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院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榮獲醫品獎合影　　　　　　  時間：2011年12月5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第一屆李元麒教授紀念講座與會人員合影　　　　　  時間：2011年12月28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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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院楊泮池院長致詞▲本會董事長謝博生教授致詞

▲第一屆人文關懷獎成果展會場

▲母院楊泮池院長頒獎 ▲謝博生董事長（左二）、吳寬墩醫師（左三）、

高芷華醫師（右二）及同仁合影

台大醫學院第一屆人文關懷獎頒獎
時間：2011年12月12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台大醫學院第一屆人文關懷獎頒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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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多重抗藥性之面面觀

文／陳燕惠

就
像對細菌投予抗生素後，很快的就出現

抗藥菌株一樣，癌細胞對抗癌藥物也會

產生抗藥性，這種特性在1970年代就已被發

現。臨床上癌症病人經化學治療後，對於多

種的化療藥物的敏感度降低，稱為癌症多重

抗藥性（multidrug resistance; MDR），是造成

化療失敗的重要原因。多數的抗癌藥物的治

療指標（therapeutic index）都很狹窄，一旦癌

細胞對於抗癌藥物的敏感度稍微降低，臨床

上礙於毒性的考量，又不能提高劑量，因此

造成治療中斷。

癌細胞轉變成具有抗藥性的過程，有許

多的機轉參與其中，目前已知的機制包括增

加藥物排出細胞外、改變藥物代謝途徑或產

物。其他如細胞週期調控點改變、細胞凋亡

途徑調控失調、基因修補機制改變等，也都

與細胞之產生抗藥性有關。具有多重抗藥性

的癌細胞，會大量表現一種穿膜轉運蛋白，

稱為P-醣蛋白（P-glycoprotein; P-gp），此種

蛋白為ATP-dependent efflux pump，許多不同

結構的藥物會經由P-醣蛋白攜帶而從細胞內被

排出，因而降低細胞內藥物的濃度。P-醣蛋白

在癌細胞表現多重抗藥性的角色雖已經被大

量研究，顯示與化療藥物造成的多重抗藥性

有重要關聯，而其他造成癌細胞多重抗藥性

的機制也陸續被發現，但是仍無法解決臨床

上因多重抗藥性導致化學治療失敗的問題。

而較新發展的標耙藥物治療（target therapy）

如蛋白激素抑制劑、單株抗體等也有抗藥性

的問題，其機轉可能與過去傳統化療藥物相

似，甚至相同。但也可能經由尚未知的機

轉。最近有關多重抗藥性的各種研究，讓我

們對多重抗藥性得以有更多的瞭解，如此才

能解決臨床癌症治療失敗的問題。

多重抗藥性的機轉

癌細胞多重抗藥性的產生可從藥理因素

及細胞因素來說明。化學治療時，通常是給

予最大忍受劑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來毒殺最大量的癌細胞。當癌細胞對

MTD無反應時，即顯示有抗藥性產生。藥理

學上的原因包括（1）不當的藥物輸注（2）

藥物代謝因素如CYP450活性改變（3）藥物動

力學因素，如藥物的代謝與排除（4）癌瘤的

微環境，如血管增生、轉移、低氧環境等。

而細胞因素則是直接經由細胞中的變化導致

多重抗藥性產生。其過程可經由基因的調

控，許多與抗藥性相關的基因可能同時的或

有時序性的開啟／關閉。目前細胞因素造成

多重抗藥性產生的機轉，已知有ATP-binding 

cassette（ABC）轉運蛋白、非ABC轉運蛋

白、細胞死亡途徑調控、基因修補、癌幹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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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理論、氧化壓力與發炎等。

ABC轉運蛋白的參與
細胞中P-醣蛋白大量表現，被視為癌

細胞具多重抗藥性的最重要表徵。P-醣蛋白

屬於ABC轉運蛋白的一種，可以將藥物排

除於細胞外，避免細胞受到藥物作用而造

成基因損害。天然界中不同結構的抗癌藥

物如vinca alkaloids、epipodophyllotoxins、

anthracyclins、toxanes等會經由P-醣蛋白產

生交互的抗藥性。ABC轉運蛋白的序列都

帶有ABC或稱為nucleotide binding domain

（NBD），並由穿膜蛋白（transmembrane 

domain, TMD）組成細胞膜上輸送的孔道。

這類轉運蛋白的序列與組成的不同，決定

多重抗藥性轉運蛋白分子的特性，目前為

止已知有48種以上的ABC轉運蛋白。P-gp

（ABCB1）、MRP（ABCC）subfamily及

BCRP（ABCG2）是臨床上常見的抗藥性轉

運蛋白。P-gp（即P-醣蛋白）由1280個胺基

酸組成形成（TMD-NBD）2，為170 kD的轉

運蛋白，存在許多分泌組織中並參與生理功

能。在癌瘤細胞中，P-醣蛋白負責傳遞中性

或帶正電的厭水性藥物，大量表現P-醣蛋白

是導致細胞具多重抗藥性的重要原因。臨床

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乳癌病人，常發現大

量表現P-gp，這類病人往往臨床治療效果也

較差。另一類轉運蛋白MRPs有12種蛋白，也

都具有（TMD-NBD）2的核心，能轉送有機

陰離子、以及經phase II酵素代謝轉的藥物代

謝物。MRP1的受質與P-醣蛋白類似，如vinca 

alkaloids、epipodophyllotoxins、anthracyclins

都是，另外，非P-醣蛋白的受質methotrexate

也會被M R P 1轉運。還有一類的轉運蛋白

BCRP（ABCG2），結構組成為NBD-TMD的

單體或是多連體，這類轉運蛋白存在許多的

組織器官中，特別是分泌型的器官組織、乳

腺、腸道、胎盤、胰臟、肝臟與腎臟等，用

來保護組織不受到外毒素的傷害。在許多種

癌症組織中皆有BCRP的表現，然而目前的研

究對BCRP是否與癌細胞的抗藥性有關，尚未

定論。

非ABC轉運蛋白的參與
除了ABC轉運蛋白參與多重抗藥性的

機轉外，另有許多蛋白被發現功能類似ABC

轉運蛋白，但其序列以及分子結構都有別於

ABC轉運蛋白，可以將藥物排運出細胞體

外，如RALBP1（RLIP76）是由Ral binding 

protein, Rho/Ras-GAP、Ral effector protein組

成，同樣可以排除結構不相同的藥物至細

胞外，特別是較為親水性的如doxorubicin、

glutathione-electrophile conjugates等。這類的

轉運蛋白除了能夠將藥物排出細胞，其中的

effector protein還可能參與了如PKC、tyrosine 

kinase等細胞訊息分子的磷酸化，是否與抗

藥性表現有關仍須進一步的證實。另外許

多的化療藥物屬於金屬螯合類如cisplatin、

carboplatin、oxaliplatin等，經由特殊的轉運

蛋白才能將其排出細胞，如CTR1、ATP7A、

ATP7B等屬於copper轉運蛋白，能維持細胞體

內金屬濃度的恆定，是含鉑類化療藥物形成

抗藥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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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細胞死亡途徑

抗癌藥物對細胞的作用最終是促使細胞

週期停滯以及啟動細胞死亡途徑。細胞死亡

途徑可分細胞凋亡（apoptosis）的途徑及非細

胞凋亡的途徑包括細胞自嗜（autophagy）、

分裂崩毀（mitotic catastrophe）、細胞壞死

（necrosis）、細胞衰老（senescence）等。當

細胞受到藥物作用時，為了修補損毀的DNA

而進行細胞週期停滯、或是為了保留細胞能

量與保留基因完整性而促使細胞死亡程序發

生，來避免藥物對細胞、組織、個體更進一

步的傷害。當有異常的訊息傳遞因子抑制了

細胞週期停滯與細胞死亡途徑的啟動，就可

能造成細胞抗藥性的發生。

細胞凋亡途徑受到嚴格的調控，當基

因毒性壓力上升，無論在具抗藥性或是敏感

性的癌細胞中都會開始啟動細胞凋亡程序

（programmed death）。但在具抗藥性的癌

細胞中，細胞凋亡途徑往往會受到抑制，因

此細胞中的某些因子，特別是在參與促細胞

凋亡（pro-apoptotic）與抑制細胞凋亡（anti-

apoptotic）間恆定的蛋白，可能就是調控細胞

多重抗藥性的重要關鍵。Bcl-2-family即是重

要的調控細胞凋亡途徑關鍵蛋白家族，是由

三十多個分別屬pro-apoptotic或anti-apoptotic

蛋白所組成，其中pro-apoptotic Bcl-2 proteins

又可分為Bax subfamily（如Bax、Bak、Bok）

以及BH3 only subfamily（Bid、Bad、Bim、

Bik）等。所有的pro-apoptotic family分子都參

與調控粒線體中cytochrome c的釋出，促使細

胞進入凋亡程序。而anti-apoptic Bcl-2 protein

（如Bcl-2、Bcl-Xl、Mcl-1），這些抑制細

胞凋亡的蛋白則會與促細胞凋亡蛋白相互拮

抗細胞凋亡作用。因此當Bcl-2 family受到調

控，將會影響到細胞多重抗藥性的表現。臨

床上發現，在Bcl-2/Bax相對表現量較高時，

細胞凋亡會受到抑制，腫瘤對於化學治療的

敏感性降低，細胞表現抗藥性。由於細胞死

亡途徑，除了細胞凋亡外還有細胞自嗜、細

胞壞死、細胞崩毀等，都各有其調控的因

子。促使與抑制的因子間相對表現量、作用

機轉等都可能影響到細胞存活與抗藥性的表

現。因此由調控細胞死亡途徑的角度來討論

其對抗藥表現的影響，其網絡是相當複雜，

相互間的關聯仍有許多問題尚待釐清。

基因修補途徑

許多化療藥物作用標的是癌細胞的

DNA，如anthracyclines、alkylating agents、含

鉑化合物等作用在DNA上。當細胞進行分裂

時，損毀的DNA會促使細胞進入凋亡程序。

在過程中同時也啟動了基因修補的機制，來

減少細胞死亡，癌瘤細胞因此對於化學治療

的敏感性變低，此時細胞抗藥性程度將增

加。細胞基因修補途徑可分為（1）reversion 

repair由MGMT參與修復（2）base excision 

repair由XRCC1、PARP等參與（3）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由DDB1/2、ERCC1/2/3、XPA-

XPG等組成（4）mismatch repair由MSH、

MLH、PMS2等組成（5）double strand break

由Rad、XPA、XRCC等組成。細胞基因修補

的機轉極為複雜，尤其是在細胞週期檢查點

的基因修補。當修補系統也發生了突變，而

使修補系統過度活躍，此時細胞進入死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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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受到抑制、抗藥性表現增加。然而另有一

