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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 胛 骨 運 動 異 常

文／黃崇舜

過
去如果有病人出現肩膀疼痛的問題，

我們常常會評估肩關節（肱骨與肩胛

骨間的關節，醫學上我們稱為盂肱關節，

glenohumeral joint）的狀況，包括關節活動

度、肌力大小，疼痛與否等等。然而越來越

多的證據顯示：肩胛骨在肩關節活動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肩胛骨運動異常往往會造成肩

部肌肉的張力不對，因而產生更多的問題。

鑑於現代低頭族越來越多，本文想藉此介紹

肩胛骨的運動與異常情形的評估，未來在面

臨肩部疼痛時，可以多一個評估與治療的利

器。

肩膀是人體活動度最大的關節，可以在

三度空間中進行活動。扮演重要角色的除了

肱骨的活動外，肩胛骨的動作也是需要被注

意與檢查的。肩胛骨在肩膀正常活動中有以

下特點：（1）當做是盂肱關節的穩定端，

肩胛骨肌群可將肩胛骨牢牢固定在胸廓上，

以提供肱骨活動時的穩定力量；（2）可以

有三度空間的活動，分別執行上旋（upward 

rotation），後傾（posterior tilt），與外轉

（external rotation）等動作來協助手臂完成抬

起動作，以避免肩關節夾擠症的產生；（3）

提供下肢軀幹連接至手臂的動力鍊連結，良

好肩胛骨控制可使下肢軀幹的力量有效率地

傳導至上肢，而能產生較大的動力，在運動

員中尤其重要。如果肩胛骨的穩定與活動產

生異常，則會影響肩部日常功能與運動表

現，甚至造成肩關節常見的傷害如旋轉肌群

傷害或肩關節夾擠症等。

肩胛骨運動異常被定義為肩胛骨位

置與動作相對於胸廓有可被觀察到的改

變。常見的現象包括動作時發現肩胛骨內

緣與下角有遠離胸廓的情況，像是翅膀一

般的肩胛骨型態（過去稱為天使的肩膀，

winging scapula）；或是肩胛骨上旋／下旋

時觀察到肩胛骨肱骨節律異常（abnormal 

scapulohumeral rhythm）等。流行病學上發現

有肩膀疼痛的患者有68~100%的人有肩胛骨運

動異常的情況。所以針對肩膀疾患者肩胛骨

的檢查是必要的。

很多因素與肩胛骨運動異常相關。首

先，本身不正常的骨頭結構（鎖骨骨折、肩

峰鎖骨關節損傷等）；第二，維持不良姿勢

造成的過度胸椎後凸（thoracic kyphosis）與

頸椎前凸（cervical lordosis）導致肩胛骨前伸

（scapular protraction），這可在圓肩（round 

shoulder）的個案上觀察到；第三，肌肉活動

性與協調性、肌肉延展性。神經損傷會造成

嚴重的肌肉失能而有明顯肩胛骨位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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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肩胛骨協助測試：將雙手放置在受測者

肩胛骨上，在受測者手臂上抬時協助帶

動其肩胛骨做出上旋、後傾、外轉的動

作，詢問受測者是否有因為協助肩胛骨

動作而減輕不適感，如有則表示的確是

因為肩胛骨動作異常導致之疼痛。

但一般常見的是過度使用造成微小傷害累積

導致的肌力下降，或是疼痛造成的抑制肌肉

活動、或是肌肉延展性不佳且緊繃，藉此改

變了肩胛骨動作中各肌肉間活動的協調性。

所以在檢查肩胛骨動作時勢必要考慮到以下

影響因素。

評估肩胛骨運動異常的方法很多。包

括簡單的利用皮尺量測肩胛骨動作時的位移

量、或是利用特殊測試矯正肩胛骨位置以確

認是否疼痛由肩胛骨所造成、或是視覺結合

觸診方式評估肩胛骨在三個平面上的異常。

當然利用高科技儀器如三維動作分析儀器可

較精確定位肩胛骨動作，但在臨床較不適

用。以下針對前三項檢查方法做簡單說明：

（1）肩胛骨外側滑動測試：測試兩側肩胛骨

活動時是否對稱。請受測者將手臂擺在

三個位置下，分別是身體旁、手插腰、

外展90度，此時肩胛骨下角會不斷往外

移，利用皮尺量測三個姿勢下兩邊肩胛

骨距離同一節胸椎的位移量是否相同，

一般認為兩邊超過1.5公分即為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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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視覺與觸診評估：肩胛骨運動異常在

形態上可用視覺或觸診方法區分為三

種類型。分別為第一型：肩胛骨下角

（inferior angle）凸起；第二型：肩胛骨

內緣（medial border）凸起；第三型：

肩胛骨上緣（superior border）凸起或肩

胛骨過度上旋。可以藉此觀察出不同型

態是否由不同因素影響來分別介入。

肩胛骨運動不像肱骨活動如此大範圍，

但不論是活動度缺乏或是活動度過大都可能

會造成肩關節周圍軟組織如肌肉肌腱韌帶等

的累積性的傷害，所以往後的肩關節評估

上，肩胛骨評估是不能被遺忘，當然現代電

腦科技進步造成之低頭族姿勢不良者愈漸增

加，姿勢矯正將會是肩胛骨評估後介入的重

要一環。

（作者係母院物理治療學系2010年畢業，現

為物理治療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泌尿科　101學年度甄選專任教師公告
用人單位：泌尿科　　　　職稱：專任教師　　　　名額：2名（如不符，可從缺）
應徵教師甄選資格：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台灣泌尿科醫學會專科醫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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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泌尿科專科醫師證書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最近五年內（自2008年8月以後）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性著作（至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
  5.  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依據2011 SCI或SSCI】，並挑選其中10篇（含）之論文註明5年內
被引用之次數

  6. 教學研究計畫書及未來發展意願書
  7. 二位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知名社會賢達之推薦函
  8.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或相關評估資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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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012年12月14日17時止（以送達本科日期為憑）
起聘日期：2013年8月1日
報名方式：請將相關資料寄至臺大醫院泌尿部主任室（100台北巿中山南路7號11樓）
聯絡電話：(02)23562135 游小姐，傳真：(02)23219145，電子郵件：xpyou@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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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距　健　康　照　護

文／何奕倫、黃世傑

一、臺大醫院遠距照護沿革

在健全醫療制度下台灣人民平均餘命逐

年增加，合併出生率下降，台灣正面臨人口

老化。據經建會推估台灣於2012年65歲以上

老年人人口佔總人口比例11.2%，而至2030年

將躍昇至24.2%，屆時將由現今6-7位青壯年

人扶養一位老人驟減為2-3位青壯年扶養一位

老人1。面臨高齡化社會，利用資訊科技運行

之遠距健康照護以改善老人醫療照護、減少

家庭照顧負擔與降低醫療壓力，成為協助已

開發國家邁入高齡化社會後提升照護品質的

方式。基於此理念，臺大醫院於2004年設立

了「心臟衰竭中心」，

加強心臟衰竭病友之非

藥物性治療及照護，並

於2009年8月成立「遠距

照護中心」，提供24小

時的遠距諮詢，協助處

理急、慢性或突發性狀

況，個管師持續的衛教

及護理諮詢，也強化病

友預防勝於治療之保健

概念，提昇其健康促進

之意識，做好個人健康

管理與照護諮詢，於2010年11月合併心臟衰竭

中心正式營運，而於2012年起執行遠距照會

服務。

二、個人化遠距照護理念

1. 醫院的利潤來自病人的健康而非疾病

醫院營收傳統上絕大部分來自於醫療本

業，約佔九成以上。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統計

分析顯示，2010年台灣醫療院所全民健保醫

療服務申請費用67.15%來自門診業務，32.8%

來自住院業務。換句話說，在以論量計酬的

思維下運作，醫療院所就其提供之「醫療服

務」向病友收取費用。但醫師

在「希波克拉提斯宣言」宣示

下，自詡將病人的健康作為其

首要的考量，對於健康維護，

醫師們應該有更好方法而非單

純有病治病。預防醫學便是這

樣的思維，而遠距照護亦秉持

健康維護之理念，期望將病人

的健康化為醫院最大的財富，

畢竟病友的健康就是醫院最大

的幸福、醫院的利潤來自病人

的健康而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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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調個人化醫療

現行醫療屬以醫院為中心之醫療而造

成片段式診療、非個人化以及過度依賴昂貴

醫療技術 2，而這樣的醫療進而造就醫病關

係持續不對等，並降低了醫療的可近性，迫

使諸多醫療行為將遷就著醫療體系。事實上

大家需要的是個人整體健康照護紀錄，而非

庫存於不同家醫院病歷室的而有相同名字與

身分證號碼之病歷。目前醫療不再只是面對

急性病症，而相對的急性病症的治療成功之

後續處理與人口老化慢性病的預防與控制更

顯得重要。透過新式通訊技術、資料傳輸、

雲端科技、電子化病歷以及遠距照護推動個

人化醫療正是解決目前醫療窘境，拉升醫療

照護品質的方法。個人化醫療乃指醫院裡的

個案管理師透過放置在病人家裡的醫療照護

儀器，掌握病人的生理資訊，包括個人化醫

師、連續性、廣泛性照護、慢性病照護、急

性病照護、預防醫學、安寧緩和照護與新型

態資訊科技。

3. 遠距照護―健康加值

現今醫療商業模式中，病友常面臨兩大

需求：第一項，需要協助找出問題、診斷問

題並解決問題，所因運用的是尋求問題解答

之醫療商業模式，因存在著諸多干擾因子與

不確定性，該模式通常無法預期與保證處理

之結果，計費採以量計酬 3；傳統醫療模式

多數符合此模式。第二項，需要一個更有效

率、更便利的解決問題方法，所運用的是健

康加值之醫療商業模式，此模式通常可以預

期與保證處理之結果，收費採以量計酬3；遠

距照護期望能做到有別於傳統醫療的健康加

值醫療商業模式。

4. 遠距照護―託管健康財富

過去當你沒錢時，會找銀行借錢貸款，

期望能度過難關；而當你有錢，將找銀行理

專幫你管理投資理財，希望透過理財讓你更

富有。健康的財富亦是如此，當你生病時，

會遍尋名醫治病；而當你健康上未亮紅燈

時，您需要透過健康管理讓你更健康，遠距

照護自我期許肩負託管健康財富之重責大

任。

三、個人化遠距照護

臺大醫院於2004年設立了「心臟衰竭中

心」，加強心臟衰竭病友之非藥物性治療及

照護，其成員包含心臟內科醫師、心臟專科

醫師、小兒心臟科醫師與專業個案管理師。

透過心臟衰竭中心運作，對於心臟衰竭病友

提供居家護理指導、飲食、鹽份與水分攝取

指引、藥物使用叮嚀、運動與心肺復健活動

建議等。透過個案管理師與心臟衰竭病友之

「雙向電話」聯繫，適時掌握心臟衰竭患者

狀況，當臨床狀況變化時，可以適時就醫處

理。朝著新紀元醫療與資訊科技之蓬勃發

展，透過資訊科技產業結合醫療照護之思潮

亦西風東漸，臺大醫院乃於2009年8月成立

「遠距照護中心」，提供心臟衰竭、安寧療

護、重大手術術後與嚴重慢性病之出院病友

之「整合型」與「個人化」健康照護。除原

本心臟衰竭中心之服務模式，病友居家時也

可利用專業儀器進行遠距生理量測，生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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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可隨即透過資訊科技傳輸至臺大醫院遠端

