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醫院臨床神經暨行為醫學中心開募式暨揭牌儀式合影　　時間：2011年5月27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趙英明女士捐贈救護車予台大醫院合影　　　　　　　  時間：2011年5月16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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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大 醫 院 臨 床 神 經 暨 行 為
醫 學 中 心 開 募 式 暨 揭 牌 典 禮
時　　間：2011年5月27日
地　　點：台大醫院臨床神經暨行為醫學中心

攝　　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揭牌儀式合影（右起莊明哲院士、李嗣涔校長、

陳明豐院長、黃世傑副院長）

▲揭牌儀式合影

▲參觀母院臨床神經暨行為醫學中心

▲中央研究院莊明哲院士致詞

▲母校李嗣涔校長致詞

▲李嗣涔校長（左1）、陳明豐院長（中）、楊泮池
院長（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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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變的

新希望～低溫療法

文／陳倩儀

近
幾十年來新生兒科醫學發展快速，使

得新生兒的存活率大為增加，很多之

前束手無策的新生兒疾病，現在都有了相當

有效的治療方法，然而還是有些狀況是小兒

科醫師最不願遇到的，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

病變（hypoxic-ischemia encephalopathy，簡

稱HIE）就是其中一種。HIE是指周產期窒息

的嬰兒所產生的腦部併發症，根據統計，發

生率約為每一千名活產中有1至2位，整體死

亡率約一成，存活者可能會有腦性麻痺、發

展遲緩、視覺聽覺損傷或痙攣等神經學後遺

症發生，往往造成家庭及社會很大的負擔。

一直以來若有新生兒發生周產期窒息，除了

適當的維持療法外，臨床上並沒有很好的治

療方法來減少HIE的發生或改善其神經發展

預後，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實驗想找出有效的

神經保護方法，但唯一通過臨床實驗考驗，

目前被應用在病人的治療，就是低溫療法

（hypothermia therapy）。

低溫療法的臨床應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0年代，截至目前為止，至少有14個大型

臨床試驗已發表其研究結果，經由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其報告，發現低溫療法可

顯著降低死亡或中度以上神經發展異常的發

生，其中又以中度HIE的效果最好，對於重度

HIE的療效較不顯著；雖然由各報告看來，低

溫療法無法在所有發生HIE的病人發生作用而

帶來神奇的療效，但卻是目前唯一臨床上被

證實對HIE可能有幫助的療法，因此已被國外

許多新生兒加護病房常規應用在周產期窒息

併發HIE病人的治療，在今年新版的新生兒急

救訓練（NRP）也列入了低溫療法，足見其重

要性。

低溫療法主要是適用在因週產期窒息

而發生HIE的病人，目前大多以36週以上的

新生兒為主，並不建議應用在早產兒；雖然

不同臨床實驗的病人選擇標準都不盡相同，

但主要仍以定義是否發生周產期窒息的代謝

指標及定義是否發生中重度HIE的神經指標

為主，其中代謝指標包括低Apgar score（10

分鐘Apgar score低於五分），酸血症（血液

pH<7.00, BE≦-12~-16），或在出生後10分鐘

仍需要施以正壓呼吸或急救措施，而神經指

標則包括意識異常、張力低下、反射或姿勢

異常、或出現痙攣現象等，在有些臨床實驗

中還會以aEEG（amplitude integrated electro-

encephalography）異常來定義是否有神經病變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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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低溫療法的施行時機是在出生六

小時內，因為動物實驗顯示如果在損傷發生

之後超過六小時才開始低溫治療，其治療效

果較不顯著；在病嬰體溫降到目標溫度之

後，需維持此溫度72小時，之後再以每小時

0.2-0.5℃的速度慢慢回溫到正常體溫，大約需

4至6小時。

現在臨床上最常應用的新生兒低溫

療法有兩種：選擇性頭部冷卻（se lec t ive 

head cool ing）及全身低溫（whole  body 

hypothermia）；其中選擇性頭部冷卻的療法

需使用特殊機器Cool-Cap（Olympic Medical 

Cool Care System, Olympic Medical, Seattle, 

WA, USA，如圖1），將內含有冷水循環的

特殊帽子包覆在嬰兒頭上，以機器控制的方

式使其頭部冷卻，並維持其核心體溫，即肛

溫，在34-35℃（如圖2），此機器已經得到

FDA認證，使用上十分簡單，在使用過程中

的一般照護也不受影響，惟機器較為昂貴；

至於全身低溫療法，顧名思義就是直接下降

其全身體表

溫度直到其

核心體溫為

33-34℃，較選擇性頭部冷卻低一度，至於降

溫用的機器則有很多選擇，包括各式自動或

手動控制的冷卻毯或冷卻衣，甚至是簡單的

冷水袋也可以達到降溫的效果，但是以人為

控制的降溫方法，比較不容易使體溫維持在

目標溫度，常常會發生體溫過低或過高等變

動較大的現象。

低溫療法較常被報告的併發症包括心

律不整及血小板低下，但在結束低溫療法之

後皆可完全恢復，且不會造成臨床上明顯

的影響；使用Cool-Cap的病人有些會出現頭

皮局部水腫現象，但可自然恢復；一些使用

全身低溫療法的案例被報告在一週內出現

subcutaneous fat necrosis，雖然這是屬於自限

性疾病，可自然好轉，但可能會合併高血鈣

等代謝異常，故需多加留意。

近幾年來低溫療法一直被廣泛討論，雖

然目前仍未被建議為HIE的標準療法，且有

很多進一步的應用仍有待研究，例如出生超

過六小時的新生兒、或有合併其他先天性異

常如心臟病的病童等案例是否可以適用等問

題，但由於大部分的證據皆顯示低溫療法對

改善神經預後是有幫助的，因此有越來越多

的新生兒加護病房開始

採用，希望以後國內也

可以累積自己的經驗，

找出合適的治療方法，

造福這些病童。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

1998年畢業，現為台大

醫院小兒部新生兒科主

治醫師兼臨床講師）頭頸部冷卻Cool-Cap機器及配件

1

2

病童實際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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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胎兒醫學」序文

文／林靜竹

「見
證胎兒醫學」是一本作者在美國

專業深造及研究議題，用深入淺

出平實易懂的文字，提供醫學及非醫學讀者

醫學常識的書。作者儘量以說故事的方式介

紹這個新興的醫學科目。作者在台灣接受醫

學教育及婦產科專業訓練後，於1969年到美

國深造，從遺傳學入門漸漸走入胎兒醫學。

那時的產科只有粗糙的超音波，在美國始創

的胎兒醫學正在萌芽，作者毅然加入拓荒團

隊開拓醫學的這個新領域。

作者於2001年由芝加哥教授職退休，

2002年搬到氣候溫和、生活閒逸的北加州

後，開始由英文寫作轉變成漢文寫作。於

2005年出版「留美夢，台灣情」的散文文集

和2006年出版「台美生涯70年」的生涯回憶

錄二本書。之後，我的牽手許世真催促我繼

續寫第三本書。作者也有意將自己

的專長和經驗寫成本書「見證胎兒

醫學」。2009年初開始在北美洲台

美人自己辦的報紙「台灣公論報」

連載，預定2011年春天登完全書40

篇。在本書出刊時，作者再加入序

文，相片及插圖以增加讀者的瞭解

和樂趣，並提昇本書的可讀性。

台灣科技及創業的進步，社會

已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境界。教育及醫療水準

的提高也伴隨著產生一些新的社會問題，例

如少子化、老人化的社會在不久的將來會影

響勞動力的減少，生產力減弱的嚴重現象。

這是政府應及早提出對策，防患於未然。在

1989年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作者曾兩

度到中國講學。他們因為「一胎化」的政

策，使胎兒醫學培養優質兒女的觀念大受歡

迎。在少子化趨勢日漸明顯的今日台灣，作

者盼望本書能提供年輕人這方面的醫學常

識，培養出優質的下一代。

本書前10章描述從臺大醫院婦產科專業

訓練及駐台北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研究細胞

遺傳學（染色體）後，赴美國深造，經歷紐

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及愛因斯坦醫學

院的多種研究經驗，由遺傳學走入胎兒醫學

的核心。

1976年擔任芝加哥胎兒醫

學教授職之後，更專心胎兒醫

學領域的研究及教學。當時適

逢周產醫學次專科及周產醫學

會的創立以及作者親自參與的

奮鬥史。1980年代作者的研究

成果連續發表於美國著名的學

術期刊，同時在美國國內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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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術會議發表演講，出版胎兒醫學領域的

英文教科書，到亞洲講學等等的經歷。後面

30章則撰述胎兒醫學的重要議題，包括胎盤

的功能、胎兒的疾病及檢測方法、孕婦的疾

病，以及胎兒醫學發展的方向。每一議題加

入作者的引言，作者的評判或作者的研究成

果，盼能增加讀者的理解和興趣。

本書的出版由台大醫學院校友及好友、

健康世界社長陳榮基教授鼎力幫忙，編輯部

丁淑敏小姐、管理部詹秀絨小姐的協助才能

完成。他們的熱心幫忙和愛心鼓勵，促使本

書出版，謹此表示謝意。作者請五位校友同

仁，前臺灣大學校長陳維昭教授、成功大學

校長賴明詔教授、成功大學張峰銘教授、台

北長庚醫院謝燦堂教授及芝加哥大學波普

（Marion Verp）教授為本書寫序文，作者在

此由衷的感謝。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為芝加哥

大學榮譽醫學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
誠　徵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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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教學熱忱及研究潛力。
　　　　　　　　3. 可協助解剖學教學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至多三篇
（一份，請附電子檔）、未來研究計畫及可能負責之課

程、三封推薦函（請推薦人直接寄達本所）、學經歷證件

影本。

（三）截止日期：100年8月1日星期一（送達本學科辦公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E - m a i l：anatomy@ntu.edu.tw

（五）網　　址：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anatomy/
　　　傳　　真：02-23915292
　　　聯 絡 人：張小姐　電話：02-235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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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畢 業 論 文

文／吳坤煥

這
個題目，對現今的年輕醫師而言，必定

很陌生。我們老一輩的台大醫科學生，

必須繳交畢業論文才能畢業。不知從哪時候

起，這個制度已遭廢止。我的台大醫學院畢

業成績表最後一欄是「論文」，成績優。英

文畢業成績表記載的是「Thesis」very good。

民國45年9月（1956年）升上醫六，註冊

時就被告知要自己找論文指導教授賜給研究

題目。這時就像站在人生的多岔路口。需要

決定自己醫療事業生涯的方向。考進醫學院

醫科，剛開始根本沒有將來要走那條路的念

頭。只知道自己熱愛學問的研究。加上自己

不善人際互動的性格，心想可能得走入象牙

塔內。直到醫四，上臨床診斷學與臨床診斷

實習後才逐漸有選科的取向。內科方面較著

重與病患及家屬間的人際互動，而外科方面

較靠個人的技術，並且內科疾病的治療成效

較慢且不顯著，而外科手術往往成敗立刻見

真章，且有成就感。於是心裡就已興起將來

走外科的念頭。而外科學上課時林天祐教授

的鏗鏘有力，思路清晰，頗能吸引學生注意

力的講課，在病房迴診及床邊教學時，實際

指導並示範如何使用語言、雙眼、雙手及聽

診器判斷病患腹腔裡的情況及病變，最後才

使用儀器檢查來證實或確定，並且如何儘量

少用藥物來治療病患，還有首創胸腔心臟外

科的開創性，於是林教授就成為我這個年輕

學子的偶像。所以就前往附設醫院二樓的林

教授辦公室請求允當指導老師。幸而林教授

當場欣然答允，並給了研究題目「動脈移植

的研究」。當時，動脈移植可說是很先進新

鮮的題目。於是到醫學院圖書館蒐集有關的

文獻，了解國外動脈移植的現況，以規劃建

立研究的方向及步驟。並決定做動物實驗。

當時台大醫學院裡要做動物實驗，一切都要

靠「克難」。在仁愛路台大醫學院的東南角

落有一間簡陋的平房小動物室，只有一位工

友負責管理飼養實驗用的動物，內有少數的

白老鼠及狗。它的前面有一簡陋的動物實驗

室，所需要的儀器都要靠自己想辦法去張

羅。和目前11樓新大廈有現代化管理的實驗動

物中心（NTUCM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

與醫學卓越研究中心（NTUCM Reserch Center 

for Medical Excellence）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不禁感嘆科學進步之多，並羨慕當今研究人

