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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亞斯伯格症簡介

文／簡意玲

亞
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相關疾患的一類，患

者呈現某些特殊的症狀型式，對於辨識

他人的非語言溝通訊息的能力較為缺乏，因

此其社交活動較為侷限。亞斯伯格症患者通

常對他人較缺乏興趣，相反地，卻常擁有某

些“特殊興趣＂―所謂特殊是指主題內涵本

身較特別，或是對該興趣執著的強度上遠超

過常人。亞症患者通常會盡力維持外在環境

與每日例行工作的規律性，突然的改變可能

會超過其所能應變而產生壓力或困擾。亞症

患者依其症狀嚴重程度而表現不一，可以僅

有某些不尋常的社會行為，也可以在社會能

力與專業生涯上產生嚴重影響。

盛行率

亞斯伯格症在成人精神醫學領域，到近

年才受到較多注意，其實在兒童青少年精神

醫學領域已是臨床常見的鑑別診斷。盛行率

方面，此症在兒童期大約為0.02%到0.03%，

男孩較女孩為常見，研究估計約為四到九

倍；而在成人的盛行率，目前仍缺乏較大型

的流行病學研究，不過通常在兒童期診斷

後，會持續整個成人階段，因此粗估在成人

的盛行率不會較兒童期低太多。

診斷

亞症的診斷方式屬臨床診斷，須由精

神科醫師收集詳盡的成長史與精神科病史，

加上家人或朋友的觀察報告，綜合評估以完

成診斷。其DSM診斷準則包括，（A）在社

交互動方面有本質上的缺損（以下症狀至少

符合兩項：使用非語言溝通的能力有明顯缺

損、無法發展出與其發展程度相稱之同儕關

係、缺乏主動尋求與他人分享興趣或成就的

動機、缺乏社會或情緒的相互性）；（B）

侷限、重複、與刻板的行為模式、興趣或活

動（以下症狀中至少符合一項：專注於刻版

或侷限興趣、無功能的儀式化行為或例行工

作、明顯缺乏彈性、刻板或重複的動作、專

注於物品的部分細節）；（C）此障礙造成

社會、職業功能之明顯缺損；（D）無語言

發展遲緩；（E）無認知發展遲緩；（F）不

符合其他廣泛性發展疾患或精神分裂症。此

外，有些問卷亦可輔助診斷，常見如Adult 

Asperger Assessment（AAA），就是針對成人

亞斯伯格症所發展出的診斷工具，包含兩種

篩選工具，Autism-Spectrum Quotient（AQ）

與Empathy Quotient（EQ），以及DSM-IV延

伸診斷準則（表一）。近年雖有較多關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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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之基因學研究、神經心理研究、以及影像

學研究，但結果並不一致，尚未能提供臨床

應用，因此仍無相關實驗室檢查或影像學檢

查可以確定此症之診斷。

治療

亞症之治療以心理治療、認知治療、與

團體治療為主，目標包括增加社交技巧與自

我覺察等；目前並無確實有效藥物可治療其

核心症狀。在成人階段，共病症之評估與治

療將更形重要。

（補充一）

（一） 口語或非口語溝通能力有本質上的缺

損，如下症狀須符合三項以上：

1. 傾向於將對話主題轉移回自己身上或自己

所感興趣的主題上。

2. 與他人開啟或維持對話的能力有顯著的缺

損。在表面性的社交互動中、或和他人相

處的精心或休閒時刻，難以掌握要點；除

非有一個清楚的討論主題、辯論或活動。

3. 學究型的言語，涉及太多細節。

4. 無法辨別聽者感到有趣或者無聊。

5. 述說事物的方式時常傾向於不考慮其對聽

者可能的情緒影響。

（補充二）

（二） 有關兒童期的想像力缺損，以下準則

至少符合一項以上：

1. 缺乏多樣化的、自發的假扮遊戲，與其發

展程度不相稱。

2. 無法述說、書寫、或創造自發性的、即興

的、非抄襲的小說。

3. 對小說（文字或戲劇）缺乏與其發展程度

相稱的興趣，或對其興趣僅限於某些事實

基礎（例如：科幻小說、歷史、影片的相

關科技）。

參考文獻

Asperger’s syndrome in adulthood. Roy M, Dillo 

W, Emrich HM, Ohlmeier MD. Dtsch Arztebl 

Int. 2009 Jan; 106 (5): 59-64. Epub 2009 Jan 30. 

Review.

（作者目前就讀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班）

表一、DSM-IV extensions after Adult Asperger Assessment (AAA) (modified)

Ad A) 困難了解社會情境，以及他人的想法與感受

Ad B) 看待事物傾向於非黑及白，無法保有多重觀點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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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s Syndrome（唐氏症）及
其他小兒遺傳病最新進展

健康講座由陳友珍教授（Harold Chen, MD）
於六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在聖地牙哥臺灣中心舉行

文／曾俊隆

Down`s syndrome（唐氏症）是目前造成

智能缺陷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少數嬰兒

能存活的染色體數目異常的疾病。每800個存

活的出生嬰兒就會有一個唐氏症。陳教授和

大家分享唐氏症的臨床特徵、畸形、染色體

分析、遺傳輔導、產前檢查和最近有關唐氏

症的最新發展。

陳友珍教授出生於臺灣宜蘭市，1960

年臺大醫學院畢業。陳教授目前是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er in 

Shreveport, LA的小兒科／婦產科／病理科

教授，也是遺傳實驗中心的主任。陳教授是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的 fellow。【Atlas 

of Genetic Diagnosis and Counseling】是陳教授

四十餘年的臨床經驗寫成的教科書。

1 8 6 6年，英國醫生約翰‧朗頓‧唐

（Down）在學會首次發表了這一病症。它最

早叫蒙古症或者蒙古痴呆症，因為唐醫生發

現他的病人的面部比正常人較寬，眼睛小而

上挑，看起來與蒙古人種有類同之處。在現

今醫學界認為這種叫法不尊重，也無醫學實

際意義，而不再普遍使用。1959年，法國遺

傳學家傑羅姆‧勒瓊（Jérôme LeJeune）發現

唐氏症候群是由人體的第21對染色體的三體

變異造成的現象。這也是人類首次發現的染

色體缺陷造成的疾病。

1965年，WHO將這一病症正式定名為

「唐氏症候群」。以下特徵並非全部出現在

患者身上，根據個人差異，也有身體特徵上

不明顯的例子。身材矮小、肌肉緊張度低

下、體力低下、頸椎脆弱。頭部長度較常人

短、面部起伏較小，鼻子、眼睛之間的部分

較低，眼角上挑、深雙眼皮。耳朵上方朝內

側彎曲，耳朵整體看上去呈圓形而且位置較

低。舌頭比較大、脖子粗壯、手比較寬、手

指較短，拇指和食指之間間隔較遠，小指缺

少一個關節，向內彎曲。手掌的橫向紋路只

有一條（即掌相中的斷掌――感情線與頭腦

線二合為一），指紋為弓狀。腳趾第一趾與

第二趾之間間隔也比較大。

唐氏症候群患病機率高低與人種、生活

水準等沒有直接聯繫，估計每800個新生兒就

有一個患有唐氏症候群，使之成為最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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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體變異。高齡初產婦會加劇嬰兒患有唐

氏症候群的風險。在20到24歲之間，患病率

為1/1250，到35歲為1/400，到40歲為1/106，

到45歲為1/30，49歲為1/11。原因是隨著產婦

年齡的增加卵子形成過程中會引起染色體不

分離現象的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大約80%

的症候群患嬰是35歲以下產婦所生。這與35

歲以下婦女妊娠比例較高有關係。

患病的潛在高風險家庭通常會被提議進

行遺傳學諮詢和遺傳測試例如「羊水診斷」

等。

唐氏症候群的小孩與不患病的小孩相

比處於直接劣勢。通常認為患病兒童的精神

發育遲緩，智商很少超過60的，腦部通常過

小、過輕。小腦、腦幹和腦前廻出奇地小。

教育程度會因疾病和殘疾而受到限制，例

如不斷復發的傳染病、心臟病、弱視、弱聽

等。有的唐氏症候群患者青年期以後由於壓

力會引發憂鬱症。但總體上顯示出性格開朗

的傾向。40歲以後患Alzheimer阿茲海默病比

率高，容易出現記憶喪失、智能持續低下、

人格變化等症狀。唐氏症候群患者伴隨有器

官畸形變異的機率也較高，但並非所有併發

症都會出現，也有完全沒有併發症的例子。

基本上分為三種類型：標準型第21對染

色體三體變異（Trisomy 21）：又稱廿一三

體症，第21對染色體多出一個，細胞中有47

條染色體，占唐氏症候群患者的90-95%，染

色體移位型（Translocation）：佔全體比例的

5-6%，嵌合體型（Mosaicism）：佔全體比例

的1-3%。

右妊娠11～13+6周，測量胎兒頸項透明

層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檢查）是篩檢唐氏

症候群等染色體異常的敏感指標。62%～80%

的先天畸形胎兒可表現出nuchal trancelucency

增厚（大於3 mm）。在妊娠14～16周左右，

對羊水進行染色體檢查可以明確判明患病與

否。這種檢查在一般的婦產科醫院就能進

行。其他在第一個三月妊孕期間，由胎兒醫

學專家取CVS（Chorionic Villa Sampling）。

筆者 陳友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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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無創唐氏症候群產前檢測（又稱新

一代測序技術的非侵入性產前21三體症候群

檢測）是利用新一代深度測序技術對母體外

周血血漿中提取游離的DNA片段（來自母體

和胎兒的DNA片段）進行高通量測序，並將

測序結果進行生物信息分析（基於生物統計

學基礎上）得出相關結果。比起傳統的穿刺

羊水檢查更加安全、高效、準確、簡單。現

尚待臨床應用確定。

出生前檢查現在受到廣泛的爭議。通常

從醫學角度上講「針對35歲以上高齡妊婦的

出生前檢查能高比例的發現病症」，但是這

樣行為構成對唐氏症候群患者的歧視，以及

人權倫理上的問題，所以受到患者以及人權

組織等強烈的反對。但是另一方面，一個家

庭內如果有兩個患者會構成極大的負擔，一

般為了防止第二胎同樣患病，父母通常都會

進行出生前檢查。

在不強烈反對墮胎的社會，會出現另一

種爭議：大規模推廣高齡產婦的檢查後，唐

氏症候群新生兒數量只有稍微減少，因為有

許多低年齡的產婦並沒有被提醒要做檢查；

因此對於各年齡的產婦都應該提醒有生出唐

氏症候群嬰兒的風險。其實現在全部孕婦都

有產前母親血清篩檢serum screening。更詳細

的篩檢方法及圖表，陳教授亦放映解說。

陳教授並提到唐氏症加Achondroplasia，

侏儒症，trismus pseudocamptodactyly的病

例。尤其是他曾報告a type of lethal multiple 

pterygium syndrome，後人以陳教授之名，

稱該病症為Chen Syndrome，引以為榮。他

所寫的教科書Atlas of Genetic Diagnosis and 

Counselling. 當場贈送一本給臺灣中心，由主

任歐春美女士代表接收。

之後，不少同鄉發問尤其是產前檢查。

在場的莊明哲教授順便提到五十多年前在臺

大作染色體研究時因設備較簡陋，化學用品

較缺乏遇到的種種困難。同期的蔡東京醫師

認為我們有這世界級的權威學者為榮。

陳教授將於七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在San Diego UCSD美西夏令會健康與醫學講

座，以“Conjoined twins: a fascinating story＂

講題演講，歡迎參加。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退休於聖

地牙哥，現任聖地牙哥台美人台大校友會會

長、聖地牙哥台美人醫師人員協會會長。經

常舉辦健康講座，並主辦每月音樂、電影及

紀錄片系列，涉及台灣文化、歷史、社區公

益、環保等，並主持各種康樂活動。）

今年本會之地區校友聯誼會，已訂於10月29日（星期六）
於羅東博愛醫院舉行，歡迎校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詳

情請洽黃秀麗小姐，電話02-23123456~67282）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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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界 的 自 負
～從過敏急救針的問世說起

