教，故

醫學院決定職能治療組延緩三年再成立，以

免無法負擔教學工作。

民國58年時，WHO又先後派遣英籍顧問

Miss Rogers與美籍顧問Miss Hirata前來台大醫

院協助訓練職能治療的工作人員（大多由護

理轉任），同時擬定職能治療的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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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便於翌年9月成立了職能治療組，開

始招收第一屆學生，並與物理治療組合併成

為「復健醫學系」，是醫學院繼醫科（後改

為醫學系）、藥學系、護理系、牙醫學系、

醫事技術學系之後成立的第六個學系，由當

時醫學院院長魏火曜教授兼系主任，而實際

系務則都是連醫師在處理（當時為講師），

系館則設於台大醫院的復健大樓內，與臨床

治療室比鄰而居。民國61到63年期間，美籍

的職能治療師Miss Altland來台擔任復健醫學

系客座副教授，對於職能治療組初期的教育

貢獻卓著，連醫師表示Miss Altland對於學生

的要求都很嚴謹，不容一絲馬虎。同時期由

護理轉任職能治療的陳美津老師（當時為助

教），也在赴美休士頓市之德州女子大學職

能治療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返國，開始協

助職能治療的教學。她並於民國62年升等成

為職能治療組第一位專任講師，從此負責全

組行政業務之推動。除了上述師資，世界衛

生組織顧問菲籍李安紐先生（Mr. Leano）亦

在民國60年至63年間前來復健醫學系協助講

授義肢課程。

民國 6 1年，魏

火曜教授榮任本校教

務長，他所兼任的復

健醫學系系主任之職

便交由新任附設醫院

副院長楊思標教授兼

任。而也在民國61年

台灣退出了聯合國，

63年WHO停止提供

顧問協助，臺大復健

醫學系職能治療組教學的重擔開始完全落在

幾位少數本地老師的身上（一位講師四位助

教），之後隨著首屆畢業生投入教學工作，

才讓復健醫學系職治組的師資問題稍稍緩

解。而連醫師則在民國62年升等為副教授，

同年9月正式擔任復健醫學系的系主任，連續

二任後因院方規定無法續任，復健醫學系的

系主任便由當時的醫院副院長曾文賓教授兼

任，而實際學系業務仍由連教授繼續主持，

直至民國75年系主任職務交棒給復健部陳秋

芬醫師，連教授才終於結束長達十多年來擔

任主任的辛勞。

其間雖職能治療組的畢業生如蘇瑞芬、

蔡麗娟、陳顯昌等人相繼留在組內協助教

學，使得教學品質得以維持，然而多數之教

師（助教）總因教學及臨床的沉重工作壓力

（當時除了上課以外時間都是臨床服務）及

升遷不易而離職；其餘的畢業生則遍佈台灣

各地醫療院所，投入職能治療的工作行列，

使得本專業服務範圍得以漸漸擴展。民國70

年時，職能治療組的第三屆畢業生羅鈞令系

友，於美國德州女子

大學獲得職能治療碩

士學位後，返回職治

組任教，同年，增聘

第一屆畢業生高麗芷

系友為兼任講師，民

國71年時羅助教獲升

成為職能治療組的第

二位專任講師，隔年

蔡麗娟助教亦獲升為

講師，使職治組終於2010年本系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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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位講師負擔教學工作，然而其餘助教的