照護系統，由專業管理師仔細過濾每一筆重

要的生理資料，24小時全天候提供個人化的

健康服務管理，協助處理健康促進或解決突

發性臨床問題，除讓臺大醫院醫療團隊常伴

病友左右外，還能減少往返醫院的時間和精

神成本，改善生活品質。

1. 個人化服務之特色

（1）遠距生理量測：包含居家血壓、血

糖、心電圖、血氧等監測及記錄值分析。提

供專業量測儀器，讓病友在家自行量測，量

測紀錄直接傳回醫院，供個管師及醫師作為

協助病友之依據，持續掌握健康狀況。（2）

遠距持續性照護：由個案管理師負責遠距生

理評估，提供24小時諮詢服務，持續掌握病

友的身體健康狀況，依不同需求提供個人化

的健康服務管理。（3）健康諮詢與回饋：

建立遠距照護健康紀錄，每個月定期寄發健

康報告書，依個別疾病情況協助必要之醫療

或照護處理。（4）緊急健康諮詢：個案管理

師發現病友檢測值異常或緊急狀況，可即時

提供護理諮詢及協助安排進一步醫療處理。

（5）彈性選擇：依據病友病情差異，選擇最

適當之專業儀器組合居家使用，避免裝設不

必要的測量儀器。

2. 遠距照護視訊設備

遠距照護運用了無線傳輸之血壓機、

血糖機、心電圖機與血氧機，配合雲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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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與個案資料管理平台作為遠距服務。本中

心同時配備視訊設備身兼各個分院遠距醫療

照會聯繫的窗口，將總院的醫療資源延伸至

各分院，提供分院地區民眾更即時的諮詢服

務，並於2012年起以正式提供視訊設備進行

分院與總院間專科遠距照會服務。

四、遠距照護對於疾病照護之成效

遠距照護於西方先進國家，已成先進醫

療之延伸照護，現行遠距照護因為各機構所

提供之服務內容差異度大、地域性不同、國

家醫療行為模式差異以及疾病嚴重度與疾病

類別不同，因此所呈現之遠距照護成效高低

落差大。加上隨機分配之遠距照護臨床研究

困難度高，文獻所提之遠距照護效果正反意

見分歧。迄2011年底之統計，臺大醫院透過

遠距照護中心可改善病人血壓與血糖控制；

接受遠距照護後，住院頻率減少63.4%，平均

住院天數減少64.3%。加入遠距照護服務後，

六個月之健保支出分析，平均就醫費用減少

59.2%，住院費用減少69.5%。

五、結語

遠距照護是解決醫療取得困難的方法，

隨資訊科技進步遠距照護之功能也日益廣

大，品質逐漸改善，同時使用上也更便利與

更人性化。透過特殊規畫，遠距照護可嘉惠

病友。遠距照護同時可以更有效利用醫療資

源、減少醫療浪費、並改善疾病恢復速度，

其成功來自於轉換病友被動角色至主動地

位，病友為自身健康負責，醫療機構轉為僅

做輔助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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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及其應用

口述／謝松蒼、撰稿／劉宣昕

「醫
生，我的手腳好像對溫度沒有感

覺耶！」「醫生，我的手腳會

痠會麻，感覺怪怪耶！」上述症狀常是病人

在神經部門診時的主訴。正常狀況下，如果

手碰到過冷或過熱之物體，會立即縮回來以

避免凍傷或燙傷，這反射是身體的自我保護

機制。身體能夠感覺外界溫度，全靠人體周

邊神經末梢傳達訊息給大腦。因此，當病人

對醫師說「我對熱沒什麼感覺」的主觀描述

時，醫師應該客觀測試出病人對於外界冷熱

的敏感程度。這時可以透過「感覺神經定量

檢查儀」來測量病人是否有周邊神經受損，

以便對症下藥。

神經系統介紹

人體的神經系統可以依位置分成

中樞神經及周邊神經兩大系統，依照

功能分成運動感覺神經與自律神經系

統兩套系統（圖1），中樞神經包括腦

與脊髓，其餘為周邊神經。如果用電

力公司系統來比喻，發電廠（腦）產

生電力，並將電力透過主要配線分布

（腦幹→頸椎→腰椎），再從主要配

線開始對外細部分支，透過電塔配電

至每個家庭（周邊神經）。周邊神經可分為

大纖維神經及小纖維神經，大纖維神經負責

運動（肌肉運動）、本體感覺（肌肉、關節

等）的感覺；小纖維神經負責冷、熱、痛的

感覺。每條周邊神經負責身體特定部位感覺

訊息的傳達。

神經就像生活中常見的電線，電線外有

絕緣體包覆著電線，但這絕緣體有可能出現

剝落或破損的情況，此時就會發生漏電的情

形；同樣的，身體周邊神經如果發生損傷，

輕者感覺遲緩，嚴重者可能是神經退化的徵

兆。如果是感覺遲緩有可能透過藥物使之恢

復正常（如輕症糖尿病患者）；至於神經退

圖1：人體神經分布圖

藍色代表中樞神經系統

（包括大腦及脊髓），

紅色代表由中樞神經發

出，分布到全身各處的

周邊神經，黑色點狀區

域代表神經末梢區域，

包括手指及足部，神經

最末梢的區域是最先出

現症狀的區域，所以末

梢神經病變的症狀都是

手、腳、指頭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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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況，可能透過神經再生、連結而恢復

功能，也可能永遠無法復原。不論是周邊神

經（如糖尿病神經病變）或中樞神經（如中

風）的疾病都可能造成感覺神經的異常。因

此，當病人主訴手腳感覺遲鈍時，醫師就需

要透過檢查以確定是那條周邊神經可能受損

以及神經損傷的病因，以期及早發現及早治

療。

周邊神經檢查方式及適用之病人

當病人說手腳感覺遲鈍時，常見的原因

是感覺神經異常，像糖尿病患者、因椎間盤

突出所造成的神經根壓迫、腎衰竭病人、中

風患者、化學治療病人、或是維生素B12缺

乏者等，都有可能會發生。全身性疾病（如

糖尿病、化學治療或維生素缺乏）所造成的

周邊神經問題常是對稱型，身體兩側都會有

感覺麻麻或有不敏感的情形，透過儀器檢測

一側即可；如果是中風或外傷造成的神經受

傷，則是單邊的神經受損，需用儀器檢測兩

側結果之差異。

周邊神經檢查分為兩種，「神經傳導檢

查」屬傳統的檢查，主要檢測大纖維神經；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主要是負責檢測小

纖維神經，這是傳統神經傳導檢查無法測量

的冷、熱、痛。兩種檢查相輔相成，可以對

感覺神經異常有完整的評估。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的測量

由神經部所購置的檢查新設備―第三代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圖2），於2012

年7月正式啟用，此儀器主要檢測小纖維神經

對於冷、熱、痛的感覺，利用電腦運算使設

備慢慢升降溫來量測溫度閾值。受檢時病人

需手握儀器端子（刺激器），病人如果是對

「熱」沒感覺，端子會慢慢上升溫度，上升

到病人覺得有熱覺時，則按下感應鍵，如此

反覆幾次，則可透過數據判讀病人對於熱的

感 覺 是 否

正 常 ； 反

之亦然（圖

3）。

此儀器

利用讓受測

者感覺其溫

度，並將溫

度控制在一

定的範圍，

以避免病人

因此燙傷，

圖2：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
圖3：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量測到的冷（深藍

色）及熱（深紅色）感覺閾值的呈現及紀

錄。（縱座標為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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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病症較嚴重者，則需調整測試溫度，此

時病人對於測試的溫度除原先冷、熱感覺

外，還可能有痛感。

門診常見糖尿病患者因神經傳導出了狀

況，即使儀器已增溫至50度仍然無熱感。這

些病友在日常生活中洗澡時，可能因感覺不

出洗澡水溫度而增加燙傷的機率。

不論如何，只要覺得手腳出現麻、冰、

燙等症狀，皆有可能是周邊神經的問題，請

記得向看診醫師敘述感覺，由醫師協助安排

檢查事宜。感覺神經的評估，過去有一些複

雜的檢查方式，臺大醫院神經部的「感覺神

經定量檢查儀」與過去檢測方式相較下，更

可縮短檢查時間、檢測方式亦更簡單，門診

病人平均約1週即可排入檢查。

其他量測感覺神經功能的新技術

檢測皮膚對於冷、熱、痛的感覺，除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外，另外也有「小

片皮膚切片」病理診斷系統（圖4），以微創

手術的方式，讓皮膚輕微擦傷，取出直徑約

0.3公分的皮膚切片，透過染

色技術，醫師可「看」到神經

末梢受損情形（意味著神經萎

縮退化，而非單純的神經功能

不好），這種檢查不需依賴病

人的主觀感覺。皮膚切片採局

部麻醉於門診即可施行，後續

的組織處理包括病理切片、染

色、定量等步驟，約需2~4週的

時間。

對於冷熱感覺檢測方式的未來發展，另

有二種較高階的檢測評估方法，一種是利用

單點電極貼片，對於神經傳導熱與痛反應，

以「熱誘發電位」圖譜記錄大腦波形，記錄

瞬間被活化的反應（圖5）。另一種也是透過

熱刺激，經由「功能性磁振造影」偵測大腦

各個區域對於疼痛刺激的活化程度（圖6）。

圖4： 皮膚切片圖（在糖尿病或化學治療後
造成的末梢神經病變，可以小片皮膚

切片診斷，觀察到皮膚最表層非常纖

細、具有點狀外觀的神經末梢，這

些神經末梢的退化造成周邊神經病

變）。

圖5： 對於痛刺激的反應可以「熱誘發電位」圖譜記錄對於熱
刺激所引起反應的大腦波形，N及P為大腦瞬間被活化
的反應波形。



醫療服務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病人對於外界的

溫度反應不敏銳時，會不會連自己發燒了也

不知道？其實這兩類「熱」的感受機制是不

同的，一類的熱刺激源自於外界，如熱水、

「感覺神經定量檢查儀」的熱刺激；另一類

是身體內部發炎，造成血液釋放某種物質刺

激腦部的體溫中樞。所以病人仍會知道自己

發燒，並不會因周邊神經無法感受熱刺激，

也連帶對自己發燒而不自覺。

整合性檢查

臺大醫院神經部針對前述與感覺神經異

常有關的「神經病變」及「疼痛」設計了兩

種整合性檢查以服務病友，期待依據每位病

友的個別狀況，提供「個人化醫療」。

小纖維神經病變這一類型的周邊神經病

變，常會合併有自律神經的障礙，比如姿勢

性低血壓所致之頭暈、腸胃道障礙（腹脹、

腹瀉、便秘）、皮膚乾或過度流汗等。神經

部與內科部、核子醫學部有整合性檢查，包

括傾斜床與腦血流超音波、自律神經之神經

生理檢查以及胃排空時間之測定。這些整合

性的小神經功能檢查，可以對神經病變患者

提供最完善的評估。

感覺神經功能的障礙除了感覺神經功

能缺失外，疼痛是神經病變患者很重要的症

狀，對於疼痛這種主觀的感受，過去缺少客

觀且可以量化的檢查。臺大醫院結合「感覺

神經功能檢查」與「熱誘發電位」、「功能

圖6： 功能性磁振造影圖譜（功能性磁振造影圖譜，可用來偵測大腦各個
區域對於疼痛刺激的活化；黃色與橘紅色的區域代表腦部被活化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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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核磁共振造影」及「皮膚切片」、「磁刺

