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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薩克斯風的自畫像

天鈞應日本乳腺及

甲狀腺超音波學會

之邀，於2014年10
月19日到日本九州

別府演講。我們先

到福岡，途中經過

湯布院，再到充滿

溫泉的別府。由於

湯布院也是旅遊勝

地，我們先到那而

一遊，確實是一處

靜謐溫馨的小鎮。

街道上賣著各式各

樣日本風味的東

西，天鈞在民俗文

化村買了一件襯

衫，雖然店員叮嚀

我們，洗後會縮

水、會褪色，還是

買下來作畫，天鈞

身上穿著它，後面

是湯布院美麗，名

聞遐邇的金鱗湖，

吹著薩克斯風的自

畫像很詩意並有趣

味。

臺大醫院附設員工子女幼兒園開幕茶會 時間：2015年1月2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104年鄉野健康素食年菜記者會 時間：2015年1月27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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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兒血片篩檢的現況

文／簡穎秀

擁
有一個健康的寶寶是所有家長的期待，

但是目前已知的疾病實在太多種，無法

以健康檢查的概念去檢查。部分先天代謝異

常疾病的患者可能在寶寶出生數個月後發病

而造成令人惋惜的結果，因此，全面性的新

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簡稱新生兒

篩檢）便成為守護每個新生兒健康的第一道

防線，讓每個寶寶皆能有同樣被診斷與被治

療的權利。

全面性的新生兒篩檢以「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為宗旨，期望藉由新生兒時期進行

全面篩檢，找出罹病風險性較高的族群，及

早介入，以防範後遺症發生。臺大醫院（本

院）自民國72年起即開始新生兒先天代謝異

常疾病篩檢診斷及治療，並參與規劃國內新

生兒篩檢作業流程；因此臺大醫院新生兒

篩檢中心自1984年起，開始施行先驅篩檢計

畫，並在1985年7月，在行政院衛生署（衛生

福利部前身）訂定的新生兒先天代謝異常篩

檢實施要點規範之下，開始對台灣地區的新

生兒提供全面性的篩檢（圖1）。由國民健

康局（現國民健康署前身）補助部份的篩檢

費用，整合所有接生醫院及助產士，篩檢中

心，確認轉介醫院，遺傳諮詢中心，與公衛

系統，共同照顧全台灣所有的新生兒，最終

目標為務必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正確完整的

報告提供給新生兒父母，並針對有高度異常

檢驗結果的個案展開個案追蹤、轉介等服務

事宜。新生兒先天代謝疾病篩檢率從最初的

6.7%，到現在已幾乎是百分之百。這在亞洲

國家是屬一屬二的成績。新生兒先天代謝疾

病篩檢是使用新生3天齡寶寶的腳跟血檢驗，

只需約0.3 cc的血量，但是篩檢項目從原本的

圖1：新生兒篩檢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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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酮尿症與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到後來的

五項疾病包含苯酮尿症、先天性甲狀腺低能

症、G6PD缺乏症（俗稱蠶豆症）、高胱胺酸

尿症、及半乳糖血症。臺大醫院新生兒篩檢

中心更於2000年引進開發先天性腎上腺增生

症的篩檢，以及於2001年7月開始的串聯質譜

儀新生兒篩檢、2005年起領先全世界提供龐

貝氏症篩檢，並且於2011年開始提供嚴重複合

型免疫缺乏症篩檢。國民健康署因此於2006

年7月起公布新增包含利用串聯質譜儀檢驗共

11項建議篩檢項目（表1）。其他臺大新生兒

篩檢中心可檢驗之項目則列於表2。除了抽

血檢驗以外，目前國民健康署與各縣市政府

也整合資源，提供新生寶寶非抽血項目的新

生兒篩檢，包括聽力篩檢，先天膽道閉鎖篩

檢，先天性心臟病篩檢等。

表1：國民健康署建議篩檢項目

中文 English
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酶缺乏症 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6PD) deficiency
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 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
先天腎上腺增生症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半乳糖血症 Galactosemia
苯酮尿症 P h e n y l k e t o n u r i a  ( P K U )  i n c l u d e  B e n i g n 

hyperphenylalaninemia (H-PHE), Biopterin defect in cofactor 
biosynthesis,  and Biopterin defect in cofactor regeneration 

甲基丙二酸血症 Methylmalonic acidemia (MMA) due to methylmalonyl-CoA 
mutase deficiency (MUT), Methylmalonic acidemia (MMA) 
due to cobalamin disorders (Cbl A,B), Methylmalonic 
acidemia with homocystinuria (Cbl C, D, F)