流動率卻並未有所改善。

民國75年8月起，系主任之職，由復健

部醫師陳秋芬副教授接任，該年由於陳美津

及蔡麗娟二位資深講師因故相繼離職，使職

治組僅剩羅鈞令一位專任講師及數位新進助

教，組內行政業務便開始由羅鈞令老師負責

協調。因教學人手不足，職治組師生向系主

任陳秋芬洽商解決師資嚴重缺乏的困境，後

由陳主任協調物理治療組的老師協助教授兩

組共同科目，另向院方及校方爭取，故民國

76及77年陸續增聘數位兼任講師及黃小玲助

教，同時邀請多位系友回本組支援授課，終

於渡過難關。當時的醫學院黃伯超院長亦大

力幫忙，他一方面主動透過美國在華醫藥促

進會向國外徵求職能治療客座教師，一方面

鼓勵本系教師出國進修。

民國77年8月，陳秋芬主任因移民日本而

卸任，系主任之職由復健科醫師賴金鑫副教

授接任。78年至80年間陸續聘請學成歸國的

系友黃惠聲、薛漪平、曾美惠及外國客座專

家羅婷媛、Dr. Drake回來任教，從此職治組的

師資才開始逐漸趨於穩定。然而為進一步改

善職治組之教學資源及人力、健全職治組的

專業發展，系主任賴金鑫持續努力爭取，復

健醫學系的兩個組―物理治療組與職能治療

組終於在民國81年8月得以獲准成為兩個獨立

的系，而使「復健醫學系」這個名詞走入歷

史。

獨立設系後，職能治療學系的第一、

二任系主任仍由復健科醫師賴金鑫副教授擔

任，在他與院方積極爭取協調下，民國83年7

月職治系終於得有自己獨立的系館空間（在

此之前系館皆在醫院復健部內），即附設醫

院西址四東二樓。從此逐年增購相關之儀器

設備，使教學研究環境初具規模；師資方面

亦因員額的增加，得以逐年聘請學有專精，

獲碩、博士學位的系友如李文淑、張彧、謝

清麟、毛慧芬、林克忠、潘璦琬等回母系任

教。除此，賴主任任內，使教師的教學與兼

任臨床時數重新調整，教師與醫院治療師的

職責適度劃分，以致本系教師的教學與研究

品質得以逐漸提昇，數位教師在其任內升等

成功，教師的流動率也大幅減緩，從那時起

學系一直維持有十位講師級以上的師資至

今。

民國87年賴主任任期期滿後，由本系資

深教師羅鈞令副教授接任第三任系主任，也

是本系成立28年來第一次由本系系友擔任系

主任職務。在任期間，羅主任積極推動課程

改革，並先後舉辦數次全國性教育研討會，

終於完成較符合國際趨勢、以「職能」為中

心的課程修訂版本。羅主任並努力推動本系

成立碩士班，在民國88年獲本校校務會議通

過此提案，而於民國91年招收第一屆碩士班

學生。

民國90年8月起第四、五任系主任之職

由謝清麟副教授擔任。謝主任深知研究對專

業發展及提升專業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於任

內有多項鼓勵師生及附設醫院職能治療師從

事學術研究的作法，並以身作則帶領全系學

術研究的風氣，他個人則於民國92年獲升

教授，成為全台灣多年來第二位職能治療教

授，而學系教師們發表的論文質與量也開始



校友活動

2011年4月‧第28卷第4期 �1

有很大的進步。謝主任在任內並積極爭取本

系博士班的成立，終在民國95年獲教育部通

過本系成立博士班案，96年開始招收第一屆

博士班學生。而民國95年初，本系脫離醫院

環境搬進了目前公衛大樓四樓的新系館，使

師生都擁有更舒適的教學與研究空間。

林克忠副教授則於民國96年開始接任本

系第六、七任系主任職務迄今。林主任重視

學生意見與活動，在任內增加大三同學加袍

及畢業生撥穗典禮等活動。這幾年間，系內

數位老師又獲選為學校教學傑出或教學優良

教師，本系課程也同時通過世界職能治療師

聯盟、台灣職能治療學會「職能治療專業養

成教育課程」之再審查及教育部高教評鑑，

足見本系主任與教師長年共同努力的成果。

回顧這四十年來，雖職能治療學系遭遇

過不少困境，但都能一一化解危機，在淬練

中站穩腳步，相信未來我們能繼續踩著穩健

的步伐成長，於下一個四十年中有更好的發

展與更亮眼的表現！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83年

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新系館自習區 作者獲教學傑出獎

2011/1/24 張慈恩 NT$50,000

" 萬祥玉 US$500

" 林志明 NT$20,000

2011/3/3 賴玉森、賴林美惠 US$35,000

2011/3/11 溫文昭 NT$50,000

100年1-3月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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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士民

近
年來旅行以色列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

儘管以巴糾紛仍未解決，旅客好像早

已麻木，不再緊張了。我們在10月底參加了

南加州陽光旅行社辦的聖地之旅（Holy Land 

Tour），去以色列玩了九天，覺得很滿意。雖

然來去匆匆，難免走馬看花，但是百聞不如

一見，有些東西確是要親身經歷才能真正體

會的。

我們從洛杉磯飛紐約，改乘以色列航機

去Tel Aviv（特拉維夫）。回來時，我們從Tel 

Aviv直飛LA，飛行時間15小時。以色列航

空的安全檢查有一個特點，在拿登機證前要

經過一位檢查人員的個別問話，旅客應答時

他們很注意觀察旅客的表情，過了這一關以

後，其他的安檢手續都很簡單。

在機上天未破曉就有一大群猶太乘客起

來換穿長袍，長袍不是黑色就是白色，白色

的長袍有不同的花紋。他們手裡捧著一本經

書，開始喃喃念早禱，還不斷點頭。太座好

奇，跑去問他們，不同的長袍有什麼特別意

義，他們說那是表示不同的宗教身份。

以色列的歷史像一部傳奇小說

以色列民族歷史久遠，跟五千年前的古

埃及和Mesopotamia（今日的伊拉克一帶）是

並行的。早期的猶太民族顯然只是一個小部

落，跟Mesopotamia的其他部落雜處，史學家

稱他們為閃族（Semite）。猶太人奉Abraham

為他們的元祖，Abraham出生長大在Ur，在

今日伊拉克南方。Abraham篤信上帝，被上

帝看重，到了年紀相當大的時候，上帝告訴

他搬去西方的迦南（Canaan），就是今天的

以色列，答應賜迦南給他的子孫永遠居住。

Abraham的曾孫Joseph被兄弟出賣給過路人，

流落到埃及，被法老王的侍衛買去做奴隸。

Joseph聰明伶俐，贏得主人的歡心和信任。時

來運轉，有一天，法老王做了一個怪夢，不

能破解，Joseph替他解夢，法老王大悅，賞他

高官職位。剛好迦南發生大飢荒，Joseph不計

前嫌，把他的父母兄弟和族人全部接到埃及

來住。猶太民族從此在埃及紮根壯大，變成

一個大族群，引起法老王不安，終於被降為

奴隸。四百年後，大約公元前15世紀，摩西

率領他的族人出埃及，回去以色列。公元前

1200年從海上來的Philistine人侵占迦南，從

此迦南改名為Palestine巴勒斯坦（Land of the 

Philistines）。

猶太人趕走了侵略者後，建立了一個王

國，國王是Saul。在他的繼承人大衛王（King 

David---1010-970 BC）和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

王（King Solomon---970-930 BC）執政期間是

猶太王國的黃金時代。所羅門王神殿（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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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的興建可以說是所羅門王最偉大的成