激運動誘發電位」，提供整合性的疼痛評估

檢查，這一套檢查對「疼痛」提供個人化醫

療的診斷。

結語

人體神經分工精細，各種不同類型的

神經各司其職，一有問題即會讓身體受傷或

出現疼痛的症狀，透過「感覺神經定量檢查

儀」希望針對小纖維神經病變的神經受損病

人診斷出疾病，以保護病人不受過於冷、熱

溫度的傷害；另一方面也診斷出屬於神經痛

的病人，才能正確用藥，減輕病人的痛苦。

至於已確定屬於神經損傷的病人，如糖

尿病、紅斑性狼瘡、乾燥症、類風濕性關節

炎等，則需從最根本的原因治療起，使神經

不再繼續被破壞。

醫師最後小叮嚀：平時保健之道在於維

持均衡飲食、適時補充營養素，比如綜合維

生素，而非單一維生素；如已是確診病人，

則需做好保護，如糖尿病病人在洗澡時，建

議由家人放好洗澡水，以避免燙傷、或是碰

觸可能高熱的物件（如煮飯）時，建議戴手

套以避免因感覺不到熱而燙傷，以維護自身

安全。

掛號參考資訊：

醫師看診時間

醫師姓名 看診時間 預約代碼

趙啟超

醫師
星期三下午 210604

趙啟超

醫師
星期五上午

110803
（限本科初診）

謝松蒼

醫師
星期四上午 約診未開放掛號

掛號方式

◎網路掛號：

　https://reg.ntuh.gov.tw/webadministration/

◎人工掛號專線：02-2356-2996

◎語音掛號專線：02-2356-7890

※授權轉載9月份臺大醫院健康電子報

（作者謝松蒼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

任附設醫院神經部主治醫師；劉宣昕係附設

醫院公共事務室管理師）

熠耀杏林　醫界永念
（高東輝校友於今年3月辭世，景福全體敬悼！）

高東輝校友（醫科1959年畢業）

榮獲中華民國第22屆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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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照護中心之物理治療介入

文／賴忠駿

臺
大醫院呼吸照護中心（respiratory care 

center, RCC）主要收治之病友為一般

呼吸器使用超過14天、病情穩定、需要進行

脫離呼吸器訓練者。若在呼吸照護中心總天

數超過42天，或連續使用呼吸器總天數超過

63天，或經胸腔專科醫師評估短期內無法脫

離呼吸器者應轉往呼吸照護病房性質的機構

繼續照護。目前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多設有

呼吸照護中心進行呼吸器之脫離訓練，當病

友仍需呼吸器支持時，則多轉至地區醫院照

護。

呼吸照護中心個案，由於長期於加護病

房內並使用呼吸器，因此常合併出現全身肌

肉無力、呼吸肌衰弱、換氣效率不佳、肺部

塌陷、肺部清潔能力變差、咳嗽功能不良、

活動能力減少（decondition）等現象，皆會影

響呼吸器脫離之成效。因此已有文獻指出對

於此類長期使用呼吸器患者，物理治療師可

提供適當的擺位、肌力、肌耐力訓練、呼吸

再訓練、胸腔照護技巧，咳嗽訓練、與功能

活動訓練等項目，藉以減少因長期使用呼吸

器與臥床所造成的併發症，並提高呼吸器脫

離機率。

已有不少研究探討胸腔物理治療介入

對於加護病房與呼吸照護中心患者之成效，

發現胸腔物理治療可預防呼吸器相關肺炎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VAP）之發

生；進行呼吸肌訓練，確實可提高呼吸器病

人之吸氣肌肌力與耐力，並協助部分患者順

利脫離呼吸器；增加上肢運動訓練（supported 

arm training）可增加耐力，並改善疲倦與呼吸

困難症狀；儘早功能活動訓練並下床活動行

走可改善此類患者生活品質、提高自信；而

早期整體物理治療介入可有效減少呼吸器使

用天數與加護病房、整體住院日數。

近年來，學者亦開始建立加護病房與呼

吸照護中心，物理治療功能活動介入指引，

期望能提供臨床治療師判斷與早期運動計畫

之執行。Morris等人將呼吸器患者分成四個

物理治療師針對呼吸器依賴患者進行胸廓與

上肢運動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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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第一階段意識不清患者可進行被動關

節運動與適當擺位；第二階段患者清醒，但

無法執行抗重力運動，可進行主動或協助式

肌力訓練，並開始坐高訓練；第三階段患者

可進行抗重力運動時，繼續執行主動肌力訓

練，並開始坐床緣練習；第四階段患者坐床

緣且下肢可抗重力運動後，可協助患者下床

進行腳踏車或站立訓練。Preme等學者則將

此類患者由加護病房至出院分為四期，第一

期目標坐於床緣活動，並可嘗試轉位練習；

第二期開始轉位下床活動，並開始行走前指

導與練習；第三期能獨立轉位與漸進式行走

訓練；第四期則為減少進一步整體活動之協

助。

臺大醫院呼吸照護中心物理治療介入是

由臺大物理治療學系師生於2001年7月開始於

當時的公館分院，一開始僅有4名患者進行每

周1~2次約30分鐘之物理治療，結果顯示一

個月後一人可進步至步行出院，其餘三人可

在他人協助下站立，並從事低量的活動。臺

大醫院物理治療中心於2007年7月成立後，隨

即接手公館分院呼吸照護中心業務，進行密

集且規律，每周三次，每次約20~30分鐘之訓

練計畫；並於2009年呼吸照護中心遷回總院

後持續進行。訓練內容包含肢體肌力訓練、

呼吸肌訓練、活動訓練、呼吸再訓練與肺部

照護，並將呼吸照護中心介入成效作為品質

管理指標，密切監控（功能分數如表1）。

在2010年共積極介入80人，其中轉出RCC時

平均功能活動分數由0分進步至10.8分，其中

29%可於床邊活動，38%可下床坐輪椅活動，

25%可於床邊站立活動，並有8%可行走。而

於2011年共積極介入107人，其轉出RCC時平

均功能活動分數由0分進步至9.4分，30%可於

表1：呼吸照護中心功能分數量化指標

功能分數計算 （兩項加總）

床／輪椅轉位 行走

0=完全臥床 0=坐在輪椅，需人推動

5=需他人協助可坐到椅子 5=經協助下可站立

10=只需少許協助或指導 10=經協助可行走5~10公尺

15=不需協助 15=能自行走>10公尺

物理治療師執行患者使用氧氣瓶之行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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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邊活動，35%可下床坐輪椅活動，23%可

於床邊站立活動，並有9%可行走。至於2012

年，至9月共有74人，轉出RCC時平均功能活

動分數由0分進步至10.5分，27%可於床邊活

動，31%可下床坐輪椅活動，24%可於床邊站

立活動，並有16%可行走轉出RCC，成果十分

斐然，對病友的回到社會後的生活品質有極

大的幫助。

整體而言，在呼吸照護中心由物理治

療師進行早期密集且規律的物理介入不但十

分安全，而且對醫院或病友有更多的助益。

除了可減少呼吸器使用天數、降低住院日數

外，對於呼吸器患者之功能恢復與生活品質

有很大的幫助，平均可進步兩個功能等級。

然而由於在呼吸照護中心的病友病況較為急

性且管線較複雜，欲從事相關呼吸器病人訓

練之物理治療師仍須接受相關訓練以確保患

者執行時的安全性。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碩士班2008年畢

業，現任母校物理治療系物理治療師）

呼吸器脫離訓練中的患者與物理治療師、專

科護理師合影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資　　格：1. 具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執照
　　　　　　　　2.  具有教育部認定國內外大學物理治療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具臨床物

理治療博士（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
　　　　　　　　3.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於三年內至少有一篇原始論文發表於SCI、

SSCI或EI期刊。
（二）工作內容： 負責學系暨研究所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預計起聘日為

2013年8月1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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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截止日期：2013年1月20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五）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　臺大物理治療學系（所）　鄭素芳主任
（六）聯 絡 人：高雅雯　　　　　  e-mail：ywkao@ntu.edu.tw
　　　聯絡電話：(02)3366-8156　　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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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代 二 等 兵 
文／黃稱奇