員有很好的研究環境及設備。

論文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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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進行，首先決定進行以酒精固定

動脈片之同種及異種移植的實驗。於是經林

天祐教授的關照，吩咐動物室管理工友申請

購入若干隻實驗用的狗。並吩咐若有狗死亡

立即通知我，以便取得腹部主動脈片，浸泡

於酒精瓶內。又到台大附設醫院手術房找護

理長借用手術器械並給予麻醉針劑Pentothal

及縫合針線5-0 atraumatic arterial silk、紗布

等材料。（真感謝當時手術房護理長挺力幫

忙）。另方面邀集幾位對外科有興趣的同學

及學弟，成立動物實驗手術團隊。包括同班

的陳宏謨（前骨科病房CR現在美國開業），

學弟文錫山（已故）、蔡東京（留美）、韓

毅雄（前骨科主任教授）等。首次動物實驗

林教授指派胸腔外科最資深主治醫師許光鏞

做示範手術。由動物室工友抓住實驗狗，將

Pentothal注入狗的腹腔裡實施全身麻醉，然

後抬上手術台，剖開腹腔，切除一段腹腔主

動脈，再植入以75%酒精固定保存的狗主動

脈片。後續的實驗全由我們一群

醫學生自己動手，利用星期六或

星期天的課餘時間進行，共計做

了十隻狗。另外清晨天未亮前趕

往台北市屠宰場請求屠夫賜給剛

宰殺牛隻的頸動脈及豬的腹腔動

脈，取回來後立刻浸泡於75%酒

精瓶內，做為異種移植的材料。

這項實驗手術做了十三隻。因異

種移植結果不理想，我做了另外

一種嘗試。即牛或豬的動脈片

以鉻（chrome）製成的Tanning 

So lu t ion處理成異種移植的材

料，移植到另外十三隻狗。如此總共做了36

次動脈移植實驗手術。

移植實驗手術後的評估：手術後的狗若

死亡儘快解剖取出移植動脈片，經肉眼檢視

情況後浸泡於福馬林液，以供日後做病理切

片檢查。第二，私底下拜託醫院X光科的技

術人員做主動脈攝影（要感謝X光科同仁的配

合幫忙，當時X光設備還很簡陋，一切操作都

靠手動，很辛苦）。在動物實驗研究的過程

裡，常常得向林教授報告進度與狀況，並請

示指導。幸虧在畢業前已獲得初步的成果，

順利寫成論文，獲得優的成績。民國47年

（1958年）7月畢業後，因服預備軍官役，這

未完成的研究只好中斷了一年半。

民國49年（1960年）1月退伍後順利申請

進入當時最熱門的台大外科醫局。而有機會

再繼續進行後續的評估。R1時有機會到病理

科研修病理半年，獲得病理方面的知識並和

病理科同仁建立交情，在這段時間裏將所有

浸泡於福馬林的移植動脈

片交給他們製成病理切片標

本，並獲得陳海清副教授和

侯書文講師（當時的職位）

的指導評估病理變化並製成

照片。由於林天祐教授的指

導，並獲得各方面包括同

學、學弟、台大醫院手術

房、X光科、病理科老師、

同仁們等的配合協助，終於

在R2時在繁忙的外科住院

醫師訓練中，抽空整理先後

達五年多的動物實驗成果寫台大動物實驗室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成兩篇論文，動脈移植之研究第一篇：酒精

固定動脈片之同種異種移稙之實驗的研究，

第二篇：鉻鞣製動脈片異種移植之實驗的研

究。獲得刊載於台灣醫學會雜誌（民國51年

1962年）。

有一天外科醫局晨會（morning meeting）

時醫局先輩告訴我，有人因我的兩篇論文獲

得升任副教授。這消息讓我覺得很慶幸，因

為我這個年輕傢伙這幾年來的努力已獲得肯

定。

回顧過去，我的畢業論文對我的醫療生

涯影響頗為重大。因為畢業論文，讓我決定

了將來走的方向，讓我學習到如何搜集資訊

與資料，如何規劃研究，如何在困難的環境

裡努力想辦法達成目標，如何獲得周遭的配

合協助，並學到許多外科知識及技術。後來

升上R3外科醫局交付給我負責指導醫學生

（Clerk及Intern）的任務，協助他們收集資

料，每週做專題報告等。並獲得林教授的肯

定升任胸腔心臟外科總住院醫師（CR）。當

時台大外科剛開始發展開心手術（open heart 

surgery），CR任滿後，我被指派負責人工心

肺機的操作，終於在53年（1964年）8月成功

完成了台灣首例直視下開心手術，開啟了台

大心臟手術的新紀元。

在學時就夢想將來要在大學裡從事教

學研究，過學者生涯生活，但因時、地、人

的因素，此夢已碎。後來離開了台大外科，

就任省立台中醫院外科主任，並兼任中國、

中山兩醫校的外科教授。當時在台灣中部地

區，省立台中醫院獨大。中山醫專附設醫院

僅20床。中國醫學院尚無附設醫院，榮總在

10多年後的70年代才在台中市開張分院。在

中部地區負起外科龍頭的責任，可說壓力不

小。然而有了台大母校的訓練栽培，加上個

人的努力，能夠應付多數外科的疑難雜症，

也創造了二項外科手術的台灣首例。可說我

的畢業論文賦給了我很大的原動力。

我相信，考進台大醫科的都是全國最優

秀的青年學子，在全國最優質的醫學學習環

境裡，由一群最優秀的老師們教導，理應培

養出對推進醫學進步、提升醫療水準能有貢

獻的人材。如果只要培養一般的醫療

人員，國內十多家醫學院已夠多了。

去年99年10月，台大景福校友會在台

中市長榮桂冠酒店舉行校友聯誼會，

遇見了台大醫學院現任院長楊泮池教

授，順便請教他對於醫學院學生畢業

論文的看法，楊院長很贊成恢復「畢

業論文」的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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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醫學院

　醫學卓越中心

　實驗動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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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最怕～醫療糾紛 上

文／戴鐵雄

五
十年代筆者初懸壺執業時，臺灣人深

受日本人尊敬醫師的淳樸優良民風薰

陶，對醫師是抱著萬分尊敬與完全信任的衷

心，所以無論病人醫治結果如何，只有報以

「感謝」二字，絕對不會有醫療糾紛發生。

不過受到歐美及中國風影響，目前醫療糾紛

已成臺灣醫療文化的一環，一位醫師只要從

事醫療業務，隨時都有可能沾惹上醫療糾

紛，醫師這一行業，也就成為「刑事被告」

的高危險「職群」，尤其以婦科、骨科、外

科急症為最，難怪在美國的醫師執業醫療風

險保險中，以婦科、骨科的保險費最貴（就

是要繳交更高的保險費給保險公司）。在臺

灣目前的醫療糾紛民事賠償，法院已動輒判

賠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元新臺幣，另外還有

刑事責任呢！更扯的是，在360行中，多增

加了一行，與律師合作的，包攬「醫療糾紛

訴訟」的地下「經紀公司」行業產生（官司

打贏了，民事賠償金對分，打輸了，一切免

費，醫師一旦被纏上了，恐怕十年八載都脫

不了身，再堅強的醫師，不被『憂鬱症』找

上門才怪。因此大都官司打了一半就棄械投

降，賠錢和解了事。有少數幾位就患了「手

術刀恐懼症」，封刀不洗手，筆者所認識的

兩位，甚至收起聽筒，退出醫師行業，度其

悠遊自在，無憂無慮之餘生）。所以目前在

臺灣，醫療糾紛已成為每位醫師的夢魘。

茲就擔任義務法醫四十年所見所聞，

於近耄耄之年，趁記憶尚未消退，特執筆記

述，俾後輩醫者借鑑，倘有益於醫界自保，

則吾願足矣。（另有一半文章，已投稿「臺

灣醫界」，刊出時，請一併參閱），並請老

師及前輩善加指正。

醫療糾紛百貌

（一）診斷延誤或誤診（以下的案例不是賠

大錢，就是上法院，其中有一例已經

三、四年了，還纏訟中）

（1）頭部外傷：這是最常見的

（a）在路上走路的老人被一小五學生騎

單車撞倒，後腦部只輕微擦傷，沒有血腫，

醫師令其住院觀察，約四小時後突陷昏迷，

雖經急救，沒半小時就斷氣

（b）自騎機車摔倒，除了一些皮表傷，

意識清醒，沒有顯著頭部外傷。兩小時後意

識變昏睡，不久死亡。

（c）九歲小孩，拉著菜販媽媽的空手拉

二輪載貨車回家途中，鄰居四歲小孩站到車

上，車輪因輾過一塊石頭頓了一下，車上小

孩被摔出去碰到後腦；醫師認為車高不及一

尺，應不會有大礙，囑父母帶回家休息，第

二天回診也無異狀，處理後回家，第三天因

小孩一切正常，父母乃帶他一起去掃墓，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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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場發生「抽筋」，隨之昏迷，雖立即送

急診，不久就死亡。

（d）一男士騎機車自摔，送醫時意識清

醒，第二天晨六時許，意識發生輕微矇矓，

當護士的外甥女請已開業的前任院長（外科

醫師）前往探視，認為有硬腦膜下血腫之

虞，寫了轉介單到高雄某大醫院緊急開刀取

血塊止血，想不到第一手主治醫師不相信鄉

下醫師的臆診，令其住院觀察，等到下午主

任醫師看完門診查房時發現傷者意識不清，

緊急做CT後證實血腫，立即安排剖腦術，但

患者送進手術房未及動刀就斷了氣。

○硬腦膜上或下血腫是最容易被忽略誤診

的，尤其被木棍或鐵條打傷頭部的要特別

小心。

（e）車禍致下腿骨折，醫師僅處理骨

折，未做其他檢查，第二天病人發生嘔吐後

意識轉昏迷，緊急CT後發現腦出血，於送高

雄途中死亡。（車禍等外傷患者不能只看有

明顯傷害的單一器官，應全身細檢；臺大骨

科陳博約主任教授教導我們，不要因為是年

輕小姐就不好意思掀開裙子檢視，也許有大

腿骨折呢！）

（f）一嬰兒因哭鬧不停，媽媽乃抱起

來，前後搖晃，卻發生嘔吐，乃緊急送醫，

醫師診為腸病毒引起的急性胃炎，打針取藥

回去，嘔吐依舊偶爾發生，第二天再就醫，

診斷依舊，施打點滴後回去，當晚意識混

濁，急送大醫院，CT證實腦出血，原因是幼

兒腦部不堪搖晃致腦部與髗骨互撞引起腦部

受創所致。雖經手術挽回一命，但小孩長大

後腦力嚴重受損，已成智障。

（g）因高處墜落致意識不清，CT證實腦

出血必須開刀，等了近四小時尚未動刀，家

屬頻催趕快處理，醫院始告知醫師正趕來已

在路中；不久診察後認為必須轉高雄處理，

但未及送上救護車就死亡了（專科醫師不

在，絕不可強留病人）。

（h）中風：病人頭痛就醫時未量血壓，

只問診就給感冒藥，回家兩小時後因腦溢血

猝死；驗屍時，醫師被家屬以「疏忽誤診為

由」，當場向檢察官提告，這種官司是非輸

不可的。

（2）內出血

（a）脾臟破裂：這是最常見而容易誤診

出人命的。

車禍致右脛骨骨折併脾破裂、腹腔大出

血，醫師只注意到骨折而未發現脾破裂，第

二天因失血過多死亡。解剖後醫師被依業務

過失致死起訴判刑。

一車禍病患的骨折處理後，住入病房，

第二天（星期天）傍晚血壓下降，值班醫師

處方點滴後回宿舍，當晚病人死亡。解剖結

果是脾臟破裂出血致死。

車禍致全身冒汗，臉色蒼白，在等待照

X-Ray、驗血、心電圖等輾轉檢查中，病人血

壓劇降，在診斷未明中，撇下一弱妻三學童

子女、年老父母，冤死醫院急診室氧氣筒及

點滴架下。結果是脾臟破裂惹的禍。

遊覽車翻落牡丹鄉山路谷底，檢傷分

類中，醫師把一位18歲臉色蒼白，無外傷患

者轉送他院，想不到急診醫師未查出體內致

傷禍首，等到血壓下降緊急送入開刀房要做

「剖腹探查」，等不及的病人已嚥下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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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解剖結果又是脾臟破裂出血致死。

