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枝獨秀】

皮質脊髓束在大腦中婀娜曲折，以延髓為根，髓鞘為柱，一路蜿蜒攀爬

而上，在運動皮質處豁然綻放，朱紅花瓣嬌嫩延展，掌控了人體的運動

功能。由上而下，踝、膝、腕、指、頸、唇、咽，得以靈巧運用。運用

擴散頻譜磁振造影技術，以非侵入性的方法取得人腦內的神經束結構，

讓我們在神經科學研究之餘，得以一窺造物主創造人體之美。101年度臺大醫院分享愛感恩音樂會　　　　　　　　 時間：2012年12月22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時間：2012年12月28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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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組織架構及會務介紹

壹、前言

韶光易逝，景福基金會已邁入第33年
了，謹代表全體董監事及工作新團隊向各位

致上誠摯的問候。

近年來，由於醫病互信降低及健保制

度的缺失，醫療糾紛頻繁，醫療環境日趨惡

劣，醫界內部悲觀、無奈、無助的氛圍不斷

擴張，對醫學生及醫師造成很大的衝擊和影

響。101年起本會在新任董事長謝博生教授的
領導下，新增校友關懷服務之項目，以「景

福大家庭」為理念，聯合臺大醫學院、臺大

醫院與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積極舉辦人文

關懷活動，其目的為因應醫界的困境及逐一

凝聚校友對母校及母院的向心力。

貳、組織架構

參、一般業務

一、景福館招待所服務

（服務電話：02-2312-3456轉66370，
02-23898637，承辦人：徐苑儒）

說明： 1、 本會景福館四、五樓為提供校友住
宿之招待所，99年已做內部整修。

 2、 景福館外牆亦將於近期整修施作，
屆時更能提供校友們舒適的環境。

 3、 交通的便利及居市中心的地點是景
福館招待所的優勢，也是校友們最

佳選擇。

二、景福館會議廳場地借用服務

（承辦人：徐苑儒）

說明：景福館1樓及B1會議室可供舉行會議。
會議廳的軟硬體設施將朝多樣化的目

標努力，以活化景福館的使用率。

三、校友返校聯誼活動

（承辦人：徐苑儒）

說明：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每年訂於12
月中旬舉辦，為本會每年例行但為重

要之活動，內容包括：母院及附設醫

院院長向校友報告母院最新訊息及未

來之展望、本會年度會務報告、意見

交流、專題演講、最新消息預告以及

校友聯誼聚會等。

四、景福醫訊之發行（月刊）

（服務電話：02-2312-3456轉67282，承
辦人：王亮月）

說明：景福醫訊自民國68年創刊以來，由最
早報紙型式之篇幅，進展至目前雜誌

式的刊物，不論在紙張、內容、編排

架構、封面型式都有不同的更新，本

會所有參與人員皆戮力其中，期望能

以最新、最好之刊物呈現給您，以

期增加本會與您之互動，往後本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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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目標而努力，希望校友不吝賜

教，使本刊物更有互動性。

網址：www.jingfu.org.tw 
E-mail：jingfu88@ms59.hinet.net
捐款贈閱景福醫訊方式：

國內校友： 以劃撥或直接至本會繳納的
方式辦理。

劃撥帳號：01410009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國外校友： 以美金支票寄至本會的方
式辦理。

支票抬頭： Ta i t a  J i n g  F u  M e d i c a l 
Foundation

五、景福校友醫療服務（民國81年7月開辦）
（承辦人：王亮月）

說明：為加強對校友之服務，藉由母院附設

醫院之協助，使校友就醫更方便。

六、景福電子報的發行（民國99年11月）
（承辦人：王亮月）

說明：為因應數位化趨勢，使更多校友能迅

速獲知相關訊息，本會決定發行電子

報月刊；另一方面，多年來，景福醫

訊皆以書面的方式出版，也考慮朝電

子化轉型，初期藉由景福電子報的發

行，在時事及活動訊息傳遞的同時，

也讓部份校友的文章在景福電子報中

呈現，期使更多校友分享及鑑賞，達

到本會與校友、校友與校友之間更密

切的互動。

七、補助台大醫學院學生社團舉辦課外活動

及參加國際會議等經費

（服務電話：02-2312-3456轉67353，承
辦人：黃秀麗）

說明：本會每年編列預算補助母院學生社團

舉辦之課外活動（如學生利用暑期至

偏遠地區義診、到金山社區關懷老人

及服務人群、舉辦與他校聯誼之體育

活動、杏林絃樂團表演補助等）及學

生參與國際會議。此項補助之意義為

推展服務人群（義診）及推展國際視

野（學生參與國際會議）。

八、促進校友之連繫（校友通訊資料維護及

更新）

（承辦人：黃秀麗）

說明：1、 第七版景福校友通訊錄已於102年1
月寄出。

2、 完善及正確的資料，才能有效促進
校友的聯繫及互動。

更新通訊資料方式：

（1）E-mail：jingfu33@ms78.hinet.net
（2）Tel：02-02-2312-3456轉67353
（3）Fax：02-23886161
（4） 直接函寄本會（台北市中正區常德

街1號）

肆、專案計畫

一、辦理「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近年來，因醫療糾紛頻繁，醫療環境日

趨惡劣，導致醫護人員心力交悴，服務病人

的熱忱逐漸冷卻。在此嚴峻的情勢下，本會

也因應此變動，在醫學院楊泮池院長的支持

下，與醫學人文博物館合作，共同推動「醫

學人文關懷計畫」。內容包括：定期辦理

「博物館參訪體驗學習」、「人文學體驗學

習」、「老人關懷體驗學習」等以「人文關

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醫策會合作，協

助醫療機構營造關懷的執業氛圍，舉辦工作

坊來協助醫學院學生強化自我主體性，希望

醫學生及醫護人員藉由「自我關懷、相互關

懷」，重拾當初投入醫療專業的熱忱，能夠

以醫學的傳統為榮，並對未來抱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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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利推動此計畫，本會增設關懷小組

以執行、落實相關事務，關懷及協助有急難

的校友。

（服務電話：02-2312-3456轉88925，承
辦人：呂雨珊）

（一）協辦台大醫學院及附設醫院院慶系列

活動

說明：為凝聚校友向心及體現景福大家庭的

理念，結合醫學系及其他學系，與臺

大醫學院、臺大醫院共同舉辦院慶系

列活動。

（二）「景福心‧關懷情」同學會專案

說明：協助校友舉辦同學會，配合校友需求

以提供客制化行程，鼓勵校友回母校

及母院看看，緬懷舊歷史及體驗新

風貌。

（三）舉辦導生關懷專案

說明：透過臺大醫院各科部導師與導生（主

治醫師、住院醫師）聚會互動的機

會，了解剛畢業校友所面臨的問題，

並適時給予疏導及關懷，以協助及落

實關懷校友的心意。

（四）景福與醫學人文博物館連結共同為校

友服務

說明：透過與醫學人文博物館的緊密連結，

可發揮更大綜效，諸如醫學人文博物

館場地的運用（大廳、視聽教育室、

簡報室及景福園）、展示的參訪等；

參訪亦可申請1~2小時的博物館導覽
服務。

二、辦理台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第33屆年會
（一）目前因北美校友會無年輕校友參與，

而現居北美的校友大都年事已高的情

況下，無餘力再舉辦大型的校友聯誼

活動，因此想結束校友會的組織。

（二）101年8月中旬謝博生董事長同楊泮池
及陳明豐二位院長參加北美第32屆年
會，覺得北美校友會已運作32年，就
此結束很可惜，與二位院長研商後，

建議北美年會每二年配合台大醫學院

院慶在台舉辦，並允諾協助北美第33
屆年會（2013年）在台舉辦的相關活
動規畫及執行。

（三）北美校友會第33屆年會將於4月12日至
4月14日台大醫學院116週年院慶期間
舉辦，主要活動包括：專題演講、校

友座談交流、學術研討會、參觀母校

校區及聚餐聯誼等。

三、辦理「金山區健康照護支持網絡計畫」

本會與臺大醫院金山分院共同合作推動

「金山區健康照護支持網絡」計畫，結合雙

方資源，共同推展「全人、全家、全社區健

康照護」理念，發揮金山區「金健康北海俱

樂部」健康促進功能，造福民眾。計畫執行

期間自民國101年起至103年，為期三年。未
來朝永續台灣、全人照護的理念推行。

四、與『台灣利他關懷協會』共同辦理關懷

校友及社會相關活動

『台灣利他關懷協會』的宗旨及任務

如下：

（一）宗旨： 喚醒社會利他關懷、落實人文
精神，並以創新、活力及主動

積極的態度來改革醫病文化。

（二）任務

 透過會友聯誼交流，發揮自助互助之
精神，關懷醫療人員與相關人員。

 舉辦研討會與演講，提昇社會利他關
懷文化，與發展人文醫療知識。

 參與國內、外利他關懷學術交流活
動，促進與國外人員之合作與聯繫。

（台大景福基金會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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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伯廷

2011年7月在教育部與臺大醫院的獎助金支

持下，負笈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的Jules Stein Eye Institute，進行為期一年的

眼科病理臨床研究員的學習之旅。在這一年

中，有幸接受目前研究淚膜的著名眼科病理

學家Dr. Ben J, Glasgow的指導，對於這一層薄

薄的淚膜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人類眼球表面上這一層薄薄的淚膜，

它提供了眼角膜與眼結膜適合妥善的環境；

同時，因為有了這一層薄薄的淚膜，幫助我

們清除在眼角膜上的髒東西，保護我們的眼

睛，提供眼角膜氧氣、生長因子還有各種眼

角膜所必需的營養成分；還可以潤滑眼角膜

與眼瞼之間的接觸面，使眼角膜免於長期摩

擦而受傷，並保持清澈透明的狀態，讓我們

的視線更清楚。淚液裡有許多的抗微生物的

物質，是對抗外界病原菌的第一道防線。淚

液的產生是動態的，在正常的情況下，每分

鐘有百分之十二至十六的淚液被代謝，這些

淚液帶著細胞的殘骸和來自外在環境的髒

污，與細胞代謝的廢物，一同流入眼睛內側

的淚小管開口，再流入鼻腔與咽喉內。雖然

之前有不少有關於淚膜的研究，並且有一些

有關淚膜結構的模型學說被提出。但是依據

最新的研究與觀察發現，目前大家所公認的

淚膜結構，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層，由外而內

依序是油脂層（lipid layer），水與黏液層

（aqueous-mucin layer），以及黏液層（mucin 

layer）。

油脂層據推估可能僅有15到370奈米的

厚度，但是它卻可以再被細分兩層，分別是

外層的非極性油脂層與在內層的極性油脂層

所組成。極性油脂包括磷脂、脂肪酸、醣化

脂肪酸。它們的分布恰好是在水與黏液層的

交界面；另外非極性油脂包括三酸甘油酯、

膽固醇以及酯蠟等等。它們則是分布於淚膜

與空氣的接觸面。這些極性與非極性油脂的

最大來源是由瞼板腺（meibomian gland）所

分泌，其次是淚腺（lacrimal gland）以及細

胞崩解後產生的。油脂在淚液上最主要的功

能就是防止水分蒸發太快，造成眼睛表面太

過乾燥，即是所謂的乾眼症。在臨床上，有

些病人有嚴重的眼瞼緣炎，導致瞼板腺無法

正常分泌油脂；雖然淚水的分泌量只有些許

的減少，但是由於水分蒸發速度太快，而導

致有乾眼症的症狀。油脂的另外一項功能，

就是與淚水中的蛋白質共同合作，來達到對

抗各種病毒、細菌與真菌的作用。例如，月

桂酸（lauric acid）可以有殺死痤瘡丙酸桿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的殺菌效果，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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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ic acid）以及磷脂（phospholipid）可以

