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腦內神秘的三維網格結構】

貓頭鷹猴的大腦神經軸突呈現整齊的三維網格結構，以近乎垂直

的方向互相交錯。三維網格結構的三個方向正好平行於生物體的

三個軸向，即左右、前後、上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十五任院長就職典禮　　　　　　時間：2013年8月1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交接典禮　　　　　　時間：2013年8月1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第
30

卷
第8期　2013年

8月



醫政會議頒發教學特殊優異獎

時間：2013年7月30日　　地點：臺大醫院會議室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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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傳承專輯

臺大生化學科歷史簡介

文／張明富

今
天很榮幸能夠擔任醫學傳承講座第三

次的主講介紹人，等一下會請林國煌

老師和黃伯超院長，介紹日據時代和光復前

後幾年中生化學科的歷史發展。希望透過這

一次的傳承講座，讓在座的老師、同學和校

友們能夠更了解臺大醫學院生化學的傳承情

形。根據我的的考證，生化學科的歷史，從

1922年廣畑教授的領導開始到現在（編按：

2008年）已經有86年的歷史。在這之前醫學

校並沒有專門生化學的教學和研究。1922年

之前，生化學的教學主要是由醫院的藥局主

任教導，一直要到1922年才有正式的生化學

課程。

台灣生化學發展大事記：

台灣生化學的誕生主要是源起於台北帝

大時期的生化學教室，富田教授為帝大生化

學講座的第一任講座教授；和廣畑教授的附

屬專門醫學校醫化學教室。兩者在光復後合

併為生化學科。民國36年農化系有生化學的

成立；生理學的生化學也只是一個組，不是

研究所。一直到民國52年才獨立為生化所，

招收碩士班學生，55年才成立博士班。之後

陸陸續續成立很多生化相關單位，例如國防

的生化、總區的生化科學研究所、中研院的

生化科學研究所、清大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等

等，在此不一一贅述。根據統計至2008年為

止，臺大醫學院生化科畢業生共有498位碩士

生，110位博士生，培養之人才遍佈海內外，

以及國內各研究、教學單位和產業界。本科

有許多校友擔任公職，或者是各校校長，更

有四位院士：楊振忠、林榮耀、吳妍華、李

文華。

生化學除了教學之外，研究其實跟民生

息息相關，包括營養、毒物的實驗，還有林

國煌老師的土震素；以及跟工業污染有關的

PCB（多氯聯苯）之米糠油事件。81年之後，

研究的項目更為廣泛，譬如說，抗癌、自由

基、病毒、過敏，以及各種和營養相關的研

究。

公元2000年和2004年，本科分別拿到

卓越及卓越延長計畫，使得研究更往前發

展，核心設施也從此建立。2002年參與了由

教育部推動的生物技術改進計畫，在全國作

技術性的提升和人才培育，本科亦貢獻了許

多心力。另外，2002年生化所為了因應時代

潮流，並反應同仁的研究發展現況，更名為

「分子生物暨生化學研究所」。

最後的幻燈片是董大成先生的照片與墨

寶，他是我們台籍生化學研究的pioneer，帶

領台灣生化學的發展，其成就與貢獻在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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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一屬二的。「敬天愛人」是董先生的墨

寶，這四個字的意思，就我個人的理解，應

該是指對宇宙、自然要保持尊敬，以及我們

的了解和愛護的心；對社會、同胞、同學也

要有愛護的心，培養下一代。希望大家以這

四個字為座右銘，共勉之。

※本文以2008年醫學傳承講座系列內容整理

（作者係母校生物化學研究所1982年碩士畢

業，現任母校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研究

所特定教授）

臺灣大學法醫學科（所）

誠徵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學經歷

　（1）具法醫師、醫師（具有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者尤佳）或牙醫師證照者。
或（2）具法醫病理學相關領域專長之博士學位者。
◎專長：

　具病理解剖學或法醫病理學背景，且有教學或實務經驗者優先考慮。

二、檢具資料：1. 履歷表。
　　　　　2. 完整著作目錄。
　　　　　3.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4. 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 國內、外相關領域人士推薦函2封。

三、收件截止日期：2013年10月25日（五）下午五時前，
書面文件送達：臺大醫學院法醫學科（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四、寄送地址：100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五、聯 絡 人：簡淑芬 助教
電　　話：(02)23123456分機65489
E-mail：forensi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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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生化學之傳承

整理／徐思淳

林國煌教授：生化學的開路人

林國煌教授要介紹的是台灣生化學科的

傳承，首先要講生化學在台灣建立的時代背

景；其次是介紹台灣生化學科開路人及接班

人。並且藉由強調L-abrine的研究，充分地

反應出當時師生之間的傳承關係。最後，則

是說明林國煌教授對於「傳承」的意義的詮

釋。以下謹整理林教授演講記錄，與大家共

饗。

1. 時代背景（如圖1）

為了讓大家更容易瞭解台灣生化學的發

展，以時間為軸線製作此表。從1900年開始

到2000年改名為「分子生物學和生化學」，

日本統治時代與國民政府時代剛好各佔了50

年的時間。在台灣變成日本領土之後，差不

多7年，日本人就開始了台灣的醫學教育，以

台灣的本省人為教育的對象。

日本統治時期的五十年中，對生化學科

最重要的就是1922年。當時的醫學教育機構

主要是醫學校。日本本土在1922年之前的30

年，就已經相當現代

化，台灣與日本的現

代化程度相差了 3 0

年。以學校制度為

例，1922年前東京已

有東京帝國大學，而

台北帝國大學直到

1928年才成立。醫學

校的制度是專門針對

台灣本土人設立的制

度，在台北醫學專門

學校時期，是沒有生

化學或醫化學的，只

有化學，一直到19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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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才開始有醫化學。廣畑龍造教授是

1922年來台的，由他開啟了台灣醫化學的研

究。1928年，台北設立帝國大學是沒有醫學

部，因為另設立醫學部的費用太高，而且沒

有地方。一直到1936年原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的地方設立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而廢棄台北

醫學專門學校，另設專門學校附屬專門部，

將原本醫學專門學校的醫化學及醫學部的生

化學合併，地點即為二號館。

廣畑教授在台長達21年之久，前面14年

的時間在專門學校，後7年在帝大醫學部附屬

專門部從事醫化學的工作。1943年，廣畑教

授離開台灣，前往日本九州大學擔任教授。

廣畑教授在1942年決定回去日本後，附屬醫

學專門部的醫化學教室的教育、學生指導和

研究工作，便由當時擔任醫化學科副教授的

董大成教授負責。

本人出生於1922年，而台灣生化學亦

是從1922年至今，恰與本人的歲數一樣都是

86歲，我出生的時候，台灣生化學也才剛開

始。我今天要談的是1936到1943年之間的台

灣生化學歷史。

2. 開路人和接班人

日本的大學制度是採用德國的講座制

度，台北帝國大學生化學講座成立的時間很

短，在日本統治時代只有不到十年的時間

（1937-1945）。第一位講座教授是富田雅次

教授（任職時間是1937-1942），第二位則是

志賀直教授（任職時間是1942-1945）。當時

的生化學講座裡沒有台灣人，台灣光復後，

則由董大成教授繼任。

富田雅次教授，畢業於京都大學醫學

部，1937年從長崎醫科大學醫化學教室轉台

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首任生化學講座教授。

1939年第15屆日本生化學總會在台北舉行時

擔任會長。1942年兼任第4任台北帝國大學醫

學部長，同年因病辭職離開台灣。當時井關

敏則先生（編按：此「先生」一詞是日語對

教師醫師的尊稱，文中多是這種意思）則為

助教授。

接替富田雅次教授擔任講座的是志賀直

教授，  當時由荒野真平先生擔任助教授。

1945年，志賀教授為了要接日本的家人來台

居住，前往日本，搭乘的船隻於長崎港外

海，遭美軍潛艦襲擊沈沒，志賀教授不幸罹

難。

實際上，台灣生化學的開路人，是台北

醫學專門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

醫化學科的教授廣畑龍造先生。廣畑教授來

台灣服務之前，於1917年自日本岡山醫專畢

業，畢業後到廣島縣立醫院擔任一到兩年的

內科醫師。有趣的是，他曾在九州大學醫學

部做過法醫科的助手，顯示他對法醫學很有

興趣。後來因為有人推薦他到台灣的台北醫

學專門學校工作，才到京都大學醫化學研究

室當研究生。京都大學的醫化學研究室很有

名，之前提到的富田教授就是從京都大學畢

業的。來台後，廣畑先生擔任台北醫學專門

學校講師，主持醫化學教室，並於1934年派

赴海外進修。在1934年以前，醫學校的老師

都會被日本政府派到歐美進修。1936年廣畑

先生回來後，升任為附屬醫學專門部的醫化

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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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畑教授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他當時