異戊酸血症 Isovaleric acidemia (IVA)
高胱胺酸尿症 Homocystinuria
戊二酸血症第一型 Glutaric aciduria type I (GA I)
楓糖尿症 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 (MSUD)
中鏈醯輔酶A去氫酶缺乏症 Medium-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MCAD) deficiency

表2：臺大新生兒篩檢中心可檢驗之其他項目

中文 English
龐貝氏症 Pompe disease
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
瓜胺酸血症（第一型、第二型） Citrullinemia type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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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nglish
酪胺酸血症（第二型、第三型） Tyrosinemia type II, III
精胺丁二酸酶缺乏症 Argininosuccinic aciduria (ASA)
精胺酸血症 Arginiemia
高鳥氨酸-高血氨-高瓜胺酸綜合症候群 Hyperornithinemia-hyperammonemia-homocitrullinuria 

syndrome (HHH)
高甲硫胺酸血症 Hypermethioninemia
丙酸血症 Propionic acidemia (PA)
甲基丁醯輔酶A去氫酶缺乏症 2-Methylbutyryl-CoA dehydrogenase (2MBCD) deficiency
C5-OH上升相關疾病：

‧ 3-甲基巴豆醯輔酵素羧化酵素缺乏

症

‧三甲基戊二酸血症

‧多發性羧化酶缺乏症

‧3-羥基-3-甲基戊二酸尿症

‧ 三甲基戊烯二醯輔酶A水和酶缺乏症

‧貝他硫解酶缺乏症

‧ 2-甲基-3羥基丁醯輔酵素A去氫酵素

缺乏症

Hydroxyisovaleryl-carnitine (C5OH) elevation conditions:
3-Methylcrotonyl-CoA carboxylase (3-MCC) deficiency
3-Methylglutaconic aciduria (3MGA)
Multiple carboxylase deficiency (MCD)
3-Hydroxy-3-methylglutaric aciduria (HMG) 
3-Methylglutaconyl-CoA Hydratase Deficiency
Beta-ketothiolase deficiency (BKT) 
2-Methyl-3-hydroxybutyryl-CoA dehydrogenase (MHBD) 
deficiency

短鏈脂肪酸代謝異常（異丁醯輔酶A去

氫酶缺乏症、乙基丙二酸腦病變、短

鏈醯輔酶A去氫酶缺乏症）

Short-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SCAD) deficiency
Ethylmalonic encephalopathy (EME)
Isobutyrylglycinuria (IBG)

長鏈脂肪酸代謝異常（長鏈3-羥醯輔

酶A脫氫酶缺乏症、三功能蛋白缺乏

症）

Long-chain L-3 hydroxyacyl-CoA dehydrogenase (LCHAD) 
deficiency
Trifunctional protein (TFP) deficiency 

卡尼丁（肉鹼）吸收障礙 Carnitine uptake defects
卡尼丁結合酵素缺乏（第一型、第二

型）

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I (CPT-I) deficiency
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II (CPT-II) deficiency

卡尼丁穿透障礙 Carnitine acylcarnitine translocase (CACT) deficiency
極長鏈醯輔酶A去氫酶缺乏症 Very long-chain acyl-CoA dehydrogenase (VLCAD) 

deficiency
戊二酸血症第二型 Glutaric acidemia, type II (GA-2)
芳香族L-胺基酸類脫羧基酵素缺乏症 Aromatic L-amino acid decarboxylase (AADC) deficiency
脊髓型肌肉萎縮症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法布瑞氏症 Fabry disease
高雪氏症 Gaucher disease