最有名的是臺中市胡志強夫人邵曉鈴車

禍的大誤診，由腦震盪致昏迷，上肢壓碎大

出血致休克的初診，在截肢、超大量輸血甚

至動用人工心肺（葉克膜）仍無法提昇血壓

情況下，第四天才診斷出為「脾臟破裂」，

取出破裂脾臟後，始挽回寶貴一命。

○碰到車禍或外傷傷患有臉色蒼白、冒冷

汗、血壓偏低者（不一定會腹痛，有時患

者昏迷無法表達），一定要先考慮有否內

出血，尤其最脆弱易破的脾臟有否破裂；

肝臟破裂雖少，也應考慮，尤其有肋骨移

位性骨折者，不但會刺破肺臟致血胸（這

很容易診斷），也要考慮刺破肝臟的可

能性。

（b）骨盆腔內出血：一婦人自二樓陽台

摔下，X-Ray顯示恥骨骨折，血壓92/54，住進

加護病房，主訴下腹部痛，醫師認為骨折所

致。第三天，病患一位當醫師的朋友前來探

病，發現狀況不對，勸其轉院到教學醫院，

抵達時血壓已降到52/0，超音波發現骨盆腔內

出血，開刀止血後挽回一命。

（c）肺臟出血：車禍致胸部挫傷，未照

X光（無此設備），也未轉診，讓患者返家，

三天後因肋骨骨折插破肺臟大出血而死於騎

機車返家途中。醫師當然被起訴。

（3）新生兒黃疸

新生兒黃疸正常應該在十天內自行消

退，若超過十四天就要轉送大醫院檢查、換

血，延誤了就算沒死亡，也會傷及腦部成

殘。恆春就發生一例，一個多月後才換血，

結果稍長後永遠癱躺床上，僅活到8歲就死

亡。當年婦產科醫師也挨告，後來和解了

事。近日國泰醫院小兒科主任林醫師也因

「依照一般醫生專業知識，若新生兒出生後

皮膚黃疸症狀超過兩週沒有消退，應注意有

罹患肝膽疾病可能，若一個月以上仍未消

退，應強烈懷疑嬰兒有罹患膽道閉鎖症可

能，林醫師沒注意到嬰兒黃疸症狀已近二個

月而未懷疑有罹患膽道閉鎖症可能，已違反

小兒專業醫學知能」為由遭到檢察官起訴。

（4）初期癌症的忽略

如喉癌的長期沙啞；鼻咽癌的不明原因

流鼻血、長期鼻塞、頸部的小硬淋巴腫；扁

桃腺癌：不成比例的單側腫脹；膀胱癌或腎

臟癌的不明原因血尿；經常血便或便秘的直

腸癌或下行結腸癌；經常拉肚子的上行結腸

癌；胃癌的長期或反覆發生的胃潰瘍；上腹

部的飯後脹滿感或經常的胃痛或食慾不佳的

初期胰臟癌及肝或膽囊、膽管癌；黑痣突然

變大的黑色素癌（melahoma）；慢性難癒

糜爛的皮膚癌；超過兩星期不癒的口腔潰瘍

（尤其是檳榔族）的口腔癌；長期暈眩、耳

鳴、尤其走路歪斜的腦瘤（包括內耳的）；

久咳不癒、痰帶血絲、或有胸背痛的肺癌；

頸部不明原因的腫塊（或腋窩、鼠蹊部）的

惡性淋巴腫；不明熱伴有頸部群聚淋巴腺腫

的急性白血病；臉色蒼白無血色的地中海貧

血或惡性貧血；婦女不屬乳腺的小硬腫塊的

乳癌；斷續來臨的陰道出血的子宮頸癌；大

量月經的子宮肌瘤；過多或過少、不規則月

經的卵巢癌；初期懷孕多量出血的葡萄胎或

惡性絨毛癌（Chorangiocarcinoma）；慢性龜

頭潰爛的陰莖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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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52歲婦人，因月經不規則，婦科

醫師做腹部超音波後發現卵巢三公分大，認

為是更年期萎縮，乃開給「避孕藥」，繼續

服用一年多後，因背部劇痛難癒，再做腹部

超音波發現為「卵巢癌」，且已轉移到脊椎

骨，你說上法院後，醫師有幾分勝算？

（5）潛水夫病

一水電工，因好奇而租用潛水裝備與

小氧氣筒潛入深海，起來後感覺頭痛並嘔

吐，乃被人送往急診，被診斷為腸病毒引起

的急性胃炎，施打點滴後未改善，轉往一家

診所，被診斷為「潛水夫病」，立即送往有

「高壓氧」設備的醫院，送入高壓氧室進行

「減壓」，在第二次減壓出來後就斷了氣，

因減壓醫師說了一句「送來太慢了」，激發

了一場官司。

（6）新流感H1N1

繼SARS後，新流感H1N1的一再入侵臺

灣，給全體醫師帶來莫大的恐慌與從事醫療

工作者隨時隨地的不安感，且不時都有可能

因延誤診斷，未於第一黃金時間轉送教學醫

院致病情惡化難於回天為由，被以「應避免

而不避免」刑、民事起訴；或被指責未做篩

檢致未能早期診察發現H1N1，或驗出陰性，

病情惡化後才被別家醫師驗出陽性而死亡

的，「應注意而不注意」民、刑事追訴。

因為新流感的病情，瞬息萬變，難於掌

握，且極速惡化，令醫師措手不及，所以這

種醫療糾紛，已遠超過一位醫師的所學，也

不是小心注意，認真診治就可避免的了。所

以醫師同仁切忌互相攻擊（尤其接受後送的

醫院的醫師），應互相照護，以免更加使醫

療糾紛層出不窮，幸甚！

（7）瘧疾

○最近才發生的的案例：某教學醫院雖然於

住院三天內就診斷出病人感染瘧疾，卻因

病人不幸死亡，而主治醫師以「延誤診

治為由」，被以「業務過失致死」罪名

起訴。

其實，在臺灣瘧疾已絕跡的現況，能於

三天內就想到也診斷出瘧疾已屬難能可貴，

十多年前，衛生署還設置有獎金，凡正確診

斷出瘧疾的醫師，可獲八百元獎金，驗出瘧

原蟲的檢驗師也可獲四百元獎金呢！筆者也

於十多年前診治在家已連續下午發燒三天的

病人，於治療二天後懷疑是瘧疾，乃送往高

雄某教學醫院，三天後高燒仍不退，適親戚

前往慰訪，告知恆春某醫師曾懷疑為瘧疾，

才轉院至此，主治醫師聞訊，立即採血而診

斷出瘧疾；可見此疾是如何難診斷。凡我同

業，遇到發高燒病人，一定要問「最近有無

從非洲、南美、東南亞等疫區回來？」，

有，就要查一下瘧原蟲，最為保險。

（二）骨折

（1）最糟糕的是誤診

（a）鎖骨骨折：最易看錯的是近肩峰鎖

骨關節（Acromino-Clavicular joint）處，鎖骨

成ㄟ字型處，常因骨折端重疊而被忽略，最

好照個AP或lateral view，應可看出而不誤診。

醫師給車禍雙方說明沒有骨折而使雙方以一

般挫傷簡單和解，等到腫起或仍然劇痛，被

另家醫師照出骨折，肇事者常不認帳而鬧上

法院，醫師當然要出庭，很麻煩的。肋骨骨

折也常因骨折線在腋窩線上不易看出，而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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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述糾紛（車禍肇事者都主張，車禍當天

醫師已照X-Ray證實無骨折，車禍後受害者自

己又摔倒受傷，不能誣賴他，說的也蠻有說

服力的，醫師能自打嘴巴承認自己誤診嗎？

要是你，你怎麼辦？），筆者通常都是再照

張oblique view弄清楚再宣布，以策安全。

（b）大腿骨頸部骨折也常被年輕的醫師

看漏，其他像metatarsal bone，pubic bone，

scapular bone，ankle joint處的tibia或fibula 

bone的medial或lateral malleolus的骨折，小孩

的elbow joint處的humeral bone的epichondyle 

fracture等，也常被看走眼。這些都是不應

該發生的。還有摔倒後，導致頸、胸、腰椎

受傷後移，也常被忽略，以後會留下背痛、

坐骨神經痛、頸痛、上肢麻痛等後遺症；若

是自己摔倒的比較好溝通，若有第三者加害

責任時，可麻煩如上述，加上機、汽車都有

意外險，醫師上法院作證，保險公司可難纏

呢！

總之，最常被誤診的骨折如下：龜裂型

的肋骨骨折，脛骨或fibula的chondyle骨折，

elbow骨折（尤其小孩的epichondyle骨折），

腳的metatarsal bone fracture，肩胛骨骨折，恥

骨骨折，脊椎骨移位等。

（c）骨折後肢體壞死：

○上石膏後，未提醒注意指、趾的指甲床或

皮膚血色，若有變較蒼白、腫脹厲害、感

覺略麻木，一定要馬上回診，將石膏以石

膏鋸，鋸開放鬆，否則等肢體變黑就要面

臨截肢命運，肯定要被告賠錢的。

○上石膏前一定要先診視，腳趾或腳背有無

知覺障礙或冰冷，及左右腳有無溫度差

異，若有，就必須考慮有否血管或神經斷

裂或被壓，簡單上石膏固定板後，立即送

大醫院做進一步檢查，若冒然上石膏，肯

定會惹大禍。

（2）骨折與肺栓塞

醫師為一位大腿骨頸部骨折病患上石

膏後，第三天突發呼吸困難與胸痛，未及急

救就死亡。解剖結果為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筆者在省立基隆醫院服務時，

一位胃切除病人於手術後第七天，早上刷牙

時突然倒地死亡，解剖結果也是肺栓塞）。

這是無法預知的狀況，誰遇到，誰倒楣。

（3）骨折與草藥

一老人大腿骨頸部骨折，上石膏後住

院，第三天突然吐出滿滿一小垃圾桶的灰黑

色液體，血壓劇降到幾無法測量，緊急輸血

無效，不久就往生。幸好鄰床病人偷偷告

知，病人的太太給他服用絞碎的「青草（草

藥）」汁後不久就發生嘔吐，一看到病人不

對，馬上將剩下的「青草」往窗外丟棄。醫

師趕緊撿到後，於檢察官驗屍時陳上，並經

鄰床病人證實。

經查鄉下人於受外傷時，常會服用一

種「青草」，據說可以「拍傷（療傷，也就

是把內傷「拍掉」的意思）」，若內傷越

重，吐得越多才越有效，此病人已連續服用

多次，也吐了多次，導至藥物過量中毒或脫

水致死。雖然家屬提告，醫師卻獲不起訴處

分。好在有「青草」作證，否則醫師可就倒

大楣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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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醫學院與瑪麗醫院參訪

