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看成嶺側成峰】

兔子的大腦白質結構看似一隻正在海

中奮力向前游動的烏賊，造物者的巧

思由此可見一斑！

小兒部住院醫師結業典禮　　　　　　　　　　　　　  時間：2013年6月26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家醫部結訓醫師與師長合影　　　　　　　　　　　　  時間：2013年7月1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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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損 與 基 因

文／吳振吉

基
因醫學於耳科疾病之新進展，近十年來

以兒童聽損之基因檢測最受矚目。兒童

聽損是相當重要且常見的臨床問題，隨著分

子遺傳學的進展，近十餘年學界已發現許多

導致兒童聽損的耳聾基因變異，使得基因檢

測成為臨床上評估兒童聽損的有力工具。關

於其他耳疾，如老年性聽損、噪音性聽損、

美尼爾氏症及耳硬化症等，長久以來亦被觀

察到有家族聚集之情形，隨著基因醫學的發

展，遺傳因素在此等疾病所扮演之角色，亦

逐漸明瞭。以下即以兒童聽損及老年性聽損

為例，簡介基因於聽損發生之重要性、以及

其臨床上之應用。

一、兒童聽損與基因

聽力損失是常見的先天性缺

陷。臨床上聽力損失可分為「傳

音型聽損」、「感音型聽損」及

「混合型聽損」三類：「傳音型

聽損」係由外耳及中耳的病變所

致，「感音型聽損」係由內耳及

聽神經的病變所致，「混合型聽

損」的病變位置則同時包含上述

二者。兒童傳音型聽損，以「積

液性中耳炎」及「急性中耳炎」

為最常見的病因，然而此類傳音型聽損是可

逆的，亦即，通常中耳炎痊癒後，聽力即會

恢復正常。臨床上較需吾人注意及處理的，

毋寧是兒童的感音型聽損。在已開發國家如

台灣，剛出生的嬰兒1,000人中約有3人會合併

中至重度感音型聽損，而若合併計入輕度聽

損及較晚發病的聽損，則感音型聽損在總兒

童人口中的比例甚至可高達1-5%。

兒童感音型聽損之成因可大致分別為遺

傳性聽損及非遺傳性聽損兩大類（圖一）。

導致兒童非遺傳性聽損的原因包括：子宮內

感染（如先天性梅毒或巨細胞病毒感染）、

核黃疸、早產、細菌性腦膜炎或腦炎、顱顏

圖一：遺傳性聽損之分類與流行病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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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周產期或新生兒時期嚴重缺氧、使用

耳毒性藥物等。由於醫療的進步使得周產併

發症或感染可以得到控制，兒童感音型聽損

約有2/3可歸因於基因因素，此即「遺傳性

聽損」。遺傳性聽損可依是否合併身體其他

器官的異常，區分為「症候群型」與「非症

候群型」兩類，其中以後者為多數，兩者比

例約為30:70。較常見的症候群型遺傳性聽

損有：Pendred氏症候群（聽損合併甲狀腺

腫）、Usher氏症候群（聽損合併色素性視網

膜炎）、Waardenburg氏症候群（聽損合併前

額白髮及內眥異位）、Jervell & Lange-Nielsen 

氏症候群（聽損合併心律不整）等。

過去數年來，臺大醫院耳鼻喉部致力

於兒童聽損之遺傳研究及國人基因檢體庫的

建立，並發現國人感音型聽損兒童的基因變

異，以GJB2（或稱Cx26）基因、SLC26A4

（或稱PDS）基因及粒線體12S rRNA基因等

三個耳聾基因最為常見，其中，前二者是隱

性遺傳，粒線體12S rRNA基因變異則是母系

遺傳。平均而言，感音型聽損兒童約有1/3可

在這三個基因找到基因變異，而若家族中有

兩個以上的成員患感音型聽損，則此一比例

更可高達1/2。可見，傳統上認為成因不明的

兒童感音型聽損，其實有相當比例可透過基

因檢測找出原因。

基因檢測除了可應用於兒童聽損的診斷

之外，近年來對於臨床醫師或是聽語教師在

處理相關案例時，亦提供個案預後評估以及

遺傳諮詢方面相當大的幫助。如同其他常見

的遺傳性疾病，經由耳鼻喉部、婦產部及基

因醫學部的跨科部合作，吾人已可正確且迅

速地完成遺傳性聽損之產前診斷。分別以施

行羊水穿刺及絨毛膜取樣的方式，目前臺大

醫院已順利完成數十例聽損家族待生胎兒之

基因檢測。易言之，藉由更精確地掌握病人

之基因診斷，吾人對於遺傳性聽損之家族，

已不再居於如過去般被動的角色，而僅能明

示或默示其家屬利用結紮或其他節育措施，

以避免生育出聽力障礙之下一代。相反地，

吾人可以主動地利用基因篩檢，檢測出其家

族所帶有之基因突變，而當其家族成員再度

懷孕時，利用羊水穿刺、絨毛膜取樣或其他

方法，於產前為胎兒做出診斷，以提供其家

族為決定時之參考。此外，吾人亦完成亞洲

第一例遺傳性聽損之「胚胎植入前基因診

斷」，亦即，確定胚胎中細胞未帶聽損基因

突變後，再予以植入母體子宮，如此可幾乎

完全迴避母親再度懷有聽損胎兒的風險，而

使父母親得以免除人工流產倫理上的爭議及

生理上的煎熬，對母體的保護更為周全。某

些特定之遺傳性聽損，會因耳毒性藥物的暴

露而急速惡化，最著名的，就是前述粒線體

12S rRNA基因上m.1555A>G突變之胺基酸甘

醣體耳毒易感性。因此，若病人檢測出帶有

粒線體m.1555A>G突變，我們會特別告知病

人應特別注意胺基酸甘醣體之類的藥物，並

發予可供病人隨身攜帶之小卡片，以確實防

止他科臨床醫師投與這些病人此類的藥物治

療，杜絕其聽力之急遽惡化。基因診斷亦與

「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之預後息息相關，根

據臺大醫院與林口長庚醫院耳鼻喉部合作之

研究，不論是帶有GJB2基因突變、SLC26A4

基因突變、粒線體基因變異、或OTOF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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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的病人，因其聽損之病理位置侷限於內

耳，故於接受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之後，均能

獲得不錯之效益。特別是聽覺神經病變的病

人，因人工耳蝸之效果較難預測，尤應接受

OTOF基因突變檢測，俾使醫療工作者及家

長於術前對於預後能有合理評估。要言之，

聽損基因檢測之臨床應用已呈現細緻化之發

展，於可預見之未來，吾人將可針對每一個

案及其家族，量身訂作所需之遺傳諮詢及產

前診斷等醫療服務；同時針對病人所接受之

治療（如人工耳蝸植入手術），基因診斷亦

有助於預測病人之預後，使醫療及復健團隊

得以針對個案設計醫療及復健計畫。

二、老年性聽損與基因

老年性聽損是已開發國家聽力損失最常

見的原因。其臨床特徵為伴隨年紀增加的兩

側對稱性、漸進性的聽力損失，其中尤以高

頻的聲音最常受到影響。老年性聽損不僅阻

礙了病人與週遭環境的溝通，減少病人自理

生活的能力，也間接影響了病人身邊親友的

生活品質。根據研究，65至75歲的人口中，

約有23%罹患聽力損失，而大於75歲的人口

中，更有高達40%為聽力損失所苦。隨著人口

組成的逐年老化，老年性聽損勢必將成為社

會之一大負擔，也將是臨床工作者所必須面

對之一大挑戰。

關於老年性聽損的形成機轉，一般皆認

為主要源自於各種生理機能之退化，再加諸

噪音暴露、疾病影響、藥物暴露、及病人本

身之基因敏感性等各加成因子所導致。一般

而言，男性較女性易罹患老年性聽損。常見

會加重老年性聽損的疾病包括：高血壓、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腎臟病等。抽煙也

是加重因子之一。而根據臺大醫院與慈濟醫

院合作的研究，肥胖也與老年性聽損的發生

有關。

至於基因因素方面，較早期的研究，均

已證實老年性聽損之可遺傳性。在瑞典所進

行的雙胞胎研究中，高頻頻率聽損程度之可

遺傳性估計約為0.47。而其後的研究，也確

定了老年性聽障具家族聚集情形―藉由「染

病同胞對」及「親子三元體」的分析，研究

者發現33-55%的老年性聽損程度之變異，可

歸因於遺傳因素。另一方面，於老鼠的研究

也找出了三個與老年性聽損有關的基因座：

Ahl1、Ahl2與Ahl3，其中Cdh23基因已被證實

為Ahl1的致病基因。近幾年有學者開始進行

「基因關聯研究」，以尋找與老年性聽損有

關之「易感基因」。目前已被發現之基因包

括：NAT2基因、KCNQ4基因、APOE基因、

GRHL2基因與GRM7基因等。吾人最近的研究

亦顯示，GJB2基因及AIPOQ基因可能與國人

老年性聽損的發生有關。未來若能進一步釐

清此等基因因素與老年性聽損之關聯，應有

助於臨床醫師瞭解老年性聽損之發生成因，

進而擬定有效的預防及治療策略。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9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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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臺大醫學系畢業典禮致詞
文／韓良誠

楊
院長、陳院長、謝前院長、醫學系張主

任、各位老師，以及今天參加畢業典禮

的各位同學、家長們大家午安！

三月中旬，接到張上淳教授的電話和邀

請信，希望我在今天，利用二十分鐘時間，

給畢業的學弟妹們一些勉勵。我心想，到底

講些什麼好呢？2006年那一次的畢業典禮

時，我有一個鐘頭的時間，以「醫學生面前

的分岔路」為題，做了特別演講。今天有二

十分鐘，我該怎麼講才好？想了又想，就以

三個小小的故事，和各位同學談一些我在行

醫中，用以勉勵自己的話，和各位分享。

〈故事一〉

去年2月20日，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

也是母校高我一屆的校友黃崑巖教授別世，

在一連串的追思會和紀念性的

活動中，過去受他精神感召，

或是受他教誨過的人之中，有

不少人提到黃院長講過的一段

名言，「我不立志做大官，也

不想做大事，只想把每一件小

事做好。」以上這段話，讓我

聯想到另一個小故事：在澳洲

有一個出名的觀光海灘，在漲

潮的時候，有無數的海星star-

f ish會被送到岸邊，退潮的時

候，就會擱淺在沙灘上，經太

陽一曬，會曬死在沙灘上。有一天，出現一

個撿海星的小男孩，他把奄奄一息的海星，

一隻一隻放回大海。於是有觀光客就問他：

「小弟弟，你看一整片一望無際的沙灘，都

佈滿海星，你能改變什麼呢？」小男孩回答

說「是的，但是對我手上這隻海星來說，就

有所不同！」

正如連加恩醫師，在他所著的一本書

《愛呆西非連加恩―攝氏45°度下的小醫師

手記》中所寫的，「自己個人小小的付出，

也可以帶來大大的改變」。這個小故事中，

澳洲沙灘小男孩手中的海星，就是「生」與

「死」的很大的不同。臺大副校長湯明哲教

授，在內科黃瑞仁教授所著，一年半以前出

版的「醫者」，這本書的序文中提到「醫師

有時是千篇一律的工作，一個

病人對醫師而言，只是他工

作量的百分之一，但對病人

而言，這可能是生死交關的

事」，這也是黃崑巖教授之所

以要鼓勵自己，想把每件小事

做好的理由。

連醫師，他說他是基督

徒，因此他非常感謝耶穌，讓

他知道他要去愛，去關心世界

上微小的弱者（註：馬太福音

25章40節），及和他毫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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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且「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付