就。他死後國勢衰微，王國分裂成二，北國

不久被新興的Assyria併吞，南國Judea支撐到

公元前587年也被東鄰的巴比倫王國消滅，神

殿被毀，猶太人被放逐。幸虧波斯王國適時

而起，征服巴比倫王國，放猶太人回老家。

就在這一段淒風苦雨，猶太民族瀕於滅亡的

危險時期，一群愛國的猶太學者用他們的智

慧，同心協力，編著了一本舊約聖經來團結

猶太人，並鼓舞士氣。這一件破天荒的壯舉

不僅救了猶太民族，更深遠的影響了以後西

方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羅馬帝國興起後擊敗

Judea，編為自治區，猶太王希律（Herod the 

Great）重建並擴大Temple Mount。耶穌在世

的時候是猶太人被羅馬欺壓的苦難時期。不

堪苛政的猶太人常常造反，終於在公元73年

被羅馬徹底消滅，Jerusalem付之一炬，宏偉

的神殿只剩下一片牆壁，所謂西牆（Western 

Wall），又名哭牆（Wailing Wall），因為猶

太人常來這裡向上帝哭訴亡國毀廟之痛。

亡國後的猶太人流落全世界，靠著宗

教信仰，兩千年來保持團結。可是這塊巴勒

斯坦土地在回教崛起後已改頭換面，變成回

教世界，猶太神殿的舊地豎起了一座回教大

寺院。Ottoman Empire衰敗後英國接管巴勒

斯坦，1839年英國的一位猶太人Sir Moses 

Montefiore首先提出猶太人復國的主張，1896

年奧國猶太人Theodore Herzl出版了Jewish 

State一本書，引起全世界猶太人的強烈反應

和共鳴。1946年Menachem Begin帶領的恐怖

份子突擊英國駐在Jerusalem的總部，英國人

死傷幾百人。翌年1947年以色列宣告獨立，

Begin以後也當上了總理大職。回歸的猶太人

擠走了已在當地住了快二千年的巴勒斯坦回

教徒，揭開了棘手的以巴糾紛序幕。

風光明媚的Tel Aviv（特拉維夫）
10月底的Tel Aviv比南加州還暖和，陽光

普照，一片綠意。從遊覽車上遠遠看去，只

見藍綠的海水吻著一排排美麗整齊的海濱大

樓（圖1），我們非常幸運，碰到一位學識豐

富，講解清楚的導遊，名叫Tamar，大約50歲

年紀。她開始介紹這個大都市，Tel Aviv在希

伯來語的意思是Hill of Spring，人口50萬，可

是metropolitan area的人口已有320萬，95%是

猶太人。相比之下，全以色列人口有750萬，

其中猶太人佔75%。這個新都市只有一百年的

歷史，市容乾淨清爽，房子一律是白色。很

多樓房的陽台造型特別，陽台兩側呈圓形，

叫做Bauhaus style，這是1930-1940年代從德

國移民過來的猶太人設計的，他們都是德國

Bauhaus大學建築系的畢業生。 聯合國科教文

組織（UNESCO）把Tel Aviv的Bauhaus建築

Tel Av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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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世界遺產之一。Rabin Square是市中心的

一個小廣場，豎著一個紀念碑，總理Yitzhak 

Rabin於1995年在這裡被暗殺。Tel Aviv的南郊

是兩千年的Jaffa古城，耶穌的大門徒聖彼德曾

經在此傳教。古城歷盡滄桑，不知被摧毀過

多少次，目前的市容是19世紀時重建的，現

在的人口有十萬人。

曾經風光過的Caesarea
離開Tel Aviv後沿著地中海岸向北走，不

久就到了Caesarea。希律大王於公元前29-22

年間在海邊建了這個城市，同時為了自己蓋

了一棟美輪美奐的夏宮。為了討好當時的羅

馬凱撒大帝，特地命名Caesarea。這個海濱

大城曾經繁榮六、七百年，以後經過多次戰

亂，淪為廢墟，到了1940年代才被發現、開

發成一個國家公園。我們先在戲院看了一部

短片，介紹古蹟的發現和保護，然後參觀古

城遺跡。

古城佔地很大，有一座大型的Amphi-

theater，龐大的夏宮臨海而建，氣派非凡。海

潮不斷地拍擊水邊的殘留巨石，好像一聲聲

無奈的嘆息。可以想像當年享盡榮華富貴的

希律大王，站在水榭樓台，對海自我陶醉的

情景。

Bahai教的總部Haifa
我們繼續沿海岸線向北走，經過回教旁

支Druze人住的一個小鎮。Druze來自埃及，

是阿拉伯人，講阿拉伯語，但是從第10世紀

開始，他們的宗教信仰脫離了回教主流。他

們認摩西、耶穌、穆罕莫德為先知，深信

Reincarnation（再生），有自己的宗教節日，

沒有硬性的跪拜規定，不吃豬肉，不喝酒，

不收外來信徒。全世界的Druze人口約有80

萬，定居在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北方。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必當兵，但是Druze男

人必須當兵。辨認Druze人很容易，男的一定

穿黑衣戴白帽。

車子來到Mt Carmel的山腳，迎面是漂

亮的海港大城Haifa，也是以色列的第三大都

市。導遊Tamar是Haifa大學考古系的畢業生，

這裡住了不少Druze人，我們來Haifa主要目

的是要看Bahai教的世界總部。車子開到山頂

上，我們下車，從上面看下來，Bahai Shrine

全景一覽無遺（圖2）。莊嚴華麗的八角形大

廟堂，頂上是金黃色的圓帽塔，廟堂四周圍

的綠茵花園修剪得十全十美。Bahai教的創始

人Bab來自伊朗（1817-1892），宗教的中心思

想是包容性，接受所有的先知，反對任何宗

教的獨佔性，目前全世界Bahai信徒約有七百

萬人。

2 Bahai Shrine, Ha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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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處處的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
從Haifa向內陸開車，約一個小時到達加

利利海（Sea of Galilee）。我們的旅館就在加

利利海西岸的Tiberias（提比利亞），旅館的

四周林木茂密，環境非常優美，從房間的陽

台可以看到海的一角。稍懂基督教歷史的人

都知道，加利利海是耶穌和他的弟子當年活

動最頻繁的地區。

我們首先去鄰近的Tabgha（塔加），參

觀一個由於耶穌行神蹟而出名的地點。聖經

記載，耶穌用五塊麵包和兩條魚餵飽五千個

隨從。第五世紀時基督徒在這個地點蓋了一

間教堂，1980年教堂翻新，命名為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aves and Fishes。加

利利海的魚就是Tilapia（吳郭魚），又名St. 