醫學新知

2015年2月‧第32卷第2期 5

臺大醫院新生兒篩檢中心從建立全台

新生兒篩檢系統至今已有超過30年的篩檢

經驗，並結合本院小兒部及基因醫學部同

仁，共同改造了這些先天性代謝異常患者的

預後。蠶豆症患者得以因為篩檢發現，預防

特定藥物化學物的暴露，大幅減低發生嚴重

溶血性貧血及核黃疸的機率。經由新生兒篩

檢診斷的苯酮尿症患者，治療後平均智商為

98，語文平均智商為92，發展平均智商為

104，並沒有發展遲緩的問題。在全面篩檢前

的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的患兒，平均智商為

78，經由新生兒篩檢診斷的患者，能於一個

月內即開始接受治療，平均智商可達102。

其他較少見的如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甲基

丙二酸血症患者、戊二酸血症患者、楓糖尿

症患者等，由於可以早期給予治療及預防措

施，大多數病人皆可以有正常的生長不會發

病，大幅減少無效醫療的負擔以及對家庭的

衝擊與負擔。嬰兒型龐貝氏症患者，經由全

面篩檢而診斷的患者，得以及早接受酵素補

充治療，與經由臨床症狀表現發病後才診斷

治療的個案相比，存活率大幅改善。此經驗

讓美國於2013年正式建議龐貝氏症應列入全

面新生兒篩檢項目。篩檢檢出的嚴重複合型

免疫不全症患者，可以避免暴露於卡介苗等

活性疫苗，並在全無症狀下及早接受幹細胞

移植改善免疫功能，提高存活率。顯示新生

兒篩檢的益處，須有賴篩檢系統的早期診

斷，以及治療團隊的努力，方能達成及早診

斷及早治療的目標，增進患者福祉。

新生兒篩檢檢驗，應該基於人生而平

等的原則，讓每個寶寶都可以接受到檢驗，

不會因為貧富差距而有歧視。檢驗項目的增

加，主要取決於此篩檢對此新生兒帶來的益

處是否多過害處。最基本的要求是，有準確

的檢驗方法，與良好及早診斷及早介入的成

果，如此，將可以帶給新生兒最大的好處。

至於疾病的發生率高低與否則是一個衛生經

濟的決定要素。此外，因為及早診斷而減少

家庭反覆求診的困擾以及做好家庭未來對此

遺傳疾病的生育計畫，則是帶給新生兒家庭

的附加好處。未來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使

得越來越多的疾病得以被大規模篩檢以及被

治療後，預期新生兒全面篩檢的項目將越來

越多。然而，如果疾病不須在新生兒時期即

開始治療，或是因為篩檢而發現大量無症狀

或是輕微檢驗異常卻沒有臨床症狀表現的個

案，則針對這種疾病新生兒篩檢的必要性將

會受到討論。

（作者係臺大臨醫所博士班2009年畢業，目

前為母校附設醫院基因醫學部主治醫師暨臨

床副教授、新生兒篩檢室實驗室主持人）

中文 English
黏多醣儲積症第一型 Mucopolysaccharidosis type I
黏多醣儲積症第二型 Mucopolysaccharidosis typ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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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兒童醫院
醫心護童、領航世紀

臺
大兒童醫院在2014年8月1日成立了。

它位於中山南路八號臺大兒童醫療大

樓內，居臺大醫學校區的東北角。當您經過

中山南路或青島西路時總會看到一棟22層彩

色的高樓，恰好在立法院對面。它就是臺大

兒童醫院，兒童醫療新樂園（圖1）。臺大兒

童醫院成立之時，兒童醫院同仁們提出「醫

心護童、領航世紀」為這歷史的一刻發下

心願，也以“Nurture and Treasure Children’s 

Health＂再解釋我們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的使命本質，我們珍惜孩子

的健康、更為孩子的健康努力。

兒童醫療的本質與

需求本與成人極不相同。

專為兒童規劃的兒童醫

院，兒童醫療成效必然較

好，孩子能心無恐懼地克

服疾病，重拾健康，更能

積極正面地看待疾病與身

體。全球第一家兒童醫院

1789年創立於法國Paris，

第二家1 8 5 2年設於英國

London，第三家1855年設

於美國Philadelphia。日本

於1965年於東京設立第一

家兒童醫院。我國在1994年行政院才正式核

定第一家兒童醫院計畫書「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兒童醫院―國家兒童醫學中心―計

畫書」。歷經20年的籌劃，終於在2013年政

府公告了「兒童醫院設置標準」及兒童醫院

醫學中心評核辦法後，於2014年8月1日臺大

兒童醫院正式成立，肩負國家社會大眾之深

刻期望，以培養我國兒童醫療與保健人才、

照顧轉診重難症兒童，及從事本土兒童健康

及福祉研究、提高我國兒童醫療照顧水準為

目的。兒童醫院之成立是一個里程碑，鼓舞

大家攜手前進為孩子的健康努力。

文／吳美環

圖1：臺大兒童醫院地理位置及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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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兒童醫院延續1906年就已成立的臺