2011年11月11日撐旗的阿孫要去當兵，因

此也回想到昭和20年（1945年）8月1日

去當兵的事。15天之後昭和20年8月15日，撐

旗還是關東軍的二等兵，但這天是日本戰敗

日，正忙著在桃園的鶯歌國小的營地準備建

立整個國小的圍牆而由三峽搬運很多竹材，

撐旗到現在，連一次也沒有到過滿州，那麼

為什麼在關東軍當二等兵呢？請聽以下分

解。

台灣的徵兵制度

昭和12年7月7日（1937年），由蘆溝橋

爆發的日支事變，撐旗是很誠意到火車站去

歡送出征的兵士，如果深夜有無言的英靈歸

還時，也每次都到火車站迎靈。雖然撐旗誠

心誠意去參加，可是撐旗還是認為這是日本

人的事，因為到此為止，台灣人是沒有當兵

的義務。但是從大東亞戰爭發生，而眼看戰

況日復一日，越來越不妙。首先在朝鮮開始

實施海軍的志願兵制度，接著實施陸軍志願

兵制度。這時，在台灣也輸人不輸陣跟著實

施志願兵制度。

昭和18年9月23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在

台灣也要實施徵兵制度。而其要點就是從昭

和20年開始實施，從大正14年（1925年）出

生的台灣人徵兵。撐旗就是這個大正14年生

的。

當時的內外情勢

那麼昭和18年9月23日，日本周遭的情勢

如何呢？我們從這一天往前追蹤看一看。這

一天的前一天就是22日，日本宣佈廢止理工

科學徒的徵兵延期制度。9月8日軸心國之一

的義大利無條件投降。5月29日，日本軍在阿

圖（Attu）島2,500人玉碎。4月18日，日本海

軍聯合艦隊總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戰死，3月

19日，高千穗丸在基隆外海被美軍潛水艦擊

沉。

而從9月23日往前看，10月5日，關釜

連絡船崑崙丸也被美軍潛水艦擊沉。10月21

日，學徒出陣，11月25日，從大東亞戰爭開

始以來說，第一次由美軍空襲台灣新竹機

場（但是日支事變以來，昭和13年2月22日

算是最早由中國空軍空襲新竹的油田及松

山機場）。11月25日，馬汀（Matin）嗒拉

瓦（Tarawa）兩島4,500人日本軍玉碎。10

月27日開羅（Cairo）宣言。12月3日德黑蘭

（Tehran）宣言。到12月24日徵兵年齡由20

歲降為19歲。進入昭和19年（1944年），2月

6日，瓜加林（Kwajalein）路歐杜（Ruotto）

兩島日本軍6,500人玉碎。3月31日古賀峰一

連合艦隊總司令官戰死（行蹤不明）。4月

1日撐旗入學台北醫專（台北帝國大學附屬

醫學專門部）。撐旗儘早去辦徵兵延期的手

續。6月6日，聯合軍登陸法國諾曼第。6月



歷史文學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

15日，美軍登陸塞班島（Saipan）。7月16日

塞班島。軍人有29,000個人，另加島上居民

數以萬計的人犧牲了。7月21日，美軍又登

陸關島（Guam）。8月11日，日本軍玉碎。7

月23日美軍登陸提尼安島（Tinian），8月10

日，日本軍玉碎。（軍人，軍屬一萬人，日

本寄留民3,500人犧牲。然而在歐洲方面；8

月25日，聯合軍佔領巴黎。9月20日，在緬甸

（Myanmar）及雲南邊境的日本軍，全軍覆

沒。10月1日，中秋節。過了2-3天同班同學的

林君被特別高等警察逮捕。10月12日，台灣

沖航空戰。10月24日神風特攻隊（自殺隊）

第一陣出擊。昭和20年開頭，1月9日美軍登

陸呂宋島林嘉淵灣。2月11日雅爾達（Yalta）

協定。2月19日美軍登陸硫磺島，3月17日硫

磺島日本軍玉碎。3月3日台南巿遭受到地毯

式轟炸。3月9日，東京巿遭受到首次夜間無

差別大轟炸。3月14日，在日本，大都巿的學

校停止上課一年。3月29日至4月29日；撐旗

參加台南州下免費巡廻診療隊。4月1日美軍

登陸沖繩。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死亡。4

月26日義大利墨索里尼被叛亂軍逮補，28日

被處死。4月30日，德國希特勒服毒自殺。5

月2日柏林淪陷，德軍簽署無條件降伏。5月9

日撐旗在台北寄宿的蔡家遭到燒夷彈炸中，

完全燒毀。5月31日，台北遭到美軍160架B24

型轟炸機的大轟炸。撐旗所屬的防空班班長

病理學的田代教授及一名工友被炸死亡。6月

13日，日本大政翼贊會解散。6月21日沖繩

玉碎。7月26日波茨坦（Potsdam）宣言。8月

1日，撐旗被徵召入營。8月6日，廣島遭到

原子彈轟炸。8月8日蘇聯向日本宣戰。8月9

日，長崎也遭原子彈轟炸。8月14日，日本天

皇下詔終戰大詔。8月15日終戰大詔無線電播

送。8月16日撐旗回到台北第三部隊（今中正

紀念堂）。9月1日，撐旗除隊。

陸軍紀念日紀念演講會：昭和 2 0年

（1945年）3月5日，台北醫專大講堂內，已

經坐滿全校教職員以及全校學生，等待即將

開始的陸軍紀念日的紀念演講會。本來陸軍

紀念日是3月10日，但是此次紀念演講會是提

前5天揭開的。

撐旗是代表一年級（日本人80人，台灣

人40人）進去演講壇。他這個人是相當的歹

剃頭，因而他的題目是「敵の見方」；意思

是敵軍的另外一種看法。但是日文念為テキ

ノミカタ；也可以敵人的同盟意思。他在壇

上開始講；美國的飛機生產量一年就有12萬5

千架，然而我們日本是4萬3千架，美國戰鬪

用艦艇是6百萬噸。至於我們日本，雖然我沒

有數據向各位報告，但是我們不能樂觀。至

於鐵、鋼、鋁、鎳以及橡膠等等，全依賴南

方佔領地區而來的狀態。最後說石油吧！全

體國民都大聲齊嚷；「石油的一滴是血的一

滴！」撐旗在壇上一氣呵成地講到這裏時，

覺得壇下有些騷動的樣子。「馬鹿野郎！不

要講了！下來下來！把他拖下來！打！打」

注意聽全是這些罵聲！撐旗一時想不出如何

是好？好像被吊上半空中，接著只有被包圍

痛打啊？但是想不到這時從壇下走上來一個

人。撐旗一看就是生理學的大喜多教授麼？

他一邊走近撐旗而一邊說「撐旗是我指名，

要他當一年級的代表的。他所說的話我來負

責。請大家，讓他講到最後好不好？」撐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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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在地獄遇到菩薩似的，而能繼續演講。

「當然了！我不是說戰爭的勝負只看物資的

多寡而已。我相信我們日本有天佑神助以及

大和魂，日本全國團結一致，然後我們也想

盡辦法努力增產必要的軍需品吧！」撐旗講

完了！而他小心翼翼地從壇上下來。沒有一

個人拍拍手，但也沒有人再罵一聲！撐旗還

想不透為何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大喜多教授

挺身出來救撐旗？

學徒出陣？

昭和20年3月20日，撐旗們默默從母校走

出來，向台北帝大校本部前進！沒有喇叭的

前導也沒有一個人，也沒一個阿狗嫂，也沒

有一聲萬歲之聲。這樣子就是台灣的學徒出

陣。

不過好不容易走到大學本部的時候，

配屬將校的大石中尉說「撐旗，柯君及吉川

君，你們3個人，即時回到醫專，聽從大喜多

教授的指揮」而留下來的同學們幾天之後在

淡水遭到幾千發的瞬發炸彈的攻擊，所幸！

全體安然無恙。之後聽說全體移師到新店的

屈尺，從事陣地構築一直到終戰為止。

免費診療隊

撐旗等3人，跟同學分開之後，各走各的

路。他們以皇民奉公會之名，在大喜多教授

以及郭宗煥醫局長以下一伙人，共12個人，

以一個月的時間在台南縣東奔西走為當時最

肆虐人民的瘧疾治療而奔波。雖然知道治療

瘧疾是南部最要緊的事。可是其治療最主要

的藥，奎寧（quinine）全在台北，儘管你如

何用心去找，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找得到奎

寧。將要出發的時候只好到軍部三跪九叩才

領到寶貝似的一磅的奎寧，在開始的1-2天之

內，就用得空空如也。到台南之後本來以為

瘧疾的蚊子最多，然而美國空軍的飛機比蚊

子還要多。他們不分晝夜，隨時都會來攻擊

呢。撐旗看到深紅色的金柑番茄子就耐不住

去吃。結果患了阿米巴痢疾。真是傷透腦筋

了，因其有裏急後重的症狀，所以一下子去

厠所還沒有弄好，又急得要去厠所。就這樣

子跑到甘蔗園蹲在裏面。但是這時美軍的雙

胴戰鬥機P38，一下子用機關砲飛下來掃射，

而一下子又離去。然而他又一下子回來掃

射。可是撐旗完全沒有辦法逃離甘蔗園。最

後這P38也好像玩膩了，嗄的一聲飛離，而不

再回來打機關砲。後來，日暮的時候看到一

架B25轟炸機向南悠悠然飛去。但是我們完全

無可奈何呢！

撐旗們為了慰問台南巿遭到地毯式轟炸

的罹災者，而開一次座談會。來參加的一群

人，他們都是穿在身上的一件衣服之外，完

全沒有第二件衣服。而也只靠政府的救濟而

生活的一群人。可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

發出嘮嘮叨叨不平的聲音。只是會後含著眼

淚互相道出心情而已。撐旗們是在4月29日

回到台北來。本來這天就是今上天皇的誕生

日。可是已經沒有人要關心這個節日了。

台北巿的大空襲

好了。一個月不在的台北巿，回來隨

即遇到每天晚上4班的美軍夜間空襲。一般

叫做定期便。5月9日，撐旗回去員林探親而

不在台北，這天晚上，蔡家老媽以及兩位姐

妹，準備要就寢了。因為4班的空襲已經過

了3班，應該差不多了。但是此時他們都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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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一種心悸，所以一夥人先跳入撐旗為大