主張是當基因修補的系統出現問題，會影響

到基因的完整性，促使細胞進入死亡程序，

避免細胞基因出現突變。由於基因修補途徑

多元且複雜，目前仍無法以單一修補基因來

解釋造成細胞抗藥性表現的結果。

癌幹細胞理論

最近有些研究有關癌幹細胞與多重抗藥

性的關聯性。癌幹細胞的理論是認為癌細胞

族群中有一小部分的細胞具有特別高的能力

進行自我更新（self-renewal）以及產生異質基

因的後代。而這些癌幹細胞被發現能高度表

現與多重抗藥性有關的ABC轉運蛋白如P-醣蛋

白及BCRP，因此癌幹細胞被推測與多重抗藥

性的發生有關。通常癌幹細胞被認為能高度

轉變為高侵犯性的癌細胞、較為惡性並難以

根治，當轉移出去後，又將成為新的腫瘤來

源，這樣高度分化的特性與細胞抗藥特性的

表達可能有關聯。許多表皮組織—軟組織轉

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的指標如Slug、Zeb都有在表現多重抗藥性

的細胞出現。在抗藥性產生的過程中，經過

一連串的細胞分裂、不具有幹細胞特性的癌

細胞，將無法適應細胞毒殺藥物的作用，而

可以存活並持續分裂的細胞，便是具有抗藥

性。這抗藥性的表現過程是否參與幹細胞的

篩選與分化，則仍待更多的研究。

氧化壓力與發炎反應

基因毒性壓力，可造成多種不同的基因

損毀，當細胞面對基因毒性壓力，會產生活

性氧壓力（reactive oxygen species）。粒線體

不但是細胞內主要提供能量的胞器，也參與

細胞週期調控。當粒線體DNA損毀，會導致

呼吸以及氧化磷酸化功能不全，啟動NRF-2、

HO-1、HIF-1、GR等氧化壓力相關因子。

麩胱苷肽轉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 

GST）為一種細胞去毒酵素，是調節過度氧化

態的重要酵素，在多重抗藥性細胞有大量表

現，證明GST等氧化壓力相關因子的調節與多

重抗藥性有相關。COX-2、PKC-alpha等發炎

因子亦參與了氧化壓力的平衡，也被認為與

多重抗藥性的表現有關。

多重抗藥性研究的未來展望

未來，從大規模的基因表現篩檢來找尋

與多重抗藥性表現有關的新因子，當能讓我

們更了解多重抗藥性的完整機轉。目前對多

重抗藥性的研究可歸納出許多的面向，包括

ABC轉運蛋白與非ABC轉運蛋白、細胞死亡

途徑調控、基因修補、癌幹細胞理論、氧化

壓力與發炎等。如何由已知的研究中，各分

子機轉的途徑，找出主要造成多重抗藥性的

因子、鑑別主要的調控點，如此才能發展特

定標耙的抑制劑，而真正解決臨床上因多重

抗藥性導致癌症治療失敗的問題。

※本文部分摘譯自Cel l  Mo l  L i f e  Sc i  65

（2008）3145-3167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臨床

藥學研究所暨藥學系副教授，曾任母校臨藥

所所長暨附設醫院藥劑部主任）



景福校友返校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畢 業 60 年 之 回 憶
文／溫文昭

民
國34年（西元1945年，昭和20年）是日

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就是中華民

國光復台灣的一年，光復後我們被規定補念

一年先修班（分為五組，第一組M1，光復前

考進的日本全國高等學校理科乙類的台籍學

生，第二組M2，光復前考進的日本全國大學

預科醫類的台籍學生，第三組M3，光復後新

考進的台籍學生，第四、第五組M4、M5，

光復前考進的日本全國醫學專門部的台籍學

生）

我們唸醫學院5年，提出論文，領畢業證

書，其後做實習醫師1~2年。

醫學用語

用日文、拉丁文、德文、英文、中文、

台語等很複雜，但做了實習醫師那年開始病

歷一律改用英文記錄。

選科方面與現在大不同，內科54名、外

科35名、婦產科33名、小兒科19名、耳鼻咽

喉科14名、精神科3名、放射線科3名、眼科3

名、公衛科3名、心臟科2名、麻醉科2名、病

理科2名、皮膚科1名、泌尿科1名、細菌學科

1名、解剖學科1名。

留學方面

美國16名、日本4名、加拿大2名、丹麥1

名。

就職方面

醫學中心22名，署立醫院15名、私立醫

院11名、開業47名。因人數太多，只報在臺大

醫院做醫療、教學、研究者，請各位同學原

諒原諒。謝維銓教授、李悌愷、陳芳武、陳

源平、徐澄清；逝世者有吳德祿、吳敏鑑、

余宗光、鄭萬發、鄭聰明、謝玉輝。

同學現況

我們入學時有189名，畢業時170名， 60

年後減少到95名，（逝世者60名，不詳者15

名）再嚴格來說，心身健在者現在只有80

名，（帶有毛病者大約15名）不超過半數。

醫療價格方面

以前醫師公會有規定醫療價格表，例如

掛號費5元以上，闌尾炎開刀費1,000元以上

等訂下限，當時當局預防醫師或醫院收費壓

低來做惡性競爭，會影響到醫療人員的權益

及民生問題，但對貧窮的病人可減價或免費

等，醫師及醫院可做主，不像現在的勞保局

和健保局訂上限來控制醫療費，成為實質上

的老板，醫師或醫院現在不再是自由業了。

醫療機構方面

以前醫學中心（醫學院及附設醫院）只

有臺大一處，現在全台灣有12處以上，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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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都想要建立光輝的名譽及傳統，派出

留學生或教授與國外著名的醫學中心做建教

合作等，非常努力而進步迅速，顯然增加了

許多可與臺大醫學中心競爭的對手，臺大醫

學中心絕不能失掉龍頭地位。

醫療糾紛方面

本人過去擔任過兼任法醫師30年，對

於醫療糾紛很了解，大部分的醫療糾紛的發

生，非學問不夠或經驗不夠，而是“應注意

而不注意＂所引起的，最後希望大家，無論

大醫師或是小醫師，做事要非常小心。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1年畢業，曾任松山外

科醫院院長，現為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100年10-12月校友捐款徵信錄

10/27/2011 呂盛賢 NT$2,000 

10/27/2011 余沢慶信（余慶雲） NT$20,000 

10/27/2011 蕭奕仁 NT$10,000 

11/9/2011 楊成錦 NT$2,000 

11/11/2011 陳慧玲 NT$2,000 

11/22/2011 李慶雲 NT$100,000 

11/25/2011 錢光新 US$10 

" 邱義男 US$3,500 

" 楊冠傑 US$100 

" 盧鳳嬌 NT$2,000 

" 吳建廷 NT$2,000 

" 簡佳裕 NT$10,000 

" 林銘川 NT$10,000 

" 李龍騰 NT$2,000 

" 陳有仁 NT$10,000 

" 王中敬 NT$10,000 

" 林其和 NT$20,000 

" 謝國雄 NT$10,000 

" 蘇天賞 NT$1,000 

" 陳菜妹 NT$500 

" 溫文昭 NT$100,000 

" 謝維銓 NT$2,000 

" 洪誌鍵 NT$10,000 

" 江婦產科診所 NT$2,000 

11/25/2011 林高德 NT$200,000 

" 陳德照 NT$300,000 

11/30/2011 許文政 NT$300,000 

12/2/2011 施純仁 NT$40,000 

12/3/2011 侯書文 NT$2,500 

" 郭金塔 NT$10,000 

" 蘇松齡 NT$100,000 

" 鄭鳳嬌 NT$10,000 

12/6/2011 柯滄銘 NT$100,000 

" 蔡東明 NT$10,000 

12/22/2011 李志成 NT$3,000 

" 徐晉壽 NT$2,000 

" 陳為堅 NT$10,000 

" 廖文俊 NT$10,000 

" 邱仕文 NT$200,000 

12/22/2011 姚繁盛 US$2,400 

" 蔡棠連 US$3,500 

12/25/2011 吳慶南 NT$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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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 幸 為 臺 大 醫 科 生
景 福 返 校 日 經 驗 分 享

文／陳信義（醫科1961畢業班50週年代表）

敝
人榮幸代表醫科1961畢業班分享同班的

心聲。

回顧當年從醫預科，到醫科、戴黑帽黑

袍，到穿白袍、入伍，再踏進臺大醫院，或

留台或去美加…至今57年似是眼前的往事。

憶起1964年四人幫同學姚景昭、陳廷

豐、楊勝賢、我結伴揮別松山機場，共遊香

港太平山頂、東京皇宮、夏威夷Waikiki、

洛杉磯迪士尼，飛到只認得帝國大廈的紐約

市，以exchange visitor的身份，只想到美國

醫院重回實習再做住院醫師，實地學專科，

有的學兒科、婦產科或病理，許願五年後回

台懸壺報答父母。結果有的真暫居，懸兩城

情，更有入土異鄉者。

人生際遇難預規劃，我們這批留美的佔

2/3，專科苦練，待遇是半薪護士，當時台灣

經濟是米糖鳳梨罐頭的年代，台幣美元40比

1，恰巧中華民國放棄聯合國，身份可改為

居留，可取醫師執照。共識是以醫生身份積

些老本為旅費，以便攜家小回鄉創業安居。

畢業50年後的今天，姚景昭、蕭俊雄、王德

錦、邱仕文、王麗都、林清輝貫徹目標，回

台各在兒科、泌尿、外科、病理、內兒，服

務了鄉梓圓了父母心，也儲積了老本。本人

則爭了美國婦產科教授虛名，後到花蓮慈濟

服務多年。

有心根留本土的1/3，都成就非凡。韓毅

雄是臺大骨科教授，替家母釘骨折，知名度

最高。沈銘鏡教授在臺大研究血友病，葉思

伯教授是皮膚科陳登科老教授的傳人，接位

主任。侯平康教授升做眼科主任，現退而不

休仍看診。

沒有擠入臺大醫學界象牙塔的同學，也

可圈可點。ENT前輩林萬哲是台北和平醫院副

院長，婦產科楊子思是thalidomide胎兒畸形的

研究者，是台北仁愛醫院副院長，也是古董

老手。姚景昭以留美光環在三重創業，曾日

診三百人紀錄，夫人是理財專家。林清輝雖

在長安東路看兒科，八十年代入住七層新診

所住家樓房，使留美同學大嘆不如。黃有謀

新竹車站旁的宏恩醫院，多年前曾拜訪，永

念他的好手筆，「緣」字代表同班摯情。台

中貴和街的章建元，成功的草根外科良醫，

醫人醫心，中風十年，人生再站起，熱心捐

饋母校。同班同學小孩上哈佛不難，可是登

榜臺大醫科是奇聞。他的兒子章殷超是臺大

醫科校友，今年得公共衛生博士，是貢寮衛

生所長，他以此為傲。同班楊子思的兒子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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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超也是校友，是臺大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

師。我岳母最佩服內科王麗都感冒秘方有冬

夏之分。

在他鄉美國的同班同學也有值得一提的

醫學界權威。林靜竹以長老苦心，臺大VS到

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再轉愛因斯坦醫

院，傾心產科實驗，探討胎兒發育遲緩，為

芝加哥婦產科主任重用，是國際知名胎教奇

材，學術及凡人著作跨足英、中文，幽默詩

文常為同學引用。大家罕知李慶榮寡言苦幹

是病理教授，得Mayo的estrogen receptor博士

專家，服務退伍軍人可佩。葉國鈞早年取得

哥大生理博士，次入Emory大學為心臟病人

奮鬥一生，受贈Miami市鑰，是台灣十大建

設推手李國鼎的心臟守護團隊，他與夫人歐

羅媲愛心設立南佛州華裔青年基金會，二十

年來獎助兩百多位青年，兼顧行醫及回饋社

會，值得一提。另一博士是楊宏儀得自芝加

哥大學病理，加入回台半途路上的夏威夷大

學，一生職業生涯，享盡教授教學樂趣，但

常與氣喘交戰，退休後遷居南舊金山，找到

好地方，他不喘了，氣色好變年輕。英年早

逝的黃錫勳在Baltimore一生造福貧民小兒，

大受表揚。在同城有另位同學蘇繼宗從小醫

院Union Memorial擠入知名Johns Hopkins成

為整型教授，難得感念恩師，取名兒子為

Wilbur，他生前遺憾，臺大醫院外科有眼不

識泰山。適應美國北方寒冬Minnesota的廖日

嘉考過托福留學，是生理博士，教授麻醉延

續生理研究，著作良多，日語卡拉OK減壓，

現仍不捨大學麻醉教學生涯。高銘憲是馬偕

醫學院的催生籌備校長，早年以優秀成績畢

業，入臺大外科，後到加拿大Toronto成婦癌

專家，是華盛頓大學教授及婦癌主任，曾乘

Concord到希臘手術，夫人、兩千金及女婿

都是清一色醫師。我們另有兩位麻醉大師日

日入手術房謀生，但少有手術醫生的風險，

靠擠氣球累積了可觀退休基金，使老伴今生

不愁金錢，職業上成就非凡。其一曾俊隆在

紐約Pouckeepsie度半生後，移居南加州San 

Diego，成了台灣會館主軸，且改變他本來形

象，從內向到歌唱，寡言到成台灣南加州同

鄉會主持人，更善用e-mail平台。另一是張

敏堂得天獨厚上有味全富爸爸，內有律師夫

人，處理萬機，善理財處世，樂得他一生聞

夠麻醉藥後，繼續發展他電腦天才，從蘋果

入門，創作我們班的通訊網址，造福服務，

十多年來使同學日日異地相通，即時傳訊

息，教會大家以Skype免費全美、臺灣通話及

視訊，同時也提拔邊遠黃耀鐘加入e俱樂部。

從台中農莊長大的黃世傑，經歷半輩

子開業兒科生涯，長居佛州Plant City，退

休後再買了32畝農場，認養12隻母牛，日日

似餵嬰兒快活過日子，最多只離家三日，否

則眾牛挨餓，曾為難產接生成功。住在同州

洪正同醫師夫婦，忙於白髮村活動，打高爾

夫球，跳舞歌唱，旅遊世界養生。我們班更

有愛國海軍軍官李友仁，終生獻身捍衛美

國，寫了篇動人「海軍生涯」在景福會刊，

有可敬可佩的人生。更感動人的同學是楊勝

賢，精通胎盤病理，56歲那年太太得腦瘤，

毅然提早退休，日夜陪伴她，全心呵護她，

太太好時，日日陪她到高爾夫球場，近有同

學到Arizona拜訪，同學消瘦，不知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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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以為病人是楊勝賢；其夫人近再出肝腸

