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區緊急應變中心台大醫院建置中心揭牌典禮
時間：2011年4月2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兒醫大樓關懷兒童系列活動　兒童節活動～與麥當勞叔叔有約
時間：2011年4月1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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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活動～院長、何副院長、王副

院長及吳主任致贈病童兒童節禮物

時間：2011年4月1日
地點：台大醫院兒醫大樓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參 訪 團 參 訪

時間：2011年4月22日
地點：台大醫院院長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母院附設醫院何弘能副院長向德國國會議員參訪

團簡介附設醫院概況

▲母院附設醫院何弘能副院長與德國國會基民黨/基
社聯盟黨團副主席辛漢默互贈禮物

▲母院附設醫院何弘能副院長與德國國會議員參訪

團合影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致贈病童兒童節禮物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右4）與病童及同仁們
合影

▲母院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左2）、何弘能副院
長、吳美環主任及病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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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ND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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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膝部退化性關節炎Q&A　江清泉

10 子宮頸癌疫苗綜論Overview of cervical cancer 

vaccine　周松男

同窗情誼

16 NTUMC 1961 Reunion Taipei 2011臺灣大

學醫學院醫科1961年班畢業50週年同學會

（12/3-8）邀請函　林靜竹

休閒旅遊

18 聖地之旅～以色列（下）　蘇士民

23 土城雙年簡記～Deux ans dans la Ville Rose　

吳建德

校友小品

27 紅樓夢斷情未了（下）　黃英峰

33 返去故鄉台灣、昔日～兩首世界名歌之台語

譯作　王永祥

編後語

封面照片：台大舊院建築之美系列

※ 雕飾：位於西址正面兩翼牆面的雕飾，
如勳章一樣，值得注意的是上方牆面的

連續性建築設計。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教材組

※文字敘述：張天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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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NDM-1)

文／許清曉

分
類：感染症病原簡介  p a t h o g e n s  

2010/10/05 05:56

New De lh i  me ta l lo -be t a - l ac t amase 

（NDM-1）是去年底在一位病人身上的革蘭

陰性桿菌致病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內發現的一種新酵素。這酵素可以分解我

們平常用來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例如

penicillins、cephalosporins、carbapenems、

aminoglycosides、甚至fluoroquinolones。因

此帶有這種酵素的細菌引起的感染，沒有幾

個好抗生素可以用來治療（現只知有兩個：

colistin及tigecyclin，另一個GSK299423正在

研發中），所以大家都叫這些細菌「毒性很

強」、「超級細菌」。

因為這細菌是在這位去過印度首都新德

里（New Delhi）血液透析治療過的瑞典病

人身上分離出來，以後又在印度的三位病患

身上發現，因此稱為New Delhi metallo-beta-

lactamase。（印度政府很氣，擔心會影響觀光

生意，不過以前有很多病名是用地方名稱呼

的，例如Hong-Kong flu。有些印度醫學界人

士還是指責印度醫師濫用抗生素，以致有這

種抗藥性強的細菌出現。其實一到印度醫院

治療就常會染上這細菌，確實也會令觀光客

却步）。

病人身上的細菌很容易經觸碰，被帶

給其他人。自從2009年12月首次發現之後，

已經在印度各地、巴基斯坦、英國、美國、

加拿大、日本（一位觀光客到醫院治療過，

帶這種細菌回日本，不過已經治癒）、台灣

（2010/10/3的報紙說，去過印度遭槍傷，

入院治療過的人，沒病，但腸內被驗出帶此

菌。表示印度醫院可能到處都有）。

N D M - 1是酵素的名稱，製造出這個

酵素的細菌基因叫做b l a N D M - 1。最令人

關心的是這個b l a N D M - 1基因是在細菌內

質體（plasmid）上，因此會有hor izonta l 

gene  t rans fe r（水平基因轉移），就是說

會從原來發現的Klebsiel la pneumoniae傳

播到其他種細菌（一般是革蘭陰性菌），

例如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之類的

Enterobacteriaceae。到2010年3月大多數在

印度孟買（Mumbai）對carbapenems有抗

藥性的細菌都是有這個基因的。4月在印度

Chennai市就有三株Acinetobacter baumanii帶有

blaNDM-1被分離出來。

美國C D C的人認為N D M - 1陽性革蘭

陰性菌的危險性，和已經早就是院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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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菌的、抗藥性強的葡萄球菌methici l l 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感

染比較，並不可怕。院內MRSA也是只有

vancomycin、linezilid、tigecyclin等幾個抗生

素可用以治療。美國常見的社區MRSA（即

CA-MRSA；CA即community-acquired）還可

用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Bactrim)、

doxycycl ine (Vibramycin)、cl indamycin 

(Cleocin)。

診斷是否有這種細菌的感染，就要先分

離出致病菌、做藥敏性測試。如果對上述各

種抗生素都有抗藥性，再加上最近幾個月內

去過印度、印度醫院或和印度醫療人員接觸

過，就可以幾乎確定。完全確診，則需再做

基因測試（詳參台灣疾病管制局）。

對NDM-1感染可以使用的抗生素，已知

有Colistin及tigecyclin。Tigecyclin（Tigacyl）

（Wyeth藥廠）是2005年研發出來對MRSA、

Acinetobacter baumanii、NDM-1有效的抗生

素。是新一類抗生素，稱為glycylcyclines，

和四環素（tetracycline，一般劑量是500 mg, 

q6h）相似，是四環素的一種minocycline（一

般劑量是100 mg, bid）的衍生物。Tigecyclin是

結合細菌的30S ribosomal subunit，抑制細菌製

Penicillins（左）、cephalosprins（中）、carbapenems（右）都是屬於beta-lactam―因為
結構中有四方形的beta-lactam ring 。Penicillin及cephalosprins六○年代就開始常用，藥廠
再研發出它們的衍生物，成為一大群治療感染症病患很有用的救命藥。之後，細菌就出現

可以分解這些beta-lactam的酵素（使其失去效果），稱為beta-lactamase（字尾有ase就是
「會分解的酵素」的意思；會分解carbapenem就叫做carbapenemase）。藥廠就再研發出
carbapenem這一類的抗生素，這是從一種黴菌Streptomyces cattaleya分離出來的抗生素 
thienamycin 的衍生物。細菌內可以分解 cephalosprins 及 penicillins 等的beta-lactamase 對
它無作用，所以carbapenem 類抗生素是近20年來最有效、有用的治療嚴重感染症用藥。
Aminoglycosides 則是專治革蘭陰性菌的抗生素，已經用30年以上了；很有效，但以腎毒性
著名。Fluoroquinolones則是更新的藥，對各種細菌的療效更廣，用來對beta-lactams有過敏
的病人最好；肌腱炎是主要的副作用。

所有地球上生物，包括細菌，都有延續生命、繁殖種族的本能，因此細菌會持續產生各種新

的抗藥性，設法繼續生存；藥廠也要一直研發新抗生素對抗它。如果人類濫用好的抗生素，

有可能藥廠會來不及製造新藥抑制新出來的抗藥菌。不過，另一方面，因為怯用廣效的好抗

生素，而讓感染症病患死亡，則是很可怕的「醫療」。普通感冒不用抗生素，但是要先確認

不是更嚴重的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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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其蛋白質（protein synthesis inhibitor），因

此是bacteriostatic（bacteriostatic的抗生素本身

殺不死細菌，只能抑制細菌，而靠病人體內

的白血球吞噬殺菌；因此白血球有缺陷，無

法有效殺菌的病人用此藥效果不佳―這包括

使用類固醇者。四環素類都是static agents）。

對複雜的皮膚及其鄰近組織感染（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cSSSI）的治療

效果不亞於vancomycin或aztreonam；對腹腔

內感染（complic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cIAI）則不亞於imipenem/cilastatin（腹腔

內感染有很多厭氧菌；表示這藥物對厭氧

菌也有效）。對MRSA、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Haemophilus influenzae、Neisseria 

gonorrhoeae（MIC高達2mcg/mL者），以及目

前很頭痛的多抗藥性Acinetobacter baumanii都

有用。不過對「毒性」強的Pseudomonas spp.

或Proteus spp則無效。

Tigecyclin的劑量是：第一劑（loading 

dose）100 mg, iv（慢慢點滴30-60分鐘），以

後50 mg, bid, slow iv drip。有肝病者劑量要減

少；但腎機能有障礙和劑量無關。小孩還不

能使用（安全性不明），不能口服（不會吸

收）。

副作用和四環素相似，腹瀉、噁心、嘔

吐（一般是頭兩天，只是輕度的）。其他就

是注射處會痛、心跳會變化、可能會受對此

抗生素有抗藥性的細菌感染。懷孕者及小孩

最好不用，因為會對小孩、嬰兒的牙齒骨骼

發育可能有影響。對院內肺炎、diabetic foot 

infections治療後死亡率可能增加。

Colistin是polymixin E。對大部分革蘭

陰性菌有效，對有多種抗藥性的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Acinetobacter、

NDM-1是最後一線的藥物。有兩種：colistin 

sulfate及colist imethate sodium（colist in 

methanesulfonate sodium及colistin sulfomethate 

sodium；後者比較容易被水解）。

‧Colistimethate sodium可用來治療cystic 

f i b r o s i s病患最常見的P s e u d o m o n a s 

aeruginosa infections，最近常用來治療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infection。

也曾用來治療Acine tobac ter  baumani i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eningitis/

ventriculitis（要intrathecal、intraventricular 

injection。也可用於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ii）。

‧C o l i s t i n  s u l f a t e可用於治療 i n t e s t i n a l 

Plasmid是在細菌內和細菌原
有的DNA不同，似乎是細菌內
的病毒般存在的環狀D N A，
可以經過細菌之間的相結合

（conjugation），傳遞、散播其
質體給其他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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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s，或抑制腸內細菌，也常用做外

敷藥、耳用藥水。

兩者都可用於靜脈注射。因為製造

商不同，劑量單位也不同，容易混亂：

Colistimethate sodium by Axellia (Colomycin 

injection)用international units; colistimethate 

sodium by Parkdale Pharmaceuticals (Coly-

Mycin M Parenteral)用milligrams (colistin 

base)：

‧Colomyc in  1 ,000 ,000  un i t s  =  80  mg 

colistimethate;

‧Coly-mycin M 150 mg "colistin base" = 360 

mg colistimethate = 4,500,000 units.