出更多，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甚至比別人更

需勞累，這樣，好命才有意義。《武士道》

這本書，也提到，位居高位者，應該比別人

付出更多，肩負更大的責任。各位請想想，

如果你在病房，碰到的是一級貧民，一個無

權無勢的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舉目無

親，你這個小醫師，在他心中就是「位居高

位」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張上淳教授，雖然

是位居高位者，但是在SARS期間和他的團

隊，一起在第一線衝鋒陷陣地「獻身」，同

時也利用機會強調「生命是等值」的觀念，

這些「身教」與「言教」，相信可以讓你們

了解，你對我剛才談到的這位貧民病人應該

如何？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內科黃瑞仁教授，

他是當年大學聯考的榜首，但是，一直到大

五第一學期的一門課，「病史的詢問」時，

才體認到自己選對科系，走對行，才真正樂

在其中。經過是這樣的：在實習時，他分配

到一位六十歲罹患胃癌的婦人，兩個多小時

晤談後，他受到極大的震撼。而兩個星期

後收到病人的卡片，寫著：「黃醫師，過

去半年，我在臺大醫院經過很多科別的治

療，……。我自己也很清楚沒什麼好治療

的，我是個沒救，沒希望的病人，但我在臺

大醫院住院六個月期間，你跟我聊天的兩個

多小時，是最好的治療」。好好聆聽病人的

話，不但大大地幫助了病人，也大大地改變

了自己，一舉兩得，這不也是「只想把每一

件小事做好」，帶給黃教授在年輕時，意外

的豐收，不是嗎？

〈故事二〉

最近因為「五大皆空」的問題嚴重，報

章雜誌常常提到一個問題：「傳統大科風光

不再，整形美容最夯，金錢的收入是醫師唯

一的考量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讓我先講述一下，

我的心路歷程。

在我開業滿一週年之後，到了年底，我

寄出了大約二百多封信，通知那些過去一年

多以來，住過院，以及看過門診的病人，通

知他們前來辦理沒辦完的手續。這已是半世

紀以前，還沒有健保，並且台灣的經濟還是

相當艱困的時代。從那時直到現在，我的診

所雖然是自費，但是對住院病人，都不曾收

過保證金。

寄出通知信之後，出乎我預料的，卻只

有一個人前來補交所欠的錢。當年我想了一

下，所得到的結論是：

一、 這些病人這麼做，一定有他們不得已的

苦衷，雖然這些人欠了我這麼多的錢，

但是經過「加加減減」，我的診所的經

營，也不至於有問題。

二、 正如楊泮池院長常強調的，醫學是我的

「志業」，因此我告訴自己：「我不應

該有金錢的問題來影響我，甚至誘惑

我，我應該只有自我的『人生價值』，

認同的問題」。

我不但想開，也不曾再寄通知信了。但

是至今，雖然仍有不少病人，還是欠叁仟、

伍仟、壹萬、叁萬…甚至伍萬的病人，繼續

找我看病，但我已經可以「若無其事」的，

為這些人看病。如今最值得安慰的是，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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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病人，經過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四

十多年之後，至今仍斷斷續續地，有人前來

說明不得已而欠錢的理由，如破產了、家中

有大事故了、先生因外遇不管家了、標會的

錢被倒了、孩子開學前註冊費不夠了…。過

去幾年的不說，甚至也有四十年後的今天，

仍然還有人陸續來還當年所欠的錢。這些人

之中，也有不少人，帶自己種的蔬菜、水

果、雞鴨之類的家畜，或當面以卡片或寄書

信之類的方法，深深的表示歉意與謝意。

病人把我曾經幫助過他們這件事，還記

在心頭，這種幸福感與感動，我覺得是金錢

買不到的。因此報章雜誌才會一再追問「…

收入是醫師唯一的考量嗎？」這個問題。

記得五年多以前，我曾經託一位德高

望重的牧師，帶一封信給一位高官，請後者

轉交給一位我給他上過課的、那位高官的醫

師女婿。信中有一段話，我是這麼寫的：

「…希望你能深切地反省，股票、金錢、土

地都不是幸福的來源。幸福不應該是目標，

也不可以當做目標去追求，因為，幸福應該

是結果。你無止境地追求物慾、權力慾，但

這些慾望，只會將你帶離幸福，後果適得其

反」。

今天在你們的畢業典禮上，我講這些

話，一定會有人覺得奇怪，但是，我有我的

看法和想法。希望五年、十年後，甚至更久

時，請各位自己在夜深人靜時，好好地重新

去思考，去反省，醫學到底是不是各位的

「志業」。

〈故事三〉

在2004年，也就是今天畢業的各位還在

就讀高中時，在台灣醫界有不少人熱烈地討

論過「到底台灣有沒有快樂的醫師」。針對

這件事，當年臺大醫學系畢業典禮時的學生

代表，梁祥光醫師說，他可以確定的是「沒

有快樂的醫師，就很難會有快樂的病人」。

值得安慰的是，我自從1960年母校畢業，在

工作上至今還是一直是處在「樂此不疲」的

狀態。

說真的，已經很久很久了，也說不出是

從幾十年前開始，我早上一醒來，第一個快

樂是，我的手腳，還可以動得很靈活，呼吸

也蠻順暢的，耳聰，目也明，不掛眼鏡，只

要可以印刷出來的字，我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來，我怎麼不心存感恩、快樂呢？

早上開始看病前，我在年輕時的學醫的

初衷，會很自然地盤旋在我腦中。更何況經

過多年的行醫，已深切地體會到，還有什麼

職業，可以讓你每天都在做幫忙別人的事，

不但可以助人，還可以有成就感。另外，快

樂與成就感的另一個來源是，每看完一位病

人，我會在心中問問自己：「到底我有沒有

讓他（她）帶點『希望』、帶點『快樂』、

『自信』、『勇氣』，和『幸福感』回去？

有沒有讓病人感受到一些醫病之間的『溫馨

的回憶』回家？「有沒有幫助他、鼓勵他，

有活下去的勇氣」。「有沒有讓他重新規劃

『更健康的新生活』」。另外，偶而覺得病

情解釋不夠，或有可能讓病人誤解時，在病

人離開之後，或午夜夢迴，有好的靈感出現

之後，我會打電話，或找機會，讓病人得到

一些安慰，在工作中就有機會這樣做，也都

是我的「志業」帶給我的快樂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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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都聽到過，在大約在一百年

前，Dr. Trudeau就說過，cure sometimes, 

relieve often, comfort always的話。以上這些小

小的故事，希望有助於各位將來的醫業。今

天，我也很冒昧的，想請張主任讓我利用今

天的機會，向母校很多位老師，表示我心中

最誠懇的謝意，雖然我無法一一mention他們

的名字，但是因為在過去，我多年行醫中，

只要有問題，都能很快的，或以電話，或以

書面得到母校老師們的幫忙，解決病人的問

題。我也希望各位離開母校之後，要多多和

母校老師們在平時就常常保持聯絡，我們臺

大醫學院有不少台灣最好的老師，也有世界

級的老師，有問題時，只要你們肯不恥發

問、討教，老師們一定是樂意幫忙的。謝謝

各位！

註：因時間關係，演講時未講的部分，在文

中重新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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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4-6月徵信錄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3/27/2013 陸修光 30,000
4/11/2013 韓良誠 30,000

" 蔡偉雄 30,000
" 呂光薰 60,000
" 張邱錦 10,000
" 陳傳峰 60,000
" 郭德彰 30,000

4/13/2013 程正禹 4,900
" 劉興柱 10,000

4/14/2013 鄭鳳嬌 10,000
4/16/2013 涂世勳 1,000

梁淑然 1,000
何菊英 1,000
鍾德成 1,000
蘇士民 1,000

" 徐劍耀 50,000
4/11/2013 林高德 3,400
5/24/2013 邱宸玉 5,000
6/25/2013 趙傳緯 500

景福館整修捐款
日  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4/23/2013 陳德照 300,000
5/27/2013 林為標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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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生 代 表 致 詞
文／徐秋豪、魏志阜

院
長、主任、各位師長、各位摯愛的家人

與朋友、以及我親愛的同學，med95的

畢業生們，大家好。

我是畢業生代表徐秋豪、我是魏志阜。

還記得第一天進入臺大時的悸動嗎？

來自台灣各地的我們，聚首於迎新之

時，相遇於那一個夏天。

還記得那年夏天的豔陽高照，椰林道上

的單車與笑語嗎？

還記得在宿營時我們所跳的第一支舞

嗎？

那時候的我們，新生盃時在球場上揮灑

汗水，制服日時，五顏六色的制服飄揚著。

還記得普化教授是哪個學校的嗎？

年輕的我們，總是分不清楚下一堂課是

在普通，還是共同。但絕對不會忘記普通教

室在小福旁邊；共同教室的旁邊是小小福。

冰淇淋記得去小福買，而鬆餅和姊妹花雞排

則是在小小福。

那些趕著去上課，趕不及就翹課的時

光；那些望見窗外天氣正好，便三兩成群在

總圖前曬著太陽的時光。

還記得那些考前三天，在總圖自習室足

不出戶的日子；也記得那些考試時為了念書

而熬夜，考試後為了“享受人生＂而熬夜的

夜晚。

我們一同經歷了宿營、醫學營，一同走

過杜鵑花節和醫學之夜；還記得那時開著車

在椰林大道宣傳的意氣風發，還記得那時醫

學之夜時趣味舞蹈的失控爆笑嗎？

時光飛逝，我們離開了短暫停留的校總

區，正式從臺灣大學總區畢業，開始在醫學

院展開基礎學科的訓練。

那時的我們總是分不清楚那些阿阿阿發

音的是Acetyl CoA還是Oxalate acetate，看著每

個寄生蟲標本都覺得像雜質。

大三大四的我們，甫踏入了神聖的醫學

之門，也正式踏入醫學生可怕的爆肝人生。

三周一考、五周一考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在無影燈下，我們摸索著肌肉、骨骼與神經

的搭配，不時可以聽到：喔～原來這就是

pectoralis major啊！

卻似乎更常聽到：啊！你怎麼把這條神

經弄斷了！

在顯微鏡裡，隨著紅紅藍藍的畫面重整

畢業生（左：徐秋豪、右：魏志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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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細微的結構，卻也花了大部分細數著

這個sinus、那個sinus、還有…sinus。

大四上那令人崩潰的病理課程集中營，

週一到週五天天營業不間斷，聽著中傑助教

那富有草根性的口音和風趣的解說，我們開

始接觸了疾病之始。大四下的藥理更引領我

們往醫療本體邁進，我們似乎開始知道一個

個的藥物是在幹嘛了。

然而，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們開始發現

那些如磚頭一般的教科書似乎只是紙上談兵

罷了。因為和病人直接對質，啊！不是，是

互動才是醫生的首要課題。

於是那天，一個炎熱的九月週末，我們

披上了白袍，開始在臺大醫院各個station當個

大路障。我們三五成群，站在病床邊，用著

破破的台語，試著扮演名偵探柯南，找尋病

史裡的蛛絲馬跡。五年級開始，克拉克時代

的展開，更讓我們升級成為高級路障！

還記得那個下午，我坐在護理站裡隨意

翻著病歷，忙碌的學長拍了拍我的肩。那時

我心想：啊!學長要帶我去看病人了嗎？結果

不是，他只是說了句：學弟，不好意思借過

一下，我要拿一下那本病歷…

從那時候起，我們得開始接觸各科的專

業知識，更要試著獨當一面面對病人。

臨床的一開始總是害怕，面對病人或是

家屬的種種提問，我總是一貫地說：恩亨～

是什麼原因會讓你這樣問呢？深怕被發現我

這個菜鳥其實根本腦袋空空。

從初階路障到高階路障，轉眼間，我們

進入了internship!!

一覺醒來，我們的胸前就突然多了醫師

兩個字。

抽血、鼻胃管、尿管、換藥成為了我們

最強悍的技能。

當然，我們開始接病人、開醫囑，開始

深入了解每一個照顧的病人所遇到的問題。

我永遠會記得那位得了肺炎的老阿嬤笑瞇瞇

地握著我的手、感謝我，回家時溫暖的微笑

著揮著手，但我們不說再見。

更無法忘卻那位肝癌末期的老伯伯離開

人世時，家屬帶著兩行淚和所有醫護人員道

謝的場景。實習這一年，煩人的事情最多，

但卻也最多值得回味一輩子。

Every story starts somewhere.