對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有殺菌作用，某些脂肪酸也有殺真菌的效

果。

在淚膜中間的構造是水與黏液層，它

是由副交感神經調控的，主要由淚腺與副淚

腺所分泌。其中包括鈉、鉀、鈣、氯、碳酸

氫離子和鎂等電解質之外，還有許多水溶

性蛋白質。其中最主要的三種蛋白質是溶

菌酶lysozyme, 24-47%、乳鐵蛋白lactoferrin, 

2 3 - 2 9 %，以及載脂蛋白 t e a r  l i p o c a l i n , 

15-33%。另外有研究發現，當眼睛長時間閉

合時，免疫球蛋白A（IgA）分泌量增加，成

為淚液中含量最高的蛋白質。免疫球蛋白A在

眼表面扮演了宿主防禦機制的主要角色，在

發炎的情況下，免疫球蛋白A與免疫球蛋白G

皆會增加。此外在此層當中還有許多溶質：

尿素、葡萄糖、乳糖鹽、檸檬酸鹽、抗壞血

酸鹽與胺基酸等等。水與黏液層的主要功能

是供應氧氣給無血管的眼角膜，在眼睛表面

的表皮細胞上維持恆定的電解質組成，提供

抗細菌與真菌的防禦系統，滋潤且平順微粗

糙的眼睛表面，清除眼表面雜質，調整眼角

膜與眼結膜表皮細胞的功能。另外水與黏液

層中的載脂蛋白，它可以降低油脂層的表面

張力，同時使油脂層更穩定，以減少水分的

蒸發。

淚膜的最內層是黏液層，在此層的厚度

推估應有2-7微米厚。黏液層是黏液蛋白直接

位在眼角膜表皮細胞的上方，並附著在角膜

上皮細胞的微絨毛上，同時又有糖蛋白複合

物黏著於黏液蛋白上，形成一個親水性的黏

液複合物網絡。根據最新的研究，有三種膜

黏液蛋白，分別是MUC 1，MUC 4及MUC 

16，另外可在眼表面上發現有二種分泌型水

溶黏液蛋白為MUC 5AC及MUC 7。這些黏液

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眼結膜上的杯狀細胞以

及多層狀扁平的眼結膜與角膜上皮細胞。每

日黏液分泌量恰是淚液水量的千分之一，約

是2-3微升／天。黏液層帶有負電荷，可以將

原本是厭水性的眼角膜表面變為親水性的介

面，這樣可以使淚膜平均分布於眼表面上，

使角膜表面更平滑，減少光線的散射，使角

膜成為更好的光學表面。

淚膜的成分與構造是如此的精細與複

雜，但是必須藉由眼瞼的眨動，使得淚膜能

夠更新、代謝、重新分佈，並且流動排泄。

當閉眼的時候，上眼瞼就像汽車雨刷一般，

可以將眼睛前表面的髒污和不溶性的黏液清

出，同時促進瞼板腺分泌油脂。而下眼瞼主

要是向鼻側的水平運動，可以將淚液與髒污

推向上下淚小管的開口，以幫助淚水流出。

當張開眼的時候，淚膜將重新分佈。上眼瞼

利用毛細現象將淚膜的水與黏液層平鋪在眼

角膜上，同時油脂層也迅速的分散在眼角膜

的各個區域，使整個眼角膜上佈滿油脂層，

而這油脂層可以使淚膜更穩定。

淚膜不足或不穩定所造成的眼睛疾病中

最常見的就是乾眼症。乾眼症盛行率高，約

有8.4-35%的老年人都罹患這個疾病；而且常

常造成眼睛的不適，症狀包括異物感、刺痛

感、疼痛、紅眼及視力變差，同時乾眼症會

使眼角膜易受到感染，眼角膜溶解，最嚴重

的病例可能失明。乾眼症可能導因於淚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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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些組成異常或是產生淚液的來源受到抑

制。例如淚腺因為乾燥症或風濕性關節炎而

導致發炎，進而使分泌的水或蛋白質不足，

而造成乾眼症。另外內分泌功能異常也會使

淚腺功能變差，例如停經後的婦女乾眼症的

發生機率也比較高。還有某些藥物抑制淚水

分泌，例如抗組織胺及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

會使乾眼症惡化。眼科一些手術也會加重乾

眼的症狀，例如淚腺切除手術，眼瞼切除手

術，以及雷射近視手術。此外，砂眼、維生

素A缺乏會導致淚膜的黏液層異常，而造成乾

眼症。化學灼傷、燒燙傷、電療或輻射造成

產生黏液的細胞缺損，都會引起乾眼症。至

於眼瞼緣炎，眼瞼酒糟性病變，會使淚膜油

脂層不足，造成水分蒸發速度過快，而有乾

眼症的症狀。

了解淚膜的構造與組成，可以讓我們更

深入了解臨床上乾眼症可能的病因，同時，

針對不同病因造成的乾眼症，能更靈活運用

各種治療方法來解除病人的痛苦。感謝眼科

部與臺大醫院的師長支持，讓我有這個機會

到美國學習，也希望帶回來這些新的知識能

造福人群。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2007年

畢業，現任附設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
誠徵臨床試驗稽核員1名

條　　件：1.護理、藥學、公共衛生、醫務管理相關科系畢業【碩士（含）以上】
　　　　　2.具有臨床試驗工作經驗
　　　　　3.具有醫院臨床工作經驗
　　　　　4.英文能力：閱讀佳；聽、說、寫流利尤佳
　　　　　5.具臨床試驗monitoring或audit相關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1.執行臨床試驗稽核業務及品質改善工作
　　　　　2.人體試驗受試者保護工作
　　　　　3.辦理主管交辦之其他事項
　　　　　4.無臨床試驗稽核經驗者，將先予以在職培訓

工作地點：臺大醫院

計畫名稱：行政院衛生署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計畫

意者請將學、經歷及自傳寄送至劉小姐107804@ntuh.gov.tw；請於主旨註明
『應徵_職務名稱_自己的姓名』，採隨到隨審。

截止日期：201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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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的年會

文／黃清煌

最
近數年來，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各地

分會陸續解散，主辦年會的團體極其難

覓。為免歷史悠久的校友會消失於無聲無息

中，大紐約區分會於二○一二年年初宣佈籌

劃最後一次的年會，此舉在校友間激起了一

陣嘩然與迴響。有人認為校友會雖然氣數將

盡，卻未到壽終正寢時刻，祇要一息尚存，

年會應該繼續辦下去。然而理想屬理想，現

實歸現實，由下面的圖表，明眼人一瞧便可

看出北美校友會當前的窘境。由於佔絕對多

數的資深校友均已達退隱之年，年輕校友旅

美人數屈指可數，向來活躍的校友變得意興

闌珊，北美校友會已今非昔比，其組織逐漸

淪為空殼，傳統年會的籌辦也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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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會在發起之初，承賢內助張育珠

的多方協助及大紐約區分會全體理事及夫人

們（林清森校友、鄭仁澤伉儷、周賢益伉

儷、陳彰伉儷、邱義男伉儷、姚繁盛伉儷、

韓明元伉儷、王政卿伉儷、林景福伉儷、林

隆仁伉儷、黃瑞煊伉儷、張光敏伉儷、陳耀

楨伉儷、李勃興伉儷、郭昇翰校友）的傾力

支持，加上各地熱心校友（李樹德與林海羿

伉儷、符傳孝校友、薛曉青校友、鄭國忠校

友、謝淦權校友、謝金權校友、趙麗芬校

友、楊士宏校友、楊禎雄校友、彭昕校友）

的響應，其籌備工作方得以順利推展，於此

本人謹代表所有出席校友向他（她）們的奉

獻表示由衷的敬意與謝意。今年三月間，在

我們發出「最後一次」年會的通知後，除了

少數一貫冷漠的校友持續以冷眼看待校友會

外，大多數校友出錢出力反應熱烈，其中不

乏感人之事。許多校友表示，不論千難萬難

跋山涉水也不願放棄這次機會；明尼蘇達州

的張建功校友不久之前車禍受傷手術，雙腿

不良於行，卻堅持要夫人護送前來；華盛頓

特區的謝惠美校友（黃崑巖校友遺孀）為了

與老同學相聚，雖然年會期間正在鱈魚角慶

祝女兒五十歲生日，卻隻身提早離開，僕僕

風塵趕來紐約。這次年會有無數遠道來自美

國各地、加拿大、台灣及日本的校友；對校

友會一向熱心的韓良誠校友不但特地從台灣

趕來，還慷慨解囊贊助本會。旅居加拿大的

榮亞英與潘文美校友年過八旬須接受加拿大

的路測，因時間與年會撞期不克前來，失望

之餘捐了美金壹仟元贊助校友會。林談德華

女士專程從威斯康辛州前來與會，為了紀念

亡夫林江村醫師，她也慨捐美金壹仟給校友

會。家居賓州的李彥輝校友除了撥款給本會

外，為了不願錯過此次年會，竟將照顧孫兒

的責任丟回給女兒，他的意志與決心的確值

得祖字輩的校友學習。北俄亥俄州分會除了

資助本屆年會外，該區眾多校友在莊武雄醫

師領軍下浩浩蕩蕩前來助陣。其他踴躍捐款

的熱情校友尚多，無法一一細述，謹將其芳

名登於年會紀念特刊，以表謝忱。

在北美校友會即將解散的陰霾籠罩下，

我們特地邀請臺大景福基金會謝博生董事

長、臺大醫學院楊泮池院長及臺大醫院陳明

豐院長千里迢迢前來共商應對之策，於刻意

安排的座談會中，我們期望尋得一些具體方

案，使海內外校友的聯繫與交流繼續茁壯。

馳名國際的莊明哲教授在接到本會邀請時，

雖是百忙之中分身乏術，卻義不容辭地答應

下來，他將以北美校友會的衰微與展望作一

專題演講。當前台灣醫師的社會地位一落千

丈，淪為連勞工都不如的階級；然而冰凍三

尺非一日之寒，台灣醫療困境又豈肇始於昨

日？健保資金不足與給付不合理、財團對醫

療資源的剝削、醫療糾紛保險及司法制度的

不健全、台灣民眾的濫用健保、少數百姓對

醫護人員的暴戾言行及長期的政爭祇是許多

問題的一部分。在政治掛帥，與政治無關的

事無人關心下，改善台灣醫療環境的路仍相

當坎坷與遙遠。針對台灣醫療人員的困境與

全民健康的隱憂，我們也另外安排了座談

會，希望讓所有與會校友了解問題的癥結，

進而使北美校友對美國醫療社會主義化的前

景知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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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分工愈細，愈覺隔行如隔山，加上