擔任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卻連一篇論

文都沒有。廣畑教授的經歷，在當時並不特

別，但他非常努力，來台時僅有29歲。他的

經歷跟杜聰明先生很類似，杜先生也是在大

正11年（1922年）開始擔任專醫學校的教職，

年紀與廣畑相仿，年長一兩歲而已。廣畑教

授1943年12月辭職離開台灣，就職日本九州

帝國大學醫學部醫化學教授。 

廣畑教授的接班人是董大成教授，董大

成教授在日本時代的日本名字是吉田龍生，

是台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第一屆的畢業

生。日本時代台灣人進入專門學校，都是從

臨床醫學開始，想要從事基礎研究，必須先

在臨床累積經驗後才能進來，但董大成先生

則是一畢業就進入醫學專門部的醫化學研究

室，實屬不易。四年後，也就是1941年升任

助理教授，這樣的例子非常少，董大成教授

當時很年輕，不到30歲。1943年12月，廣畑

龍造教授離台之後主持專門部醫化學教室。

翌年，1944年榮獲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博

士學位。光復後，董大成教授即擔任臺大醫

學院生化科的主任，直到1983年9月。

廣畑教授在台灣有很多的日本學生，台

灣學生也不少（如表1），主要都是從歐美留

學回來後才收的。這些學生和董大成教授，

承繼了廣畑教授自日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研

究成果，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在L-abrine的研究

上。

3. L-abrine的代謝研究及其意義

Abrine的研究，是廣畑教授從歐美回來後

才開始進行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廣畑教授

的台灣學生來完成的，所以要特別介紹。關

於這個工作的前後因果有必要簡單的說明一

下：

公元1853年，德國化學家Jus tus  von 

L i e b i g發現狗尿中酸性物質（k y n u r e n i c 

acid）。1904 德國學者 Ellinger發表kynurenic 

acid的來源是L-tryptophan。到了1920年， 

Ellinger 與 Matsuoka發表L-tryptophan經過

indol-pyruvic acid形成Kynurenic acid。1931 

年，日本大阪大學醫學部生化教授古武彌

四郎發現新的L-tryptophan的中間代謝產物

表1：廣畑龍造教授的台籍學生

姓名 畢業年代 畢業屆數

陳鳩水 1926年 醫學校25屆畢業

蘇丁受 1926年 醫學校25屆畢業

郭火炎 1928年 醫專7屆畢業

徐千田 1935年 醫專14屆畢業

林啟宗 1936年 醫專15屆畢業

董大成 1937年 醫學專門部1屆畢業

杜德和 1941年 醫學專門部5屆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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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urenin。1935年，印度Ghatak以methanol抽

出無毒結晶物質命名為abrine。

從1936開始，一直到1942年，廣畑教授

和其台籍研究生陳鳩水、林啟宗、董大成、

徐千田研究abrine的代謝，發現demethylase

及其Co-enzyme（FAD），研究成果自1936

年開始陸續發表。這段期間，從中日局部衝

突到全面開戰，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社會不安，物質欠乏，人心不安，日人教職

員陸續離開校園，研究環境十分艱苦。廣畑

教授的團隊分離新的酵素demethylase，支持

古武教授發現kinurenine是L-tryptophan的中

間代謝產物的看法。1941年，德國生化學

家Butenandt在探求果蠅眼球顏色的遺傳的

研究中，確認了kynurenine的構造式。廣畑

教授的團隊失去決定kinurenine構造式的機

會，十分可惜。但是，因為這項研究，台灣

生化學的開始進入新陳代謝（amino acid，

L-tryptophan）研究，是個重大的里程碑。

L-abrine的研究，是廣畑教授最成熟時代

的研究工作，而其所處的時代也是最困難的

時代。從學問層面來看，廣畑教授過去的研

究沒有此項，是一個新的領域，更重大的意

義在於栽培台灣本土的生化學科接班人。

4. 結論（傳承什麼）

日本教授到底傳承了什麼給台灣的學

生，是硬體還是軟體？恐怕都有，我希望把

這個難題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首先，如果把生命現象的研究裡面，

用化學反應解釋時，biochemical technology

發揮極大的效用，也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做生

化學的研究工作。L-abrine的研究過程包括

whole body analysis和isolation of enzyme，

characterization of enzymatic mechanism （in 

vitro experiment），這是生化研究工作的基

礎。

其次，由廣畑教授帶領的研究工作，

是一種團體活動，除了可以看到師生之間的

互動外，其研究態度也是值得學習的。廣畑

教授教導研究生的態度是直接給學生一個問

題，然後要學生自己想，所以董大成先生在

廣畑教授的指導下，學習自己用很多方法去

解決它。

再者，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去啟發研

究者的樂趣，因為有熱誠，甚至研究到了廢

寢忘食的地步。而老師的重要性在於啟發學

生的思考能力。廣畑教授在教導研究生時，

特別講過好幾次，研究時雖然你必須要去查

所有的相關文獻，但千萬不要信賴它。以廣

畑教授研究kinurenine構造的失敗為例：在

於不信賴自己的元素分析值，過於信賴權威

（古武彌四郎）而導致失敗（如圖2）。所以

廣畑教授以Willstatter的名言為警惕，並送給

大家：「Man muss alle Literaturen wissen, a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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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ts davon glauben」，表示做研究時要相信

自己，而非過度的崇拜權威。

黃伯超教授：營養學研究的傳承

今天我要介紹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廣

畑教授從事的營養研究工作，有沒有傳承下

來，廣畑教授的接班人是董大成教授，實際

傳承的狀況到底如何？我想用廣畑教授實際

的研究工作內容為主題來跟各位說明。

廣畑教授來台灣之前，在廣島縣立醫院

擔任內科醫師時，在臨床上就接觸過和營養

有關的腳氣病病人。來台後的第三年，大概

是1924年便注意到台灣的地方性甲狀腺腫。

也許大家沒看過，但我小時候常常看到，台

灣話叫「大脖子」，因為甲狀腺腫大的關

係，所以脖子大大的，相當多。廣畑教授研

究時，要找病人比較多的地方，選擇了台東

縣大麻里，這是他們當時調查的地圖（如圖

3）。

地方性甲狀腺腫的病人在山地比較多

（如圖4），所以他們就找了排灣族的原住民

做觀察。照片中的五位原住民都罹患甲狀腺

腫大，這圖片掃描的不好，但還是可以看得

出來脖子大大的。除了做病人的調查，有多

少人、在什麼地方、檢測水中碘的含量和鈣

的濃度之外，也做碘化鉀的治療效果。當時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引起甲狀腺腫的原因，是

碘的缺乏，但還不是很確定。所以廣畑教授

想更進一步確定是不是碘的關係，就用碘化

鉀去做治療。六個月後，年輕的患者治癒成

效顯著；一年後，大部分都會消退。廣畑教

授想知道如果不再繼續給碘的話，多長時間

會甲狀腺腫會復發，便持續觀察了一年、三

年、五年、十年的時間，最長的有十四年，

證明若不再繼續服用碘的話，甲狀腺還是會

再腫大的。廣畑教授從來台第3年開始，到

1943年要回日本之前，將近20年的時間都在

做這項研究工作。

在從事甲狀腺腫調查時，廣畑教授也有

注意到原住民的體格比較差，體力也不好。

雖然我們常聽到日本在戰爭期間，會將原住

民調到菲律賓等地去打仗，表現也很優秀。

事實上，廣畑教授認為原住民的體格、體力

都不太理想，就作了高砂族（日本人對原住

民的稱呼）的營養研究。他們一方面調查各

種飲食，包含水在內，碘及鈣的含量有多

少？不只是碘的缺乏，鈣含量不適當的話，

也很容易引起甲狀腺腫大。一方面也到烏來

的泰雅族，做飲食調查，同時收集大約7、8

個成人24小時的尿液，分析尿中氮的含量，

推測一天攝取多少蛋白質的量。這篇報告我黃伯超教授珍藏之廣 教授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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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之後，覺得不是很可靠。因為結論說，

烏來的泰雅族原住民蛋白質攝取量一天只有

20~30 g。我不相信這個結果，因為事實上的

確是不夠的。但不管怎麼樣，他們想根據這

些結果去改善原住民的營養狀態。除了地方

性甲狀腺腫的問題之外，他們也發現維生素D

缺乏的病例，除了郭火炎、陳鳩水兩人發表

的病例外，後來還發現有1個維生素D缺乏的

小孩。

其次，為了要了解台灣人的營養問題，

他們首先做的是「基礎代謝量」的測量，主

要是陳鳩水先生做的，後來成為他的博士論

文。研究結論是台灣人的基礎代謝量比日本

人低，大概低了5%-10%，也比一般的白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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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英國人、美國人等低，亞熱帶的亞洲