文／黃碩文

學
醫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有時難免對

醫藥專業領域的事抱持著自高自大、唯

我獨尊的態度，而忘記、忽視了「有了病人

才能談醫」的基本道理；更進而設計製造了

一些天真浪漫卻不切實際的醫療產品。幾乎

在每一個專科領域都出現過，“想當然耳＂

的醫療產品上市後，卻沒有產生預期效果而

令人尷尬的遺憾事。我的專門是過敏科。我

就介紹本科內曾經發生的例子供讀者參考。

過敏症在一般大眾裡是很常見的疾病。

公元2000年，在伊利諾州的Abbott Laboratory

曾作過大眾對過敏的樣本調查，共有近千個

民眾參與這項調查。結果發現近40%的男性

成人認為自己患有過敏症，女性的比例則為

46%。再經過醫師篩檢，男性患有過敏症的

比例降為23%，女性則為33%。這次的調查顯

示有半數的人口都患有或輕或重的過敏症，

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與調查結果。我在上醫

學生的過敏課時，就常開玩笑地說；「如果

有人在美國組織“過敏黨＂，要擊敗民主黨

或共和黨簡直是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的

事。」

當然，過敏症的病況有輕有重，大部

分的病人都是輕症，只有極少數的人會有

極嚴重的過敏症狀（anaphylaxis）。根據

文獻的記載，在2,000個人中有一個會患有

anaphylaxis（約0.05%的prevalence rate）。

會產生anaphylaxis，一般表示該患者對某

蛋白抗原有很高的過敏抗體（IgE）。發生

anaphylaxis時，由於身體釋放大量的組織胺

（Histamine），一般患者都會全身通紅，出

現奇癢無比的蕁麻疹。跟著患者也會出現臉

部、身體局部或是全身腫脹的現象。如果症

狀惡化，會引起呼吸道內的腫脹而導致呼吸

困難。有些人會開始出現刺耳的咳嗽或極度

的氣喘。病情發展到這個階段，有兩種致命

危險發生的可能性。一是呼吸道阻隔，引起

呼吸衰竭；另一個可能則是，全身小血管擴

張、血壓快速下降而引起昏迷或心臟衰竭。

根據統計，美國歷年來，每年因anaphylaxis

喪生的病例數約在1,450人到1,500人之間（註

1）。

根據統計，因食物過敏引起anaphylaxis

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對花生以及果仁

過敏的佔多數，其次是對帶殼海鮮（蝦、蟹

等）及魚類過敏。其他原因則包括對昆蟲毒

液的過敏反應、藥物過敏、減敏注射的副作

用，以及對橡膠的過敏反應等；少數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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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部分anaphylaxis的病例，在接觸過敏原

後15分鐘內就會觸發。況且，倘若症狀惡化

的越快，反應越激烈，極可能導致嚴重的後

果，有致命的危險。筆者有三個二歲以內小

孩的病例，在花生入口後只咬了幾下就發生

anaphylaxis，立刻暈倒。另一個只有四個月

大的男孩，只吸了一口牛奶後便呼吸驟停、

全身發紫。所幸，這些小孩的媽媽都剛好在

場，並且急救得當，保住了小寶貝們的性

命。

治療anaphylaxis，當今唯一也是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注射Epinephrine到肌肉內（這比

打皮下有效）。Epinephrine是腎上腺素產生的

Adrenaline。它是唯一能夠快速紓解呼吸道及

恢復心臟血管功能的特效藥。Epinephrine在注

射後的一分鐘至三分鐘內，就能產生藥效。

在對付像anaphylaxis，分秒必爭的緊急情況

下，這是獨一且可靠的靈藥。

現在問題來了。Epinephrine必須使用

注射方式。但絕大多數anaphylaxis都發生在

醫院或診所以外的地方，例如家裡、餐廳、

學校或甚至是野外。如何把病人在最短的時

間內送達醫院是最大的難題。於是，醫藥界

便費心地研究、設計了一個攜帶方便的注射

器具。首先問世的是Anaphylaxis Kit（Ana 

Kit），後來又稱作Ana Guard（急救護盒）。

Anaphylaxis急救盒（Ana Kit）

Ana Kit問市至少有三十年了。原先的

構想是要讓有anaphylaxis風險的病人或家屬

可以隨身攜帶、以防萬一，因此盒子必須做

得非常輕便（圖1）。盒子裡內有一個小針

筒，針筒內已裝好二劑量的Epinephrine，共

0.6 mg。為了可以分兩次注射，針筒活塞桿

（plunger）也做了特別的設計。當病人需要

時，把急救針扎下去後，推滿活塞桿，注射

的劑量剛剛好是0.3 mg（每次施打的最高劑

量）。倘若病人情況未好轉，在病發後30分

鐘內必需追打第二針。這時，只要把活塞桿

右轉90度，就可以施打第二劑。說起來，這

是蠻理想的設計。因為獨特的針筒設計，病

人不需攜帶兩個針筒。又，盒子內有四顆粒

的抗組織胺（Benadryl）、四個酒精棉和一

個可愛的止血帶（Tourniquet；這個止血帶的

作用，筆者至今也不甚了解）。橘紅色的盒

子，可以掛在腰帶上，輕便實用，給病人滿

滿的安全感。

上市後，急救盒起初很受歡迎。醫師

樂於推薦，病人也喜歡帶在身上。不過幾年

後，急救盒的銷售量便一路下滑，幾乎一蹶

不振。購買一次後，續購的人越來越少。令

人不解納悶的是，anaphylaxis的病人數目是

連年增加，卻沒能帶動急救盒的銷量增加。

急救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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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奇特的現象終於引起醫藥界的注意。Dey 

Pharmaceutical負責研發的部門決定針對此一

現象作深入調查，以了解真相。在做了一連

串的病人探訪後，終於茅塞頓開，找到了問

題的癥結。

原來當初研發Ana Kit的工作者完全忽

略漠視了大眾對於新產品的期待與需求。他

們自以為只要急救盒設計的輕巧便利、容易

攜帶，一切就大功告成、必能馬到成功。但

是，他們忘了或者根本就忽視了一般民眾對

“針頭＂或是“打針＂的觀感及恐懼。除了

那些成癮的毒犯外，一般人看到“注射針＂

泰半都退避三舍。在緊張恐慌之餘，有幾人

能夠按部就班地緊急往自己或自己的小孩猛

然地扎下一針。下不了手的，只能“望針興

嘆＂；越是遲疑，就越加膽小，乾脆叫救護

車，或是寧願跳上私家車猛踩油門往醫院急

診室狂奔去。如上所述，anaphylaxis發生時是

分秒必爭的危險情況，這樣拖拖拉拉的，把

急救的黃金時間都消磨掉了，更將岌岌可危

的病人逼向臨界點。能夠保住一命的病人堪

稱是萬幸，相信這當中有不少所謂Near-miss

（倖存）的個案。

Epi-PEN（急救筆）

基於前車之鑑，Dey Pharmaceutical在

設計新的急救用具時，便多了一層人性的考

量，把針筒改成筆狀，並將大家最為害怕的

針頭藏在筆筒內（圖2）。此外，筆筒裡面還

裝設了彈簧。使用時拔出尾部的蓋子，把筆

頭按在大腿內外上方，“一、二、三＂用力

按下，聽到“喀答“（click）聲，表示彈簧已

經啟動，開始注射。按上十秒鐘後，把針拔

出，儘管這時針頭畢露，但已經注射完畢，

病人對針頭的具體恐懼感也就模糊了、鬆懈

了。

急救筆的上市，雖幫助病人克服了關

鍵的心理障礙。但是，需要使用急救用品的

機會實在不多，突發時，手忙腳亂的例子也

著實不少。三年前筆者曾在過敏門診做過調

查，希望可以了解急救筆使用的真相。我們

發現在288連續病例中，近乎80%的病例在使

用教練筆（沒有針，僅做示範用）時錯誤百

出。這時，我們才驚覺開處方的小兒科或家

庭科醫師並沒有教導正確的使用方式，天真

地以為病人或病人父母會“自動＂學習、演

練。經過我們門診三次的示範教導後，90%以

上的病人或家長才終於能夠得心應手地使用

急救筆（註2）。光是開了處方，讓病人拿到

了急救筆，就以為“一切O.K.＂的想法真是浪

漫無邪、不切實際呀。

從急救筆發明動機，以及大眾的使用歷

急救筆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0

史，反過來檢視我們醫者，不難發現我們在

行醫時至少有兩個大盲點：

（1） 我們很少或是甚至不去了解病人的觀感

及恐慌心理，以致於發明了一些華而不

實的醫藥用具。

（2） 對於看起來很方便的醫藥器材或急救用

品，便疏於教導、示範、演練，使得急

救用品在事故發生時引起事倍功半的反

效果。

上述或更多的例子都可以點出，消除白

衣人的傲慢，以及“想當然耳＂的自負心理

是我們學醫的人隨時要自我警惕並改進的行

為準則。

註釋

註1：Arch Intern Med 2001;161:15-21.

註2：Pediatr Asthma Allergy Immunol 2007: 

19-22.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任佛羅里

達大學榮譽教授、小兒科過敏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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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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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函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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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10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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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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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串起被遺忘的時光
～職能治療服務失智症個案及其家庭有感

文／周希津

2010年11月底，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

在臺上映，內容敘述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

中心的長者，他們深受失智症的困擾纏身，

家人如何用愛與關心，陪伴他們走完這最後

一段漫長的旅程。由於頗受好評，使得本片

得到去年的紀錄片賣座冠軍，讓更多人認識

失智症，了解到這個疾病是如此栩栩如生的

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裡，不再只是個遙遠的醫

學名詞。

藉由衛生署與失智老人基金會合作之

「失智症患者與其家屬之整合型長期照顧服

務模式研究計畫」的機會，筆者於2010年很

榮幸擔任此計畫案中的職能治療師角色，和

失智老人養護中心的同仁合作，開始陸陸續

續在大臺北地區，提供失智症家庭居家職能

治療的服務，歷時約一年之久，共接觸27個

家庭。首先，因失智症個案以往未能納入長

期照顧的服務之中（這也是本研究計畫的目

的之一，推廣失智症個案使用長照服務），

再者，在臺灣也未有職能治療師實際接觸這

麼多位失智症個案在家中生活的狀況，進而

促進他們的生活參與，基於以上的理由使得

這段經驗是如此與眾不同，剛好藉此機會讓

筆者做小小的分享。

職能治療專業一直以促進人類的生活參

與為使命，相信健康是建立在生活上，而非

身體上。儘管疾病或危難的降臨對原來的生

活造成極大的衝擊，但是若能協助個案重新

建立生活、積極參與生活、獲得正向的生活

經驗、找回生活中的健康與安適感，便是職

能治療專業最大的目標。在與個案以及家屬

互動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失智症如何影響

他們的生活，由於症狀不穩定，家屬經常得

配合個案的狀況做改變，而演變成隨時都在

待命狀態，整個家庭的生活經驗變得單調、

疲乏、缺乏活力，就像一個無盡的漩渦一

般，不斷被捲入，也反映文獻上所提，失智

症個案的主要照顧者容易心情鬱悶，或是易

患憂鬱症的傾向。

既然職能治療是要幫助人們有較好的

生活經驗，面對被失智症影響的家庭，以職

能治療的專業來看，很快就可以發現他們的

生活經驗不好，而激發家屬發現或找到他們

生活之中、任何可以改變的契機，是治療師

幫助家屬擁有較好經驗的第一步，但這也是

最艱難的一步，也常令我難以招架。家訪的

時候，遇到家屬對我訴苦1~2小時，是很平

常的事情，或是家屬不停地否定我所提供的

建議，這也很司空見慣，再加上家屬在家中

隨時面對個案多變的症狀所傳達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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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讓身為治療師的筆者，也同樣感覺到