文／俞欣慧

瑪
麗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於1937

年成立，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的教

學醫院，我們於2010年5月10日到13日參訪瑪

麗醫院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由劉宇隆教授

（Prof Yu-Lung Lau）主持，他為科主任同時

為香港大學副校長，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另

外尚有三位主治醫師，專長分別為小兒風濕

疾病，過敏疾病與免疫缺損和感染症。

香港醫療系統

醫師分為醫學院系統和醫管局系統，因

此有兩種升遷管道，大致來說中學7年，大

學5年畢業（稱M.B.B.S.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

學士），醫管局系統之下：1年實習，6年兒

科住院醫師訓練（medical officer），前3年

不分科（稱member），訓練完後通過考試稱

M.R.C.P.C.H（英國皇家兒科醫學院院員），

後3年為higher training，類似次專科的訓練，

通過考試後為F.H.K.C.Paed（香港兒科醫學院

院士），及F.H.K.A.M.（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

士），之後類似我們的主治醫師，但前8-10年

為specialist resident（fellow），晚上也需要值

班，之後才升為副顧問醫師，為完全獨立的

醫師，以及顧問醫師。醫學院系統教職則又

有不同的路徑，類似我們的助理教授、副教

授、教授。

瑪麗醫院由於是公立醫院，除了是隔離

室以外，病房都是5人房。自SARS之後，醫

師和家長的特色是特別注意洗手，到處都有

洗手臺，看病人前後洗手，感染區的家屬也

都帶口罩穿隔離衣照顧病患小朋友。主治醫

師一年輪流負責病房數個月，早晚都要帶2位

住院醫師查房看分散在2個普通病房（1個感

瑪麗醫院

由瑪麗醫院看醫學院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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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1個非感染）的10幾個病人，不分次專科

都看，但也可照會專科醫師，主治醫師一週

門診1-2次，每次病人5-10幾人不等，採約診

和轉診制度。

小兒免疫

2001年劉教授成立亞洲原發性免疫缺

損疾病網（Asia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network），可由網站進行轉診以及病人登

錄，至今接受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馬

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澳洲等20多個醫院

的轉介進行分子診斷，提供50多個原發性免

疫缺損基因之分子遺傳診斷，對於亞洲地區

原發性免疫缺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有重要的

地位，目前有130位原發性免疫缺損疾病病人

接受轉介與追蹤。

原發性免疫缺損疾病的治療除了免疫

球蛋白治療，干擾素IFN-γ治療慢性肉芽腫

病（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CGD）之

外，這個團隊也有20例骨髓移植（BMT）的

經驗，存活率達80%，其中以matched related 

donor經驗最佳，與小兒血液腫瘤科密切合

作之下，也積極進行臍帶血移植（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及unrelated matched donor 

瑪麗醫院兒科病房一角簡單樸素

非感染病房（五人房）

研究大樓實驗室討論室

李珮華醫師（左），俞欣慧醫師（右）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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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T。

劉教授的教學門診看免疫缺損病人，他

極具熱誠和悲天憫人的胸襟，從問診到完整

身體檢查和治療的說明都相當仔細，和病患

家長有良好的醫病關係，對醫學生和我來說

都是非常好的教學示範，這些長年追蹤的患

者，還會用電子郵件與劉教授討論病情，相

當讓人印象深刻。

小兒風濕

目前有幼年性風濕性關節炎（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JRA）病人130位，紅斑

性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50-60位，40位其他風濕性疾病，他們有對

於refractory SLE and JRA病患進行autologous 

BMT的經驗，但成效並不很好。幼年性風

濕性關節炎與紅斑性狼瘡門診，每位病人先

填寫病人評估問卷評估疾病活性，之後才進

入診間看診，醫師也會完成完整活性評估的

表單，同時對每位病人做完整的身體檢查，

看診速度和台灣相比算是非常緩慢，但醫病

關係良好宛如朋友家人一般，溝通順暢，護

士的衛教仔細，有豐富的DVD或手冊發給病

人，強調跨科部（眼科，復健和骨科）的治

療，並成立JRA，SLE病友會提供支持。兒

童醫院成立後規劃有聯合門診，協同研究護

士做臨床評估，眼科、復健和骨科在同一診

區，提供更完整的團隊治療。

小兒過敏

門診的病人過敏原檢查多半做過敏原皮

膚測試，很少抽血做特異過敏原測試（MAST

或CAP），但令人驚訝的是皮膚測試需要等

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做得到，這應該是台灣

病患無法接受的。另外做食物挑戰測試（food 

challenge test），需住院1-2天，由於氣喘歸由

小兒胸腔呼吸科醫師看，因此過敏門診多半

為食物過敏，異位性皮膚炎患者，然而醫師

的用藥極為簡單，據醫師說是病患需負擔藥

費後，用藥明顯有減少，這與台灣家長要求

快速抽血測過敏原，使用眾多品項藥物相當

不同。

這四天的參訪住在香港大學的柏立基學

院中，與世界各國和中國大陸的來訪學者住

在一起，如同小小國際村，整個校園建在山

丘上，環境相當優美自然，我體驗到醫院和

研究的硬體設備我們並不輸人，但未來我們

更需努力，才能與之競爭，不管在臨床或研

究上，也讓我有許多新的體悟和想法，希望

藉由此次的交流，更能向對方學習，有更進

一步的合作。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為台大

醫院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師兼臨床講

師）

住宿於香港大學Robert Black College柏立基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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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翅 膀 但 我 有 雙 手

文／蕭媺妮

帶
著追尋專業定位及自我認同的心，我在

2005年暫時揮別熟悉的工作環境與親愛

的家人朋友，前往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職

能治療與職能科學碩士，那段不斷汲取新知

同時自我檢視的生活，至今仍記憶猶新；在

畢業時，也期待著學以致用，將累積的知識

與能量發揮於實務工作。回國後，我有幸任

職於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兒童精神科，擔任

兒童職能治療師，專責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

與青少年的相關療育。

在個人的專業認知裡，職能治療的宗

旨在於協助人們運用自身與周遭的資源，以

對個人有意義的方式創造或參與職能活動，

成功地使人們扮演自己的職能角色，得以獨

立、健康且具安適感地生活著。然而在醫院

穿梭的這些日子以來，除了評估個案的個別

需求、規劃個別化介入計畫外，最令我深刻

感觸的是遇到許許多多的人們在我面前落

淚，包括家長和孩子。而讓人們傷痛的原因

也許是外在的壓力，或者源於自身的期待，

也可能是來自對未來的徬徨，所以，心便不

由自主地溢出水分。

記憶裡有個淚眼婆娑的時刻特別令我難

忘。某天早上，在自閉症兒童日間病房的療

育活動開始前，剛滿3歲的德德（化名）在遊

戲場裡玩溜滑梯，德德的媽媽指著手上遍布

的瘀紫，紅著眼眶說想找我聊聊。她說德德

原本就常會因為生氣而咬人，但最近更像顆

不定時炸彈，雖然在治療室時表現都還好，

可是在家時很容易因為一點不如意就生氣，

而且一旦生氣了，怎麼哄他也都無效。家人

捨不得德德躺在地上撞頭來表達情緒，可是

抱起德德後他卻亂抓亂咬，一鬧就是半小時

以上，每次也都咬傷爸媽，但說也奇怪，咬

完後他似乎瞬間就氣消了，就像剛才什麼事

也沒發生過，德德的媽媽又說：「其實我的

身體不痛，我是心很痛！因為我知道，德德

不會表達，讓德德的難過變得更難過。」，

說完，一向笑咪咪的媽媽，眼淚再也忍不住

地奪眶而出。

身為一位職能治療師

也許我的專業不足以延長一個人的生命　可是我的知識可以美好一個家庭的生活

原來看著別人笑，自己會跟著開心　能幫助他人幸福，自己也會更滿足

即使沒有翅膀　不能帶領誰　飛離疾患痛苦

但我有一雙手　能協助需要的人　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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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滿3歲的德德，基礎能力不錯但仍沒

有任何語言，在家長積極地陪伴與協助下，

德德的遊戲參與、簡單互動以及各種學習都

持續進步，但那陣子益發嚴重的情緒行為問

題，讓個性開朗堅強的媽媽也顯得憂愁無

力，之後我與媽媽討論了一些可行的策略，

並且以同理心支持媽媽的感受；然而說巧不

巧地，在療育課程間的自由活動時，另一個

孩子搶了德德的玩具，德德氣沖沖地試圖要

搶回來卻失敗了，所以他放聲尖叫哭鬧，躺

在地上開始要撞頭。在情緒爆發的當下，即

使另一個孩子的媽媽注意到後，及時把玩具

還給德德，並要求孩子跟德德道歉，亦無法

改善。當下媽媽嘗試應用許多專業人員都建

議過的擁抱安撫法以及替代表達法，媽媽抱

著德德，可是哭鬧著又叫又跳的德德幾乎讓

媽媽跌坐地上，媽媽想要幫德德說出心中的

憤怒與委屈，但德德的哭喊蓋過媽媽說「德

德生氣」的聲音。也許我們都知道，孩子的

情緒若能維持在愉快穩定時，越能有效地學

習克服障礙，但如果情緒本身就是最大的困

難時，醫療專業人員除了建議家長適用的策

略，除了嘗試與孩子「溝通」，還能做什

麼？面對驚慌失措，什麼都願意做卻不確定

該怎麼做的家長，面對哭得如此傷心，但聽

不太懂也更不會說的孩子，我當下也急，也

不敢說一定有把握，但我知道，我一定得和

他們在一起，於是我蹲下來抱德德。

在其他家長同樣關切擔憂的眼光下，

跌坐一旁的德德媽媽急切地伸長手，對著看

起來抱得很吃力的我，慌張地說：「我來

抱沒關係！我怕他咬到妳！妳一定會受傷

的！」，媽媽緊張地重複著要我放手，我卻

固執地輕聲說道：「沒關係！德德媽媽，讓

我來。」，德德突然注意到抱著自己的人是

我，對媽媽的依附仍十分強烈的德德竟然沒

有哭得更慘，不過似乎也沒有改善的跡象，

當下我想，在食物或玩具等增強物都完全無

效下，我頓時也只有一招擁抱安撫法，偏偏

還是德德家人每日重複使用但似乎成效不彰

的技巧，我不禁自問：「我到底在逞強些什

麼？我會不會是方法錯誤？我是不是應該再

搜尋其他策略？我要不要提出個案討論向同

事們諮詢？」

身為職能治療師的主、客觀經驗與想

法，迅速地在心中交錯互換，而抱著德德的

我，開始感受到德德本身的負向情緒，也強

烈地體會了身為母親此刻的不忍與折磨；在

這五分鐘裡，我抱著德德、持續地輕拍著

他的後背，同時堅定但溫柔地說：「我知

道」，接著，不知是預期之中或意料之外

地，我沒有刻意避開，但德德完全沒有咬

我，他的情緒漸趨和緩，而後媽媽訝異地接

手，再拿一旁的奶瓶協助後續的安撫。看著

委屈地掉著淚邊吸著奶瓶的德德，媽媽說，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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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次德德不用咬人或傷害自己，就能