肺狀況，祝福她早日痊癒。我們另有位搬家

大王蔡棠連常五年就遷換，從紐約、賓州到

密西根，他幸有賢內助，生育教導出五位傑

出兒女，四位醫生又一哈佛律師。我們都年

過古稀，難得黃聰哲仍有閒情以相親怡樂過

老年。施安霖在東京是全科醫生，診所住家

合一，是獨立樓房，曾專程拜訪，吃了一餐

道地新宿生魚片，至今鮮味猶存，夫婦道地

台灣人現薰陶成日本夫婦相，難以置信。同

在東京有兒科教授林理珠，另位全科醫生陳

瑞晴，我們班除精通醫術外，許登龍及林彥

哲虔誠長老教徒，幫助我們靈修升天堂。忘

不了我們笑話大師廖甫哲，北卡耳鼻喉科診

所掛他大頭照禿頂下註「上帝造了億萬頭，

特製此一，餘皆蓋以毛髮」。沒幾位有兒科

郭季彥攝影修養，專心等候良機，野外兩小

時。佩服開業水牛城心臟科施有志夫婦，月

月定期到紐約市聆聽歌劇。我們班更有客家

醫師佳偶謝新崧校友及夫人傅蘭英，更有放

射線謀生的郭寬治是圍棋股票專家。常帶笑

容的林尊昌是在俄州。宜蘭人林鎗聯安居紐

澤西專精神科。加州王肇俊夫婦是校友會加

州創始人，本是紐約州水牛城兒癌專家，七

十年代水牛城下雪月餘積雪七尺，攜家帶眷

到洛城安居，是家長會熱心華裔代表，診所

夫唱婦隨，令人羨慕。我們有位ENT名人在堪

州Topeka，開業成功，置產紐約市及日內瓦。

我們班的女同學都聰明過人，尤以龐倬民獨

身，五十過後退休養身，有十多年沒有電視

汙染，現投入古典聲樂，拜名師勤練丹田嗓

門，有碟片錄音為證。

能成醫科同班同學是有「緣」，因緣

牽成四對終生良緣。首先是台灣帥哥曾文星

與外省美女徐靜醫五話劇男女主角，是同行

精神科，結締夫妻，安居夏威夷，都是夏大

教授，小孩就是哈彿生。台北陳信義在醫

五時看上山西才女喬曉芙，有過甜蜜36年時

光。本班智商公認頂極的施淑娟及成功中學

保送高材生鄭仁澤，於12人畢業旅行同遊花

蓮，冒出愛情火花，1965.12.10牽手成家。

早一年陳智寧與任龍翔結連理，樂居肯州

Louiseville。

在我們的五十年代考入臺大醫科就已

非常競爭，皆以三天的大專聯合招生決定將

來，重考生鮮聞。是時臺大校長傅斯年體諒

聯考對平日認真學習高中生，考場失常，漏

網彌補，建立保送制度。若無此制度，本人

或許考不上，就沒有今天上台代表1961班向

大家致詞的機會。但有同屆同學為打破校長

傅斯年的多心，自動參加聯考，有上榜第五

名的例子。是屆醫科考入榜首是建中同班陳

廷豐。

弟申請紐約州醫師執照方知我們的

醫學學位與美國的醫學學位有所不同，我

們的正式畢業文憑是醫學士（Bachelor  of 

Medicine），同程度的美國醫學學位是醫學博

士（Doctor of Medicine）。曾建議當時醫學院

院長魏火曜文憑沿用醫學士，但英譯版本則

建議採用Doctor of Medicine，至今無下文。

我們班以臺大醫學院為榮，珍惜身為

1961年班，多次熱烈聚會，1981年在華盛頓

近60位同學齊力創立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

會，本人榮任會長，至今有30年，巧的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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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同學鄭仁澤是本屆會長，代表臺大醫學院

北美校友會在景福返校大會致詞。後有1991

年台灣聚會，恭逢臺大醫院新大樓落成。

1996年溫哥華阿拉斯加郵輪之旅，2001年澳

大利亞旅遊，2004年北海道花蓮再聚，2006

年Las Vegas、Grand Canyon的歡樂，再加2008

年夏威夷郵輪豪華遊。緊接今年景福校友大

會慶祝畢業50週年台北精點遊加沖繩島四天

歡聚。

公共衛生老教授兼所長陳拱北提出「上

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勉勵教育

醫學生成上醫，鄙視下醫。個人的經驗是中

下醫生是社會所需要的，尤以楊泮池院長苦

心推廣小組教學，加強醫學生人文素養，感

應社區需求，即是所指中下醫。這種新穎教

學我們願意幫忙。

本班文豪林靜竹寫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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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位同學都珍惜

老友，同時更牽緊老伴。我們每次聚會的投

票，就包括老伴一票。

此次本班大團聚經熱心的周榮宗、陳

信義、林萬哲、姚景昭發起，共有68位加

入，尤有參位先走的同學夫人熊蘭影（黃有

謀）、郭明珠（葉思伯）、廖璧玉（鄭俊

瑞）參加，增光不少。更值得高興的是聽到

大家不約而同的心聲「捐款回饋母校」，弟

謹此報告總額已超過兩百七十萬。更值得一

提的是這些捐款代表58位同學每人的心聲。

人生苦短，我深信就算重走，大家仍走

臺大醫科的路，牽手同一伴侶，建家園，度

今生。

最後再用林靜竹早替我們做的一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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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祝　每位健康如意

於臺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臺大醫學院101

教室　2011/12/3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紐約愛因斯

坦醫學院婦產科教授，目前退休於紐約長

島）

母院檢驗醫學部呂金盈醫師、內科莊立民教授及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林育誼助理教授組成
之「轉譯醫學研究團隊」研究成果登上2011年9月16日
CELL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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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畢業30週年致詞

文／林應然

二十年修成正果，再十年方得回鍋。

時間是景福校友返校報告的必要條件，

如果十年可以修得同船渡，如果百年方能修

得共枕眠，那二十年方能修得景福校友會上

台一席言，且再等十年才能第二次發言。這

就是景福校友返校聯會上台報告的現況真實

寫照。

成長於風雨飄搖的亂世，

委身於動盪不安的年代。

我們這一班大多為民國44、45年次，

雖然最老的是37年次，最年輕為46年次，但

皆為少數。那一屆大學聯招數學題目非常

難，只出了18題複選題，答錯還要倒扣，結

果成千上萬考生以零分收場，高標分數不到

20分，因此我們那一屆的臺大醫學系狀元考

取分數還比上一屆最低錄取分還低，人人幾

乎都在幾近失望絕望中驚險登上金榜。大學

時代為1974至1981年，大多數人所處的時代

背景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政府在漢賊不兩立下退出聯合國，並通令全

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1972中日斷

交，街頭有人焚燒日本製品。1973年10月爆

發中東戰爭，國際局勢動盪。1974第一次石

油危機，石油價格在一日間上漲為兩倍（大

一），1975老蔣去世，全國如喪考妣，父死

子繼，小蔣接任國民黨主席（大一下）。

1977年因選舉舞弊發生中壢暴動事件（大

四）。1978中美斷交，同學有人到機場丟雞

蛋，抗議美國代表始亂終棄。有錢有勢人開

始大逃亡，房地產大崩跌，台灣似乎岌岌可

危，朝不保夕（大五）。1979美麗島事件，

國民黨大舉逮捕黨外人士並進行軍事審判

（大六）。1981的世界大事是我們終於畢業

了（大七），可喜的是我們雖然關心時事，

卻是大多沒甚麼時間去煩惱，一切無他，只

因為太忙了，畢竟臺大醫學系不是正常人讀

的。我們這一屆畢業生還有幾個特點，一是

臺大醫院首度開放外校生來臺大當實習醫師

（1980），另外是第一名考進的（陳耀楨醫

師）也是以第一名畢業。

大科當道，小科不傲；

四大升空，五官普通。

我們所處的年代，臺大是主幹，長庚、

國泰靠邊站。那時四大科內外婦兒是主流，

由於太熱門，臺大醫院院長規定，畢業生必

須兩年後才能應徵四大科，讓當兵兩年的人

有公平進入四大科的機會，因此女生與不用

當兵的男生必須等兩年才能應徵四大科，不

少成績好又不用當兵的同學就乾脆選了小

科，30年後回首觀之，這些人應該非常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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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抉擇。證之現今皮膚科必須名列前茅

才能進入，我們班那時是畢業第88名（全班

100名）選到皮膚科，可想見當時五官科的弱

勢，如今時勢挪移，風水輪流轉，「四大皆

空，五官亨通，內憂外患，婦慘兒殘。」，

令人不禁仰天長嘆，不勝唏噓。不過當時四

大科雖然嚴酷、值班也多，但只要熬過三

年，通常就會海闊天空不用再值班，不論留

在醫院或開業出路都很好，辛苦值班只是所

謂的「有期徒刑」，所以抱怨的人不多，但

現在的情勢已經不同，四大科的住院醫師辛

苦數年升為主治醫師後，開業不但困難，且

除非留在少數如臺大醫院的醫學中心，通常

都要繼續值班，薪水不多不說，卻仍必須

冒生死醫療風險，是被判所謂的「無期徒

刑」。現今醫學畢業生最知潮汐，誰不為將

來著想？誰要日夜不安值班急救？誰要冒與

日俱增的醫療糾紛、百千萬的巨額賠償？只

片面要求醫學生要有史懷哲的奉獻精神卻不

思改善醫療環境，終歸是緣木求魚，政策的

誤導，才是導致台灣畸型醫療最大的元凶。

有錢不是萬能，無錢萬萬不能。

一文錢可以逼死一條好漢。

台北居，大不易，茍無錢，無殼倚。記

得那時台北市郊區一間30坪舊公寓約200-300

萬之譜，一餐普通飯約50-60元之間，臺大給

R1的月薪是18,000元，而臺大以外醫院的月

薪至少是2.5至3倍，導致許多有經濟壓力的同

學（尤其已結婚要養家活口的）選擇外流。

記得當年（1983）內科雖貴為熱門科，預定

招考20餘名R1，但一招卻只招到10餘名，又

再二招才滿，可見當時臺大R的薪水有多不吃

香。還記得我當完一年的小兒科R1，住醫護

大樓宿舍，省吃儉用，郵局帳戶也只有70,000

餘額，為了結婚買了一顆戒指，從此又歸

零，隔年院長不知為何大發慈悲，將R的薪水

調為33,000，ORZ感恩再感恩啊！我回家後總

算比較可以昂然面對妻小，而臺大醫院也終

於又強有競爭力了。畢竟不是人人都有富爸

爸、貴媽媽金援，臺大應該也要為年輕人多

多著想，上位者最好不要一直說，我們以前

的薪水有多低，你們能有這樣已經不錯了。

低薪招人固然可以彰顯臺大比他院強大的吸

引力，卻低付專業人才所付出的辛苦努力。

出國寥寥可數，多數留台守土；

駐守醫院為主，自行開業為輔。

我們班畢業時，「來來來，來臺大」

還流行；「去去去，去美國」已有點過時，

因此出國的同學只有十多數人，絕大部分都

留在本土打拼，其中又以臺大醫院母院為主

要根據地，其後又有許多人於專科醫師訓

練期滿後轉到其他醫院或流入基層診所，目

前留在國內醫院工作者約占50%，開業約占

30%，其餘散居海外約有10幾%，死亡1人、

出家1人、公衛1人、解剖1人。現在尚有17

位留在臺大醫院各科，皆已為各科主力，學

術頭銜最令人稱羨為內科陳培哲醫師，肝炎

研究國內外知名，榮登中研院院士。行政職

位最繁重者為內科感染科張上淳副院長，張

上淳醫師還曾短期借調衛生署任副署長，如

今“生還＂復職副院長，可喜可賀。優游自

在、遨遊天地者，首推李志成醫師，此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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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累，白天遊戲人間，四處品味，晚間執