自己使不上力。不過隨著接觸的家庭越多，

加上同仁的開導與排解，讓我也體會到這是

照顧者的常態，人不是機器，不管是誰，在

什麼樣的角色，都需要和他人保持良性的互

動經驗以維持健康，這是人類必須被滿足的

需求，但是家屬孤獨地扛起照顧責任、無法

與外界連結的狀態，使得自己不只有身體上

的疲累，心理上也充滿負面的想法，進而影

響自身的健康。因此治療師協助連結社會資

源，居家服務到家中協助照顧讓家屬得以喘

息，並建議參加機構所舉辦的家屬團體，讓

彼此的照顧經驗有宣洩的管道，這樣的方法

對於降低家屬的心理壓力有很大的幫助，也

才能促使家屬進一步去思考改變的可能性。

職能治療最重要的功能在於協助個案

找到適合從事的活動，改造合適個案能力的

環境與氣氛，讓個案能夠從活動中獲得成就

感，進而影響其生活經驗，產生良性的循

環。例如有位剛診斷為阿茲海默症的婆婆，

自從出現失智症狀之後，就很少寫日記跟看

書，也有日夜顛倒的傾向，在治療師建議將

家中最明亮的地方，改造為婆婆獨處的讀書

角落，角落旁邊放著過去經常看的書籍，並

有大數字的時鐘掛在明顯的地方，婆婆日夜

顛倒的狀況就降低很多。而在活動方面，治

療師調整日記的方式，在紙上列出重要的選

項，例如年月日、常做的事情、陪伴的親

友、還有心情，讓婆婆得以圈選，使得寫日

記這件對婆婆來說很有意義的事情得以延續

下去，對婆婆的生活經驗產生正面的影響。

而影響個案生活經驗最重要的環境因

素，及營造環境氣氛的關鍵點，其實是無時

無刻在身旁的照顧者。不過家屬經常只注意

到個案「做不到」的地方，個案雖然失智，

認知能力退化，但是個案的情感能力依然保

留著，情緒上也會受家屬的影響，變得也同

樣對自己做不到的地方感到沮喪、生氣，生

活環境中的重要他人不支持自己，充滿自己

能力下降的氣氛，當然不會有好的生活經

驗。因此治療師必須阻止這樣的惡性循環，

改變家屬看待個案表現的焦點，從「他做不

到」發現「他還能做到」。有位個案的太太

責怪自己的先生容易忘東忘西，經常買錯，

先生每次被太太指正時都很無辜（因為他真

的忘了），同時也變得很焦慮，所以太太一

開始認為只要能訓練她先生的記憶力這件事

就不會發生。治療師引導讓太太的焦點從

「他記不得」到「他能有固定好習慣」的轉

移，讓太太去看先生還能夠寫下買東西的單

子，也能養成出門前帶包包的習慣，現在太

太對先生的表現比較能正向看待，先生的焦

慮狀況也下降許多。

經過和這些失智症長輩以及家屬們的

接觸，體會他們的生活經驗，也讓我知道面

對失智症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不容小覷，開

心的是因為這次的服務機會讓我得以發揮所

學，用職能治療的知識協助改善他們的生活

經驗，希望藉由此篇分享，讓更多人了解並

且關懷失智症長輩的家庭。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研究所2009年畢業，

現為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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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
～《六十回憶》補遺（中）

文／韓石泉述、韓良俊整理並加註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四） 韓石泉述

支部醫院（按，為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

部醫院，如前述）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貧民，

施療（註17）病人很多，每天堆積很多的貧

民證明書在診療桌上。其中也有貪心的施療

病人請求一星期份的藥，也有擁有四、五萬

的財產而希望施療的狡猾的人，但是大部分

實在是窮於衣食的貧民。有一天我出去做畢

業後初次的檢案（註18），起初病家和A醫

員相量，A醫員回答他如果有車費和相當的

謝金就去，病家好像無力擔負，因此改和我

相量。我接受她所請，一到那邊，就看見一

間蓋亞鉛板的黑暗的小屋中，有一顏面蒼白

消瘦的十七、八歲的鄉村女子的屍身。橫臥

在地上，四肢像冰一樣的冷，室內充滿著淒

慘的氣味。見此情狀不但沒有收受謝金的勇

氣，反禁不住還替她流了多少的同情淚。這

個病人曾患僧帽瓣閉鎖不全的病通院施療。

這是我遇到死的初次經驗，服務二個月後7月

1日的事。

×　×　×

有一天提出醫業免許證下附願（註19）

於臺北廳醫務課，先受了擔任警察的檢視，

繼受他的斥罵，說書類沒有按照次序釘好。

我說，不曉得按照怎樣的次序釘。那個警察

立刻生氣，大叫地說：「你實在是醫學校出

身的嗎？」我不知道這句話的本意。我不曉

得他以為我是個獃子可以罵，或者以為我是

個假的才有這樣的話句。這是我感覺受侮辱

的第一次經驗（註20）。

×　×　×

有一冷天，下午的外來診察的時間

外，從新竹的鄉村來的區長，請我給他注

射六○六（SALVARSAN）（註21），我

叫看護婦溶解，四五格蘭姆的矮拉米造爾

（EHRAMISOL）給他注射。當注射針要

從靜脈拔出來的時候，病人發生呼吸困難

和痙攣，陷入不省人事。我大驚幾乎要失

神，完全按不到脈搏，趕快注射樟腦油

（CAMPHOR）數筒，過了一會兒再檢脈也是

依然摸不到脈搏。施行人工呼吸，但是這法

也因為病人肥胖不好做。現在到了最後，我

的腦中浮上過失致死的罪名，身體感覺著異

樣的戰慄（註22）。幸而病人的脈搏徐徐地

呈現出來，呼吸數也漸漸減少，才能夠稍為

安心。但是依然不省人事，所以命他入院。

他的妻子也受了不少的焦急，急打電話去他

的鄉里。不久有警部、警察（註23）以及他

的朋友等很多的人來，算是一大騷動。但是

大家來看他的時候，他已清醒過來了。同是

那天晚上隔離病室有一個女病人，因為大咳

血而起脫虛（註24）致死，這一天算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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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日。（待續）（註25）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五） 韓石泉述

大正七年（按，為1918年）11月16日，

是歐洲大戰繼續1,567日停戰條約發佈日。

因這大戰而戰死的聯合軍有440萬人。獨墺

軍（按，係當時之日文寫法指德國、奧國

軍）有2,685,000人。重傷的前者有2,235,000

人，後者有195萬人。戰費一共有1,470億弗

（註26）。經過了這樣的大損失，再加上從

10月中旬的流行性感冒的猖獗，由歐洲蔓延

到東洋，逞未曾有的猛威，一家全滅的悲慘

事，時常發生於各地方。因此醫院變很熱

鬧，病室充滿呻吟不絕的病人，並且預後不

良死亡者很多。死亡室和病室一樣，時常滿

員。醫生和看護婦很忙，值日的晚上因病人

的死亡未得一睡，一晚數名的死亡並不是稀

有的事。又因為病人的發生很快，因此醫師

感覺不足時，常有醫師還沒來之前病人已經

死了。他方面藥品的需要很大，藥價騰貴、

阿斯必林一磅增至十圓。開業醫方面製多量

的藥品，聽說用大的釜調製袪痰劑的攝涅瓦

（SENEGAE）根和遠志根的浸劑。又以信

封代替藥袋也有，因此很多的藥店和醫生發

財。因這次的流行性感冒而死的人，全世界

雖是沒有統計，然而諒必很大的數目（註

27）。人類的罪麼？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六） 韓石泉述

外科有一位K醫長，是細長體格的所有

者，時常微笑而展動他那八字形的鬚，很少

生氣的先生，對學生很好意，好像自己的兒

子一樣鍾愛。我替K君（註28）交涉就業的

時候，他也不推諉說沒有缺員，一講他就承

諾。那個時候，廣東醫院的外科有缺員，因

先生的盡力K君能夠做後任者去赴任。在同君

的送別會席上，先生懇懇賜教說：「廣東醫

院的缺員，本來想選拔廣東的日東（註29）

留學生，因交涉的結果變成K君充任。人是實

力要緊，如有實力可以漸漸把別人壓倒（註

30）而自己前進。「K君！常把你是臺灣青

年，是醫學校的出身者，放在心裡頭去服

務。」這是他所說的送別辭，難得的先生。

×　×　×

實地和理論不同，我踏入實地（註31）

的第一步常常失敗，要採集S病人的胃酸，把

胃管要插入的時候更覺困難。理論說這樣那

樣，然而實地一做起來卻很困難。當胃管要

插入的時候，手臂發抖起來。胃管的尖端差

不多要入食道的時候就被吐出。再插入又再

被吐出，患者感覺不安而施術者心中起了焦

急，再行嘗試也是失敗，最後病人起了劇烈

的嘔吐，我也因此停止。自己感覺不可言喻

的羞恥，對病人實在不住（註32），心中那

樣暗暗地懺悔。

靜脈內注射也是這樣，以為已入靜脈

內把注射液注入的時候，病人常說疼痛（註

33）。再更換插入，甚至更換插入五、六次

也有。有時因最後一滴的藥液而失敗也有。

要彌補失敗只有假裝通過現場。明天那患者

用別手支持那腫脹的上肢，而到病人診察室

那瞬間，心中未免受了一搥打擊，後來才知

道靜脈內注射，得依左示指（註34）的觸覺

和入靜脈時抵抗力減少而百發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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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簡單的耳朵採血，若沒磨練也是做

不好，不是塗擦過濃厚，就是分離成帶狀、

或是發生氣泡，或是時常血球破壞，不能夠

在顯微鏡檢查。實地教訓我們技術要磨練，

做的時候要大膽小心，就是簡單的技術，沒

有經驗的醫師，也是不及老練的看護婦。雖

然俗語說「失敗乃成功之母」，如一生多是

失敗，也是沒有成功的希望，還是盡我們的

力量去做，不要讓他失敗要緊（註35）！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七） 韓石泉述

我常常把病人的診斷經過數日還沒決

定，心理雖是想要努力去解決，然而因為經

驗和技術的不足，也是莫可如何。遇到病

人，時常心中暗暗地想，自己趕快來解決不

要擱置，如果擱置，一切的治療是姑息的、

對症的。沒有經驗和學識，思想到了一定的

程度也是不能夠解決。時間重要，只要努力

就可以藉時間的力量來解決。去年難解的事

情今年就很容易冰釋，以人類的努力和時間

的力量，解決一切的事情。

×　×　×

內科有Y醫長和K醫長，其下有A醫員。

Y醫長和A醫員是專門學校出身的，K醫長是

大學出身的。Y醫長是基督教徒，他的個性是

很謹慎細密，雖是細小的事情也不輕忽，病

人的信用很厚。外來的診察常常到下午三點

鐘，所以中飯也是非到那個時候不能夠吃，

迴診（註36）常到下午六點鐘才完。對學生

的分數也是很鹹，能夠得到八十分以上的一

級中不過一兩人，所以大家畏敬，同時懶惰

的學生給他「假聖人」的綽號。K醫長是時

常快活樂觀不拘泥小事的人，很嗜好碁（註

37）和詩，有空就沈熱於這方面。照我的觀

察兩個人不甚融合，A醫員對著Y醫長好像鼠

遇到貓一樣，平身低頭唯唯諾諾。對K醫長則

背後輕蔑他，甚至誹謗他，學閥的關係佔大

部分（註38）。這A醫員後來開業，惹起種種

問題。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八） 韓石泉述

大正八年4月薪水雖是昇到十七圓，但因

家裡的關係和校長（按，指堀內次雄校長）

的好意轉到臺南醫院內科，從5月1日起以最

大的決心，把新買的往診鞄抱於腋下，很得

意的應診，新的皮鞄要買它不知道費了幾天

的考慮，為什麼呢？差不多等於一箇月薪水

的錢――十三圓――不得不一時交給商人，

當時如果有分月繳納的賣買法（註39）就不

會這樣苦痛。在臺南醫院受頭腦明晰的學者

的A院長（註40）的教導和鍾愛，一年的約

束（註41）而服務至四年也是要報答他的好

意。每月薪水二十二圓，本來想要二十圓，

後來因為學校成績的關係增加二圓的優待。
在本連載文（七）之文末，可清楚看到受檢查過後被

塗刪之痕跡，此為1932年間《台灣新民報》之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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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H校長（註42）和各醫院的協定薪水是