家挖的防空壕，一剎那就聽到，轟！的一大

聲音，瞬間大家從防空洞跳出來，一看，噯

呀！已經看到廚房被熊熊大火包圍了！此時

蔡家一家人爭先恐後攀上2樓先把撐旗已綑綁

好的東西由窗口拋出道路去。然後把撐旗的

日記簿以及筆記簿統統拋到道路去。因此撐

旗的東西，多半都被救回來。反而蔡家的家

當，差不多都被燒得精光。撐旗在員林，接

到柯君寄來的通知，也馬上趕回來台北。這

時蔡家大小都逃到下圭府町（現在的南京西

路）去了。但是撐旗按蔡家留在已被燒毀的

木頭上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他們。

當然撐旗對他們的愛護衷心感謝他們。

也幫他們向台北巿政府申請戰災補助。不

久，台北巿給付一萬圓給蔡家。之後撐旗還

是繼續跟蔡家一家人住在一起。因為眼看台

北巿越來越危險，所以蔡家老媽等，要暫時

疏散到松山肺病療養院後面的山邊。撐旗也

沒有辦法只好跟他們擠在一起生活。但是無

論如何，簡陋的竹籬茅舍的生活又不得不跟

蔡家兩位美麗的小姐擠在一起睡覺真是很不

方便。所以撐旗多半的時間都回來下圭府町

的三樓過生活。因此也真正了解台南巿的戰

災民眾在山間僻壤的生活如何艱難。蔡家一

家人也是時常回到下圭府町生活。到5月31

日，台北巿遭受到160架B24轟炸機大轟炸。

撐旗跟柯君兩人在台北醫專校內避難，而最

後也逃出學校。但因轟炸繼續不停，而他們

在學校後門不遠的地方就不能再跑。到中午

時好像校內有火災，兩人回校，拖出手壓式

滅火器灌救病理學科的火災。幸而救了大講

堂。要不然，火已經快要延燒到大講堂。但

是這時撐旗的防空奉公班的班長田代教授與

一位工友，被炸死在整棟病理學科的建築物

瓦礫之下。據戰後統計，此次大轟炸死亡人

數3,000人，萬餘人受傷或無家可歸。

召集令狀

昭和20年7月28日，由故鄉的員林寄來限

時信，內有一張紅色的召集令狀。撐旗已感

覺到，這應該是最後的通信啊！不久之前，

已經在6月21日，大本營發表沖繩玉碎麼？所

以撐旗感覺到「風蕭蕭兮，易水寒」就是你

如何幸運沒有遭到敵軍的砲火的殺傷，最後

你還是要跟部隊人員之中尚存一絲生機的人

一起自殺啊！想到這裡時，撐旗也想到應該

要向大喜多教授辭行才對！於是走到大喜多

教授家向他說「真正，很久以來蒙受您的照

顧，實在感謝不盡！因為我要應召入營，敬

請老師保重！謝謝！」此時他凝視看了又看

那張召集令狀。而他呻吟一聲。他問一問撐

旗「你有沒有，最近跟人家發生不愉快的爭

吵沒有？」撐旗真是丈二金剛摸不到頭緒，

為甚麼這種召集令狀要與爭吵有關？但是老

師還在等撐旗的回答。所以撐旗想了想，是

不是4天前的那一天，被海軍委託生伊志原

抓到，而被他說教一個多小時。聽撐旗說完

時，很意外地這老師很憤怒地說「馬鹿！伊

志原這傢伙！這傢伙怎麼時時刻刻破壞我的

計劃啊？」這時在旁邊的教授夫人也插嘴說

「看不出這伊志原是這樣黑心肝啊！」老師

考慮一下說「你沒有穿上衣來吧？那麼我的

國民服借給你穿，現在我跟你直接到台灣軍

司令官處，請他把你這件召集令狀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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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完就從家向外走出去。因此撐旗也只

好追在老師之後，趕快跑出來。到軍司令官

邸時撐旗縮頭縮腦地追在老師之後進去。裡

面擠在一起的盡是掛著金色平金的參謀肩章

的將校。撐旗很担心等一回是不是被罵一

聲，「非團民！滾出去！」而被踢出來。但

是幾分鐘之後看到老師帶著不爽的表情從裡

面走出來。他說「軍司令官閣下，現在正在

開很重要的會議，所以不能見面，有事要到

副官那裏去辦！」因此我們現在要去見副

官。他順便說「事到如今，我須要跟你講明

白，你的兵籍，我早就給你取掉了」撐旗實

在猜不透到底大喜多教授是有甚麼地位的

人？副官的官邸只在過一條馬路的地方（現

在的郵政醫院）。而一進去，看裡面是跟剛

才軍司令官官邸一樣，擠滿了參謀將校。但

是老師好像常來而很熟的樣子。他不管撐

旗，一個人很不客氣地進去。結果「已經發

出去的召集令狀，從來沒有取消過的前例。

現在只好先入營，而稍後想辦法，再把你弄

出來就是」。

（待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0年畢業，現任板橋市

常春聯合診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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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我的「益師」、「益友」黃崑巖教授
文／韓良誠

今
年2月20日當天，以及之後的一週之

內，有不少朋友，或以電話，或當面

以口頭，相互傳達黃崑巖教授別世的消息。

這噩耗雖然使我格外感傷與不捨，但是一點

也不意外，因為在近一年之中，尤其是在最

近半年，他的「身」、「心」方面的健康品

質，可以說每月，甚至每日都在慢慢惡化。

最後，他以體弱老人相當常見的「吸入性肺

炎」，加速了無可挽回的惡化。因此，別世

這一天，雖然不少人都和我一樣感傷與不

捨，但毋寧也認為是他「解脫身心勞苦」的

一天！

回想1958年，當我還是臺大醫科五年

級，上眼科學時，常和高我們一屆的醫六學

生，有一起上「大班課」的機會。當時的黃

崑巖學長，長得眉清目秀，文質彬彬，個子

又高、又帥，乍看之下，很像是外國來台的

留學生。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

在我心目中，是少數優秀且具有優雅氣質的

學長，因此他很自然地成為我心中學習的典

範。我在外科當實習醫師時，黃學長是當年

醫科畢業生最嚮往，但也是最難申請的外科

住院醫師，實習時只要有機會，我常常暗

地裡「偷看」他所寫的Admission Note以及

Progress Note。

我除了喜歡他獨特又有藝術品味的英

文字體之外，也很用心學習他條理分明、內

容完整、合乎邏輯的病歷的寫法。於是乎，

有樣學樣，我也花很多的功夫在病歷的書

寫上。直到有一天，在晨間的外科Morning 

meeting時，張簡耀教授當眾誇獎我，說我寫

的病歷是他看過的病歷中，寫得最好的、最

完整的病歷。當時，我沒有「勇氣」當場立

刻表明說，這是我長期研究，並模仿黃崑巖

學長的病歷寫法的結果。因此，這件事不只

是我沒有勇氣當場說出來，甚至在之後和黃

學長五十多年的交往之中，也沒有找機會向

黃學長表白，而一直藏在我心中，變成超過

半個世紀以上的「小秘密」。如今想來，不

但不勝唏噓，也感到愧對我敬愛的黃院長。

1981年，黃教授應夏漢民校長之邀，

回國籌設成大醫學院之後，我們之間有較多

相互長談的機會。除此之外，自從他返台定

居台南以來，直到他離開台南的二十多年期

間，我們兩人之間，不但建立了很好的，但

也很特殊的「醫病關係」。另外，他也偶而

會帶他的親朋好友，特別是成功大學的外國

籍訪問教授來看病，甚至來急診以及住院，

有一次甚至住進加護病房，而勞駕當時的馬

校長來探訪。這些難得的行醫經驗，使我在

謹守醫學倫理，追求醫學新知，與改善醫病

關係上，得到黃教授的潛移默化的效果。慢

慢的，在言談中，在接觸交誼中，我對他的

學識之廣，對問題見解之深、考慮之細；剖

析事物的能力之強、之獨到；擇善固執的個

性；尊重別人的專業的修養；開闊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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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鄉土的情懷；…感受特別的深刻。另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以「醫人」的身份與

背景，更對藝術、人文，尤其是史學的天

賦、才華，加上後天的不斷努力與充實，進

而以這些別人少有的優良條件，帶動「成大

醫學教育」邁向卓越；也時時刻刻努力，領

導、倡議而成建立「台灣醫學教育評鑑」

（TMAC）制度，使「台灣醫學教育」往上

提昇，終能被美國認同而與國際醫學水準接

軌。……所有這些都是認識他的人所津津樂

道，並感念在心的。上述這些點點滴滴，都

讓我慶幸自己有機會以他為「益師」，亦為

「益友」。（照片1）

雖然在一般人的眼中，有機會負責創

辦一所空前的「國立」大學醫學院，是一件

很高的榮譽，也是熱心醫學教育者夢寐以

求，實現人生夢想的絕佳機會。但是，在最

後「決定是否應聘」的關鍵時刻，我有機會

進一步了解到，在取捨之間，確實曾讓黃教

授掙扎了很久，甚至到最後一刻，他幾乎要

整裝返美了。原因是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醫學院，他的教學與研究都非常出色，是甚

得學生喜愛的最佳老師之一。但是，讓他很

失望的是，返台一段時間之後，他開始感受

到台灣有許許多多既「不合理」，又「僵

化」、「耗時間」、「損精力」的官場文化

與惡習，這是一向講求高效率與高品質的黃

教授無法接受的。要不是夏校長有眼光，強

烈地認為這個重責大任非黃崑巖教授莫屬，

而以「全力」、「全方位」並且表明以「全

信任」的態度，鼓勵他留下來，加上黃教授

對醫學教育的熱愛，以及他想到，生於斯、

受教於斯，而求回饋台灣鄉土之心，讓他做

了最後留下來的決定。否則，今天的成大醫

學院也許會是另一個「樣貌」了。最讓我記

憶猶新的是，最初，他邀我一起參與成大醫

學教育工作時的第一句話，他是這麼講的，

他說：“I was born to be a teacher, but not a 

born teacher.＂，並且還進一步問我，是否

能夠認同與做到。當場，我不但因頓時「悟

道」而「驚喜」，繼而立刻浮上腦際的是：

當老師是一項「永無止境的挑戰」，也需要

「時時反省，探索與修正」的工作。接著，

他還進一步告訴我說，他常常以「當學生」

的立場來考慮，怎樣扮演「好老師」的角

色。他認為好的大學老師，應該也可以教好

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當老師應注重大局與

宏觀，不要只教學生「見樹不見林」。最難

能而可貴的是，在之後的一段很長的任職期

間，我看他「當老師」，幾乎已成「生活習

慣」，因此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校

內、校外，都是「教育」。因此，他也可說

是一位著作豐富的「全方位」教育家，而不

成大醫院啟用典禮，左起（穿西裝者）黃

崑巖院長，韓良誠醫師、夏漢民校長、

教育部長李煥及立法委員梁許春菊。

（1988.06.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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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只限於某一領域的」專家而已，這也

是另一項我常以認識這一位「益師」、「益

友」為榮且為幸的原因。（照片2）

在成大第一屆醫學系學生進入臨床的一

年多前，有一次，他問我說，是否可以教授

學生有關各種疾病的「pathophysiology」。

這個要求讓我一時「不知所措」。因為，這

不但範圍很廣，更何況我當醫學生時，也不

曾上過這方面的課，當年的老師，更不曾有

人對某一疾病特有的症狀與病徵，融合病理

學與生理學的角度，教過我們；另一方面，

當時不但有關這方面的進口書很有限，也無

法上網找資料。我零零星星的，從各種教科

書讀到的資料，不但有限，也沒有系統，因

此我也就不敢冒然答應。但是，至少曾下過

功夫研讀這些「零零星星」的知識，結果竟

也幫了我不少的忙，使得我看病時，可以伸

長我的「觸角」。結果是，在為病人以及家

屬解釋病情時，似乎比較知道「重點在哪

裡」。有不少病人說，我解釋「病情」，不

但「比較容易」了解，也似乎比較「有機會

聽到不曾聽過的話」。我一直感念黃院長這

樣的「指點」與「期許」，讓我早一步對疾

病，特別是透過了解疾病的「來龍去脈」，

而讓我對內科臨床，產生意想不到的興趣而

至今樂此不疲。

在黃院長返台投入創院工作的早期，有

兩件事讓我特別的窩心與難忘。其中首推，

他要帶當時的行政院科技顧問，紐約大學醫

學院的內科教授Prof. Ivan L. Bennett一週之

後，來敝診所聽我做學術演講，叫我準備一

篇學術論文向他報告。我於是立刻把當年在

陳定信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台灣急性病毒性

肝炎之臨床及病因研究」（Hahn L-C, Chen 

D-S, Eng H-L, Sung J-L. Clinical and etiological 

studies of acute viral hepatitis in Taiwan. J 

Formos Med Assoc 1984; 83: 149-55）做成幻

燈片而做了演講。Prof. Ivan L.Bennett對於

1981和1982的兩年間在地方診所可以收集了

133例A型肝炎，86例B型肝炎，和34例非A

非B型肝炎，特別感到不可思議，而做了很

多討論和發問。第二件事，1990年我為了進

修老人醫學，正在準備前往夏威夷大學醫學

院老人醫學科應試（一年只錄取3名），他知

道之後，立刻很有誠意且自動地寫了推薦函

給老人醫學科主任，Professor Patricia Lanoie 

Blanchette，使我有機會在醫學院畢業之後30

年，重回國外的學術殿堂，享受「上課」與

「進修」老人疾病之臨床的樂趣。

對於成大醫學院的圖書館，黃院長確實

用過不少的心思，很多人都知道黃院長非常

積極的想在成醫推動專業與人文均衡發展的

教育，因為他認為「圖書館不應該光只是被

動地等著人去發掘知識的寶藏，而應該配合

醫學中心破土典禮，左起韓良誠醫師、黃崑

巖教授、夏漢民校長。（198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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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主動出擊。它應該積極擔任啟發我