近年來網絡資訊唾手可得，醫學講座漸失其

魅力，常見主辦人四處奔走央人出席聽課，

換來的總是半堂沈睡的聽眾。有鑑於斯，今

年本會將全部心力灌注於校友間的聯誼，不

再提供過於專業化的學術演講，校友們將有

充裕的時間寒暄敘舊。臺大醫學院本是臥虎

藏龍之地，可惜的是，在習醫的漫漫長路

上，許多校友將他們與生俱來的天份束之高

閣，讓自己的天才走入墳墓裏。這次年會我

們不再花錢禮聘外人表演，所有節目均由多

才多藝的校友主動義務提供，希望藉此觸動

觀眾席的校友將自己埋沒已久的才華重新挖

掘出來，其代表的意義不言而喻。校友會是

一群熱心校友的結合，旨在聯誼互助，並非

一學術競技場或炫耀個人「成就」的地方。

常見一些懷才不遇的校友，對校友會望而卻

步，他們忘了在這屬於所有校友的園地裏，

每一位出席者均以校友的同等身份參加，其

間並無長幼高下或貧富尊微之分；本屆年會

的籌劃由此基本意識出發，期使所有與會校

友破除隔閡打成一片，將不如意事拋諸腦

後，聚歡樂於一堂。篳路藍縷的旅美年輕校

友一向鮮少涉足校友會，今年卻有不少人克

服種種障礙與桎梏前來，他們的出現給校友

會注入了無比的朝氣，難道這是一片暮鼓聲

中晨鐘初響？

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八○年代以前

的台灣醫事人員美加移民洪流也由盛轉衰，

三十多年前校友會的盛況已不復可得，當這

批資深學長全數退隱後，留下來的將僅是零

星散居各地的新生代年輕校友。即使今日台

美兩地政治、經濟、社會、醫療環境急劇改

變，引發另一次移民潮，能再有如此眾多的

臺大醫學院校友薈萃於美加各處，也是二、

三十年後的事。想當年一波波的校友擁抱著

各自的理想，離鄉背井來到這語言不通、風

俗不同的異地尋夢，許多人在受歧視的環境

下披荊斬棘，雖是舉目無親，卻常有學長關

懷呵護雪中送炭。隨著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

會的成立，校友間的感情與互助也繼而昇

華。如今校友會由盛轉衰，各地校友逐漸失

去聯絡，許多溫馨的往事也隨年歲的增長在

模糊的記憶中褪去。

別時容易聚時難，一旦人群散去，能再

整合並非易事。為了讓美加各地校友在這次

年會結束後得以繼續保持聯絡，數月前在李

勃興醫師及幾位校友共同努力下，大紐約區

分會成立了一專屬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

社交網絡「臉書社」（Facebook group），

目前已有一百卅位北美校友加入，其中以年

輕校友居多。資深校友由於不熟悉這「屬於

年輕人的玩意」，在心存疑慮下裹足不前。

本屆年會期間，我們希望能鼓勵人多勢眾的

資深校友參加此聯絡網，進而由資深校友說

服他們在醫界的子女加入，若能成功拉近不

同世代校友間的距離，重振校友會的往日光

華，或許在這「最後一次」的年會後，還會

有「鐵定最後一次」或「保證最後一次」的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為北美臺大

醫學院校友會第卅二屆年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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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後山的泥土─花蓮社區訓練有感

文／蔡佳穎

在
2012年的歲末，回想這一年來成長與經

歷，發現年初在花蓮的社區醫療訓練，

有不少難得的經驗與心得，對於我這個在都

市長大的孩子來說，這兩個月的經驗在我的

人生中更是難得，在此將淺薄的所見所感付

諸文字，給大家分享！

落日餘暉的溫暖─長照機構參訪

在逐漸邁向高齡社會的現在，花蓮又

是數一數二高齡化的縣市，身為急性醫療照

護延伸的慢性長期照護機構就相形非常重

要。今天我們是到一間長照機構參觀，走進

機構內，看著照護人員穿梭其間照顧數十個

老人以及行動不便的住民，雖然照護品質尚

不能與醫院相比，但是我心想，在這個年輕

人離鄉工作的醫療窮鄉，如果沒有這些機構

的維持，這些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人該何去何

從呢？或許這些長照機構提供的，不只是食

衣住行身體健康的依靠，更是這群人心靈的

寄託。每個人都想要在自小成長的大地裡終

老一生，現今他們無力出去四處走動，但是

能待在這個相對狹小空間裡，聽著自小聽慣

的蟲鳴鳥叫，感受著習慣的花草芬芳，或許

對他們而言正是心靈的最大滿足吧！現今坊

間有多類型的長照機構可供選擇：如護理之

家、日間照護、居家服務…等。衛生署也持

續推出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我覺得這個構想

很棒，在地老化、全人關懷的推行，或許就

是大同世界使老有所終的實踐吧。

山林的守護者─紅葉部落山巡

坐上巡迴醫療車，我踏上了山巡的旅

程，車子在這個被群山群海環繞的田野間穿

梭，漸漸的田野不見了，樹木愈形茂密，房

子逐漸稀少，但景色也越發美麗，彷彿置身

在電影塞德克巴萊的山中，今天山巡的目的

地是花蓮紅葉部落，穿山越嶺後，總算來到

這個夾在山谷中的小部落。巡迴車隨即以國

語及原住民語宣布巡迴車到達，請需要看病

的居民到廣場來集合。迎接我們的不是我印

象中一整群的原住民和部落，而是看到一個

原住民媽媽在寒冷的冬夜裡騎機車戴著兩個

小孩來接受巡迴醫療照顧。怎麼了？「這兩

天感冒流鼻水了」看著兩個五、六歲的小孩

光著腳丫在泥土地上跑，我不禁哭笑不得，

心疼地看著山巡醫師拿著聽診器幫小孩檢

查，內心卻想到在現今醫療如此進步的21世

紀，很難想像有醫療資源如此缺乏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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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了沒有藥房沒有診所，只有滿山的綠樹

和溪流以及久久來一次的山巡醫療！雖然看

個小感冒或是一些慢性病的追蹤在都市裡面

相當容易，但我想對於偏遠山區的民眾們就

像是久旱甘霖般的難得。雖然這次山巡只占

我行醫生涯短短的一天，但那絕幻美景和匱

乏醫療資源所形成的唐突經驗，我想會在我

心中留下很深的記憶。

精神與食糧的關懷─北花蓮近太魯閣

送餐服務

在都市長大的我，三步一超商，五步一

飯館，實在很難想像每天需要接受送餐的生

活；但是太魯閣這邊的獨居老人就是這樣！

拿著已經只有溫涼的便當走進獨居老人的

家，這是家嗎？三面牆一個屋頂加一扇門就

是一個家嗎？很多老人獨居，行動不便，久

未出門；當地購買食物又不方便，他們沒有

親戚同居，和好姐妹們又分散各處，門諾安

排的送餐服務成為他們生活唯一的依靠。每

天的送餐服務，不是提供他們生活所必須，

更是帶給他們外面社會的溫暖。我靜靜的坐

在老奶奶身邊聽她講述她的回憶，原來她是

原住民，家人許多都在美國生活，只有一位

也有嚴重糖尿病及精神疾患的女兒同住。家

裡還放著不少美國家人寄來的昂貴保健食品

及全家年輕時的合照。我心裡想，或許除了

送餐之外長輩們需要的不僅是吃飽而已，我

們還可以辦一些活動讓他們有機會懷舊重溫

故土，不只是在生理層面，我們還可以滿足

她的心靈和靈性。一天的送餐之旅很短暫的

結束了，不過長輩們留在我心中的歷史印記

卻是久久無法抹去。

感受醫療的溫暖─家訪服務

坐著衛生所的醫療車，跟著護理同仁到

收案家中幫忙換管，同時也探視一些慢性病

如中風、糖尿病和肺結核的病人。家訪在都

市的社區醫療也常看見，不過在花蓮這個醫

療資源缺乏的廣闊地區，家訪就相形更為重

要。往往在急性醫療結束後，漫長而持續性

的長期照護和家庭訪視就此展開。因為距離

和經濟的問題，他們無力到醫院接受醫療服

務；而更換導尿管、鼻胃管和氣切管這些對

於曾經當過實習醫師的我或許曾經覺得繁瑣

的基本工作，對於很多需要居家照護的病友

們卻是很珍貴的服務。有了護理同仁到家中

訪視詢問病況，必要時做基本的身體檢查和

更換管路，不只是病人的身體健康能得到較

為妥善的保障，整個家庭和心理層面也會有

較大的安心感。常常聽訪視的家庭都稱衛生

所的同仁為天使，我想在這個風景優美如天

堂的醫療荒地，他們的確是帶給病友希望和

溫暖的天使吧。

年輕的心與智慧的結晶─元氣站一日

服務

元氣站的設計，讓這附近的老人家在早

上的時間有活動可以參加。那個部落的老人

家幾乎都是原住民；我們這次辦的活動，是

讓他們可以運用毛線、色紙和水彩繪出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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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獵的圖（算是著色及美工）。途中看不同