十八圓，和專門學校出身的日本人最初就任

命六級俸的醫官補比較，待遇實有天淵之

差。所有的官廳、會社、銀行、學校等的待

遇，都有很大的懸隔。他們有加俸、宿舍料

特別手當（註43）等等以外，還有特別賜暇

（按，以下被刪約40字）一人仍舊是雇員然

而頭還存在（註44）算是特別優待。我昇做

醫官補的時候，合K君C君三個臺灣人醫官補

的薪水，等於他們醫官補的薪水（註45）。

他們所說差異的唯一口實（註46），是出身

學校不同。但是最近有這種事實，同是臺

北醫學專門學校出身的，並且一方是早一

（年）畢業的，而就任六十三圓的囑託，而

一方是遲一年畢業的，而就任六給俸的醫官

補，再加上加俸則後者的收入兩倍於前者。

還有最近登用臺灣人有訂定苛酷的密約，某

醫院有發生這種事情：

一、沒有三年以上的服務不能夠請求賜暇，

二、不能夠做醫官補，

三、不支付旅費和宿舍料，

四、不能夠自由轉科，

五、辭職的時候要二個月以前通知。

（按，以下被刪約180字，註47）

註：本篇的報紙影印稿極不清楚，有底線

（underline）處表示原文看不清楚，係由

整理者猜加。

註釋

註17：「施療」係當時之名詞，似指慈善性

或救濟性之免費醫療。

註18：「檢案」，指代法醫相驗。

註19：「醫業免許下附願」，意即提出「醫

師執照」發給之申請。

註20：剛畢業不久就有兩次特別的經驗，一

為驗屍，另一為「被警察辱罵」，如

此開始了他一生不平凡的醫生生活。

註21：SALVARSAN，為當時最常用的花柳病

（性病）用藥。

註22： 類似的體驗，註者在1972年由日回

臺，獨當一面負責臺大醫院牙科部口

腔顎面外科初期，也曾經有過，每當

執刀碰到意料外的「大出血」時，即

曾感覺「頭皮發麻」，故對此處所描

寫者，甚有同感。

註23：「警部」指基層警察之上級的「警

官」。

註24：脫虛，照錄原文，應為「虛脫」。

註25：此處之（待續）亦係照錄原連載之報
韓石泉（前排左一）在臺南醫院奉職時

（1919-1922）與同事、護士們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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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上者。而為了節省篇幅與讀時較清

楚，以下出現之日期及數量，皆由原

中文數字改以阿拉伯字表示。

註 2 6：「弗」應指法國幣制之「法蘭」

（Franc）。

註27：1918年全世界因流感而死亡之人數，

據保守性估計在二千萬人到四千萬人

之間。

註28： 此處之K君，與前述的K醫長並非同一

人。K君似指與韓石泉同期畢業之簡仁

南醫師。

註29：「日東」料係誤植，似為「日本」之

誤。

註30：此處「壓倒」為「勝過」之意。

註31：實地，指臨床。

註32：此句省了一個「對」字，即對病人

「對不住」之意。

註33：此為實際做過者真實的描寫。

註34：亦即食指。

註35：此段最後之言，不無深意、哲理；又

以上兩段實際描寫，在今日仍值得醫

學技術學系同學、醫檢師和醫學研究

者吟味、參考。

註36：亦即病房的「查房」。依韓石泉次男

韓良信教授（臺大數學系畢業，在美

任教後已退休）之解讀，Y醫長為吉田

坦藏教授，K醫長為小島鼐二教授，A

醫員為赤木金大郎醫師（參閱第三版

《六十回憶》p.92）。

註37：指圍棋。

註38：似此早期就有的「白色巨塔」內幕，

韓石泉早就描寫過了。

註39：指分期付款辦法，從這些描寫可知，

當時韓石泉的經濟狀況相當拮据。

註40：「A院長」即當時（1919年前後數年）

的臺南醫院院長明石真隆（內科醫

師）。他曾作一首漢詩送給韓石泉，

相當有名。詩曰：良醫為國憂，忘為

子孫謀；陋屋堆書裡，慨然論五洲。

註41：「一年的約束」即約定受聘一年。

「約束」一詞轉用自日文。

註42：「H校長」即是韓石泉就讀時的臺灣總

督府醫學校校長堀內次雄。

註43：「特別手當」，指特殊的報酬、津

貼。

註44：「頭還存在」，指還未被「刣頭」

（台語，解聘之意）。

註45：即三個臺灣醫官補的薪水才等於一個

日人醫官補者，差別待遇非常明顯。

註46：「口實」為日語，藉口之意。

註47：當時之台灣新民報常遭受檢閱及刪除

文字，本系列〈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

活〉多處有被刪痕跡，此處為文字遭

到塗銷（如附圖最後一段）。又，原

來刊出時，此節亦印為（七），顯係

重複錯誤，故改為（八）。

（作者係1918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

17屆，1940獲日本熊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1923年曾因治警事件被捕，坐牢2個半月；

戰後任第一屆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臺南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臺南光華女中校長及董事

長、臺灣省紅十字分會臺南市支會會長等

職，1963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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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藥品原料下落何方？

文／余秀瑛

近
日有關食品含塑化劑的報導使得大家食

不安心，大眾食品陸陸續續被檢測出

塑化劑超標，甚至包括藥廠生產的保健類補

品。多數廠商喊冤，聲稱其添加之成分是合

乎規定的食品添加物，向原料供應商批購而

不知道原料裡面摻有塑化劑。此事件讓我想

起我擔任台大醫院藥劑科藥品化驗組組長期

間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於1959年進台大醫院當藥師，當時

藥劑科設有藥品化驗組。所有要進入台大醫

院的藥品不論原料或成品（不包括實驗診斷

科試劑）都要經過藥品化驗組檢驗合格始得

進庫。那個年代臺灣的藥廠很少，台大醫院

所用的藥劑，除了針劑、專利藥品、毒劇藥

品、用量很少的藥劑是原裝進口之外，一般

錠劑、液劑、軟膏劑、栓劑等，幾乎都是藥

劑科製劑組調製的，因此原料藥的化驗佔絕

大部分。

我擔任化驗組組長15年，從1964年直

到1979年出國進修為止，化驗過的藥品不計

其數，發現不合格藥品原料並不稀罕。因為

是招標採購，最低價者得標。有些原料用途

廣：是藥品、也是化妝品、食品、飲料、彩

繪、工業用途等之原料，同一種原料在不同

的角色中的品質標準高低有別。廠商有可能

用較低價的次級品交貨。藥的品質管制是依

據藥典規格，應是最嚴標準。

藥品化驗組的工作流程是：收到採購組

送來的藥品報驗單（記載藥品名稱、批號、

數量等）後登記在收文簿、帶著報驗單親自

去採購組的倉庫抽樣帶回化驗組、根據藥典

化驗、記錄、在報驗單寫結果、報驗單送回

採購組。我每完成一件工作，緊接著開始下

一件檢驗，從來沒去想「不合格」藥品的命

運。

有一天，我去採購組的倉庫抽樣時，

恰巧某家原料行的送貨員在場（將近四十年

前的事，已不記得是那一家），由於與台大

醫院有來往的原料行沒幾家，常會在抽樣倉

庫碰到送貨員，約略知道誰是那一家的送貨

員，我不知道其姓名，但也不算陌生。就打

招呼式的問他：「喂、上次那一批不合格的

硼酸鈉你們怎麼處理？」他隨口答「我們老

闆拿去拜託國防再化驗，也是不合格啦，就

把它賣給××」。

我內心非常震驚沒再搭腔。那一批硼酸

鈉（俗稱硼砂，某些食品也添加）不合格是

因為砷含量明顯超過藥典規定。硼酸鈉是調

製Dobell’s Solution（漱口藥水，含0.75%）、

Borax Mouth  Wash（漱口藥水，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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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ax Glycerin（局部塗抹用，也用在口腔，

含10%）的原料，這三項都是台大醫院處方

集（1964）藥。那一批原料竟然賣給全臺門

診病人最多的××。該機構設有製劑單位調

製液劑和軟膏，但沒有藥品化驗單位。所謂

「上一次」其實也有半年以上吧。漱口藥水

的處方很多，用量大（每瓶500 cc）。那一批

含砷原料早已調製成藥水，進入病人口腔用

掉了。我為台大醫院的用藥品質把關，怎料

那不合格原料觸及更多病患。

那次漫不經心的招呼對答，深深地烙在

我心。最近塑化劑流竄範圍之廣，讓我聯想

到藥廠採購藥品原料是否設有品質管制的關

卡？藥典對於既成劑型的品質管制項目並不

包括已在原料規範之項目，亦即製成劑型的

產品中是否含有原料帶入的不純物並不列為

檢驗項目，因此藥品原料的檢驗非常重要。

我深深感念當年好在我們設有藥品化驗

組。進不了台大醫院的不合格原料不算少，

數十年前的例行工作記憶漸淡，僅舉印象較

深刻的案例兩件簡述。

Kaol in（白陶土、高嶺土）是口服藥

Kaolin-pectin Suspension的主成分（胃腸吸附

劑，台大醫院處方集1964），小兒科的處方

不少。1966年至1973年期間檢驗了31件，就

有15件不合格（將近半數），而且品質實在

太離譜，我有所感而整理撰文投稿到Journal 

of the Taiw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Vol. 

27, 1975）。不合格的15件其中鑑別試驗不

符者就有7件；Kaolin的本質是滌除雜質之天

然矽酸鋁，但檢品驗不出鋁的反應而顯示碳

酸鹽反應，廠商把碳酸鈣（或夾雜大量碳酸

鈣）當作kaolin交貨，只憑外觀難以辨識。其

他8件則純度不符，含有砷及/或鉛、重金屬

等。Kaolin在處方中是主成分，一般劑量15 cc 

suspension含3 gm Kaolin，一天3次就有9 gm下

肚，大多用於病童。品質這麼差的原料我把

它擋在台大醫院門外，它流到何處去了呢？

Soda lime的醫學用途是吸住二氧化碳，

用於測基礎代謝或麻醉系統裝置。藥典規定

必須能吸住其重量的25-30%之二氧化碳，並

且於飽和時可變色。曾經有工業級充當醫學

用級送來化驗，其吸住二氧化碳的功能不到

10%，而且無變色反應。那一批soda lime下落

如何？

回想當時我的工作性質有如走在山脊，

小心謹慎、戰戰兢兢。我要確保台大醫院用

的藥品品質無虞，不符藥典標準者「不合

格」。而「不合格」藥品，廠商會拿去別的

機構再檢驗，企求平反。承擔「合格」、

「不合格」這幾個字的責任，稍有差錯，麻

煩就大了。

原料有問題，其牽連產品之多、玷污範

圍之大，幾乎難以收拾。而對消費者之健康

影響更是無法預料。總而言之，不論藥品、

食品，原料的品質管制要特別嚴謹，因為源

頭不淨後患無窮。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第3屆1959年畢業，現任

母院名譽教授、本刊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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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摯友～美生物科技聞人
～洪伯文（Paul P. Hung）博士