業於永和竹林診所，專攻皮膚美容，堪稱本

班「竹林七賢」人物。綜合學術與生活品質

者以成大劉清泉醫師為代表，不但貴為主任

教授，又兼具賞鳥、登山、照相、旅遊之專

家，精力充沛，一點也沒有年齡該有的老

態，因為管人事也管鳥事，綽號為「鳥教

授」。別具與眾不同奇人異事者，當推開業

之蘇祐達醫師，幾年來陸續參與國內、國際

間馬拉松大賽百餘場次，足跡遍及世界各

國，常常背著本土旗幟四處推銷台灣，論里

程已可跑遍地球一周。

醉後方知酒濃，別後方知情厚。

光影日夜逝去，悠悠江水東流。

畢業後同學四散飛，出國的出國，當兵

的當兵，在醫院的忙碌異常，在基層的又忙

於創業，再加上結婚生子，人生幾無空閒相

聚，第一次同學會是畢業10年後於景福館，

第二次是畢業15年後於溪頭，第三次是畢業

20年後於西湖渡假村，第四次是畢業25年後

於台東知本溫泉區，第五次是畢業30年後於

臺大國際會議廳。南來飛燕北歸鴻，東聚散

客西會同，每次聚會的特色是―時光飛逝與

龍體安康，塵世歲月的傷痕，刻劃於無奈的

臉龐，「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

樹。」，「歲久人無千日好。春深花有幾時

紅。」。畢竟，韶華不為少年留，白首已是

老壯身。別後相逢，悠悠借相問，匆匆探行

蹤，綿綿敘舊情，遲遲難離捨。總有佳會難

重，不與昔日同之感。當日一散，落花流水

自歸去，人各西東。後會又將不知何處？只

能心中默許，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畢業30年，兒女大多已長大成人，枝葉

連根。延續上一代習醫者為數不少，其中考

取臺大醫學系者目前有9位（醫二至R4），其

它國內醫學系已知至少11位，國外醫學系已知

至少6位。班上第一位考取臺大醫學系的第二

代是已故周鴻鐘醫師長子，現今已R4，最多

位臺大醫學系的家族是張上淳、胡芳蓉醫師

夫婦，全家四口都是同一學校科系，大家族

則共有8位臺大醫學系成員。雖然醫師一族已

非當年人人稱羨的行業，而且是低時薪高風

險的職業，但我們仍為第二代的投入寄予厚

望，期望他們對生老病死的醫療業有更深入

的認知、體會與付出。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畢業20週年時，我們曾自豪致詞說：

「我們沒有人賺得了全世界，也沒有人賠上

了自己的生命。」，再經10年，我們班仍然

沒有人賺得了全世界，但第二句的誓言已因

周鴻鐘醫師於2006年病逝而被打破。唉！世

間最令人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謹以此文

同時悼念離我們遠去的同窗至友。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為林應

然小兒科診所院長、臺大醫學院小兒科兼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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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美　年　會　報　告
文／鄭仁澤

陳
董事長、兩院院長、各位學長、校友及

貴賓，我今天代表韓明元理事長介紹及

報告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現況，首先代表

韓會長向各位請安問候。

1975年在紐約長島的Heckscher State Park

約有100位校友聚會，當時在場的陳信義醫

師、陳德照醫師及林清森醫師曾討論籌備校

友會事宜，之後成立紐約臺大醫學院校友

會，由黃錦堂醫師當紐約分會會長。

1980年成立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推

選陳信義醫師為第一屆年會會長，第一屆校

友會年會於1981年6月2日在Washington DC召

開，由陳信義醫師及Washington DC分會會長

郭浩民醫師主持，盛況空前。

以後每年校友會年會，由各地區分會

輪流舉辦，參加地區包括San Francisco、Los 

Angeles、Chicago、Cleveland、Orlando、

H o n o l u l u、大紐約地區以及加拿大的

Vancouver、Toronto及Montreal等等。

1980年以後，台灣經濟猛飛，就業機會

增加，來美校友人數開始減少，近年來由於

1950~1960年代校友開始退休，參加年會校友

逐漸減少，各地區分會相繼解散，以致2011年

年會無法舉行而取消，使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及抱歉。

韓會長撰寫的書面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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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說明2009年校友年齡分布，可見半數
以上校友年紀超過65歲，不少已經退
休或進入退休年齡。

圖2： 說明校友地區分佈，大部分校友在北
美東岸或西岸，其次為美國中部，而

美國南部及加拿大人數較少。

另介紹近兩年來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及大

紐約地區分會活動情況，資料由大紐約地區

分會會長黃清煌醫師提供：

2009年北美年會在紐約舉行，有200位校

友參加。

2010年北美年會由北加州分會，在台北

舉行，有40位校友參加。

2010年紐約分會有50位校友參加，連同

眷屬共68人。

今年2011年紐約分會有63位校友參加，

連同家屬共90人。

圖1~圖4可說明為何地區分會主持年會的

困境。

今年（2011年）大紐約區校友會理事在

5月14日及9月18日開理事會，決定將傾盡所

有人力、物力，「最後一次」舉辦美加地區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聯合會，時間與地

點已確定為

時間：2012年8月17日至19日

地點：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

請校友們預留時間，互相轉告參加。我

們同時計畫於2012年4月14日至21日主辦義大

利Tuscany與Cinque Ferre的旅遊，歡迎各地校

友前來參加。如果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解

散，紐約分會將繼續舉辦年會，並改名為大

紐約區臺大醫學院校友會。

以上簡單報告。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事業成功、萬事如意

網頁：http://ntumc1973.com/ntumcaana.gny.htm

E-mail: ntumcaa.na.gn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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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分會理事）

圖4： 說明大紐約區校友畢業年次分布與全
北美相似。

圖3： 說明北美校友畢業年次分布，大多數
校友在1958到1978年畢業，也就是畢
業33年到53年。

臺 灣 大 學 校 史 館 特 展 快 訊
跨 世 代 座 標 記 憶

山牆拱門十三溝，龍柏流蘇椰林道，

臺大校園裡還有我們的一頁青春…

究竟在哪裡，你熬過了那挑燈夜讀的考前長夜

究竟在哪裡，你反覆練習著鋼琴吉他琵琶指法

又究竟在哪裡，你釀了甜甜又澀澀的愛戀滋味

時光遞嬗，臺大校園也不斷變化著她的妝扮。臺大校史館試圖以問卷票選和故事蒐集的

方式，訴說發生在這個校園中的人與事，以校園地景為座標，呼喚不同世代臺大人的臺

大記憶，描繪出跨世代的校園生活主題地圖。

首波展覽，調查臺大在校生心目中「K書討論」、「戀愛約會」以及「社團活動」的最
佳地點，綜合排名前20名的校園空間（限校總區），期待藉由年輕一代臺大人的校園經
驗，讓畢業的校友掉進時間的漩渦，一同回憶過往在這個校園裡的點點滴滴。

日　　期：100/11/14（一）～101/2/29（三）
地　　點：臺大校史館2F
時　　間：週一至週日10:00～16:00（每週二與國定假日閉館）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校史館

協辦單位：校園文化資產詮釋課程

誠摯邀請您蒞臨校史館，更深一層認識美麗的校園，寫下屬於您的臺大座標記憶

資料來源：台大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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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 醫 院 藥 師 如 何 為
藥 品 品 質 把 關？

文／楊秀琍

「請
問一下，妳們醫院的OO感冒糖漿

有沒有含塑化劑？」病人問。

「請幫忙確認小兒用XX抗生素懸浮液含

有的成分是否安全？」醫師問。

在塑化劑風暴下，醫院藥師首當其衝，

不但要面對病人不斷詢問的壓力，更要接受

院內醫療同仁的諮詢，協助確認院內使用之

藥品的安全性，以確保我們的醫療是在「治

病」，而不會「致病」。

秉持臺大醫院高品質醫療服務傳統，

在師長與先進之努力與奠基下，身為醫院藥

師，我們要肩負起為醫院把關藥品品質的重

責大任，以確保治療的安全有效。一個成功

的醫療團隊，不但需要有優良的醫事人員，

更需要有品質優良的藥品，才能提供優質的

醫療服務。

任何藥品要進入臺大醫院前，除了經藥

事委員會的審慎評估，包括藥品療效、副作

用，以及是否為治療的最佳選擇，同時也要

參考製造廠的評比以及使用經驗。部分藥品

還需經過抽查化驗、確認製造過程符合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要求、藥品品

質符合藥典的各項規範，經過各個關卡的多

重確認，才能提供給病友使用。

藥師在確認藥品品質時，除了對藥品在

製造過程每個步驟的詳細審核外，必要時還

必須偕同藥學專家親至藥廠查廠，以確認藥

品的生產符合要求，尤其是對本院還沒有使

用經驗的藥廠，查廠可以最直接地瞭解作業

環境是否優良、製造過程是否確實按照標準

流程（SOP）進行。有時，醫院在實際查廠的

過程中發現了可以改善的地方，將意見適時

回饋給藥廠，可以使藥品的品質更加穩定。

舉例來說，我們曾在一次查廠的過程中，發

現一含有多種營養素的靜脈營養輸液，其

分析方法未經適當確效（validation）即被用

來定量，分析方法的正確度不夠會影響產品

的品質，不可不慎。而有為數不少的新進藥

品，在我們抽驗不合格後，即無法進入醫院

成為正式品項，這無非是要保障病人的用藥

安全，提供優質的醫療用藥。

除了藥品製造廠外，進藥的廠商也需

嚴格挑選，才能確保醫院裡沒有假藥（偽

藥）、品質不佳（劣藥）或走私進口來歷不

明的藥品。藥品的庫存管理也是不容小覷的

環節，若能配合自動化倉儲管理系統，利用

條碼掃瞄來管控藥品的進出以及管理批號、

效期，才能確保交到病友手上的藥品不會過

期或標示不清。

身為國內極少數具有自行化驗藥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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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醫院，除了新進藥品的檢驗外，對於在

院內穩定使用中的藥品，不僅定期抽驗，當

更換廠牌、療效或品質存疑時，也會立即檢

驗，確保所用藥品可以達到最佳的療效而且

安全無虞。在一次例行抽驗中，我們發現一

個膜衣錠的溶離度試驗無法達到中華藥典的

要求，也就是在特定的時間點藥品有效成分

無法釋出、達到藥典所規定的釋放量，在我

們跟廠商反應後，廠方發現是現場工作人員

在包裝的最後步驟未依標準作業流程，逕自

添加食用蠟，以使包裝作業順暢，卻也造成

數批藥品有效成分的溶出量不符預期。因

此，當遇到化驗不合格的藥品，在反覆確認

實驗結果無誤後，除立即與廠商聯繫，更換

合格批次藥品外，必須請其提出說明及改善

計畫，唯有找出問題所在加以改進，才能保

障藥品品質。

除了對市售產品的品質把關，對於醫

療上絕對必要，但在國內沒有市售品可供使

用的藥品，這時就需由藥師自行調製。這些

臨場調製理論上必須遵循藥學專業規範來調

製，不但所有過程均須符合標準作業流程，

從原料取得、登錄到成品包裝，標示及化

驗，都應層層把關、詳實記錄。至於使用期

限（beyond-use date）的制訂更是需要由專業

藥師依據主成分之化學、物理性質、劑型、

儲存條件、相關參考文獻等資訊，並參考藥

典之相關規定來制訂。藥典的規定通常較為

嚴謹，以口服水溶液為例，使用期限自調劑

後開始算僅兩週，也就是14天，且需冷藏儲

存。基於安全性考量，在沒有適當的安定性

試驗可以證實的情況下，不應貿然延長使用

期限。若藥師可設計安定性試驗，確認院內

自製藥品的物理化學性質及微生物安定性，

則可藉由實驗的結果來訂出更適切的使用期

限。

回頭談到在塑化劑的陰影下，醫院藥師

可以做什麼呢？我們一面清查醫院內有遭受

汙染可能性的藥品，同時密切注意衛生署的

最新公告，並積極與廠商聯繫、與其確認存

疑藥品的所有賦形劑成分是否有可能遭受汙

染，同時確認是否有能力自行檢驗藥品中所

圖一：藥品化驗實驗室一隅 圖二：藥品自動化倉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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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微量塑化劑等，這一切都是為了能盡力