人基礎代謝量偏低約5%-10%。除此之外，也

有關於脂溶性維生素的研究，觀察脂溶性維

生素缺乏的老鼠是不是容易產生膀胱結石？

研究膀胱結石的化學性質到底是什麼樣子？

分析的結果，主要是磷酸胺鎂的膀胱結石。

廣畑教授的營養研究工作，對日本政

府比較有貢獻的是對米的「經濟搗精度」的

研究（如圖5），也就是研究糙米要碾成白

米時，到底要碾到什麼程度，養分才不會消

失。一般來說，糙米一公斤，碾成白米後會

有80克的米糠，920克的白米，但其維生素

B1、B2會不見，蛋白質的含量會減少。所以

他們就研究「搗精度」到多少的時候，經濟

效益上比較划得來，意思是說能得到的熱量

和營養會比較多。廣畑教授研究的結果是將

一公斤的白米碾成980克的白米，此時糙米

外部的米皮被碾掉，但胚芽還在，內部米皮

也還在，所以維生素B1、B2等營養素都還保

留著，能吸收的熱量也比較多。雖然日本內

地的學者，並非全部贊成廣畑教授的研究結

論，但仍被日本國防部採用，成為二次大戰

時期日本全國的配給米。廣畑教授的營養研

究，大概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其接班人董

大成教授是否有傳承到營養研究方面呢？

光復以前，董先生並未從事所謂的營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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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有一篇論文是食品化學或者說是毒

物學方面的。

台灣南部的富貴豆，是野生的有毒食

物。戰時，因為物資缺乏，日本軍隊將其做

成「豆餡」，吃了之後大部分人都有噁心、

嘔吐的中毒現象，所以董教授的父親就叫董

教授研究一下富貴豆到底是怎麼回事？明明

味道就不錯，為什麼吃了之後會中毒？董先

生就從高雄拿了三公斤的富貴豆到台北來，

告訴廣畑教授，然後廣畑教授就給了他一些

建議，叫他將富貴豆磨成粉，用稀釋的酒精

作萃取，再把它真空濃縮看看。兩天後，董

先生得到結晶，用FeCl3反應，呈現綠色；用

ninhydrin反應的話，也可以了解是一種胺基

酸。幸好廣畑教授有合成的dopa，叫董教授將

他分離出來的結晶跟廣畑教授合成的dopa混

合，再測量溶解溫度看結果如何。結果溶解

溫度並沒有降低，表示分離出來的就是dopa。

既然知道是dopa，解毒就簡單。用水將富貴

豆煮熟後，調為酸性過濾剩下的就沒有毒性

了。光復前，富貴豆及白鳳豆是董先生所做

跟食品有關的研究。我認為，董教授有傳承

到廣畑教授「營養」對國民健康很重要的觀

念（如圖6）。

廣畑教授一方面覺得原住民的體格及

體能不太理想，是因為營養不良的關係；另

一方面他1931年到德國後，覺得日本人的體

格跟體力也相當差，覺得可能也是營養的問

題。他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廣泛地研究營

養，怎麼吃才是好的營養的研究，比分析蛋

白質的結晶，或分析一些分離出來的胺基

酸，對日本國民可能更有用。所以光復前董

教授用日文寫了一篇關於脂肪營養價值的推

廣教育用文章，發表在一般性的雜誌上，因

為董大成教授受廣畑教授影響覺得營養對一

般人來講相當重要。 光復後董教授很快地展

開了營養的研究，除了abrine的研究之外，也

跟林國煌、宋善青、楊振忠研究住在台灣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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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醫學院學生宿舍學生的營養狀態，下面提

的是第三篇的調查報告（如圖7）。

報告內容主要是有關維生素B1營養狀態

的thiamin飽和程度研究。飽和試驗，就是給

學生注射定量的維生素B1，收集4個小時的

尿液，分析4個小時內會排泄多少量的維生素

B1。它的原理是，假如維生素B1的營養狀態

良好，排出來的量就會比較多，

缺乏的話，量就不多。調查報告

的結論是，排出來的量並不多，

表示當時醫學院學生的維生素B1

攝取量並不足夠。另外也有維生

素C和蛋白質等營養素夠不夠的研

究（如圖8）。

這一篇研究是董大成教授跟

Norman Jolliffe一起做的研究。

Norman Jolliffe是紐約衛生局的營

養學者，第一次幫我們做比較大

規模的營養調查，發表在1956年

的Metabolism雜誌上，事實上是

1954年時做的。結果發現維生素

B2缺乏的學生有70%，100個學

生中只有30個沒有維生素B2的缺

乏，B1的缺乏約一半。其他菸鹼

酸（niacin）缺乏的約10%等等，

學童的營養狀態是不太理想。

1950-1960年代，台灣一般人的營

養並不是很好，後來我繼續此類

研究並發現，差不多要到1970年

代，維生素B缺乏的人，才逐漸

減少到良好的狀態。 董大成教授

從1954年的營養調查報告中知道

vitamin B complex缺乏的人相當多，透過一位

發明維生素B1化學合成方法的Robert Williams

的幫忙，提供調查經費和董大成教授稱為富

強米的enriched rice，把B1、B2、菸鹼酸及

鐵、鈣加到米裡的營養米拿到台北松山去分

給願意試吃的一般民眾。後來我們調查，這

些吃了富強米的民眾，B1、B2和菸鹼酸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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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狀態有改善的情形。 董教授也注意到當

時國民學校，特別是鄉下的小學生普遍有寄

生蟲的情形，大部分是蛔蟲跟鉤蟲。因為鉤

蟲會吸血，所以受到鉤蟲感染的小學生會有

貧血的狀態。董教授想看看驅蟲之後，讓學

生補充鐵質，是否會改善貧血的狀態。除了

鐵質之外，還給vitamin B complex，看看恢

復情形是不是會更快。研究結果並不是很明

顯，但給予vitamin B complex的學童恢復情形

是有快一點。後來董教授從農委會和衛生署

爭取到一些經費從事「台灣產常用食品之營

養成分」的分析，這份分析表在台灣用了很

多年。1961年發表後，台灣的營養師一直都

以這份分析表為標準，直到1990年代，才換

成由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重新做過的食品成

分分析表，在這方面董教授有很大的貢獻。

董教授對一般民眾的營養狀態也很關心，所

以希望立法院能夠通過營養改善的法令。但

大家曉得立法院要通過由行政院提的法令，

速度很慢，營養改善法的順序也一直被往後

排，迄今仍未通過，營養學會的人也還在努

力著。董教授還有許多其它的營養研究工

作，但主要都是由我承接下來。現代的營養

研究雖然和日治時代的廣畑教授所從事的營

養研究不太一樣，但營養對人的健康很重要

的觀念，則是從廣畑教授、董大成教授到現

在都為營養學的後輩所承繼著。

※ 本文整理以2008年4月18日於醫學人文博物

館（二號館）醫學傳承講座系列內容整理

（整理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職

母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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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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相　片

照片提供／林國煌

1958年6月二次大戰後廣 教授來台

1958年廣 教授來台，看當時綜合研究所

內的生化學研究所。（左起：吳秀惠、廣

、董大成教授、宋善青、林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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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廣 教授來台轉任日本福岡九州大學生化

學教授

1958年廣 教授訪問游醫師去阿里山番

社

第42回台灣醫學會，當時的助教群由右
宋善青、林國煌、黃伯超、李雅斌

林國煌（講師）於研究室使用Warburg's 
apparatus（當時從精神科借的）

（林國煌教授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3年畢業，現任母校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兼任

教授，本刊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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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診斷學在血液科的進展
文／林建嶔、周文堅

近
年來，分子生物診斷學的發展有相當大

的進步，對於血液疾病的診斷及疾病

的追蹤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目前在台大

醫院血液科的幾項重要的分子生物檢查包括

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常見的融合基

因蛋白、nucleophosmin（NPM1）突變、fms-

like tyrosine kinase 3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 

（FLT3-ITD）突變與JAK2突變。

  目前血液科腫瘤增生性疾病的分類是根

據2008WHO的分類1；以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為例，在1970年代是以FAB的分類將其分為

八個次分類（M0~M7），但這樣的分類主要

是以型態學上的分類搭配細胞化學染色所做

的分類，並沒有辦法充分反映AML這一類相

當異質性的疾病，目前認為單純這樣的分類

（除了M3型）並無法預測其預後。而WHO的

分類融合了臨床特徵、生物學、免疫表型、

及基因等等，如表一所示，AML至少可以分

為七個大類。其中第一大類是會在AML當中

反覆出現的染色體變化，而染色體變化對於

AML的預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表

二）2，其中t(15;17)為急性前骨髓性細胞白血

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的染

色體變化，也就是之前FAB分類的M3，是所

有裡面預後最好的一型；而t(8;21)(q22;q22)、 

inv(16)(p13.1q22)、t(16;16)(p13.1q22)這類牽

涉到core binding factor的染色體轉位變化也是

被歸類為預後較好的染色體變化。而在這一

類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追蹤過程當中，除了

表一：2008 WHO AML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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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抹片的檢查之外，若要追蹤少量的殘餘