文／李彥輝

“Paul，你是我遺傳生物科技的教父，也

是Amgen公司創立的功勞者＂―這是美國生

物科技業鉅子拉斯曼George Rathmann對洪伯

文（Paul Hung）博士的感謝之辭。Rathmann

為Amgen與Icos兩家生物科技公司的創辦人，

前者以生產紅血球繁殖的藥Epogen而舉世著

稱，後者則發明了比偉哥Viagra還持久之壯陽

藥「犀利士」Cialis。

洪伯文博士是臺美科技界聞人，他

為2001年臺美基金會科技工程獎得獎人、

美伊利諾州密里根大學Millikin University

生化學士（1 9 5 6）、普渡大學（P u r d u e 

University）生化博士（1960）、歷任亞培製

藥公司Abbott Lab之高級研究員與研發部主任

（1974-1981）、惠氏製藥公司Wyeth-Ayerst 

Lab分子生化物研究主任（1982-1988），助

理副總裁（1988-1993）及殊譽研究員（1993-

退休）。2003年回臺創設環球科技Global 

Biotech出任董事長，且又在美設立RDNA 

Corporation。他也曾受聘為美衛生部疫苗顧

問、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醫療生物技術諮詢

委員、美國國家疫苗決策委員會委員、普渡

大學校長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他一生多彩多姿，我和他認識是在1972

年伊利諾州湖郡之華人春節晚會上，從此我

們兩家除在湖郡外，住居在馬利蘭州華府附

近及大費城郊區均常來往。

據他說，原籍南投草屯，他生於1933

年9月30日，父洪耀勳教授（東京帝大哲學

學士，臺北帝大哲學教授、北京大學哲學教

洪伯文博士（1933.9.30-2009.3.28）於1951年成功高中畢業後考入臺大醫

科。修讀生化時成績特優受董大成教授啟發，決定1954年來美攻基礎醫學。筆

者有幸和他結識長約達37年，獲益不少。他生前告訴我當到另一世界後會給我

訊息是否有“after life/life after?＂，終於在2011.6.2於南加州我和他共同之友

處，談及他還沒來告；次晨就在夢中相見於娛樂場所，問他過得如何？他笑而

不答。今逢他離世兩周年之際，特將2009.5刊於太平洋時報之文章轉載於此來

紀念。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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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臺大哲學系主任），母吳綉進。出生前

雙親已命名好「麗娜」，因已有兩子，盼有

一女。不料生下後是男孩，差一點為好友駱

水源（臺灣工業銀行董事長駱錦明之父）夫

婦所抱養。生在臺士紳辜顯榮（辜濂松之

父）臺北市迪化街家，樓下住有一位常來他

家串門之妙齡少女李寶珠，後來成為實業家

王永慶之如夫人。

他小學在北京西城尋常小學（後改為

西城日本國民學校），因他父親任教北大，

1945年日本投降，他只上完五年級，還差一

年。洪教授認為乾脆跳級讀北京初一，從而

開始洪博士求學生涯之三次跳級。返臺後，

插班入成功中學初二，初中畢業首名上該校

高一。在成功中學，他雖學業成績超群，但

惡作劇、頑皮也出了名。頭一次用同學林重

遠（芝加哥大學麻醉科教授）之紅墨水朝女

老師屁股甩出墨汁，差點被開除。初三時，

他又用小石頭丟經過窗邊走在走廊上的倒楣

鬼，正巧是訓導主任李季。原本會開除，沒

料到家長是李主任就讀北大時之老師，乃網

開一面。經此教訓，洪博士還不收斂頑性，

高三時和同學張武林互射橡皮筋，不知何因

張同學竟轉移目標朝國文老師白文卿之頭射

去，以致被開除。雖是筧橋空軍烈士之子，

但校長潘振球也無法求全而予以通融。所幸

張武林以同等學歷考上臺大電機系榜首，畢

業後留美深造，是最早設計出飛機目前使用

之起降裝置，不然洪博士必會終生遺憾。經

此大禍，洪博士之惡作劇才結束，痛改前

非，專注於學業。如此差點被開除之頑皮學

生，1951年畢業考入臺大醫預科。洪伯文於

2001年11月榮獲臺美基金會第十二屆科技工程

成就獎，他將所得全部獎金捐獻成功中學母

校，設立獎學金嘉惠學弟，受校長鄭英敏頒

感謝狀。

伯文兄考入臺大醫預科，升上醫科三年

級時，因所修生化得99分，乃對基礎醫學感

興趣。不過董大成教授告訴他，在臺灣目前

環境不大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適逢臺灣讓

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且獲得美教會大學密

里根大學Millikin University全額獎學金且認定

在臺大所修之科學課程，可插班入大四修人

文教育學分。因此他乃參加在鳳山之短期四

個月留學生軍訓，於1954年搭克林夫蘭總統

號經過21天航行抵達舊金山，再乘兩天火車

到芝加哥轉車到密大，開始在美生活。

在Millikin大四時寫期終報告，指定為有

關莎士比亞之文學評論，當時剛來美不久，

英文讀寫還不大好，怎麼能體會莎翁文學名

著而評論。伯文兄靈機一動，向在日本之親

戚託買寄來莎士比亞日文學者之評論，將之

摘譯呈交，使從未讀過東方人眼光中之莎翁

作品的教授大為驚訝，而給了“A＂，順利過

關，瞞住了教授。2001年返校領取D.Sc.時，

洪博士在演講時誠述此段剽竊之往事，並說

幸好那位教授已不在人世間，否則學士學位

或會追繳回去。密大畢業後，得到印州普渡

大學所給之研究助理獎學金進入生化研究

所，師從巴納‧艾克薩洛德Bernard Axelrod教

授，攻讀Ph.D.。

四年學成後，應聘到北芝加哥之Abbott 

Lab擔任生化研究員，於六個月內發現一種

新之紅黴素，命名「洪氏Mycins」。後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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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分子生物學來探討生命體，發現20面體

（icosahedral）之「Q Beta」病毒，並將之重

組復活和Dr. James Watson（諾貝爾獎得主）

之另一病毒「F2」異曲同工。有天和同事林

仲梅博士在公司餐廳，午餐時想到以三明治

方法，亦即後來之Radioimmunoassay來偵測B

型肝炎病毒。他自己就身先士卒，被抽血驗

試，竟驗出B型肝炎抗原HbsAg陽性，也就是

帶原者，除不適合輸血外，還會有傳染性，

如變成慢性，或有機會致成慢性活動性肝

炎，再惡化成肝硬化，甚或直接為肝癌。從

此洪博士終其一生為此病所苦惱煩擾（最後

2009年3月28日因B型肝炎誘發肝癌並轉移至

肺不治，逝世於賓州Bryn Mawr家中）。雖如

此，洪博士很是堅強，在他早已規劃出之人

生四大目標（1. 健康、2. 科學和名譽、3. 地

位、4. 財富）下，繼續奮鬥。

不過，所發明出來之三明治測試法竟因

沒留下存檔且已在一年前在學術會議上發表

過，而得不到法律保障，失去專利機會，甚

為可惜。寄語讀者，若有任何創見想法，儘

可能保留原稿，寫上日期（年月日）及人、

地、時存檔，更別在得到專利前輕易對外發

表。

1969年，洪博士說服Abbott公司主管讓他

到史丹佛大學當訪問教授，研究勞斯氏肉瘤

病毒Rous sarcoma virus，還認識了Dr. Stanley 

Cohen（DNA重組技術之共同發明人，諾貝

爾獎得主），一年假滿回公司，並在西北大

學出任兼任教授，適逢內人林少光（臺大醫

技1967年畢業，美西北大生化博士）於Dr. 

Richard Jungmann作博士後研究員。受他要求

先將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然後找出一種不

存在正常細胞而在癌細胞之酵素，最後找到

加磷酸之酶－蛋白質激酶Protein Kinase或乃

致癌基因Oncogene，後來經Dr. Mike Bishop及

Dr. Harold Varmus證實，而得諾貝爾獎，可說

臨門一腳未跨入而失之交臂。洪博士認知重

組基因之重要，雖此科技當時正萌芽，他說

服Abbott成立研究組，而此團隊（包括轉職

Abbott之內人）成功製造出人體之酵素――尿

激酶Urokinase而名噪一時，也得了專利。此

時在Abbott經理人員有興趣知道分子生物，洪

博士也就給予基本智識，他們眼界大開後，

離開公司去創新天地引導生物科技，包括

前所提之Rathmann（Amgen），Jim Vincent

（曾任Biogen之董事長）與Kirk Raab（曾任

Genetech之總裁）。

其中Rathmann很感恩於洪博士，尊他為

教父。特於某天開著新買的噴射飛機來費城

探望洪博士。飛機刻他和妻子之名字―George 

& Joy，是Rathmann身價數億美元大富豪之象

徵。

洪博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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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American Home Product將旗下兩

家子公司Wyeth和Ayerst合併來節省浪費，避

免重覆。有天Ayerst公司研究人員帶來自己發

現之抗生素Rapamycin拜見洪博士，伯文兄認

為若以抗生素銷售或難有市場，若可找到其

他用途，如Cyclosporine A之用於免疫抑制劑

則或有「錢」途。乃將之留下交手下傅康平

生化博士研究，果不其然證實和Cyclosporine

同樣也抑制免疫但部位不同，為了確定其有

效功能，送交當代免疫學權威――英人Sir 

Calne，沒想到Wyeth慢了一步，竟為Calne

捷足先登取得專利，Wyeth為了付Rapamycin

（易名Rapamune）還須年繳幾千萬美金給

Calne，可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不過年賣數

億美金還是划算。

科技界，你爭我奪，屢見不鮮，愛滋病

毒HIV之發現，法人（Luc Montagnier）及美

人（Dr. Robert Gallo）也是如此。後來此位法

人及另一位同事得2008年諾貝爾獎，而Gallo

無份。從這故事，我們可以學到人心難測，

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果有新的發現或創意，

齊備資料要趕緊去申請專利，若與人合作研

發必先簽約訂合同，言明在先、口說無憑、

立書為據、不受他人侵犯、保護自己權益，

切記！切記！

洪博士還有另項發明合成腺肝病毒來製

成口服膠囊，由小腸吸收後，使接種者身上

自然產生三種不同免疫系統――黏膜、血液

及細胞免疫，而能中和B型肝炎病毒，此效應

已在黑猩猩試驗證實，不過人體效用尚待研

究。

洪博士在Wyeth任內時和Dr. N. Kalyan

及內人共同致力於研發出第三代血栓溶劑

HTUPA，也就是 tPA（ t 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和urokinase之混和體，以治心肌梗

塞及腦血栓，比目前之tPA半衰期增加十倍，

用量為原來之1/3，且不容易出血，少副作

用。目前在中國大陸臨床試驗中，效果佳。

除此之外，他還組RDNA公司來研發愛滋病毒

疫苗，在活而不致病之病毒中插入HIV之抗原

基因，以此重組之活病毒疫苗來引起殺手細

胞專門對抗HIV或受HIV感染之細胞，目前也

在與人基因99%相同之黑猩猩之測試中，不過

費用高，因係保育動物實驗完後不能將之安

樂死而待壽終正寢，以每日$100美金活60歲

來計算，每隻黑猩猩得花200萬美金。

其實洪伯文兄除捐助給母校獎學金，促

成密里根大學和東海大學姊妹校外，很是尊

師重道，照顧同學，小學時到北京中南海遠

足時，有位女同學遭虎頭蜂攻擊，他奮不顧

身去勇救擊退狂蜂。1985年3月到日本拜訪失

去聯絡四十年之恩師―美濃加茂（這點我就

無此機緣，我日據時代所結識的日籍校長、筆者（左）與洪博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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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及家屬，據說遣返日本時，船觸魚雷炸

沈而死亡），還有從中奔走出錢出力，於

2006年使小學同學吉田明在北京換腎成功。

末了我們對洪博士之守時分秒不差很是

敬佩，惟一例外乃2008年9月20日那天，他

身心疲憊，仍攜他之口述自傳「與DNA共

舞的大師―洪伯文博士《贏的秘密》」多本

去參加大費城臺灣同鄉會之野宴，分送給友

好時，稍晚到些十幾分鐘。不久也抱病回臺

參加臺大醫科畢業50周年同學會，和大家話

別。

忘了提及洪博士和夫人Nancy Clark認識

結婚，也很羅曼蒂克，自云1955年聖誕假期

在密大孤獨一人寂寞，他乃打了電話到女生

宿舍去，接電話的是Nancy，他乃大膽約她

去看電影，兩人於1956年結婚，育有二女一

子。

伯文兄除學術成就外，在網球、乒乓更

有一手，他發球之拐彎球常令人無從捉摸。

橋牌、圍棋也很精粹，甚至保齡球也得冠軍

過，還是名副其實之神槍手。

他還有不少軼事：

洪博士在Abbott任主管時延聘了一位日

裔科學家―水谷悟Satoshi Mizutani，他發現

了舉世震驚之逆轉酶Reverse Transcriptase於美

威斯康辛大學。論文於1972年發表在Nature雜

誌，送出時他排名第一，他之研究室主任Dr. 