Peter’s fish。

從Tabgha去Capernum（迦百農）只要

幾分鐘的時間，Capernum是一個寧靜的小村

莊，也是St. Peter的故鄉，耶穌曾經在他家

裡住了三年，現在舊居處的上面蓋了一座教

堂和一個紀念館。紀念館的地板有一塊玻璃

片，看下去，底下是一間斗室，據說是當年

耶穌傳道的講堂。我們也看了就在附近的一

間第四世紀的猶太教堂。接著我們前往著名

的聖地Mount of Beautitudes（八福山），耶穌

在這裡，面海宣讀Sermon on the Mount（登山

寶訓），後來的基督徒在這地點建了這間教

堂Church of the Beautitudes。教堂造型優雅，

看起來很有藝術感。

沿著加利利海西岸向南走，來到一個

小村落，叫做Kibbutz Ginosar。這裡有一間

博物館，展覽一艘從加利利海底撈上來的古

船。船不大，大約只有40英呎的長度。專家

鑑定，小船的年齡是第一世紀前後，也就是

耶穌在世的時代，說不定耶穌和聖彼德還坐

過這艘船呢！博物館看完出來，我們坐車去

海邊，上船遊海。加利利海其實只是一個大

湖，21公里長，9公里寬。湖的面積在耶穌

的時代應該是大得多，近二、三十年來湖水

被抽去灌溉或做其他工業用途，湖面日漸下

降，有心人士擔憂，如此下去，神蹟遍佈的

大湖將來會變成一個小水潭了。

值得一提的是Kibbutz（以色列式的集體

農場）。Kibbutz在本質上像人民公社，在加

利利海一帶有好幾個，第一個Kibbutz成立於

1909年。集體農場在以色列辦得很成功，蘇

聯的戈巴契夫還特地來參觀考察，想知道為

何集體農場在別的國家辦不起來，只有在以

色列才辦得起來。目前全以色列有300多個

Kibbutz，只是已經私有化了。

Cana（迦拿）和Nazareth（拿撤勒）
離開加利利海向西行，我們來到耶穌第

一次行神蹟的地方Cana（迦拿）。Cana城相

當大，交通有點雜亂。我們轉進一條小路就

看到了一間漂亮的教堂，叫做Wedding Church

（圖3）。聖經記載（John 2: 1-11），耶穌

在一位朋友的婚宴裡把水變成酒，以後的信

徒為了紀念這件神蹟就蓋了這座教堂，並且

命名Wedding Church。在門口我們碰到一群

Russian Orthodox的神父也來朝聖。

繼續南走，不久就到了耶穌的故鄉

Nazareth（拿撒勒）。這個城市不小，分為新

舊兩區，Old Town保留著古代的面貌，新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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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新移民建設的。我們要看的是Old Town

裡的Basilica of the Annunciation（天使報喜大

教堂），也就是聖母的故居（圖4）。教堂

宏大莊嚴，是全以色列最大的基督教堂。第

一次建堂是在第一、二世紀之間，到了拜占

庭期間又增建，今日的門面是20世紀才完成

的。教堂牆壁內外掛滿了各國贈送的聖母畫

像。鄰接聖母教堂的是St. Joseph Church，比

聖母教堂小一點，是耶穌長大的住家。

Yardenit, Beth Shean and Beth Alpha
Yardenit（雅但尼）在加利利海南方和約

旦河相接處。耶穌受洗的地點並不在這裡，

而是在約旦河接近Jericho的地方，那裡是巴勒

斯坦控制區，不太安全。以色列政府為了迎

合眾多朝聖者的要求，就在Yardenit小村建了

一個專為洗禮用的場所，有租袍、更衣、沖

洗等等各種設備。要洗禮的信徒先換了白袍

後由神職人員帶領，走下河堤石階。受洗的

人左右有人扶持，頭部朝天，全身入水。我

們站在堤岸，看一群信徒輪流受洗。

順著約旦河南下，我們來到Beth Shean

古城。在羅馬時代Beth Shean曾經繁榮好幾百

年，屬於當時中東十大城市（Decapolis）之

一。以後中東的政治中心移轉去伊拉克的巴

格達，Beth Shean逐漸沒落，第八世紀的一場

大地震終於結束了大城的生命。我們來憑弔

這一大片遺留下來的城堡古蹟，雖然只剩下

斷垣殘壁，仍然看得出當年的風釆。全團在

大街中心合照留念。

從Beth Shean往西走，約15分鐘的時間

到了一個小鎮Beth Alpha。這裡有一間年代非

常古老的猶太教堂，專家鑑定，這間教堂建

於公元前一世紀，比希律王擴建的神殿還早

一點。教堂的地板有保存完整的鑲嵌細工，

描繪Abraham準備殺子祭神一幕，以及多神教

的Zodiac Symbols，證明在公元前一百年的時

候，猶太人還沒有完全脫離多神教的信仰。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國南加州）

4 Basilica of Annunciation, Nazareth3 Wedding Church, 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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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醫者的探照燈，行醫者的路上光

文／韓良誠

前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醫學若缺乏人道

關懷，則不過是另一種技藝罷了，只有

具備人道關懷的醫學，才能展現生命與死亡

的不朽價值。」謹以李遠哲教授的這段話，

讓讀者了解本書的中心思想。

趁著暑假即將結束之際，內人和我加上

來自美國會合的女兒，我們一起悠遊到處充

滿藝文與歷史的法國，並且特地去品味森林

中的城市―巴黎之美。9月20日返國之後，巧

的是，第一通電話竟是敬仰已久的、我內心

中的醫者典範賴其萬教授的邀稿通知，他希

望我能為他即將出版的新書寫序。這本新書

是賴教授把九年多以來不斷在《經典雜誌》

刊載的「杏林筆記」，經過重新分類之後的

一本新書。其實，剛接到電話時，我不只受

寵若驚，也立刻心感不安，因為在我看過的

所有賴教授發表過的文章裡，包括在《經典

雜誌》內的一部分文章，其內容所談的，何

嘗不是他自己在《醫學這一行》（2004年天

下遠見出版）這本書的序文中所寫的：「…

文章中很多是從病人的立場所看到的生老病

死，以及在病人與醫生共處中所感受到的真

情；也有些文章很坦白地披露醫生自己犯了

錯誤之後的感觸；有些文章敘述醫生因為行

醫而體驗出，他們對病人及家屬鮮為外人所

知的那份歉疚心情，因而領悟到醫者需有更

謙虛的風度……。」

只是《醫學這一行》這本書，全書一共

收集31位作者的39篇作品，而本書則全部作

品都是賴教授個人的「杏林筆記」，由此可

見他對週遭環境所發生的一切是如何地用心

在觀察，時時刻刻注意自己和別人的互動，

也努力提醒自己並感化別人，去提高「對病

人痛苦的敏感度」，…他「一日」的生活，

何止「三省」？我何德何能，能夠為這本新

書寫序？但冷靜一想，面對賴教授，真的很

難讓我拒絕，何況在「杏林筆記」上的「漏

網之魚」，我也希望藉這次的機會先睹為

快，因此在「恭敬心中典範，不如遵從其

命」的自我鼓勵下，竟不自量力的答應了下

來。

我在童年時期，心中的「典範」毫無

疑問的是我的父親。我小學一到四年級時是

日治時代，因為進口書非常有限，從閱讀

之中認識的「典範」，回想起來只有幼時

就立志習醫，並苦學成功的野口英世醫師

（1876-1928，著名的日本細菌學家，渡美

研究後曾發現多種病原體）。到了高中時

代，因為我偏向喜歡閱讀名人傳記，因此開

始認識一些古代偉人，但是真正打動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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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偉人，則是美國林肯總統。此外，因為