迅速地撫平情緒；之後，家長們和德德的媽

媽除了讚嘆：「哇～果然是治療師！好厲

害～」之外仍不忘追問：「你是怎麼辦到

的？！」我想了想告訴大家：「說實話，我

無法確定到底有什麼差別，那不過就是我們

一向教爸爸媽媽使用的擁抱安撫法而已，因

為擁抱除了是一種親密的肢體語言外，藉由

擁抱所提供的深壓覺及本體感覺經驗，具有

安撫情緒和神經系統減敏的效果。」，家長

們點點頭若有所思，而我接著說：「可是我

想，特別的是剛剛當我抱著德德，透過這樣

持續的接觸，我能完全感受他的氣憤，我心

裡也覺得好難過，而我希望他可以舒服一

點 ，所以我試著讓他感受到我所能給予的溫

和情緒，也許可以當成一種情緒的交換，或

者說，我試著用自己的感覺，傳遞我對他的

同理與包容，並且提供他堅定的支持力量，

雖然他年紀小，也許還聽不懂我們說的話，

可是我認為他知道。」這時，德德的媽媽突

然像是頓悟般地說：「難怪爸爸越抱他，德

德反而越生氣！原來差別是我們的態度！」

然後媽媽說，她回家要好好和爸爸談一談。

身為一位兒童職能治療師，面對需要

協助的孩子與家庭，我們僅得以瞭解當下的

表現情形，並在評估與治療的過程中，不斷

建立過去的輪廓樣貌，及試圖預測未來的表

現發展，依傍著職能科學的原理與概念，並

應用職能治療的知識與技巧，於每個當下提

供個別化的協助。然而，面對需要、面對傷

痛、面對眼淚，除了專業知能以外，更重要

的是，信守Do no harm的誓言以及給予true 

empathy的真心。在進行療育與期待康復的過

程中，不只家人間的情緒無可避免地互相連

結依存，提供服務的醫療專業人員與接受服

務的人們之間，彼此的感受也會相互影響。

因此，不管面對什麼樣的病痛障礙，無論找

到何種的治療妙方，同理和接納都是最重要

的靈藥，也才是愛的真諦。

最後，非常感謝有機會分享個人小小的

經驗與感想，也想藉此，傳達台大醫院精神

醫學部兒童精神科醫療團隊，對於自閉症類

群障礙患者的持續努力。除了多年來累積經

驗並發展成熟的日間病房的密集療育模式、

實際示範與體驗休閒活動安排的戶外適應訓

練、增加家庭參與度和教育環境支持性的家

庭訪視及學校訪視；兒童精神科在最近更著

手與成人精神科合作，共同開發「輕度自閉

症類群障礙青年之社區生活品質提升與職業

輔導方案」，嘗試從提升人際溝通技巧及自

我調適能力，合併輔導生涯發展規劃與生活

方式再設計的角度出發，建立更加完整的服

務模式。期望透過延伸的服務，協助這些孩

子與家庭能更有效地融入這個以既有價值觀

存在的世界！也希望社會能更同理地接納這

些以特殊思想行為模式生存的孩子！

註：德德已從自閉症兒童日間病房的住院療

育畢業，現就讀於普通幼稚園，學校活

動參與度及情緒穩定度佳，且語言能力

大幅進步。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2004年畢業，現

任母校附設醫院精神部兒心科兒童職能治療

師）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0

「台灣夢」的終生追逐者

～朱真一教授

文／韓良誠

要
在眾多人群之中，找到如朱教授一

般，集「勤勉」、「刻苦」、「聰

明」、「好奇」、「懷舊」、「力行」……

等基因，且又是「超好級」的基因於一身的

學者，恐怕不是很多，更難能而可貴的是，

在他退休之後，要從事和過去一輩子從事的

「血液腫瘤學」領域完全不同的「台灣史」

的探討，並寫成「奇文」、「良書」，則困

難度更高，因此如果沒有具備上述的「超好

基因」，恐怕是緣木求魚。

近十年以來，一篇又一篇，一本再一

本的傑作，在朱教授的手中完成，這次這本

《熱帶醫學與公共衛生》～早期台灣與國際

交流～又是一本難上加難的工作，要使台灣

這些「不少珍貴的資料，像寶藏般一件件地

出土」，更是需要有上述的「超好基因」。

過去朱教授和本人的交往，可以說，是以

「淡如水」來形容，彼此見面對談的機會極

少，反而是筆者看他的「傑作」，以及他看

筆者「拙文」，而相互認識、了解，成為

「君子之交」。

承蒙朱教授不棄，要本人為他這本書

寫序，這恐怕是因為朱教授知道，在這本書

中出現的橫川定教授，是先父在醫學校就讀

時最為尊敬的老師（《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

事》p.83），而他的兒子千葉大學的橫川宗

雄教授，又為本人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另

外朱教授在本書之中以專章介紹的謝獻臣教

授，以及他的學生陳瑩霖教授，也都是本人

的指導教授。這些事因緣際會地，可能都是

他希望我寫序的原因。

本人自從學生時代就從家父在地（台

南）的行醫之中，聽到也學到不少有關台灣

過去流行過的寄生蟲，在人體的病史、診

斷，以及治療的整個經過。因此學生時代，

上寄生蟲課時，印象、心得特別地深刻，而

這些台灣寄生蟲症的歷史都在本書中一一呈

現，因此讀來更讓我感到有如重新身歷其境

一般，欣喜且回味無窮。到了四年級時，記

得在上宋瑞樓教授的臨床診斷學課時，在他

發下的糞便檢體中，經過不到一分鐘之後，

我就立即診斷出是「十二指腸鉤蟲感染」，

因而受到宋教授「拍肩膀」鼓勵，這件事對

我更是印象深刻且得到鼓舞。這對我以後的

研究生涯也產生無法形容的催生力量。

後來我進入自己行醫的第一階段「與感

染病以及因無知、貧窮、不衛生的環境所引

發的疾病奮鬥的時期」，在這段時期診治了



校友小品

2011年6月‧第28卷第6期 �1

不少在朱教授書中所提到的，過去在台灣所

流行過的大部分的寄生蟲症。至於沒有提到

的寄生蟲症，本人也或多或少都有些經驗。

何況上述的這四位學者，也是本人間接或直

接的老師們，有關他們對台灣的熱帶醫學以

及公共衛生的貢獻，讀來格外親切、令人敬

佩，且在我腦中激起了一幕幕溫馨又感人的

回憶。

在台灣的醫師之中，除了成大醫學院的

謝奇璋教授深得朱教授的「身教」之外，許

多的讀者，包括筆者在內，只好努力從他這

本書裡豐富的「台灣醫療史」中，去尋找並

領悟朱教授用心想帶給我們的珍貴「言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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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誠徵教師

（一）應徵資格：

申請者須具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且具教學熱忱，並

須符合下列條件：

專長為Immunology或Infectious Diseases，具MD.或PhD.學位。
以上申請者僅具PhD.學位者須有博士後研究與教學經驗資歷。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

本（最多3篇）、三封推薦信、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摘要及其他
有助於了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三）起聘日期：101年8月1日。

（四）寄達日期：100年9月30日下午5時前。
請　　寄：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高嘉宏所長收

傳真專線：886-2-23709820
E - M a i l：kaojh@ntu.edu.tw
本所網址：http://www.mc.ntu.edu.tw/CLIN/main.php?Pag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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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歲黑髮老翁在景福
晚會上大跳勁舞記

文／李靝順

筆
者是2010年畢業50週年的校友之一。畢

業50週年是一個大節，照例有班代表

登台演講畢業50週年感言。2010年初我突然

閃來一個怪主意，既然我也是畢業50週年校

友，何不在景福晚會上表演歌舞秀？向景福

會報名結果，實現了願望。

我有兩個賣點：1.我是1932年生的78歲

老翁，可是頭髮不變白（不是染的），所以

自稱為黑髮老翁。2.我會唱歌，會跳舞，也會

像Michael Jackson那樣一邊唱一邊跳。78歲的

老醫生會演出勁舞歌唱秀，似乎稍微罕見。

演出結果又是大獲成功，掌聲如雷，眾人歡

呼，所以想到為文記之。

我演出的節目是：1.氣概豪放的台灣飲

酒歌：杯底嘸通飼金魚（圖1）。2.又唱又跳

Michael Jackson式的歌舞秀：舞男（圖2）。

第一首台灣飲酒歌是呂泉生作曲的氣概豪放

的台語歌傑作，意為飲酒就要乾杯，不可以

留一點酒在杯底養金魚。自我介紹後大家很

感興趣的就是「78歲的黑髮」（圖3）：如何

養生保養黑髮？我開玩笑地說：要頭髮黑，

第一就是要當婦科醫生，婦科醫生看病時坐

下來，頭髮正和女性荷爾蒙的大根源近距離

相對。女性荷爾蒙的「氣」放射過來（台語

叫做「哈氣」），我的頭髮就首當其衝；天

天哈氣頭髮當然就黑黝黝。有人說婦科醫生

也有頭髮變白的，我答：那是看病不認真，

有人說婦科醫生也有頭髮掉光光的，我答：

那是看病太認真，哈氣哈太多所致。

78歲而常保年輕心態，第二個秘訣（這

是真的），就是『唱歌跳舞快樂人生』，唱

歌是為心理衛生，跳舞是為身體健康。1980

年代日本人發明了卡拉OK機器，大大地貢獻

於大眾唱歌的普及化，卡拉OK的日文是『空

オケ』，是“Empty Orchestra”: Empty Orchestra 

let you fill in your singing voice之意。會走路就

會跳舞，會發聲就能唱歌，假如讀者相信我

的秘方，時不為遲，就買一部卡拉OK機器，

開始唱歌吧，心情就會轉為年輕。

我是已經脫離了卡拉OK的範圍了，歌星

杯底嘸通飼金魚（晚會當晚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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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是不看歌詞的，歌詞全記憶在腦子裡。

唱歌要唱得生龍活虎，就不能看螢幕上的字

幕。我是一面練歌一面背歌詞；一首歌練

好，歌詞也背好了。一邊唱歌一邊訓練腦力

一舉兩得。我唱歌從來就不看歌詞；腦子裡

記憶著好幾百首歌詞：中文歌、台語歌、日

文歌、德語歌、義大利歌，什麼都有。

隨著優美的舞曲，婆娑起舞是很優雅，

令人羨慕的好運動，這也就是我保持年輕活

力的第二秘方，可是這比唱歌更難：1.要有

舞伴，2.舞步須一步一步跟老師學，3.要每

週練習，一不練習就馬上會忘掉，我說的舞

不是年輕人亂蹦亂跳的那種舞，而是要正式

學的社交舞，我幾乎什麼舞都會跳：Waltz、

Viennese Waltz、Foxtrot、Blues、Quickstep、

P e a b o d y、Ta n g o、R u m b a、B o l e r o、

Chacha、Mambo、Triple Swing、jitterbug、

Jive、Samba、Bossa Nova、Paso Doble、

Merengue、Hustle、Disco Polka、Lambada等

等。起先可以由Group Lesson開始，然

後進為Private Lesson。為了永保青春

就開始學跳舞吧，身體就會變為青春

活潑。

我表演的第二首歌是，又唱又跳

的勁舞秀「舞男」。台灣有一首很流

行好聽的流行歌叫做「舞女」，可是

我要唱舞女有困難，因為我是男的不

能當舞女，就把歌名改成「舞男」，

「打扮得妖嬌的模樣」，就改為「打

扮得帥哥的模樣」而唱。可是唱「舞

男」還是有困難，假如像一般歌手一

樣只唱不跳就變成「歌男」而不是舞

男了。為了要真的名副其實的「舞

男」，我就得像Michael Jackson那樣，又唱又

跳了。

我現在還未退休，在美國新澤西州開業

婦科，當婦科醫生外，我還有一個副業，就

是三人合資開一家舞廳叫做Star Light，有時候

就在自己的舞廳擔任舞男，當婦科醫生是做

女人生意，當舞男也是做女人生意。我太太

罵我，你這傢伙沒出息，專門靠女人吃飯！

於是我就開始唱「舞男」跳「cha cha 

cha」。兩曲唱完，掌聲如雷，我要到DJ處取

回光碟時，眾人皆對我投以讚賞的眼光，亦

有多人攔路問起黑髮的祕方，老當益壯還能

蹦蹦跳跳的秘訣。俗云「台上三分鐘，台下

三年功」。下次就要眼望10年後，畢業60週

年時，還能捲土重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開業婦科

於美國新澤西州）

78歲的黑髮與舞姿
（2010年9月在遊輪上攝）

3

舞男（於敝宅party時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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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與 失 望