為院內的醫療用藥把關，確保用藥安全。

在國內健保不斷調降藥價的現今，醫院

要面對的是原廠藥品的不斷停產而必須選擇

同成分含量的學名藥品，品質是我們在進用

藥品時的優先考量。我們發現需要規格要求

最高的注射藥，給付價竟然低於口服藥，有

些藥廠連基本的內毒素檢驗都未列為常規檢

驗項目，一旦注射劑的內毒素超過人體可以

忍受的限量，發生副作用的機會就會增加。

在此我們呼籲，對於醫療不可或缺的必要藥

品，健保局應維持合理的健保價格，若無限

制的調降，藥廠在不敷成本的情況下，藥品

不是停產，就是在生產、檢驗的過程省略一

些重要步驟，若因此導致藥品品質下降，最

後受害的還是無辜的民眾。

為了要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除了必須

有訓練有素的醫事人員，提供視病猶親的照

護，安全有效、品質優良的醫療用藥更是不

可或缺的要素，這是藥師不可迴避的責任，

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98年、藥學研究所

2001年畢業，現任臺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臺大醫學院內科誠徵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專任教師一名

一、資格：（一）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二）具內科專科及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專科醫師證書。

　　　　　（三）具內分泌教學服務研究經驗者。

　　　　　（四）具相關博士學位者優先。

二、檢具書面文件資料：

　　（一）個人履歷表七份。

　　（二）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內分泌新陳代謝次專科證書及教師資格證書
或聘書影本七份。

　　（三）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七份。

　　（四）最近三年內（自2009年9月份迄今）代表性著作（最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五） 最近五年內（自2007年9月起迄今）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2篇

（以內）之論文註明其被引用之次數，七份。表格請至台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網

址：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常用表格中下載。
　　（六）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七份。

　　（七）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主題、及其連絡方式（如：電話、
e-mail等）七份。

　　（八）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七份。

　　（九）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評鑑資料七份。

　　（十）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之推薦函。

三、收件送達截止日期：民國101年3月7日下午5時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台大醫院臨床研究大樓十四樓內科部主任室

　　　　　　　『內科新聘內分泌新陳代謝科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022洪小姐
　　傳真電話：02-2393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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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老抗衰的健康生活

文／蕭水銀

一、前言

我雖已退休多年，感謝國科會及臺大醫

學院藥理所繼續協助研究計畫之執行，使我

得以天天全勤到校作我們熱愛的研究，眼看

我已白髮蒼蒼，而年輕學者的活力十足，令

我警覺到必須不斷的勉勵自己，重視健康生

活。我們書架上有好幾本養生的書籍，為了

應邀演講也特別努力整理一些學習心得，感

謝藥學系何藴芳老師的邀稿，很樂意把健康

生活的學習心得，與景福校友分享，期盼藉

此拋磚引玉，能獲得景福校友的迴響。

二、老化學說

全世界人口中，老年人比例已不斷

上升，因此老年醫學非常受重視，有關延

年益壽，防老抗衰，永保青春的相關基因

（FoxO、p53、sirt1、PP63shc等等）及細胞

訊息傳遞因素（growth factors、hormones、

cytokines、free radicals、oxidative stress、

antioxidants）的細胞分子作用機制，已有很多

研究，但結果仍處於各說各話，尚未建立實

驗可行的防老抗衰的方法或藥物，因大部分

的實驗均在試管中或培養細胞所作的研究，

直到最近才開始有鼠類實驗成功的例子，發

現有些藥物已能瞄準標靶穿入衰老且已不再

分裂的細胞，將其清除，因此，具有防老及

治療白內障之功效，科學家預測發明不老

藥，激發身體自我修護能力及延緩衰老的藥

物，渴望延長人類的壽命至150歲或更長，這

些研究的重點不但延長壽命，而且提高健康

生活品質，實現健康快樂的老年生活。

在科學家發現不老藥前，我們又如何能

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健康快樂的生活呢？總

合一些簡易可行的方法，與大家分享。

三、中國古代名醫抗衰老的典範

中國古代許多名醫，各有著名的養生

術，似乎與現代的醫藥學養生保健觀點，差

異不大，舉例如下：

1、華佗（141-208年）三國外科鼻祖：「世間

萬物分陰陽，陰陽平衡生長壯，陰平陽秘

靠調養，加強運動身心強。」

2、葛洪（284-341年）東晉道教、理論家、醫

學家、煉丹家、我國化學鼻祖：「東晉道

家葛稚川，一生精煉內外丹，清除六害靜

觀座，氣行周天可駐顏。」

3、孫思邈（581-682年）唐醫學大家及藥王著

千金要方：「養生行善最為要，積德自然

少煩惱，欲要長壽成真人，請君深研孫思

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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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時珍（1518-1593年）明代偉大著作本草

綱目的作者：「吸菸益少害處多，品茶利

多弊端少，若問飲酒怎評估，關鍵在度最

為要。」

5、長生諺語

（1）人怕不動，腦怕不用；早起活動腰，一

天精神好；運動好比靈芝草，何必苦把

仙方找。

（2）笑口常開。青春常在；不氣不愁，活到

白頭；遇事不惱。長生不老。

（3）久視傷神，久立傷骨，久坐傷血，久臥

傷氣。

四、現代抗衰老的典範

現代醫藥學的研究，顯示老化衰弱的罪

魁是氧化壓力及發炎，維持腦與心靈的寧靜

安祥，乃是防老抗衰最重要的守則，綜合現

代各家的養生術，重點如下：

1、老化現象

（1）形體衰退：白髮、皺紋、黑斑。

（2）慢性疾病：癌症、高血壓、心臟病、糖

尿病、骨質疏鬆、關節炎。

（3）情緒低落、健忘。

2、改善老化的健康生活

範例（一）：（1）減輕壓力。（2）愛

自己、愛別人。（3）在腦中有幸福及快樂

感。

範例（二）：（ 1）力行健康飲食。

（2）良好的生活習慣。（3）充分休養與修

持。（4）適度運動。（起床前，吐納深呼

吸、丹田功、生活在感恩及幸福中）

範例（三）：（1）許多慢性疾病如癌

症、心臟病、肝病是不良生活習慣促成。

（2）習慣能夠改變基因。（3）幸福感是健

康生活的要素之一。

3、避免大量消耗能量及抗氧能力

（1）吸菸喝酒（2）暴飲暴食（3）食

物添加物（4）壓力大的生活習慣（5）毒素

（6）紫外線、放射線、電磁波。

五、藥食同源的觀念及警訊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及坊間，均興起保

健食品的研究，市面上充斥各種不同的保健

食品使用的風潮，值得我們醫藥學界正視，

在此嘗試從藥理學觀點，剖析最近有關保健

食品的基礎科學與臨床的相關研究。

1、 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研究國民營養問

題，並調查疾病增加原因，麥高文報告指

出，藉由飲食生活的改善，可減少25%心

臟病，50%糖尿病，80%肥胖症和20%癌

症。

2、 理想食物：85%植物性加15%動物性；其

中「植物性」食物，係指含45-50%穀物包

括豆類，而穀物則以未精緻者為佳，另含

35~40%蔬菜水果，這些植物性食物，必須

新鮮，保持天然狀態食用，若經過人為加工

後，比較不理想。就寢前，讓胃部淨空。

3、十四類具有保健功效的食物

（1） 豆類：扁豆、青豆、豌豆、四季豆、黑

豆、紅豆，含維生素B complex。富含蛋

白質。具降脂、降血糖、減肥的功效。

（2） 藍莓類：藍莓、紅葡萄、草莓、櫻桃、

黑莓，具抗氧化。防癌、預防心血管疾

病及白內障，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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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菜：花椰菜、甘藍菜、高麗菜、白

菜，青江菜、芥菜、蕪菁。強力抗癌、

補鐵。

（4） 穀類：燕麥類、糙米、小麥胚芽、小

米、黃玉米、亞麻子粉、大麥、小麥、

蕎麥、黑麥。富含纖維、蛋白質、礦物

質、植物雌激素。

（5） 水果：柳橙、檸檬、葡萄柚。富含維生

素，吃比喝更有效，含果膠、葉酸。預

防癌症、中風及糖尿病。

（6） 南瓜、紅蘿蔔、地瓜、橙椒。富含β-胡

蘿蔔素、纖維、礦物質。防癌、護眼。

（7） 鮭魚、黑鮪魚、牡蠣、蛤蠣、沙丁魚、

比目魚、鮪魚、鱒魚。富含必須脂肪

酸、ω3、ω6。防心血管疾病、健全細

胞膜。

（8） 黃豆、豆腐、豆漿、味噌。富含礦物

質、維生素E、植物蛋白質、ω3。防心

血管疾病、癌症，防骨質疏鬆。

（9） 菠菜、甘藍菜、芥菜、青江菜、萵苣、

橙椒。β-carotene、維生素C/E/K、B 

complex、CoQ10、礦物質、葉綠素、植

物醇、ω3。防心血管疾病、癌症、護

眼。

（10） 茶含茶多酚。防癌、降血壓、減肥、

防骨質疏鬆、抗病毒、抗蛀牙。

（11） 蕃茄、紅西瓜、紅葡萄柚、柿子、木

瓜、紅心芭樂，茄紅素。含維生素C、

β-carotene，抗氧化，維生素B6。護

心、護眼。

（12） 火雞、瘦肉蛋白、去皮雞胸肉。富含

蛋白質、維生素B6、B12、minerals、

nicotinic acid。

（13） 核桃：杏仁、開心果、胡桃、榛果、

南瓜子、葵瓜子、腰果、芝蔴。堅果

富含必要的不飽和脂肪酸（ω3）及維

生素E。降膽固醇、降心血管疾病。防

癌及防糖尿病。

（14） 優酪乳（低脂或脫脂）：活益生菌

強化免疫，蛋白質、C a、維生素B 

complex。防癌、降血壓及膽固醇。

4、保健食品（nutraceuticals）及功能性食物

（functional food）簡稱NFF。

最近的研究顯示，食物不但供給營養素

而且具有功能性的保健效果，然而有關濫用

保健食品引起不良的效果已有報告，因此我

們必須提高警覺，適當的使用保健食品。

（1）保健食品定義及功效

a. 調整免疫系統　b. 改善骨質疏鬆

c. 調節血脂功能　d. 護肝　e. 調節血糖

f. 抗氧化　g. 調整腸胃功能　h. 牙齒保健

（2）保健食品的選擇及警訊

a. 保健食品不宜單一大量長期使用。

b. 天然食材保健功能最好。

c. 加工純化後，不比天然好。

d. 每個人因遺傳基因不同，生活環境及生

活型態差異，必須考慮個人化的需求，

尤其是使用劑量及期間，求取適當的保

健規劃。

（3）保健食品的臨床實驗結果，部分顯示不

良的效果如下，因此必須謹慎使用健康

食品。

a. β-胡蘿葡素不具預防反而增加肺癌。

b. 維生素C增加動脈血管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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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葉酸增加大腸直腸癌。

d. 高鈣、高維生素D可降低大腸直腸癌，但

增加攝護腺癌。

e. 停經婦女補充荷爾蒙（動情素加助孕

素）增加乳癌罹患率。

六、老年人增進記憶的方法

年紀大，令人感到變化最大的是健忘，

因此，除了注意養生的健康生活外，下列幾

種簡易的增進記憶的方法，不妨試試看。

1. 穩定情緒、舒暢心情、精神愉快、記憶靈

敏。

2. 調節大腦功能增強記憶：聽音樂、散步、

栽種花木、短程旅遊。

3. 保護大腦神經：防治腦血管疾病、戒菸

酒，適度用腦。

4. 鍛鍊大腦功能：多學習文化知識及技藝。

5. 生活不可過於悠閒。

6. 合理有序的生活節奏，大腦功能活動正

常、意識清晰、思維有條理、記憶深刻準

確。

7. 睡眠充足、飲食適量。

8. 遇事，細看細聽，使記憶深刻持久

9. 注意明瞭事物信息的內容及特點。

七、個人化保健養生新思維

由於每個人的遺傳及天生體質的差異很

大，保健養生必須講求個人化的養生，才能

達到實質上的效果。最近的研究顯示下列各

種因素，導致我們對保健食品及各種藥物的

反應，差異很大。因此，務必講求個人化的

養生術。

1. 遺傳疾病：癌症（乳癌、白血病等等）、

糖尿病、高血壓等等，家族疾病與遺傳基

因多樣型或突變相關連。

2. 過敏症，免疫力差，自體免疫疾病。

3. 早年型（50-60歲）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

症、小腦脊椎退化症、脊椎側彎硬化症等

等。

4. 藥物及毒物代謝酶（cytochrome P450）之

多型性及差異性。

八、後記

感謝臺大醫院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余家

利主任的安排，得以參加健康講座的傳授，

推廣保健知識，迄今已演講三次，講題分別

是：（1）勇敢面對生病的困惑。（2）從藥

理觀點談保健養生的新觀念及警訊。（3）

防老抗衰的健康生活。在演講過程中，許

多聽眾不斷的提問及回答演講過程中的相關

問題，如你們有煩惱嗎？如何處理煩惱？許

多人回答沒有或放下名利或騎腳踏車逛兩小

時，回來就沒事，或睡覺醒來就無煩惱，或

吃大餐等等。每個人都踴躍說出自己的法

寶，演講後，最活潑的一位聽眾問我慧根多

少？我說與他差不多，他說他已經87歲了，

讓我驚訝不已及感動萬分，真是活到老學到

老，無煩惱的健康快樂的老年生活。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61年畢業，母校藥理

所名譽教授／前所長、毒理學研究所教授／

創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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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成 大 醫 學 院