我從小就「立志」當醫生，因此出現在書上

的「醫者典範」，首屈一指的是一位在1796

年把得自牛痘（cowpox）之液體，種在一

個八歲男孩James Phipps身上，進而證明對

天花具有免疫之效果，因而拯救過無數人類

避免死於天花，也成功的成為人類醫學史上

Vaccination之發明者―Edward Jenner，他可算

是當時在我心中的「典範」之最。

進入醫學院之後，眼前出現了不少活生

生的，當年台大醫學院的老師中的典範，如

基礎醫學的張學賢教授、王三聘教授、臨床

醫學的宋瑞樓教授、許書劍教授，他們都是

我非常崇敬的「醫師典範」。而在我最初進

入臨床實習的時期，先父曾親手交給我的第

一本書是一本醫人傳記，就是大家耳熟能詳

的《史懷哲傳》，並且一再苦口婆心的交代

我，將來我行醫之後，要一輩子學習史懷哲

醫師終生信守的情操―「敬畏生命」，並以

他為榜樣。

但是，回想起來，過了中年之後，也

許是因進入了我行醫之後的第一階段：「與

感染症以及因無知、貧窮、不衛生的環境所

引發的疾病奮戰的時期」，這時期我不眠不

休的工作，以致看病佔據了我大部分的人生

精華歲月，進而出現了在中年時期繼續追求

新典範的「空窗期」。所幸自從進入了我行

醫之後的第三階段：「投入教學與兩次赴

美，分別前往夏威夷大學（1990）與哈佛大

學（1993）老人醫學科，研習老人醫學的時

期」前後，自1984年開始參與成大醫學院的

教學工作，隨後又於1993年開始有機會參與

台大醫學院的教學工作，因此在我眼前又陸

續出現了幾位，比我更年輕的醫者典範。

正如賴教授所言，他「自認投入醫學

教育多於看病」，而我則「投入看病多於醫

學教育」，因此他以眾多實際臨床病例教導

學生的部分，正是我比較弱的一環，使我每

次看到他在《經典雜誌》上令人動容的醫病

關係、師生互動時，一再的深受啟發且被引

發反省，進而受到他的潛移默化。因此1998

年之後，在我內心深處，出現了一位異於其

他年輕醫者典範的賴教授，加上他非常勤於

筆耕的緣故，一篇又一篇地發表在其他雜誌

上的文章，也常常出現在我的書桌上，使我

慢慢的，更深一層的了解這位「全方位的醫

者」，他是如何以身教，也以言教，諄諄善

誘地，正在改變，也正在預防多年以來台灣

的不良醫療風氣。這種在目前台灣不可多得

的“Mentor＂，也就很自然的成為我過了「初

老」之後的心中典範。

這種行醫與教學的態度，雖然正是從

事醫學教育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卻也是非常

艱鉅的工作，但是賴教授已力行多年，宜乎

他已在眾人心目中，成為「德足以服人」，

「學足以為師」，「文足以立言」，「行

足以為楷模」的好醫師。因此從這個觀點而

言，那些對賴教授稍有認識的人，如果知道

他將出版新書，毋庸我贅言，一定會以搶先

讀完為快；但是對於正在習醫，也立志將一

輩子從事神聖之醫業的年輕醫師，我還是勸

他們一定要不只一次的，精讀這本書，並以

同理心、自省與學習的態度，去追隨賴教授

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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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過去完全不認識賴教授的讀者，

不妨先從「醫師與習醫者」、「醫師的自

省」、「醫生與社會」、「醫師與病人家

屬」這四個單元之中，先選一篇你比較會

「心動」的篇名，如「醫生總有能夠幫忙病

人的地方」、「看病從心，謙虛為懷」、

「當醫生變成病人家屬時」、「如何瀟灑面

對死亡」、「父親的老、病、死」、「醫師

的老師」、「醫者之盲點」、「由病人與家

屬的角度了解病情」……這一類發人深省之

文章開始閱讀，則你一定會一篇接著一篇地

愛不釋手。如此，則不只你自己受惠，病

人、家屬、將來的台灣醫界，乃至台灣社會

也會受惠無窮。

本書十足地，正是習醫者的探照燈、行

醫者的路上光；我謹以上文為序，並極力推

薦這本好書。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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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斷情未了 （上）

文／黃英峰

一
九八六的黃昏，我走上天長橋。天長橋

仍然像以前一樣，又高又長，懸在兩側

都是峭壁的斷崖之間，人們走過的時候，橋

面搖搖晃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響，好像搖

搖欲墜，讓人心驚膽寒，小孩子沒有大人扶

持是不敢上這座吊橋的。

上來天長橋的道路，不知何時已拓寬

了，上面舖著柏油，平坦又好走，不像幾十

年前的泥土路，崎嶇難走。當然，那時剛剛

八二三砲戰後不久，很多資源都挪去做軍事

用途，政府是沒有多餘的力量來修路的。

吊橋下面，墨綠而幽深的澗水悠悠緩緩

地在突出水面的岩石和蘆草間流淌。九月的

斜陽照耀在上面，映出無數金燦燦的光芒。

時而，水流在岩石邊攪起了小小的渦漩，那

渦漩漂著水花泡沫，一圈圈，一團團，慢慢

地往周圍散開擴大，像博物館裡的留聲機，

留著陳舊的記憶。

遠處，層層的山巒逶迤疊翠，雲煙瀰

漫，像是如夢如幻的太虛境界。佇立在橋欄

邊，默默地望著這令人迷惘的雲煙，我似乎

看到了某種景象，某種令人懷念的景象，聽

到了某種聲音，像山風在林間低吟的聲音，

像水流在河床喘息的聲音，像從心底發出來

的呢喃――「你做錯了事，媽媽打你，你的

眼淚很快就乾了，你做錯了事，沒有媽媽打

你，你的眼淚在心中流淌，你的眼淚是不會

乾的…」

「先生，你是不是要上山？」一個打著

赤膊的年輕人帶著一個小孩驚醒了我。

「不是。」我說。

「好像會下雨的樣子。」那年輕人說。

「也許是吧。」我說。

「有帶傘嗎？」

「沒有。」

「要不要一起下山？」

「我想在這裡再待一會兒。」

「這種天氣，說變就變，待在這裡做什

麼？」

那年輕人投給我一個疑惑的眼神，轉身

牽著小孩繼續地往下山的路走去，他們的身

影不久就在一個三岔路的轉彎處消失了。

…………………………

紅樓夢斷情未了

雨夜孤花憐芳草　紅樓夢斷知音少

溪水悠悠流不盡　天長地久夢迢遙

夏日夜裡的嘉義市，籠罩在一片燈火縈

繞的光暈中，圓環噴水池附近的街道上，車

馬喧囂，人眾聲雜，但距離圓環夜市不遠的

外祖父家，寧靜而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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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著一本真平四郎的兒童漫畫書，