文／李秉穎

當
有人問我看過的電影好不好看的時候，

如果那是大爛片，我當然會大肆批評。

否則，即使是覺得很好看的電影，我會輕描

淡寫地不給正面評價，只講可以去看看這類

的話。從不強烈推薦電影好看的原因，是我

不想掃興。

電影的期望

一部電影好不好看，含有很主觀的個

人判斷。像筆者這種庸俗之輩，看奧斯卡等

級的影片，總覺得沒幾部好看。倒是一堆所

謂的商業電影，比較能讓我有被娛樂到的感

覺。

經驗中有很多大家推崇的影片，個人看

過之後卻覺得無聊。像「海角七號」一片，

從頭到尾我都覺得無聊，也不覺得有趣。我

只注意到其中日本男子對分離之情的娓娓細

訴，其他情節則不怎麼樣。男女主角一開始

格格不入，後來突然產生愛情，這是可以預

見的鋪陳老套；女主角喝醉發脾氣，跑去打

破人家玻璃，然後突然發生男女關係，那是

製造驚喜的不可思議。

個人印象很深的幾部電影，雖然包括

了很多知名電影，但有一些是名不見經傳的

小品之作。對於這些小品之作的評價，在觀

賞前大多並無所悉，其內容或許沒有特異之

處，卻會帶來意外的驚喜。

觀看海角七號之前，我就覺得自己可

能不會喜歡這部電影，原因是它的名氣太大

了。看著看著，果然驗證了我的感覺。說起

來，這裡面至少摻有一些期望落空的失望。

對於沒什麼名氣的電影，我們不會有特殊的

期望，於是容易覺得好看。相反地，帶著許

多期望去看電影，會少了那一份意料之外的

驚喜。

期望愈多，失望也愈多。這並不是什麼

大道理，而是一種通俗的老生常談，卻常被

我們忘記。根據這種期望-失望效應，看到好

電影的時候，不應驚為天人地強烈向好朋友

推薦。如果碰到不是朋友的朋友，才可考慮

故意說好看得不得了。

笑話的期望

網路上流傳的笑話，常常加上「笑死人

了」、「鐵定讓你笑破肚皮」、「看完讓我

狂笑不止」之類的註解，其意在吸引大家的

注意力。其實這些都是畫蛇添足之舉，而且

會引發期望-失望效應，可能讓搞笑的效果大

打折扣。

一開場就說要講一個很好笑的笑話、講



校友小品

2011年6月‧第28卷第6期 ��

到一半自己笑個不停，這些都是講笑話的大

忌。看看國外專門講笑話吃飯的人，沒一個

會自己先笑個不停，他們頂多在觀眾大笑以

後，自己稍微笑一下，而且很多是從頭到尾

都不笑的。

個人演講的時候，常試圖讓聽眾發出笑

聲，因為那是提高注意力的方法。應用得宜

的話，還可以加深聽眾對演講內容的印象。

那些笑點可以是演講經驗的累積，也可以是

臨場想到的事物，但一定跟演講內容有關。

一次演講結束後，一位兒科醫師對我說我的

演講很有趣，而且的確就是傳聞中「冷面笑

匠」的樣子。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評語，

也才發現我說笑時自己都不笑。看來，很久

以前我就意識到根據期望-失望原則，說笑時

最好一直板著撲克臉。

蜜月的期望

很久以前，每碰到剛結婚的朋友、同

事，我都會問度蜜月的時候有沒有吵架。結

果幾乎百分之百都回答有過爭吵，而且大多

是很厲害的爭執，甚至有提到離婚的。只有

一位朋友說他以前蜜月時沒吵架，不過那位

朋友結婚已久，我懷疑他有回憶偏差（recall 

bias）的嚴重問題。

婚後幾個月內的大吵小吵，其實是極常

見的現象。對照婚前的卿卿我我，有時會令

人覺得不可思議。引起爭吵的原因，則大多

是雞毛蒜皮的事情。報紙曾經有一則新聞，

說台北縣一名工程師與擔任幼教班老師的妻

子三年前開心地去蜜月旅行，卻在煮羊肉爐

時為了冬粉放太早使冬粉變糊而爭吵不休。

妻子氣得回娘家生下女兒，還幫女兒以「非

婚生子女」來報戶口登記從母姓。

在婚前卿卿我我的時候，男生看到女生

把冬粉煮糊了，大概會貼心的說：沒關係，

這樣比較順口。結婚以後，一切被美化的事

物回歸自然的現實。大家對蜜月都有美好的

期望，難怪會不斷出現失望之餘的爭執。許

多長輩在婚禮致詞的時候，都會強調夫妻互

相容忍的重要性。想來，大家都有這種期望-

失望的深刻體會吧。

政治的期望

在專制社會中，人們對於政治沒有什麼

期望。但在民主社會中，民眾卻常對領導者

有過度的期望。觀察台灣與美國的總統施政

滿意度，好像有著一個共同傾向：總統做愈

久，滿意度愈低。

美國歐巴馬總統數年前挾著高支持度，

輕鬆擊敗對手當選總統。通常在美國總統就

職以後，會有一段民意支持度很高的所謂蜜

月期。根據新聞報導，當時的蓋洛普調查顯

示歐巴馬行政團隊所推行的七項政策，平均

支持率將近七成。但後來的民意調查，民眾

滿意度卻像溜滑梯一樣急速下跌，由第一

週的69%，下降到第二週的66%、第三週的

63%、第四週的62%、第五週的59%。2010

年12月，歐巴馬總統的滿意度則繼續下降到

46%。這蜜月期看來很短暫，跟前述新婚夫妻

的爭執差不多一樣意思。

馬英九總統的民眾滿意度也類似，

都在溜滑梯。根據T V B S民調中心的資料

（http://www1.tvbs.com.tw/tvbs2011/p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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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_poll_center.aspx），馬總統就職滿月的滿

意度是41%，這種滿意度維持一年以後，第二

年任期的滿意度只有16-33%。

再回頭看陳水扁總統的滿意度，也沒好

到哪裡去。同樣是TVBS民調中心的資料，陳

總統就職滿月的滿意度是77%，其後維持在

43-53%。在沒發生弊案爭議之前，連任就職

一年後的滿意度就掉到10-20%，直到任期結

束為止。

特定事件的發生，也會影響民眾滿意

度，但總統滿意度的長期趨勢，幾乎都是下

降的。所謂的特定事件，包括陳水扁任內的

八掌溪事件、停建核四決策，與馬總統任內

的毒奶粉事件、八八水災，這些事件都讓

當時的總統滿意度下滑，但只是暫時性的影

響。

筆者認為總統滿意度下滑的趨勢，跟期

望-失望效應很有關係。一位新總統到位後，

人民一般會有很高的期望。當期望落空時，

失望的感覺通常很強烈。這些期望有的是民

眾的過度想像，有的則來自候選人的政治芭

樂票。

陳水扁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很多

計程車司機都不做生意了，有人高興地說我

們的財產可以重新分配了。後來我們看到的

是，計程車司機好幾次聚集抗議政府。馬總

統曾經承諾醫藥衛生支出將從國內生產毛額

的6.2%逐步提升至7.5%，此事一直是張沒有

兌現的支票，自然引起許多醫藥人士不滿。

常被形容為隱形人的副總統，其滿意度

可做為總統的對照。看看TVBS民調中心所做

的呂秀蓮副總統民調，可以發現並沒有很大

的起伏。呂副總統任內八年，其滿意度都在

30-50%附近變動。一般人對副總統不會有什

麼期望，自然不會有失望。

仔細分析總統滿意度的變動因素，可以

發現跟政黨傾向有關。以馬總統為例，TVBS

民調顯示上任一個月的時候，綠營滿意度

7%、藍營71%、中立23%。

兩年後，總體滿意度由上任一個月的

41%下降到33%，其中綠營支持率變成9% 

（上升29%），藍營支持率變成52% （下降

2010年9月24日筆者於
第五屆亞洲兒童感染症

醫學會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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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立支持率為16% （下降30%）。這

些數據的可能解釋是，綠營民眾根本沒什麼

期望，結果支持率逆勢上升；藍營與中立民

眾則有很高的期望，結果支持率各自出現30%

左右的下降。

病人的期望

大部分醫師都感覺到，最近台灣的醫病

關係愈來愈緊張。這裡面牽涉的因素很多，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眾對醫師的期

望。

民眾期望醫師十分和藹可親，所以沒有

特殊表情的臉孔，可能被視為很兇。有急診

醫師抱怨，工作累得要死，晚上看急診病患

看到臉色蒼白，結果被投訴態度不佳。民眾

期望到急診會馬上得到醫療，被當成門診使

用的急診卻人滿為患，最常見的爭執之一就

是醫師沒有馬上診視病人。即使發生命危的

重症，民眾期望醫師都可挽救生命，一旦失

望的時候，很容易就發生糾紛。

演講的期望

期望-失望效應也會影響演講聽眾的感

受，這或許是許多人不曾察覺的。主持人介

紹講者的時候，有的只稍微提到講者身份與

講題，有的會花好幾分鐘唸出講者的超長履

歷，有的則加油添醋地力捧講者，說是什麼

台灣第一把交椅、國內無人能出其右、演講

功力無人能比之類的讚美之詞。

個人最喜歡第一種介紹法，讓聽眾稍微

瞭解講者身份就可以了。第二種鉅細靡遺的

介紹，有時反而讓聽講者的注意力失焦。聽

了半天，可能還搞不清楚這是哪一國人。講

者履歷介紹的時間過長，佔用演講時間，也

有失禮之嫌。我最討厭的，是加油添醋力捧

講者，尤其當我自己是講者的時候，這跟期

望-失望效應也有關係。

跟看電影一樣，經過加油添醋的介紹以

後，聽眾容易出現過度期望。一部好電影會

被過度的期望打成壞電影，一個好演講也可

能被過度的期望打成壞演講。這是我多年講

課的實際體會，當有人說我的演講很幽默的

時候，結果是我不再能輕易讓聽眾發笑；當

有人說我的演講很經典的時候，聽眾的回覆

意見通常不佳。

我每年都會在某醫學院上一堂課，上課

前介紹我的醫師曾在台大醫院見習，所以講

課前都會天花亂墜地幫我吹噓一番，說我是

台灣最棒的、是台灣第一把交椅。我對這種

介紹頗不以為然，但因為是好意，我也不好

多說什麼。後來有一次，那位介紹我的醫師

對學生說，這次我不再稱讚李醫師，否則你

們又會在共同筆記裡寫李醫師是不錯啦，但

是XXXXX，來一堆批評。

果然，期望-失望效應再度發酵了。演講

前的過度讚美其實是在陷害講者，演講主持

人應該避免過度溢美之詞。對演講好壞的判

斷，跟電影、蜜月、笑話等事物一樣，都是

會受到先驗認知影響的主觀感覺，就讓聽者

自己去體會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台大

醫學院小兒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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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城之母～訪布拉格