的老伯伯老奶奶有著不同的創意，一邊討論

著年輕時的記憶。老伯伯對於獵犬的毛色及

槍的形狀比較執著，而老奶奶們則比較在意

衣服的編織花色，相當有趣。他們也都有一

定的好勝心，會互相觀看比較對方的作品，

相當可愛。而活動前的健康操及活動後的午

餐，也維持了他們的健康及提供交流的機

會。許多老人家住院或是生病，他們也都是

透過這個元氣站活動的出缺席得知的。雖然

大家住家的位置可能比較分散，但元氣站提

供了一個大家連結的管道，也讓他們多年智

慧的結晶可以在這樣的活動中得到發揮。

或許之後我不再有機會有這麼長的時間

待在花蓮，也或許沒有太多機會再接觸長照

或居家照護的部分，但是這段時間的經驗，

對我之後的人生及行醫之路，想必還是大有

幫助，也值得回味！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1年畢業，現任附設醫

院眼科部住院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

應徵資格： 具微生物學（細菌學優先）相關領域學門之專長，且有研究潛力
及教學熱忱者。

檢附文件：1. 國內外微生物學相關學門副教授二人以上推薦函。
　　　　　2.  被推薦人詳細履歷表包括完整學經歷、五年內著作目錄、三年

內代表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及研究教學計劃。

起聘日期：103年2月1日

截止日期：請於102年4月30日17時前將上述資料e-mail或信函送達。

信函請寄：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號7樓
　　　　　臺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主任室收

聯絡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話：(02)2391-5293

E-Mail：shuchunte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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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良誠

在
成大醫學中心，無論走到哪一個角

落，黃崑巖教授（註）留給這個中

心的，有形、無形的「精神」，都會很自

然的出現在我的腦海之中。自從2012年二

月，黃教授別世之後，生化所的何月仁教

授曾多次希望，我能夠為紀念黃教授正在

計劃出版的「黃崑巖教授的墨寶及書籤珍

藏」的書寫序。這件事，一直讓我耿耿於

懷很久。其實，身為黃教授多年的好友，

我是義不容辭的，何況，這也是件很光榮

的事。但是，不知為什麼，要為這麼一位

具備多方才華的黃教授寫紀念性文章，除

了自知中文的造詣欠缺之外，最擔心的

是，我似乎無法把他的一切好好呈現出

來，而且他還有許許多多好友，比我更有

資格寫。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就把他留

給我「個人」的三件事，大膽又不惴冒昧

的寫下來，並謹以此文，表示我對他的感

激、教誨與難忘的思念於萬一。

〈感激〉

對於醫學院的圖書館，黃院長確實花

了不少的心血。很多人都知道，黃院長非

常積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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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配合教育目標，主動出擊。它應該積

極擔任啟發我們思考，並賦與我們靈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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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問我說，他想在圖書館入口的牆面上，

貼上燒成陶瓷的希波格拉底的醫師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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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親

自寫了如下的「石泉廣場記」刻印在銅板

上，將其鑲嵌在這陶壁的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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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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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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做事也很有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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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這個有紀念性的廣場，不只讓我

們家人無限地感激，並且也已是每年七年

級學生，在進入實習醫師的第一天，做宣

誓時的經典場所；其教育意義及影響不只

在台南市，對全台灣也是既深且遠的。

〈教誨〉

1 9 8 4年，黃教授邀我一起參與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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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立刻

浮上腦際的是：當老師是一項「永無止

境的挑戰」，也需要「時時刻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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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看他「當老師」幾乎已成「生

活習慣」，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

校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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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只是「只限於某一領域的」專家

而已，這也是一項我常以認識這一位「益

師」、「益友」為榮、為幸的事實，也對

我多年以來，在「為人師表」的態度上，

引發了不少有用的啟示、勉勵與教誨的

作用。

〈難忘〉

在黃院長返台投入創院工作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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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讓我感到特別的窩心與難忘。有

一天他約我說，一週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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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 t來我的診所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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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Chen DS,  Eng 

H L ,  S u n g  J L .  C l i n i c a l  a n d  e t i o l o g i c a l 

studies of acute viral hepatitis in Taiwan. 

J Formos Med Assoc 1984; 83: 149-55）

做成幻燈片而作演講。Professor  Bennet t

對於1981和1982的兩年間，在一個地方診

所，居然可以收集133例急性A型肝炎、86

例B型肝炎和34例非A非B型肝炎帶原者的

急性再發炎病例，特別感到不可思議，而

做了很多討論和發問。這是我以地方診所

的醫師，在自己的小診所，並且在兩位大

教授（包括黃教授）面前，單獨以英文作

學術演講的第一次，因此至今不但回味無

窮，更是無法忘懷。

最後，我以感恩的心，寫完這篇序

文。至於我之所以會從心底這麼的懷念黃

院長，是因為他給了我他的「精神遺產」

以及他的「生活態度」。這些無形的遺

產，對我在中年階段，以及進入「初老」

之後的人生，可說影響深遠的緣故。

我行醫經過一段時間，到了中年之

後，有一段時期，老實說，對自己的「前

景」有些「茫然」，因此很想儘早「找

到自己」（ f i n d  m y s e l f）。很幸運地，

這時黃院長適時出現在我的眼前，也出

現在我的「生活圈內」，使我有機會和他

各自抒懷，也可從他身上看到、了解到，

「生活」要比「只求生存」更為重要的道

理；因為黃院長自己就是一位很懂得生活

的人。慢慢地，我開始領悟到，我個人在

「台灣」以及「故鄉台南」的「定位」在

哪裡。緊接著，又從他的言行舉止，以

及他所著多本書，如《莫札特與凱子外

交》、《醫師不是天使》、《醫眼看人

間》、《外星人與井底蛙》、《S A R S的

生聚教訓》、《黃崑巖談教養》、《我不

一樣的人生》……這些書的「書教」中，

進一步瞭解自己努力的方向以及能力的

極限。

文末，我謹以謙卑的心，想告訴各

位讀者，也很坦然地告訴在天上的黃院

長：「我自己知道，還好，我每天都在

努力。」

註：黃教授曾多次向我提起，他認為「教

授」的頭銜遠比院長的頭銜重要。因

為他是教授，才有機會當上院長，因

此，他對於有些人，一當上主任就急

著先冠上主任頭銜，而忘了他更重要

的教授的職責，對此他很不以為然，

因為他認為「教授的地位、職責高於

院長，更高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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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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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黃崑巖學長─兼談生死

文／李彥輝

美
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就在將要春回大

地之時，病魔卻奪去了台美人之精英

――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醫科

1959）。他之生平事蹟，眾所知曉，恕不再

提。

黃學長，我和他熟識於1950年新竹中

學，初一我選入全台有名之竹中合唱團男高

音時，時為高二之他於音樂老師蘇森墉之指

派下，擔任指揮。並於是年假新竹國民大戲

院舉辦「首屆竹中合唱團演唱會」，曾轟動

一時。後來在臺大醫學院醫科就讀時，他比

我高四屆，和我表兄沈友仁醫師（後任臺大

醫院副院長、小兒科主任）同班。1971年家

父退休來美探親時，曾去他華府家（其實住

在北維吉尼亞）作客（照片1,2）。1981年我

們家搬去大華府區，內人兼教喬治華盛頓醫

學院細菌科時，才較有往來。不久，黃學長

應成大夏漢民校長之邀，回台創辦醫學院，

一直到1993年臺大首屆民選校長時，我因黃

院長發表於景福醫訊「追求卓越」很切中時

弊，富於創新，乃發起服務於費城、德拉瓦

州及華府之校友（規定必須為任教大學，或

服務於研究機構具有同等資格者），登記通

過為第一號臺大校長候選人。不過後來因雙

重國籍問題，不願放棄美國籍而退出。當時

我還收到遴選委員會越洋來電，盼說勸黃院

長繼續參選；後來方知他乃全體委員，無異

議全票會通過之人選。

1971於黃學長府上―右起李宴芳老師、黃學
長（竹中1952）、許瀛旭藥理博士（竹中
1953，臺大藥學第二屆，北美臺大藥學系系
友會創會會長）、許夫人王清珠博士（臺大

藥學第一屆）。

1971年黃學長向新竹中學他之美術老師李
宴芳（右坐著，筆者先父，沈友仁教授之姑

丈）展示作品，他夫人謝惠美醫師也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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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我回台拜訪前臺大醫學院院長

黃伯超教授時，才知他已回美療病。2011年3

月我去華府參加美台公民協會年會時，本想

探訪，但受婉辭而不果。2012年2月20日由外

電得知，他離世享壽79歲。

3月1日告別式，雖接受遺孀謝惠美醫師

之邀請，但因星期四交通繁忙、來往不便，

乃請張貴洋校友（竹中1960）代表，在家屬

懇辭花圈、輓聯下，送上下列我撰寫之悼卡

以表敬思：

黃學長崑巖院長千古：

偉哉學長　醫改督成

誠慧健毅　為校爭榮

返台奉獻　造福南瀛

創建成醫　受人贊頌

北美新竹中學校友會創會會長　李彥輝　

暨北美校友　　　　　　　　　　　

同敬悼　2012.3.1

最後想對生死提出我之看法，大家常說

到不知生、焉知死？各種宗教均有不同之解

釋，但我認為「Passage of life」之觀念，深合

我意，也就是我們在今世有如「人生」旅途

中間之停車站，不知來自何方，更不知去向

何處。親朋離我們而去，或因在此世界任務

已完成，受召去他世界或有他工作等待也不

一定。末了附上我之近作，中英對照之歌詞

「前世今生」來作本文之結束：

「前世今生」李彥輝作詞（2012. 1. 23）

誰會說沒前世今生？

怎麼嬰兒生下就哭　人死親人哭斷腸

誰敢說沒前世今生？

沒聽過耶穌會顯靈　西藏喇嘛會轉世

誰能說沒前世今生？

莫札特五歲能作曲　神童通多種語音

誰聽說沒前世今生？

靈異事件層出不窮　小孩會說古方言

既如此活在當下吧！積多功德求永生

Many Masters, Many Lives (MMML) Lyrics-

Franklin Lee (2012.1.23)

Who can say no such MMML? Baby born crying, 

but people sobbing over death

Who dare to say no such MMML? People heard 

resurrection of Jesus, reincarnation of Lama

Who could say no such MMML? Mozart 

composed at age of five, genius child mastered 

many languages.

Who never hear such MMML? Occurrence of 

numerous mysteries, kid could speak ancient 

dialect.

Since such let us live at the moment! Build up 

many deeds toward eternal life.