我們一同經歷過了過去七年的歲月，是

你浪費在我身上的時間，使我們彼此變得如

此珍貴。

回憶，在相遇的那個夏季，在那些我

們經過的椰林，在我們一同經歷的歡笑與淚

水。

那些一起吐槽老師們教得很爛卻又拼命

偷念的時刻，那些挑燈夜戰不只為了考試而

是為了我們所在意的事，那些以為自己已累

了卻又咬緊牙關硬撐下去的片刻。

我們發現努力過後不一定會成功，但是

至少可以不後悔。

經過了很多年後的未來，我們也將開枝

散葉在每一個角落，將述說著各自不同卻又

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們將面對更多的笑容、更多的艱辛，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在這樣一個即

將揚帆啟航的時刻，有興奮，有感觸，有徬

徨，也有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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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

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

果沒有這段時光的過程，就沒有現在日漸成

熟的我們。

而這樣成長的過程中，我們要感謝教導

我們的師長們，如泰戈爾所說的：謝謝火焰

給你光明，但是不要忘記那執燈的人，他是

堅忍的站在黑暗當中的呢。

感謝照顧著我們的家人，七年的歲月裡

總是我們療傷止痛的處所，你們以無盡的愛

支持著我們，使我們成長和茁壯。

感謝每一個相遇的同學，因為我們彼此

的扶持，所以才有了另一個家，才能挺起胸

膛以臺大為榮。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我

們即將面對的未來是困難的，但成果卻將是

豐碩的！

畢業了，我開始整理行李，卻發現回憶

已然散落一地。

謝謝大家，珍重再見。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3年畢業）

臺大醫學院誠徵內科腎臟、心臟、胃腸肝膽科
次專科專任教師各一名

一、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內科專科醫師及腎臟、心臟、胃腸肝膽科次專科專長。
3. 具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包括過去教學、研究）。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及腎臟、心臟、胃腸肝膽科次專科證書影本。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4. 最近五年內（2009年8月份起迄今）代表性著作（最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5. 最近五年內（2009年起迄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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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請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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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七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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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七份。
9.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及服務評鑑資料七份。

10. 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之推薦函。

三、截止日期：102年9月23日（星期一）下午五時之前以書面資料送達臺大醫院內科主任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臺大醫院內科部主任室『內科（○○次專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022 洪小姐　傳真電話：02-2393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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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臺大醫學系最佳教師、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文章／張上淳、整理／蕭伊芸

由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

師獎2名，經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師

獎）以書面票選，以及醫學系七年級實習醫

師於今年4月經過1個月的網路公開票選，並

在選拔委員會的督導下（該委員會是由謝博

生教授、戴東原教授、許美慧醫師、陳博光

教授、張上淳教授等5位委員所組成），投票

結果終於揭曉。今年（2013年）由生化學科

余明俊助理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基

礎教師獎；內科施翔蓉老師、急診醫學科陳

文鍾教授榮獲

北美校友基金

會最佳臨床教

師獎；婦產部

陳欽德醫師、

急診醫學部曾

偉杰醫師榮獲

北美校友基金

會醫療服務獎

（最佳主治醫

師獎）；外科

部 曾 峰 毅 醫

師、精神醫學部杜恩年醫師榮獲林和惠醫師

紀念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102年6月7日星期五下午在

臺大醫學系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廳所

舉辦之「101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中，邀請到北美校友基金會莊武雄理事長專

程返國出席頒獎；以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

會陳鈴津董事長出席頒獎，並為與會貴賓、

老師、畢業班同學及家長闡明「北美臺大醫

學院校友基金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

會」創立最佳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

的宗旨與由來。並請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

達對獲獎師長由衷的感謝與恭賀之意。

圖一：最佳基礎教師頒獎

左起：生化學科余明俊助理教授、莊武雄

理事長

張上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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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們特別訪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發

表感言；生化學科余明俊助理教授：「感謝

B98級現醫四的學生票選我為『北美校友基金

會最佳基礎教師』。妳（你）們是我回台任

教的第一屆醫學系學生，這個獎從妳（你）

們手中獲得，對第一次任教的我是無比的鼓

舞。妳（你）們在課堂上的活力與主動參與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臺大醫學系的學生，確

實不同凡響。感謝妳（你）們給我很多建設

性的建議，我會繼續努力回饋給妳（你）們

的學弟、妹。「I love this class」。感謝臺

大醫學系北美校友基金會頒這個獎給我。謝

謝。」

內科施翔蓉老師：「醫學院人才濟濟，

大家都是經驗豐富而且認真的老師，能夠獲

得本年度優良教師獎，我感到非常榮幸。謝

謝醫學系同學們和評審委員的肯定、鼓勵，

將來我會繼續努力於臨床的教學：傳授醫學

知識經驗、分享醫病相處的態度、方式和生

活經驗。恭喜各位同學終於畢業了，祝福大

家都能順利發揮所學、幫助病患、不斷的成

長並且生活愉快。

「教學相長、共同分享」―急診醫學科

陳文鍾教授陳述「在臺大醫學院擔任教職期

間，和年輕醫師一起討論病例，共同分享醫

學新知，一直是我樂在其中的工作。透過對

年輕醫師的教學，我和他們分享醫療心得及

研究經驗並從而產生持續追求新知的動力。

透過年輕醫師的回饋及對話，我可以了解當

代社會菁英的想法而貼近時代脈動。年輕醫

師的創意與活力，一直讓我讚賞。我在他們

身上感受到醫學傳承的熱血與無限可能。非

常感謝年輕醫師的肯定，並推薦我成為本院

最佳臨床教師。事實上，我必須坦誠地說，

透過教學相長，共同分享，我獲得的遠比付

出的更多! 我特別在此祝福剛剛畢業的年輕醫

師，如展翅大鵬，一飛沖天，無牽無礙，天

地悠遊。」

獲得最佳主治醫師獎的婦產部陳欽德醫

師表示：「2012-2013龍年至婦產科實習的醫

學系95級，對產房值班的那一段日子應該印

象深刻。感謝你們在完成婦產科實習後對課

程諸多建設性的回饋，促使我們課程修正得

圖二：最佳臨床教師頒獎

左起：內科施翔蓉老師、莊武雄理事長

圖三：最佳臨床教師頒獎

左起：急診醫學科陳文鍾教授、莊武雄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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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合乎需求。收到得獎通知，不可置信的讀

了再讀，也再次拿出名單讀你們每個人的名

字。雖然那曾經熟悉的名字早已被96級名單

所掩蓋，那種陌生的熟悉卻有著許多難忘的

回憶。很高興在婦產科看到你們的成長，祝

福大家也謝謝大家。」

急診醫學部曾偉杰醫師：「當主治醫

師時，常困惑該怎麼樣，才能同時扮演好醫

師與老師的角色。面對現在的醫療環境，也

總不時地擔心，自己會不會在不知覺間，消

磨掉了熱情與衝勁。猶記得住院醫師畢業典

禮那天，吳美環主任鼓勵我們：要勇敢！很

慶幸，我碰到了你們這群熱情又聰明的學弟

妹。我想我找到了我勇氣的來源與繼續堅持

的理由。期待我們一起，努力地、勇敢地，

朝做個好醫師的目標邁進。」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獎的外科部曾峰毅

醫師：「收到通知得到“林和惠醫師紀念基

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時，以前實習時的回

憶又一幕幕地出現在眼前。醫學生的升級是

一年一年地往前走，不會停下腳步等待，也

不容有空讓人停下來喘息。接下來四年、五

年、甚至是六年的緊湊住院醫師生涯就在後

面等著這些甫實習完畢的畢業生。想起學生

時代仰望、拉著我們一直往前走的住院醫師

學長姐，回過頭才發現我也站在學長姐們的

位置―即將要結束我的六年住院醫師訓練。

感謝外科的師長們，給我機會擔任教學總醫

師，並信任和支持我們想要的改變；感謝指

導過我的學長姐，你們一直是我們的模範；

更要感謝和我一起共事過的實習醫師們，你

們教了我很多東西，你們在醫院的熱情和活

力也是住院醫師們走下去的動力。」

精神醫學部杜恩年醫師說：「謝謝med95

學弟妹們給我的肯定，一起在病房照顧病

人，跟你們的討論中我也學習到很多；一起

去急診看照會，除了幫我壯膽壯聲勢，你們

也會看到我沒觀察到的地方；  謝謝精神科

的師長們對我兩年來的細細指導，給我揮灑

學習的空間，不管我的狀態如何，你們都涵

容。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得到這個獎項，我

想是上帝的恩典，我會繼續努力。也祝福

med95學弟妹們，鵬程萬里，能夠圓自己的

夢！」

圖四：最佳主治醫師頒獎

左起：婦產部陳欽德醫師、莊武雄理事長

圖五：最佳主治醫師頒獎

左起：急診醫學部曾偉杰醫師、莊武雄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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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希望藉由得獎的優良教師，讓大家

看到母院的老師們除了致力於臨床服務與學

術研究之外，也提供了優質的教學指導，提

攜後進學弟妹們。由獲獎老師、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的感言中，更可體會到他們的熱

心、積極以及謙虛的態度，足為其他同仁及

後進學弟妹們的楷模。相信在臺大醫學院、

臺大醫院還有許多積極認真、負責的好老

師，日後也可在各種場合獲得肯定。期許經

由本活動，不只讓老師獲得肯定，更使得臺

大醫學系年年均能將我們的學生培養成為優

秀的好醫師、研究者，讓臺大醫學系的優良

傳統，持續傳承下去。

（作者張上淳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

任母校醫學系主任；蕭伊芸現任醫學系技

正）

圖六：最佳住院醫師頒獎

左起：外科部曾峰毅醫師、陳鈴津教授

圖七：最佳住院醫師頒獎

左起：精神醫學部杜恩年醫師、陳鈴津教

授

2013年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暨醫學校區聯合晚宴，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時間：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
景福返校聯誼活動地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 （時間 13:00~18:00）
醫學校區聯合晚宴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時間 18:00~21:00）
聯絡人：徐苑儒小姐　　電　話：02-23123456轉66370
（後續相關資訊將陸續刊登於景福網站 http://www.jingfu.org.tw及景福醫訊中）

景 福 活 動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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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班畢業52週年重聚周遊曾文水庫記 中

文／戴鐵雄

船
經一大片光溜溜的山壁，它們是歷經多

次暴雨沖毀山土造成土石流，所留下

的蒼翠美麗山嶺無法治癒的永恆傷口？（其

實可以種下小樹苗輔育吧？）歷年刮下來的

土石沖倒入水庫後，已導致水庫底的嚴重淤

積，造成儲水量劇減，使洩洪而引發洪災次

數增加的嚴重後果；目前為止，有關機關還

是提不出具體方案因應。其實大可利用「石

油鑚探器」深入湖底，以抽取淤積土石吧？

行經山下一處較平坦山麓，在導覽小姐

一聲「已經到了」知會下，掌舵司機輕按了

三聲船笛，心中正暗感吶悶，水庫中只有我

們這一艇，不像當年遊長江三峽及桂林灕江

時來往如鯽的船隻，並無它船相會，也不是

船隻啟錠時的習慣性三聲氣笛長鳴，遊艇隨

即於轉了360度迴旋後，慢慢的靠岸。不久，

隨著導覽小姐一聲「牠們下來了，大家看山

豬吧！」，只見山腳叢樹叢叢雜草中，闖出

大小40多隻山

豬 ， 伸 長 鼻

子，競相拼命

往岸邊衝。導

覽小姐左手提

著一包飼料，

右手拿一隻塑

膠 舀 水 器 ，

從船沿跨進早安裝好的木踩板，舀起滿滿的

飼料往豬群灑放，仰頭等候的豬群見狀，競

相奔往爭食，連石縫隙的都以長而微翹的鼻

端翹抬，移動石頭覓食，水中間的也都涉進

水裡不放過。看得手癢，內子也踏上踩板，

舀飼拋向豬群，怕被豬群攻擊傷害，趕緊又

退回船邊；見景，同學們都紛紛捲袖加入餵

豬行列；豬群忙於互相追趕他豬搶食，也就

無視於同學們搶拍鏡頭的干擾，繼續上演大

豬追逐小豬，小豬驅趕小小豬競食的戲碼，

大大地煽起大家的樂趣。它們粗壯、尾端微

翹的長鼻子，就是它們守身及攻擊敵人的武

器，也是覓食養生的工具；那堅硬有力的鼻

子，能夠將鉅大岩石掀起、翻轉、推動；可

以利用鼻子挖出一個大地洞，所以山豬對農

地及農作物的破壞力很驚人。牠也可以輕易

的將一個人用鼻子挑起，往上拋向後方，將

你活活摔死，恐怖吧！

戴鐵雄老班長餵食山豬群主辦人林雪信餵食山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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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豬群都由一隻體型龐大的雄豬帶領，