Colomycin通常用1-2 million units q8h 

（BW>60 kg又腎機能正常者）。Coly-Mycin

通常用2.5 to 5 mg/kg/day (colistin base) = 6 to 

12 mg/kg/day colistimethate sodium。60 kg男性

用Colomycin劑量240-480 mg of colistimethate 

sodium；不過Coly-Mycin則用360 to 720 mg of 

colistimethate sodium。

可使用最高劑量（m a x i m u m  d o s e）

是：480 mg for Colomycin；720 mg for Coly-

Mycin。因為是50年前研發的老藥，每個國家

藥名都不一樣，都沒有好的管制。

Colistin和rifampicin合用可能有加強的

效果（in vitro synergy）；和antipseudomonal 

antibiotics也可能有加強效果（synergy）。

Colistimethate sodium aerosol（Promixin; 

C o l o m y c i n  I n j e c t i o n）在英國用來治療

pulmonary infections，普通劑量是1-2 million 

units（80-160 mg）nebulised colistimethate一天

兩次。

Colis t in會破壞細菌表面membrane，

是bactericidal（和bacteriostatic相對，此藥

本身可以殺死細菌）。抗藥性之規定國際

間也不一致：法國The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Microbiologie用2 mg/L做為分界；英國British 

Society for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用<4 

mg/L。美國沒有規定。

對C o l i s t i n已知有抗藥性的細菌包括

Gram negative cocci: Proteus、Providencia、

S e r r a t i a、 E d w a r d s i e l l a、N e i s s e r i a 

gonorrheae  and Neisseria meningitidis、

Moraxella catarrhalis、Helicobacter pylori、

Brucella、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C h r y s e o b a c t e r i u m  i n d o l o g e n e s、

Burkholder ia  cepacia、Some s t ra ins  of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抗藥性不一

定者如後：Aeromonas、Vibrio、Prevotella、

Fusobacterium。

Colistin之腸管吸收不佳，因此要用注

射的。從體內排泄只知道不是從腎臟，但機

轉不明。腎毒性、神經毒性是高劑量時會發

生，但似乎是暫時性的，劑量減少或終止

就會好轉。160 mg colistimethate IV q8h時腎

毒性很少（比aminoglycosides少）。曾用過

六個月，沒有毒性。吸入性藥物有可能發

生bronchospasm，可用beta2-agonists（例如

salbutamol）或用desensitisation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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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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部退化性關節炎Q & A

文／江清泉

Q：膝關節很痛，不能走！

這是在骨科門診最常見到老年病人的

問題，大部分是因為退化性關節炎病變所引

起，一般的情況是走路時會痛，更嚴重者會

夜裡疼痛、影響睡眠，步行無法持續10分

鐘，上下樓梯有困難。

Q：關節為什麼會退化？

主要的原因是老化，尤以女性居多，

而這和女性停經後體內女性荷爾蒙減少有

關。男性則多因長年累積的關節傷害，如

做粗工、車禍受傷、年輕時運動傷害（十

字韌帶斷裂、半月板受損、關節軟骨骨

折…）等引發受傷後關節炎（Post-traumatic 

Osteoarthritis）。最近的研究顯示與基因的突

變也有關係。

Q：膝部關節炎要如何治療？

很多老人家相信偏方，服用含類固醇的

藥物，雖能暫時緩解症狀，關節發炎卻更嚴

重，甚至出現許多類固醇的副作用，如月亮

臉、肥胖、高血壓、腎功能變壞等。

正確的治療是讓合格的骨科醫師為您評

估關節炎的程度，輕微的可用保守治療，包

括藥物治療、物理治療、改變生活型態，而

開始變形的膝關節，如O型腿（內翻變形）或

X型腿（外翻變形），則做截骨矯正術可以得

到很好的效果。許多人怕開刀，關節腔注射

玻尿酸可緩解症狀；如果發炎得很厲害，已

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則採行人工膝關節置

換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Q：可以不開刀嗎？

在醫學尚未發達的年代，開刀並非治療

的選項，只要能忍受肉體的痛苦與行動的不

便，使用拐杖助行器，未必要開刀。由於醫

學的進步，眾多有效的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的問世，包括更先進的COX-2不傷腸胃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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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醫師增添許多治療的利器。但是藥物畢竟

要經過人體代謝，傷肝腎無可避免，還有人

對藥物過敏。拜科技突飛猛進之賜，促成了

人工關節的誕生，而關節置換可說是骨科醫

學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換新關節、遠離止痛

藥物、重享健康人生，何必要遲疑？

Q：要不要吃維骨力、鈣片來保護我的關節？

維骨力是否真能保護關節免於退化，並

無科學證據支持。補充鈣片是為了預防骨質

流失，與關節炎是不相干的。

Q：戴護膝有用嗎？

護膝太緊會影響下肢小腿的血液循環，

太鬆就達不到保護的效果。要選到鬆緊度剛

好並不容易，所以，除非是為了保暖，否則

不建議使用護膝，特別是糖尿病患者。

Q：鄰居換了膝關節卻不會走路，讓我不敢開

刀！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是一種易學難精的

手術，有些骨科醫師並不專精膝關節手術，

偶爾才開一例，效果當然不能預期。選對有

經驗的骨科醫師，人工膝關節手術的效果是

有口皆碑的。

Q：醫師一直鼓勵我開刀，我不放心，再來求

診別的醫師。

醫院的營運主要靠健保的給付。不可諱

言，有些醫師會傾向於鼓勵關節炎尚不嚴重

的病患開刀，如果醫師沒有向你解說開刀以

外的治療方法，只提供開刀一個選項，最好

的方法是尋求第二位有經驗骨科醫師的意見

（Second Opinion）。

Q：什麼是半套人工關節？

人體膝關節包括三個關節面，即內外側

股脛關節和髕股關節，早期的退化性關節炎

多造成內側股脛關節的磨損。有一派專家認

為只置換內側的股脛關節即可得到很好的結

果，而且手術快、傷口小。其實，一個效果

良好的關節置換，關鍵在於將人工關節置放

在正確的位置，保證可維持數十年。所謂半

套人工關節置換，即膝關節一半是人工材質

（通常是內側），另一半為原來人體關節；

就材料特性而言，兩者相差很大，因此，尚

未得到普遍認同。而且採行半套關節置換，

所需的手術技巧更精細、困難度更高，如果

真要這麼做，則要找對此有豐富經驗的醫師

來執行。

Q：什麼叫做全人工關節置換？

顧名思義，全人工關節置換就是把膝關

節的三個磨損關節面都置換成人工關節，並

不是將整個膝關節切掉再裝入一付假關節；

就像蛀牙只把蛀壞的部分磨掉再做個金屬套

子套上，並不是把整顆牙換成假牙。人工膝

關節（如圖）包括金屬部分（鈦合金），用

來包住股骨切面和脛骨平台，脛骨平台上再

置入一高分子塑膠墊片，髕骨表面則以高分

子塑膠置換，不加金屬。有一派專家認為髕

骨表面不必置換一樣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膝關節退化是全面性的，即使無肉眼可

見的磨損，軟骨表面的退化是不可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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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髕骨未置換的病人，術後依然存在前膝

疼痛，特別是從椅子上站起來、或是上下樓

梯時，膝關節很不舒服，更有許多病人膝部

會出現惱人的摩擦聲。目前學界的共識是三

個關節面都要置換。

Q：很多醫師都在推銷微創手術，是不是傷口

更小、更美觀？

很多人都誤解了微創的概念，對於骨

關節手術而言，微創指的是對軟組織的傷害

最小，而不是傷口小。用一個小傷口，要把

一整付人工膝關節塞入人體，會出現許多看

不到的死角，手術細節無法處理，好比矇著

眼睛進行手術一樣，對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

骨科醫師也是充滿了挑戰，更何況是經驗不

多的醫師。一個手術對位正確的人工關節，

可以使用數十年，相較於傷口10公分或15公

分，孰輕孰重不言可喻。

Q：請您告訴我人工關節手術的過程。

病人在術前一天住院，首先做術前評

估，包括對過去的疾病史（有無糖尿病、心

臟病、高血壓、曾否住院、開刀、對藥物是

否過敏，以及目前使用的藥物，特別是類固

醇、抗凝血劑、阿斯匹靈，會直接影響到手

術的進行）、身體健康狀況（包括詳細的理

學檢查、驗血驗尿、心電圖和胸部X光），以

及職業、家人照顧情況都要瞭解。

術前準備：會有手術醫師、麻醉醫師

的訪視，向病人說明手術麻醉的風險。手術

部位讓病人自己做記號確認。安排病人及家

屬觀看衛教影片，以瞭解手術過程及復健情

形。

麻醉的方式一般採用腰椎半身麻醉，會

視情況改採全身麻醉或局部神經阻斷麻醉。

手術時間約一小時。術後傷口留置引流管，

第二天即可拔除。術後12小時麻醉藥效退去

後，會相當疼痛，可施打止痛藥物。術後第

二天可下床，持助行器走路，或使用機器做

膝關節被動彎曲。第七天拆線後就可出院。

持助行器要2個月，約半年就可出國旅行。

Q：兩側膝關節都要開刀，如何進行？

可以兩側同時開，也可以先開一側，擇

期再開另一側。由於單側開刀大約失血500毫

升，需要輸血。兩側同時開，就得輸血一千

A.膝部退化性關節炎。B.切除磨損之關節軟骨。C.全膝人工關節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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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左右，風險較大。建議先開單側，休息

幾天或更久，待體能恢復再開另一側，比較

安全。

Q：人工關節置換手術有什麼風險？

最大的風險是對麻醉藥物過敏，手術中

可能會因靜脈栓塞造成肺栓塞，兩者都會致

命的。其他還有術後可能發生感染；跌倒造

成人工關節周邊骨折；長久使用後，高分子

塑膠多少會磨損，也會導致人工關節鬆脫。

Q：要如何避免血栓？

在美國進行人工關節置換手術，都規

定術前使用抗凝血劑以預防血栓。雖然國人

發生血栓的情況較少，仍建議術後服用阿斯

匹靈一星期。對於有危險因子的病人，如肥

胖、糖尿病、血栓病史、動脈硬化等，則最

好使用抗凝血劑預防。術後穿彈性襪，儘早

下床走動，對於避免血栓都有幫助。

Q：術後要如何避免感染？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人工關節置換後，

如有從事牙科治療，治療30分鐘前先服一劑

抗生素，治療後再服兩劑抗生素。不打赤腳

走路，特別是下田或耕種時，要穿雨鞋保護

足部，避免受傷，香港腳要特別處理，避免

感染，其他侵入性的治療如針灸都應特別小

心。總之，要避免感染的發生，如有感染，

一定要積極治療。

Q：飲食有要特別注意的嗎？

基本上飲食要均衡。體重過重對人工關

節是很大的負荷。減肥不一定會奏效，但不

要再增胖是可以控制的。

Q：出國通過海關，人工關節會不會被金屬偵

測器測出來？

會的。所以最好能帶一份英文診斷書在

身上，避免不必要的困擾。

Q：術後運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打籃球、足球、排球和跑步會造成人工

關節的撞擊，對高分子塑膠是不利的，最好

不要。散步、快走、游泳、打高爾夫球是可

以的。

Q：術後可不可以蹲下？

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人工膝關節的

設計可以允許病人做蹲下的動作，不會傷害

到高分子塑膠。但術後能不能蹲下的先決條

件是手術對位正確，以及病人術後努力的復

健。

Q：人工膝關節可以撐多久？

人工膝關節手術在臺灣至少已有30年

歷史。早期人工關節使用超過20年的比比皆

是。科技進展日新月異，新一代人工膝關節

使用超過20年更是可以預期的。

※此文章轉載自台大校友雙月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母院

骨科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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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疫苗綜論