癌細胞，除了最常用的流式細胞儀的方式，

另外可由real-time PCR來偵測其產生的融合蛋

白；包括像t(15;17)的PML-RARα、t(8;21)的

AML1-ETO、inv(16)的CBFβ-MYH11。藉由

這個方式可以偵測到微量的癌細胞存在，也

可以用這些分子標記來針對治療後的病人做

追蹤的偵測與定量，特別是APL3，若治療後

PML-RARα的融合蛋白持續存在或再出現的

時候，則有相當高的機會可以預測疾病治療

無效或是復發，所以基本上目前APL在治療期

間內，定期追蹤PML-RARα的融合蛋白是被

建議的4。

除了染色體的變化之外，分子的突變

也對於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提供重要的

預後資訊，特別是在染色體為正常核型的病

人。這一群染色體為正常核型的病人在之前

是被分在intermediate risk，然而卻發現這一群

的病人預後差異有相當的異質性，這或許可

以被帶不同分子突變的差異性所解釋。所以

現在AML病人預後的影響需加入分子突變的

診斷（表三）2，其中特別重要的包括FLT3，

NPM1，以及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A（CEBPA）5。舉例來說，有20-30%的AML

病人帶有FLT3的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的

突變，而這與較差的預後有關係6。FLT3是一

class III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由993胺基酸構

成；在血球生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FLT3

基因位在13號染色體之13q12，含24 exons；

FLT3-ITD mutant即在FLT3基因之14th exon至

15th exon間的juxtamembrane domain會出現異

常的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大部分異常

複製的序列（duplicated sequence）會在14th 

exon之內，利用上述之特性，在突變位置及其

表二：Cytogenetic risk group classification across clinical tr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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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端分別設計FLT3-F和FLT3-R兩段primers。

同時以兩段primers進行PCR來區分FLT3-ITD

突變型與FLT3正常基因型（wild type）；利用

GeneScan技術可以精確區分PCR產物的大小，

在我們醫院檢驗醫學部所採用的方法裡，

FLT3正常基因，只有130bp一段的PCR產物，

所以FLT3-ITD突變型基因會有一個或多個大

於130 bp的PCR產物（圖一）。另外在40-60%

正常核型染色體的AML病人當中帶有NPM1的

基因突變，而突變的NPM1基因與正常的FLT3

基因一起則是與較佳的預後有關係7，NPM1

（nucleophosmin）也被稱為B23、NO38或者

numatrin，由294胺基酸構成；NPM1主要聚

集在核仁的粒狀地區，扮演重要角色且涉及

多種細胞功能。NPM1基因位在5號染色體之

5q35，含12 exons；NPM1 mutant即在NPM1

基因之12 exon中插入4個核苷酸。利用上述之

特性，在突變位置及其兩端分別設計NPM-F

和NPM-R兩段primers。同時以兩段primers

進行PCR來區分NPM1突變型與NPM1正常基

因型；隨後利用GeneScan技術可以精確區分

PCR產物的大小。在我們醫院檢驗醫學部所

採用的方法裡，NPM1正常基因的PCR產物為

236 bp，所以NPM1突變型基因的PCR產物為

240 bp（圖一）。除此之外還有同時帶有兩個

CEBPA的突變也是與較佳的預後有關8，不過

目前台大醫院尚未提供這方面的標準檢驗項

目，主要是這個基因之coding sequence含有非

常高量的GC，在PCR擴增與後續分析上比較

困難，在運用到臨床方面之前，要先建立高

品質的品管才行。

JAK2屬於Janus家族的一員，是位在細胞

質內帶有tyrosine kinase功能的蛋白酵素；當

JAK2受到特定激素的刺激（如紅血球生成素

EPO或血小板生成素TPO）的時候，與接受器

EPO receptor或TPO receptor結合啟動開關，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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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磷酸化的過程來活化下游的訊號傳遞物

質（如STAT等），被活化的STAT兩兩結合

在一起，進入細胞核中來影響細胞的生長9。

JAK2基因位在9號染色體之9p24，當其第1849

個核甘酸序列由原本的G轉為T的時候，第617

胺基酸valine（V）被phenylalanine（F）取代

（V617F），而此一突變也造成了JAK2的作

用加強10，在不需特定激素刺激的情況之下，

也能不斷的活化下游基因，造成骨髓造血細

胞不斷地增生。目前的研究顯示超過95%的真

性紅血球增生症及50%的本態性血小板增多症

或原發性骨髓纖維化病人帶有此突變11。而我

們在突變位置及其兩端分別設計JAK2-NF、

JAK2-MF和JAK2-R三段primers（圖二）。同

時以三段primers進行allele specific PCR來區分

JAK2V617F突變型與正常基因型；所以JAK2V617F

異合子或是異合子基因會有約203 bp和364 bp

兩段PCR產物，JAK2正常基因只有364 bp一段

PCR產物，藉由這個方式就可以偵測出JAK2

的基因突變。

目前分子診斷日新月異，特別是在血液

學方面的診斷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

期許未來分子生物診斷技術的進步可以使得

血液科相關疾病在臨床的診斷及治療方面有

更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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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102年1月至6月執行內容

本會與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共同執行「醫學人文關懷計畫」，內容包括「博物館參訪體驗學

習」、「人文學體驗學習」、「老人關懷體驗學習」及景福校友同學會參訪等，以「人文關懷」為

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155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本計畫的目的為協助醫療機構營造關懷的職業氛圍，希望醫學生及醫護人員等藉由「人文關

懷」的精神重拾對醫療的熱誠；另外同學聚會亦可強化各班及各地景福校友的情誼連結，不僅使參

加活動的校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計畫執行內容：

內容 場數 參加人次

一、「博物館體驗學習」 74 603
（一）臺大醫學系體驗學習活動

1. 醫二「博物館參訪體驗學習」 16 127
2. 醫五「人與醫療體驗學習」 3 69
3. 醫七「人與醫療體驗學習」 19 70
4. 推甄生「博物館參訪體驗學習」 5 63

（二）臺大其他學系體驗學習活動

1. 共同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16 97
2. 共同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10 86

（三）其他學校、團體體驗學習活動

1. 桃園壽山高中 1 5
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 33
3. 屏東美和科技大學 1 33
4. 廣願福慧班 1 12
5. 新麟公司 1 8

二、「人文學體驗學習」 32 270
1. 工作坊 3 16
2. 學習群系列活動 20 150
3. 志工訓練 8 84
4. 美國博物館與大學參訪體驗學習行前座談會 1 20

三、人文關懷講座 5 374
1. 【如何欣賞芭蕾―角色詮釋與氣氛表現：唐碧霞教授】：2/21 1 56
2. 【博物館美學散步：劉惠媛教授】：3/13 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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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園藝治療的世界：黃盛璘老師】：4/11 1 79
4. 【咱兜，咱的歌（我們的家，我們的歌）：簡上仁教授】：5/15 1 92
5. 【森林與人的對話：盧道杰教授】：6/20 1 77

四、醫學人文體驗營 3 119
1. 標準化病人訓練師工作坊：3/16 1 66
2. 標準化病人醫學人文學習課程：3/27 1 30
3. 標準化病人醫學人文學習課程：3/28 1 23

五、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學習 11 183
1. 市立聯合醫院PGY 9 131
2. 汐止國泰醫院醫護人員 2 52

六、老人關懷服務體驗學習 13
1. 「老人及癌症醫療照護」討論會：1/15、2/19、3/19、4/16、5/21 5
2. 「高齡化社會健康藍圖展示」討論會：3/27、4/25、5/20、5/27 4
3. 「老人心智活化」座談會：1/15、5/2、5/23 3
4. 「高齡化社會健康藍圖」常設展開幕：6/17 1

七、藝文作品展示 4
1. 【真情真義畫作】―廖淑珍：1-3月 1
2. 【我思我畫】―楊哲安：4-5月 1
3. 【醫學人文博物館寫生聯展】：6-7月 1
4. 【世界第一小口瓶特展】―李仁燿：6-7月 1

八、音樂演奏會 2 145
1. 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普羅藝術家樂團：3/30 1 45
2. 母親節音樂會―普羅藝術家樂團：5/11 1 100

九、景福校友同學參訪 2 45
1. 臺大醫科第20屆（1967年畢業）：4/12 1 35
2. 臺大醫科第16屆（1963年畢業）：4/12~13 1 10

十、專家學者座談會暨研討會 9
1. 「臺大醫院駐院科（7D病房）病人之後送問題」及「家醫部住院醫師
訓練計畫增加7D病房course之可行性」座談會：1/22

1

2. 「家庭醫師參與社區醫療的實務發展」暨北投社區醫療群現況交流座
談會：1/29

1

3. 「家庭責任醫師與論人計酬試辦計畫」研討會：3/12 1
4. 「老年健康照護」研討會：4/14 1
5. 「全人、全家、全社區健康教育志工培訓」規劃座談會：5/24、

5/28、6/6
3

6. 全人、全家、全社區健康教育志工種子教師培訓營（一）：6/15 1 10
7. 醫學人文體驗學習及醫學倫理個案研討活動：6/1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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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加 州 兩 年
Think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文／林頌然