結成一大家庭，大雄豬當然就是族長大頭

目，所有大母豬都是牠的夫人，喝！羨慕

嗎？難怪「山豬鞭」會那麼貴，年紀已大的

同學們心內大概也很想弄一隻回去壯壯陽

吧！（一笑）。其他大雄豬在一一被鬥敗

後，就會被驅離，找一些離群的母豬到另一

處另組一大家族（聽來很像猴群家族有猴王

般。蜜蜂與螞蟻不也有母王蜂，螞蟻母王蟻

嗎）。仔細看，果然發現所有大些的山豬都

是母的，只有幾隻小山豬是雄的。

遊艇也經過一處岸邊美麗庭園及樓房，

經解說始知是我們本來第一選擇要住宿屬於

輔導會，因官民契約糾紛而休業的「嘉義農

場」。

開到近盡頭處，小姐遙遙指向遠處八個

黑影子，就是通往烏山頭水庫的閘門。於是

調還頭回到碼頭，辛苦的爬上滑濕的斜坡梯

後，結束曾文水庫之參訪。

離開水庫，經過已拓寬為二線道公路，

去年才擴大座基修竣的堅固厚實、宏偉壯觀

的「大水壩」頂，司機讓我們下車觀賞這宛

若長江水庫超鉅閘門的大工程。近旁有一寬

大停車場，司機說，去年未竣工前，遊客只

能在此下車，遠眺浩瀚水庫過癮，無法遊

庫，我們在時間上，真來得幸運，得以遊

湖。

終於抵達住宿的「山芙蓉渡假中心」，

進入後才發現是一家「五星級」的大飯店，

總算沒讓籌劃的內子漏氣。

周理惠女士與陳瑞泰夫婦因有事必須於

晚餐卡啦OK後先離開，所以先到我的住房，

周小姐堅持要替楊啟洲先夫請客今晚的聚

餐，拗她不過，只好打破這次聚會由大家一

起平攤的事先約定，勉強收下。

晚餐在極豪華的餐廳享受免服務費，非

常豐盛的晚宴，畢竟是多年不見的老友，席

間大家有說不盡的話，談不完的事，細細道

來，彼此皆動容，相談甚歡，因而忘了尚有7

時30分至9時30分免費卡啦OK之SAYONALA 

PARTY之約，拖到8時，才由我提醒而移往卡

啦OK間。

坐定後，我先報告，謝謝周理惠女士

替楊啟洲同學請客今晚的大餐，她還捐獻我

主辦的高屏之旅一餐（還有韓良誠與我各捐

一餐）；韓良誠主辦的台南地區重聚時她與

我、良誠及黃國泰各捐一餐，良誠還捐付四

天行程的所有遊覽車費；北市同學主辦的蘭

陽北市之旅，周小姐還送每人一對烏魚

子，北市同學合捐四天遊覽車費，四位

蘭陽同學汝城、茂銘、洪謙、福祺合捐

一中餐，而負責連絡、跑腿重任，最辛

苦的陳明庭教授卻請了最昂貴的，在喜

來登大飯店的道別晚餐；在此鄭重的感

謝上面提過的同學們，並請大家鼓掌歡

送要提早離開的周理惠女士及陳瑞泰夫

南館101室友：茂銘、鐵

雄、維籓、洪謙。

龔芳枝、韓良誠、戴鐵雄

於真北平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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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隨即由內子護送他們順利的通過夜間門

禁森嚴的曾文水庫入口大門。這邊則由洪謙

及陳明庭各點唱了一首歌，再由我點唱「旅

の夜風」及「細雪」兩首日語歌謠曲後，開

始請徐茂銘詳談其偕夫人應徵前往「利比

亞」醫療團的經過及返國後深研耳鼻喉科癌

症手術的奮鬥歷程，聽來令人敬佩於他能成

為「台灣第一刀」並非倖致。

陳友珍展示他所完成被全世界引用為

輔助教材的第二本有關遺傳基因等的厚重鉅

著，能夠讓著作永留後世的，班上他大概是

第一人。

韓良誠細述老人醫學長壽養生防病之

道，在兩次補充發言中，又示範幾項健身法

及寒冷天，夜間起床如廁時的，突發MI或

CVA的預防方法，並警示「孫運璿」就是半

夜被從廁所拖出來的；他說：寒冷冬天要如

廁，半夜離開溫暖的被窩後驟曝露於冰冷空

氣中，對一位老人是一件考驗，尤其男性又

要在廁間站立良久（因前列腺肥大），也很

易因血管硬化或心臟問題發生暈眩，加上冷

空氣，不幸隨時會發生，讓已80左右高齡的

同學們獲益良多。在我夫婦合唱「期待再相

會」歌聲中，於10時正，結束了溫馨的聚

會。

1月 1 6日晨 5時 3 0分晨叫（m o r n i n g 

call），分別自行持餐券前往一樓餐廳享用

大飯店附贈，純台灣式早餐（有白米飯稀

粥、麵條、肉鬆、高麗菜、泡菜、鹹蛋等）

後，各提、拉隨身行李集中於沙龍，本擬各

攜老伴沿飯店左旁小道步行十多分，前往觀

賞沿路環繞曾文水庫四周壯觀的群山翠嶺，

鳥鳴猿啼；因天空下起陣陣細雨，若是往年

談戀愛青春年華，在這細雨紛紛中，夫婦倆

共持「一支小雨傘」（洪榮宏唱紅的），互

相依偎在小雨傘內，輕踐淋濕小山道，情話

低訴，偶爾環視四圍與雨濛濛中周遭山林美

景，不更增添一番情趣？終究青春年華已逝

不復少年時，走一小小段後就折回飯店，將

行李裝入遊覽車，分別轉乘一中，一小巴士

後，起車邁向今日的主目標地―梅嶺勝地。

車行不久，就由寬大公路轉入雖也是二

線道，卻甚狹小的爬山小道。一路上，中、

小巴士司機非常熟練的一路解說沿途景觀及

有關梅花種種特色：梅嶺海拔1,101公尺，

本來沿山遍植山上原住民賴以為生的「香蕉

樹」，所以古稱此嶺為「香蕉山」。在沿路

疏落的民房中，偶爾還可看到「香蕉山X號」

的戶籍門牌，釘在屋簷門楣上。後來清朝因

甲午戰爭敗戰，將台澎割讓日本，日人登台

後，嗜好香蕉的日人，發現此地香蕉味美遠

勝平地種，乃全部選購運回日本，而不准在

台出售。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台灣改由中華

民國蔣中正取得政權管轄台灣後，味美的台

灣中南部香蕉，乃成為輸出日本的重要農產

品之一，也因此發生了因國民黨謝姓權貴爭

取全台灣香蕉合作社理事長肥缺而發生，轟

動國際的所謂贈送「金碗」，及回扣佣金給

行政院所屬高官的「香蕉事件」冤獄，自吳

振瑞理事長以下，被牽連入獄的「理監事」

高達50多名）。

如前述，「梅嶺」在楠西鄉的灣丘村

原名為「香蕉山」，由於日據時期日本人在

此種滿日人喜歡吃的香蕉（收成品全輸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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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以才有此稱號。後來日人將他們所

喜好的梅花樹大量從日本移植到此地，使花

季的元月份，就開滿嬌艷醉人的白梅花。謝

東閔先生於台灣省主席任內到「香蕉山」巡

視，發現滿山「雪梅」，乃改命名為「梅

嶺」。

目前「梅嶺」已是全國最大賞梅區之

一，若依正常時序，每年元旦期間，梅嶺梅

花即進入花期，並由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

二層坪至觀音寺一帶先登場，自二層坪循恣

意展露芳容的白梅登上觀音寺，一路上枯枝

玉梅相伴，疏影橫斜，暗香浮動，處處是賞

心悅目的景致，而這片壯觀的雪白花海，將

維持七至十天左右，就像短命的櫻花般，梅

花瓣瓣，形成梅花雨飄飄落地，悲壯淒美的

辭別人間，回歸塵土，令人感嘆，人生一世

幾十年，最後有如鄭進一所譜寫愛夫情深的

「家後」所吟唱：「時晨若到，我會讓你先

走」，還不是要同樣的回歸塵土，「有甚麼

好計較？」。之後就改由二層坪以下的地區

登場（也就是我們這次所抵達1,012海拔的

地方），然後輪由更低些的地區開花，（我

們抵達時，此地正開始萌芽或開出小白梅

花）。景致與上述雷同，花落後，就滿山遍

野的佈滿青綠梅子（我們在1,012高處看到

的，有一部份就是如此），一看到此，想到

「臘梅」，不管喜不喜歡酸梅，同學們必都

「暗吞口水，齒頰留香」。

依正常花序，梅樹開花共分三期，第一

期在12月初開花，10天左右花謝結果，稱一

度梅；接著於12月底2度開花，叫二度梅，

1月中旬最後一次開花，於一月底花謝（我

們於1月16日上梅嶺，正趕上最後一季），

是三度梅。這是「梅開三度」一詞的由來，

不分男女，一個人若結婚三次，叫「梅開三

度」；今年天候較冷，自11月初就開花，所以

今年會「梅開六度」，說至此，導覽司機開

玩笑的說：「男人娶了6位老婆就叫『梅開六

度』」。

山路坡度高，又彎曲連連，且因微雨

而路濕滑，到了一處90度急轉彎處，司機將

車頭開至臨懸崖處停下，告知我們車子要後

退，才能轉進左側直角急轉彎路上，先告知

大家安心別怕，再上去，還有10來處，要同

樣前進、後退後再轉彎，請別怕。說完，車

子果然車尾略朝右的「倒退嚕（LU）」，然

後再轉進急轉彎路上，若未事先說明，恐怕

大家會以為車子「失速」而驚慌，謝謝經驗

老道的司機先生用心良苦，免去我們一場不

必要的心驚。

司機一面開車，一面又解說，日人喜歡

吃「梅子」，因為梅子含強鹼，吃進胃裡可

中和胃酸，所以能「顧胃」（這倒新鮮，當

了幾十年醫師，竟然由導覽司機口中獲悉，

「酸梅可治胃酸過高及食道逆流」，回來後

買包「臘梅」來試用，果然真的減少我的胃

脹，真靈）。

位於楠西梅嶺半山腰處的伍龍殿（位

台南縣楠西鄉梅嶺31之12號），奉伺「關聖

帝君」，我們在此暫停休息，打傘慢拾濕滑

台階如廁後，繼續上路。回程時也在此休

息，接受殿幹事陳世寶先生的熱梅子湯招待

取暖，並聽取有關梅子的介紹：梅子是我

國，日本，及中國的特產，並為中國的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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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昌譜寫的梅花一曲有「梅花梅花滿天