Overview of cervical cancer vaccine
文／周松男

前言

子宮頸癌是全世界主要的罹病率與死

亡率的疾病，特別在缺乏整套篩檢系統的國

家。根據報告，每年子宮頸癌的發生率大約

是400,000例，而死亡率每年約為270,000例。

子宮頸癌好發年齡介於30-45歲之間，對於年

輕婦女的本身及其家庭均構成很大的社會、

經濟及精神生活的重大負擔與打擊。

自1967年開始，herpes simplex virus 

（HSV），特別是HSV-type2一直被猜疑是

子宮頸癌的元凶，但研究者卻一直無法在子

宮頸癌的病理檢體中找到HSV-DNA。直到

1970年代以後，Dr. Harald zur Hausen的研究

團隊才在子宮頸癌的檢體中發現HPV-16及18

的DNA。目前已確知在人類子宮頸癌組織的

99.7%檢體可以找到HPV-DNA。HPV本身是

很大的病毒家族，簡單地分為低危險型（例

如6及11型）及高危險型（16, 18, 31, 33, 35, 

39, 45, 51等型），前者是會引起生殖道溼疣

（genital warts），後者會引起子宮頸癌，

16~18型合併約占子宮頸癌的70~80%，80%的

肛門癌及50%的陰唇及陰道癌。

子宮頸細胞篩檢可以偵察到子宮頸細胞

的不正常，但嚴格講，此種篩檢方法僅是疾

病的第二級預防，第一級預防應該是直接針

對病毒（HPV）本身。因此針對HPV來製備

疫苗是子宮頸癌疾病主要的目標。過去大多

數的病毒疫苗都採用減弱病毒本身來直接做

為疫苗，但是HPV疫苗有兩大難題，第一難

題是目前仍無有效培養方法可以繁殖HPV，

第二難題是HPV病毒不感染非人類的其他動

物，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直接利用生物科技

製造HPV病毒外殼的蛋白質，做成類病毒顆

粒（virus-like particles, VLPs）。類病毒顆粒

加上特殊佐劑接種在人體上，可以在人體引

起相當強大的免疫反應，產生高濃度抗體，

在病毒入侵細胞之前就阻擋在先，達到第一

級預防的效果。

目前全世界已有GSK及MSD兩大藥廠製

造出抗HPV疫苗，分別是Cervarix及Gardasil，

已在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國家被核准採用，這

算是二十一世界生物醫學史的一件大事，也

因此，Dr. Harald zur Hausen獲得2008年諾貝爾

醫學獎，真是實至名歸。（圖1）

論述

HPV病毒與子宮頸癌
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發現E6及E7兩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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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乳突瘤病毒的基因產物經常性地存在於子

宮頸癌及癌前病變的組織裡，因此認定E6及

E7是誘發子宮頸上皮細胞性惡性轉型的主要

原因，E6會與p53結合並使p53失去效力，而

E7可以與pRb結合，使pRb失去效力，這兩大

作用均會造成正常細胞週期（cell cycle）之細

胞分裂失去控制，而導致癌症的產生。研究

者發現約99%以上的侵襲性子宮頸癌或高度子

宮頸上皮病變（HSIL）的組織內可以找到高

危險性HPV-DNA。雖然HPV的種類超過200類

型以上，但袛有20種以內的高危險HPV會產

生HSIL或子宮頸癌，其中以HPV-16及18約占

70%的子宮頸癌。

在2002年Koutsky等人發表抗HPV-16疫

苗的臨床試驗，在對照組持續性感染率為3.8 

per 100 women-years，而疫苗注射組之持續

性感染率為零。Harper等人於2004年發表抗

HPV-16/18兩型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發現此

種疫苗有很高的免疫誘發力（immunogenic）

並且有100%的效力可以預防HPV-16/18兩型的

持續性感染及CINs的發生。

HPV-008疫苗臨床試驗
由於上述兩項的臨床試驗令人鼓舞的

成績，GSK藥廠於2004年在全球14個國家

同步啟動一項巨大的子宮頸疫苗臨床試驗

（HPV-008 Vaccine Clinical Trial）。

HPV-008臨床試驗於2004年5月正式在全

球展開，共有四大地域的14個國家參與，包

括：

（1）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

（2）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

（3） 亞太地區（台灣、菲律賓、泰國、澳大

利亞）

（4） 歐洲（芬蘭、德國、比利時、義大利、

西班牙、英國）

台大醫院婦產部受邀參加此項大型臨床

試驗計畫，其第一位受試者於2004年7月7日

接受疫苗注射，全部共收到1,032位受試者，

占亞洲第一位，居全世界第二位。本人有榮

幸擔任台大醫院計畫總主持人，參與的研究

醫師共計15位，研究護士約30名，規模之大

創下台大醫院臨床試驗計畫有史以來空前紀

錄。（圖2）

計畫預估收集個案是13,000位健康年輕女

性，但最後結束試驗時參與的個案高達18,644

位。此項臨床試驗研究成果已陸續刊登在世

界頂尖的醫學雜誌the lancet。

茲將HPV-008臨床試驗的相關主要內容簡

述於此文。

臨床試驗的pr imary  objec t ive預防與

HPV-16/18感染有關的CIN-2，CIN-3，AIS及

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臨床試驗參與個案的相關要件：（1）女

圖1： Dr. Harald zur Hausen得到2008年諾
貝爾醫學獎。

註： 相片取自HPV Today No.18, May 2009. 
www.hpvtod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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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年齡15-25歲；（2）簽書面同意書；（3）

沒有重大健康問題（包括免疫抑制疾病）；

（4）非懷孕（且疫苗注射前30天至注射期間

均需避孕）；（5）性伴侶不能超過六個以

上；（6）子宮頸完整；（7）無疫苗注射過

敏病史。

臨床試驗方法

共有18,664位個案參與此試驗，分為兩

組，治療組（n=9319）施打HPV16/18疫苗，

對照組（n=9325）施打hepatitis A疫苗，注射

時程是在第0、1及6個月完成之。

臨床試驗結果

疫苗對抗HPV16/18相關的CIN2+的預防

效力高達98.1%，針對12種非疫苗注射的高危

險致癌型HPV也有54.0%的預防效力。就疫苗

安全性而言，對照組（hepatitis A vaccine）與

治療組（HPV16/18 vaccine）之間並無臨床上

有意義的差異。

臨床試驗結果認為採用新型佐劑的

H P V 1 6 / 1 8疫苗［C e r v a r i x］確實有預防

HPV16/18型引起的CIN2+病變之發生，因此

可以用於子宮頸癌的預防。

交叉保護（cross protection）

原來認為HPV16/18疫苗不可能預防非

注射之其他HPV型，但在phase Ⅱ及HPV-008 

phaseⅢ臨床試驗卻發現有交叉保護之效力發

生（表1）。臨床上這種交叉保護可以更提昇

子宮頸癌之預防水平，特別是HPV-45好發於

子宮頸腺癌（adenocarcinoma），這種腺癌不

像鱗狀上皮癌（squamous carcinoma）那麼容

易被篩檢出來，目前腺癌在有些報告可高達

子宮頸癌的20%，因此可以預防HPV-45之漏

打疫苗（HPV16/18 Cervarix疫苗），就具有

很高臨床的特殊效果。

世界上市的兩種子宮頸疫苗的比較

世界上目前有兩種已經上市使用的子宮

頸疫苗，其相關的資料列於表2。

子宮頸癌疫苗注射之其他相關議題

（1）醫師及人們對於疾病及疫苗的認知

過去許多疫苗施打已有幾十年的歷史，

出生嬰兒及幼孩接受多種疫苗注射絕大多數

圖2A： 2004/12/15台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門
診開幕。

圖2B：HPV-008研究團隊部分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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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全球上市的兩種抗人類乳突瘤病毒（HPV）疫苗的比較
子宮頸癌疫苗

疫苗名稱 保蓓（Cervarix） 嘉喜（Gardasil）

預防HPV的型別
致癌型： HPV16、18 致癌型：HPV16、18
交叉保護致癌型：HPV31, 33, 45, 
52, 58等型*

非致癌型：HPV6、11（菜花）

佐劑類型 創新專利佐劑ASO4 傳統鋁塩佐劑

核准施打年齡

台灣 10～25歲女性 9～26歲女性

國外

1.  10～25歲女性：美國、歐盟
2.  10～45歲女性：澳洲、紐西
蘭、澳門、緬甸、阿根廷、馬

來西亞等 
3.  10歲以上女性：日本、菲律
賓、阿拉伯、墨西哥、智利、

哥倫比亞等

1.  9～26歲女性
2.  9～15歲男性：歐洲、澳洲、
紐西蘭

施打時程（共3劑） 第0、1、6個月 第0、2、6個月

公費施打國家
英國、墨西哥等

台灣：少數地區及弱勢家庭
澳洲、紐西蘭等

已發表長期追蹤研究
至少7.3年以上：免疫力比自然感
染高10倍以上

至少5年以上

根據數學模式推算有效保護 超過20年 未知

全球核准上市國家 超過100個 超過100個國家

疫苗施打禁忌對象

1.  確認懷孕者或計畫懷孕者 
2.  接種疫苗有過敏反應者 
3.  嚴重發燒者 
4.  正接受治療的子宮頸癌或癌前病變者 

* 2009年5月IPC（International Papillomavirus Conference）學術研討會議發表數據

表1：Cervarix VE against individual non-vaccine types: virological end points
6 Month persistence 12 Month persistence

n HPV n control VE%（96.1% CI） n HPV n control VE%（96.1% CI）
HPV-31 46 215 78.7（70.2-85.2） 21 102 79.4（66.1-88.1）
HPV-33 67 123 45.7（25.1-60.9） 31 50 38.0（-1.4-62.6）
HPV-45 23 94 75.7（60.4-85.7） 10 27 63.0（18.4-84.7）

Values with lower limit of confidence interval > 0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VE:Vaccine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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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均能接受，並且已經變成一件例行的醫