大醫院小兒部珍貴的傳承，全面拓展醫療深

度與廣度，整合的兒童醫療深度提供兒童更

完整更好的醫療照護，醫療之成效將有大幅

之成長。由臺大兒童醫院新設的網站（圖2）

就可以看到這些努力的部分成果，有全方位

及整合性醫療，還有過去台灣兒童醫療的發

展軌跡。為了讓孩子也看得懂我們想傳遞給

他們的訊息，我們更設立了兒童版的臺大兒

童醫院網站（圖3），在這網站上我們用許

多孩子想聽的故事講健康的價值與保健的方

法。在兒童版網站首頁上，臺大兒童醫院的

吉祥物Q比搭著小火車進入，帶孩子先聽健

康魔法學校的核心課程，再看看兒童醫院天

空之城的故事。喝個水後，許多衛教的資訊

可以和家長一起學習，了解自己和朋友的病

痛，更懂得自己負責。這網站還得過兒童網

站獎的高度肯定。

醫療服務現況

臺大兒童醫院現有病

床數292床，一般病床133

床及特殊病床159床。其中

加護病床就有65床，骨髓

移植病床有3床。設有 兒童

內科系、兒童外科系及兒

童其他科系，共25科，提

供孩子全方位的醫療。

兒童內科系 兒童外科系 兒童其他科系

新生兒科

兒童心臟內科

兒童血液腫瘤科

兒童腸胃肝膽科

兒童感染科

兒童過敏免疫風濕科

兒童胸腔加護醫學科

兒童神經內科

兒童遺傳新陳代謝科

兒童腎臟科

兒童心智科

兒童皮膚科

兒童復健科

兒童一般外科

兒童整形外科

兒童神經外科

兒童心臟外科

兒童骨科

兒童泌尿科

兒童眼科

兒童耳鼻喉科

兒童牙科

兒童放射科

兒童急診科

兒童麻醉科

圖2：臺大兒童醫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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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醫療團隊

為服務最需要被照顧的重難症孩子，臺

大兒童醫院還成立許多特色醫療團隊，如早

期療育中心、成人期先天性心臟病、唐氏症

整合門診、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兒少保護

醫療服務示範中心、兒童內視鏡微創手術團

隊、兒童腦血管毛毛樣病團隊、神經母細胞

瘤手術及醫療研究特別團隊、新生兒及早產

兒手術醫療團隊、兒童頑固型癲癇症治療團

隊、兒童環境醫學、高危險群新生兒後送中

心、馬凡氏症整合門診、兒童神經肌肉疾病

聯合照護門診、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

範中心等。

教學

臺大兒童醫院是醫學院各系學生修習兒

科學的醫學聖殿，更是培養兒科專科醫師及

兒科次專科醫師最好的地方。

臺大兒童醫院的硬體結構設計

以孩童為本，以關愛、尊重為

軸。孩子候診區有讓孩子開心

的意象，電梯門上及轉角牆上

還有台灣特有的動植物讓孩子

熟悉。在這地方學醫學、學如

何當位好醫師，學如何當位好

醫療團隊的核心分子，環境似

乎給了許多助力。大家心中的

關愛種子很容易發芽長大。這

真是建築魅力的最好例子。

臺大兒童醫院的師資也是

全國最堅強的，兒科專科醫師及次專科醫師

指導老師就有46位。還有許多跨領域兒童醫

療學習的指導老師。學生與老師及醫療團隊

總能在共同解決各種困難病例，協助病兒度

過疾病難關過程中，讓學習紮實，專業學習

更落實。目前有50-60位住院醫師接受兒科專

科醫師及次專科醫師訓練。

研究

研究是醫學進步的動能。臺大兒童醫院

以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為願景，創新與研究

更是必要的使命。行政院於民國83年3月核

定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兒童醫院」

―國家兒童醫學中心―計畫書（台八十三教

07484），明訂設立國家兒童健康研究所，至

今20載仍未實現。目前國家財政困難，可能

仍需多方努力。目前臺大兒童醫院各研究團

隊皆積極參與及申請各項研究資源，如科技

圖3：臺大兒童醫院兒童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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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國衛院、中研院等。臺大醫院亦為兒童