101 級 宣 誓 典 禮 致 詞

文／韓良誠 日期：June.1, 2011　地點：石泉廣場

黃
校長、林其和院長、林炳文院長，今天

的主席林秀娟副院長、各位老師，以及

今天宣誓的各位同學，早安！

十年前，林其和院長，在當醫學院副院

長時，在成大醫學院開始創辦了一件醫學教

育上很有意義的「白袍典禮」，並且指定我

講：「臨床診斷的藝術」。他在我演講的前

一天，還特別交代說：「韓醫師，你明天講

的每一句話都將會影響這些學生一輩子。」

意思是要我特別做好那一場演講。今年的2月

26日，第10次的「白袍典禮」，我以「身體

診察的重要」為題，做了一場特別演講。

去年的100級宣誓典禮時，我曾利用很短

的時間，以「韓氏身體診察教學法」教宣誓

的學員，包括典禮過後就立刻可以派上用場

的「肛門手指診察法」，以及利用「心音強

弱的聽診」，去思考胸腔內器官，包括心臟

在內的種種解剖、生理與病理狀況。

今天，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講一講近來

相當被忽略的，「脈搏的觸診」以及「左心

室功能衰竭」（left sided heart failure or left 

heart failure）的臨床診察與臨床利用價值，首

先談一談：

一、脈搏的觸診

三年前，某醫學院五年級的PGY學生，

在我的診所見習的第一天，對第一個病人的

見習時，看到我為病人摸脈搏時，很「好

奇」又很「天真」地問我說：「老師，你不

是西醫嗎？怎麼會把脈？把脈不是只有中

醫……」。當下我雖然很「失望」，但也很

「鎮定」地慢慢邊想、邊教、邊告訴他說：

「其實，摸脈博（我不願意沿用把脈）並不

是中醫的專利，我們所接受的西方醫學，有

很深厚基礎的解剖學、電氣生理學、病理

學，加上臨床印證的科學證據，並不像中

醫，只靠『祖傳』與『個人經驗』的非科學

的「經驗傳承」，所可以比擬的。」（註1）

因此，也難怪三年前，我會意猶未盡

地，給這個PGY學生進一步說明：「radial 

pulse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用的訊息，臨床醫師

應該對脈搏的rate, rhythm，甚至有無radio-

femoral delay，也要去注意，如果天天做，長

期對照下來的話，在brachial或carotid arteries

才最清楚的，character以及volume，也可以在

摸radial pulse時，做為訓練自己看病時診斷的

參考。再者，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是radial 

pulse或carotid pulse，在systolic或diastolic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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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會有些不同，即diastolic heart failure

好發於有高血壓的老年病人，因此radial或

carotid pulse會比較bounding，反之systolic 

heart failure病人，stroke volume減少，pulse

會比較偏快，並且比較弱。或者，即使不談

這些，你在量血壓前，也應該先了解有無

tachycardia或bradycardia，以便你好好調控水

銀下降的速度，以免誤差太大。或者，正如

Dr. Ofri在他所著的“Journey with My Patient＂

這本書中所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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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會在摸完脈搏之後，就在心中

開始思考，tachycardia，bradycardia，以及特

殊的arrhythmia的可能原因，以便在身體其他

部分的診察時，知道應該如何注意，有時還

會進一步，問病人「你是不是很緊張？」，

因為緊張的病人，在開始摸脈搏時，心跳會

加快，但是，如果你繼續問他（她）一些比

較輕鬆的問題時，你可以很明顯地摸到，

心跳慢慢緩和下來、或者，告訴那些心跳

快，手又溫又濕，甚至會tremor，又似乎有

exophthalmos的病人：「你可能有甲狀腺機

能亢進」「……」，而得到病人的肯定與信

任。

二、左心室功能衰竭（Left-sided heart 
failure）
自從去夏威夷大學進修老人醫學之後，

我就開始特別注意到，也慢慢領悟到，如果

診治老人時，能好好去注意老人心臟的左心

室功能衰竭的問題，不但讓我自己行醫時，

因為多一份注意，而使病人受惠，並且在過

去的教學經驗上，恐怕也是「韓氏身體診察

教學法」之中，學生比較會有心得，並且會

表示學到新知識而高興的部分。我的老師

Dr. Blanchette開宗明義地就教我說：「每一

位來看你的老人，你就當他（她）具有某一

程度的左心室的衰竭，差別只在程度的強弱

而已。」最初我也很難立刻接受這種想法，

更不用說，一些因為一向自以為健康，並且

在個性上特別逞強的老人不能，也不願意認

同，甚至一定會有些醫生也都無法接受。但

冷靜一想，特別是超過75歲之後的老人，

從生理與病理的觀點，嚴格而言，細胞都

會老化，就像頭髮會變白一樣，myocyte的

apoptosis，心肌之間collagen的增加，導致

心肌漸漸失去彈性，進一步，在左心室舒張

時，從肺部進來的血液會減少。另一方面，

全身血管壁的connective tissue增加，演變成

atherosclerosis，於是afterload增加，阻力就增

加，長期下來的結果，左心室因為過度長期

用力收縮，而慢慢地變肥厚（hypertrophy），

不但end diastolic pressure增加，肺靜脈壓

pulmonary venous pressure也增加，肺部的

venous pooling，加上血液中的滲透液部分，

就會透過肺毛細血管進入alveolar spaces。

左心室肌肉慢慢變厚變大的結果，左心室和

胸壁之間的肺臟被擠壓，無法在吸氣時完全

expansion，形成的局部性lung edema，會比

右下肺更早出現。最後，再經過一段時間之

後，這些增加的肺靜脈壓，又影響了肺動脈

壓，使得右心室的內壓也增加，慢慢的，整

個右心的功能也會隨左心室的衰竭而衰竭，

最後形成congestive heart failure。完全了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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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生理、病理之後，我會接著教學生幾件

事：

除了書上會寫到的left-sided heart failure

的symptoms－dyspnea on exertion, orthopnea, 

paroxysmal nocturnal dyspnea之外，inspection

時的 s i g n s有 t a c h y p n e a ,  C h e y n e - S t o k e s 

respiration, central cyanosis, peripheral cyanosis, 

palpation時有tachycardia, pulsus alternans, 

auscultation時，雖然會聽到有S3，但是教學生

學會聽S3比較難，因此我強調的是：聽聽看

左背部的下胸有無vesicular breathing（肺泡呼

吸）的聲音減弱的現象，甚至整個消失，或

者因為lung edema，肺臟開始consolidation，

而聽到bronchial breath sounds，再進一步就

會出現，排除肺炎之後可以聽到的fine moist 

râles，這就是左心室功能衰竭過程時的身體診

療！但卻是我自己認為是很重要的聽診。

各位都學過cor-pulmonale，這主要是長期

的肺臟疾病，導致心臟功能也連帶受損、衰

竭；而我以上講的是左下肺fine moist râles的

出現，以及肺功能的受損、減弱，原因來自

心臟，有關這一點，也許我可以訂一個新的

名詞叫“pulmo-cornale＂，這不也是林啟禎教

授常常講的「逆向思考」？不知各位宣誓的

同學以及在座的老師們同不同意？（註2）

至於percussion時，因為有consolidation

而出現介於dullness和resonance之間的short to 

percussion－這個percussion部分，對初學者比

較難，因為不但要學會聽「敲診」時發出的

聲音，也要長期自我訓練，使醫師自己的左

中指，在被右中指敲打時，接觸病人胸腔的

中指皮膚對「觸感」的敏感度提高，但是這

部分，是只能「意會」而無法「言傳」的。

因此，我不會太強調，但auscultation時聽左背

下胸的fine moist râles，則比較容易學，一教

就會，但卻是很重要的部分，接著我會進一

步教學生說：

（1） 如果沒有明顯的pneumonia的triad，如

fever，cough，dyspnea，或病史中沒有

明顯的左下肺的bronchiectasis，並且又

是老人，尤其是有HTN、DM、ischemic 

heart disease、cardiomyopathy之類的病

人，你可以高度懷疑，是出現了 left-

sided heart failure。

（2） 至於left-sided heart failure慢慢惡化的情

形，我個人多年來自創的分類方法是：

stage 1: 比起right lower lung，在left lower 

lung可以聽到的vesicular breathing，

明顯減弱，甚至幾乎消失或完全消

失，有時候在少數病人，可以聽到

bronchial breath sounds。

stage 2: left lower lung剛剛開始出現fine 

moist râles，但是right lower lung則

尚未出現fine moist râles。

stage 3: 雙側的lower lungs都出現fine moist 

râles，但左側所擴及的fine moist 

râles的範圍，明顯比右側大。

stage 4: 最後，形成congestive heart failure的

時期。

（3） 在left lower lung，剛剛開始出現fine 

moist râles，或者更早一步，在stage 1

時，你就會根據上述的推理，診斷是

left-sided heart failure，如果能做到這

樣，就像是診斷cancer病人一樣，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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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stage 1時，你就會下正確的診斷

一樣，不但你身為醫師會有成就感，病

人也會因為早期的診斷，進而得到適當

治療，而心生感激，這是臨床醫師值得

具備的能力。

（4） 如果left lower lung沒有fine moist râles，

聽起來正常，而只在right lower lung有

moist râles，你幾乎可以不考慮你所聽

到的râles是來自heart的原因。

最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左心室功

能衰竭」，以及所導致的「充血性心臟功能

衰竭」是要靠病史探尋，加上學會參考具有

一定角色的inspection或palpation，以及最重要

的auscultation，而做出左心室衰竭的診斷，但

是最重要的，我再強調一次，還是上述的聽

診－auscultation。各位請記住，絕對不需要完

全靠儀器！再一次請各位牢牢記住。

還有，剛才林其和院長在演講時，要我

對William Osler，在1889年離開賓州大學，

前往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與

醫院，分別擔任教授與主治醫師前，對畢

業的學生做告別演講時，所談到的平靜心

（Aequanimitas），針對其中的一首詩再引述

一下。林院長知道我個人對Marcus Aurelius

的這首詩有特別的偏愛，這首詩係出自The 

Meditations，book 4，sect. 49。而我自己對那

首詩所做的翻譯是：

你們要如屹立於海岸的岩石一般，

海浪雖不斷地打碎在岩石上，

但是它堅定的聳立在那裡，並安撫著激起的

浪花，漩渦，

終使其歸於平靜。（註3）

你們將來應該朝著如剛才在宣誓時，自

己所宣誓的：

「從現在開始……即使於亂世，仍能盡

忠職守，屹立不搖。」

謝謝各位！

追記

每年在七年級醫學生的宣誓典禮上，

我一向用心對這些學生說明並且要求的是，

在課程中，大部分時間被安排在病房學習臨

床工作的「應當醫師」，理當更「應當」在

這個習醫的重要階段，也能用心學習有用的

「身體診察」（俗稱「理學檢查」）的技術

與藝術，以利他們在這一年中更加努力要求

自我訓練這個非常實用，但又瀕臨逐漸被

淡化的身體診察技術，進一步，本人更希

望將來他們也會有機會、「有心」，去改

變目前部分行醫者日益「唯檢驗是從」的

行醫態度。因此，當天在演講的最後，我

說：「最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左心

室衰竭』，以及所導致的『充血性心臟衰

竭』，是要靠病史探尋，加上學會具有一

定角色的inspection、palpation以及最重要的

auscultation，而做出左心室衰竭的診斷，但

是最重要的，我再強調一次，還是上述的聽

診－auscultation。各位請記住，絕對不要完全

靠機器！再一次請各位牢牢記住。」

雖然目前我手中的physical diagnosis的

「書上」（參考書籍），並沒有特別進一步

談到類似我所講的「韓氏身體診察教學法」

中的「左心室衰竭的診斷」部分，但是在

「期刊」上則會同時談到，包括「身體診

察」、「超音波檢查」、「心電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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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胸部X-光檢查」，這個「四頭並