Howard Temin居次，不料編輯自作主張，將名

次更換，因而榮譽歸給Dr. Temin，與另一組

之Dr. David Baltimore分享1975年諾貝爾獎，

水谷博士氣而離開威大。諾貝爾獎錯給人之

事常常發生，如1923年胰島素漏了Dr. Best而

給了John Macleod，DNA: Rosalind Franklin

早死於頒發前，只好給了她之同事Maurice 

Wilkins，所以水谷也別太介意，只怨時運不

濟。

洪博士於1991年受邀去當以色列巴伊蘭

大學Bar Ilan癌症中心揭幕禮貴賓，主講後受

到首相Itsak Shamir接見，及國會議長約談。

事後接待人員問他想去哪參觀，他乃提出馬

薩達（Masada），死海（Dead Sea）及特拉維

夫（Tel Aviv）。後來又到北邊與黎巴嫩交界

處，他竟忍不住向以兵借看威力強大之烏滋

衝鋒槍，士兵面露難色，終因接待國賓官員

示意下如願以償。又過不久，他需代表美國

去日內瓦參加WHO會議時，過關時安檢人員

問他為何來？見了誰？他誠實說見了首相，

見了國會議長，被認為胡說八道，擬予以扣

留盤問，如此一來，沒法與會。他靈機一動

出示了前幾天他與以色列首相見面報導新

聞，才相信了他，恭送他出境。寄語大家，

在外國活動時，與官員見面時，儘可能拍下

合照片，並攜帶相見面之書面報導，有危機

有困難時，或會成「護身符」，當然別用之

於和反政府人士相會事上。

最後，有次在臺灣九份遊覽時，餐廳

老板自稱為信密教的通靈者，他向洪博士打

量問貴姓後，竟說看出他是菩薩轉世。若如

是，3月28日洪博士離開塵世，或飛往他方世

界處理另有要事，但願是如此。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目前退休於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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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診察的重要（下）

～從“Stanford 25”談起～
成功大學醫學院2011年
白袍典禮特別演講

文／韓良誠

我
的先父曾經談到，目前我們醫師之能夠

行醫，其實是集合古今中外，有關醫學

各部門研究者之血汗結晶而成者，個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我們應該學會謙卑，個人也絕

無可誇耀的地方（《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

自傳》，p.237）。今天在座的教授以及一些

有經驗的醫師，他們也都是接受過很多很多

先人所遺留下來的研究成果、經驗與風範，

而成為今天可以「行醫」的醫師，不是嗎？

Standford 25:

“Fundamental Technique Dependent 

Diagnosis Skills＂這是世界公認第一流的史

坦福大學醫學院內科醫學部，從去年2010開

始，由內科部的Professor Verghese和熱心推

廣“physical exam skills and their diagnostic 

benifits＂的一群醫師努力完成的，「身體診

察」的教學法，這麼好、又這麼有名的內科

部，也會在2010年深深體會其重要性而開始

用心推廣「身體診察」，只要我們今天開始

努力，似乎在時間上應該不是落後太多才

是。

在Standford 25的項目之中如

1. Funduscopic exam, papilledema etc. using 

panoptic and regular ophthalmoscopes

...

3. Thyroid exam technique

...

7. Examination of the liver

8. Palpation, percussion of spleen

...

13. Knee exam

14. Cardiac second sounds: splitting, wide 

splitting and paradoxical spitting

...

16. The Hand in diagnosis: recognize clubbing, 

cyanosis, other common nail and hand 

findings

17. The Tongue in diagnosis

...

20. Cervical lymph node assessment

21. Ascites detection and abdominal venous 

patterns

22. Rectal ex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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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edside ultrasound

這些都應該是各位今天開始就會在病

房碰到，並且也應該提早、一點一滴累積經

驗的項目，如Funduscopic exam，過去成大

醫院還沒有在臺南創院，而臺南地區也沒有

CT的時代，我靠病人的症狀和眼底鏡下的

papilledema，診斷過不少「腦瘤」，尤其是小

孩子的腦瘤，最後轉介去臺大開刀。記得，

我還是醫學生六年級、七年級的時候，我常

利用寒暑假去臺大眼科，學眼底鏡檢查。因

此，當時也許是臺大眼科人手有限，而眼科

主任楊燕飛教授也認為看papilledema，我應

該沒有問題，因此有需要時，會指派我這個

「醫學生」，在神外以及精神神經科（當時

還沒有神內特別門診）的特別門診，有機會

坐在教授旁，在他認為是腦瘤的診斷之後，

再叫我以眼底鏡進一步確認有無papilledema，

而下「最後診斷」。這是至今還自己相當

「得意」的學生時代的故事，但是以現在的

眼光看來，好像也是「不可思議」的事，不

過，確實是我「相當美好的個人醫學生時代

的回憶」。現在的腦瘤的最後診斷已經被CT

取代了，但是至少「初步診斷」，眼底鏡還

是有它的價值。至於現在的文明病、心血管

疾病有關的動脈硬化、糖尿病所引發的眼底

病變、腎病有關的水晶體、眼底血管以及視

神經的病變、老人視網膜退化性病變、車禍

或跌倒、尤其是老人跌倒有關的頭部外傷所

導致的、初期的腦壓增高（IICP）以及部分感

染症，眼底鏡的檢查，都可以提供當思考診

斷時的參考。

至於王德宏教授想在臺灣內科學界推廣

的Rectal exam，更是現代醫師要好好學會的，

診療時必要並且有力、又有用的「武器」。

正如Professor Verghese所說的「…以上

這些方法是用『手』就可以找出一個人的健

康的方法，並且他還說「…明明一個病人在

可以診斷、可以治療的情況下，因為我的

『手』的技術不良而被錯失了…」。

最近我看了Dr. Danielle Ofri在他所著的這

本“Journey with my patient＂中所提到的：

「病人期待醫師能親自替他們觸診，並

增進醫病之間的信賴關係」

「身體接觸符合人性的自然反應，有安

撫作用」

「醫生巡房若沒有親自替病人『診

察』，就不能算是完整的診察程序」

「醫師靠著最基本的『手工業』，才是

贏得病人信賴的關鍵」

這些觀點，是這位有經驗的老醫師的珍

貴經驗，也是他切身的體會。

另外，還有一位紐約時報著名的文學評

論家，在看過一位泌尿科「名醫」之後，這

位Mr. Anoatole Broyard失望之餘說：

「就像我的醫生為我的身體安排了一些

血液檢查以及骨骼掃描，我也希望我的醫生

能夠掃描我，能夠碰觸我的精神以及我的前

列腺。」

Just as he orders blood tests and bone scans 

of my body, I’d like my doctor to scan me, to 

grope for my spirit as well as my prostate.

這本“On Doctoring＂（談行醫之道）是

和信治療中心的賴其萬教授曾經極力推薦的

一本好書，上一張slide中提到的Mr. Anoat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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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yard就在這本書中以“Doctor, Talk to Me＂

為題談到「醫生眼中只看到我的病而非我的

人」，而使他感到氣憤與受到羞辱一般，這

也反映出看他病的這位所謂「名醫」，我認

為他可能連history-taking和physical exam也沒

有好好做，更不用說要要求他做到Bio-psycho-

social的層面了。（圖1）

先父常要求我們兄弟姊妹要「事上練

磨」，正如外科醫師開刀技術之進步，非

三、兩天就可以達到，「身體診察」技術之

進步也需一再的磨練。特別是「正常人」身

體之診察，做多了，碰到「異常」時敏感度

就高，因此對初學者，我常常要他們在病

房多看病人、多練習，如此則不但「病人

歡迎」，你的技術也會「天天」進步，因

此我的老人科老師Professor Patricia Lanoie 

Branchette才會說Physician’s physical diagnosis 

skills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roughout our 

lives. Perhaps then, your eyes, hands and ears are 

just better than your younger colleagues.。

因此我暗中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口、

眼、手、鼻、腦並用」，但是要進行『手的

技術』也好，『手工業』也好，請以特別嚴

肅的態度去注意bedside manner。最近我一

再的感受，也思考到，醫學教育應該教學生

在知識、技術、態度三方面均衡發展，而態

度可能是醫學教育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

各位試想，一位女性病人，同意接受你的

身體診察，她是要把自己最敏感、也最不

願意第三者看到、碰到的部分，讓你可以

inspection、可以palpation，可以percussion，

也可以auscultation，這不但是對你的「信

任」，也是「尊重」，如果你「心不在焉」

的在做身體診察時還談「股票」、邊和別人

「聊天」，或者，如果有一點點「輕浮」的

動作，你就無法得到病人的信任與尊敬，說

嚴重點，你就沒有資格當醫生。醫學教育大

師William Osler在McGill大學對著醫學生，在

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辭時，語重心長地說了如

下的話：

Pay attention to your bedside manner!

Remember, however, that every patient 

upon whom you wait will examine you critically 

and form an estimate of you by the way in which 

you conduct yourself at the bedside.

Skill and nicety in manipulation whether 

in the simple act of feeling the pulse, 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minor operation will do more 

towards establishing confidence in you, than a 

string of Diplomas, or the reputation of extensive 

hospital experience.（註：slide 25的內容有部

分在演講時有遺漏，重新在本文附上）

另外，對著「病人生命」的不可捉摸，

他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千古名言；請各位

要不厭其煩的在診斷病人、治療病人的過程

之中，時時提醒自己，

細細吟味個中的道理：

Variabili ty is  the 

law of life, and as no two 

faces are the same, so 

no two bodies are alike, 

and no two individuals 

react alike and behave 

alike under the abnorm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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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 t ions  which we 

know as disease.（圖2）

這張slide（圖3）

是外科邱浩遠教授令尊

做的銅雕，主題是「醫

者之像」，它似乎在提

醒我們醫師面對病人，

尤其是面對瞬息萬變的嚴重病人時，應該是

細心觀察生命跡象的變化，而不是只「凝

視」電腦銀幕！另外，我似乎也感受到，這

位醫師是不是在後悔？是不是因無法拯救這

個小生命而內疚？令人深思！

這張圖（圖4）更進一步告訴各位，今天

你們走上了「醫途」，常常需要在「生死關

頭」扮演類似「上帝」的角色，你們是否有

心理準備？或者至少在「白袍典禮」之後，

用心充實自己，以便面對明日的challenges，

更進一步面對嚴肅的生命課題！

最後我想以下面的話，做為本演講的結

束。

「今天各位穿上了白袍，在開始第一天

的臨床工作時，請牢牢記住，這一身的白袍

未必能穿上『名』，但也不可穿上『利』，

而是要穿上一輩子的『責任』，以及對病人

和家屬的『同理心』，也請各位每天在做

完一天的工作，脫下白袍之際，要記得提

醒自己：我今天是否無愧於心地好好做到

了高科技無法做到的history-taking和physical 

examination，更重要的是，高科技永遠無法達

到的，對病人以及家屬的關心和安慰。」

謝謝各位！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臺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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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誠徵教師一名

1. 應徵資格：（1） 具有生理學或生命科學相關博士學位或醫學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二年以上研究
資歷（至起聘日期止）

（2）教學及研究領域以神經系統為佳　（3）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與服務熱忱

2. 檢具資料：（1）個人履歷　（2）二封以上推薦函　（3）學經歷證件影本
（4）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著作（至多3篇）　（5）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6）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3. 起聘日期：民國101年8月1日

4. 申請截止日期：民國100年11月30日下午5時前（資料寄達日期）

5. 網　　址：http://homepage.ntu.edu.tw/~ntupy/ 

6. 資料請寄：台北市仁愛路1段1號10樓　台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連絡人：李小姐
電話：886-2-23562216　傳真：886-2-23964350　E-mail：fc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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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科 醫 師 留 學 風