醫院匡列院內研究計畫供年輕醫師申請。但

許多與國家健康衛生政策有關之研究仍應有

國家型研究計畫方能有效找到答案。

社會的脈動

兒童醫療要做好，資源不可少。在少子

化及單一健保制度下，政府及健保進入兒童

醫療的資源極為受限。兒童醫院若僅能就現

有資源照護孩子，醫療水準無法提升、無法

開拓兒童醫療新領域，更無法推廣剛引入之

許多友善兒童醫療環境措施。例如，友善兒

童醫療以兒童眼光協助孩子以正面的態度接

受醫療，有效減少兒童接受檢驗時的麻醉，

讓孩子的心不受傷。兒童醫療也還有許多心

理需求需要開拓，但受限於兒童醫療的收支

面，發展的動能往往不足。兒童是明天之主

人翁、國家發展之基礎。在已發展國家中，

兒童醫院之經營除來自政府資源的支持外，

來自社會資源的挹注更為重要。社會資源連

結到兒童醫療是最有正面影響的公益捐助活

動。一方面孩子可以得到更優質的醫療，另

一方面社會捐款人因捐款到兒童身上往往也

能啟動他們心中對孩子的愛，心中充實感浮

現，社會良善動能自然啟動。台灣是個人民

良善，大家都願意幫忙人的國家，將社會資

源連結到兒童醫療絕對不是難事。但目前相

關之公益勸募條例對兒童醫院，尤其是公立

的兒童醫院，並不友善，有許多行政困難。

政府若一時難有資源支持兒童醫院，就應針

對兒童醫院之募款訂出彈性政策，用社會的

愛心資源讓兒童醫院茁壯。

臺大兒童醫院以國家級兒童醫學中心為

願景，落實典範兒童醫療之執行、研究與教

育。救治最需要被救治的孩子，更承擔全國

兒童醫療與健康的軍師及先鋒之任務。站在

前輩們努力的軌跡上，我們以穩健的腳步、

創新的本質、尊重的態度再出發，捍衛全國

兒童的健康。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臺大

兒童醫院院長及臺大醫學院小兒科主任）

李伯皇教授、潘永謙醫師、戴鐵雄醫師、施純仁

教授榮獲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第24屆醫療奉獻獎

個人醫療奉獻獎；陳瓊雪教授榮獲第24屆醫療奉

獻獎特殊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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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恩師與臺大學者的提攜

筆
者於1968（民國57年）年由國防醫學

系畢業，畢業之後並沒有下部隊，三

天之後由國防院長盧致德先生召見，在台北

榮總柯柏醫學研究館見到一位老先生。盧院

長介紹這位先生是由美國回台的林可勝院士

（圖1），他在上海江灣軍醫大學創辦國防

醫學院。林先生不會講國語，當時我用破英

語跟他交談，盧院長要我跟這林先生學習神

經生理學的研究技術與學識，在座的還有剛

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蔡

作雍先生。筆者終於放棄臨床醫學，開始基

礎生理學的研究生涯。林先生年近七十，卻

可以用顫抖的手去除貓的交感神經。我們開

始利用台灣猴，以腦注射藥物的方法探討阿

斯匹靈的止痛作用，發現其止痛效果不在中

樞神經，而在周邊神經阻斷疼痛的傳送。林

先生當時身患食道癌，拒絕外科手術，僅在

吞嚥困難時，到開刀房接受食道擴張，他晚

上還到實驗室與我們討論實驗結果，教我們

撰寫論文，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不久他回

到牙買加，實驗室接獲他病逝的不幸消息，

隔天我寫了一篇悼念林先生的文章，發表於

中央日報。林先生生於新加坡，就學於英國

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即受

邀返國，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生理學科主

任。協和醫學院由庚子賠款建立，系主任多

是英美醫學家，林先生以28歲之齡當上系主

任，是唯一的中國人。在他任內，成立中國

生理學會，並發行中國生理學雜誌（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刊登許多重要論文，甚

受國際重視。

日本侵華時期，林先生親上戰場治療傷

兵，擔任軍醫局長及紅十字會會長等職務，

是一位學術與醫術雙全的軍醫。許多著名的

學者也因林先生的感召前來上海江灣的軍醫

大學參與教學與研究。後來因為戰亂，林先

生受政府之命將國防醫學院遷到台灣，在當

時的水源地建校。他不滿國民政府的腐敗無

能，把國防醫學院交給盧致德先生，自己返

回美國。盧院長是他在協和的學生，擔任國

防醫學院院長長達28年之久，早上在國防上

班，下午到榮總。他在國防有三個副院長，

圖1：兩岸生理學之父林可勝先生

文／陳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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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榮總有一位副院長，盧先生在國防及榮總