療行為，大眾對這些疫苗接種的接受性非常

高，疫苗注射對疾病的預防確有重大的貢

獻。相較於過去疫苗，HPV疫苗是新生物，

許多執業醫師甚至是婦產科醫師對於HPV病

毒與子宮頸癌的真正關連性，在幾年前仍然

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況，經過近年來的多次醫

學討論，慢慢地才提高大家對HPV疫苗的認

知。HPV病毒本身感染是經由性行為傳遞，

因此如何說服父母親讓他們女兒去接受疫苗

注射，也是技術上的難題。最近針對亞洲地

區不同國家的醫師與母親做的一項調查，發

現人種、信仰、文化背景的不同，對於此項

認知與接受度呈現差異，醫師們更需主動啟

動對家長們這方面的溝通，如此疫苗注射的

接受程度才能更為普及。

（2）疫苗接種的健康效益成本分析

目前在台灣除了少數特殊家庭與弱勢地

區，有接受特定程度的子宮頸疫苗注射之經

費補助之外，此項注射成本仍屬於病人自付

的醫療項目。雖然臨床大規模試驗已經證明

HPV疫苗接種對於預防子宮頸癌的療效，但

要評估是否納入國家接種計畫時，仍需有台

灣本身這方面的健康效益成本分析的具體數

據，才能在政策制定時有依據。

在做效益成本分析時，除了針對CINs

及子宮頸癌發生之預防效益之外，也要考慮

HPV疫苗注射同時也可以減少陰道鏡檢查之

轉介個案數目及子宮頸切片手術之數目，這

方面帶給公共衛生的額外益處不容忽視。

（3）什麼年齡開始接受疫苗接種

所有疫苗在思春期前（pre-puberty），

其誘發的抗體濃度遠高於思春期後（post-

puberty），HPV疫苗的接種情形也不例外。

理論上HPV疫苗可以與其他疫苗一起在小孩

時期施打，避免小孩父母有疫苗施打與性行

為的聯想而加以排斥，但這又牽涉到疫苗抗

體產生的持久性可維持幾年或幾十年？這方

面仍需有足夠的臨床追蹤提供寶貴的數據，

才能有通盤的解決之道，目前還僅止於討論

與追蹤觀察的階段。

結論

經過30~40年的漫長醫學研究，終於在20

世紀結束前確定人類乳突瘤病毒（HPV）是

子宮頸癌的元凶。病毒致癌的學術理論最終

獲得證實並也順勢開啟了研製疫苗的契機，

也由於現代分子生物學及基因醫學科技的進

步與配合，人類醫學史上也在21世紀初大放

光彩，成功地研發出抗癌病毒疫苗，分別是

GSK藥廠的Cervarix及MSD藥廠的Gardasil。

這兩種HPV疫苗經歷嚴謹的大規模臨床試

驗，最後證實HPV疫苗接種可以有效預防

CIN2+及子宮頸癌的發生。目前這兩種疫苗正

式在世界100個以上國家上市使用，真正開啟

“疫苗接種預防癌症＂的時代。

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問題等待我們解決。

什麼年齡開始施打最好？是否需要第二次補

打（booster）？是否在台灣可以早日將HPV疫

苗接種，納入為優先的國家衛生政策，而由

政府經費百分之百支付疫苗施打費用？這些

問題如果能早日逐步獲得解決，那將是所有

女性的一大健康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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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授，另為台大醫院子宮頸癌疫苗臨床

試驗計畫［HPV-008 Clinical Trail］總主持

人）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泌 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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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MC 1961 Reunion Taipei 2011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1961年班

畢業50週年同學會（12/3-8）邀請函

文／林靜竹

我
們1961年班從台大醫科畢業已經過了半

個世紀，遠超過在校七年同窗時間的七

倍。雖然人生漸近黃昏，可是我們的情誼則

隨歲月愈老愈深，過去多次的同學會都給大

家留下深刻的記憶和懷念。

第一次是20週年（1981）的聚會，在

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由陳信義、喬曉芙主

辦，當時大家攜眷帶子參加。之後，大家還

接到他們主編的紀念冊，完美而珍貴。

30週年（1991）聚會，是沈銘鏡、姚

景昭主辦。我們暢遊台灣的風景名勝，兩部

遊覽車由北而南載運。會後林萬哲寫了一篇

遊記登載於景福醫訊第8卷第8期（1992年2

月）。

35週年（1996）阿拉斯加郵輪旅遊，

從溫哥華到Seward，由林靜竹、黃世傑熱心

承辦。此次連同較低年級學弟共有100位左

右，船上除了大吃、看冰山雪景，更有許多

團聚，同學們大展才藝，暢談家境及事業成

就。

38週年（1999）的炎熱夏天，黃世傑在

佛州主辦台大醫學院校友會，我們班有8對

同學夫婦參加。地點在Disney World附近的

Orlando。晚宴後的同學會由黃世傑夫人陳岫

雲與一位南佛州大學校花合唱台灣民謠“白

牡丹＂。壓軸節目是郭季彥夫人陳芳玉鋼琴

演奏她改編的台灣民謠，博得熱烈掌聲。

40週年（2001）澳洲紐西蘭郵輪旅遊，

由黃聰哲主辦。除了船上樂趣，每次上岸都

有奇異的風光是紐澳特色生態。2002年更出

版張敏堂、喬曉芙、黃世傑合輯的二次同學

會紀念碟簿。

43週年（2004）日本北海道之遊，由陳

信義、施安霖主導，觀賞日本北國風光，享

受泡溫泉、穿和服、吃美食之樂。看花賞景

有多位同學錄影存證。

45週年（2006）是蕭俊雄、郭寬治主持

的美西之旅。先在Las Vegas豪華酒店Bellagio

相聚並遊覽賭城超級酒店，後乘車團遊Zion, 

Bryce, Grand Canyon國家公園賞奇峰、怪石、

峽谷等天然奇蹟。

47週年（2008）夏威夷郵輪旅遊，由許

登龍、陳廷豐、張敏堂主辦。繞遊夏威夷群

島一周，看海岸沙灘、夜觀火山、也睹Ka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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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奇特山峰，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此行曾俊

隆的Karaoke和談笑風生，成為團隊的矚目要

角。

49週年（2010）陳信義主辦地中海郵輪

之旅，遍遊西班牙、義大利、希臘、土耳其

的美麗古城和宗教古蹟。參加者雖然只有12

對同學夫婦，大家遊興高昂，稱讚不已。

林靜竹在20週年同學會的相冊上寫了一

首打油詩：

七載同窗習杏園，各奔前程二十年；

難得今夕聚一堂，把酒歡歌話家常；

莫嘆歲月催人老，人生四十才開始；

行醫濟世在四方，四十年後更輝煌。

35週年再聚，感觸更多，他又寫了一

首：

天增歲月人增壽，子孫滿堂稱公婆；

寶刀未老續行醫，退休養生有道理；

同窗情誼久愈深，夜夜歡樂談人生；

天長地久緣難忘，高齡鶴髮更神往。

同時也牽引林萬哲靈感四行絕句：

大學畢業卅五載　同窗聚會集美加

共乘豪輪巡冰河　偕遊同樂意融洽

此次畢業50週年舉辦台灣及Okinawa的

同學會，同時返回母院參加景福盛會，諒必

熱鬧非凡，是一次難得的聚會。期待尚能行

走自如的同學，務必參加，不要放棄。這次

聚會和旅遊諒必將帶給大家無限的歡欣和快

樂。

有人說：人生上了七旬，留下的只有

老本（自己身體的健康）、老伴（家庭的另

一半）、老友（長遠的朋友，尤其是同班同

學），和老天（宗教信仰）。其他錢財、地

位、名譽和紛紛擾擾的世界，我們不必管太

多，要管也管不了，值得珍惜的還是永遠不

變的友誼。

林靜竹最後作了一首結尾打油詩：

景福習醫結良緣，相識情深五十年；

銀髮赤顏志不減，回聚故鄉敘舊情；

人生本是一場戲，遊歷賞景增情趣；

服務奉獻成定局，珍惜夕陽愛自己。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職美國芝

加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科誠徵專任教師
資　　格：1.具寄生蟲學或生物醫學相關博士學位。　2.具研究潛力及教學熱忱。
　　　　　3.具正式教學資歷一年、臨床經驗或博士後研究二年以上經驗者優先。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五年內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本、教學研究計畫（上述資料請附電子檔），

以及三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各六份。兩封以上推薦函。

起聘日期：101年2月1日
截止收件：100年7月29日（所有資料須於當日下午五點前送達）
聯絡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88267或88293
傳真專線：(02)23915294
電子郵件：wangj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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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士民

不沉的死海（Dead Sea）
車子繼續南走，來到死海，這是第二

次看到死海，兩年前我們是從約旦那邊看過

來。以色列這邊的死海熱鬧多了，觀光旅館

林立，遊人如織。我們趕忙進去旅館房間，

換上游泳衣，坐旅館提供的大型Golf Cart去

海邊，等不及跳進水裡，嘗試不沉的海水浴

（圖1）。鹽份濃度高達23%的海水，浮力

很大，不僅不會下沉，要在水裡翻身也不容

易。海水對眼睛的刺激性很大，水味很苦，

不諳水性的泳客，假如慌張起來，多喝了有

毒牲的海水，恐怕會出問題。水溫約華氏80

度，非常舒服，淺水處浮滿了悠閒的泳客，

沙灘上躺了不少滿身塗著黑油的沙療客。我

們浮游了一陣子才上岸沖洗乾淨。死海是全

世界最低的內海，本來南北有80公里長，近

20年來水位不斷下降，現在只剩下50公里，

跟加利利海面臨同樣的命運。死海裡沒有生

物，只有Sulfur含量高的一小區域，還有細菌

存在。

Masada（馬薩達）是以色列的黃花崗
Masada是一座440公尺高的山，聳立在死

海的西岸，本來山頂上只有一個防衛碉堡，

以後希律王加蓋了一座夏宮。這裡曾經發生

過烈士殉國的壯舉，近年來變成猶太人朝聖

的重地。公元66年，猶太人起來反抗羅馬統

治，被羅馬軍隊痛擊，耶路撒冷全毀，最後

的一支反抗軍，史稱Zealots，一共只有一千

人，據守Masada不投降。羅馬動員一萬兵

力，包圍了整座山，紮營八處，連續攻擊了

兩年才攻下來。城破之日，猶太守軍集體自

殺，只有兩個婦女和五個小孩倖免。以色列

於1947年復國後愛國精神高漲，他們軍人的

誓言是“Masada shall not fall again!＂

我們坐纜車上去山頂，山上的平台很寬

廣，當年的城堡和宮殿廢墟保存得很完整。

希律王的皇宮是三層樓房，裡面有熱水浴池

設備。從山頂上看下去，羅馬士兵的營地痕

跡仍然清晰可辨。1 Floating in Dead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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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古城Jerusalem（耶路撒冷）
從死海開車去Jerusalem只要半個小時，

進城之前要穿過一條隧道。Jerusalem是以色

列的首都，人口75萬，幅員很大，佔125平

方公里。位於市中心的古城（Old Town）只

有一平方公里左右，卻是全世界慕名而來的

旅客必看的聖地。古城本身確實是一個巨形

的室外博物館，三步五步一古蹟，二、三千

年的歷史層層相疊，影響西方世界至深且鉅

的Judeochristian Culture在此發源。對宗教

歷史有興趣的人，即使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也不能把古城的每個古蹟仔細看完。我們在

Jerusalem只有三天的時間，只好挑最重要的

景點來看了。

首先我們先去古城東方的橄欖山（Mount 

of Olives）眺望古城全景（圖2），最醒目

的是那座金黃圓頂的回教大寺Dome of the 

Rock。這座大寺坐落在猶太神殿的舊地，

讓猶太人觸景生情，每天重溫亡國失殿的痛

楚，上帝的安排未免苛刻。可惜我們不能近

前參觀這座金碧輝煌的大寺院，旅行社說，

大寺院不歡迎非回教徒來參觀。橄欖山是耶

穌復活後昇天的地方，據說還留下兩個足印

（徒1:2-12）。從山上看過去，近前斜坡一帶

是猶太墓園，再過去是Garden of Gethsemane

（哥西馬尼園），耶穌被逮捕前禱告的地

方，更前方一點是Tomb of the Virgin，聖母

埋葬的地方。接著我們去古城南方的錫安山

（Mount Zion）看大衛王的墓（King David’s 

Tomb），十字軍在這裡建了一個紀念館。旁

邊是Hall of the Last Supper，最後晚餐的地

點，十字軍進入Jerusalem時蓋了一間教堂，

現在只剩下一間空空的廳堂。連接這間廳堂

是聖母安息教堂（Church of the Dormition）。

天黑之前，我們去走猶太區裡的Cardo（大

道），這條古代老街保存得相當好，是那時

古城的主要通道。

J e r u s a l e m的古城分成四區，西北區

是Christ ian Quarter，西南區是Armenian 

Quarter，東北區是Muslim Quarter，東南區

是Jewish Quarter。一道16世紀建造的厚牆把

全城完全包圍，只留了八個城門（Gate）可

以進出。其中一個城門，叫做金門（Golden 

Gate），是永遠封閉的。這個城門從回教區開

向橄欖山，回教主在第七世紀時下令釘死這

道門。據說救世主重臨人間之日，會從這個

門進來，那時候這個城門才會打開。幾乎每

個古城的建築物底下都埋著古蹟，Tamar說得

好：Jerusalem is built on top of each other。兩

千多年的歷史，堆集在這撮兒一平方公里的

地方，地上地下有挖不完的人類活動痕跡。

我們從Dung Gate進入猶太區，先去看

Robinson Arch，是突出在舊神殿外牆的一塊

殘留石階。從這裡走過去就可看到那一片無Old Town, Jerusal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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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的Western Wall（西牆），又名Wailing 