下，越冷她越開花」一句，描盡了梅花的花

格），目前為臺灣山坡地的重要果樹，梅花

於元旦左右盛開，清明節前後採收果實，一

般以梅胚外銷日本最多。常謂梅子可除三

毒，即除食物之毒，水之毒，血之毒；前兩

者為殺菌效果，後者指能淨化酸性體質的血

液。又據現代醫學家分析，梅子對澄清血

液，強肝，整腸，消除疲勞，預防老化，殺

菌等，有驚人效果。梅子味酸，但因含有充

分的鈣、磷、鐵等元素，尤其是蘋果酸，枸

櫞酸，酒石酸等有機酸含量極高，為一種強

鹼的健康食品。

◎梅子加工

（一）脆梅：材料：青梅5斤（約七分熟），

糖4-5斤，鹽半斤。做法：（1）採收之

青梅加鹽搓揉（約十分鐘）後敲裂，

將梅子與鹽同入於容器中加水浸泡一

天。（2）取出梅子漂水一天（常換

水）後晾乾（勿日曬）。（3）取一斤

半的糖加水煮成糖水，冷卻後與梅子

浸泡一至二天。（4）取兩斤糖煮成糖

水冷卻後將步驟（3）糖水倒掉換新

糖水浸泡兩天（第二次的糖水不可倒

掉）。（5）取一斤糖（以個人口味酌

量）撒入梅子中封好（數天後即可食

用），放入冰箱冷藏食用更佳。

（二）梅酒：材料：青梅5斤，冰糖二片，米

酒五瓶。做法：（1）將梅子完全洗

淨，並去除蒂頭。（2）充分晾乾（勿

曬乾）。（3）準備消毒過的玻璃罐，

放入梅子及冰糖再入酒，注意密封，

存放四個月後即可食用。

（三）紫蘇梅：材料：青梅（較成熟）5斤，

鹽0.5公斤，糖5斤，紫蘇葉20公克。

做法：（1）將梅子與鹽搓揉至梅子微

軟，再將二者同入於容器中約三天。

（2）將浸泡好之梅子取出，放在晒盤

日晒2-3天，使梅子成暗紅色為梅胚。

（3）將梅胚放入容器中，5斤糖分成4

份，取一份灑在梅胚上，待成糖水後

浸泡一星期。（4）將糖水倒起，重複

步驟3，浸泡10天（5）再重複步驟4。

（6）取一份糖煮成糖水，再加入紫蘇

葉，以小火煮10分鐘後放涼備用，將

梅胚中的糖水套倒起，注入冷卻後的

紫蘇糖水，數天後即可食用。

我們在細雨紛飛中，撐傘走了一會，觀

賞沿路旁盛開白梅花，品聞梅花香，因路滑

又兼濛濛細雨阻擋視野，無法居高鳥瞰、眺

望曾文水庫全景及將自然生態盡收眼底。當

然也就放棄極負盛名的「落馬古道」，觀看

「茶園風光」，與如臨仙境的「雲海飄渺」

了（這要再開上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二層坪

至觀音寺一帶）。也放棄在全梅嶺最多梅樹

區步行，以吸收梅花花粉微粒子，享受天然

賦予的寶氣，永保康健的良機。也放棄要步

行30多分，觀賞水火奇景及一旁日人留下百

年健康老梅樹機會。看到大家有些惋惜的表

情，司機安慰說：其時也沒甚麼特別，還是

開一樣大小的白梅花，只是樹幹比我們現在

看的梅花樹較粗大而已。其實說的也是，只

是有一點「百聞不如一見」之憾吧了。

除了冰肌玉骨的梅花，梅嶺上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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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雞」也很迷人。梅子雞是用梅子加高麗

菜一起燉，因佐料中含有麻油、薑片和少許

糖，因而味道是酸中帶甘，十分醇美。我們

因天候下著細雨，內子考慮若吃完梅子雞要

下山時雨勢增大，依上山時所經歷，車子要

在太多處急斜濕滑山坡道行駛，加上多處直

角形彎路，車子必須開到臨懸崖邊緣處再後

退，再轉折入直角彎路，加上去年二次翻落

十多及二十多公尺深崖的大車禍，雖然我們

乘坐的是「中巴」及「小巴」，為了同學夫

婦的安全，只好放棄令人垂涎欲滴的「梅子

雞」美餐，在山上的「伍龍殿」拜完「關聖帝

君」，在殿內喝了殿幹事「陳世寶」先生免費

熱心提供的溫熱酸甜可口「梅子湯」後，就在

殿旁一小道走一小小段，聞聞梅花香如前述

後，就乘中、小巴，循原山路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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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4-6月徵信錄

醫學人文博物館專戶捐款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4/11/2013 吳信良 100,000
4/16/2013 江漢塗／詹靜貞 10,104

詹德勝／林麗年 2,000
傅彥真／洪金敏 1,000
劉文彬／蔡洋清 1,000
張昭雄 20,000

4/18/2013 張茂雄 10,000
韓良誠 600,000
張金堅 50,000
謝博生 11,200

2013/4/19 張振翔 120
丘愛華 120
周顯彰 120

2013/4/25 林哲雄 10,000
2013/5/1 吳守正 6,200

張茂雄 10,000
洪芳彥 1,000
郭壽雄 10,000

5/24/2013 柯麗鏞 10,000
林春雄 20,000
汪元星 20,000
吳德洋 10,000

6/25/2013 李素慧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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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Johns Hopkins醫學院整形教授
― 蘇 繼 宗 醫 師

文／陳信義

好
友繼宗兄出身清寒農家，又多兄妹，從

小勤勞，自立更生，入新竹附小，名列

前茅，更在省立中學優異突出，考上臺灣大

學醫學院，1961年醫科畢業。是新竹市的少

見傑出人士。

他一出醫學院就立志為整形外科醫師，

在台服兵役兩年後即入臺大醫院外科兩年的

預備訓練，是時台灣醫學專科，尤以整形外

科仍在胚胎階段，他當機立斷，直飛Johns 

Hopkins Hospital所在地Baltimore，在Union 

Memorial Hospital從頭科班正式踏入以後他整

形外科的一生，是時弟從紐約開車拜訪，告

訴我來美奇遇，在那醫院，日日有JH大教授

薰陶，又有臺大美女雪如從台來巴城完婚成

家（圖1），真是春風得志，弟與曉芙都為他

們祝福。不久有幸攜家母拜訪小住，佩服夫

人兩年內講的道地台語，自耕台灣青菜，是

從三月fireplace旁下種開始，五月落土，七月

收穫，或現煮或冷凍過冬。

人生的命運似台灣名歌“愛拼才會

贏＂，成功是七分靠勤奮，但三分是命運安

排。他一生轉捩點是在當時巧遇美國整形外

科大師Dr. W. Bowdoin Davis的賞識，導引

他以後專科的捷徑。先去St. Louise的Barnes 

Hospital – Washington University深造，再回JH

任教職。從此生涯一帆風順，手術權威是美

國Who’s Who之列，名利雙收，是巴城整形

外科泰斗（圖2），名人藝人議員在他病患之

列。他曾任JH整形外科，是副教授。最後他

乃傾力催設JH整形外科教授專座基金，遺囑

所有告別式禮儀，奉獻此基金。

蘇繼宗、李雪如，新婚1965。

1

繼宗兄是Johns Hopkins整型外科名醫教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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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庭圓滿，夫人雪如賢慧主內，共有

二子一女，都是醫師，在不同領域有成就，

大兒Jeffrey對理財有興趣，次兒Bowdoin先婦

產科後專精電腦軟體設計，女兒Helen是小兒

科在NIH研究免疫有成。（圖3）

他對人和藹可親，雖然他成就高又忙

碌，但平易近人，尤以晚年常抽空在華盛頓

華人社區，教導整形新知，破解迷思，很受

歡迎。

一切際遇，雖是他的戰鬥碩果，他都感

恩為上。為永遠紀念啟蒙恩師Dr. Davis有一兒

子取名Bowdoin，是超級可貴。我在他過世不

久專程慰訪蘇夫人於巴城郊外住家，入口走

廊看見一幅拉薩布達拉宮刺繡，方知多次捐

助遠方末曾訪問的小學（圖4）。

更令弟佩服的是她搬出六本他們在美國

五十多年的相簿，夫人如數家珍，雖沒有題

字，卻能正確告訴每張相片的時空背景，因

我有幾張同相片有注解可印證。

他一生只有一點遺憾。1990年高班張步

良校友領隊各科教授回台巡迴學術演講，受

到各醫學院盛大歡迎，可是他專程到臺大醫

院欲傾囊相授整形尖端學問，卻受莫名閉門

羹，非常傷心失望。

繼宗兄是有福氣的人，有天生才華，

加以一生對整形外科的興趣，能走他要走的

路，最後有夫人相陪，有愛女潛心照顧，走

出五年肝癌的陰影，於2010年底已升天安

息。

祝　繼宗兄

　　西天享福，您的深情愛心　永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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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退休，居長島）

4

繼宗兄熱心捐助拉薩偏遠小學，學生以織氈

答謝。

恩師Bowdoin Davis與全家福，次子取名
Bowdo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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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愛　歌

文／林靜竹

賢
妻許世真和我有個美滿的婚姻共渡47

年，卻於70歲蒙召回天家。三位子女、

兩位媳婦、一位女婿、六位孫子女。在我由

芝加哥大學退休後一家14人和樂融融，時時

相聚偕遊。世真離去後，我過了一段悲痛、

思念和孤獨的日子。

2011年台灣同鄉美西夏令會在聖地牙哥

加州大學舉行，我被邀請作一場醫學演講。

期間經由黃東昇博士夫婦介紹認識住在南加

州的韓淑清女士。她不久前也失去了丈夫。

兩人情境類似，由筆友變成情友。2012年3

月同遊鳳凰城時在我次子家兩人互訂終身。

2012年11月23日（感恩節次日）在康科德市希

爾頓飯店（Concord Hilton Hotel）在親人祝賀

下結婚，恭請張瑞雄牧師證婚。

筆者謹將我倆由認識到結婚的故事，

彷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模式作成我們的

「長愛歌」。歌詞如次：

長愛歌

靜竹喪妻思伴侶， 淑清同年亦失偶；

台灣鄉會牽紅線， 上帝祝福賜良緣；

嬌美優雅氣質佳， 欣賞留下好印象；

字跡娟秀誘人讀， 畫工精緻花自美。

能歌善唱讚美詩， 閒時勤練鋼琴功；

自種蔬果園藝樂， 每日餐食免憂愁。

贈書三冊表身世(A)， 家族職業遊世界；

醫療教學兼研究， 退休寫書以自娛。

情投意和成筆友， 魚雁往來情愈深；

書信電腦兼電話， 陸海空結情感網。

字裡行間多關心， 寄語暗示相慕情；

電話語中有歌唱， 生活點滴談不完。

兩地相隔難見面， 日思暮想伊一人；

千山難阻思念情， 策劃共遊總難免。

先遇南加後北加， 餐館劇院增情趣；

牽手細語真甜蜜， 觀景拍照兩相宜。

愛犬作伴解寂寞(B)， 形影不離相逗趣；

晴空風雨忽來襲， 愛犬瞬間魂歸去；

千呼萬喚不回轉， 悲痛無奈送別離。

夜觀電視古代劇(C)， 電話轉述劇中情；

難比並肩同欣賞， 夜夜交談兩相歡。

剪報送君好文章(D)， 替代情書傳情愛；

古人今賢好榜樣， 努力學習增教養。

愛情不是放煙火， 瞬間火熱又美觀；

隨時煙消且雲散， 情感冷卻就分手。

互信互賴能持久， 編織美夢有心思；

生活伴侶必有愛， 願結連理伴終身。

三月共遊鳳凰城， 遍地紅岩雪多那(E)。

喜見樂器博物館， 古今琴絃鑼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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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保羅愛真諦(F)， 真誠相待得芳心；