的教學及研究成績，並不比臺大差。據說林

先生曾率領英美派的國防學者到臺大找錢思

亮院長，商討兩校合作事宜，遭到臺大德日

派的拒絕。

蔡作雍院長繼盧先生之後擔任國防院

長，在任八年，建樹也多。在他任內聯合臺

大藥理學與國防生理學者舉辦兩校學術研究

會，由筆者擔任兩校的協調人，因此經常前

往臺大請教諸大老。李鎮源、彭明聰、張傳

烱、方懷時等先生對這後輩照顧有加，時時

給予關懷，並且在各種學術獎評審會說我的

好話，使本人僥倖成為臺大人之外之國防得

獎人，其中最大獎來自「中華文化教育基金

會」。有一天李鎮源先生來電，要我將最新

著作及履歷表寫給他，我問要做什麼，他說

不必多問，自有用處。幾天之後國科會來文

通知我通過「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學者訪問

獎」。他是這個基金會的主任委員，該基金

會每年遴選兩位學者到世界各地著名學術機

構訪問，由得獎人自行安排行程，時間長達

兩個月，支持得獎者去訪各國研究機構。獎

金包括個人旅費及生活費，可以攜家帶眷，

金額高達新台幣二佰萬元，當時可是巨款。

全家大小五人先到日本訪問大阪心血管研究

中心，恰巧在此舉辦世界花博會，以「春夏

秋冬四季花」為主題。日本學者帶領我們參

觀，在一個大館內，要帶四季衣物，在不同

溫度下換衣服，看到夏威夷二十年才開一次

的食人花，喜馬拉雅山上一朵小花具細小各

色花瓣，真是大開眼界。此後前往澳洲及紐

西蘭，當時正值冬天。澳洲墨爾本的貝克醫

學研究中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主持人

康諾教授是—國際著名學者，他安排我們全

家住在一家民宿，提供食宿，旁邊有溫水泳

池，三個小女兒每天在此泡水，其樂融融。 

澳洲盛產牛羊，每天享用美味牛羊排，也參

觀牧羊場，剪羊毛，餵羊吃奶，順道參觀離

墨爾本不遠的小企鵝晚上由海中回巢。紐西

蘭也養了許多牛羊，並有冰河及廉克山等風

景。我們全家搭乘直升機參觀冰河，並進入

著名的營火蟲洞，一群發出藍色螢光的巨蚊

（並非螢火蟲），千萬隻在山洞聚集，螢光

閃閃，十分漂亮。

由澳紐轉美國，又是盛夏，把全家冬衣

寄回台北。到美國再度訪問我的母校，再見

恩師蓋頓及泰勒教授，並參觀田納西州納斯

維爾大學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他們在此收集

病人資料，詳做研究，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病

機轉，如姿勢性低血壓、糖尿病、中樞神經

病變及自主神經功能異常等。

到達加州的洛杉磯，已經離家一個半

月。本來預計個人前往歐洲參訪，但思家

心切，而且女兒學校已過暑假，快要開學上

課，再說離開實驗室太久，有些數據需要整

理，因此以信函向歐洲學者說明因事回台

北，下次有機會再做參訪，全家飛回台北。

在途中買了一些禮物，親自向李鎮源教授口

頭報告參訪過程，並送他一些薄禮，以示答

謝，可是遭他拒絕。他老人家真正是一位令

人敬佩的長者。以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

們經常相見，一起用餐，也合影留念（圖

2）。

回到學校之後，向國科會呈上參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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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科學發展處來文告知我還有半個月經

費尚待使用，於是利用暑假一個人獨自前往

美國，參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及舊金山等分

校。除了參訪之外，還買了魚竿垂釣，收穫

甚豐。這個由李教授賜給我的大獎，可說是

我一生中珍貴的收穫，臺大人對我的照顧，

永生難忘。

（作者係慈濟大學退休教授暨臺灣大學前兼

任教授）圖2： 國際藥理學研討會（1986）作者與

李鎮源院士合影

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徵求所長公告

一、候選人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年齡未滿62歲（民國42年8月1日以後出生）
3.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牙醫學系畢業
4. 具中華民國牙醫師執照者
5. 具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者
6. 在牙醫學領域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推薦辦法：

1. 由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推薦。
2. 遴選委員得主動推薦適當人選一名，並經其他遴選委員一人副署後，正式向遴選委員會推薦。

三、檢具資料：

1. 推薦書1份（含推薦人及被推薦人簽章）。
2. 被推薦人履歷表1份（附相關證件影本）。
3. 被推薦人5年內著作表1份。
4. 被推薦人之自傳。
5. 簡述被推薦人對於本學系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四、收件截止日期：104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7:00前送達。

五、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臺大牙醫專業學院臨床牙學研究所辦公室。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6856 呂小姐；
傳真電話：886-2-23831346；e-mail：jsleu3@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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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仁兼備　風骨長存
─追念邱智仁教授