文／劉震鐘

從
八里經大園到巴爾的摩，是我回到台

大最短的一條路。聽起來有點崎嶇，

這卻是我自1996年在台大接受完精神科住院

醫師之後的履歷。從學生時代1983年開始算

起，除去服兵役的兩年，所有的醫學教育都

是在台大，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想出去

看看」，待更清楚自己想做什麼、能做什麼

的時候，如果還有機會再回來吧，就這樣，

在外頭漂泊了八年多。

先是到八里療養院，當時還稱做台灣省

立桃園療養院八里分院，在一個毫不起眼沒

沒無聞的單位擔任主治醫師，所謂蜀中無大

將，廖化當先鋒，院裡不是沒有更資深的主

治醫師，只是當我將台大所學派上用場時，

似乎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三年後在醫院

升格改制時，竟然就被選上成人精神科主任

的位子。不過沒有三兩三，實在還是不要上

梁山，主任行政工作之繁瑣，和當時新任院

長的特異「管理」風格，以及意識到自身教

學研究能力的不足時，很快就決定該換跑道

了。

正好那段時間前後，一群曾在台大精神

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同儕間，突然刮起了

留學風，先是劉宜釗醫師考取1996年教育部

公費留考，和先生邱震寰醫師（台大1991年

畢業班）於1998年赴美國Harvard University及

Boston University，同年當時已在台大擔任兒

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的高淑芬醫師，也

是用公費留考到美國Yale攻讀博士學位，1998

年我的同學吳建昌醫師在拿到台大法律碩士

之後，也以同樣管道考取「醫學與法律」學

門的唯一名額，正準備在2000年與妻陳映燁

醫師相偕也是到Harvard留學去，於是我則和

當年一起在台大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

而後又同在八里療養院的葉宇記醫師於1999

年一起準備考試。公費留考項目每年不一，

恰好該年度有行為科學學門，在競爭對手不

多的情況下幸運雙雙上榜。由於公費留考有

兩年的緩衝期，我先是趕緊遞出辭呈，棲身

在大園居善（精神專科）醫院當個陽春醫

師，以便全力準備出國申請學校事宜。

托福、GRE不是大問題，認真做練習

題就成。學校相關訊息上網也都找得到，真

正的問題是，到底自己要唸什麼？能唸什

麼？到底該怎麼申請。前輩們警告，除了像

高淑芬醫師那樣早就有研究題目，也找好學

校和老師的人，一般很難用多申請幾家的方

式亂槍打鳥成功，因為空有幾年的臨床經驗

而毫無研究背景，對於申請研究所是沒有任

何加分作用的。因此多半建議先申請Master 

programs，修業期間好好表現，以期望有老師

對你印象深刻，願意收你接下來繼續攻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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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然而申請手續要好多paper works，我一

向很懶於此道，想到若只申請先念個master，

隔年還要再花一次類似的工夫就累，很不識

好歹的通通都只申請doctoral programs，結果

真的差點兒沒學校可讀。算是運氣好，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Department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裡的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05年獨立為

Department of Health, Behavior, and Society）中

有位Dr. Lawrence Wissow，本身受過小兒科與

精神科兩門專科醫師訓練，覺得我的Statement 

of Purpose跟他的研究方向與興趣一致，而

且他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一向很友善

（這是我後來才感受到的），便直接收我做

博士生，我也就勇敢的飛到巴爾的摩重新當

起學生。同時間葉宇記醫師和妻子何淑賢醫

師（台大1991年畢業班）也一起去Harvard湊

熱鬧。

畢業11年後才重返校園是一種挑戰，也

是一種福氣。去到美國碰到多年不見的同學

周文堅醫師（現為檢驗醫學科教授），

原來他已經在Hopkins的Human Genetics 

Program唸了三年，他不斷提醒我，唸書

還是比當醫師輕鬆多了吧，不用值班，沒

有病人的狀況要負責，唯一差的是沒有收

入，生活會清苦一點。日後回想起來，

也的確是這樣，只是初到異國，身份又

完全不同，一家四口都靠我吃飯，是需要

一些調適的過程。所幸功課很重，也無暇

多想，光是應付一項項作業、報告、考試

就夠了。Hopkins是學季制，第一年的課

程很緊湊，也很紮實，特別是生物統計與

流行病學，當年醫學生時代好像都修過嘛，

這裡讀了之後卻有耳目一新，豁然開朗的感

覺。一年裡把大部分必修課修完後，第二年

則開始練習寫proposal，準備提資格考，題

目換了又換，內容修了又修，終於在第三年

初讓我通過成為PhD Candidate，但這絕對不

是什麼值得高興的頭銜，最好趕快把論文完

成。由於碰到實際收案可能會相當費時費力

的問題，老師大方的允許我使用他的一些陳

年資料，看我能不能榨出一些剩餘價值來。

自此我又得再重擬一個研究計畫，這會兒才

覺得前一年的訓練派上用場，只消月餘就理

出研究問題及綱要，接下來就是分析及報告

的寫作了。指導教授知道我的台灣公費只供

三年，也不鼓勵我兼TA或RA，只要我寫出東

西來，他都儘快給我feedback。就這樣在貴人

相助之下，花了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我通過

了論文口試，而且真的很巧，台大林信男教

授提早退休，空缺出現挪動之後，於是我在

離開8年後又回到台大精神部。

後排右二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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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期間，2002年台大精神科的學弟

李信謙醫師也加入留學生的行列到紐約的

Columbia University，2004年我返台時，

更後期的陳嘉新醫師也中第申請到UC San 

Francisco，陣容可謂十分龐大。回到台大精神

醫學部，發現好些住院醫師都對這條trajectory

有興趣，之後賴孟泉醫師、張書森醫師、莊

宜芳醫師、曾懷萱醫師（太太考取，一起留

學）等，也都由公費留考一途分赴英美攻讀

博士，生力軍源源不絕。而高淑芬醫師已升

任教授，目前擔任台大精神醫學部的主任，

劉宜釗醫師是新店耕莘醫院精神科主任，吳

建昌醫師是台大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專任助理

教授並兼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葉宇記醫師

先回八里療養院擔任主任一年，之後至國泰

醫院任精神科主任，邱震寰醫師和陳映燁醫

師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何淑賢醫

師則在聯合醫院婦幼院區，李信謙醫師則在

雙和醫院任精神科主任，陳嘉新醫師不久前

也回來加入他。

從前在醫學院讀書時，看到師長們赴美

進修的管道較多為赴某研究室任fellowship一

至二年，曾幾何時發現留在台大升任內外科

主治醫師的同學們，一個一個進入臨床醫學

研究所奮鬥，覺得實在太辛苦了吧，回來後

發現連在精神科的同事們也幾乎都加入「醫

師學生」的行列，為何會如此?想到在美國時

同學們多半覺得很好奇，你已經是“Doctor＂

了，怎麼還要來唸個PhD，而且在他們的觀

念MD似乎比PhD值錢。我想問題可以從兩方

面來看，第一是學制的不同，他們的MD都

是學士後才再唸四、五年，自然是唸了一個

doctoral degree，不像台灣絕大多數是高中後

一路唸到底，學位拿的也是「醫學士」，當

然要拿個博士才能和其他領域的doctor們平

起平坐的樣子。其二是台灣的醫學生養成教

育對研究的訓練不容易兼顧，在「臨床、教

學、研究」三頭並重的理念下，教學醫院的

主治醫師們自然得多充實實力。相較於同事

在這三道金牌律令之下還要把學位完成，自

己還蠻喜歡當時那股傻勁跑出去單純做個

學生，也很懷念從巴爾的摩開了七、八個

鐘頭的車，到波士頓找Harvard那幾家留

學生敘舊的光景。回來已經快七年了，都

在台北工作，竟然還沒能一次湊齊當時的

聚會規模，在台灣的醫師們是否都太忙於

工作了呢？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母

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臨床助

理教授）

右二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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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　日　記

文／古榮一

進
入退休年齡體力逐漸衰退，同學們慢慢

的走上半退休或全退休的路上。在這

時期，大家不時呼朋引伴的做長途或短程的

旅行，以免再過幾年體力會負擔不起。早期

每次旅行回來總忙著去洗相片，挑出幾張精

采的貼在相簿上自我陶醉。自從數位相機出

現，旅遊時先生太太常各帶一機，因為沒有

底片的費用，各照幾百張，回來之後下載在

電腦上就此了事。因為照得太多，因此也懶

得去看，時間一久也就忘掉是那年那月那日

的那一回事。年初在旅行前突然靈感一發，

想到寫日記這一回事，因此利用這次旅行中

等飛機或中途空閒時間，每天在蘋果手機上

做個簡單的紀錄。旅遊回來，一篇旅遊記也

就同時完成。有一天，當我老到不能旅行

時，再回頭來看自己寫的日記，也許會比看

那一堆相片更能回味往事吧！

南美旅遊記（1/13/2011-1/25/2011）

第1~2天：抱著滿懷興奮及期望的心情，

登上了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洛杉磯經過

邁阿密，直飛智利首都聖地牙哥。領行李時

發現我們19位團員的25件托運行李居然沒

到。慌慌忙忙的去找服務人員，詢問之下才

知道行李還在邁阿密，下一班飛機應該會送

過來，明天一早應能及時領出行李，飛往海

港市Punta Arenas再轉接遊輪。有了這基本的

承諾大家才稍微放心。在導遊的帶領下，做

聖地牙哥一日遊。我們走上聖塔露西亞堡及

聖母山，同時也去超級市場及購物中心，買

牙膏、牙刷、內衣褲以應急需。享用智利式

晚餐時大家心情愉快，想到明天可拿到行李

順利上船，心中沒有牽掛。

第3天：一早趕到機場，不料行李居然

沒到。我們急得跳腳，衝着去找空服人員理

論，但終究是一籌莫展。最後我們只好認

了，按照原定的行程，飛往Punta Arenas。

我們一下飛機，就覺得機場看起來不太對

勁，一個小機場竟然擠滿了人，不只椅子上

坐滿人，牆邊也有站着、躺着的人群。心裡

感覺不妙，急忙聯絡遊輪接待人，我們得到

的答案是，當地工人罷工，通往機場的公路

有路障，巴士無法進入機場，更讓我們沮喪

的消息是遊輪今天會如期開走。這一來，我

們不但這一趟旅遊報銷，而且不知要困在機

場多久。這時候發現機場的一角設有美國大

使館的服務台，我們趕往去問，得到的資訊

是從機場到碼頭旁邊的旅館，也就是遊輪旅

遊的集合地，大約廿四公里，步行需四、五

小時左右，途中有六處罷工團體設立的路

障。大家在緊急會議之後，決定背水一戰，

步行前往。沒走多久，隊友發現我雙手變成

青紫色，不知是血管收縮還是全身缺氧。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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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醫師趕快過來摸我的脈博及看兩腳血色，