※作者轉載2012.3.21太平洋時報。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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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五年前，我的朋友鄭清茂教授（前東

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健檢時，得悉他

的PSA高達一百多，醫生馬上就知道他得了前

列腺癌，馬上給他做荷爾蒙治療，幸運地，

他仍然健在。可是王敏昌這位當年發現PSA檢

測法的台灣之光的人物，卻在2009年4月，被

查出得膽管癌。醫生說：「他可能祇有二個

月的生命。」但是一直期待台灣人出頭天的

王敏昌，並沒有放棄希望，他跟病魔頑強搏

鬥了三年零三個月之後，於2012年8月4日清

晨投入上帝的懷抱。

雖然王敏昌是因病而逝，不像菲律賓國

父黎剎為愛國而壯烈犧牲，但是我相信王敏

昌之熱愛他的祖國―台灣，正如黎剎之熱愛

他的祖國菲律賓，現在他們都到了「沒有暴

君，也沒

有奴隸，

那裡親善

和睦，一

切統於上

帝。」的

天 國 去

了。

王敏昌過世後，準備葬在可以看到太平

洋，遙望故鄉台灣的海邊墓園，表示他對台

灣至死不渝的愛。他並不孤寂，因為另外二

位台灣文化之光的人物，一位是音樂大師陳

泗治，另一位是美術收藏家許鴻源博士，也

是葬在同一墓園。

我在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敏昌夫人葉秀

卿女士，當時她就讀臺大外文系，是學校的

風雲人物，而我的室友剛好也是心儀她的人

之一。她一生最聰明的選擇，就是選擇王敏

昌這位剛毅木訥的夫婿做她的終身伴侶，我

相信她之選王敏昌絕不是因為他會寫情書，

而是他的才氣與品德；但是王敏昌在去世前

不久給夫人葉秀卿所寫的「情書」，可以跟

黎剎逝世前所寫的（訣別詩）一樣的感人落

淚。

認識王敏昌，大概是1995年，56歲提早

退休從紐約州搬來南加州之後的事。他因為

心臟有心律不整的毛病，所以提早退休。他

之所以搬來南加州，除了天氣之外，南加州

是全美國最靠近祖國台灣的地方，方便他們

每有重要選舉，必定返國投票的習慣。

從此南加州台灣人社團的活動，不管是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我所持的信仰我己經守住了。」（摘自聖經提摩太後書）

文／林衡哲

王敏昌與葉秀卿夫婦

（太平洋時報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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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動還是文化活動，都可以看到他們這

一對伉儷的身影；海外台灣人社團之所以能

夠萌芽茁壯，就是靠無數像他們這樣無怨無

悔地奉獻的純真的台灣人。

在北美洲要找到支持台灣政治獨立的同

志很容易，但是要找到也同時關心台灣文化

獨立的同志卻很不容易。而王敏昌伉儷，可

以說是我難得的文化知音，因為他們也很喜

愛台灣文學與台灣音樂。我們有許多共同的

朋友，例如林俊義、東方白和蕭泰然等，我

們會一起去欣賞蕭泰然與林昭亮的音樂會，

那一段是我們友誼的黃金時代。

1997年我回門諾醫院，順便在醫學院

教「醫學與人文」課程，王敏昌伉儷每次為

了台灣選舉回國，他們一定會來看我，並參

觀「望春風出版社」。我最感動的是，他幾

乎看過我們出版的每一本書，並會介紹給親

友。他們夫婦因為認同我們「有第一流的文

化，才能創建第一流國度」的理想，他們也

慨然加入望春風同仁的行列，我從內心深處

感激他們。

而我每年暑假返美，也都會與一些老朋

友黃哲陽、林錦松等到王敏昌家高談闊論，

每次都受到他們伉儷熱情的招待，盡興而

返；直到2011年看到他削瘦的身影，才開始替

他的身體擔心。

祗要贊成台灣獨立的理想，便會成為王

敏昌伉儷最好的朋友，例如中國人的曹長青

和美國人的Jerome Keating都變成了他們最好

的朋友。

2008年台灣大選之後，王敏昌伉儷邀請

曹長青和親友吃飯，我也應邀做陪，那是一

次難忘的愉快聚會，一點也看不出他有生病

的跡象。我很高興，這次台灣人社團接受曹

長青的建議，成立全美的治喪委員會，悼念

這位默默耕耘熱愛台灣的英雄人物。

王敏昌的美國好友Jerome Keating最近

在夏威夷發表一篇有關「台灣認同」的文

章，其中有一段他說：「Hopefully it will 

have a Taiwanese Scholar who Emerson in his 

American Scholar address helped the USA break 

it’s cultural dependence on Europe.」（我期待

將會有一位台灣學者，像愛默生的「美國學

者」這篇演講，幫助美國打破對歐洲文化的

依賴）。也許因為王敏昌父親是二二八的受

害者，他的「台灣意識」在出國之前就很濃

厚，因此我立刻聯想到，Keating所期待的這

位台灣學者就是王敏昌，愛默生的「美國學

者」是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曾掀起美國新

英格蘭的文藝復興浪潮。現在王敏昌已回到

天主的懷抱，Keating一定期待我們大家以王

敏昌精神，去打破台灣對中國文化的依賴，

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過去杜聰明和李鎮源所領導的「蛇毒傳

奇」以及宋瑞樓、廖運範、陳定信等人「B型

肝炎疫苗」的研究，以及何大一主導的「愛

滋病雞尾酒療法」和王敏昌十年苦功發現的

PSA等，都可以說是台灣人對世界醫學界的

重大貢獻。他們都是我們台灣之光的歷史人

物，因此他的去世，特別值得我們懷念。

王敏昌生於1938年，仙逝於2012年，享

年73歲，他確實是一位台美人的典範人物，

他已經走完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旅程，他在醫

學上的研究發明，不但貢獻於美國社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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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貢獻於全世界；而他對祖國台灣的永恆的

愛，讓他退休後，以全副的心力，在推動台

灣的民主運動與文化運動。「老兵不死，祇

是凋零」，因此王敏昌的精神仍然活著；他

所發明的PSA，每天仍然在挽救全世界無數

男人的生命。他有相當完美的人生之旅，他

有卓越的事業成就，完美的妻子和完美的兒

女，很多知心的朋友，晚年經常到世界各地

遊山玩水。如果說他的人生有什麼遺憾，那

大概是他對他摯愛的祖國――台灣，懷抱三

個未完成的夢：

（1）台灣尚未變成台灣人的台灣。

（2）台灣尚未變成真正民主的國家。

（3）台灣文化的時代仍未降臨台灣。

讓我們大家努力，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

夢，以便讓他早日在天國安息。

※作者轉載林衡哲部落格。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台北醫

學大學兼任臨床教授）

臺大醫院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
誠　徵

人才培訓中心　研究助理一名

條　　件：1.護理、醫務管理、生物學相關科系畢業【碩士（含）以上】
　　　　　2.英文能力：聽說讀寫中等 
　　　　　3.具備文書處理及統計分析能力
　　　　　4.善於溝通協調

工作內容：1.辦理臨床試驗中心各項教育訓練業務
　　　　　2.臨床研究護理師學分班業務
　　　　　3.管理臨床試驗中心線上課程事宜
　　　　　4.辦理臨床試驗中心交辦業務

工作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之1號（臺大護理學系）

計畫名稱：行政院衛生署國家級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中心計畫

意者請將學、經歷及自傳寄送至劉小姐107804@ntuh.gov.tw；請於主旨註明
『應徵_職務名稱_自己的姓名』，採隨到隨審。

截止日期：201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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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之　歌
文／黃英峰

令人心疼的妻子

今晚妳又穿街過巷地奔走

妳為什麼這樣孤單

腳步為何如此匆忙

隻身的孤影是為誰而去

天氣陰冷　寒風蕭瑟

雖然妳的衣服單薄

妳熱切的心

和手提袋裡為我帶來的飯菜卻是溫暖的

從天上下來的天使正在醫院的窗口等候

她們展開潔白的翅膀

準備乘風帶我回去在星河的故鄉

我的呼吸急促　脈搏緩慢

倘若妳趕回病房時

我驪歌的帷幕已拉起

請妳輕輕地握住我的衣袖

只要輕輕地

因為　夜色沉重

妳緊握的不捨會增加夜色的濃鬱

使我不能輕輕地上路

我只是一個小旅人

在這人間世界偶然與妳相遇

轉眼幾十個寒暑

該是收拾行囊的時候了

我將帶走妳的溫柔

裝滿整筐的回憶

留下一片真情

讓它停泊在妳心海的碼頭

不要為我傷悲

不要為我嘆息

讓我們高唱讚美的詩歌

雖然我年老的心弦已陳舊

我心跳敲出來的每一個音符卻是清晰的

我的臉龐因久病而蒼白

淚珠未乾的痕跡更使我的面容顯得憔悴

可是　它卻散發著感恩真摯的光輝

今晚的天空萬里無雲

繁星點點像萬家燈火

啊　我的星河故鄉

起初孕育我的伊甸園

不是因為您 我才擁有一顆純樸清澈的心靈嗎

不是因為您 我才能超越塵世的滄桑與煩惱嗎

打從我是胎兒

在母親溫暖的胎水裡

我就感受到那種漂浮沒有牽掛的悠然

就像現在

在靜靜的夜裡遙望那迷濛的星河

我也同樣感受到那種無牽無掛的悠然

將來的某一個夜晚

當我仰望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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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遙指銀河星系告訴同伴這裡發生的故事

你知道春夏秋冬嗎

你知道風和雨嗎

風說

他的名字叫自然

青山是他的枕頭

白雲是被褥　田野是臥床

孤獨是他最好的伴侶

你見過雨嗎

雨說

她是一種沒有影子的纏綿

一種失落

像花瓣脫離枝椏而墜地的那種失落

多少日落黃昏

我帶著診治病人的聽診器和藥品

奔馳於田野間的小徑

把煩瑣拋在腦後

把藍天貼在胸前

我跟著風走

風也隨著我轉

我給風定了方向

給彩霞多了一層意涵

鳥鳴的旋律是我歡聲歌唱的序曲

溪流的呢喃是我呼吸起伏的節奏

你說　這是多美的故事

我走了

再見吧　我的妻子　我的病人

所有關心愛我的人

下一季

當菜花再飄香的時候

你是否還記得溪邊那純樸的腳印

當稻浪再翻騰的時候

你是否還想起風裡那溫馨的叮嚀

當竹林再搖曳的時候

你是否還懷念夜裡那悠雅的琴音

當雲朵再凝聚的時候

你是否還望著溪流裡的雲影沉思

水有三重生命

他堅如磐石的剛毅不畏萬里山河的冰封

他川流不息的溫柔撫平生離死別的傷痛

他化作一道輕盈

向上昇華

觸及上帝的臉孔

溶入另一個世界的天空

註：本文為作者紀念父親而寫。作者父親：

黃崇敏醫師，1941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

學專門部畢業，在嘉義縣溪口鄉行醫五

十幾年，2009年辭世。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為家醫

科醫師於洛杉磯行醫）1943父親與母親於嘉義市家門前的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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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辣椒‧一瓶紹興‧四大皆空