進」的左心室衰竭的診斷方法。因此我想，

這部分就要看每位醫師對左心室衰竭的診斷

的「定位」，以及「重視程度」的不同，而

有各自的「自由心證」了。不過，不少醫師

在每日既「百忙」又是以「有限時間」在看

病之中，如何儘量不遺漏左心室衰竭病人的

「早期、中期與後期診斷」，特別是容易被

忽略的「早期」部分，則是我最關心的重

點；更何況因為這些病人有些是「手上吊有

點滴」，有些是「身體的某部分插有管子

（以複數計）」，如果再加上「休克」、

「呼吸困難」、「老年」、「經濟考量」、

「病人意願」、「設備」、「隨時需要重複

評估」等等因素的考量，則要做到「四頭並

進」，不但「不可行」不說，連「三頭並

進」，甚至「兩頭並進」都有一定程度的困

難。如果「選項」只是「一項」時，不是

「身體診察」方法，才是最經濟又有實效的

方法嗎？！把這個「醫師所需要的基本本

能」（陳定信院士所言）訓練到最高境界，

則不但「隨時隨地」可以派上用場，更重要

的是，不怕因「斷電」而「束手無策」、

「功夫盡失」，就像921大地震時，據說有些

醫師在災區就是如此，不是嗎？

註1： 正如陳定信教授在鄭志敏先生所著的

《杜聰明與台灣醫療史之研究》這本書

的序文中所寫的：「……中醫講的那套

往往會令人無法理解，除非以科學的方

法加以印證，去蕪存菁，否則只能稱為

『玄學』實在無法將之稱為『醫學』，

更遑論將其納入正統的醫療之中了」。

他並且進一步說：「臺大醫學院和附設

醫院一直沒有隨波逐流，以市場取向隨

便將中醫科置為正式單位，就是這個簡

單的道理」。

註2： 今天講的「韓氏身體診察教學法」之

中，特別強調左背下胸的聽診，這部分

是我自認為最得意，並且自認「可能」

是最獨到的部分，甚至也是書上沒寫到

的，至少可以說在我手中的資料中都找

不到。過去教過的學生、住院醫師，甚

至主治醫師也都說，是沒有人教過的教

學方法。不過，我還是不敢確定，說不

定這只是屬於「野人獻曝」而已。如果

有人看到在physical exmination的書中提

到，請告訴我，我會很高興虛心接受。

註3： Marcus Aurelius寫在Meditation這本書中

第一頁的一首詩；原文是這樣的：

 Be like the promontory againt

 Which the waves continually break,

 But it stands firm and tames the fury

 Of the water around it.

見參考書目：

1. Wharton CFP. Problems in cardiology. 

Lancaster: MTP Press Limited; 1981

2. Talley N, O’connor S. Clinical examination. 6th 

ed. Chatswood: Elsevier; 2010

3. Scoartz MH. Physical diagnosis.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Co.; 1989

※此文曾刊載於《當代醫學》雜誌2011年8月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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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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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　癌　過　後

文／葉本和

當
學姊用感謝罹癌來鼓勵我時，我真的難

以接受，並且不願意繼續聽她談下去。

2005年春，住家附近的運動中心開幕

才半年，陪女兒去學游泳後，下定決心自己

也報名了。年過半百，希望提早開始規劃退

休生活，以預防退休症候群。開刀前，在三

姊陪伴下，去游了最後一次，噙著淚水和教

練告別。運動中心還有攀岩設施，參觀時，

值班的教練答應我可以免費試攀一次，我靦

腆的說下次來時再試好了！記得快離開臺大

時，總區體育館附近建了座攀爬網，我的運

動不行，垂直的竹竿，總無法攀爬，但卻可

攀爬那座網，到達頂端之興奮，至今難忘。

因此攀岩，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想做的事，

真不該拖延！嗯，還有女兒曾在台北車站地

下街入口處教我如何使用籃球機，投球的樂

趣，讓我重溫初中參加籃球班隊比賽時的快

樂。這些，這些…在手術後，在腋下淋巴

切除後，手不能再用力時，恐怕都將成幻

影……我為什麼還要感謝罹癌呢？我憤怒、

我生氣、我傷心……

手術前，一片慌亂；還好有專業的好

友―謝玲玲藥師可隨時請益，並在每次化療

時，捨棄週末和家人相聚的時光，來到悲慘

的病房陪伴我，她真是活菩薩啊！她也提醒

我在得知罹癌還未入院之前，要先拍一張全

家福，否則進

了醫院，誰也

無法保證將會

如何？我才驚

覺，每天忙於工

作、家庭，已多

少年沒有全家

合照！工作似

乎是會上癮，

留在實驗室和辦公室的時間越來越多，但看

來，我只有七分的能力，卻在做需十分能力

的工作。傳道、授業、解惑，我究竟能做到

多少？在醫學院工作，卻不知養生；睡眠不

足、經常外食、沒有運動……罹癌在家休養

時，發現即便幫人修改衣服的鄰居太太，每

天早上都知道要先去公園運動後，才開始工

作！外人更是不能諒解醫學院的老師，醫師

的太太，會這樣輕忽身體提出之警訊！因為

我的癌細胞有強烈HER-2/neu基因表現，必須

使用trastuzumab（Herceptin），健保卻不給

付，內心真的很不平衡；我平時很少看病使

用健保，有需要時，卻需自費。為了要活下

去，也只能忍痛花費；因為躺在床上爬不起

來時，妳即使有再多的錢也用不到啊！這也

促使我康復後，不再捨不得機票及旅館錢，

而開始去許多地方旅行，真正的enjoy life！

化療結束後，頭髮新

生，兒子說像彌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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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化學治療前必須裝置人工血管，看

似簡單的手術，在我身上卻超過了兩小時。

半身麻醉的結果，讓妳聽見所有的交談；更

因工作是在藥理學科，做過許多次實驗動物

之插管……我清楚知道自己在被挖洞後，人

工血管卻插不進去；戳來戳去，刺痛難耐；

我怕胸部的起伏會讓醫師們更難操作，因此

不敢哭泣，淚水卻已潰堤。溫柔的護士小

姐，掀起蓋在我臉上的布，為我拭淚，至今

我仍舊感激她。幸好，挖了兩個洞仍舊失敗

後，在劃開第三刀時，主治醫師因不耐久

候，降臨手術室，指導了一番，很快就順利

做好，第三刀的劃口並沒有用到。經驗使人

增長智慧，年輕人真的要謙虛！

一直沒有宗教信仰的我，年輕時喜歡

看聖經，工作後常到圖書館借閱佛教相關書

籍；不如意時，也曾想剃度出家。化療前，

經過先生一再勸說，將一頭為兒子留的長髮

剪短。第一次化療後，因白血球降得太低而

施打白血球增生劑；頭髮在第二次化療時就

已開始大量脫落，完全掉光時，對著鏡子端

詳，頭頂真的像燈泡般可以反光。這時卻無

法如出家人般釋懷，出門深感自卑，直到使

用帽子並買了假髮。結束化療後，頭髮並不

會很快復元，至少費時半年才可以看，那時

候也是手腳慢慢恢復力氣之時。因為曾經到

文化大學，北護等學校兼過課，所以也教過

化療的藥物，但當自己切身使用時，感受真

是大不相同啊！還記得在病房時，有位年輕

醫師，應該也是教過的學生，因為曾經經歷

過大手術，經朋友介紹，特別抽空來鼓勵

我。我自己也在康復後，有時間就會去協助

乳癌病人、憂鬱症病人（我在化療後陷入恐

慌症及重度憂鬱症）。這兩年並參與同事之

通識教學，在陽明及政大提供自己的經驗給

年輕人，希望他們了解癌症，注意養身，從

而影響其家人。往往家中一人罹癌，全家即

陷入愁雲慘霧中。癌症病人花費很大，可能

使家中經濟陷入絕境，因病而貧。我本來已

經走到生命盡頭，經歷到過往影像，在眼前

一一飛逝的奇特經驗；失而復得的生命，令

我更加珍惜！能利用餘生，在教學中灑下預

防醫學的種子，也算是報答罹癌過程中，親

友師長對我的關懷！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學姊為什麼會說感

謝罹癌！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76年、藥學研究所

1979年畢業，陽明大學藥理所退休兼任副教

授，新北市賴俊元皮膚科診所藥師）

2010年Christmas 在San Diego 和子女及親
友相聚（前排左二為作者），並和大學同學

林麗雪醫師（母校藥學系1976年畢，美國
M.D., Ph.D.，現為當地Kaiser Permanente
醫學中心生殖內分泌主任，UCSD臨床副教
授）家人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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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發電廠事故的回顧下

文／翁宗銳

放射線對人體的效應

游離放射線（X-rays、中子、質子、α粒

子、β粒子、γ-rays、far ultra-violet）會損傷

人體組織。早從十九世紀末葉X-rays、γ-ray

對人體皮膚的傷害列有記錄。二十世紀初發

現研究放射線的先驅科學家和放射線科醫生

患白血病（leukemia）。在1920年發現radium

會引起骨癌。

測量放射線劑量的單位是Gray（Gy），

一單位Gy等於100 rad。Gy是生體組織所吸

收的放射線能量的單位。Sievert（Sv），一

單位Sv=100 rem，是以身體效應調整的Gy單

位。概括地講，0.2Gy~0.3Gy是低階劑量，

高於0.3Gy是高階劑量。醫技用的劑量少於

0.05Gy。游離放射線通過細胞與分子交互作

用時會打破分子的結合（chemical bond）產

生離子（ions）或自由基（free radicals）。

放射線所放射的能量會被在其軌跡上的原子

所吸收，引發原子的激化或產生離子或自由

基。輻射引起的離子會直接損傷細胞分子或

間接地使水分子產生自由基引起chemical bond

的破裂或氧化作用。氧會增進細胞中的自由

基的形成。放射線引起的離子形成在一秒鐘

以下，但是生體效應的出現的時間比較長。

如果損傷度高，可能引起細胞的死亡。細胞

死亡有兩種，第一種是細胞失去正常功能，

第二種是細胞不能再分裂，這兩種細胞死亡

效應都可能導致生體死亡。100Gy的劑量可

能在48小時內引起身體死亡，比較低的劑量

（2.5~5Gy）會使生體在60天內死亡。

放射線對人體的效應普通分成兩類：

● 隨機生理效應（stochastic effects）。這是

長期低階放射線暴露的生理效應。隨機效

應是非確定性的效應。放射線劑量增加確

定性隨著會增加，但是對生體效應的類型

和嚴重度無關。一般了解放射線對生體組

織的傷害會誘發癌的形成。因為放射線會

引起細胞甚至分子的變化，引起沒有有效

控制的細胞分裂和成長，引發癌症。放射

線對DNA的損傷會引起突變（mutation）。

高LET放射線（關於LET請見後）會直接損

傷DNA，低的LET放射線對DNA的損傷是

通過自由基的破壞性。因為genetic mutation

涉及生殖細胞的遺傳突變，所以遺傳突變

會傳到後裔。放射線暴露胎兒會引起畸形

突變（teratogenic mutation）。因為畸形

突變不涉及胎兒的生殖細胞，畸形突變是

不會遺傳的。隨機性生理效應無門檻劑量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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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隨機性生理效應，這是高階放射劑量對