從
2010年2月到2012年1月的兩年間，有機

會到美國加州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醫學

院病理科，中央研究院鍾正明院士的實驗室

訪問研究兩年。想想回來台灣也已經一年，

趁著景福醫訊這次邀稿機會，回顧一下在美

國兩年的點滴。

在台灣的工作及研究

我在母校醫學系畢業後進入臺大醫院

皮膚部擔任住院醫師，而後又在臺大醫院皮

膚部擔任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的第一年，臺

大皮膚科負責舉辦了一個國際皮膚研究的會

議，當時邀請鍾正明教授回來。鍾教授也

是臺大醫科畢業，畢業後出國到Rockefeller 

University取得博士，之後到南加州大學醫

學院病理科執教，沒有繼續當醫師。他在

羽毛，皮膚，毛囊發育及biological pattern 

formation上，有很大的貢獻，當時他演講了他

在羽毛發育上的研究，非常的有趣及鼓舞人

心。

後來我擔任主治醫師後曾經有一段時

間支援雲林分院（一開始還是署立雲林醫

院），所以在台北和雲林兩地跑了一陣子。

2005年初在母校醫學工程研究所取得博士學

位，2007年夏天獲得母校醫學工程研究所聘

任為助理教授。母校的醫學工程研究所為工

學院和醫學院合開的研究所，有部分老師是

醫學院聘任也有部分老師是工學院聘任，我

當時是應徵工學院的教職。2007年8月開始在

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工作後，也同時還在臺大

醫院皮膚部看診。

我在博士班的時候，主要是研究色素

再生（pigment regeneration）來治療色素脫

失的疾病，例如白斑症。利用組織工程的方

法，來改善黑色素細胞移植的流程及成功

率。也和工研院合作，在臺大醫院做了黑色

素細胞移植的臨床試驗。博士班畢業前，我

開始想要換個研究方向。2005年5月初，在美

國Missouri州的St. Louis市舉行的研究皮膚科

學會年會，又遇到鍾正明教授。中午我們幾

位來自臺灣大學的校友一起吃飯，包括臺大

皮膚科紀秀華教授，匹茲堡大學皮膚科鄧昭

雄教授及鍾正明教授。我跟鍾正明教授說我

想要改做毛囊，他很鼓勵，又給我的一些意

見。回來後，我就開始毛囊再生（hair follicle 

regeneration）方面的研究。皮膚科的老師邱

顯清教授，在1990年代就開始利用培養毛囊

特有的間質細胞dermal papilla cells進行這方

面的研究。我算是接續著他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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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開始是他教我分離及培養毛囊dermal 

papilla cells。毛囊再生和其他器官不一樣，需

要產生成千上萬個新的器官，才能達到臨床

上的效果。我是利用組織工程的技術，希望

可以發展有效率的方法來再生這個具有特殊

三維結構的迷你器官，2008年起開始有一些

成果。

我過去的方向主要是利用工程的方法

來看器官再生的問題。不過漸漸地發現，我

們對於器官發育時的調控及分子機轉，並沒

有很深入的了解，因此也遇到一些瓶頸。例

如，毛囊新生時，器官的密度，方向，排

列，及器官大小的調控，都需要精準地控

制。我想應該在發育生物學的觀點，幹細胞

生物學及分子調控的方面，多一些了解。

2007年6月在溫哥華的一個毛髮研究的會議又

遇到鍾正明教授。那年夏天他回來台灣，我

到福華飯店去找他談，希望可以到他的實驗

室去進行研究，他也願意幫助我進行後續的

安排。

準備出國

因為我當時已經開始到醫工所任教，

所以我希望等實驗室可以比較穩定後再出國

訪問研究。另一方面，要出國也需要很多安

排。後來在臺大醫院推薦下，取得國家衛生

研究院的醫師研究獎助（Physician Scientist 

Award）。這個獎助是另一位臺大醫科前輩吳

成文院士在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時創設

的，吳院士到南加大醫學院訪問時，在餐會

上得知我得這個獎助，才提起了這件事，真

是謝謝他多年前的創舉。這是一個五年的獎

助計畫，讓臨床醫師可以到國外進行兩年研

究，再回國進行三年研究，臺大醫院有幾個

前輩醫師也拿過這個獎助。取得這個研究獎

助後，醫工所的同事及師長也支持我出國，

所以就跟學校申請留職停薪兩年。

初抵南加州

我們家四個人，在2010年1月底到了洛

杉磯的Arcadia市。出國前，我太太已經先

請她教會的朋友幫我們看過房子，所以出發

前我們已經租好房子。這要感謝我們另一位

臺大校友，獸醫系的張四維醫師和他的太太

曾彩薇小姐。張醫師之前在永和開獸醫院很

成功，也在臺大校友會內熱心幫忙過一陣

子。後來他40歲左右決定退休當牧師，就跟

她太太帶著小孩到美國來念神學院，他們夫

婦都成了牧師，也在洛杉磯成立了教會，是

臺大新生南路側門的真理堂教會在洛杉磯的

分會。在美國兩年，受到他們兩位及洛杉磯

真理堂很多朋友的幫忙及照顧。我記得我們

到美國的第二天，彩薇姐就帶我們去銀行開

戶，辦了電話，也買了菜。第二天我就可以

開始開支票買車，晚上我們就開始自己煮飯

了，他們的幫忙讓我們很快就安頓下來。我

們家兩個小朋友就到家附近的學校上課，小

朋友適應很快。也很感謝我太太在美國辛苦

照顧我們一家大小，讓我可以專心的在實驗

室工作。她在台灣原本不開車，但在美國沒

有車好像是沒有腿一樣，後來她也得重新學

習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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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驗室