文／莊錦豪

學
生時代可以追憶的事情不少，但是能鮮

活地存在記憶中，且不時取出來和朋友

分享的事件，其實不多。筆者1976年畢業，

畢業前的intern night，活動細節多已失憶，

但是師長的兩件創舉，令人畢生難忘。第一

件是眼科柯良時教授，請餐廳準備一碗辣椒

及一瓶紹興酒，並請我們這一屆intern推派

代表，和他較量，看誰先吃完一碗辣椒或喝

完一瓶紹興酒。當時的小紅椒，一小片就夠

嗆人，何況是上百條夠辛辣的辣椒堆滿一個

飯碗。同班代表理所當然選擇紹興酒。比賽

前，沒人敢相信有「人」可以在這麼短的時

間內，吃完那碗辣椒，更何況這個人是我們

的老師！結果高下立見，當柯P一口氣吃完那

碗辣椒的一刻，我們的代表還在為尚未喝完

的半瓶紹興，努力「加餐飯」。柯P的豪舉，

所以令人難以忘懷，大半原因是出乎意外的

挑戰，並帶有豪邁的氣慨，這在當時受日本

教育遺風，以敬酒多寡衡量尊師重道程度的

年代，仍屬相當突破性的一舉。當然，師生

間的藩籬，瞬間打破，一時兄弟般豪情，令

晚生一輩子難忘。

第二件事，雖然沒有前面一件聳動，

但是像先知般的告誡，仍令人回味無窮。筆

者畢業的年代，選擇內外婦兒四大科，是理

所當然的事，大醫師走大科救病人，有書生

報國的豪氣，更有史懷哲般救人為職志的骨

氣。偏偏在intern night，有一位婦產科的老

師王耀文教授，講了「不合時宜」的話，他

說：「你們年輕人都喜歡走四大科，可是40

歲以後，你們就會後悔！」斯時，血氣方剛

的我們，實在聽不下去。以筆者為例，當年

申請臺大醫院外科部當住院醫師，成績若不

在全班20名以內，門都沒有。我們有的是像

許書劍、洪啟仁、陳秋江、魏達成等等令人

折服的role models，曾幾何時，四大科走到四

大皆空，王教授當年的一句話，竟成先知般

的預言，不教人擲筆三歎也難！

當時聽不下去王教授的告誡，自然也

沒有細問，為什麼他會這麼說。在有公勞保

尚未有健保的年代，保險給付對四大科醫師

執業還沒構成問題。筆者推測，王教授當時

已近耳順之齡，體力漸衰退，還要在晚上接

生，所得不如五官科或其他開業醫師，加上

教育普及，民眾意識抬頭，醫療糾紛逐漸形

成氣候，同事間被告賠錢，迭有所聞。當時

我所尊敬的醫師，也不乏有醫糾賠錢了事的

紀錄。

時空轉移，醫療事業變產業，四大科

「做空」勝於「做多」。201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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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鄭守夏所長，到高雄

與中南部區域級以上醫院的院長、副院長，

就四大皆空的問題，提出討論，希冀擬出對

策。筆者雖然參與，也提出建言，但除了令

筆者追憶王教授之預言，走出討論會場，望

向天空，看到的仍然是短期無解的空。自筆

者畢業35年以來，醫療的演變，一路不利於

四大科的發展。介入性治療的發展，搶走外

科耀眼的一刀救命的光芒；出生率的一路走

低，已注定婦兒科走下坡的命運；老年人口

的增加，是內科發展的契機，但是多重疾病

的糾纏，長期照護的難解，及不時冒出的新

病，成醫糾的溫床。刑法的箝制，輿論一昧

同情病人的報導，讓四大科醫師活在大悶鍋

裏。

筆者能力有限，只能書生論政。針對四

大皆空問題，淺見有三：1.高風險又勞力密

集的四大科，健保給付與承擔的風險需成比

例；2.政府拋出的每一良策，多與四大科醫師

攸關，譬如支援偏遠地區或離島，在多數醫

院醫師人力吃緊時，調派人力常構成四大科

醫師的怨言，政府是否能就地取材，而非楚

材晉用，實應好好考量。譬如像澎湖，就不

缺開業醫，但缺乏願意在醫院值班的醫師；

3.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醫病關係的不對等，

發生醫療糾紛時，輿論常常批評醫醫相護，

病人敗訴，但有多少人細究，醫生搶救病患

的原始動機，及偶一失手的不被寬恕。特別

是不論健保或民間保險，多把發生在醫院的

問題，拋給醫生解決，少有規範病人之舉，

這令筆者想到我們的老師，成大醫學院創院

院長黃崑巖寫的一本書「醫師不是天使」，

書中提到「一般輿論常關心醫師的良窳，但

鮮有人討論如何做一個好病人。如果不做好

病人，往往從今日發達的醫療享受不到最大

的好處，吃虧的還是病人，怎可不多加省

思？」

好醫師與好病人，彷如伯樂與千里馬，

缺一不可。想解除王耀文教授當年的預言成

為四大科的魔咒，醫病必需同心，四大科才

能中興！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6年畢業，現任高雄長

庚紀念醫院副院長）

『2013年臺大醫學院院慶週暨北美校友會第33屆年會』
舉辦日期：102年4月12日至4月14日
舉辦地點：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詳情請洽景福基金會　黃秀麗 02-23123456#67353
　　　　　　　　　　徐苑儒 02-23123456#66370
　　　　　　　　　　呂雨珊 02-23123456#88925

告公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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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人 生 旅 程

文／蔡棠連

我
出生於南台灣的一個小漁村―新塭，當

時還是日本統治的時代。交通不便，大

多數居民以養魚維生。我們家也不例外。

小學四年級時，從學日語轉成mandarin。

1947年我從新塭國小畢業，父親希望我能進

入好的初中，但是交通是一個大問題，當時

沒有bus，而他選擇的學校是台南一中。他只

好用腳踏車載我到塩水，換小火車到新營，

然後再換大火車，才能到達台南市。

一趟共須三個小時半以上。我還算運氣

不錯。考入台南一中。當時還算是南部最好

的中學之一。所以我12歲就開始離家在外寄

宿上學。

念小學時台灣發生228事件，中學時又逢

白色恐怖時期，很多同學有機會能出國的都

紛紛出國。

1954年我很幸運的考上臺灣大學醫科。

在校時有緣認識正就讀於臺大法律系的未來

終身伴侶，於1960年結婚。

婚後育有兩男三女。兩男二女從醫，一

女從事法律工作。

1 9 6 1年我從臺大畢業，在馬偕醫院

做了一年小兒科。 1 9 6 2年到人地生疏的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當intern。經過一年

的掙扎才算把語言問題解決。

在美第一年做rotating intern時，有一段有

趣的經驗，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一個小病

人才12歲，發高燒，他的家庭醫師看了一個

星期不見好轉，後來因convulsion，送到急診

處來。我接了病人做physical examination後，

發現有stiff neck。我suspect是meningitis，因

為我在台灣己經看了很多這種病例。所以做

了spinal tap後，發現有pussy spinal fluid。所

以我診斷為meningococcal meningitis。我開了

antibiotic後一星期，spinal fluid就clear up了。

這種病例當時在美國很少看到。我感到很意

外，但比我更意外的是那些大醫生們，他們

怎麼也想不到這個不太會講英語的傢伙會比

他們懂得多呢？

一年後我轉到Reading, Pennsylvania的

一家Community Hospital做了兩年的Family 

Practice Residency。我那時就把家屬從台灣

接來。

做完residency以後曾經考慮回台灣，在

我老家開業服務鄉親。因五年exchange visitor 

program未完，就搬到Williamsburg, Virginia。

在那裡的Eastern State Hospital做Medical 

Consultant。一年後我回到Pennsylvania和

New York State接受Psychiatric Residency的

Training。Training完時剛好台灣退出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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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臺大醫院的同學相繼來美國。我因考

慮到孩子們回台後上學問題，回鄉的念頭

一再延遲。1968年訓練完後我繼續留在New 

York State。1977年我通過American Board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certification。

我繼續服務於New York State System。有

機會在NewYork system內不同醫院，不同地

方服務，因此我學了很多人文地理。也因我

常常搬家，五個孩子五個出生地，老大出生

於臺大、老二出生於我老家―新塭、老三於

Reading, Pa.、老四於Williamsburg, Va.、最小

的兒子在New City, NY。

1979年因孩子們一個個開始上大學，學

費負擔沈重，我take a leave of absence暫時離

開紐約到Michigan服務，有三個children也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上undergraduate。

1985我再回New York State直到1993年才

退休。退休後在Ann Arbor, Michigan一直住到

現在。

已近晚年，雖然人在國外，心卻在

台灣。朝暮想念的還是故鄉。每從電視看

Olympic開幕典禮時，總是很興奮的看到台灣

的運動員，但卻聽不到台灣的名字。令人無

限感傷！

2011年是我們醫科1961畢業50週年的年

慶，大部份同學都回校參加慶祝會。

以一首英文詩做記念：

I came from a place where people fish

God grant me the schooling I wish

From Tainan First Middle School to NTUMC

Over 50 years ago I finished

Curiosity led me to the idea

To see the world and to come to America

Though not equipped with fluent English

I landed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 new way of life in a far away land

New people new places and things at hand

Moving from state to state

Doctoring patients and helping their minds to understand

New century plus a decade arrives

My five children have their own lives

Getting old and longing for my beloved homeland 

Waiting for the recognition of its proper name to arrive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在與夫人

同住在Ann Arbor, Michigan, USA）
2011年，我與夫人在Europe river cruise時在
船頂，天亮時匈牙利的首都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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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跌倒，難逃骨折
─照護媽媽住院之感受與感謝─