存亮怡君為證人(G)， 互訂終身成心願。

五月相約渡假去， 遊歷兩地暢心懷；

勞倫維克休假村(H)， 晴空美景視野廣。

高球游池繞山坡， 同桌共餐話不斷；

瑞民一家來探訪(M)， 親情和諧歡心談。

再去拉斯維加斯， 花花世界人自迷；

賭城風光變新貌， 街頭人潮流不息。

巴黎鐵塔觀水舞(I)， 駐足觀賞爆火山(J)；

霓虹燈光照夜空， 訂婚指環亮手上。

歌劇面具半遮臉(K)， 美女演唱動人心；

高空特技演驚險(L)， 擘力跳躍顯工夫。

數次掃街看熱鬧， 酩家餐館吃到飽；

歡樂良辰快飛逝， 離別依依各南北；

七月淑清訪北加， 九月靜竹赴南加；

自從新春到年底， 兩月一次有小聚。

感恩節日擇佳期， 康科德市行婚禮；

重組家園二合一， 誓言彼此不分離。

親友共慶成婚日， 繞膝兒孫祝賀時；

相敬相愛相扶持， 頤養天年神照顧。

空中願作雙鴿飛， 池中彷效鴛鴦游；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愛綿綿無絕期。

註解

A. 靜竹三本中文著作《留美夢台灣情》《台

美生涯七十年》《見證胎兒醫學》。

B. 淑清養一愛犬，名叫Malu，日夜相伴。

C. 靜竹每夜看一電視連續劇，次日將劇情故

事講給淑清聽。

D. 淑清時常將剪報好文章寄給靜竹。

E. Arizona風景區多紅岩的Sedona。

F. 聖經哥林多前書13章。

G. 靜竹次子次媳John和Christine。

H. San Diego附近休假中心Lawrence Welk 

Resort。

I. 站在Paris Hotel的Eiffel Tower上面觀賞對街

Bellagio的音樂水舞。

J. 在Vegas Strip街上觀賞Mirage的火山爆發。

K. 觀賞音樂歌劇Phantom of Opera。

L. 觀賞高空特技團Cirique du Soleil演出。

M. 瑞民是淑清的兒子Raymond Kuo。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大學榮譽教授）

兩家兒女孫子女合照婚宴淑清靜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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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光 世 界 自 然 遺 產
―克羅埃西亞普列特維斯湖（簡稱十六湖）國家公園
歸來感兼談克羅埃西亞獨立戰（1991-1995）之始末

文／李彥輝

十六湖公園簡介

十六湖是克羅埃西亞之自然造成之

湖泊群，位在兩支山脈Mala Kapela於西、

Pljesevica在東之間峽谷中。90.7%位於該國里

卡薩尼省Lika-senj County，其餘9.3%屬卡爾

羅瓦斯Karlovac，距該國首府薩格勒布Zagreb 

140公里，約兩小時車程、去斯普利特Split 

230公里要花4個多小時、到沿海縣城塞尼Senj

只50-60公里遠。她的前身乃一盆地由於石

灰岩長期沈澱引起鈣化，因而形成湖群及瀑

布；也就是當蜿蜒在石灰岩及白雲石峽谷中

之科納拉河流到此處時、無法暢流而形成美

麗壯觀之串串湖泊湖區。位於卡斯特Karst地

形之石灰岩山谷、水潭裏之特殊苔蘚及藻類

會分泌出鈣質、乃形成由石灰華Travertine所

構成之多孔質碳酸鈣沈積物、加上經年累月

之水流溶蝕乃產生無

數溶蝕孔穴及瀑布。

由水流石灰岩及植物

交互影響所形成之特

殊景觀，歷經萬年

（12000-15000）到今

日沒受到干擾，因而

十六湖公園之湖水層

次異常豐富―從較深之普魯士藍到蔚藍、蒼

綠、翠碧再到乳白及清澈見底。只要陽光照

射角度不同或水中礦物成分及有機物質比例

不同，就會呈現不同之漸層色調。

因普列特維斯湖乃由上湖區12湖―位於

石灰岩山谷、林木茂密且瀑布水足及下湖區

4湖―較多淺水潭、湖底乃白雲石、水邊多

翠綠矮灌木叢，共16相互連接之天然湖泊群

組成，所以又被稱為十六湖。湖面總面積約

兩平方公里（200公頃）、長8-10公里，落差

133米（636降到503米）。各湖高差懸殊，

第一湖與第十六湖間高度差達136米。又諸

湖之間形成數百條白如銀鏈之大小瀑布，

最大者Veliki slap（位於下湖區尾端）落差

76-78米呈梯形一節節飛流而下、很是壯觀。

由於湖水含碳酸鈣之石灰岩沈澱物乃使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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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碧綠。此外還有高低錯落、形狀各異之

天然堤壩，將河水劈成多股湍流。壩身多洞

穴（有些還可探訪）、蘊含有形形色色千姿

百態之石筍及鐘乳石。因湖水不斷變化致隔

離堤壩，每年增高0.1毫米。區內岩石有三

類：1.由於外界影響如雨水而形成之多孔岩石

Cellular rock（dolomite, limestone）2.鞏固在苔

蘚或湖底下之水形成礦物沈澱Tufa 3.更堅固老

硬之Tufa-Travertine。

首次提到普列特維斯Plitvice之名乃1777

年一位Otocac修道士名Dominik Vukasovic，

寓意為自然現象造成之湖。1937年科學研究

家Ivo Pevalek對此區之水文、地質甚至環保

很有貢獻。從1949年起十六湖群及周圍地

區被劃定為國家公園，公園面積約295平方

公里（73,350英畝），森林占74.75%而水域

只占0.72%（217公頃）、海拔367（Korana

橋）-1279（Seliski Vrh）米。於1979被選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公

園內住有野生動物包括鹿、野豬、棕色熊、

狼、狐貍、羚羊等，植物則有山毛櫸樹、忽

布榆、雲杉、冷杉、松等1,267類，包括75種

地方特有，內28種巴爾幹半島獨有之植物如

青蛙花，還有55種蘭花。湖中則有苔蘚、藻

類及鱒魚等。據說有321種蝴蝶（其中76種將

滅絕）、161類鳥、21種蝙蝠、245種夜蛾、

12種兩棲類（包括歐洲綠蜥蜴、骰子蛇及歐

洲池塘龜）被發現。

園區隨季節而會變化―春天嫩綠之瀑布

裏有豐盈之流水潺潺、夏季蓊鬱蒼翠之林木

裏鳥聲不斷、秋日山巒染滿楓紅及黃葉之絢

麗、冬寒冰天雪地銀白色世界有如仙境。

十六湖各湖之命名均有她動人故事包

括Proscansko jezero (Scrub or Crave Lake), 

Ciginovac (Gypsy's Lake), Vir (Whirpool), 

Galovac,Mil inovo Jezero (Mile 's  Lake) , 

Gradinsko Jezero (Lake Gradina), Bukovi (Gush 

Lakes), Kozjak (Goat Lake), Milanovac (Milan's 

Lake), Gavanovac (Gavan's Lake), Kaluderovac 

(Monk or Hermit Lake), Novakovica brod 

(Novakovic's crossing)等，欲知詳情請自己上

網去查。

園區有二入口，有5條旅遊路線需時2-8

小時，一般會選4-6小時分上、下湖區去遊

賞。由於觀光客太多且附近旅館及農業活動

來之廢水將水汙染，因此2006年起禁止於湖

區洗浴或游泳。

因為地貌很類似，因此有人稱十六湖為

歐洲之【九寨溝】，近年來於臺灣有人誤導

將之畫面網傳為南投名間之桃花源。

到達十六湖前

我此次因參加第三屆歐洲臺灣客家聯

合會暨全球客家懇親會於奧京維也納舉行

（2012年7月13-15日）之便，決定也去會後

觀光旅遊。看了旅遊路線，因多年前去過B

線之布達佩斯Budapest及薩爾茲堡Salzburg乃

決定選從未去過之斯洛維尼亞Slovenia及克羅

埃西亞Croatia之A線。7月16日A線團因人多

分兩隊，我被分到A2有26人，台灣海外客家

電視台徐台長等六人也在同一車內，隨處跟

拍很是威風。日本來之林家六口也在A2，其

餘大部旅居美國。導遊陳萬生、現任維也納

台灣同鄉會會長、有30多年導遊經驗、只不

過過去很少來此區域。A2團於Vienna出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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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了有14道城門之中古世紀城堡―賀

荷斯塔威茲堡Burg Hochosterwitz，下午抵達

佈雷德湖區Lake Bled，坐上搖櫓船Pletna登上

湖心小島，99層階梯拾級而上遊覽16世紀聖

母教堂。傍晚登上位在崖壁上之佈雷德城堡

Castle Bled吃肋排餐，夜住Hotel Park Bled。

次日（7月17日）往Slovenia首府盧比安納

Ljubljana去，早餐後逛市區包括城堡、市政

廣場、三重橋、傳統市集，午餐後參觀全歐

第二大鐘乳石洞（第一在瑞士境內）―波斯

托那Postojna，坐電動小火車深入150-200米

之地下世界、聽洞內英語導遊邊走邊解釋。

因過去到過世界最大位於美國肯塔基州之

Mammoth Cave，因此不大引起我的興趣。

只不過洞內走道寬敞平坦有利推輪椅，倒令

人刮目相看。夜宿波多若斯Portoroz之Grand 

Hotel Metropol。7月18日離開白墻紅瓦之波城

繼續到安靜祥和之玫瑰港―皮蘭Piran，午後

前往伊斯特拉半島最南端之保有一世紀所建

造羅馬圓形劇場（tkt）及奧古斯都神殿之普

拉Pula。黃昏時分到達有如法國尼斯Nice之歐

帕提亞Opatija，住入Hotel Ambasador。

2012年7月19日早餐後全體成員於導遊

帶領下，沿海邊走。中停當地富翁為其夫人

所建之私家莊園。本想溜躂鎮內小街，沒料

到遊覽車已早到，乃上車往此行最使人響往

190公里處之歐洲九寨溝―普列特維斯Plitvice

國家公園。車上我和導遊閑聊，提到是否有

獨立戰（1991-1995年）之遺跡讓世人憑弔？

他說有且可停車。過不久在馬路上為眼尖的

我們發現，差點錯過。司機乃停下車讓我們

下去參觀，只見一棟炮火洗禮過之燒焦建築

物，露天陳列多部半毀損之坦克車、火箭炮

甚至米格19，來警惕世人別再有戰爭。如此

簡單陳設，震撼力不輸於日本廣島原爆紀念

館，可惜沒賣英語解說小冊。稍停15分鐘

後，我們繼續開往十六湖國家公園。

在十六湖國家公園

我們到達目的地―第二園區入口後，先

去吃烤乳豬風味餐，此時所請園區會說英語

之尼寇麗娜Nikolina小姐（簡稱妮娜）來會擔

任導遊。午餐後大家隨著23歲纖小身材的妮

娜走，她先在彩色公園遊覽圖示前，簡單扼

要告訴大家十六湖之歷史、自然環境並指出

今天下午之上湖區及明天上午下湖區遊覽路

線。隨後搭區內電動環湖車登到最高處，買

票魚貫進去，再坐電動渡輪橫過Kozjak（水

深47米）到上湖區―位居園區南部，主為低

水滲透力之Dolomite 

r o c k。湖岸景美、

翠綠，開始約 4小

時之芬多精健行之

旅 ， 由 最 高 位 湖

Proscansko Jezero水

深37米起經過…湖

等。湖畔均立有木戰爭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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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標出湖名、海拔、面積、深度等一目了