南加大的醫學院在Los Angeles，離我住

的Arcadia有段距離。因為高速公路上午很會

塞車，每天我都從Arcadia開大約30-40分鐘的

一般道路到醫學院去。實驗室裡，有幾位來

自臺灣的醫師或學生。台北榮總皮膚科的陳

志強醫師早我一年多到這實驗室進行研究，

所以算是我的師兄。他是個非常熱情的醫

師，很樂意幫助人。他發現了毛囊在外力拔

除後，毛囊再生過程的新機轉。我在實驗室

的前三個月，都是他帶著我，真是辛苦他。

另外一位是早我半年到的葉肇元醫師，他是

臺大醫科小我9屆的學弟，非常的健談而且

思緒敏捷。他退伍後，進行一段果蠅的研究

後，就到鍾教授這邊念博士。他對於活體造

影及三維影像很有興趣，利用相關的方法，

探討皮膚發育的機轉及模型。我到了一年

後，另一個在義大醫院一般外科服務的臺大

醫科學弟蔡明憲醫師也到實驗室來，他在這

進行肝臟發育時的三維型態調控研究兩年。

外科醫師選擇做這麼基礎的研究，很難得。

期間，有一次有兩位臺大醫科的學弟妹到南

加大醫學院當交換學生，也到實驗室來，因

此，加上鍾教授，實驗室裡最多同時有六位

臺大醫科前後期的學長學弟妹（圖1）。

黑色素幹細胞的研究

我進行的研究，和我在台灣做的研究有

很大的不同。我是想探討羽毛黑色素幹細胞

及羽毛顏色的型態（pattern）的調控。選這

個問題主要有幾個考量，首先這個問題是演

化及發育上的謎團，雖然哺乳類的黑色素細

胞和鳥類的黑色素細胞有很多類似的調控機

轉，但是大家一直不知道為何鳥類可以演化

出這麼多不同的羽色型態。其次羽色型態可

以在每次羽毛再生時重新改變，例如雪地的

雷鳥，夏天的羽毛是彩色，但是到了冬天，

全身會變成白色羽毛。相對的，哺乳類毛髮

卻只能展現有限的毛色型態。再者，哺乳類

的皮膚或是毛髮顏色脫失後，少有自發性色

素再生，但是羽毛在色素脫失後，卻可以再

現顏色。因此，這個問題可能的解答，充滿

各種想像，非常有趣。另外的原因是，這個

題目過去半個世紀沒有太多的研究，似乎到

了絕學再續的時候了。而這個問題，也在鍾

教授的question list上，因此我們算是一拍即

合，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最初的猜想，認為羽色的變化及再

生，應該跟黑色素幹細胞的調控有關。我們

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還不知道羽毛的黑色

素幹細胞到底在哪裡。過去主要的猜想是羽

毛黑色素幹細胞位於真皮中，每次再生時，

六位臺大醫學系的系友同聚南加大醫學院。由左到

右：葉肇元醫師、筆者、鍾正明教授、許文瑋醫

師、李嘉瑋醫師、蔡明憲醫師。

1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黑色素細胞會活化跑到表皮來，將色素傳給

表皮細胞，產生羽色。因此，2010年前半年

的工作主要是尋找黑色素幹細胞。這個方

面，一開始遇到很大的困難。雖然我經常工

作到晚上很晚才回家，但是一直無法建立專

一又敏感的探針來偵測黑色素幹細胞可能的

位置。一直到了2010年夏天，我們才建立比

較好的方法。不過找到可能的黑色素幹細胞

的位置，卻是在羽囊底部的表皮，這和過去

大家的猜想不同。我們利用台灣的各種本土

雞，美國各種羽色不同的雞，其他的鳥類，

甚至孔雀去驗證，發現黑色素幹細胞的位置

都是一致的，也讓我們對此結論比較安心。

一方面在美國做研究，另一方面在台

灣我們也跟中興大學的陳志峰教授及鄭旭辰

教授合作，利用黑羽土雞做黑色素幹細胞的

動態研究。將黑色素幹細胞在羽毛不同的生

長週期的行為，做了特化。而葉肇元學弟也

在影像三維重組上幫了很大的忙，有了他的

幫忙也才對於黑色素幹細胞的空間分布有比

較清楚的了解。我們發現，羽囊黑色素幹

細胞的分布，和頭髮黑色素幹細胞的分布

不同，後者只局限性地分布在毛囊的凸部

（bulge），而前者呈現較分散的立體水平環

形分布，環繞整個羽囊。因此我們猜想，這

種特殊的stem cell topology可能提供了空間及

時間上較大的調控自由度。

之後我們想驗證我們的猜想，是否這種

比較開放性的stem cell topology，對於羽色型

態的調控有幫助。羽毛生長時和頭髮一樣，

是遠端先發生，然後一直往近端長，因此有

時序上的不同。我們發現，這種環形較開放

的topology，確實提供羽囊較大的自由度，不

僅可以造成羽色遠端和近端的不同，也使得

羽毛可以橫向控制顏色的變化。因此，可以

造成羽色的各種型態，例如橫紋，縱紋，蕾

絲狀環形紋，圓點等。我們也發現了對於色

素幹細胞新的調控方式，羽囊演化出可以在

其間質（pulp）分泌調控分子agouti signaling 

protein，來影響黑色素幹細胞的分化。只要調

控這些agouti signaling protein的時空分布，就

可以在身體不同部位產生不同的羽色型態。

另外，我們也發現了公鳥及母鳥羽色的不同

（sexual dimorphism），是透過羽囊間質細胞

（pulp cells）所調控，而非兩者的幹細胞有本

質上的不同。這些工作，大約花了一年時間

到2011年6月初做完。最後半年，我們一直想

往上找到控制調控agouti signaling protein分泌

的機轉，進行了很多動物實驗（圖2），但很

快就到了要回台灣的時候。

實驗室蔣廷鑫教授正在做鳥羽的顯微手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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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學生及家人

在美國的兩年，同時也要照顧台灣實驗

室的學生，因此常常需要透過Skype跟台灣的

研究生討論及進行lab meeting。很感謝臺大醫

工所的楊台鴻教授，醫學院分醫所的吳君泰

老師，皮膚科的紀秀華教授及皮膚科的詹智

傑醫師幫忙看顧實驗室的研究生，及提供很

多研究資源上的協助。也很謝謝台灣實驗室

學生們對我的包容及自動自發。

出國前一年，我父親發現有腫瘤，幾

經手術，化療及電療。在我出國第一年的冬

天發現有轉移，並有一些後遺症，進出了醫

院幾次。我也回來台灣幾次。很感謝臺大醫

院胸腔外科陳晉興醫師，一般外科林本仁醫

師，整形外科鄭乃禎醫師，皮膚科朱家瑜醫

師，及腫瘤科謝銘鈞醫師的幫忙。特別是家

父臨終前半年在腫瘤科5W2病房的那段時間，

受到所有護理人員的細心照料。大家的幫

忙，也讓我可以在回國後可以再陪我父親度

過最後兩個多月的時光。

最大的收穫

常被問起，在美國這兩年最大的收穫是

什麼？以前有位皮膚科的前輩鼓勵做研究一

定要出國去一段時間，去哪都好，都會有很

大的收穫。至於會有什麼收穫，他沒說。對

於臨床醫師，要放下工作，出國兩年，很多

人都會猶豫。經過了這兩年，對於這位前輩

說的話，心有戚戚焉。至於到底有什麼收穫

呢？首先是家庭方面，在美國兩年，雖然平

常日工作得比較晚回家，但假日沒有什麼會

議或宴會需要參加，可以跟家人好好相處。

人與人之間比較遠，但與家人變得更親密。

遇到長假，經常可以到一些公園或國家公園

去走走。小朋友學校偶有一些活動，我們也

有機會參加。這兩年是很難得的機會，感覺

時間比在台灣時流動慢，讓自己可以好好看

小朋友長大。

另一方面，是學術研究及人生的價值

上的轉變。鍾教授是我景仰已久的學者，可

以跟他一起工作，一起來研究一個有趣的問

題，實在是幸運。以前常聽人說，做研究要

充滿好奇心。在鍾教授身上，才對好奇心這

三個字有真確的體悟。他對大自然各種現象

充滿好奇心，都恨不得可以拿來研究一下。

他的興趣很廣泛，也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他總是說：要跟大自然多學習，要跟大自然

問問題，而且是“ask important questions＂。

而要問重要的問題，需要細心的觀察，也需

要“think hard＂與不斷去參透觀察到現象

可能的理由及機轉。鍾教授實驗室的年度出

遊，有一次是到動物園去，有一次是到水族

館。實驗室裡研究的動物，從天上飛的，到

地上爬的都有。你可以想想，研究室裡，同

時有小鼠，大鼠，變色龍，鱷魚，鴿子，各

式變種雞，雉雞，鵪鶉，蜥蜴，孔雀嗎？一

方面他鼓勵大家亂想，但是真的要做研究

時，要求又是非常的嚴謹。不管是實驗或是

寫作，一直往極限去推，鼓勵去試各種可能

性，因此總是覺得有太多的實驗需要或可以

去嘗試。兩年後，自己興趣也跟著變得廣

泛，可以問的問題好多，路也變得寬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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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鍾教授鼓勵做研究除了think hard, work 

hard之外，也要play hard，生活才會有樂趣與

圓滿。

回首這兩年，好像是到了陌生的地方探

險，充滿驚喜，也令人回味無窮。過程中也

學習用臨床醫學之外的角度來看世界，俯仰

天地，皆是學問，人生的路也變得更寬廣。

Think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圖3）。離

開美國前，在鍾老師實驗室最後一次演講，

引用了自然學家John Muir的一段文字來感謝

他，也代表了這兩年最大的收穫：“In every 

walk with Nature one receives far more than he 

seeks!” -John Muir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8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學工程研究所暨皮膚科副教授‧附設醫院

皮膚部主治醫師）

Work hard, play hard。回台後，在Big Island重
聚，鍾教授帶實驗室同仁去夜浮潛觀賞Manta 
ray。由左到右：博士生李昂、鍾正明教授、葉肇
元醫師、筆者、筆者太太。

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誠徵教師
一、應徵資格：

申請者須具開創性、獨立性及團隊合作精神，且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專長為臨床藥學領域、具Pharm.D.學位，完成住院藥師或研修員訓練或有實務經驗者。
2. 專長為臨床藥學領域，且具有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以具有臨床實務經驗者尤佳。

二、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學經歷證件影本、著作目錄及五年內（98年8月迄今）代表性著作抽印本或影
本（最多五篇）、推薦函三封、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概要，及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

背景之資料。（上述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三、截止日期：102年9月30日下午五時前送達臺大臨床藥學研究所辦公室 

四、起聘日期：103年8月1日

五、來函請寄：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408室
　　　　　臺大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　何藴芳所長　收

　　　　　傳真專線：(02)23951113
　　　 　　E-Mail：ntugiocp@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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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也 正 名 乎 ？

文／李秉穎

2010年4月之前，臺大醫院所有員工都忙得

人仰馬翻，那是因為醫院即將首度接受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JCI）評鑑。

突然間，我們多了許多新規定，還要上很多

課。年輕有為的醫師們，則努力加班處理一

堆文書作業。

不能稱護士為護士

有一天，我被告知根據JCI評鑑的自我

規範，以後不可以稱護士為護士，應該稱為

護理師。同時規定不可以稱阿嫂為阿嫂，要

叫做什麼……，我現在已經忘了！這規定讓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所以問了幾位護理

師（因為要遵守規定，所以除非必要，本文

後述都不再用「護士」一詞）。結果，大部

分護理師都不明所以，她們也不覺得護士一

詞有何不妥。後來問到護理長，才知道她們

的執照是護理師執照，護士是以前還有護校

時的產物。護理師們覺得護士一詞有貶抑之

意，她們希望像醫師被稱為醫師一樣，用護

理師相稱比較有尊榮的感覺。

請叫我護理師正名活動

在網路搜尋一下，發現護理界對正名一

事相當在意。2010年有人開始發起「請叫我

護理師正名活動」，她們也不喜歡被稱為小

姐，因為「小姐讓護理人員覺得好像是上班

小姐，不受尊重」（2010年6月20日聯合報報

導）。醫師對護理師Miss X之類的稱呼，也被

視為不尊重護理人員（2010年6月23日中國時

報讀者投書）。

網路上對護理師正名一事有過激烈的

辯論，反對的理由包括：「台灣民眾的尊

敬，不是來自名稱與專業」、「呼口號真的

很蠢，大家從法律、制度、門檻去思索，才

會有實質意義」。後面這些意見，頗值得深

思。

「士」的尊榮性

古語說士農工商，「士」排在第一位，

圖一： 臺大醫院的JCI合格證書（摘自臺大
健康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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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最高級的職業，哪有什麼貶抑的意