不經意地走過外祖父家的讀書房，忽然，有

一個微弱的聲音從門邊傳來，那聲音有氣無

音，帶著淡淡的哀愁，「我的夢是我小小的

窗口，從那窗口，我看見了大海，大海上有

一艘金燦燦的輪船，載滿著我想要的東西，

正朝我的方向慢慢地駛來…」，我有些疑

惑，駐足轉頭一望，在書燈下唸書的華陽表

哥仰面朝天，兩眼微瞇，正喃喃自語地唸唸

有詞，他像在做夢，做白日夢。

白日夢這個形容詞，是我最近才從瓊諄

阿姨學來的，它的意思是――一個人大白天

兩眼發呆地思想一些美好的事情。就像華陽

表哥現在這個樣子，眼神茫茫，呢喃的聲音

也茫茫，似乎睜著眼睛說夢話，用做白日夢

來形容他應該是很恰當的。但是，現在是晚

上，有人在晚上做白日夢的嗎？

「有人晚上做白日夢的嗎？」我跑去問

瓊諄阿姨。

「晚上就是真的做夢，那裡有什麼晚上

做白日夢的。」瓊諄阿姨說。

「如果有人在晚上，兩眼發呆，喃喃自

語地幻想，睜著眼睛說夢話，是不是也可以

說他是在做白日夢？」我把問題再說清楚一

點。

「這――」瓊諄阿姨似乎被我問住了。

「我剛剛聽到華陽表哥有氣無聲地自

言自語，『我的夢是我小小的窗口，從那窗

口，我可以看見大海…』，他是不是在做白

日夢？」

我把問題說得再具體一點。

瓊諄阿姨吸了一口氣，想了想，半晌

後，她說﹕「他是在作文吧。」

我有些迷糊了，華陽表哥是在做夢？還

是在作文？還是又作文又做夢？看樣子，我

得跑回書房進一步觀察再回來跟瓊諄阿姨討

論。

外祖父在嘉義市區的家有一間很大的書

房，裡面擺了六張書桌，其中四張給四個舅

舅，一張給華陽表哥，最後一張空置著，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像我這種小孩，暑假的時

候才來外祖父家小住，是可以暫時利用這張

桌子寫寫字或唸書的。平常在鄉下的家裡，

我沒有書桌，是在飯桌上作功課的，在飯桌

上作功課並沒有不好，可以隨意走動，可以

發聲朗誦，還可以聞到煮菜的香味，很是自

在，而坐在這裡的書桌，必須坐姿端正，必

須保持肅靜，必須專心用功，令人感到甚為

拘束，我是很少坐上這書桌的，但是為了就

近觀察華陽表哥究竟是在做夢還是在作文，

我只好委屈求知，坐上華陽表哥旁邊空置著

的書桌。

我一邊翻閱手裡拿著的真平四郎漫畫

書，一邊悄悄地用眼角的視野注意華陽表哥

的動靜。牆上的掛鐘滴答滴答地響，時間像

有節奏般地一聲聲前進，一盞茶的功夫過去

了，華陽表哥並沒有出現什麼動靜，既沒有

在做夢，也沒有在作文，他的頭一直埋在桌

燈下，一會兒用圓規，一會兒用三角板，在

紙上畫來畫去，顯然是專心地在作幾何數

學。我有些失望，退開書桌的椅子，又跑回

去找瓊諄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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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諄阿姨是外祖父的第五個女兒，上面

四個姐姐（大姐姐是我母親）都已出嫁，只

有她和小她兩歲的澄美阿姨還閨中待嫁，就

住在離書房幾十步遠的一個房間。外祖父的

劉氏大家族出了好幾個大美人，兩位阿姨的

容貌更是出眾，據父親的形容，是具有沉魚

落雁之貌，水中的魚兒看到她們就要沉到水

底，空中的雁子看到她們就要掉落地上，這

樣的形容我想是太誇張了。華陽表哥說得比

較中肯，他說，瓊諄阿姨像晚上的月亮，具

有露垂芙蓉的清麗美，澄美阿姨像晚上的星

星，是杏花煙潤的朦朧美。但如果是依照我

簡單的分類，天下的美人有三類，第一類是

人間的普通美人，第二類是狐狸精變來的狐

媚美人，第三類是從仙山瓊閣下凡的天仙美

人，天仙美人除了長得美之外，還有一顆慈

悲善良的心，在你困苦的時候，會給你溫暖

安慰，兩位阿姨就是像這樣的美人。

我走回姨媽房間的時候，瓊諄阿姨不見

了，剛回來的澄美阿姨坐在裡面的書桌前，

一手托著腮，一手拿著鋼筆，正在批改學生

作業。

「瓊諄阿姨呢？」我問澄美阿姨。

「她去浴室洗澡，你找她什麼事？」澄

美阿姨說。

我不想把剛剛發生的事情再重複說一

遍，支支吾吾的聲音在喉嚨裡打轉。

「需要什麼，跟我說也一樣。」澄美阿

姨說。

我的支吾顯然讓她會錯意，我趕忙說

一個久想問她的問題，「為什麼我叫華陽表

哥，而不是華陽舅舅？他的年紀和榮典舅舅

不是差不多嗎？」

澄美阿姨不假思索，「華陽是你媽媽的

哥哥的兒子，和你是同輩分的，所以你叫他

表哥，榮典是你媽媽的弟弟，比你高一輩，

所以你叫他舅舅。」

「那華陽為什麼沒跟我一樣，叫榮典為

舅舅？」我接著問。

澄美阿姨還是不假思索，「華陽一直和

你舅舅們一起長大，大家年齡差不多，都是

互相叫名字，叫習慣了。」她繼續批改學生

的作業。

「華陽表哥為什麼一直和舅舅們在一起

長大，他不跟他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我覺

得奇怪。

澄美阿姨停止批改學生作業，微微抬頭

地沉思半晌，然後，她低低地說﹕「他爸爸

不在了。」

「他去世了？」我感到訝異。

「是的。」澄美阿姨點點頭，「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他爸爸去日本做生意，回來

的時候，船被美國轟炸機炸沉，他很小就沒

有爸爸了。」

我想到那艘金燦燦的船，倏然覺得難

過，「那他媽媽呢？」

「他媽媽――」澄美阿姨沒有繼續說下

去，只長長地嘆了口氣。

我從來沒見過華陽表哥的媽媽，也不知

道他還有一個媽媽，在我腦海裡，華陽表哥

就是一個華陽表哥，好像童話裡的桃太郎，

或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一個人物就這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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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從桃子裡蹦出來，也可以由猢猻裡