文／陳滋茨

年
初四，家人陪媽媽在樓下散步，走

得好好的，忽然向前撲；雖然拉住

她的左臂，她繼續向前撲倒，右手臂著

地。因疼痛厲害，送急診檢查，發現右

手臂近肩部的肱骨頸骨折。

醫師初步評估，需要手術。由於她

有心臟病、高血壓…等病史，而且年近

9 0歲，能否承受手術、全身麻醉及術後

合併症的風險，實在令人擔心！

急診醫師解釋：已經請骨科教授看

過片子，也知道其慢性病史。評估之

後，仍建議手術。接著解釋X光片上骨折

的情況，接受手術與否，會有的不同癒

後情況。他讓我們有合理的時間商量、

做決定。並告訴我們，林教授的專長正

是這個領域。

一聽到需要手術，我閃過的念頭

是：糟了！離開臺大醫院這麼久，不知

道要找那位主治醫師才好？聽到急診醫

師的解釋，才知道臺大醫院這些年來已

經有了改善。讓病患及家屬不需要在這

緊急的時刻，還要傷腦筋去找「這個領

域專長」的主治醫師。

本來媽媽認為年紀這麼大，不想開

刀。考量到她的情況，風險性的確較

高，我們也不敢貿然幫她作決定。但是

她一動就痛，假若不能接受手術治療，

疼痛還會持續幾個月之久。最後，媽媽

自己決定要接受手術。於是辦理住院手

續，安排次日手術。

問題又來了：誰能繼續待在旁邊照

顧？！媽媽下午跌倒，忙到現在已接近

深夜12點，我們早已疲累不堪！

經向病房護士打聽，才知道醫院與

四家看護中心有合約，可代為聯絡照顧

服務員來照顧。我鬆了一口氣，醫院這

些年來作業上變得更貼心！

十多年前，爸爸住院時，第二天仍

須上班的我，是到公用電話亭去尋找看

護中心留下的名片，一一打電話去找，

既不知照護者的素質好壞，也只能硬著

頭皮接受。

第二天，負責手術的醫師一大早即

到病房，向我們解釋X光片上右臂肱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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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骨折的情況。並說明他了解媽媽的風

險，但手術與否，癒後大不相同，他會

特別留意整個手術進行時間。並告訴我

們，手術前會請麻醉科醫師審慎評估。

聽 了 醫 師 的 說 明 ， 我 的 心 篤 定

許多。

終於等到進入「手術等候區」的時

間，麻醉科劉醫師在那兒跟我們見面。

他仔仔細細的翻閱病歷、詢問媽媽

的疾病史、年齡，發現體重太輕、口腔

內有三隻搖搖欲墜的牙齒…，考慮到全

身麻醉的風險、插管時那三隻牙齒會脫

落…，他決定採用「區域麻醉法」，讓

病人在不疼痛、鎮定的狀態下進行手

術，全身麻醉會放在最後，萬不得已的

情況才進行。

有了麻醉醫師的說明，我的擔心減

輕了。

術後，在加護病房見到正在接受輸

血、全身都接上監測儀的媽媽。她是清

醒的，說起手術中她能聽到耳邊器械的

聲音，勉強睜開眼睛，看到了好幾位手

術醫師，骨折處不覺得痛，心裡並不

害怕！

這種「區域麻醉」真太厲害了！

這次照護媽媽住院的經驗，讓我感

受到的是：

經由醫師充分的解釋，讓病人及家

屬因了解而能做出恰當的決定。這點我

覺得非常重要，畢竟要接受手術的是病

人本身，當她決定接受手術時，她的心

裡也同時做了準備！

經由麻醉醫師審慎的評估，採用最

適合病人的麻醉方式，讓風險性高的病

人，也能安全度過手術、麻醉的關卡。

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監測生命徵

象，不時給病人打氣，減緩其不適。病

房的護理人員、書記…儘管忙碌，我都

能感受她們助人的誠意。出院前，接受

物理治療師的指導，學會了如何協助病

人走步，避免再次跌倒。醫院的行政作

業，也更能設身處地替病人著想。

衷心感謝這麼棒的醫護團隊！不僅

具有精湛的專業素養，更讓人感動的是

他們的仁慈的心與助人的誠意。

後記

骨質疏鬆並不罕見，不跌倒就是贏！

老人跌倒，難逃骨折！

真正跌倒的老人，並不是那些躺

床、坐輪椅的老人。

反而是那些還能走動的老人，較常

發生意外！

家有年長者的我們，尤需注意！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71年畢業，曾任附

設醫院骨科病房護理師、母校護理學系社區

衛生護理組講師，目前專心於習練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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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SN變身美國Oncology Queen
―臺大護理學系系友謝吟雪學姊之經驗分享

文／郭軒如、陳慧萱、盧萱錡、黃貴薰

謝
吟雪學姊，一個來自台灣新竹，曾經不

太敢跟別人說話的小女孩，卻在臺大護

理學系畢業後，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附設

醫院的腫瘤護理師，而且一待就是四十年！

學姊選擇腳踏實地於臨床持續奉獻自己，更

在退休後每年都回到台灣做癌症防治和身心

靈的推廣！學姊答應黃老師的邀約，願意和

我們這些小學妹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在此將

當天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希望有更多人能

由學姊獨特的經歷中獲得一些方向和不同的

想法。

重修的「卷姊」

不同於許多人，學姊當時便以護理學系

為第一志願。憶及臺大護理學系的教育，學

姊覺得獲益良多！當時的余玉眉教授非常重

視對人心理層面的關懷，學姊非常認同於此

價值觀並於往後的工作生涯中持續實踐！

學習過程中總是會有一些波折！面對

基礎醫學科目時學姊就曾經有無法得心應手

的時候，解剖學就令大一的學姊頭疼，大二

甚至重修過藥理學，但是學姊也因此有一次

機會更有系統地複習，並奠定未來穩固的基

礎，後來甚至在大學期間還得過書卷獎呢！

在社團方面，學姊參加醫療服務團，寒

暑假常跟著同學一起到偏遠地區服務，在過

程中也學到很多，學姊呼籲學弟妹在大學時

可以多嘗試不同的社團活動，增加許多課外

經驗，甚至可能成為未來工作上意想不到的

資本。

大學求學對護理的美好經驗，讓學姊體

會到當護理師的價值：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

人，並從中學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也因此決

定了一定要從事臨床第一線工作的方向。

Make Friends! Don’t Make Enemies!
因緣際會下，學姊有機會到美國開始

一段全新的護理經歷。剛到美國擔任護理師

的時候，如同許多人，語言也曾困擾學姊，

其中她覺得最困難的是辨別病人的名字，甚

至因此鬧了許多可愛的小笑話。曾經，病房

護理長還開玩笑地叫學姊應該回去學校唸英

文，學姊的回答令人莞爾：“I don’t need to 

系友謝吟雪學姊、護理學系戴玉慈教授與作

者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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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back to school to learn American names!!＂

擔任新進人員的學姊覺得工作負擔常使

自己忙不過來，後來，學姊發現和工作夥伴

建立良好關係是有效降低工作壓力最好的方

法！建立良好關係首先便是主動示出善意，

例如：聖誕節時學姊和大家分享自己親手做

的炒飯炒麵，讓大家感受到溫暖，也讓學姊

贏得了許多友誼。此後，同事間總是能互相

幫忙、分擔彼此工作壓力。

哥倫比亞大學附設醫院要開新的腫瘤科

時，都沒有人要去，而學姊自願去，後來從

此就一頭栽進腫瘤領域中。在談話過程中，

學姊提到了一個她在美國的稱號，令我們印

象深刻！「Oncology Queen」是一個腫瘤科

醫師給學姊的稱號，對於常要打針、放置靜

脈導管的腫瘤科，精於技術的學姊儼然是大

家的救星。學姊說這些基本功的養成要歸功

於畢業後在臺大醫院兒科三年紮實的工作訓

練。

對於技術，學姊認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

工具之一，在臨床給予同事協助，也能給予

病人更完善體貼的照護。在技術之外，學姊

同樣沒有忘記在學期間所學到的以病人為中

心之護理。學姊提到國外有個有趣的現象，

病人往往會指定熟悉的護理師為主要照顧

者，學姊無微不至的照護贏得了許多病人的

信任，許多病人甚至會在入院前先以電話詢

問院方，護理師Linda（即謝吟雪學姊）是否

上班，若沒有則病人願意明天再來！

依著在腫瘤科服務多年的經驗，學姊為

了給予病人完整連續的照護，自己向護長自

願上12小時的班，此12-hour rotation的建議後

來推行到整個醫院。甚至，2007年臺大醫院

訪問學姊後，也將院內的腫瘤科調整為這種

輪班模式。

學姊最後再次強調，不管是在國外或

國內，進入職場後最重要的就是那句他在國

外實踐多年的：“Make friends, don’t make 

enemies!＂

Enjoy Work, Enjoy Your Life!!
訪談的最後，學姊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

建議。

關於工作，學姊以自己親身的實踐為我

們演示了“To care patient as a whole person, 

and patient-centered care!＂。回到台灣後，曾

有一次學姊陪家人到醫院就醫，觀察到台灣

醫院的護理師居然一進來就一副要工作的樣

子，在美國護理師接觸病人的第一件事一定

是先eye contact及親切問候，學姊期許我們可

以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近年來，學姊利用退休生活旅遊了

多國，也分享了“Being a nurse is not your 

everything＂的哲學！學姊熱切地說：你必

須去嘗試很多工作以外的事物！這樣才不容

易彈性疲乏。拓展國際視野以外，學姐也到

社區大學學很多才藝，如：舞蹈、電腦、游

泳、鋼琴等。

總結，給予病人最好的照護之外，也要

記得好好照顧自己：“Enjoy work, enjoy your 

life!!＂

（作者郭軒如、陳慧萱、盧萱錡係母校護理

學系2012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護理師。作

者黃貴薰係母校護理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

母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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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感動成為心中的種子，

開出一朵朵美麗的花

文／陳賓信

是
那最初的感動，一直留在心中，鼓舞著

我向前走。

還記得三年級時第一次參加臺大醫服團

的服務隊，在那個晴朗的午後，一如我充滿

期待愉快的心，來到了台東縣達仁鄉，開始

了我們的相遇。

第一次到安朔村家訪，拜訪了一位可愛

的vuvu，家裡只有她和另一位鼻咽癌術後的

兒子，其他小孩都在外縣市工作。vuvu大部

分時間都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偶爾還需要幫

忙兒子進食的問題，vuvu年紀大了聽力和視

力都不好，日常生活及與人溝通都不像平常

人那麼方便。我們盡力用著vuvu不熟悉的國

語，想和vuvu說好大一包的藥袋該如何吃，

醫服團全體成員（包括醫療組、家訪組、國小組、文化組、生活組、隨隊醫師、技術員、藥

師）在台東縣台坂國小司令台前合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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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vuvu說血壓有點高應該要注意，vuvu也