文／江顯楨

三
年前，小女 S a r a h在麻省總醫院

（MGH）病理科實習時初遇Matija，

當時他是病理科CR，大她兩歲。雙雙墜入愛

河，兩年後訂下海誓山盟。2010年5月終於在

波士頓St Joseph天主教堂結婚。（註：該教

堂歷史悠久，建於1788年，與MGH僅咫尺之

遙。對面哈佛大學醫學院成立不久，該年首

屆畢業生僅兩名）。7月，Sarah升為病理科

CR，Matija則繼續留在哈佛醫學院任教，並從

事腦神經病理分子生物學研究。9月，他們有

一個禮拜假期，妻與我乃從鳳凰城飛往波士

頓與他倆團聚，然後四人聯袂乘英航飛越大

西洋，經倫敦轉赴中歐的布拉格。

布拉格是Matija孩提時代的故鄉，他出生

於靠近地中海古城Lubijana的一個虔誠天主教

家庭，Lubijana是斯洛維尼亞（Slovenia）的

首都，Slovenia則是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

分裂後，與奧地利和義大利為鄰的國家。他9

歲時隨父母到布拉格，雙親皆為律師。Matija

就讀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並以成

績優異畢業該大學醫學院。來哈佛之前，已

是英倫King’s College的交換學生。這次親家

亦從Lubijana老家特地開車趕來。由於Matija

能操流利歐美多國語言，捷克文也是他的母

語，有他帶路導遊，並受親家熱誠招待，我

們不虛此行。

金色城市，百塔之城

布拉格（捷克語： P r a h a；德語：

Prag；英語：Prague）是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首都和最大城市，地處該國中波

希米亞州，正是歐洲大陸的中心，人口約120

萬。伏他瓦（Vltava）河蜿蜒流過市中心，它

是德國Elbe河的一支上流。這山城由四個古

鎮組成：即小城區（Little Quarter）、老城區

（Old Town）、新城區（New Town）、城堡

區（Prague Castle & Hradcany）以及一個較小

的猶太區（Jewish Quarter）。布拉格的建築

頂部變化多，紅瓦黃牆，絢麗奪目，有「百

塔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稱，號稱歐洲

最美麗的城市之一。1992年，它被列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到布拉格的首日，我們乘電車一下就上

了城堡區的最高處，我們參觀了「羅勒拖」

（Loreto）教堂。根據基督教傳說，天使把

瑪麗亞住的草堂遷到義大利的羅勒拖市。17

世紀時，全歐洲各大都市都開始模仿建造該

草堂型的教堂。布拉格的「羅勒拖」是一個

大型建築，教堂位於四條走廊的中間。靠近

前門的鐘樓高掛著30座不同大小的吊鐘，每

到一個鐘點正，機械操作的吊鐘，就自動敲

出美麗悅耳的歌曲。「羅勒拖」樓上有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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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覽，吸引許多遊客。其中

鍍金和用鑽石鑲嵌的「聖體架」

（monstrance）是16世紀天主教堂

的寶貴禮器，用於乘載聖體（即

「祭餅」）。

主教座堂，富麗堂皇

沿著方塊石鋪成的馬路徐

徐走下，就看到「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十分引人注

目。9世紀時，這是波希米亞國王、神聖羅

馬帝國皇帝的宮殿。歷經國內外建築師和藝

術家的多次改建、裝飾完善，集中各代的藝

術精華。城堡內有三個庭院、花園，和一

個捷克最大的「聖維特大教堂」（St Vitus’s 

Cathedral）（圖1）。現在城堡不但是博物

館，也是總統府。我們在廣場漫步溜達時，

恰好看到儀隊進行交班。對面一座捷克斯洛

伐克首任總統銅像，下刻Praha matka mêst，

意為「萬城之母」。

St Vitus主教座堂興建於14世紀查理四世

時代，直到20世紀才完全

建成，兩座尖塔高聳入

雲。它不僅是布拉格總教

區的主教座堂，也是神聖

羅馬帝國皇帝的加冕教

堂。查理四世將它建成全

城最為顯赫的建築和中歐

第一座哥德式大教堂，

以「飛扶壁」（F l y i n g 

Buttresses）和獨特的波

希米亞風格室內裝飾著稱。我

們入內參觀，經「金色大門」

（Golden Portal），看到主保聖

人瓦茨拉夫小教堂（St Wenceslas 

Chapel）。10世紀時這位英明的

國王被弟弟殺害，後來他被封

聖，墳墓就在St Vitus的一角。城

堡區有名的「黃金巷」（Golden 

Lane）（圖2）昔日曾是煉金術士

們聚居之處。

伏他瓦河，著名石橋

從城堡圍牆往東俯瞰老城區，才了解布

拉格的天際是一片名副其實的「百塔之城」

（City of a Hundred Spires）。此時我們不知不

覺走進「小城區」。這是13世紀在布拉格城

堡以南新建的小城，原是德國人的居住區。

小城區尤以一些巴洛克式教堂為特色，包括

最壯觀的「聖尼可拉大教堂」（St Nicholas 

Cathedral）。我們入內參觀，教堂的穹頂壁

畫、講壇、和四尊白色帶有巨大動作的聖

人雕像，像聖賽羅（S t 

Cyril）用牧杖誅戮魔鬼在

腳下，令人肅然起敬。這

些藝術傑作，氣派動人。

我們離開教堂，走到

查理大橋。Vltava河流經

布拉格市區，河上有十幾

座形態各異的橋樑，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這座石橋。

它連接小城區與老城區，

聖維特大教堂

（St Vitus）

1

2

走下「黃金巷」前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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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約10米，建於1357年。橋的東西兩端，各

有哥德式的高塔樓（圖3）。穿過拱門，見

橋上遊客密集如鯽。最具特色的是，在大橋

兩邊石欄杆上有30尊精美的聖徒雕像，都是

巴洛克式的雕刻。橋上我們看到許多藝術表

演，有替人素描的，也有拉小提琴的。在這

裡，遊客可以體驗波希米亞風情，也有遊客

情不自禁，用手去觸摸雕像，以求好運。

查理四世，貢獻偉大

我們第二天的行程就是參觀老城區，

包括查理大學的「校本部」舊樓，和兩百多

年前莫札特親自指揮首次公演Don Giovanni

的老劇場。談到劇場，使人想起14世紀的

英明皇帝查理四世，他刻意要把布拉格興建

為中歐、北歐和東歐的文化中心。1348年，

有史以來最古老的第一所查理大學（原稱

Universitas Carolinum），建立於Carolinum

宮。今天「校本部」舊樓仍保留著一個黝黑

的窗口（圖4），這曾經是14世紀輝煌雕刻的

一部分，它就在老劇場的對面，兩者相對，

只隔一條小巷。

因為Matija是查理大學的

畢業生，我們對它特感興趣。

七百多年傑出校友無數，其中

包括一位國王、一位總統、

一些著名的神學、哲學、文

學、科學家等。著名作家如：

卡夫卡（Franz Kafka）、昆特

拉（Milan Kundera）。醫學

生理學家：發現心電傳導的

Jan Purkyne、發現糖原代謝的諾貝爾醫學獎

得主科瑞夫婦（Carl & Gerty Cori），皆畢業

於此。1882年後查理大學分為德國與捷克兩

校，愛因斯坦在捷克查理大學做過研究，偉

大天文物理學家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

曾長住布拉格。

老城廣場，憑弔亡魂

我們沿著通往老城廣場的街上閒逛，在

Moser公司門市部買了一些水晶，又在對面一

家買了一些陶藝製品，都是可以隨身攜帶的

免稅商品。「血拼」完畢，我們走到老城廣

場中央，環顧四周，彷彿置身於11~14世紀。

這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廣場之一，也是古城的

中心。11世紀以來，幾條貿易路線在此會合，

是當時中歐最重要的市集。14世紀建立的市

政廳，在60多米高的尖塔上，有個設計獨特

的天文鐘（圖5）。每小時正，鐘下人群如

織，上方窗戶敞開，就有耶穌十二門徒的木

偶輪流出來報時，同時下方的死神還會牽動

銅鈴，整個過程

以雄雞的鳴叫結

雕刻窗口（Oriel）
Carolinum宮

4

查理大橋東端塔樓拱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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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傳說這鐘的精美設計，舉世無雙，當時

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洩，居然狠心刺瞎工藝

師的雙眼。

廣場北面有洛可可式的Kinsky宮，和

黑色牆面的「魔鬼教堂」（Church of Our 

Lady before Tyn）（圖6），都是老城廣場

顯著的建築。廣場南面有查理大學最古老

的建築Carolinum。西邊有「伯利恆教堂」

（Bethlehem Chapel）是胡斯講道之處。廣場

東面「火藥門樓」（Powder Gate）是13座城

門中的僅存者。舊式馬車載著新婚男女或遊

客，穿梭廣場，馬蹄撞擊著石板路，發出清

脆的滴答聲（圖7）。老城廣場的中心有胡

斯雕像（Jan Hus Monument）（圖8），胡斯

是宗教改革先驅，比馬丁路德還要早一個世

紀，他是捷克偉大愛國者、查理大學首任校

長。主張捷語教學，反對日耳曼化，反對教

會專制和銷售「贖罪券」等腐敗現象。由於

胡斯與天主教會針鋒相對，被羅馬教皇的宗

教法庭以散佈異端邪說罪處以火刑。五百年

後胡斯雕像豎立，時為1915年。

（未完，待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美國鳳凰城）

7

馬車穿梭廣場

6

黑色牆面的「魔鬼教堂」
老城廣場的天文鐘

5

8

胡斯（Jan Hus）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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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客」，踩在機會的土地上

文／簡啟文

「澳
客」， 隨 著 近 幾 年 來 前 往

Austra l ia（澳大利亞或簡稱為

澳洲）旅遊、打工、讀書及學習語言的台灣

人數增加，逐漸地在網路上出現的一個特殊

名詞。然而，不同於「台客、台妹」的穿著

作風明顯，這批來自台灣的澳客們顯得低調

許多。每個人來到這塊世界最古老的陸地板

塊，同時也是最大島嶼的澳洲，彷彿被澳洲

廣闊的土地稀釋得渺小許多，被多樣的移民

種族渲染得謙遜不少。但是每位澳客同樣都

懷著一個想法，就是要踩在機會的土地上，

尋求人生未曾觸碰過的夢想。

為什麼「澳客」像是大富翁遊戲中有

機會翻開「機會」的玩家呢？首先，就要了

解澳洲的基本環境。根據駐台澳洲教育中心

（http://www.aec.org.tw）的資料：澳洲是一個

穩定、具多元文化和民主的社會，擁有與台

灣2,300萬相當的人口數目，但以面積計算，

澳洲是全球第六大國家，比台灣寬闊許多。

澳洲人口包括原住民和自1788年由英國前來

的殖民者及後裔外，還有來自200個國家以上

的移民。儘管英語是澳洲的官方語言，逾百

萬移民者仍亦熟悉其本身母語，故為澳洲帶

來繁多的國際貿易契機，使得澳洲成為世界

強大經濟體和富有的國家之一。此外，澳洲

具有豐富多彩的地貌地形，和致力於保護自

然的長期計畫，因此建立了許多天然觀景處

和國家公園，也吸引一年近600萬人次以上的

旅客前往澳洲。還有一個鮮少為台灣人所知

的澳洲特色，就是擁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和豐

厚的獎學金補助，以致就學率在全球名列前

茅，而且留學生人數逐年上升，已成為繼美

國和英國之後第三熱門英語系國家留學目的

地。

筆者接下來以親身和身旁朋友們的經驗

來剖析這群「澳客」們分別踩在哪些機會上

面。第一，就是「認識國際朋友」的機會。

澳洲正因為有上述的優勢，故吸引了許多形

形色色來澳洲尋夢或工作淘金的人，例如筆

筆者（後排左1）就讀語言學校時與國際朋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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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認識的一位來自澳門的Tom，喜愛在墨爾