生體的效應。短期暴露高階劑量放射線稱

為“急性暴露＂（acute exposure），皮膚

紅斑，燒傷和其他“放射病＂（radiation 

sickness，又稱radiation poisoning）是比

較常見的例子。高階放射劑量更可能引

起早衰（動物實驗）甚至死亡（通常在急

性暴露後兩個月內發生）。其他症狀有

虛弱、噁心、脫髮和器官功能衰竭。有些

接受放射線治療的病人會經驗這些急性

效應的症狀。非隨機性效應是有確定性的

（deterministic），這種效應有一定的門檻

（threshold），但是這個門檻因人而異，生

理效應的嚴重性跟著劑量而增加。

● 放射線劑量和安全性。因為我們無法決定

以安全性為指標的劑量，我們必須採取保

守的假說“劑量增加非隨機效應的機會增

加＂。有些專家主張經常暴露小劑量對人

體有益。這個說法稱為“毒物興奮效應＂

（hormesis）。一般來說0.05~0.1Sv會引起

血中化學成分的異常，0.5Sv會引起噁心，

0.7Sv引起脫髮，1.0Sv會引起出血，4Sv可

能致死，10Sv引起腸內上皮細胞的損傷、

內出血、死亡，20Sv會引起中樞神經損

傷、失神、死亡。

● 放射線損傷易感性（susceptibility）。轉換

（turnover）愈快的細胞對放射能的易感性

愈高。所以性腺（gonads），正在增殖的

骨髓細胞、皮膚表皮層、腸內表皮層、支

氣管內表皮層和肝細胞的易感性高。在細

胞週期中G2和M階段的細胞會受傷致死，

在S階段的細胞會逃過一劫，被殺死的細胞

會由G1階段的細胞來補缺。易感性最高的

細胞是類淋巴細胞（lymphoid cells）。血

中各種成熟（已分化完全的）細胞的感受

性並不是很高，唯一的例外是淋巴球其易

感性很高。各種血液中的成熟細胞經常由

骨髓製造的新生細胞來補充，如果骨髓受

到放射傷害，血中白血球的數量在數日內

會繼續減少。紅血球的平均壽命比白血球

長，所以骨髓放射線傷害的影響比白血球

遲發。結締組織、骨細胞、神經細胞是中

等易感性的細胞。腦細胞和肌細胞的易感

性比較低。胎兒和兒童不斷地在發育，經

常有較多的細胞在分裂，放射線擾亂細胞

增殖的過程的機率高，所以胎兒和兒童對

放射線傷害的易感性比成人高。

● 放射線對細胞、DNA、染色體的傷害

放射線對細胞的傷害包括細胞膜的滲透

性、細胞器的功能、核膜滲透性的變化和對

DNA、染色體的傷害。放射線能直接游離化

DNA分子引起損傷或間接地由H., OH.,等自由

基（放射線與水分子反應所產生的自由基）

或H2O2來傷害DNA。DNA損傷的種類主要

有鹼基配刪除、交叉連接受傷、單縷斷裂、

雙縷斷裂和多樣病變。放射線對染色體的傷

害有：染色體單位交換、姊妹相連、離心

（acentric）片段、環狀染色體等。細胞有修

復機能修復放射性對DNA的傷害，修復是有

時間性的，而且有賴細胞周期性。細胞總數

在兩、三週期間會恢復正常，被殺傷的細胞

則由G1階段的細胞來替補。

● 放射線的長期生理效應

最重要的放射線的遲期效應突變和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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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放射線不一定導致細胞死亡。放射線會

破壞DNA的構造和分子的排列順序，這個損

傷了的DNA帶有錯誤的DNA藍圖，會引起突

變。因為DNA出現有錯誤的藍圖，其效應之

一是細胞失去分裂的正常控制機制，引發不

正常的細胞分裂變成癌細胞。突變和癌症都

是隨機效應。體細胞的突變不會影響後代，

但是生殖細胞的突變會遺傳，這種基因效應

是隱性的，所以常常要過好幾代才出現。放

射性效應的其它例子是白內障。DNA突變和

癌症是隨機效應的例子，這個效應是無一定

閾值的效應，（皮膚紅斑，放射線引起的不

孕症和血液病）是非隨機效應，是有一定閾

值的效應，所受的放射劑量如果在閾值以下

就不會有效應。放射線物質的化學性質與癌

症在那個器官發生有決定性的關係。在自然

界有I-129、I-131等碘（I-127）的同位素。

這些碘同位素是放射性元素，我們身體不能

分別“穩定非放射性碘＂和“有放射性的碘

同位素＂。所以這些同位素和穩定的碘一起

被吸收在甲狀腺濃縮，多年後會引發甲狀腺

癌，同理Calcium（鈣）、Strontium（鍶）-90 

Radium（鐳）-266等元素有相似的化學性質

（同屬週期表 A類）。因此90Sr、226Ra等放射

性元素和Ca一起集中到骨頭引發骨癌和斷牙

等現象。如果突變在生殖細胞的DNA發生，

這種突變是可能遺傳到後裔的。胎兒在腹中

受放射線照射會引起畸形突變（teratogenic 

mutation）。畸形突變在胎兒的體細胞發生

而不在其生殖細胞發生，所以是不會遺傳

的。懷孕8~15週是最敏感時期，如果在第八

週前被照射會導致流產，在15週以後易感性

減低。大多數畸形突變引起小腦症和智力不

全。

● 不同類型放射線對生體的效應。

非游離放射線（non-ionizing radiation）

如電波、微波、雷達等的能量比較低不能打

破chemical bond，但是會將其能量發散成熱

量。由於其能量低，不能引起原子、分子或

物質的電離，所以對生體的細胞無害處。可

能引起的生體效應有白內障、皮膚紅斑、網

膜熱傷等。非游離放射線的其它例子有近

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等。游離放射線

（ionizing radiation）的能量高，能夠將原子

或分子離子化或使其變成自由基，引起對細

胞的直接（離子）或間接（自由基和水）損

傷。α粒子、β粒子、X-rays、γ-ray、遠紫

外線對人體的生理影響要看其能量和進入人

體途徑。α粒子比較大，不能穿透皮膚，但

是能經由呼吸系統或消化系統進入人體。α

粒子和γ-ray有相近的能量，但是α粒子（二

個中子和二個質子）比較大而重，進入組織

後會將其能量傳遞入很小體積的組織內。

γ-ray則只有能量而無質量或體積，會將其

能量散佈到比較大的面積。也就是說α粒子

的能量集中在組織的小面積，（能量密度比

較高），γ線的能量就比較分散。這種物理

效應以LET（linear energy transfer）來表示。

LET是放射線游離放射的能量在一定單位距離

中傳遞給組織的分量。α粒子將其能量在極

短距離傳遞給組織，是高LET放射線。LET＝

dE/dX，其單位是（能量/距離）。普通X-ray

的LET值是3 Kev/µm，α粒子的LET是100 

Kev/µm。高LET放射線會引起組織細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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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變化引起突變和癌症的能力高。β粒

子、γ粒子、X-ray都能穿透皮膚但其LET值

比較低。大多數的核裂變產品會釋出β粒子

或γ線，錒系元素則會發射α粒子。

● 核爐事故的後果

核裂變產品有多種，然而不是所有的放

射性核素對個人和公眾有同樣程度的危害。

貴重氣體如Krypton，Xenon很快地在空間擴

散，相對的，質量大而無揮發性的核素會滯

留在爐內或在爐的附近。我們最關心的放射

性核素是131I和137Cs，前者的半衰期是八天，

後者的半衰期是30年。兩者都會放射β-粒子

和γ-ray。釋放出來的放射能量是相當可觀

的。兩者都以乾沉著（dry deposit）落到地

上，如果下雨時沉著（wet deposit）會加快。

放射性碘同位素是核爐事故後最受關心的，

因為在很久的潛伏期後會引發甲狀腺癌。在

福島核爐事故之後，有一段時間因為放射性

碘核素的汙染，飲用水被禁止使用數日。137Cs

對人體的損害是長期的，因為Cs和Na同屬週

期表IA類，其化學性質類似。如Na在人體所

有細胞存在，進入人體的Cs也會進入所有的

細胞，因為137Cs被發現存在於食糧，日本當局

有一度禁賣有些食用品。137Cs會引起放射病，

從呼吸氣道或消化系統進入身體的137Cs會在

身體軟組織，特別是肌肉釋放β粒子和γ射

線，增加得癌風險。90Sr會沉著在骨組織和造

血組織引發骨癌，骨周圍的軟組織癌和白血

病。以上很簡單地從物理學觀點討論放射線

對人體的影響。

（作者係母校1960年醫科畢業，為小兒肺功

能專家，現已退休）

親愛的臺大醫學院校友們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即將走入歷史，大紐約區的校友們決定不遺餘力

「最後一次」舉辦美加地區臺大醫學院校友聯合會。時間與地點已確定為

　　　　　　時間：2012年8月17至19日
　　　　　　地點：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

我們竭誠歡迎國內外各地校友前來共襄盛舉。所有細節，我們會陸續刊

登在網頁上（http://ntumc1973.com/NTUMCAANA-GNY.htm）。
您也可用e-mai查詢（NTUMCAA.NA.GNY@gmail.com）。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區分會

會長（2011-2012）黃清煌
理事會 張光敏、林清森、邱仁澤、周賢益、陳　彰、姚繁盛、王政卿
　　　 韓明元、王　緒、林景福、黃瑞煊、陳耀楨、李勃興、陳奕光 一同敬上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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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 芳

一
元復始，萬象更新，恭喜大家 年好

運到！

時值送舊歲、迎新春之際，當然更是

景福人共聚首良機；溫文昭常務董事於景福

校友返校聯誼會之畢業60年回顧，令人感受

到珍愛母校龍頭地位之殷切情；陳信義醫師

率然說出臺大醫科生的豪情，娓娓細數同儕

多樣才情與成就，為綿延50年同窗 圓滿銘

記，諒必亦重燃新一代楓城人暫隱之壯志；

林應然醫師畢業30週年感性致詞，集歷史、

詩文與妙語於一文，真不愧是當年大學聯招

超難數學題淬鍊出的龍兄虎弟班級大員；北美大紐約分會鄭仁澤理事返校代表報告北美年會演變，

衷心祈祝海外校友團聚盛會能永遠延續。

多重抗藥性是道藥物治療學的難解習題，本期特別邀請陳燕惠老師娓娓道明其機轉與展望，值

得研究人員與臨床工作者鑽研。國內去年之塑化劑汙染食品事件曾喧騰一時，方悟本系創系主任孫

雲燾教授之真知灼見，他自1960年代初便參與奠立並推動國內藥廠評鑑與藥品製造標準；繼余秀瑛

教授記述醫院藥劑部早年之藥品原料化驗軼事（28卷9期），楊秀俐藥師說明現今之醫院藥品品質

如何被把關。韓良誠醫師於宣誓典禮對後輩的期勉，是經驗與智慧的傳承。健康是景福校友共同志

業，蕭水銀教授以學術人與近耄耋年體會，怡然闡釋防老抗衰經。葉本和博士勇敢地以病人、基礎

研究者、藥師等多重角色，真情剖析罹癌與治療過程，觸動人心之餘相信也得以帶給我們省思；旅

日的翁宗銳醫師續談日本福島核發電廠事故，展現醫療人懷抱社會之情操。

原來，景福擁有求真的學術、求善的醫療、求美的楓城人，相信只要同心協力，壬辰年必是

楓城校區 騰虎躍的歡欣年！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藥學系暨臨床藥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社余秀瑛顧問（前排左三）、作者（前排右三）

及研究室成員合攝於2010年夏。



▲母院楊泮池院長及附設醫院陳明豐院長率同仁們

與實習醫師敬酒

▲表演

時　間：2011年12月20日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母 院 1 0 0 學 年 度

實習醫師聯誼之夜表演

▲歡聚

【畫展開幕茶會】

2012.02.04 (六)下午2:00

【展覽開放時間】

2012.02.02 (四)－2012.02.12 (日)
每週二至週日 9:00- 17:00

電話∣02-2312-3456  ext 88927
信箱∣weichen617@hotmail.com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505號 (3樓)

謹訂於2012年
2月4日(六)下午2:00
於國父紀念館德明藝廊

舉行畫展開幕茶會

歡迎   蒞臨參觀

INVITATION



母院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榮獲醫品獎合影　　　　　　  時間：2011年12月5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第一屆李元麒教授紀念講座與會人員合影　　　　　  時間：2011年12月28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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