們思考，賦與我們靈感的角色。」因此除了

在館內一角設置「武田書坊」之外，他也把

腦筋動到館門左側的牆壁上。記得在1990年

初，有一天，他忽然間問我說，他想在圖書

館入口的牆面上，貼上燒成陶瓷的希波克拉

底的醫師誓詞，問我能不能在費用上幫忙。

當場我幾乎是立刻答應了，我的理由很簡

單：只要由於醫師誓詞內容，能在成大醫學

院多造就一位良醫，或者因為誓詞的提醒，

而使在醫院工作的醫師，多救一條人命，我

就心滿意足了。想不到完工之後，他不但以

我先父之名，將其命名為「石泉廣場」（照

片3），還親自寫了如下的「石泉廣場記」：

台南良醫韓石泉博士在本市行醫四十

年，生前時時刻刻體恤病患，愛人如己；更

獻身於台灣之民主、自由、教育及文化。韓

博士宿奉希波格拉底之「醫師誓詞」為圭

臬，身體力行，畢生以解除病人疾苦為職

志，且常以「先病人之憂而憂，後病人之樂

而樂」一語自勉並勉勵其後輩子弟。斯人之

情操與作為，誠值得新時代之醫師效法。

欣見台南市已擁有此醫學

中心，而成大醫學院之創院理

念，乃在為邁向廿一世紀之新

時代培育健康科學之專才，使

其能以醫學服務人群，造福社

會。

韓醫師之哲嗣有鑑於其

父畢生所努力追求者，與本院

之理想若合符節，故慨允鐫刻

醫師誓詞捐贈本學院，非僅用

以追懷先人風範，更可藉此與我全體同學勗

勉，期能力行實踐，彰顯醫德並策勵未來。

是為記。

醫學院院長　黃崑巖　敬撰

1991年6月4日

在建造石泉廣場這一年多期間，有形無

形的，我從黃院長身上學到了很多做人處世

的道理。他做事常有很崇高的理想，有時不

見得一下子可以被一般人所接受。另外他做

事很有計畫，肯負責並且也要求盡善盡美。

這一年多期間他雖然很忙，但是他跑旗山的

美濃窯的次數，竟然是我的好幾倍，他做事

時的專注、投入，由此可見一斑。

如今這個廣場，已是每年七年級學生在

進入實習醫師的第一天，做宣誓時的場所，

其教育意義是既深且遠的。

當年國內外人士，特別是幾位從國外返

台的老師們又曾告訴我說，當年他們之所以

會放棄國外得之不易的職位，而欣然投效成

大醫學院，最主要的原因是，黃院長讓他們

感受到，在他的領導下一起工作，不但是一

種privilege（照他們的話寫下），也可感受到

成大醫學院圖書館

前的「石泉廣場」

陶壁醫師誓詞落成典

禮，右ㄧ為黃崑巖教

授，左一為韓良誠醫

師。典禮時，由黃院

長把他親自書寫的

醫師誓詞毛筆字原

稿，贈送給陶壁捐贈

者―韓良誠醫師。

（20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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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特有的溫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明

日成大醫學中心美麗的「遠景」，因此也正

合很多人的「願景」。結果，當初就有不少

優秀的老師群投效成大醫學中心，使得成大

醫學中心能有「好的開始」，因此這些優秀

的老師，可說是開創初期，黃院長獻給成大

醫學院的無價之寶。

最後，我想說的是，成大醫學院這位

魅力十足的創院院長，對選擇醫業為終身事

業的學生，最常念茲在茲的要求是：「成

為良醫以前，先學做開明的人」（“Before 

you can become a doctor, you must become an 

enlightened person.＂）。他不但以此勉勵學

生，也以此以身作則。最近，最成為話題的

林書豪曾說：「就算我倒下了，起碼也要像

個奮鬥過的戰士。」，如今黃院長的「肉

身」雖然倒下了，離我們遠去。但是，他奮

鬥過的，有形與無形的「精神」，將永遠和

成大醫學中心的同仁以及關心台灣醫學教育

的人們「長相廝守」。

辛苦了！黃院長，您安息吧！

Dear Dr. Huang,―

You had worked so hard in your entire life. 

Cheng-Kong University is forever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tireless effort to build a world-class 

medical center here in Tainan. Our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because of you.

Rest in peace, my dear friend K.Y.!

My honorable mentor,

You will be sorely missed.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臺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具有理學博士或醫學士學位，在癌症基礎醫學或臨床醫學研究領域有優異之成果，並
有指導碩士或博士研究之經歷。

二、檢附資料：1. 履歷表　　2.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3. 近三年內代表性著作之抽印本或影本
　　　　　　　4.  近五年內所有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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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送審論文目錄（供核算歸類計分用）：
　　　　　　　　◎表格下載：http://oncology.ntu.edu.tw/app/news.php?Sn=11
　　　　　　　　◎計算方式請參閱：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rule/med9.doc
　　　　　　　6. 未來教學及研究構想書
　　　　　　　7. 簡述曾經指導碩博士生之經歷
　　　　　　　（上述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式八份。第1、5項資料亦請mail電子檔至
　　　　　　　sshsiao@ntu.edu.tw）
　　　　　　　8.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經歷證件影本各一份（請以A4紙影印）
　　　　　　　9.  國內外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請推薦人直接郵寄或mail至新聘教師甄選

委員會召集人鄭安理所長）

三、起聘日期：2013年8月1日
四、報名方式：務請於2013年1月8日下午五時前送達：臺大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
　　　　　　　中文地址：10055臺北市徐州路2號5樓 （請註明應徵教師職級）
　　　　　　　推薦信郵寄地址同上，若是電子檔請寄至sshsiao@ntu.edu.tw　鄭安理所長　收
五、聯絡資訊：聯絡人：蕭詩珊小姐　電話：(02)2312-3456 ext. 88653
　　　　　　　E-mail：sshsiao@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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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漢塗

人
的一生除了個人努力外，需要很多人的

幫忙與提拔，出生在土城鄉下貧窮家

庭又經過多次戰亂，沒有貴人的幫忙，是不

可能有什麼多大成就，在我一生坎坷的路途

上，很幸運獲得許多貴人的相助與提攜，如

果我有什麼成就都要歸功於這些貴人們，我

時時刻刻銘記在心，充滿著感恩。

除了父母外第一對貴人就是我的大哥大

嫂，他們鼓勵我並給我經濟上的幫助，非常

感謝。

第二位是我小學六年級的導師劉琴，她

人好教學認真，再三鼓勵我上臺北報考建國

中學，甚至陪我上臺北參加考試，她的恩情

我銘記在心，很僥倖我考上，是第一位從土

城鄉下考進建國中學，要不然我很可能還在

鄉下耕田。

初中畢業後我又考進建國中學高中，這

六年對我的成長幫助非常大，我不再是鄉下

貧窮的小孩子，對自己充滿信心，我要當醫

生，劉琴老師永遠讓我懷念。

天公疼憨人，我又是第一個從鄉下來

考上臺灣大學醫學院的，我的心願已完成了

一半，因要半工半讀，做家教及在補習班教

書，成績平平，父母年老家境貧窮，我到處

寄住，常有寄人籬下之痛，想要有一個溫

暖的家，這種需求比較迫切，所以我在醫學

院第六年就結婚，畢業時我的兒子已七個月

大，我們訂婚及結婚如果沒有我的同學們及

靜貞的同學們的幫忙與相助，實在無法順利

進行，六位同學當儐相，五位同學演奏世界

名曲，有的幫忙化妝借鞋子，有的佈置場

地，有的當招待，語言無法表達我們的衷心

六年級與導師劉琴大哥大嫂父母

建國中學 臺灣大學正門 臺大醫學院附屬醫院 徐千田醫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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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

有了孩子我們兩個都要上班，這時候

最需要有人能照顧小孩，所幸內人的外祖母

肯過來幫忙，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她非常

細心，疼愛孩子照顧非常週到，雖然她已過

世，我們仍然思念不已。

臺大醫學院造就了我的人生，實現了

我的夢想，我以她為榮，需要感謝的人實在

太多，我無法全部列出，不過我們要特別感

謝臺大醫院院長高天成教授生病尚未完全好

就溜出來參加我們的婚禮，我的感恩永存心

中。

臺大畢業後在海軍當一年醫官，服兵役

完後我跟隨徐千田醫師學習婦產科，他在學

術界的成就無人不知；雖然我到美國後改行

做麻醉科，感激之心仍然存在。第三年他放

我到萬華聖若瑟婦產科醫院當主任，比利時

修女承辦這個半救濟性醫院，每個月生產數

高達500左右，我做了六個月就轉到省立宜

蘭醫院當婦產科主任，也做了六個月我就離

鄉背景到美國留學。出國前宜蘭醫院全體同

仁辦了十幾桌酒席硬把我灌醉，我人緣之好

絕不是自吹的，人生第一次醉倒真不好受，

醫院護士還來幫我打點滴，情誼深厚至今難

忘。

承蒙臺大醫學院高班學長陳克孝醫師的

幫忙，我辦好出國手續1967年6月底出國，有

三位醫師同行，因等飛機航班，我們還利用

時間跟隨日本團到箱根去玩，第二天再飛到

克利夫蘭報到。陳醫師到機場接我，我們的

友誼至今不變，現在每年冬天我們都到他們

在Orlando的Timeshares相聚幾個星期，白天打

高爾夫球，晚上打打衛生麻將，每兩三天到

附近餐廳吃飯，享受Happy Hour，這就是我們

老年人的幸福人生。

1960年代臺大醫學院畢業生一窩蜂式的

到美國留學，一是台灣的白色恐怖，二是美

國開放Exchange Program，到美國留學最多

只能留五年，大家知道美國不承認台灣的專

科訓練，既然要重做，不如學習新知識，台

靜貞的老祖母 新郎與六位男儐相 五位同學弦樂隊 畢業照與七月大兒子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YCDr. E.M. Papper陳克孝醫師夫婦聖若瑟醫院的比利時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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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缺少麻醉科醫師，如果我在台灣開業婦產