Wall（哭牆）（圖3）。這片大石牆是希律王

擴建的大神殿（Temple Mount）唯一倖存的

痕跡。Western Wall前面有一個大廣場，要接

近石牆先要通過一道圍籬，入口處有淨手的

水龍頭，男女的入口分開，男左女右。猶太

人來西牆念經文、禱告、或舉行各種宗教儀

式。朝聖的基督徒和一般旅客也來此祈禱。

我們進去的時候，牆邊巳經站了很多戴黑

帽、穿黑袍、留長鬍的猶太人，一面念經，

一面點頭。我們入鄉隨俗，也跑去牆邊做我

們的禱告。有人還把字條塞進石壁縫隙，據

說上帝會特別照顧。高聳在西牆另一邊是那

金光閃閃的回教大寺院。回教主Abd el-Malik

在公元688-91年間從猶太神殿廢墟上蓋了這座

寺院，寺院大廳的一塊石頭，傳說是Abraham

綁兒子Issac在上面準備祭神的那一塊，又說

回教教主穆罕莫德從這塊石頭半夜昇天。猶

太人和回教徒都尊奉Abraham是他們的元祖，

Dome of the Rock是回教世界的第三聖地，

僅次於Mecca和Medina，這也是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不能達成和平協定的一大死結。East 

Jerusalem是這兩個敵對民族的宗教聖地，誰

也不願割捨。

每一個旅客來到Jerusalem一定要走Via 

Dolorosa（苦路）（圖4），親身體驗耶穌

受難前背著十字架走的最後一段路。苦路從

耶穌受審、被鞭打、到釘死於十字架的小丘

Calvarium（又名Golgotha）為止，一共分十四

站（Station）。每站在路邊的牆上刻著記號和

圖樣，印證聖經的故事。Tamar看我們這一團

有些團員已上年紀，建議我們省掉第一、二

站，從第三站開始走。苦路是一條三轉四轉

的石塊老街、坎坷不平，路面節節上升，路

的兩邊到處是售物攤。第三站是耶穌第二次

跌倒的地方，第四站是聖母在路旁見耶穌，

第五站是Simon of Cyrene幫耶穌肩負十字架，

第九站是耶穌第三次跌倒的地方，最後一站

就是藍色圓頂的聖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re）。教堂初建於公元325年，以後被

波斯人毀掉，1149年十字軍再重建。我們進去

時教堂裡面已擠滿了人，聖壇金碧輝煌，燭

光寧祥。十字架上耶穌雕像高懸在聖壇上，

兩旁各有一個玻璃長櫃，盛著當年Golgotha

Western Wall, Jerusalem3 Via Dolorosa, Jerusale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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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塊。再進去一點是Christ’s Tomb，旁邊有

一塊大平石，據說是耶穌死後從十字架上放

下來，置放塗油的那個石塊。教堂裡面人雖

多，但沒人作聲，氣氛非常莊嚴肅穆。

走出聖墓教堂，我們在Ethiopian Chapel 

Square休息、吃中餐、逛阿拉伯人開的禮品

店、買紀念品，然後去參觀David’s Citadel

和David’s Tower Museum，Verrochio’s Statue 

of David佇立在博物館的前庭。博物館內的

電影短片介紹Jerusalem的歷史，館內展覽每

個歷史時代的古物模型，但沒有陳列真正的

古物。我們爬石階到塔頂平台，眺望全城，

並照了一張團體照。看完了古城，坐車遊覽

Jerusalem的現代區。我們的旅館在市中心，

很方便。當晚大家散步去附近的高級商品區

Mamilla逛街，一路欣賞商店前面的藝術展

覽。

伯利恆（Bethlehem）
行程最後的一天我們參觀耶穌出生地伯

利恆。從Jerusalem向南走，只要半個鐘頭就

到了。這裡已是巴勒斯坦管制區，Tamar不敢

進去，怕被綁架。我們在進城之前換坐另一

部車，由一位巴勒斯坦的地陪帶我們進去。

城市古老，跟記憶中聖誕卡片裡的伯利恆一

模一樣。紀念耶穌的出生地點是一間老教堂

Basilica of the Nativity。我們到達時門口已經

排了一大堆人在等候進去。這間教堂由Greek 

Orthodox, Armenian和Roman Catholic三教派

共同管理。教堂初建於公元325年，是羅馬

王Constantine的母親Helen首先提議的，公元

540年羅馬王Justinian增建，19世紀時Roman 

Catholic最後整修。教堂的第一樓陳列一個馬

廄神壇（Manger Altar），旁邊站著Three Wise 

Men，頂上是一顆燦爛的星。樓下有一個小

洞室，地面嵌著一顆銀色的大星，那就是耶

穌誕生的地點，大家爭著摸這一顆銀星。教

堂的前院立著St. Jerome的大石像，他是鼎鼎

有名的聖經學者。公元404年他用拉丁文編纂

一本新約聖經Vulgate，為以後的英文版聖經

開路。緊連Basilica of Nativity是St. Catherine 

Church，Jerome和其他早期的出名基督徒埋骨

在此。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離開Bethelhelm，回到原來的遊覽車，開

往Jerusalem西郊的Yad Vashem，參觀Holocaust

紀念館。一條林蔭大道直通到紀念館大門，

各色花草點綴在兩旁林蔭之間。花叢中有一

長排石碑，刻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冒險解

救猶太人的外邦英雄大名。功名榜上有一萬

六千名，Oscar Schindler的大名也在上面。

這個紀念性博物館建在小丘旁邊，設計和建

築都很獨特，外表是一棟平凡的白色四方形

大房子，裡頭是一條大長廊和十個展覽廳。

展覽廳挖進石壁內面，收集的歷史資料非常

多，從納粹黨的崛起到死亡集中營，應有盡

有，有歷史照片、當時的新聞片、受害人生

平和全家照、集中營實況等等，看得令人毛

骨悚然。納粹黨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殘忍

的人性難以想像。我們爬上後山去看小孩紀

念塔，幾棵長青樹圍著一個瘦長的紀念碑和

一排白色石柱，孤單地站在寂寞的小山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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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Museum
旅遊最後的景點是Israel Museum，就在

附近。這個博物館舉世聞名，因為裡頭收藏

Dead Sea Scroll的真本。館內展示Dead Sea 

Scroll的發現經過、實地照片、保存方法和

考證過程。真本放在一間特造的半層樓高展

覽室，用厚厚的保護玻璃圍住，館內嚴禁拍

照，我們看來看去，未免意猶未盡。

結語

以色列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衛

生設備好，自來水可以喝，在外吃東西不必

擔心拉肚子。以色列人幾乎每人英語都講得

很好，在這裡旅行完全沒有語言障礙。最

方便的是他們的幣制，一塊美金可以換3.5 

Shekels，可是旅客根本不需換錢，美金在

這裡最受歡迎，連買明信片都可以用美金的

硬幣。這裡的治安比美國好多了，搶劫事件

少，扒手也不多。Tamar說要防範扒手的唯

一地方是Jerusalem的古城，碰到遊客多的日

子，扒手會趁機混進來。在我們旅遊期間，

街頭非常平靜，一點緊張氣氛也沒有，不像

埃及和約旦，到處有持槍的警衛。

近二十年來以色列的保守派抬頭，政

治實力膨脹很快，國家大權落在Orthodox和

Ultra-orthodox派手裡。Ultra-orthodox猶太人

不必工作、繳稅、當兵，他們的職務是研究

猶太教義，生活費由政府資助。這一派人的

孩子出生率特別高，平均每個家庭有八個小

孩。二十年前，保守派和超保守派的猶太人

只佔以色列人口的20%，最近的統計巳超過

40%。如此下去，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其他回

教鄰邦的態度只會更加強硬，不會妥協。以

巴紛爭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導火線，看來這個

危機已近在眼前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國南加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徵求主任候選人啟事
一、候選人資格：（1） 從事醫學相關之教育及研究，並具有醫學教育理念之國內外醫學

院、系教授。

　　　　　　　　（2）年齡62歲以下（民國38年8月1日以後出生）。

二、檢具資料：（1）個人履歷、著作目錄。
　　　　　　　（2）推薦信三封（由推薦人逕寄本委員會，名單由候選人提供）。
　　　　　　　（3）對醫學系教學、研究及發展之構想書。

三、報名方式： 自即日起至100年6月7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請將候選人書面資料送達
臺大醫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臺大醫學系辦公室，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

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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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城 雙 年 簡 記

— Deux ans dans la Ville Rose
文／吳建德

初始

兩年前的12月，我

剛剛結束5年的研究所生

涯，準備出發前往法國

的土魯斯（Toulouse）

開始我的博士後研究。

在阿姆斯特丹轉機的時

候，外面的天氣冷冽，

但是陽光普照，是個晴朗的好天氣。我心裏

想著：「嗯，看來歐洲的好天氣在歡迎我

哩！」，在登機門周遭等著上飛機的人全都

在講法文，而我當然是沒有半句聽得懂，於

是心裡又開始OS：「看來我就要出發去火星

了！」。

上了飛機，由於長途飛行的勞累，吃

了簡單的飛機餐後，便熟熟地睡去……，隱

約中聽到機長的廣播（當然是英文版的），

好像是快要降落了，我望了望窗外，還在雲

層中嘛，可能還在盤旋找個好角度吧，於

是又再瞇一下眼。哪知過了一下下，就聽到

「碰」的一聲，同時身體也震了一下，降…

降…降落了？！剛剛不是還在雲層裡嗎？出

了飛機，馬上恍然大悟，天啊，霧可以再大

一點…於是乎，我就在一個沒有聽覺（因為

聽不懂法文），視覺又受限的情況下，平安

地降落在火星上，準備

開始我的第二次闖蕩，

2007年12月16日，天

氣，超大霧，我到了土

魯斯（註：我未來的實

驗室老闆一家也非常熱

情地到機場來接我，還

送我一瓶紅酒。於是我

發了一個宏願，這次除了法文之外，也要好

好學習紅酒跟Cheese的知識。不過說歸說，紅

酒跟Cheese的種類實在多如繁星，所以宏願終

究是宏願，兩年後並沒有實現。）

中記

來到法國，除了紅酒，大家一定會聯

想到的就是法式料理。我雖對於飲食沒有什

麼研究，但是感官多少還是正常的，我認為

法式料理的精髓在於醬汁。基本上，對於各

種肉類，大部分都是原味烹調，頂多加上些

許海鹽調味，但是最終味道的決勝點，在於

各式精調的醬汁。有時候，趁著週末，會跟

朋友找間特別的餐廳，好好品嚐一下法式料

理。記得有一次，我們找了家位在Canal du 

Midi旁邊的餐廳，從我家大概要騎腳踏車十幾

公里。Canal du Midi是一條歷史悠久的運河，

連通大西洋跟地中海，所以理論上沿著運河

加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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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騎，可以騎到地中海（前提是你沒累死