然。上下湖區湖面大於1公頃者有11座。沿著

崖壁、順著山路、依著湖畔，走在曲折鋪設

上下階梯之木棧道、或懸浮山腰、或穿入岩

隙甚或橫過湖面。對我來說，因每個階梯劃

分不夠明顯、怕踩空跌倒、因此如履薄冰。

眼見很多人熟悉的上下階梯真羨煞我，這點

我得學習。所幸偶爾會有泥土路，邊走邊看

見到湖中鱒魚游來游去、自由自在、很令人

羨慕。倒臥湖中之枯木，沒九寨溝之自然美

感。不過原始蒼林、綠厚植被、起伏跌宕清

水，倒令人心曠神怡。走了幾小時後、腿也

酸了、問妮娜還要走多久？她說只30分鐘就

可到原下船處。傍晚再搭渡輪回入口處，結

束上湖區12湖之走馬看花旅。覺得雖湖、

林、山、水清幽、靈秀、靜謐，但湖水沒像

我1989去過沒汙染、多姿多彩、顏色多變之

九寨溝迷人。不過十六個湖由黑Crna Rijeka白

Bijela Rijeka兩河注入水（除最大湖Kozjak面

積81.5公頃，其水源來自高山傾瀉之水外）層

層上下相扣連，以飛瀑型式流形成大小不同

之湖，最後以柯拉那河Korana流到園區外，

這點與九寨溝之各海（湖之意）各自獨立不

相連，絕然不同乃最

大特色。下船後搭遊

覽車去6公里郊外之

Hotel Grabovac住宿。

晚餐乃旅館鱒魚餐，

飯後和客家電視臺一

夥人同歡且附近走走

看些樹木（多為菩提

樹）。因怕誤踩到獨

立戰爭（1991-1995）遺留下之地雷，因此不

敢走遠。有關此段慘酷史容後再談。

翌日早餐後，由郊區出發抵達第一公園

入口。帶同所住旅館簽蓋之原來票，搭渡輪

橫過Kozjak到達對岸，開始下湖區（位居園

區北部，由高水滲透力較結實巨大之石灰石

形成）三小時之健行。此區雖為“之＂字盤

旋小路，崖壁陡峭，但少了些使我膽戰心驚

之階梯木棧道，因此走起路來放心多。翠藍

清澈之湖水與喀斯特岩壁稀疏林木，很令人

陶醉。湖梯短瀑緩緩往下奔流及經沖積而成

之大小石灰岩湖泊到處可見。不久走到路線

盡頭，見到湖區最長之高達78米之瀑布Veliki 

slap，層層相接激出水花再配上潺潺流動之河

水也使人讚嘆，因而全隊在此合照留念。參

觀完後，搭乘渡輪回到原處。午餐後，再搭

遊覽車往下一站Tuhelj溫泉區出發，結束了前

後約一天之十六湖公園之旅。

普列特維斯公園凔桑史

普列特維斯公園區，近鄰波斯尼亞Bosnia

及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到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Coast最短直線距離55公里（34英

里），位在A1國道Zagreb-Split約西邊50公里

塞爾維亞人 克羅埃西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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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連通克羅埃西亞北南，地理位置很是重

要，因此自古以來乃兵家必爭之地。1538斐

迪南一世Ferdinand I於此建立克羅埃西亞軍事

邊界，來隔開奧地利哈布斯王朝Habsburg與土

耳其歐土曼帝國Ottoman Empire。因而原住民

被迫放棄家鄉群遷西部，代之除原住之克羅

埃西亞人外、奧地利軍人、許多中歐人甚至

逃避歐土曼之塞爾維基本教義Serb Orthodox

難民移居此地。有段時期被稱為惡魔之花園

“the Garden of Devil＂。歐土曼幾次成功占領

此地，1788又重歸哈布斯王朝。當不再受歐

土曼威脅時，曾歸文職克羅埃西亞總督所管

轄，為南斯拉夫帝國克羅埃西亞內巴諾瓦那

Banovina之一部分。1805Dalmatia及Lika落入

拿破崙手中乃成他之伊利里安省，1814此區

又為哈布斯所統治。1850克羅埃西亞人首次

民族覺醒，1871著名克羅埃西亞政治家Eugen 

Kvaternik（提倡守法並主張脫離奧匈）被殺

於湖區北部Rakovica，同時克羅埃西亞革命也

被平定。

克羅埃西亞獨立運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意設立以南斯

拉夫人為主之聯邦國家並參加塞爾維亞―克

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1929該王國乃

改名南斯拉夫王國。1939年為了減輕民族對

立，給予克羅埃西亞人一些政治權利成立克

羅埃西亞自治州；但安特―貝麗奇不滿而成

立烏斯塔薩公然宣告克羅埃西亞獨立。1941

年納粹德國進攻南斯拉夫，烏斯塔薩與之合

作成立傀儡之克羅埃西亞獨立國，不過效忠

南斯拉夫國王之塞爾維亞軍官起而反抗演變

成克塞民族鬥爭。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公佈

給予六個共和國及二自治省有平等發言權，

但不為人口多數之塞爾維亞人所接受。1980

中期對此不滿之塞族斯洛伯丹―米洛舍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開始發跡，同時克族人也

對塞族人不滿，且米洛舍維奇倡導大塞爾維

亞主義乃成為1991年克羅埃西亞獨立之導火

線。

1 9 8 9年東歐獨立運動開始波及南斯

拉夫，1971年失去勢力之史傑潘―梅西奇

Stjepan-Mesic及弗拉尼奧―圖集曼Franjo 

Tudman重返政治舞臺，後者當選總統。1990

年5月13日於首府薩格勒布舉行之薩格勒布

迪納摩及貝爾格萊德紅星比賽時，發生衝突

南斯拉夫員警也介入而成為反塞爾維亞運

動。1990年10月克羅埃西亞主張廢除聯邦制

度與要維持之塞爾維亞意見不同，1990年12

月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制定憲法規定主權自治

且定克羅埃西亞語為官方語言、禁用西里爾

（Cyrillic）字母改為拉丁字母，且於199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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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創立克羅埃西亞員警軍由匈牙利取來大量

武器。1991年6月19日實行獨立公投得78%

通過，1991年6月25日宣告獨立。但因與塞

爾維亞國境直接相連且境內有20多%塞爾維

亞人居住，因此獨立戰沒如同一天宣佈獨立

之斯洛維尼亞（自己人口占90%）來得單純

簡單。1991年9月22日南斯拉夫聯邦軍襲擊

薩格勒布，兩方正式開戰。尤其斯拉夫尼亞

之武科瓦爾Vukovar及沿多瑙河一河相隔之

服伊弧頂那間87天巷戰最為慘烈，雙方各近

3,000人死亡。1995年克羅埃西亞軍趁聯合國

維和部隊縮小之際，突襲西斯拉夫尼亞趕走

塞爾維亞人。1995年8月3天攻陷塞爾維亞克

拉依那共和國首都―庫寧Knin造成150人死

亡、15-20萬塞爾維亞難民。指揮作戰之克羅

埃西亞將軍安特―格德比那被捧為英雄，但

屠殺行為造成大量難民乃為舊南斯拉夫戰犯

法庭給追訴，2005年12月被引渡至西班牙加

那利群島監禁且於海牙受審乃後話。因為西

斯拉夫尼亞及塞爾維亞克拉依那被克羅埃西

亞軍攻佔、造成克羅埃西亞國內之塞爾維亞

人大量減少、勢力大降。因此該地區塞爾維

亞人放棄抵抗與克羅埃西亞政府簽和於艾爾

獨特鎮，雙方同意東斯拉夫尼亞歸屬克羅埃

西亞、同時境內塞爾維亞人有相當自治權，

兩年過渡時期交由聯合國管理，從此結束了

1991-1995年之內戰。

內戰時之十六湖

話得說回來，歷來兵家相爭之十六湖

也難置身度外，1991年3月有包括三位小孩

在內之於Grabovac汽車露營區被殺害、此乃

十六湖事件又稱Plitvice Bloody Easter，為首

次武裝衝突造成流血死亡。此園區為米洛舍

維奇及南斯拉夫軍支持之地方塞爾維亞人

成立之塞爾維亞克拉依那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所佔有直到1995停戰。區內旅

館及其他設施被用為兵營，因此很多建築物

受到破壞且區內到處有地雷（戰後有段時間

為UNESCO列為World Heritage of Danger，

1998年才被除惡名）。又此地方政權脫離克

羅埃西亞獨立於1991年6月24日，建立三個自

治區控制克羅埃西亞與波黑邊境之塞爾維亞

族地區，占克羅埃西亞三分之一領土。1995

年5月2-3日對薩格勒布實施地對地飛彈Orkan 

Multiple Rocket with warheads攻擊（Zagreb 

rocket attacks），故意針對市中心造成7平民

死200多傷，來報復前些時克羅埃西亞發動之

Operation Flash（造成許多塞爾維亞族死亡及

15,000逃離家鄉）。停戰後海牙國際法庭準備

以戰犯罪起訴克羅埃西亞總統圖集曼，但他

1999死亡於囚室。至於發動對克羅埃西亞薩

格勒布火箭攻擊之塞爾維亞之克拉依那共和

國總統Milan Martic被判35年於2007年6月12

日，南斯拉夫參謀總長Momcilo Perisic 27年。

再又逃亡16年涉嫌1995年7月屠殺7,000人波黑

（穆族）之前波黑塞族領導人穆拉蒂奇於塞

爾維亞被捕。

感言

目前巴爾幹半島恢復和平，斯洛維尼亞

已於2004年5年1日成功加入歐盟。克羅埃西

亞（面積56，542平方公里，台灣之1.5倍大、

人口只450萬，台灣之五分之一，1992.5.22獲

准加入聯合國）2003申請、已於2013加入歐

盟、使用歐元。但擔任克羅埃西亞十六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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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導遊妮娜告訴我，她個人不贊成加入以避

免其他歐盟國進來攪局，寧願自力更生發展

起來。她之想法類似某年於吳哥窟旅遊時，

提起最近柬埔塞境內找到油田。地陪他說寧

可不如此，這樣一來列強到來搶生意、互相

勾結政府各黨派、會永沒和平；寧願安定中

求進展，但願如此！盼克塞雙方永久和平相

處，青春美麗少女們不再為戰爭悲傷流浪！

寫到此、想起寶島台灣之未來前途，可

沒如此“幸運＂，真令人擔心。就算有如克

羅埃西亞之流血革命，因中國乃聯合國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握有否決權，因此聯合國難

通過以違反人權出來調停、主持正義簡單結

束戰爭而使台灣人民族自決。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公開徵求推薦所長人選啟事

一、候選人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副教授以上資格。
2. 任職前年齡未滿六十二歲。
3. 具有基因體學、蛋白體學、幹細胞學或生物相關背景與學術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二、推薦辦法：

1. 由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推薦。
2. 由遴選委員會委員主動推薦適當人選，並經其他委員一人副署後正式向遴選委員會推薦。

三、檢具資料：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所長被推薦人履歷表（含有關證件影印本：身
分證明文件、副教授以上證書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2. 所有著作目錄及五篇代表著作。
3. 簡述個人對本所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構想。
4. 被推薦同意書。
（第1、4表格請上本所網站最新消息下載。上述所有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式二份郵寄至以下
收件地址）

5. 推薦函三份以上。（請推薦人直接郵寄或e-mail，若用e-mail請推薦人向蕭小姐確認是否收到）

四、收件截止日：102年8月5日下午5時前將資料寄達本所，逾時恕不收件。收件地址：10055臺北市
徐州路2號5樓　臺大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所長遴選委員會收。

五、聯 絡 人：蕭詩珊小姐
聯絡電話：02-2312-3456 ext.88653
E-mail：sshsiao@ntu.edu.tw
本所網站：http://medgenpro.nt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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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一 年 行
文／王成平