科，開刀前自己做麻醉比讓別人做更安全，

那是那時候的想法，不過三年後美國總統尼

克森突然宣佈所有外國醫學院畢業生都可以

申請居留權，我們都跳躍歡呼，申請書一下

子擠爆了移民局。既然可以留下來，我對麻

醉科非常有興趣就決定繼續做下去，那麼要

做就要到最好的醫學中心去，我要申請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麻醉科主任還笑我癡心妄

想，說我不可能被錄取，我不信邪不試怎能

知道，萬萬沒想到我被錄取了，感謝哥大麻

醉科主任Dr. E M Papper錄取我，他很照顧

住院醫師，和藹可親，親自教學，幾年後他

到邁阿密大學當醫學院院長，後來又當副校

長，真是一大好人。

我在哥大認識了Dr. Richard Kitz，他是

麻醉科教授，他已被遴選去當哈佛大學醫

學院麻醉科主任，他對我很好，他問我要

不要隨他到哈佛大學醫學院去，我當然說

好，本來連想都不敢想，不過我還要做一年

的Fellowship，他建議我到Respiratory ICU

當Fellow，他引薦我去見主任Dr. Henning 

Pontoppidan，又是一位大好人，他馬上答應

錄取我，Fellow做完，Dr. Kitz就聘請我加入

麻醉科做Faculty，科內一共有108位麻醉科醫

師，住院醫師有48位，麻醉護士有15位，第

二年就讓我負責泌尿科麻醉小組，麻省總醫

院麻醉科依各科別分成十二小組，我的小組

有兩位主治醫師，三位住院醫師，一位麻醉

護士，我們有三間開刀房，我不但要排班，

指派醫師及護士，臨床教學準備講義還要上

課，責任滿重。每天麻醉前要討論，麻醉後

也要討論，是很好的教學方法，不過讓我忙

得不可開交，每天花在醫院的時間長達12小

時以上，剝削了我與孩子們相處的機會，這

是我一生的遺憾。

Ether Dome是在麻省總醫院的Bullfinch 

Building裏面，麻醉就在這個Dome內誕生，

1846年10月16日在許多醫師的見證下，Dr. 

William T.G.Morton使用Ether麻醉病人，讓外

科醫師Dr. John Collins Warren開刀取出頸部瘤

成功，外科醫師說“This is no humbug＂。能

在此地當麻醉科主治醫師五年是我一生的榮

幸。

能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當麻醉科講師是一

件很榮耀的事情，不過移民過來的我，沒有

外來經濟上的資助，僅憑小小的年薪（1975

年$45,000）實在無法養活一家五口人，幾年

內我經常到South Shore Hospital利用週末做麻

醉賺外快，四年內搬了三次家，生活非常辛

MGH Bullfinch Building Dr. Henning Pontoppidan MGHDr. Richard K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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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跟主任商談知道哈佛大學傳統沒有論文

發表是不可能晉升做副教授或教授，既然如

此我只能決定離開哈大到外面開業，主任不

肯讓我離開，拚命挽留我，最後我已決定要

到康州Greenwich來，他也不讓我跟哈佛大學

切斷，他要把位子留給我，叫我每兩個禮拜

回去一天，他說如果我不喜歡新地方，我什

麼時候都可以回去，但是離得太遠，來回一

次至少要六個小時以上，這樣好的主任已不

多見，我也不忍心切斷，來回奔波兩地，我

辛苦了六個月，新地方都已安排好後才剪掉

這條臍帶，Dr. Kitz對我的好，我這一生無法

償還。

來到Greenwich後第一位貴人是Greenwich 

Hospital的院長Edward Jones，麻醉科需要改進

的地方實在太多，需要大刀闊斧徹底改變，

老麻醉醫師不做CME，沒有新的知識，新的

技術，落後20年，外科醫師不滿，院長也很

頭痛，經過討論我把我的建議與計劃呈獻給

院長，所有外科醫師支持我，特別是外科主

任Dr. William Hillis鼎力支持，經過慎重考

慮，院長決定把麻醉科交給我管理，我坐下

來跟那些老醫師談談，我說你們需要去再教

育，學習新知識，他們不肯就決定離開，我

立刻回去哈佛大學召兵買馬，真巧有兩位正

想離開，我就聘請他們加入，有了人馬就重

新整頓，購買新儀器新藥品，我們開始做無

痛分娩，消息一傳出，產婦一下子增加了兩

三倍，本來岌岌可危的婦產科有被其他醫院

併吞的可能，我們一下子幫醫院解決困境，

外科醫師也很滿意我們的麻醉技術，能放心

的開刀，院長也不必再煩惱，皆大歡喜。

我相信助人為快樂之本，在我能力範圍

內我都很願意去幫忙，我曾與幾個不同宗教

團體到處去做義診，國內國外都有，我很活

躍於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學會，一直當理事，

十幾年前當過大紐約區分會長，後又當總會

總幹事，國際醫療團團長，2003年我帶領國

際醫療團首次到國外Grenada義診，開啟了醫

師協會國際義診的先鋒，從此每年都組團到

Greenwich Hospital Complex (Top View)Greenwich Hospital (Front View)Dr. William Hillis (Middle)

Med. Mission to Dominican Republic2003 Med Mission to Grenada Medical Mission in Ecuador Dr. J C Lee (李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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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義診，有時一年兩次，我們舉起台灣的

名稱替台灣做國民外交，這要感謝王政卿醫

師的支持，紐約法拉盛的台灣會館我也當過

理事多年，謝謝前輩李汝城醫師的拉攏，臺

大醫學院校友會紐約分會我也當了很多年的

理事。

人除了事業外娛樂也很重要，旅遊是娛

樂中最重要的部分，好的事業與快樂的旅遊

才能保持身心健康與平衡，張明峰致力於尋

找經濟實惠的旅遊行程，然後帶領旅行團到

處旅遊，跟著他你就不用操心，我們跟著他

多次，旅遊是我們最高的享受，謝謝他們。

能做臺大醫學院牛家班的一員是我這一

生最幸福的事情，我很重視這份感情，所有

同學們的聚會除非萬不得已我從來沒有缺席

過，李彥輝兄還送給我全勤獎，來美國後不

久我就想聯絡大家成立牛家班同學會，大家

都有同感，1974年在芝加哥辦理第一次同學

會，盛況空前，大家的熱情不亞於我，我們

的班會就這樣成立，除了同學會外，我們有

班訊，每十年出版紀念冊，還有旅遊是我最

享受的活動，醫學院其他班沒有我們這麼有

組織，有深厚情誼，合作無間的班會，容我

在此向各位同學敬禮致謝。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太太詹靜貞及我的家

人，他們是我的驕傲，是我生活的中心，活

力的泉源，我內心充滿感恩。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在美國做麻

醉科醫師多年，現已退休，住美國康州）

Dr. J. C. Wang (王政卿) New England Tour 西雙版納之旅 旅遊團長 張明峰夫婦

NTUMC 63 30 Reunion NTUMC 63 36 Reunion NTUMCAA Meeting

Reunion, 2012-1-15 in Taipei 50 Reunion 2012-1-15 Spouses 2008 Family Picture New Grandson and Grand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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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名曲：“魔王”及“死神與少女”

文／李靝順

修
伯特（Eranz Schubert）被譽為藝術歌

曲之王。他的作品裡有兩首非常恐怖的

曲子，即“魔王＂及“死神與少女＂。這兩

首皆被譽為音樂史上罕見的傑作。“魔王＂

很長有4分30秒。“死神與少女＂很短，只有

1分30秒。這兩首皆為筆者很喜歡的曲子，可

惜很少有機會聽到這兩首名曲的演唱。所以

我現在就為文介紹一下這兩首恐怖名曲，希

望讀者有機會碰到這兩首名曲時能多留意欣

賞一下。

A. 魔王（Erlkoning）是修伯特18歲時寫的，

他的作品第一號。18歲的teenager提筆一寫

就是件傑作。作詞者是那時代德國的大文

豪Goethe。應該是先有詞，觸動修伯特的靈

感而寫下來的。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而是

一齣小歌劇，非常有趣。假如筆者用德文

原文演唱，聽者一定是“鴨子聽雷＂（台

語：聽不懂，聽得莫名其妙之意），糟蹋

了很有趣的恐怖名曲。所以我通常是用中

文演唱：一段恐怖氣氛的前奏之後，就把

伴奏停掉，然後用中文“清唱＂，途中有

三處我還停下來加以說明，讓聽眾沉迷於

此恐怖名曲之中。

故事是：夜半大風中，父親抱著兒子，

騎馬匆匆趕路回家。半路魔王出現了；兒子

可以看見魔王，父親卻看不到魔王。魔王起

先用很溫柔的聲音來拐騙孩子；不成功。其

次是帶來了魔女兒，想用美人計來拐騙；也

不成功，最後終於用暴力把孩子抓走了。父

親看兒子喘不過氣來，快馬加鞭，趕到家，

兒子已經死了。

曲中有四個角色：1. Story Teller。2. 魔

王：不要以為魔王的聲音一定很可怕；其實

為了要拐騙孩子，他的聲音是很溫柔的。3. 