的話…）。天氣好的時候沿著運河騎腳踏車

超棒，有一種遠離塵囂的恬靜。回到重點，

在騎了十幾公里後，終於來到餐廳，由於早

餐沒吃，又加上騎腳踏車，我跟朋友已經快

餓昏了，問題是服務生還在悠哉悠哉的服務

其他人…好不容易等到她把今日menu（其

實是一個所有的菜都寫在上面的小黑板）拿

來，不過我們法文本來就已經不好了，加上

黑板上手寫的字跡潦草，讓我們花了些工夫

decoding。看完後才發現原來週末沒有所謂

的formula（就是前菜+主菜+甜點），而是全

部分開單點，前菜小的都要8歐元，主菜則是

14~22歐元不等。看了看菜單，沒有發現到

熟悉的鴨胸料理（magret de canard），納悶

之下問了服務生，原來是菜單上一個叫coin 

coin的菜。二話不說，我們兩個人都點了那

道。等了一會兒終於上菜了，鴨胸烤得剛剛

好的焦褐色，同時邊緣有一層油脂，看起來

鮮嫩多汁。配菜是普羅旺斯烤蕃茄（tomate de 

Provence），起司馬鈴薯（pomme de terre au 

fromage），以及炒長豆（ciao chiang do←這

是我瞎掰的）。老實說我還蠻訝異的，這裡

的鴨胸是我來法國的幾次外食中屬於前三名

好吃的，也或許是因為我騎了許久的腳踏車

的飢餓讓我覺得超好吃吧？

如果要問我在法國跟在台灣哪裡最不一

樣，我會說對生活的態度。在台灣由於地狹

照片為抵達法國後隔天早上從暫時落腳的宿

舍望出去，天空比較清了。

我家附近的加隆河河邊風光 巴黎聖母院 （故事鐘樓怪人的場景）

運河邊餐廳的鴨胸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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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稠競爭激烈，每個人無不戰戰兢兢的做好

每份工作，每天超時工作似乎是家常便飯。

而在法國，由於平均的生活環境優渥，社會

福利政策良好，加上國家長期累積下來的文

化競爭力，使得部分的法國人，對於工作的

態度有點散漫，甚至到了有點無關緊要的地

步（有些年輕人，甚至因為社會福利政策的

普遍，而直接當起街頭流浪人）。不過反過

來說，我很喜歡他們公私分明的生活型態，

他們絕大多數會把工作跟休閒分得很清楚，

出了工作環境，很少聽到他們會談論工作上

的事情（但科學研究例外，科學家有時候腦

子是停不下來的…）。他們也很會規劃休閒

生活，不需要什麼奢華的安排，簡單的火車

之旅、路邊小酒館跟朋友的啜飲，甚至到河

邊散步遛狗，都可以是他們享受生活的一部

分。在法國待了一陣子，也會開始找機會享

受一下南法的悠閒。記得某個夏天的午後，

趁著天氣還不錯，不會太熱，散步去我家附

近的加隆河的河岸邊，享受了悠閒的下午，

聽聽音樂，隨便塗鴉，果然整個身心愉悅

啊，最後吃個冰淇淋做個perfect ending～

插曲

2008年的8月，是法國的暑假，是的，你

沒聽錯，是全法國的暑假，不是只有學生，

是所有的人大約都會在8月休假，所以很多

要跟法國做生意的公司都知道，8月通常都

可以喘口氣，因為就算這邊要工作，法國那

邊也沒人可以配合。我在工作之餘，也趁這

個空檔，規劃了一趟到巴黎的自助之旅，而

且很幸運的，因為朋友剛好回台灣度假，我

因此短期租了朋友的公寓，距著名的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香榭里舍大道）只有兩

個街口之遙，交通上幾乎是四通八達，方便

我這個假背包客到處逛。巴黎是個很迷人的

都市，雖然天空常常是灰濛濛的一片，可是

感覺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嗅到藝術的氣息，不

論是塞納河旁古意的小巷子，高聳的巴黎鐵

塔，奢華的香榭里舍大道，亦或是精雕細琢

的羅浮宮，都透著不同的個性。在這

裡，你不會感覺到異質性，因為這個

城市包容，甚至是擁抱各式各樣的文

化，也因為這樣的激盪，成就了巴黎

的多樣風貌。不過，弔詭的是，這個

城市還是有些地區聞得到令人反感的

官僚氣息，與自由奔放的藝術氣息，

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巴黎，我最喜歡

龐畢度現代美術館

巴黎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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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事，是在塞納河邊，找個空的長椅，買

一個三明治和一杯飲料，坐下來看小說，一

邊享受書裡的峰迴路轉，一邊享受塞納河畔

的悠閒。順帶一提，大家常常聽到左岸咖啡

館，其實右岸也有咖啡館，而且還蠻多家，

所以到了巴黎，別太努力找「左岸」咖啡

館，因為你會找不到。

末記

2010年1月17號，星期天，天氣陰。約

莫兩年又一個月前，2007年12月16日，我來

到土魯斯這個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開

始我研究所畢業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記得

當天天氣是大霧，霧大到我是藉著飛機著地

的那一陣晃動才意識到飛機降落了，雖說在

陌生環境中開始新的旅程對我來說不是新鮮

事，然而心中仍不免些許焦慮，畢竟這次有

著跟以往很大的不同：我不懂這個新國家的

語言，而那天氣，似乎也忠實地反映著我內

心的徬徨。

我確信當時的我，不會預測到我接下來

的兩年會釀出我足以回味許久的記憶……

這個週末將暫時是我最後一個在土魯斯

的週末，花了幾天把家裡的東西整理打包，

賣的賣，送的送，一陣東忙西忙後，猶如坐

了一趟時光機，回到兩年前剛進來的時候，

一模一樣乾淨的牆壁，一模一樣沒有窗簾的

窗戶，一模一樣空屋的味道。

今天下午，我坐在地上，背靠著牆壁，

在等待房東的空檔，我靜靜的讀著「失控的

邏輯課」，靜靜的，沒錯，正因為是「靜

靜」的，我瞬間察覺到那一絲不同，是回

音！因為整個房間空了，所以回音繚繞出一

種弔詭的氛圍，像是開始，又像是結束，就

在那一瞬間，我恍若迷失在時空之間的縫

隙，搞不清楚現在是2007，還是2010…

兩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在

這邊的生活，既像在天堂，也像在地獄，這

是個處處可見強烈對比的國家。不過我很慶

幸，我當初的順其自然，讓我度過奇妙的兩

年。

暫別了，la Ville Rose，有機會我會再回

來的～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1998年畢業，現

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講師）

凡爾賽宮

筆者待了兩年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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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斷情未了（下）

文／黃英峰

幾
天後的一個天氣溫和的星期六下午，華

陽表哥提議帶我去看電影，看日本片宮

本武藏或國產片火燒紅蓮寺。

「能不能帶我去公園玩？」我說。

「不喜歡宮本武藏？」華陽表哥眉頭微

蹙。

「榮典舅舅上禮拜已帶我看過日本武

士片，我沒有特別喜歡，我還是喜歡看布袋

戲的六合三俠和漫畫書裡的真平四郎。」我

說。

「那火燒紅蓮寺呢？」

「火燒紅蓮寺的故事，父親跟我講過

了。」

華陽表哥想一想，「我帶你去一個地

方。」

「什麼地方？」

「天長地久。」華陽表哥說。

「什麼是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是一座吊橋，你見過吊橋

嗎？」華陽表哥說。

「沒有。」我搖搖頭。

「我帶你去開開眼界。」華陽表哥興致

頗高。

準備了一些乾糧，牽出一輛陳舊的自行

車，華陽表哥跨上車，我也跳上後座，我們

就朝東邊山仔頂的方向前去。

「天長地久有多遠？」我問。

「大約二十幾公里的路程。」華陽表哥

說。

「要走多久？」我接著問。

「差不多兩個鐘頭。」他說。

「你常常去嗎？」

「常常去，」他說，「在那裡做夢最

好。」

「你好像喜歡做夢，將來想當明星

嗎？」我說。

華陽表哥停下車子，取出繫在腰包裡的

水壺，咕嚕咕嚕地喝了幾口水，「要是當明

星可以讓我找到我要找的人，我就去當。」

「你要找誰？」我追著問。

華陽表哥沒回答，把水壺繫回去，說：

「我們還是快趕路吧。」

十幾分鐘後，我們到了山仔頂的山腳，

開始走上坡路，騎腳踏車上山坡路本來就很

費力，加上載著我這個小孩，更是吃力，他

騎得很賣力，全身的肌肉像山豹飛奔般地收

縮躍動，汗珠子不斷地從他的頸項滑落下

來，不到一會兒工夫，已汗流浹背，後背的

襯衫都濕透了。

「要再多遠才會到天長地久？」我問正

喘噓噓的華陽表哥。

「過了吳鳳廟就快到了。」華陽表哥上

氣不接下氣地說。

到了吳鳳廟，華陽表哥實在騎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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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來用走路的，繞過一段七拐八彎的斜