2014年初，北美遭遇15年來最大冰風暴，

根據元月4日的報導，部分地區還出現

零下30至40度的低溫，令人不勝其寒。很不

幸地，我們很多人都尊敬的老師—加拿大

McGill大學心胸血管外科邱智仁教授，在報導

這災難性氣候發生的同一天過世。消息是從

他的同學，高雄長庚醫院黃國恩榮譽院長，

於元月8日中午親口告訴我，當天晚上即打

電話給師母譚夢華醫師，談及過往，不勝哀

傷，雖然譚師母說他走得很安詳，我與內人

一時之間仍然很難接受，因為幾天前才接到

他與師母聯名寄來的耶誕賀卡，提到身體不

是很好，不得不回絕臺大醫院的邀請當評鑑

委員，並希望我與內人今年有空到加拿大看

他。如今天人永隔，已無機會再見。悲傷氣

氛如被超冷之寒氣凝結，久久不能自已。雖

然邱教授非因這一波寒流致命，但是如此一

位智、仁兼備的長者，選在這個天地為之凍

結的時間離開，正是天地有情的徵象。

筆者與邱教授之間的師生情緣，追溯

起來，始於1982年，筆者完成臺大醫院小

兒外科總住院醫師的訓練，到台北長庚醫院

林哲男主任指導下，繼續再做一年小兒外科

的fellow，其間開始考慮出國進修的機構及

主題。找美國或加拿大兒童醫院小兒外科部

門，繼續深入小兒外科領域的研究與技術的

提升，是最理所當然的首要考量，也是多數

醫師都會選擇的路，只是不夠特出，何況在

接受邱教授的同學陳秋江教授等臺大名師的

指導，以及林哲男主任再一年的強化訓練，

自恃藝高人膽大，在小兒外科領域，足以獨

當一面，也就不把小兒外科領域的進修，列

入首要考量。當然也考慮其他領域，心意一

時難決。

事情常在機緣巧合下，峰迴路轉。1980

年，時任Montreal General Hospital（MGH）

實驗外科主任的邱教授與加拿大McGill大學

外科部主任David S. Mulder連袂訪問林口長庚

醫院，與張昭雄院長相談甚歡，當下促成兩

機構的交流，也馬上就有林口長庚醫院外科

部陳敏夫主任的回訪取經，而MGH一般外科

關偉雄醫師（Alan Kwan），也應邀到林口長

庚醫院當客座教授。雖然臺大醫學院早已成

立臨床醫學研究所，但是McGill大學實驗外科

對我而言，仍然是相當新奇、富有吸引力的

學門，同時有碩、博士學位的彈性學程，而

Dr. Mulder及邱教授應允免我的學費，等等條

件在當時足以說服我踏進去。於是考過病理

文／莊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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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的公費留學考試（註：當年無外科學門

的公費留學考試），生活費有更進一步保障

之後，就在1984年的5月，暫別家人及臨床工

作，一頭栽入留學生的生涯。

千里迢迢，抵達無親無故的蒙特婁

（Montreal）市，忐忑不安之情，無法不溢於

言表。邱教授已先鞭一著，派出他的研究生

Carin Wittnich小姐，等在出海關的門口，讓我

一踏入加拿大的國門，就有人招呼，心裡感

覺就很溫馨踏實。住宿也安排好暫時在MGH

的院內宿舍，到辦公室見了Dr. Mulder及邱

教授，兩位都教我先到處走走看看，熟悉環

境，不急於談研究事宜。之後到我與Carin共

用的辦公室，發現桌上有一個小玻璃瓶，裡

面插著一枝在這之前從未看過，如此大朵又

如此雍容華貴的牡丹花，生冷的環境，一下

子就溫暖起來。

Dr.  Mulder及邱教授都是心胸血管外

科醫師（圖1），筆者是小兒外科醫師，師

生兩造背景大異其趣，研究題材本來就不

易有交集，在我出國進修前，邱教授已經

與我討論過，就以兩科醫師都會碰到，大

人、小孩都會發生的細菌性或敗血症導致之

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為研究題材，小豬則是實驗使用的動物模

型，當時邱教授有學生執行正夯的dynamic 

cardiomyoplasty，用的也是小豬。

在我出國前幾年，華裔科學家李卓

皓博士，發現並純化出人體內生性嗎啡

（endorphin），進一步研究發現endorphin不

僅攸關疼痛，也和很多疾病包括高山症引起

的肺水腫有關，其拮抗劑naloxone則正好可以

用來治療高山症引起的肺水腫。經過一番討

論與地毯式的文獻搜索，我與邱教授很快達

成共識，我的題目就是探討endorphin在E. coli

所導致之細菌性ARDS的角色，並釐清其拮抗

劑naloxone是否能有效地阻止細菌性ARDS的

致命性破壞。

題目清楚、方向明確，即使之前無人

做過相關實驗，實驗須要的動物、細菌及

naloxone藥物，以及各項檢查，都須從頭開

始，但是在邱教授指揮若定下，很快就緒。

當時McGill大學外科部規定第三年住院醫師

於七月起進入實驗外科訓練一年，早他們兩

個月進入的筆者，此時已從容地、按部就班

地進行實驗。邱教授怕我與臨床脫節，也安

排我到蒙特婁兒童醫院見習，參與兒童醫院

小兒外科的教學活動。兒童醫院的小兒外科

主任Frank M. Guttman非常客氣，允許我自由

圖1： Drs. Mulder（後排左），Chiu（後排

右）及實驗室PhD A Hope McArdle
（前排右）與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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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該科所有活動，包括進入開刀房觀看，