本來來往往最熱鬧的主要街道上搭訕路人，

使得他於Facebook上的好友逼近2,000位。

當然除了這種另類的交友方式外，還有其他

管道可接觸不同文化的國際朋友，像是筆者

長期住在分租的房屋內，就會遇到不少來自

德國、塞爾維亞、印尼、菲律賓及澳洲當地

的室友們。另外，如果想在澳洲遇到台灣朋

友，也可在語言學校、各學校台灣同學會、

澳洲當地台灣華僑社團，甚至是華人基督教

會內發現台灣人的足跡。友人Jeff就在澳洲唸

書之際，某次參加筆者籌劃的聖誕烤肉會，

遇上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Jennifer，目前正甜

蜜地共同譜出澳客版雙J戀情。

踏進澳洲後的日子想必不說英文是無法

生存的，因此澳客們擁有無時無刻「學習英

語」的機會。像是筆者甫抵達澳洲時，曾居

住在寄宿家庭八個月，與home媽上街買菜、

陪其小孩發傳單或洗碗，甚至是打掃居家環

境時，都學習到不少英文生活用語。然而，

想要讓自己英文實力真正有所進步，還是得

接受正統的語言學校訓練。友人Ken自從大

學後就鮮少接觸英文，乍到澳洲時如同鴨子

聽雷般，需要旁人即時中文翻譯，因此常常

受到寄宿家庭的不平等待遇。一年後經過語

言學校洗禮，已經可理解生活用語，且語言

成績（即IELTS又俗稱雅斯）已達5.5中級能

力。如果不想花費長時間在語言學校，不妨

再嘗試另一個快速提升語言的捷徑，就是筆

者曾遇到一位來自日本的室友與波蘭男朋友

交往，每天朝夕相處的情況下，英文能力進

步神速！

澳洲政府於2005年間推出一項相當於

台灣五年500億台幣給各大專院校的教育研

究補助經費，然而此經費支出目的與台灣不

同之處，是在於提供獎學金吸引優秀的國際

學生和學者前往澳洲攻讀學位或進行研究交

流，藉以促進澳洲研究品質和國際競爭力，

同時也給予澳客們另外一個「求學及深造」

的機會。譬如筆者和台大學姊Ariel，陸續獲

得澳洲政府所提供的獎學金，補助學費或生

活費支出，減緩龐大留學支出的壓力。其中

Ariel學姊更以課程碩士（Master by course）

的資格獲得此獎學金殊榮，得以在雪梨大學

進行職能治療碩士班課程研修。另外，欲在

澳洲從事研究碩士（Master by research）或

博士進修者，各所大學同樣也有提供等同於

澳洲政府獎學金等級的補助，吸引優秀的國

際或當地學生就讀，以提升學校研究發表的

質與量。像是筆者的博士班母校（Monash 

University），每年固定提供300位以上學生的

學費或生活費補助，已經吸引不少台大學弟

妹前來申請，筆者學妹就是一個成功獲得學

筆者（右1）參加2010年雪梨大橋跨年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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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和生活費雙補助的例子。

筆者在此也還要提供幾個關於求學深

造的有用訊息，對於想前往澳洲就讀研究學

位的大學學弟妹們或許有所吸引。比方說大

學生在校或畢業後如果有參與過研究計畫，

甚至是有發表研討會或學術論文的研究經驗

者，可以在澳洲直接申請就讀博士班，像是

筆者學弟Ryan就是持著豐富的研究經驗和著

作，順利申請到雪梨大學職能治療博士，而

不需要先花1-2年時間修得碩士文憑。另外，

澳洲博士班裡的師生關係，與台灣或美國研

究所內部分指導教授視研究生為勞工的狀況

有所不同。筆者就親身感受到澳洲指導教授

注重學生本人的興趣和學生研究能力的培

養，在討論時老師和學生就如同朋友關係一

般，而非一味單方面的知識或指令的傳達。

澳洲博士班的修業年限也比台灣和美國來得

短，因為省略了前兩年必修的基礎學分課

程，故對於能力好的學生而言，在指導教授

的認同下可能在三年內就完成博士學位。

在澳洲除了認真唸書、學習語言以及

認識朋友外，另一個澳客們必定會做的就是

「旅遊散心」的機會。隨著澳洲開放台灣30

歲以下的青年度假打工一年簽證（不限定名

額），和3個月的旅遊觀光電子簽證（免審

核）後，前往澳洲度假旅遊散心的人數就逐

年增加。澳洲擁有很多天然風景，例如筆者

最熟悉的墨爾本近郊包括大洋路、企鵝島、

摩寧頓半島、百年蒸氣火車以及數百座的葡

萄園酒莊等。因為澳客們推崇的盛名，台灣

旅遊節目「食尚玩家」於2010年6月中旬遠赴

墨爾本取景拍攝，有興趣的人可參考以下網

址前往觀賞介紹（http://tw.sugoitw.com/super-

taste-2010-08-24/）。除了墨爾本外，澳洲尚

有許多地方也是值得一遊，當作體驗不同的

人生，像是好友Linda就在昆士蘭已經列入世

界遺跡的大堡礁裡嘗試浮潛，還有橫躺在宛

如白金般的海灘天堂享受暖暖日曬。網友Sean

於 2010年12月31日號召500位以上澳客們（包

括筆者）在雪梨大橋集結，經過20多小時的

接力排隊，佔到觀賞跨年煙火盛會的絕佳位

置。當倒數時刻越來越近時，大家揮舞著中

華民國國旗鼓譟，並歡唱起國歌慶祝台灣建

國百年。除此，澳洲還有主辦許多「國際盛

事」的機會，像是澳洲網球公開賽、F1墨爾

本巡迴賽及五花八門的國際音樂、戲劇或美

食節等等。筆者相信這些都是澳客們一生難

以忘懷的旅遊體驗。

對於有興趣在澳洲工作或從事研究的

人來說，澳洲也不失為一個很好「求職與工

作」的環境。筆者就選擇博士畢業後在澳洲

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機會，主要是考量工作性

質彈性和待遇不錯。因為澳洲有些大學或筆者觀看澳洲網球公開賽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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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為了提升研究成果數量和招攬人

才，廣徵具有潛力的研究計畫。根據研究計

畫的可行性與申請者的條件，經過系院校層

層審查和排名，並與不同系所競爭之下，選

出有限的人（學校最多10名，國家型研究機

構則可到20-30名）來進行博士後研究。故

在這制度下，申請者可撰寫任何自己想要從

事的研究主題，只要在該學校或研究機構下

找到願意指導的老師即可。這樣的工作內容

是較彈性的，而且是以講師層級起聘資格，

故薪水與在學校擔任教職的講師相同，而且

更難能可貴的是通常不限要具有澳洲公民身

分，所以外國優秀學者一樣還是可以提出申

請。

澳洲還有很多「後勢看漲」的機會，像

是澳幣近幾年來也是節節升高，從2005年的1

元澳幣兌換23元台幣，漲到目前1比30的高匯

率。多所澳洲大學也入榜於英國泰晤士報高

教增刊公佈的世界500大之中，且將近八所澳

洲大學更名列百大以內。

但是澳洲也不是一個完全百分之百完美

的機會天堂，如物價消費指數很高（每樣東

西都還要加收10%消費稅）、工作繳稅也是特

別高（20-30%以上）、地廣人稀，故商店下

午5點多就打烊，假日更是人潮稀少，對於習

慣夜市喧囂的台籍澳客們，可能剛開始會不

易習慣。然而，能夠在澳洲一圓人生所期待

的夢想，體會澳洲各種不同的機會教育，筆

者相信這些缺點都是可以忍耐和妥協的，不

然怎麼會有越來越多的澳客們從台灣前來澳

洲度假打工、求學、進修、旅遊，甚至是移

民呢！？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2003年畢業，

目前就任於澳洲昆士蘭大學［Univeris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所）誠徵教師數名

應徵資格：1.學經歷：（1）具法醫師、醫師或牙醫師證照者。或
　　　　　   　　　　（2）具法醫學相關領域專長之博士學位者。
　　　　　2.專長： 具病理解剖學、法醫毒物學、法醫血清學或法醫生物學等背景，

且有教學或實務經驗者優先考慮。

檢具資料：1.履歷表。　　　　　　　　　2.完整著作目錄。
　　　　　3.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4.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國內、外相關領域人士推薦函2封。

收件截止日期：100年7月18日下午五時前，書面文件送達。

寄送地址：臺北市仁愛路1段1號，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所）教師遴選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489，簡淑芬助教

E - m a i l：forensi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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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曜旭

經
過一個漫長的冬天與短暫的春天，時序進入

六月，走在醫學院仁愛路人行道上蟬鳴聲不

絕於耳，夏天真的來了。擔任景福醫訊編輯已兩年

多，最大的收穫就是可優先一睹前輩校友們的文

采。台大醫學校區人才濟濟，除了在本業上發光發

熱外，很多人更是身懷絕技，或文學、或歷史、或

音樂、或美術，甚至於體育舞蹈等等，可說是臥虎

藏龍。從每一期景福醫訊的文章中便可窺見一斑。

近年來台灣出生率年年創新低，每個小朋友

都得來不易，皆是父母心中的寶貝。因此，如何提高新生兒存活率降低各種併發症便成為相當重要

的課題。本期醫學新知特地邀請新生兒科陳倩儀醫師撰稿介紹治療「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變」的

新利器-低溫療法。林靜竹醫師四十年前即投入胎兒醫學的發展與研究，多虧了前輩們的努力，許

多的疾病在胎兒時期即可診斷出來並施以適當處理。常常有人批評現在的大學是入學難，畢業容

易。看看吳坤煥醫師的「畢業論文」，真的令人汗顏，大家應該要加油了！行醫過程最不想碰到的

事就是「醫療糾紛」，戴鐵雄醫師提醒大家一些該注意的狀況，內容相當實用。小兒部俞欣慧醫師

參訪香港大學醫學院及其附設醫院，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經由交流吸取他人的優點，可進一步

提升自己。很多人不清楚職能治療到底在做些什麼？蕭媺妮治療師以她細膩的筆法娓娓訴說自己的

親身經驗，透過文章將有助大家了解這個領域及其重要性。在校友小品中韓良誠醫師為文介紹朱真

一教授，前輩風範令人景仰。李靝順醫師，78歲充滿活力的黑髮老翁，養生之道值得大家學習。李

秉穎副教授的「期望與失望」，於我心有戚戚焉，期望越高失望越重，凡事抱持平常心，反而常會

有意外的驚喜。最後，大家一起去逛逛美麗的東歐城市～布拉格以及充滿機會的澳洲大地。

炎炎夏日做什麼最好？泡壺茶，翻開景福醫訊，細細品味，包您心情愉快收穫滿滿。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2005年畢業，現任母校小兒科臨床副教授及台大小兒過敏免疫

科主任）

編者（左一）與小兒部同事合照



趙英明女士捐贈救護車予台大醫院

時間：2011年5月16日　　地點：台大醫院院長室　　攝影：台大醫院教學部

▲陳明豐院長（左）趙英明女士（右） ▲趙英明女士捐贈救護車予台大醫院儀式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應徵資格：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大學物理治療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至少有一篇原始論文發表於SCI、

SSCI或EI期刊。

工作內容：負責學系暨研究所神經科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

預計起聘日為2012年2月1日。

檢具資料：個人履歷表、相關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著作目錄、論文抽印本、推

薦函兩封、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請參

用本院網站上需填寫之表格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
teach/teach19.doc）。

截止收件：100年7月31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臺大物理治療學（所）鄭素芳主任

聯絡電話：(02)3366-8156，高雅雯小姐

E - m a i l：ywkao@ntu.edu.tw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台大醫院臨床神經暨行為醫學中心開募式暨揭牌儀式合影　　時間：2011年5月27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趙英明女士捐贈救護車予台大醫院合影　　　　　　　  時間：2011年5月16日（台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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