坡路，又穿越了一大片竹林，眼前就浮現了

一座用鋼索和木材搭起來的吊橋。

把自行車用鐵鏈鎖在一株梧桐樹下，我

們一起走上吊橋，一上吊橋，我才知道原來

吊橋是會搖搖晃晃，走起來也窸窸索索，望

著橋下三四丈深的崖谷和崢嶸的岩石，我有

些懼怕。

「你害怕嗎？」華陽表哥問我。

「不怕。」我嘴裡說不怕，腳底卻不由

自主地哆嗦起來，雙手緊緊地抓住懸在繩索

上的橋欄，一步一趨地往前橫進。

「真的不怕？平常人都會害怕的。」華

陽說。

我平常自認為有像漫畫書裡真平四郎的

勇敢氣概，今天也不應該例外，「不怕。」

我大聲地說，腳底還是在哆嗦。

「你害怕嗎？」我反問他。

「不怕。」他笑笑說。他看起來是真的

不怕，走路的姿態沉著穩當，兩隻白色的運

動鞋像水上的滑板，輕輕鬆鬆地就在橋面上

滑過去。

走到了橋的中央，華陽表哥停了下來。

「這橋是地久橋，底下的溪是八掌溪，

橋的另一端再上去有一道天長橋，天長橋架

在高聳的斷崖之間，又長又險，再進去的山

林就是內山了，我們祖父就是從內山出來

的。」他說。

「祖父是山地人？」我從沒聽說我有山

地人血統。

「不，」華陽表哥說：「祖父是平地

人，曾祖父劉闊過去一直在山地管理山地

人，吳鳳廟裡有關於他從前事蹟的記載，他

的生平類似清朝的吳鳳通事，一直住在山

裡，正因為如此，祖父們的兄弟姐妹都是出

生在內山，長大之後才下山唸書。」

「山地人像什麼樣子，為什麼要管

理？」

「山地人跟平地人一樣，只是眼眶深

一點，喜歡喝酒，喝酒後常鬧事，所以要管

理。」

我望望遠處罩著一層山靄的山林，「你

去過內山嗎？」

「去過，跟清秀阿姨去過幾次，每次都

經過這座橋。」

「內山裡面像什麼樣子？」

「你看過泰山電影嗎？就是像那個樣

子，到處都是原始森林，森林裡許多山鹿、

山豬、山猴…，鹿角可以做成鹿茸、猴骨和

中藥做成猴膠，其他如蛇膽、藥材、筍乾、

龍眼乾、竹子編成的家用品…很多都是內山

的山產。」

「我吃過祖母煮的猴膠燉雞湯。」我

說：「猴子會跑又會爬，怎麼抓得到牠？」

「他們用竹編的籠子，籠子暗藏機關，

裡面放著香蕉，猴子餓了從樹上跳下來吃香

蕉，就逃不掉了。」頓一頓，華陽表哥又

說：「你看過人家圍抓山豬嗎？抓山豬才好

玩。」

我有些神往，「山豬這麼大，怎麼抓

呢？」

「他們先放狼狗去尋找、追趕山豬，

等山豬被追得四散奔逃、精疲力盡時，再去

圍堵。」華陽表哥說得眉飛色舞，「我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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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人抓過幾次，如果明年暑假你再來祖父

家，我帶你去內山圍抓山豬。」

「我明年一定再來。」我說。

我們說著，又繼續往前走，走到橋的另

一端。

接下來的路，愈來愈難走，過了一塊

大岩石，路變得很窄，只能容納一個人的寬

度，一邊是垂直的岩壁，另一邊是幾十丈深

的崖谷，有時路面還散布著會令人滑倒的松

球，或橫著攔腰折斷的枯木朽株，走了近半

個鐘頭，好不容易來到一個三岔路。

「你要往上爬到天長橋，還是往下走到

天長橋下的溪谷？」華陽表哥問。

「往下走。」我說。剛剛的地久橋已讓

我心驚膽寒，我不敢再冒險。

我們步步為營地往下走，山氣越來越

多，山靄越來越濃，平常在平地看不到的蕨

類植物也越來越密，有蔥綠新生的，有黃褐

枯死的，走了一公里多的山間小徑，終於到

了澗水奔流的溪谷。抬頭一望，天長橋橫跨

在離溪谷大約三百尺的懸崖上，又高又長，

似乎處在雲霄裡，好像是仙山瓊閣的一部

分，不是人間的。

在一棵楓樹下，在一塊突出水面的岩石

上，我們坐了下來。夏日時分，水草青蔥，

水流湍急，湍急的流水拍擊著岩石，激起一

連串的泡沫和漣漪。華陽表哥脫下鞋子，把

腳浸在水裡，讓水花拍打他的光腳板。

「你真的喜歡給那個女老師打嗎？」我

問正悠悠地望著遠山隱約楊柳炊煙的華陽表

哥。

他吸了口氣，笑了笑，「喜歡可能不是

很正確的說法，但也可以這麼說。」

「你被打不會痛嗎？」我說。

「不會痛。」他說。

「真的不會痛？」

「如果你愛一個人，就不會痛。好像媽

媽打你，你不覺得痛。」

「是嗎？」我不以為然，「媽媽打我

時，我覺得好痛。」

「只是皮痛，心不痛。」

「是這樣嗎？」我聽不太明白，「你被

你媽媽打過嗎？」

「沒有。」他說。

「那你怎麼知道媽媽打只是皮痛心不

痛？」

華陽表哥沉吟半晌，眼眶微瞇，遠遠地

望著那座似仙山瓊閣的天長橋，「你做錯了

事，媽媽打你，你覺得很痛，但你的眼淚很

快就乾了，你做錯了事，沒有媽媽打你，你

不會痛，但是，你的眼淚是不會乾的。」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說。

「你長大後，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他

說。

我們都沒有再開口。空氣很沉靜，我聽

到山風在樹梢低吟，鷓鴣鳥在林間啼叫。

「你什麼時候回去？」隔了一陣子，華

陽表哥問我。

「明天，」我說：「明天我媽媽來接我

回去。」頓了頓，又說：

「你媽媽好像很少來找你？」

華陽表哥默然許久，然後，他說：「是

很少來。」

「為什麼呢？」我覺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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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陽表哥又默然許久，「她嫁人了。」

他終於說。

「你想念她嗎？」我又問。

「我想念我爸爸。」他仰起頭：「四

歲那一年，我到台北四叔公家玩，有一天，

四叔公用一部黑頭車載我到基隆碼頭接我爸

爸，你知道，當時的台灣民間只有兩部黑頭

車，一部是南部高雄陳啟川的，另一部就

是北部台北四叔公劉明的，我坐在裡面，神

氣極了，到了基隆，我們站在碼頭邊等候那

艘輪船進港，可是，那艘輪船一直沒有出

現。」他的聲音喑啞，「我不相信那艘船發

生了什麼事，我一直在盼望，盼望有一天，

那艘輪船會呈現在我眼前。」

「你真的夢見那艘輪船？」

「真的。」他說。

「你夢見你媽媽嗎？」我多餘地又問。

華陽表哥沒有回答我，他俯下身子，在

水裡撿起一塊碎石子，用力朝天長橋拋去，

我的視線追逐那塊碎石的影子，那塊碎石子

掉落到長橋的倒影裡，激起了小小的水花，

瞬間就不見了。

我拉回視線，愕然發現，華陽表哥的

臉頰上有一道水痕，好像是從眼角流下來的

淚水，也好像是從那塊碎石子濺起下來的水

珠。

「你要聽我唱歌嗎？」華陽表哥的聲音

有些低啞。

「要。」我說。

他嚥了口水，清清喉嚨，輕輕地唱著：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

們走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她那

粉紅的小臉，好像紅太陽，她那活潑動人的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願拋棄了財

產，跟她去放羊，每天看著那粉紅的小臉，

和那美麗金邊的衣裳。我願做一隻小羊，跟

在她身旁，我願她拿著細細的皮鞭，不斷輕

輕地打在我身上――

在歌聲繚繞中，我猝然又發現，華陽

表哥的臉頰又多了一道水痕，這一次，我非

常確定，這是他的淚水，不是水珠留下的痕

跡。

我低下頭，凝望著溪水冥想，溪水潺潺

地流，溪面映著斜陽金黃色的光芒，一片楓

葉似即似離地在岩石邊的漩渦裡迴轉，迴旋

幾圈，又離開了岩石，隨著溪流，往天長橋

的方向飄去。我的視線也隨著那片楓葉，往

天長橋的方向飄去，飄向雲朵片片的穹蒼。

不知何時，天長橋上空多了一團金璨璨的彩

雲，天長橋像一艘長船，載著一團華陽表哥

所要的東西。

一群南飛的歸雁在彩霞中翱翔，溪水裡

的倒影漸漸地由明亮變為平淡。

「我們回去吧，天色不早了，晚上也許

會下雨呢。」華陽表哥說。

我依依地對夕陽裡的天長橋揮手再見。

華陽表哥要回家了，我明天也要回家了。媽

媽說，所有的溪流都一樣，最後都會流入大

海，我想，華陽表哥的歌聲和淚水，也會隨

著這溪流，最後流入大海，流入有一艘金璨

璨的船在等他的大海。

我們趕著路回家，通過地久橋，越過斜

坡路，到了嘉義市區時，已是萬家燈火。

「我帶你去圓環夜市吃潤餅。」華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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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說。

「好。」我仰望天空，「天會不會下

雨？」

「下雨也沒關係。」華陽表哥說。

說著，輕絲般地濛濛細雨正開始無邊無

際地從天空中洒了下來。

×　×　×　×　×　×

隔了一年，小學二年級的暑假，我又去

外祖父家玩，華陽表哥真的帶我去內山圍抓

山豬。

幾年之後，外祖父宣告破產，我心目中

的榮國府被查封變賣，榮國府裡的兩位阿姨

也嫁了人，又過了若干年，外祖父祖母相繼

去世，劉氏家族跟內山的關係漸漸疏淡，我

不知道華陽表哥還有沒有再來過天長地久。

一九七八年（十八年後）的春天，我

剛從醫學院畢業不久，清明節的前幾天，我

從台北坐縱貫鐵路的觀光號火車返回故鄉嘉

義，中午的時候，我想到火車的餐車吃飯，

一踏進餐車，我猛然發現華陽表哥和表嫂就

坐在離我不遠的餐桌前。我非常高興，快步

走過去。

「華陽表哥。」我熱呼呼地叫他。

他很驚喜，趕忙招呼我坐下。

噓寒問暖一陣後，服務員來了，我點

了雞肉飯，華陽表哥點了紅燒肉飯。沒過多

久，服務員端來了快餐和飲料。

「你要不要嚐嚐鐵路局做的紅燒肉？」

華陽表哥說。

「好。」我說。

他夾了一塊紅燒肉，放在我盤裡。

我低頭嚐了嚐紅燒肉，那香味似乎很熟

悉，我忽地抬起頭來問表嫂，「妳去過天長

地久嗎？」

「去過。」表嫂說。

「有沒有走過天長地久？」

「跟華陽走過一次。」

我望了望窗外飛逝的田野，「聽說，

情侶如果走過天長地久，就會有情人終成眷

屬，就像你們一樣。」

「天長地久橋是日據時代一九三七年建

築的，天長代表天皇，地久代表皇后，天長

地久意味著天皇皇后像有情人一樣地永永遠

遠，長長久久。」表嫂有感而發。

「妳去的時候有沒有帶皮鞭？」我突發

興致地問。

「什麼皮鞭？」表嫂不知道我在說什

麼。

「皮做的鞭子，」我說：「牧羊女用來

趕羊群的皮鞭。」

「帶皮鞭幹嘛？」表嫂莫名其妙。

「表哥還想做明星嗎？」我又說。

表嫂蹙了蹙眉，「沒聽說過他要當明

星，當明星和皮鞭有關係嗎？」

我笑了笑，華陽表哥也笑了笑。顯然，

他知道我在說什麼。

華陽表哥當時已從東海大學的建築系畢

業十多年，在台中開設建築師事務所，他和

表嫂坐到台中就下車了。我依著窗口依依不

捨地揮手跟他道別，他也在月台上向我揮手

道別，火車漸行漸遠，他的身影終於消失在

茫茫的人潮中。

驀然間，我想起他以前說過的話，「你

做錯了事，媽媽打你，你的眼淚很快就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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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做錯了事，沒有媽媽打你，你的眼淚