很努力地想聽懂我們說的話，但是過程仍令

人感到挫敗。即便如此，vuvu一直都帶著笑

容，跟我們說謝謝，謝謝我們去關心她這樣

的老人家，vuvu的笑容讓我們感到小小慚愧

卻也十分溫暖。好喜歡這位可愛的vuvu，與

她的相遇和相處讓我十分驚喜和感動，離開

之後心裡卻也有些許複雜，不知道這些對於

vuvu是否真的是有幫助的？會不會反而打擾

到人家呢？喜歡著vuvu，好希望自己可以做

些什麼能夠對她有所幫助。

之後，我們到各個部落拜訪了更多的

家戶，和許多村民聊天，量血壓、血糖和衛

教；也會到各國小和小孩們在兒童健檢園遊

會時一起練習刷牙、一起奔跑；晚上會在活

動中心做衛教晚會，準備許久的教案，希望

可以將衛教知識傳達給村民；每天、每次和

村民的相處，都讓我十分期待與快樂，感受

著人與人之間相遇時那份單純的喜悅，同時

在與村民分享交流中除了滿滿地收穫，也開

始反思我們所做的事以及所謂的服務，這一

些都在營隊的幾天之中，沉甸甸地累積在心

裏，滿滿的感動和許多未解的問題。但總是

在這營隊的過程中我喜歡上了這裡，喜歡著

這塊土地，喜歡著這片天空，喜歡著在這裡

努力生活總是真誠熱情的可愛村民們，我在

這裡獲得的是如此多，是否我們也可以為這

個所喜愛的地方去努力做些什麼呢？相信不

只是我，從前到現在，甚至是未來的團員們

都會帶著這份感動繼續往前走。

就這樣夏天過去了，迎接而來的是一年

又一年，我慢慢開始從新手到幹部，可以更

加參與醫服團的工作，慢慢深入了解醫服團

起源和發展，也有更多對於服務隊的思考。

到今年有幸擔任團長，可以和所有夥伴們，

一起努力，一同走過許多的困難和歡笑，我

們不斷地調整，希望從嘗試和經驗中去尋找

未來的方向。

臺大醫服團的全名是「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學生社會服務團」，在1977年時由陳

臺大醫服團在台坂村活動中心舉行團體衛教

晚會。由家訪組負責團體衛教內容籌劃並表

現，國小組亦派團員協助血壓血糖測量。醫

療組則在場外進行義診。

2

家訪組團員在家訪過程中幫忙量測血壓、血

糖，並做紀錄。同時關心居民生活起居，並

加以適當衛教，盡力做到陪伴以及關懷的角

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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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北教授與當時仍是醫學生的林聖哲、黃宗

岳、季瑋珠等人成立「臺大醫代會服務部

（醫代社服）」，1990年時改制成學生社

團，我們不僅在學期中舉辦各種平時服務，

如這幾年的自閉症大朋友出遊、臺大醫院兒

童病房晚會、精障病友出遊、新店溪洲部落

家訪及課業輔導，也在暑期組隊前往偏鄉，

與臺大醫院、當地衛生醫療衛生單位合作，

提供偏鄉醫療衛生服務，內容包括義診、家

庭訪視、衛生教育宣導及國小生活營等。從

以前到現在，醫服團到過許多地方，2002年

的夏天，由於南迴線醫療資源缺乏的困境，

醫服團與臺大醫院合作，來到達仁鄉，開啟

了醫服團與達仁的故事，希望可以利用我們

所學和一些小小的力量，參與並回饋這個養

育著我們、我們所愛的土地。

而2012年7月，我們再度回到達仁鄉，同

樣希望可以在過去的經驗與架構下能夠持續

反思，從與部落的分享，調整腳步，做得更

多、更好，更貼近居民的需求。這次服務隊

在醫療組、家訪組、國小組、文化組、生活

組，加上隨隊醫藥師的架構下，特別因應當

地缺乏專科醫師的需求，配合當地衛生醫療

單位，增加眼科、皮膚科的服務；也加強與

在地組織的連結，希望可以建立較完整的家

訪模式和轉介機制；在國小成長營隊部分，

增加學童課輔和英文教學的部分；也希望透

過問卷和訪談了解部落產業發展，找尋我們

未來的著力點與方向。

八天之後，向台東說再見，回到了台

北，心裡溢滿著感動與感激，我們一起做到

了許多事，一起走到了這裡，未來還有很多

等待著我們去努力。這一年來從準備到八天

七夜在達仁，除了有許多快樂以外，更是獲

益良多，我明白是這些讓我可以成為現在的

我，滿滿的感動，將成為心中小小的種子，

讓我可以繼續向前走。很感謝這一年來所有

支持我們的人，感謝一起參與的所有夥伴

們，我想服務隊不只是「服務」，也是學

習，兩者並存，在這樣的過程中希望我們和

達仁鄉的居民都可以互惠互利、互相成長，

也希望會成為我們之間的一個緣分，在未來

能夠有現在想不到的美好發展。

小小的種子，在未來會成為一朵美麗的

花。

※vuvu為排灣族爺爺奶奶的稱呼

※本活動部分經費由台大景福基金會贊助。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五年級生，臺大醫服團

2012年暑期達仁鄉醫療服務隊隊長）

隨隊醫師在義診時與當地居民解釋慢性病用

藥以及衛教注意事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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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醫訊封面設計說明

文／曾文毅

人
類大腦約有一千億個神經元細胞，大部

分聚集在大腦皮層，為了順利進行其首

要功能―訊息傳遞，神經元細胞分化成特別

的形態，其細胞體頂部長出突觸，用來接收

從其他神經元細胞所傳來的訊息，細胞體底

部則延伸出一條很長的纖維，稱為軸突，負

責將訊息傳遞至下一個神經元細胞。為了增

加訊息傳導的速度，每一根軸突外面包覆著

由白色髓磷脂所構成的髓鞘。數以萬計的軸

突就位於皮層底下構成大腦白質，大約佔據

大腦容積的七成以上。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

顯示，白質的發育過程約至二十歲左右才逐

漸成熟。因此，白質發展的成熟度可能與學

習能力、青少年的自我控制、精神疾病的成

因與病程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

這些看似複雜的軸突是否依循某種排列

組合方式呢？為了解開這個謎題，筆者與哈

佛醫學院Van Jay Wedeen教授

多年來致力於研發水分子擴散

頻譜造影技術，以非侵入性的

方式偵測神經軸突的走向與排

列並重建出大腦白質結構。經

過十餘年的研究，發現大腦神

經軸突依循整齊的三維網格結

構排列，以近乎垂直的方向互

相交錯，此三維網格結構的三

個方向正好平行於生物體的左

右、前後、上下三個軸向，且此結構存在於

不同種類的猴子大腦，因此我們推論此三維

網格結構是大腦軸突連結的基本藍圖，普遍

存在於不同演化程度的生物大腦內。由於我

們首度發現看似獨立又隨機的神經軸突是由

簡單的三維網格所構成，此創見於2012年3月

份發表於《科學》。

至目前為止，神經科學研究結果已顯示

某些精神疾病可能源於腦神經連結的問題，

科學家將可藉由觀察大腦三維網格結構之異

常，協助早期診斷精神疾病，或透過觀察網

格結構之變化來追蹤精神藥物的療效。筆者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將尖端影像技術從實

驗室研發轉譯到臨床應用，以增進病人福

祉，減低社會負擔。期盼有一天，人類大腦

的謎團能像基因定序一樣被解碼，因為唯有

充分了解大腦的運作機制，才能用更客觀的

方法探究神經心理疾病。

（作者係麻省理工學院放射科學博

士，現任臺大醫學院光電生物醫學

研究中心教授與臺大醫院影像醫學

部兼任主治醫師，研究專長領域為

研發擴散頻譜磁振造影相關之影像

分析技術，並將此技術應用於探討

腦神經變異疾病與精神疾病之大腦

白質變化研究）曾文毅醫師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陳偉勵

蛇
年之始，先預祝各位讀者龍拳爆發，捨我其誰！

本期的景福醫訊，很高興邀請到臺大眼科部葉伯廷醫師幫

大家介紹「淚膜的結構與組成」。乾眼症是現代人的通病，除了本身

疾病外，現代人長期處在冷氣房、使用隱形眼鏡、或是過度盯看電腦

螢幕等等，都可能會造成或加重乾眼症的病情。葉醫師的短文介紹，

相信可以讓讀者更了解眼淚的結構，進而對乾眼症更加了解。

黃清煌校友的「最後一次年會」，詳細描述歷史悠久的「北美

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解散始末；令人不勝唏噓。然而如文章所述，

在年輕校友旅美人數逐年銳減，主辦年會團體難覓的情況下，的確也

面臨轉型的時刻。所幸臉書社成立後，將吸引年輕北美校友加入；也期盼資深校友能摒棄對「年輕

人玩意」的疑慮，藉網路拉近不同世代和地域校友的距離，讓「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永續經營

下去。

本期也收錄幾篇文章，弔念幾位可敬愛的校友―黃崑巖教授、王敏昌教授、黃崇敏醫師的離

世。透過這些真情流露的文章，讓我們更多了解這些校友的生平，也讓讀者們對幾位校友留下的典

範更加景仰與尊重。

莊錦豪校友的「一碗辣椒、一瓶紹興，四大皆空」；蔡棠連校友的「我的人生旅程」，生動活

潑地描述了校友的生平與對醫界前景的建言。最後幾篇由陳滋茨、郭軒如、陳慧萱、盧萱錡、黃貴

薰，陳賓信、蔡佳穎校友分別寫出對老人照護、護理系學職場生涯、醫服團義診、花蓮社區醫療訓

練的種種心得感想，也值得校友仔細品味。

一份校友刊物，維繫的是分散各地的眾多校友們對母校的深厚感情。小編能參與本期會訊的編

輯工作，為校友們盡棉薄之力，至感榮幸；也期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校友，能夠繼續對景福校友會

認同與支持。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眼科部副教授）

陳偉勵醫師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暨牙科部揭牌典禮

時間：2013年1月4日　　地點：公園路大門口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一枝獨秀】

皮質脊髓束在大腦中婀娜曲折，以延髓為根，髓鞘為柱，一路蜿蜒攀爬

而上，在運動皮質處豁然綻放，朱紅花瓣嬌嫩延展，掌控了人體的運動

功能。由上而下，踝、膝、腕、指、頸、唇、咽，得以靈巧運用。運用

擴散頻譜磁振造影技術，以非侵入性的方法取得人腦內的神經束結構，

讓我們在神經科學研究之餘，得以一窺造物主創造人體之美。101年度臺大醫院分享愛感恩音樂會　　　　　　　　 時間：2012年12月22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時間：2012年12月28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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