幸好兩樣都正常，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這時

候團友攔住一輛警車，他們看我那雙青紫的

雙手，立刻載我們夫妻兩人前往碼頭旁邊的

旅館。快到目的地時，天空開始下小雨，天

色也慢慢暗下來，我們一路上念着走在路上

的難兄難弟，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小時左

右，大家也都陸陸續續的來到旅館。真感謝

美國大使館派來的專車和當地善心人士的幫

忙。我們到達旅館後，手腳很快的暖和回

來，但我雙手仍是青紫色，這時候才發現，

是因為天氣冷，走路時雙手一直插在新買的

深藍色牛仔褲口袋中而被染成青紫色。由於

罷工的關係，遊輪不准在碼頭靠岸，我們只

好穿上救生衣，提著手提行李，坐上小汽

艇，像難民一般的登上遊輪，到一切就序

時，已是午夜一點鐘了。這一天過得真長！

第4天：今天是我們遊智利海灣也就是

拉丁語Patagonia的第一天。我們坐的中型遊

輪MS Stella Australis還算蠻新的。早上先到

Tuckers Islets，在那小島上看到成千上萬的麥

哲倫企鵝，大都是成雙成對的，再加上有絨

毛的小企鵝成為一家人，企鵝走起路來，搖

搖擺擺。粗粗的尾巴似乎有平衡作用。公企

鵝在九月份先到，母企鵝十月份才到達，然

後母的選公的配成對，平均每隻母企鵝產二

個蛋，雌雄企鵝輪流孵蛋，大約四十天後，

小企鵝出生。小企鵝身上有一層絨毛，慢慢

長大時絨毛也慢慢脫落，一旦絨毛脫盡，有

覓食能力，就自動離開。下午坐小汽艇去看

海獅，當時浪潮有點大，團員Joseph在行程

中感覺不舒服，返回母船後上扶梯時，一個

不小心，意外栽倒。船上沒X Ray的設備，無

法斷定是右肩膀骨折或脫臼，只好等上岸後

再送醫院處理。一群海獅聚在海灘上，公的

體型大很多，可達到二噸半，母的比較小，

但數目多。不知是否公的體力透支，壽命不

長？

第 5天：遊輪一早就進入G u i l c h e s 

Glacier。剛好在那時候，藍天白雲，陽光普

照。雪白的冰川，從兩旁墨綠色的山峯中

間，帶著一股森寒秀麗之氣，似乎傾瀉而又

凝在大自然中。近水邊的部分，變成淡碧藍

色，反映在清澈水中的倒影，更濃濃淡淡的

勾出一幅絕美的山水畫，真是美極了！隨後

我們由小艇登上岸，坐在岩石上欣賞近在眼

前的冰川景緻。下午我們經過Beagle Channel

一連串的冰川，其中有以國家名字命名的

Romanche, Germany, France, Italy及Holland 

Glacier。每條冰川都各有它不同的特色及秀麗

之處。

第6天：旅遊過了一半，行李還是沒有拿

到，發現日子照樣可以過。太太先生們，經

過這些日子，都顯得樸實些。今天本來預定

登上號角灣國家公園（Cape Horn），但是因

為風浪大而取消。遊輪改停另一小島，沒有

特殊景色。下午停在烏萊亞灣，島上風景如

畫，像臺灣日月潭的光華島，很值得一去。

第7天：今天早上抵達位於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上的烏蘇威亞（Ushuaia），結

束了MS Stella Australis遊輪的行程。Ushuaia

是阿根廷南方的重要城市也是世界最南的城

市。我們乘小遊艇來到一個小島，岸邊躺著

不少海獅，山壁上停滿了數千隻海鳥，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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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觀。午餐後，專車前往火地島國家公園參

觀。根據旅行社印的宣傳單，公園內有四百

多種蘚苔類植物，五百餘種非常特別的花，

無數的鳥類及動物。我們抱着滿懷的希望，

坐上小火車一路往公園中心開去，沿途青

山綠水，一片大草原，卻只看到幾隻馬，

好生失望。回程路上，停在一峽彎（Bahia 

Ensenada），這時候陰雨綿綿，沿着水邊石

灘上走不久，忽然眼前一亮，柳暗花明、遠

山含笑、煙雲濛濛。青紫色的岸石，配上彩

色的青苔及層次分明的小樹，真像是桃花

源。我們提早到機場，想去領取失散的行

李。不過，行李還是沒到，班機時間過了，

但沒有要登機的樣子。機場角落慢慢地有乘

客坐在地上，有點像幾天前在智利機場遇見

的罷工現象一樣。我們不安焦慮的情緒又頓

然重現，信息終於傳來，我們的班機取消。

啊喲，我的天！好幾個團員一起說，下次不

敢再來南美洲了。還好航空公司安排旅館及

接送。回到臨時安排的旅館，午夜飯後，已

經是清晨一點。又渡過這次南美旅遊第二次

「最長的一天」。

第8天：早上再回火地島國家公園參觀。

今天的天氣很好，公園裏的青山綠水在恬靜

的空氣裏有世外桃源人間仙境的感覺。下午

搭機前往大冰川，我們又提早趕到機場，以

為可以領到遲到多時的九件行李，結束這次

行李烏龍事件。想不到失落的行李又被轉送

到其他機場。我們在機場又再痴痴地等，雖

然時間稍有延誤，最後還好順利登機。真如

俗語說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何

況我們在不到幾天，已被折騰了兩次。因此

風吹草動，成驚弓之鳥。

第9天：今天一早，乘坐小型巴士前往世

界八大奇景之一的Perito Moreno大冰川參觀。

這是全世界經過三萬年後唯一還在成長的冰

川。車子緩緩的走在公路上，沿途一片荒

野，幾無人煙，感覺好像是在沙漠地帶，但

驟然間柳暗花明、青山綠水，車子帶着我們

進入了另一世界。眼前一大片雪白的冰川，

映現在美麗清晰的藍色天空中，以萬馬奔騰

式的傾瀉而下，又凝聚在半空中。大家沈醉

在此大自然的美景中，似乎忘了這次旅遊的

辛勞及困頓。不停照相的我們，總想把這些

美麗雄偉的景象永遠留下來。這次旅遊中大

小冰川看過不少，比起這大冰川可真是小巫

見大巫，怪不得稱得上世界八大奇景之一。

隨後我們去坐小遊輪。當我們駛近冰川時，

六十公尺高的冰川，聳立在眼前。雪白的冰

川由於光線折射及角度的不同而展現出不同

層次、不同光向的、不同濃淡的淺藍色亮

光，隱隱約約的由裡而外透射出來，把冰川

變成不同形狀的冰雕奇景。冰川溶化成的河

水，變成濃稠的碧綠色，帶着一塊塊不同形

狀的雪白純凈的浮冰，緩緩的順流而下。這

巨大冰川呈現在我們眼前，好像一條雪白色

的玉龍盤踞在五公里長的群山前，偶而傳來

隆隆之聲，是冰山一角崩落的現象。我們看

到最後一分鐘才依依不捨的離開。接着我們

搭機飛往阿根廷首都Buenos Aires（布宜諾斯

艾利斯）。飛機本來預定降落在國際機場，

不知什麼原因，改降落到國內機場。下了飛

機，領了行李，正在找接機的導遊時，張榮

兄突然看到我們迷失的九件行李排成一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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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前。今天是旅遊第九天，我們的行李終

於全部到齊。

第 1 0天：今天一早搭機前往伊瓜蘇

Iguazu國家公園。Iguazu大瀑布分布於阿根廷

及巴西邊界。大大小小的瀑布有275個，平均

30至80公尺高。在阿根廷的部分，因為範圍

廣，有三大入口，我們三個層面都分別去參

觀。我們先乘小火車前往Puerto Canoas，然後

走過很長的鐵架走道，走到橋盡頭處，看到

14條大大小小瀑布群組成的Devil's Throat魔鬼

咽喉。瀑布就在你身邊挾着萬馬奔騰之勢，

一瀉千里，隆隆的聲音，震耳欲聾。一條條

的瀑布衝擊岩壁濺出的水花，像一條條的雪

白銀蛇在跳躍也在飛揚，這人間奇景真是美

極了。從不同角度欣賞瀑布，不時會看到美

麗彩虹浮現在洶湧的水氣上，偶然又有兩條

彩虹同時出現的奇景，這錦上添花的景象，

把我們都迷住了。隨後又轉到Upper trail，

從不同的角度和方向欣賞不同的瀑布群。雖

然是汗飛如雨，體力不支，為了享受這美景

的每一部分，我們還是硬撐下去。隨後，坐

上叢林卡車，再接著乘小汽艇往瀑布下衝。

我們雖然披著雨衣，但強勁兇猛的瀑布迎頭

淋下，把每一個人都淋得幾乎全身濕透。事

過境遷，回想起來，猛力的水柱迎頭高速衝

下，雖然是驚險刺激，但是萬一有小土石隨

着下來，我們的腦袋瓜可能受不了。這也可

能是美國尼加拉大瀑布不敢讓人們過分接近

瀑布的原因。

第11天：我們一早就離開Sheraton hotel前

往巴西，中途參觀伊泰普大水壩兼發電廠，

據稱規模是僅次於長江三峽水壩，但發電量

是全世界第一。從巴西看瀑布，比較是整體

正面看，畫面構圖上更秀麗及完美。我們走

上走下，從不同的trails不同的方向，繼續欣

賞，百看不厭。在渾然忘我的境界中，突然

想起白居易的長恨歌中，描述唐明皇迷戀楊

貴妃姿色的一句「終日君王看不足」。我們

雖然沒有唐明皇的艷福，但也有看不足的時

候。這大自然鬼斧神工塑造出來的奇景，真

令人留連忘返。

第12天：今天是南美旅遊的最後一天，

因為晚上需要飛回美國，只能在Buenos Aires

做市內遊。我們在導遊小葉的帶領下，大街

小巷、走馬看花，參觀了一些重要景點。小

葉在此地住了三十多年，對阿根廷人了解不

少。她認為阿根廷民族性是傲慢、散漫及浪

漫。對阿根廷的國勢由盛變衰，使國人受累

頗有不滿。

第13天：每次旅遊回來，總是非常高

興。自己的家終究是最舒適、最甜蜜，最有

安全感的。回想起這次旅遊，一波三折，高

潮迭起、驚險刺激、困難重重，是一場惡

夢，但也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整個過程

就像一場好萊塢電影。這次旅遊最大的收穫

是交到許多新朋友，大家都能夠一起共歡

樂，也能一起共患難。過去的多次旅遊，每

次都能帶給我難忘的回憶，但是在歲月的衝

擊中，也慢慢的淡忘了。但這次南美之旅，

這麼有深度、如此有內容、再加上一些驚險

刺激、酸甜苦辣，將會令我終生難忘！

（作者係毋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於洛杉磯

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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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商志雍

本
期首先由簡意玲校友介紹成人亞斯伯格症，亞斯伯格症是屬於自閉症相關疾患的一種，本文

讓我們了解亞斯伯格症不只會出現在兒童身上，成人的個案也應該獲得足夠的重視。曾俊隆

校友則是將陳友珍教授的演講做了精采的整理，對於唐氏症的臨床特徵、染色體分析、遺傳諮詢、

產前檢查、以及相關的最新進展，本文都有詳細完整的陳述。黃碩文校友的文章提醒醫療人員要多

去了解病人的觀感，並且要讓病患學習演練，這

樣才能讓所發明的醫療器具對病患產生真正的幫

助。周希津校友藉著職能治療的知識協助改善失

智症病患及其家人的生活品質，讓我們可以更加

了解並關懷失智症病患的家庭。韓良俊校友整理

韓石泉前輩的醫生生活，不但讓人一窺將近一百

年前台灣醫生行醫過程的點點滴滴，其中更是蘊

含了許多行醫的哲理，需要我們這些後輩們細細

加以體會。余秀瑛校友則是分享了擔任藥劑科藥

品化驗組組長期間為藥品安全把關的經驗，在台

灣社會前陣子發生塑化劑風暴的事件後，這篇文

章讀起來實在令人感觸良多。李彥輝校友緬懷

洪伯文博士一文，則讓我們看見了一位優秀的前輩，如何在海外的生物科技研究領域為台灣發光發

熱。韓良誠校友在白袍典禮的特別演講中，殷殷期盼年輕學子們能夠重視醫療過程中的身體檢查，

這不但是診斷治療疾病的基礎，更是獲得病患信賴以及增進醫病關係的關鍵。劉震鐘校友細數自己

海外留學的經歷，讓人從內心深處認識一位醫師在各樣挑戰中仍不斷追求成長的心路歷程。最後則

是古榮一校友的旅行日記，他對於南美風景的深刻描述，讓我們好像身歷其境一般地與他一同暢遊

世界，也為本期的醫訊留下一個美麗的驚嘆號！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母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大阪歷史博物館

左一為作者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新任
院 長 就 任 佈 達 典 禮

時間：2011年8月1日　地點：臺大醫院金山分院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陳明豐院長（中間）率眾副院長抵達金山分院 ▲金山分院黃勝堅院長宣誓

▲金山分院黃勝堅院長致詞

▲合影▲陳明豐院長致詞

▲佈達典禮會場



臺大醫院一級主管合影　　　　　　　　　　　　　　  時間：2011年8月12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外科部合影　　　　　　　　　　　　　　 　時間：2011年8月25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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