思？看看象棋，「士」是將帥旁邊最重要的

棋子。再去查一下教育部國語辭典，包含

「士」的常見名詞，包括壯士、學士、碩

士、博士、名士、謀士、飽學之士、白衣秀

士等，還有個正常臺大醫師買不起的賓士。

看來護士的「士」，其意義真是備極尊榮。

醫師的稱呼

拿醫師當作對照好了，醫師又常被稱為

醫生。這個「生」字明顯比「士」或「師」

低級許多，但卻沒有醫師抗議，這真是奇怪

了！照理說，叫人家醫生的傢伙應該會被醫

師們狠狠揍一頓才對。

除了醫師與醫生，也有人用大夫這個名

詞。第一次聽到有人稱我為李大夫時，我只

覺得全身汗毛豎立，極不自在。因為大夫這

個名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蒙古大夫，而後

者有先天貶抑的意思。後來才知道，包括三

總與榮總在內的軍系醫院，都習慣以大夫相

稱。至於一般民眾，則常用醫生一詞，尤其

講閩南語的時候。

除了本身就帶有評價意味的名詞，大部

分名詞都沒有天生貶抑或尊榮的意思。貶抑

或尊榮的感覺，都是後天加上去的。

不同地區的用法

初到中國大陸，聽他們稱司機為師傅、

稱導遊為地陪，一開始覺得很不習慣。又有

人警告在大陸不要隨便稱女性為小姐，因為

後者在大陸有著特殊行業的意涵。於是，在

飯店裡稱呼我們所稱的小姐時，必須叫「服

務員」。可是，如果在台灣飯店叫美女為服

務員，可能會遭白眼。在台灣人的習慣中，

服務員這詞很有疏離的感覺。在台灣，小姐

指的是年輕漂亮的女性，但護理師並不喜歡

被稱為小姐，這是怎麼回事？

不同年代的用法

同一個字在時間的推移中，可能改變其

含意。例如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台客」

一詞在一開始具有貶抑的意思，是對本省人

的蔑稱。1990年代末期，蔡康永主持的超級

兩代電力公司節目使台客一詞的意義產生變

化。由於上節目台客們的趣味表演，使節目

的收視率拉高，台客成為可以被演出的文化

符號。2000年代，一些藝人認為新台客代表

有活力、具有台灣特色等意義。

一次醫院教學小組會議中，聽到有委

員說clerk、intern這些名詞帶有貶抑之意，

考慮以後改名字，這種說法讓我大為驚奇。

我認為這些字都是中性的，只是大家常常不

尊敬學生。說久了，主觀的貶抑心態附著在

clerk、intern這些字上面，才會被認為它們帶

有負面意義。要不然，clerk與intern要改稱什

麼？叫實習醫師、見習醫師還是不夠尊敬，

那麼叫「大醫師」好了。但如果真得稱他們

為大醫師，會發現這好像也在諷刺。犯罪的

不是稱呼本身，而是說話者的犯罪心態。

Taiwanese為貶抑之詞？
大概很多人都看過一封被瘋狂轉寄很久

的電子郵件，內容說Taiwanese一字帶有貶抑

之意，英文字尾“-ese＂都有點輕視的意思，

包括Japanese、Vietnamese。於是建議大家以

後自稱Taiwaner，而不要自稱Taiwanese。

我問過一些外國人，他們都不認為

“-ese＂帶有負面意涵。網路相關討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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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到當年義大利北方強權之一的米蘭人被

稱為Milanese，維也納人的英文是Viennese，

葡萄牙人是Portuguese，丹麥的法羅群島人是

Faroese，這些國家都欣然使用“-ese＂字尾，

可見“-ese＂為貶抑之說並無根據，那只是習

慣用法而已。

醫學名詞有負面含意？

醫學上也有隨著時間而被認為不宜的名

詞，例如schizophrenia被翻譯成精神分裂，最

近台灣精神醫學會決議以「思覺失調症」取

代使用多年的疾病名稱，希望為患者去污名

化。事實上，希臘文schizophrenia的原意就是

分裂（schizo）的心靈或人格（phrenia）。精

神分裂本身並沒有污名化的意思，但大家對

這種疾病的主觀感覺不佳，描述這疾病的名

詞遂被冠上污名化的大帽子。個人認為思覺

失調症一詞用個幾十年以後，很可能又會被

認為污名化而再度改名，癡呆症（dementia）

被改為失智症也是這樣的情形。最近有人將

癲癇（epilepsy）改稱為「伊比力斯」，則更

是一絕。或許我們可以將肥胖（obesity）改成

「歐備西提」，以避免負面印象，也可以將

護理師（nurse）改名為「娜師」，這樣才能

趕上名詞尊榮化的最新潮流。

名詞無罪，人心有罪

名詞都是中性的，問題是講久了以後，

中性名詞可能蒙上負面的塵埃。人們認為都

是名詞惹的禍，殊不知真正惹禍的是人心。

護理師們自覺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不是因

為被稱為護士、小姐，而是因為在醫護弱勢

的台灣，護理人員常被當作僕人使喚。

在兒科工作的醫師與護理師，最常被

罵的場合是小孩打針打不上。雖然大家都知

道兒童打針本有難度，但不知體恤的家屬卻

常動輒亂罵。曾經有媒體報導，一名患者家

屬在急診室不斷以「妳給我（打針）打好

喔，我真的會給妳巴（台語之意為毆打）

下去！」及「反正你們醫護人員不需要尊

重！」等言語攻擊護理師。還有護理師沒打

上針，被要求下跪道歉。最近有一位護理師

自殺，遺書寫道：「做牛做馬還被嫌」，令

人極度心酸。

醫護形象的崩壞

有次買了本翻譯小說來看，譯序說這本

書寫得不錯，但該小說以醫師為主角，則是

很大的缺點。譯者說，現在這世界上還會相

信醫師與律師的人請舉手。在台灣，醫師的

形象居然被扭曲到這地步！

醫護形象的崩壞跟許多因素有關，個

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嗜血媒體對醫界的誇張報

導。畢竟，殺人案的吸睛度常不如醫師的違

法事件。2005年1月的邱小妹事件是一個明顯

事例，當時新聞媒體持續痛罵醫界一個月，

圖二： 小baby打針常需要至少三位醫護人員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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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醫師出來公開幫罵。對任何殺人案件，

我都不曾看到這樣持續罵一個月，也沒看過

「罵烏及烏」地把所有同行都罵進去。

當時，醫界領導者大多默不作聲，只

有筆者個人不自量力地寫些文章：「受虐

女童轉床事件的省思」、「全台醫界都缺

德？」。一個月後，一位記者打電話問我：

「你們這個白色巨塔是否就要垮了？」記者

本身已經被他們自己的報導催眠了，認為台

灣醫師沒一個好人。

記得住院醫師時代，小孩打針打不上

時，家長會看著滿頭冒汗的我、拍拍我肩

膀，說：「醫師辛苦了，休息一下吧。都是

小孩不好，血管那麼難打。」一個職業是否

被尊重，才是該職業名稱意涵的決定因素。

無論醫護，大家都有責任維護這整個以救人

為職志的大團體。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任母校

小兒科副教授）

人文關懷系列（七）

題　目：在遺忘與重生中認同臺灣――從北部原住民的祖源傳說談起

主講人：周婉窈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日　期：102.9.12（週四）
時　間：12：00～13：30
地　點：臺大醫學院人文館1F大廳
台灣原住民族，在長遠的歷史過程中，改以台灣崇峻聖潔的高山作為祖源地，以及

祖靈安息之所；也就是說，原住民的祖先選擇認同台灣美麗的山和海。這樣的選擇

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何謂「中華民族」？我們要如何超克鋪天蓋地的「中華民

族」論述，走出我們的路？

報名網址：http://gfelh.mc.ntu.edu.tw
聯絡電話：23123456#88171蔡小姐或88913陳小姐

本系列活動均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2小時，歡迎本校師生同仁及校外人士
踴躍參加！

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體驗學習中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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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永續、與醫師社會責任
參加荒野保護協會心得

文／錢建文

在
今年第一個颱風「蘇力」剛登陸後不

久，週六的清晨在高速公路上趕去醫院

看門診，聽著路況報導的主持人說，希望這

個颱風：「快滾」。

幸好如同主持人的期待，蘇力並沒有給

台灣帶來太大的災情，週日的台中又恢復了

間歇性的艷陽高照，大地上的萬物因為颱風

得到了滋潤，空氣也因為颱風的洗滌，使位

於台中盆地東部邊緣的中央山脈細節看得更

清楚了。

然而，我們需要那麼厭惡颱風嗎？颱

風造成的災害，是天災還是人禍？若沒有颱

風，台灣又會如何？這些問題，都因為我在

三年前參加了荒野保護協會（以下簡稱荒

野），得到了不同的眼界與解答。

我從小的重要家庭活動之一，就是全

家去登山。荒野這個團體，也聽過很久了。

三年前得知荒野台中分會要舉辦一年一度的

「解說員」訓練班，與內人商量，抱著想要

深入了解生態之後能夠帶著自己的小孩去認

識大自然的動機，就報名參加了。幾個月的

課程結束後，又緊接著參加了「推廣講師」

訓練班，同一年中完成兩個訓練課程，接下

來也買了許多相關書籍來閱讀，又參加了合

歡山定點觀察組，也做了許多次的推廣演

講，因此獲得了許多以往不曾有的知識、技

能與情意。

參加了荒野之後，所得到的重要的心

得之一是：地球暖化，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展，是當代全世界人類所面臨的主流議題。