變出來，他們的來歷，並不太引起我特別的

注意，但是，澄美阿姨的這聲嘆息太奇怪

了，聽起來意味深長，不知是什麼意思？我

暫時把白日夢的事拋在腦後，開始思索澄美

阿姨的這聲嘆息。

隔日下午，有一位親戚自南部屏東來，

是外祖父的妹妹的女兒，我和華陽表哥都叫

她清秀阿姨，她晚上會留下來跟我們一起吃

飯。外祖父家吃飯的地方，是在一個寬敞的

房間，裡面擺著一張大桌子，桌子是圓圓

的，大家團團坐，像是大團圓。團長外祖父

坐在正北方的位子，以下依次而坐，我和華

陽表哥輩分最低，通常坐在靠南邊的位子，

我們幫著把桌子擦乾淨，碗筷擺好，就上桌

坐著等候長輩的來臨。

「你知道清秀表姨以前住這裡的時候，

人家叫她什麼嗎？」剛剛坐上去，華陽表哥

就問我。

「不知道。」我搖搖頭。

「林黛玉。」華陽表哥說。

「林黛玉？」我張口結舌，以為華陽表

哥又在說夢話，這清秀表姨，個性豪爽，說

話滔滔不絕，聲音流利又清脆，聽媽媽說，

十幾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時，她是台灣人士裡

一個熱血奔騰的女青年，主張強硬地扺抗到

底，這樣的人，稱她是花木蘭還勉強合適，

怎麼會稱她是林黛玉？

「她的人不像林黛玉，身世卻像林黛

玉一樣，外祖父的妹妹生下清秀阿姨後，不

久就死了，她被寄養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

雖然不能跟紅樓夢裡的榮國府相比，但畢竟

也是個大戶人家，以前人家說『北劉明南啟

川』，這個北劉明指的就是四叔公劉明，陽

明山的白雲山莊，金瓜石的金礦，碧潭的臨

潭別墅，台北衡陽路的繁華店家…都曾經是

祖父家族的，這樣說來，清秀阿姨不就是林

黛玉了嗎？」

我恍然明白，「原來清秀阿姨是半個孤

兒，祖父是這麼有錢。」

「祖父現在已經沒那麼有錢了，房子只

是個空殼子。」華陽表哥低聲地說。

「錢都到那裡去了？」我有些好奇。

華陽表哥嚥了嚥口水，「十幾年前，

四叔公劉明（祖父的四弟）被政府以資助匪

諜的罪名抓去，劉家在慌亂中被迫賤賣轉讓

家產，花了很多很多的錢，到處求救，才把

他從死刑邊緣減為無期徒刑，經過這樣的

打擊之後，我們劉家從此一蹶不振，慢慢衰

敗。」

「清秀阿姨有沒有一起被抓去？」我更

好奇。

「沒有被抓去，她逃到內山裡去，在山

裡躲了好幾年，等事情平息了再出來。」

「聽說她還很會喝酒，是不是跟這件事

有關？」

「大概是借酒澆愁吧，有時她也喝得醉

醺醺。」華陽表哥有些淒愴。

「人家說，酒喝越多越發愁，你看，她

今天晚上會不會喝酒？」我懵懂地問。

「我想會的。」華陽表哥說。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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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聽見她在嘆息，她嘆息的時

候，就是要喝酒的時候。」

「今天又嘆息？」

「她時常嘆息，時常懷念年輕的時候，

懷念在日本東京學醫的時候，懷念她在台大

醫院做住院醫師的時候，本來她是台灣第一

位女牙科醫生，二二八事件時在山裡藏了那

麼多年，青春都誤了，這是她第一嘆，兩位

阿姨都已到了適婚的年齡，卻還待字閨中，

這是她第二嘆，祖父的紙廠每下愈況，愈來

愈難維持下去，這是她第三嘆…太多太多的

嘆息。」

「她常常哀嘆，這樣說來，也像是林黛

玉。」我喃喃自語。

華陽表哥說著，自己也深深地長嘆一

聲。

這聲嘆息還在我的腦海裡縈繞，外祖母

已端來了菜餚，有白切雞，紅燒肉，花生炒

魚乾，青菜拌豆腐…。外祖母是五十開外的

中年人，和藹可親，她穿的衣服沒有什麼變

化，終年都是一件淺灰色調的旗袍，可是，

她的菜餚卻變化多端，簡單的材料都做得色

香味俱全。

菜一上桌，舅舅、姨媽、祖父、清秀阿

姨也都來了，大家相繼入位後，晚飯就開始

了。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清秀阿姨打開了

話匣子，「這國語真是難學，十幾年了，到

現在還是學不來，那天去街頭小攤買水餃，

我問賣水餃的小姐，『姑娘呀，妳長得真漂

亮，妳水餃一碗多少錢？』她聽了，狠狠地

一直瞪著我，臉孔兇巴巴的樣子，我莫名其

妙，問旁邊的人，原來，她把我的話聽成

『姑娘呀，妳長得真漂亮，妳睡覺一晚多少

錢？』，我看，我還是少講話，比較平安無

事。」清秀表姨喝了幾口酒，哀怨的神色不

見了，風趣地說。

「妳已經講得很好了，不像我連半句

國語都講不出來。」外祖母說。她說的是事

實，我從來沒有聽過她講一句國語。

「語言這種東西，要小的時候就學，學

起來容易，效果也比較好。」立志學醫的榮

典舅舅說。

坐在西邊的乃榮舅舅也附和起來，「現

在政府正在大力推廣國語，聽說在小學學校

裡，如果聽到學生講台語，學生就要被打屁

股。」他說著說著，視線不自覺地轉到了我

身上。

不知何故，大家的視線也不約而同地都

停在我身上，好像，他們的眼神裡有一條皮

鞭，正要朝我的屁股打下去。

我低頭靜靜地望著那塊紅燒肉，我忽

然發現，那塊紅燒肉的皮上有些地方泛著瘀

青，好像是稅務人員蓋的印花，也像是被鞭

打出來的。我心頭發涼。

華陽表哥見我陷入重圍，縮手縮腳，惻

隱之心油然而生，趕忙拿起筷子，朝那塊紅

燒肉夾去，「小孩子要多吃肉，吃肉才長得

快。」他一邊說，一邊把一塊紅燒肉放在我

的盤裡。

我低頭靜靜地吃著那塊還是熱騰騰的紅

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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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用鼓勵的方式教學生講國語，讓