二
○一一年七月底在開完最後一台刀，

看完最後一節門診的第二天，匆匆忙

忙搭飛機溜到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附近的馬

里蘭州的美國癌症研究中心（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一年後盤纏耗盡，加上那時

美東地區多災多難、又匆匆忙忙大包小包地

溜回台灣。第一天回到台北家裡，發現車子

沒電了，桌上型電腦、冰箱、馬桶、紗窗、

電話等一堆東西都壞了。沒錢買新的，也忘

了該找誰修，還馬上碰到一個颱風。臨床工

作又有一點生疏了。在這焦頭爛額之際，這

篇有時間截止壓力的文章就先寫個大概。其

他詳情，待以後有機會再與各位先輩同仁分

享報告。

當我出發時以及自美國回來時，很多

人問我去哪裡，是哪一個醫院或是哪一個實

驗室做實驗。當我回答是既不是醫院也不是

實驗室，沒有細胞或是動物，也看不到任何

一個病人的地方。很多人都會很狐疑會問，

那是個甚麼地方，究竟可以做甚麼。沒錯，

我待的地方只有桌子、電腦、電話以及筆

紙。每天做的事就是打電腦、回信、講話溝

通討論以及發呆（思考）。對於在台灣的醫

師以及大部分的生物研究人員而言，會有這

個疑問是很正常的。因為大部分的人接觸的

不是臨床、病患就是實驗室。其實，除此之

外，還有一群研究人員做的是構思新的研究

方向、設計以人類群體為研究對象的大型研

究，並且整合許多領域、機構甚至是多個國

家的研究精英一同研究。我去的研究單位就

是這樣的研究機構，而我要學習的就是這個

如何思考以及設計這樣的研究並且學習美國

整合研究的成功經驗。所以我帶回來了不是

新的治療方式或是研究方法或是細胞株或是

動物。我帶回來的是一些正在做或是即將或

是未來有潛力做的研究計畫，還有放在腦袋

裡面跟著我一起回來的概念與思維。研究計

畫的部分不是太重要，就不在這裡詳敘，這

裡寫一些個人一點點的感受以及心得，不見

得全對，給前輩大家們做個參考。

1. 實驗研究本身有時候並不是真正的重點。

真正的重點是突破性的想法以及研究的設

計。我在台灣以及美國所接觸到的都是大

型的癌症流行病學研究。這類大型的研究

以及收集的世代（cohorts）從概念形成、

設計、實際執行收集個案以及後端的實驗

室研究的設計與執行，困難度非常高。雖

然短時間難有成績，但是它非常重要。一

個有完整而正確的以人類母群體為對象、

有代表性的癌症個案以及沒有偏差的漂亮

對照組並且有完整而長期時間軸的世代，

可以明確地回答許多臨床問題以造福病

患。而且可以做非常久，對未來的學生以

及研究者也有幫助。美國之所以在生物醫

學上有非常多的貢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和美國的研究前輩們有遠見地在數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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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建立大型世代、提供了大量可靠而

且長期的資料以及豐富的生物檢體，給現

在以及未來的研究分析使用。這是我們值

得學習以及投資的部分。有機會的話，我

們應該以長遠心，花力氣建立幾個大型、

長期並且是以人類母群體為基礎的世代研

究。

2. 現在的研究需要的學問太多、因此一個好

的研究需要許多不同領域專家或是機構一

起努力才可能完成。單打獨鬥小格局或是

小鼻子小眼睛地防東防西是行不通的。因

此，如何集合不同學有專精的專家一同努

力才是成功的因素。在我的觀察，一個研

究計畫主持人或是協調者能成功整合這類

研究計畫，不完全在於本身到底懂多少或

是會多少，而是有沒有提出重要、創新或

是現在看似瘋狂的前瞻議題的能力以及清

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有包容不同領域專

家的個性，開放思考、樂於助人教人以及

不強取豪奪、不機關算盡的人格特質。大

家都知道漢初劉邦是個流氓無賴但他成功

了，而項羽是個英雄但卻失敗了。有此一

說：劉邦之所以成功正因為他的無賴性格

（自己不行，就廣納豪傑，不吝給予舞

台、賦予重任、每個下屬都成為英雄）；

而項羽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其英雄本性（自

己太強，易剛愎自用，依附者只能屈於強

主之下而無展才的舞台）。這個提供給想

要做大事的人參考。

由於我待的地方不是醫院也沒有病患，

為了不和臨床脫節以及看看美國實際的臨床

工作。因此，在希亞綸博士的同意之下先後

到包括巴爾地摩市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等多家醫院觀摩學習。看

到甚麼醫療技術不是此行的重點。我這有些

心得可供大家參考：

1. 像棒球一樣，先發、中繼、後援以及終結

投手各司其職，做好份內的事，球隊才會

贏。美國的研究單位以及醫院看來也是，

臨床醫師最重要的就是本質學能（教學、

服務、研究）的充分發揮，而醫院其他各

職位的人員也各司本職，這個醫院才會真

正強。一味挖東牆補西牆絕對是一團糟。

容晚輩我說一句得罪的話，醫師不是甚麼

都懂、都會或是都能做。如何建立新的職

務身分（例如專科護理師、醫療助理員、

各種行政秘書或是相關人員）分工出去才

是。醫護人員各自留下核心工作才是創新

醫療以及提升醫療水準的真正關鍵。

2. 再多的文書作業只是提升醫療品質中的一

環，再多的同意書雖然能保護自己但無法

預防事端也無法預防醫糾。過多的防禦性

醫療並不是一個醫學中心，尤其不是臺大

醫院這種教學醫院該作的主要正事。和病

患多說幾句話絕對勝過在病歷上多寫幾個

字，也才是感動醫療的真正關鍵。

3. 已經有太多的內外部規範限制著醫療的創

新與發展，因此醫學中心的主事者思考的

不是跟著限制所屬在現有的框架或是現有

的價值之內，而是時時思考超越、挑戰現

有的規範並且鼓勵所屬超越自我。在約翰

霍普金斯醫院這類的一流醫院永遠都在挑

戰現有價值觀念、永遠都思考並走在現有

觀念與框架之前，嘗試為醫學界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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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或是有創意的醫療願景以及建立新的

醫病關係和價值，讓其他醫院效法。醫療

評鑑可以做，但只能讓一般醫院的基本運

作變好，品管要做但也只是維持一般醫療

水平而不是真正能提升成頂尖醫療的關

鍵，更不能讓醫院擠升為居領導地位的一

流世界級醫院。只有創意和突破才能讓醫

院更上層樓。從院高層級花費力氣規範服

裝儀容之類的規定絕對不會讓學界或是病

患刮目相看，更不會因此成為世界頂尖醫

院。

4. 我們台灣臨床其實做的很好，只是缺少一

點創意以及勇氣。美國無論是年輕或是資

深醫師強在瘋狂點子很多，敢勇於嘗試，

然後有系統的付出，克服一切讓這些瘋狂

點子成真。

5. 胡說八道的人很多。

太嚴肅了。最後條列輕鬆一點的行程。

1. 去了一趟Super Bowl 2012的Indianapolis。

很漂亮，居住環境很好。但是還是在家裡

看Super Bowl。

2. 去了一趟Orlando Disneyland以及位於Cape 

Canaveral的NASA Kennedy Space Center。

只可惜差幾天就可以看火箭發射。

3. 去了一趟Miami Beach參加Triological 

society meeting。

4. 去了一趟Philly參加U Penn舉辦的PENN 

International Rhinology and Skull Base 

Course。

5. 去了一趟New York參加MASCC和IAOO

舉辦的MASCC/IAOO 2012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Times Square不錯，只是Manhattan有點髒

亂，有些紐約客有點兇而且市儈。

6. 去了一趟Chicago參加ASCO 2012 meeting。

芝加哥非常漂亮，難怪變形金剛第三集要

攻擊Chicago。五大湖好大，好像海。

7. 去了一趟Canada參加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d and Neck Cancer順便去

看了Niagara Falls，真是壯觀。

8. 去了n趟的國民隊主場看王建民比賽。拿

到王建民和準名人堂選手I-ROD的簽名

帽。還有上電視，台灣有人看到。

9. 去了n趟的金鶯隊主場看陳偉殷比賽。也

有上電視，但是台灣沒有人看到。陳偉殷

都不簽名，我還好但美國人有點不爽。還

好有拿到海盜隊的中堅手McCutchen的簽

名。還有看到洋基、紅襪以及遊騎兵（有

Josh Hamilton喔）的全陣容。另外在停車

場還見到已屬於海盜隊的A.J. Burnett。

10. 去了一趟NBA巫師隊主場。雖是NBA爛透

了球隊，但還是比CBA好看。

11. 去了一趟北卡Outer Banks。看到萊特兄弟

試飛成功的地方，親眼目睹感覺很特別。

12. 去了一趟Virginia beach。比Miami beach好。

13. 去了一堆Maryland的regional和state parks。

非常漂亮，但都沒人。

14. 到賓州滑雪。

15. 參加華府端午節龍舟競賽男女混合組，得

了銅牌。

16. 認識了一大堆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母校

耳鼻喉科臨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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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政郁

時
至七月，鳳凰花開，驪歌高唱，又見一

群醫界生力軍投身職場，祝福他們能夠

一展懸壺濟世的長才。本期首先由吳振吉校

友介紹聽損與基因，吳校友是母校耳鼻喉科的

新生代明星醫師，博士班學程即致力於基因醫

學與聽力障礙的研究，目前基因檢測除了可應

用於臨床上兒童聽損的診斷之外，對遺傳諮

詢亦可提供相當大的幫助，預防聽障兒的發

生，此外，也有助於瞭解老年性聽損的成因，進而擬定有效的預防及治療策略。韓良誠校友的畢業

典禮致詞發人深省，語重心長地以三則故事，希望新生代「把每件小事做好」、將醫學成為自己的

「志業」，並且樂在其中。醫學系撥穗典禮的兩位優秀畢業生代表，感性、寫實地回顧七年醫學生

生涯，讀來真是於心戚戚焉，吾人願意鼓勵這群鴻鵠勇往直前，「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

君」。張上淳主任與蕭伊芸技正的最佳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讓我們看到母院

生生不息的光明前途。戴鐵雄校友再度以如年輕人的熱忱，娓娓道來畢業52週年的同學會情誼，真

是令人羨慕此生難得的好情緣。陳信義校友追憶同在美國奮鬥的同窗好友蘇繼宗醫師，感佩他高瞻

遠矚及早投入整形外科的研究，且有伯樂相助，終能在異鄉闖出一片天，只是可惜無緣造福國人。

林靜竹校友的長愛歌真是禮讚上帝的恩賜，老天爺替林校友關上了一道門，但又開啟了一扇綺麗之

窗，真是可喜可賀。李彥輝校友在觀光之餘，很用心地介紹十六湖國家公園的水文、地質，讓旅遊

不僅是淪為走馬看花，而是一趟豐富的知性之旅。王成平校友的美國一年行，讓他的研究思維更上

一層樓，視野更加廣闊，母校耳鼻喉科有此優秀的後繼者，真是母校之福，期待所有校友都能「昨

日我以臺大為榮，今日臺大以我為榮」。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耳鼻喉科教授）



「景福文化藝術研習班」活動花絮

時間：2013年5日中旬開始 　　地點：景福館B1會議室　　攝影：王亮月

　　為提升對校友的服務，本會自102年2月起，陸續推出多種不同主題課程。經由參
與者的回應，希望本會提供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課程，特聘請專業的日語教師，於五月

中旬教授為期三個月的觀光日語會話。在此課程中，學員們愉快的學習及互動，並自

我期許於課程結束後，都能完成基礎的日語對話，順利的運用於觀光旅遊。

（9月新班即將開課，報名請洽2389-8637徐小姐）

▲10人左右的小班教學

▲交叉問答活動

▲學員相互自我介紹

▲日文老師自我介紹

▲初唸五十音

▲學員基礎對話



【橫看成嶺側成峰】

兔子的大腦白質結構看似一隻正在海

中奮力向前游動的烏賊，造物者的巧

思由此可見一斑！

小兒部住院醫師結業典禮　　　　　　　　　　　　　  時間：2013年6月26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家醫部結訓醫師與師長合影　　　　　　　　　　　　  時間：2013年7月1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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