是不會乾的。」

我想，我已長大到可以了解他是在說什

麼了。

……………

天長橋上的天空，說變就變，灰雲逐漸

堆積，雲層慢慢低沉，灰濛濛的天色和遠山

的輪廓逐漸揉成一片，天開始下起了毛毛的

細雨，不成串的雨絲不久就綴滿了我的頭髮

和衣服。

我走下天長橋，步履沉滯地走回停車

的地方，四周迷濛，山風帶著九月初秋的輕

寒。走到了車邊，打開車門，手握著門把，

我惘然停住了，我閉上眼睛，仰起頭，讓細

細的雨珠打在我的臉頰，讓雨珠在臉頰流轉

――年華，似水年華，也像那雨珠般地在我

的眼眶裡流轉。我想起李商隱的詩，澄美阿

姨曾經跟我解說過的詩，「……紅樓隔雨相

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

殘宵猶得夢依稀。……」真的，逝水流年夢

依稀。

開著車子，我沿蜿蜒的山路下山，雨下

得更密了，擋風玻璃的雨刷像節律器般地擺

動，玻璃上的雨霧，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

又模糊。從後視鏡裡，我看到了逐漸遠離而

模糊的天長橋，它終於縮成一個小點，在視

野裡消失了。我打開車內存放音樂的匣子，

取出華陽表哥很久以前送給我的“夢之旅，

昔日的歌謠＂，把它放入音響，那首熟悉的

旋律又再度在空氣中迴盪，伴著雨聲，伴著

風聲，伴著心中無聲的呢喃。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

們走過她的帳房都要回頭留戀地張望……我

願拋棄了財產，跟她去放羊…我願她拿著細

細的皮鞭，不斷輕輕地打在我身上……

不斷輕輕地打在我身上…真的，我也

願有一個她，拿著流轉年華細細的皮鞭，不

斷輕輕地打在我身上，不斷輕輕地打在我身

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在是家

醫科醫生於洛杉磯行醫）

 天長（地久）橋

師生座談會─對醫學系新主任之期許
題目：對醫學系新主任之期許
時間：民國100年5月30日（星期一）下午5時30分至7時。
地點：醫學院102講堂。
歡迎本院教師、醫學系學生及校友踴躍參加。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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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去故鄉台灣、昔日
─兩首世界名歌之台語譯作

文／王永祥

2010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晚會，經台大醫學

院北美校友會會長沈仁達博士篩選、由本

班同學上台合唱兩首世界名歌之原詞及本人

所填寫的台語譯作歌詞，茲借用景福醫訊之

篇幅來介紹此兩首歌的內容。

『返去故鄉台灣』是世界名歌「Carry me 

back to old Virginny」的台語譯作詞，此首歌

之曲和詞皆為美籍非洲裔作曲家James Bland 

（1854-1911） 於1878年所寫，自1940年起

成為Virginia之州歌，1997年榮退（但至今仍

未選出新歌替代）。此歌創作於南北戰爭結

束、解放黑奴初期，黑人離鄉謀生，卻忘不

了其出生成長的故鄉。歌詞內容有兩段，第

一段是描述黑人想要回去故鄉維吉尼亞州，

記得那裡廣闊的田野種植著無數的棉花、玉

米、馬鈴薯；那裡的春天有甜美的鳥歌顫

音；那裡一直是老黑人心所嚮往的地方；在

那裡我願為家人在玉米田上天天努力工作不

懈；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地方讓我這麼衷

心地喜愛。第二段是強調想要與摯愛的人在

那金色的海岸相會，無憂無慮地生活在一

起，終老在故鄉維吉尼亞州。

此首歌之原詞填寫方式是以兩小節為一

個段落，每一句歌詞相對較長，以緩慢的唱

法比較能抒發內心深沉的情感。由於原詞內

容與我們鮮少相關之處，因此自行填寫較適

合國人的台語歌詞『返去故鄉台灣』：

我欲閣返去我的故鄉

返去我離開真久故鄉台灣

金黃的稻穗佮山坡的翠松

芬芳的玉蘭含笑猶有七里香

我欲閣返去我可愛的故鄉

返去我少年成長台灣故鄉

碧綠的池塘佮溪邊的垂楊

回想起古早時代嬉樂的種種

我欲閣返去我的故鄉

返去我時時懷念故鄉台灣

清新的空氣佮溫暖的陽光

厝邊的人相借問親切的笑容

我欲閣返去我熟識的故鄉

返去我一生相隨台灣故鄉

熱情的親友佮美麗的風光

定定出現佇甜蜜難忘的夢中

歌詞是採華語注音『ㄥ』（羅馬音ong）

為韻尾，台語「欲beh」即「要」；「閣」為

教育部審定用字，即「再、又」；「佮kah」

即「和、與」；「相借問sio-tsioh-m g」亦可

讀為sann tsioh m g即「打招呼」；「定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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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佇t 」即「在、於」；「熟似」

及其拼音為教育部審定，即「熟識」；「嬉

樂」即「嬉戲玩樂」。

歌詞中「玉蘭、含笑、七里香」皆是

有香氣的台灣本土花蕊；「相借問親切的笑

容」是台灣人共同的肢體語言；「熱情的親

友」對回鄉遊子的款待是隆情厚誼、乾杯不

斷，總是令人盛情難卻、回味無窮、時而出

現於甜蜜美夢之中。

歌詞以「台灣」做為較廣義的故鄉，能

夠凝聚較多海外台僑的向心力及參與感，此

次本班有十多位海外同學回來參加景福校友

聯誼晚會，由他們來合唱此首歌曲，更有誠

摯的情感涵括其中。

『昔日』是世界名歌「A u l d  L a n g 

Syne」的台語作詞，此首歌曲為蘇格蘭民

謠，作曲者已不可考，原詞為Robert Burns 

（1759-1796）於1788年依當地父老口傳記錄

完成。

此歌為知名的學校畢業歌及道別驪歌，

是電影『Waterloo Bridge魂斷藍橋』的主題

曲；日語版本歌名『螢の光』；中國版本歌

名『友誼天長地久』；台灣的華語版本歌名

『驪歌』。

原蘇格蘭歌名Auld lang syne直譯成英文

為old long since，原意約略為『昔日時光』。

原詞以蘇格蘭文寫出，內容有五段，每一段

的後半段歌詞都一樣，是合唱的部分。第一

段是說舊識好友怎能被忘記而不放在心上

呢？昔日時光怎能被遺忘呢？第二段是呼籲

友人要為往日的溫馨回憶舉杯慶祝；第三段

是在回憶舊時和好友終日在山坡上遊蕩、摘

採雛菊至精疲力盡的情境；第四段則回想當

年一起泛舟溪流而今遠隔重洋令人感慨良

深；第五段則是緊握好友雙手，相互為未來

祝福，期待再相會；合唱部分則是反覆唱出

要友人一起舉杯來慶祝昔日美好時光。

綜觀原詞雖然描繪出多種昔日情境，但

需唱完五段才完整顯現，一般反覆唱五次會

造成彈性疲勞，因此自行依原曲名聯想，並

以回憶學生時代甜蜜生活為主題，填寫二段

台語歌詞『昔日』：

昔日湊陣至好朋友／那會離別許久？

懷念過去同窗讀書／有時做伙打球

校園彼欉古老榕樹／咱定佇遐歌唱

鐘聲若響我著回想／咱的少年往事

古早朋友離開多年／你敢會當未記？

彼時咱佇溪邊釣魚／有時落去泅水

做陣迫山風透雨滴／大家攏挈做堆

鳳凰花開我著想起／咱的少年日子

第一段歌詞是採華語注音『ㄨ』（羅馬

音u）為韻尾；第二段是採華語注音『ㄧ』

（羅馬音i）為韻尾。

台語「湊陣táu t n或做陣」及「做伙或

做堆」皆是形容「在一起」；「那會ná 」即

「怎麼會」；「許久hiah kú」即「那麼久」；

「定定」即「常常」；「佇遐t  hia」為教育

部審定用語，即「在那裡」；「我著…」即

「我就…」；「敢會當kam  tàng未記？」即

「怎麼可以忘記？」；「落loh去泅siû水」即

「下去游泳」；「迫山」即「登山」；「風

透雨滴或透風雨滴」即「狂風大雨」；「攏

挈khueh做堆」即「都擠在一起」。

歌詞內容是離別多年的昔日好友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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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時回想當年同窗時代，大家一起讀書、打

球、老榕樹下唱歌、溪邊釣魚、游泳、登山

的種種往日情誼，是多麼深厚，在狂風大雨

中擠在一起避風躲雨的情境，歷歷如目。歌

詞中並質疑老友：昔日諸多美好往事難道你

能忘記嗎？並以聽到學校鐘響及看到鳳凰花

開的音感與視覺，總是讓人觸動了昔日甜美

時光的記憶做結尾。

在許多西洋國家，這首歌通常會在除夕

夜迎接新年倒數計時那一刻演唱；此歌日文

版本歌名蛍の光，是在NHK電視台每年除夕

夜的『紅白歌唱大賽』中最後的合唱曲。這

首歌曾被電影引用，如『魂斷藍橋』、『風

雲人物』。在亞洲地區此歌被許多學校當做

畢業典禮的驪歌。此次在校友返校聯誼晚

會，由畢業四十年的校友合唱此首歌，來喚

醒昔日學校生活的溫馨美好回憶，應也是適

當的。

附記：若有校友想要索取此兩首歌之歌譜

（簡譜）或本人試唱之MP3檔，可用

E-mail方式傳寄到您的網址，請來函

yhs.wang@gmail.com告知。

2010歲末　王永祥　撰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0年畢業，現任職北醫

附醫家醫科）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1.具護理學博士學位　　2.能勝任護理教學，且具獨立研究能力
　　　　　　　　3.具護理師證書　　　　4.具產科、精神科、急重症護理專長者尤佳
（二）檢具資料：1.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2.最高學歷證書影本、部定教師資格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3.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
　　　　　　　　4.論文目錄表（如下※說明）
　　　　　　　　5.五年內主要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上述1~5項資料請依序排列，一式七份）
　　　　　　　　6.推薦函3封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核算計分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論文目錄表Ⅲ-1（供核算歸類計分用）
　　　2.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目錄）

（三）截止日期：100年6月30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101年2月起聘
（五）收件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黃璉華主任收（請註明應徵教師）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Mail：lhhuang@ntu.edu.tw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王莉芳

看
了本期林靜竹校友所寫的同學會邀請函，深有所感，都是畢業二、三十年後，同

學會才開始熱絡起來。皮膚科同事們的每週聚會，年輕人總是興趣缺缺，踴躍參

與的都是資深的學長或老師。而景福醫訊的讀者和作者，平均年齡也都偏高。所以，

醫學上有老年醫學，文學上也應有老年文學，編者去年開始邁進五十大關，也即將成

為景福醫訊的忠實讀者了。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5年畢業，現任母院附設醫院皮膚部醫師）

編者王莉芳醫師為前排左2



台大醫院兒醫大樓關懷兒童系列活動

兒童節活動～與麥當勞叔叔有約

時間：2011年4月11日
地點：台大醫院兒醫大樓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台大醫院藝術饗宴～
樂興之時管絃樂團表演

時間：2011年4月26日
地點：台大醫院大廳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麥當勞叔叔與小朋友互動

▲母院附設醫院吳美環主任與麥當勞叔叔互贈禮物



行政院衛生署台北區緊急應變中心台大醫院建置中心揭牌典禮
時間：2011年4月2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台大醫院兒醫大樓關懷兒童系列活動　兒童節活動～與麥當勞叔叔有約
時間：2011年4月11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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