他們自動自發，我不贊成用打罵的。」天仙

下凡的澄美阿姨說。

「小孩子不打不成器，不聽話，不乖，

就是要打。」外祖父手上的筷子往下一揮。

外祖父姓劉，據說是漢高祖劉邦的後代，平

常不講話的時候看起來就很威嚴，講起話

來，更是令人敬畏。特別是他的語調，莊嚴

沉重，像寺廟的暮鼓晨鐘，又像拍賣場的最

後那一槌，一切就是這樣敲定，任何人不可

以再議論更改。

這篤定的一槌（筷子）好像從我的正對

面，朝我打來。

我低下頭，瑟縮地看著那盤已被吃掉一

半的紅燒肉。

「這紅燒肉好吃，趁熱快把它吃完。」

華陽表哥像菩薩附身，不慌不忙地拿起筷子

又夾了一塊紅燒肉給我，然後，他說﹕「我

小學的時候，級任老師是一個剛從師範學校

畢業的女老師，她長得既漂亮又溫柔，我們

同學都喜歡被她打，『…我願她拿著細細的

皮鞭，不斷輕輕地打在我身上…』。」

華陽表哥忽然哼起歌謠來，他哼得輕

快，這首新疆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在他

的嗓子裡，聽起來很輕鬆幽默。

大家的眼珠子都轉到他臉上，不禁咧嘴

笑了起來。

「華陽長得帥，又會唱歌，將來可以當

明星。」瓊諄阿姨開玩笑地說。

華陽表哥真的長得很帥。外祖父劉氏有

許多兄弟姐妹，是一個傳統的大家族，一般

人稱它為金振山（一個實業集團的商名）家

族，金振山家族的五官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挺拔的鼻樑和如關公般的鳳眼，華陽表哥

除了具有這種註冊商標的特點之外，他的臉

蛋輪廓也長得帥滋滋，具有藝術家所塑造的

那種美感。但我覺得，他的帥氣與其說是外

表輪廓給人的一種感覺，不如說是他那外表

下所蘊藏的那股氣質，一股像春天的溪水，

溫柔而浪漫，又像雨夜裡門可羅雀的冰果

店，帶著淡淡的悲涼的那種氣質。

這天晚上，我輾轉反側不能成眠。不能

成眠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紅燒肉太鹹了，

喝了好多水，常常起來小便，另一方面是房

間內鼾聲四起，此起彼落，擾亂了我的清

夢。祖父家給男生睡的地方，是一間寬大的

榻榻米房，四個舅舅、華陽表哥和我排排而

睡，六人共處一室，相輔相成，鼾聲似也相

得益彰，鼾聲越來越大。我睜著眼睛，翻來

覆去，腦海裡時常出現那塊紅燒肉的影子。

到了壁鐘敲了三響的時候，我進入了一個似

睡非睡、似醒非醒的迷糊狀態。忽然，我聽

到一個聲音――「我的夢是我小小的窗口，

從那窗口，我看見了大海，大海上有一艘金

燦燦的輪船…」我以為我在做夢，坐了起

來，看看旁邊的華陽表哥，他的嘴唇囁嚅，

正唸唸有詞，我非常確定，他是在做夢，真

的在做夢。

（待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在是家

庭醫學科醫師於洛杉磯行醫）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薛漪平

去
年正逢本期執行編輯的母系—職能治療學系成立四十週年，11月份時舉辦了慶祝大會，因為

當時未輪到擔任執行編輯的工作，因此在景福醫訊中沒有刊登任何相關文章，本期醫訊中特

別整理刊登職能治療學系成立四十年的簡史，與大家分享我們的創系背景與成長過程。

在醫學新知方面，特別邀請職能治療研究動作復健領域的專家吳菁宜教授執筆，對目前中風患

者常用的上肢動作復健模式種類、復健方法、適用對象及實證資料做完整的整理介紹，相信大家閱

讀完畢會有豐富的收穫。

除上述文章外，本期醫訊中尚包括「Friedman

及Friedland的醫學史上十大發現」系列第五篇，介

紹Dr. James Watson發現DNA的結構而獲諾貝爾獎

的經過。「醫療服務」部分，張楷杰同學敘述去年

暑期傳醫社醫療服務隊至花蓮富里鄉服務當地居民

的概況。在「同窗情誼」部分，林子淳醫師記錄了

他們那班同學於去年開同學會的狀況，台大醫科畢

業48年後還能維持這樣好的同學情誼，著實讓人羨

慕。「休閒旅遊」部分，蘇士民醫師對以色列數個

著名景點的背景資料及風景有詳細的介紹，可讓讀

者深入瞭解以色列的歷史及目前狀況，但因內容較長，必須分成二次刊登。「校友小品」部分，韓

良誠醫師在「習醫者的探照燈，行醫者的路上光」中，對心中典範賴其萬教授的為人及將出版的新

書有深刻的描述；黃英峰醫師在「紅樓夢斷情未了」文中回憶兒時在外祖父家發生的點點滴滴，及

外祖父家族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令人遺憾，但也因全文較長，必須分成二次刊登。

在寫編後語時，正值新聞反覆報導日本311強震及海嘯災後家毀人亡的狀況，比起日本災民的

遭遇，同樣是海島國家的我們，今日能在台灣過著穩定的生活，實在應感到非常幸福了。最後希望

大家能喜歡這期醫訊的多樣化內容並享受閱讀的樂趣！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1983年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台大醫院泌尿部新門診

暨 碎 石 中 心 開 幕 誌 慶

時間：2011年3月1日
地點：台大醫院泌尿部門診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台 大 醫 院 外 科 歷 史 傳

承 演 講 ─ 王 世 名 教 授

時間：2011年3月29日
地點：台大醫學院102講堂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主持剪綵
（左1）張上淳副院長、（左2）陳明豐院長、（左3）余宏政

醫師、（右1）黃璉華主任、（右2）王明鉅副院長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與同仁合影

▲碎石中心一隅

▲與會醫師提問

▲致贈王世名教授（中）獎牌、（左）胡瑞恆醫

師、（右）梁金銅醫師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