父親：聲音低沉。4. 兒子：受驚尖叫。我一

個人要唱出這四個角色。以下是全曲歌詞：

“魔王＂

述：夜半大風中，騎馬匆匆。

父親帶著他的兒子。他把他的兒子，緊

抱在懷中；

緊緊地抱著，使他溫暖。

父：兒子，為何這樣恐懼驚慌？

子：哦父親，你沒看見魔王？他面目猙獰，

頭戴王冠。（圖1）

父：兒子，那只是物影飄蕩。

［下一節是以柔聲誘惑］

魔：好孩子啊，請跟我來。我要和你一起去

遊玩。

無數的鮮花都已開遍，我的媽媽要為你

做金衣裳。

子：父親啊，父親啊。你沒聽見嗎？那魔王

在低聲對我呼喚！

父：別害怕，我兒你別害怕！那只是寒風吹

落葉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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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節是以美人計誘惑］

魔：好孩子，你可願跟我來；我的女兒也正

在等你，她每天晚上可跟你一起遊玩。

她唱歌又跳舞來使你喜歡，她唱歌又跳

舞來使你喜歡！

子：父親啊，父親啊。你沒看見嗎？魔王的

女兒在黑暗裡。

父：兒子，兒子，我已經看見：那只是灰暗

的老楊柳樹！

［下一節是以暴力抓走］

魔：我很愛你，你的容貌可愛又美麗。要是

你不願意，我就用暴力！

子：父親啊，父親啊。他抓住我啦；那魔王

使我不能呼吸！

述：那父親發慌。他騎馬匆匆。把喘息的兒

子緊抱在懷中。

他精疲力盡回到家。懷裡的兒子已經死

去！

B. 死神與少女（Der Tod und das Madchen）：

Claudius作詞。這也是先有詞，觸動修伯特

靈感譜下來的。恐怖的死神慢慢走過來；

少女看到死神尖叫；死神安慰她，把她抱

起來讓她安睡在其懷抱裡。

只有1分30秒的短曲，死神

的主題又是單調無比：音符一直

都是la—lalala—，以描出死神恐

怖的氣氛。如此又短又單調的曲

子卻被音樂評論家評為世上不可

多得的珍品。就是連修伯特本人

也得意洋洋，把這la—lalala—的

死神主題應用到他的“死神與少

女＂弦樂四重奏的第二樂章當主

題。以下是全曲歌詞：

“死神與少女＂

［少女］：快滾開，快快滾開，你這暴歹死

神！我還年輕。

快滾開！別靠近我身邊，別靠近我身

邊。

［死神］：把手伸來，少女多麼美麗。

我是好意，不會傷害你。

心平靜氣，不要恐慌；快靜靜安睡在我

懷裡！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開業婦產

科於美國新澤西州）

圖1： 筆者裝扮成“魔王＂，好讓讀
者能想像魔王的模樣：“他面

目猙獰，頭戴王冠＂。

圖2： 筆者演唱現代版的恐怖名曲：“The 
Phantom of the Opera＂（Andrew 
Webber作曲；Phantom的右半臉是
用白面具遮蓋她醜惡的燒傷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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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了平凡卻充滿溫馨難忘、咀嚼再三、
追憶無窮的五十年（完結篇）

文／戴鐵雄

2008年同學重聚，韓良誠同學信守承諾，

如期於南市「大億儷緻酒店」舉行，淺嚐

韓良誠夫人精心準備的臺南小吃風味餐後，

下午二點抵達安平樹屋，這怪胎可是集攏重

重疊疊、多得無法計數的氣根，盤根糾結，

橫衝直行纏繞而構成廣大屋形的龐然怪樹。

轉往大眾廟。搭上廟方所提供的竹筏，進入

了「綠色隧道」天然妙景。抵達臺江內海一

小渡口，穿上救生衣，由簡陋碼頭，踩過危

危晃動登船踏板，跨入簡單卻紮實、前後左

右皆空的木造「遊覽艇」，開始了「臺江內

海」生態人文之旅。不久，船抵一高架觀鳥

竹屋，沿竹梯直上，輪流就望遠鏡遠眺，驚

喜的捕捉到閒蕩湖泊中的一大群大小白鷺，

一對對水鴨，黑面琵鷺。離艇後，轉往臺南

市「阿霞飯店」，享用由楊啟洲夫人周理莉

小姐做東的豐盛晚餐。太太們都已見面多次

了，不必介紹，早就嘰嘰喳喳個沒完沒了；

雖然白天已同遊過，坐到餐桌上，久別重逢

的老同學們，蘊藏心底的故事，一經打開話

匣，立即傾洩而出，使整晚聚宴充溢友情與

溫馨。3月27日一早抵達「臺南公會堂」。該

堂不時有藝文演出；這次，同學們難得的獲

得參觀特殊藝文機會。

與板橋「林家花園」，「新竹北郭園」

及「霧峰萊園」並列臺灣四大名園的「臺南

吳園」就在旁邊，經170餘年滄桑，大部分

外觀已大異其趣，惟假山、水池和四角涼

亭，尚保有部分的傳統園林風格。也令人有

樓起樓落，富不過三代之慨。再轉往觀摩以

研究臺灣文學為主要內容，並進行與其相關

連的翻譯、編輯、出版等工作及收集對臺灣

文學發展史有研究價值的文物，將之整理、

保存、管理的國立臺灣文學館。中午抵達擁

有近2,000坪展覽空間的奇美博物館，在其B1

會議室午餐後，隨即開始自由參觀奇美博物

館。

3月28日告別住了二宿的大億儷緻酒店，

前往南部科學園區奇美四廠。其目標產業有

積體電路、光電、生物技術、精密機械、通

訊及其他。產業群聚有積體電路、光電及生

物科技。因交通運輸便捷，廠商都樂意進

駐，為期能以後起之秀迎頭趕上，與竹科、

中科併列臺灣三大重要科學園區並非倖致。

目前臺灣總稅收的50%均為此三區所繳納，可

見其對臺灣貢獻之大。抵達烏山頭水庫，我

們未經由入口售票亭，於車上瞻仰仿北京天

壇造型而建的水庫代表性地標「小天壇」，

而直接由水庫派出的導覽小姐引導至國民旅

社旁公園中陳置的建潭大功臣「八田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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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銅像前，其妻及協助他完成偉大的烏山

頭水庫設計並建庫的愛徒遺骸，都陪葬在八

田的墳墓邊，全都選擇一生熱愛的臺灣土地

為其長眠處。烏山頭水庫又名「珊瑚潭」，

周遭環繞山林面積達4,700公頃，我們因韓良

誠夫婦的良好人緣，獲得登船暢遊景緻清幽

秀麗明潭，飽覽「百島」奇景良機，真感謝

他倆。中午抵達珊瑚島招待所，拾級而上，

聽完高層主管有關水庫的種種簡報後，享用

戴鐵雄夫婦提供的難得享受的豐盛山產午餐

（有迴鰷及油炸蜂幼蟲、肚趴仔等珍品）；

用完午餐，繼續上船，迎著涼爽湖風，觀賞

彎彎曲曲珊瑚名潭清澈湖水與周遭青翠蓊鬱

山林的壯美綺景，讓同學們夫婦在飽賞未見

一丁點兒人工斧鑿的名湖後，才體會得「八

田與一」的偉大貢獻。

下午三時半，辭別水庫後，於近黃昏抵

達與陽明山、北投、四重溪並列臺灣四大溫

泉的關子嶺溫泉區，隨即徒步前往參觀，座

落於左近的韓良誠同學私人擁有，佔地千多

坪的美麗庭園「仙窩」別墅，夫婦倆攜手在

此花木扶疏、世外桃園似的羨人美麗華宅，

度過令人陷入綺思的仙人般旖旎纏綿謎樣夜

晚，令人重新認知了韓良誠兄，在嚴謹的外

表內藏有的一顆熾熱的「情」衷，對韓太太

能獲此「豔」遇，嫉煞了眾家同學另一半。

大夥兒拖著玩累的腳步，投身溫泉中，讓清

澈泉水滌盡渾身倦意，相攜邁入黃國泰夫婦

宴請的豪華餐廳聚餐。

玩累了數天後，在住宿的大億儷緻酒店

saloon，由老班長戴鐵雄臨時聚合，同學們商

討下次同學聚會時間及地點，經一致同意於

二年後的2010年舉辦；並請北市的連倚南、

徐茂銘、陳明庭、賴樺玉等主辦，乃各自回

房灌洗後，齊聚四樓柏林廳，感恩的享用這

次同學會主辦人韓良誠同學夫婦大方招待的

豐盛晚宴（與周理莉小姐及戴鐵雄同學一樣

的，2005年與今年，三位連續兩年，兩次宴

請同學們夫婦，真的非常非常謝謝他們）。

餘興節目選定為同學們的自我介紹，

內容不設定範圍，時間不拘。首先由主持的

老班長戴鐵雄請求大家閉目默禱為已駕鶴西

歸，飛升天堂的葉慶崇、張恆亮、黃清標、

胡覺徹、鍾秉常、洪朝煌、黃錫勳、黃照

期、蔡宏原、宋景孚、蘇以守、王乃三、賴

釗毓、陳森輝、吳競輝、楊啟洲，林宗鐵等

17位同學祈求冥福。接著由主持人一一點名

同學站到卡拉OK螢幕前，自由發揮四十多年

來所走過，酸甜苦辣人生歷程與幸福家庭兒

女創業的多采多姿。出錢出力，備極辛勞的

韓夫人龔芳枝女士娓娓道來，其對景點實地

親臨體會，再定取捨的用心令人動容。最後

於2010台北見的惜別聲中，結束重聚盛會。

別後，同學們有很多迴響，均刊登於「景福

醫訊第26卷8、9、10期」。

就如全文所述，我們這一班，共同走過

了平凡卻充滿溫馨難忘、咀嚼再三、追憶無

窮的五十年；以後我們還是癡人夢想的，希

望能再一起度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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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柴惠敏

從
倫敦奧運回來後，就一直記得方偉宏教授要我寫一篇倫敦記趣，沒想到一頭栽入教學與研

究的忙碌工作中，渾然忘我。原以為11月當編輯，還早得很，倏忽就接到執行編輯的工作通

知。感謝亮月的鍥而不捨與百般追殺，才有機會完成這一期的編輯。

很幸運地，這一期有很多的稿件可以跟大家分享。在醫學新知方面，由於資訊時代的人們常因

長時間的電腦工作，造成肩部疼痛或關節異常的病患與日遽增，而不容忽視的肩胛動作異常，因此

本期特別請黃崇舜校友介

紹肩胛動作的評估。母院

的附設醫院不斷的茁壯，

有很多新的部門或中心，

是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感

謝何奕倫主任、謝松蒼教

授、劉宣昕管理師、以及

賴忠駿物理治療師為我們

介紹了母院的新部門，讓

已經離開本院的校友們瞭

解母院的變化。黃昆巖教

授的離去，是台灣醫學界

的損失，韓良誠校友的追

思，歷歷如在眼前。其餘校友學長的作品，或懷古、或感恩，在在顯現校友們多才多藝的另一面。

在倫敦奧運的照片很多，就這一張令我最開心。站在世界鉛球前十二強，亞洲第一的我國選手

張銘煌身邊，身高168公分的我顯得十分嬌小，不用減重了。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1981年畢業，現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講師）

編者與奧運選手張銘煌在倫敦田徑場合影



相識六十載，母校、母院懷舊之旅合影

時間：2012年9月19日　　地點：臺大醫院、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臺灣大學　　攝影：王亮月
臺大醫科第12屆同學會（1959年畢業）

（景福心‧關懷情　同學會專案）

畢業四十年，溫馨聚會合影

時間：2012年11月2日　　地點：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影：鄭國威
臺大醫科第25屆同學會（1972年畢業）



臺大醫院中階主管管理能力躍升訓練營合影　　　　　時間：2012年 10月1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韓國首爾大學醫院院長率團參訪合影　　　　　　　　  時間：2012年11月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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