因此聯合國近幾年來，連續制定了「生物多

樣性年」、「永續發展年」和「森林年」

等活動與口號。每個時代的人類都面臨不同

的問題，在個人的精力與壽命都有限的情況

下，每個人都要致力於主流議題，才能發揮

生命的最大效能。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這些主流議題，在

台灣更加重要。理由是台灣的生態與地質都

很特別，被列入全世界最容易受到天災威脅

國家中的第一名。從地質史來看，年輕的台

灣在很短的時間內自海洋下快速隆起，小面

積中大量的高山卻是由很脆弱的沉積岩所組

成的地質，在過去能維持高聳的山頭就是由

於台灣在霧林帶有大片的檜木森林形成了一

層「金鐘罩」，千年檜木的主根如同天然地

錨將脆弱的大地牢牢地抓住。然而此一金鐘

罩已經幾乎被破壞殆盡，幾十年前砍伐之後

所殘餘的天然地錨也到了腐爛的時候，加上

中低海拔大量開發種植蔬菜，茶園與民宿，

造成水土保持不易，每逢大雨就形成土石

流，淤積水庫，甚至家毀人亡。

夏季是中南部台灣的旱季，若沒有颱風

帶來雨水，台灣就不可能保有現在的森林，

無法維持現有的地形，也無法養活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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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過去颱風帶來的豪雨可說是上天給台灣

的恩賜，但是從大約二十年前開始，卻因為

漢人的短視，每當颱風來臨，就要開始擔心

山林的崩壞與土石流的災害。

台灣的環保團體有很多，各司其職，

有在「前線」作戰的，也有在「後方」做基

礎教育，試圖改變人心，改變消費主義，從

根本來解決問題的。荒野就屬於後者，因此

成員有許多屬於社會上「溫和」的「中產階

級」，包括教師與醫師。荒野的創辦人之一

李偉文先生是牙醫師，現任的賴榮孝理事長

「阿孝」，是之前五股國中的數學老師。在

每一個荒野推廣演講的教案最後，都有提到

阿孝老師的故事，他說自己在參加荒野之

後，才認識到台灣的生態之美，才觀察到自

己的校園之美，如同打開了「自然之眼」，

看到了許多以前視而不見的美好事物。我想

這也是所有荒野人的共同經歷。

個人參加荒野之後，不但如同阿孝老

師打開了「自然之眼」，也打開了「社會之

眼」。原因是我開始關心台灣的環保議題，

觀察了政治人物的言行，也思考了許多台灣

政經發展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參與了反對國

光石化的運動，有機會接觸基層民眾、學者

專家、地方政治人物、到最後進到總統府會

見馬總統。在長期觀察政治人物的決策與處

理問題的手段之後，覺悟到在民主的社會

中，若沒有如同先進民主國家的許多關心公

眾議題的公民，最後決定政策的，常常就是

因為關心自身利益而不斷向政府施壓的財

團。這和台灣許多其他議題相同，包括醫療

與健保問題。

或許剛開始加入荒野的動機是屬於「不

務正業」的，但是現在體悟到，環保與健康

息息相關。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

是造成台灣癌王---肺腺癌的主因，土壤與飲

水中的塑化劑包括戴奧辛，也可能與大量的

乳癌與不孕症病例的上升有關。還有許多文

獻，探討因為地球暖化所造成的健康危害，

而台灣氣溫上升的程度，是世界平均的兩

倍。若改善環境，就能減少疾病，減少健保

支出，挽救醫療崩壞。因此環保是當今最重

要的公共衛生中初級預防的工作，也是所有

醫師的社會責任，尤其是負責環境污染中

「易受感族群」健康的醫師，包括兒科，婦

產科，心臟科，胸腔科，與腫瘤科醫師們，

為了大眾的健康，應該要多了解與倡議環境

保護的議題，才算符合醫師的專業素養。

荒野是我參加的第一個非政府組織

（NGO）團體，後來又相繼參加了「彰化醫

療界聯盟」，也和許多醫師朋友們共同創立

了「醫勞盟」。在成熟的民主國家，誰是執

政黨並不重要，因為NGO才是主導社會的

關鍵力量。經過荒野的啟蒙之後，我也意識

到如同麥可‧桑德爾在“正義：一場思辨之

旅＂所作的結論，社會共善才是邁向正義之

道。因此相對於社會多數勞工，我們屬於相

對行有餘力的醫師族群，就要負起更多的社

會責任，參加NGO團體以使社會更為完美。

期待在荒野能遇到更多同業與校友，大家一

起來為了台灣的永續發展與人民的健康而努

力！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彰化

基督教醫院小兒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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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成 語 錄
文／陳德碩

公元貳零壹貳年　　陳德碩編製　　《分類成語錄》

----------------------------------------------------

〈短序〉

成語乃文化精華，璀璨如秋夜繁星。

坊間面世辭典，祗重排字，索然無味。

幸得仙人指路，更兼賢豪慨助，試作分類收錄。

模式頗妙，史無前例。

既經日積月累，數以千計。

雖欠珠璣串串，也似瓜菓纍纍，平添活趣。

自愧才疏學淺，錯漏殊多。

特此呈與諸君，意在拋磚引玉。

或增或改，無任歡迎。

願尋一字之師，從此甘拜下風。

----------------------------------------------------

〈目錄〉暫分十類。

若同一成語能入一類以上，則以先入者為主。

01 一字真言拾穗 兩頁

02 兩數字及多數字成語精選 兩頁

03 各種叠字成語集錦 十頁

04 相反字成語系列 三頁

05 對比字成語系列 五頁

06 至理名言錄 五頁

07 風花雪月燕雲江樹之類 五頁

08 罵人成語特輯 三頁

09 其他成語偶拾 五頁

10 《補遺篇》 兩頁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在紐約）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文／徐思淳

經
過兩年，敝人又再度擔任執行編輯，負責這一期的景福醫訊。依照先前的安排，這一期要刊

出醫學人文傳承系列的專刊。這一次刊出的內容，是生物化學研究的歷史傳承。主要的內容

是2008年四月十八日，在台大醫學院二號館舉行的醫學傳承講座系列，當天由當時的所長，張明富

教授引言介紹生化及分子生物研究所的歷史，然後接著是林國煌教授與黃伯超教授的精彩演講。兩

位教授解說了台大醫學院生化研究的傳承，讓後人瞭解廣畑龍造教授與董大成教授在1940年代的研

究成果，並且分享生物化學研究上的心得。為了此次傳承系列，林國煌教授提供了珍藏的照片, 大

部分為1958年廣畑教授訪台的紀錄，十分珍貴。

在經典傳承專輯之後，特別商請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林建欽醫師與周文堅教授，介紹分子診

斷學，在白血病的診斷與治療上的進展。在文章裡，可以看到近年分子檢驗的長足進步，不但提升

診斷品質，也提供臨床醫師在處置上的絕佳輔助。敝人最近有幸參與在國衛院竹南院區舉辦的第四

屆亞洲細胞治療組織（Asian Cell Therapy Organization, ACTO）年會，聽到了林頌然校友演講關於

羽毛花色相關幹細胞的研究，這是個精彩又有啟發性的演講，因此，很榮幸有機會把林頌然校友進

行相關研究的心路歷程，分享給各位校友。而敝人的同學錢建文校友熱愛大自然，又熱心公益，參

加了荒野保護協會，並成為解說員，因此特別商請他在百忙之中分享他的見聞與心得。最後，敝人

有感於最近醫療環境的變化，所以，刊登小兒科李秉穎教授的文章，「必也正名乎」。李教授探討

「污名化」的問題，十分精闢而且言眾人所不敢言，必然能讓大家看透盲點，繼而得到前進的勇

氣。

最後，要謝謝王亮月小姐的鼎

力相助，才能順利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

現任職母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

治醫師）

筆者（中）與民國102學年醫學系二年級導生合影



臺大醫院102學年度新進住院

醫 師 宣 誓 典 禮 暨 職 前 訓 練

時間：2013年8月1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302講堂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大腦內神秘的三維網格結構】

貓頭鷹猴的大腦神經軸突呈現整齊的三維網格結構，以近乎垂直

的方向互相交錯。三維網格結構的三個方向正好平行於生物體的

三個軸向，即左右、前後、上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十五任院長就職典禮　　　　　　時間：2013年8月1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交接典禮　　　　　　時間：2013年8月1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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