所以在研究之外，我也有臨床節目，足以調

節並充實進修中的日子。McGill大學在很多

方面給予進入實驗外科的住院醫師相當的自

由，包括沒有硬性規定必修的課程，只要自

行選定老師與題目，定時參加seminar，提出

報告，確定研究有在持續進行即可，邱教授

三不五時提出警告，要這些住院醫師不要在

外面兼差（moonlighting）太過火，荒廢了研

究，可見住院醫師趁機賺外快的風氣很盛，

邱教授無法下禁令，只能適時勸導。

兩個月後，實驗室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來自於上海胸科醫院胸腔外科醫師高成新。

高醫師幾乎與我同時到MGH進修，以臨床為

主，主要學習MGH胸腔外科的手術技術及

相關知識的進展。高醫師本身已經是饒富經

驗的胸腔外科醫師，很快地發現除了新知交

流，其他臨床方面能夠突破的部分很有限。

高醫師雖然不是透過邱教授到McGill大學來

進修，也不是跟隨邱教授學習，但是邱教授

很快地認識高醫師，並主動關懷他的進修狀

況，發現他很想在臨床之外，也能在其他方

面，包括研究，學點東西。邱教授徵詢我的

意見後，我的實驗自此開始有一位得力的合

夥人，和共話家常的對象，我們也從此成為

很好的朋友。（圖2）

我與邱教授年齡相差十六歲，但是我

們很快發展出亦師亦友的關係，邱教授只

要想到什麼點子，對研究、甚至於對生活有

幫助，就隨時隨地聊起來。有一次提到他被

推薦成為諾貝爾醫學與生理獎的推舉委員，

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幾句話，我不難瞭解老師

的研究成果已經受到國際矚目，成為一方

之長，才有資格擔任此非常榮耀的委員。

邱教授與師母住在有蒙特婁陽明山之稱的

Westmount上，房子雖然不豪華，但是視野極

佳，可以俯瞰整個蒙特婁市，離MGH也近，

醫院若有事可以隨傳隨到，實在是醫師居家

的上選。我非常幸運，可以常到這福地作

客，尤其1984年的9月，我太太也來MGH進修

以後，更常造訪。師母是小兒科醫師，也非

常忙，兩位公子Daniel和Wendy正處於高中、

大學階段，還需要父母費心。即使如此，邱

教授與師母把我與太太當家人看待，讓我們

身處千里之遙的異地，仍如在自己的家一般

自在。

我的進修，沒有設限，可以從碩士跳

到博士學位，這也是我預先考公費留學考試

的理由。我的實驗進行得很順利，一年的成

果，已經足以發表三篇不錯的文章，包括收

圖2： 前排右起邱教授、師母、內人佩文，

高醫師與筆者（站立）攝於1985年3月
Maple Syrup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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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肺臟的淋巴液，反應肺水腫的創新動物模

式，以及naloxone有效防止細菌性ARDS的

機制。這時候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的籌備，正

如火如荼進行，范宏二院長積極尋找各科人

才，我與內人也是被鎖定網羅的對象。在繼

續攻讀博士學位與把握機會到一家嶄新機構

發揮所學之間，我必須很快做出抉擇。魚與

熊掌不可兼得，我內心的煎熬，很快被邱教

授發覺，他語重心長地說，如果當年台灣有

他可以發揮的舞台，他不一定會出國或長期

在國外發展。他說我已經學到研究的竅門，

拿不拿博士學位已經不是那麼重要。老師一

席談，勝過千言萬語，我儘快完成碩士論文

的相關作業，與內人在1985年的8月，束裝回

國，投入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的籌備與開幕。

在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的頭十年，以臨

床服務為主，也不忘研究，提出院區第一個

研究計畫。其間與邱教授的聯繫不輟，但是

真正讓我們師生有更密切往來的契機，始於

1997年，筆者奉當時長庚大學張昭雄校長、

醫學院李英雄院長之命，擔任臨床醫學研究

所高雄分班負責人，從單槍匹馬，沒有其他

人與設備開始，披荊斬棘，到逐漸上軌道，

其中除了李院長的奧援，與邱教授的魚雁往

返請教的信函也不計其數，並數度邀請他回

國指導我們的研究生（及筆者本人）。而且

一直到前年為止，邱教授只要應國家衛生研

究院、國科會與教育部的邀請，回國參與國

家衛生研究院的計畫審查，專題演講或參與

他同學黃崑巖院長主持的醫學系教育的評

鑑，他都會讓我知道，我也順他回國之便請

益，邱教授一貫地知無不言，言之有物。如

此師生情緣，到今年恰好三十年。

幾年前，有一陣子沒有他的消息，原

來是他在自己醫院接受心臟血管繞道手術，

由他的學生操刀，過程非常順利，五天就

出院，沒想到術後用藥問題，差一點要他的

命。他知道筆者主管醫院醫療品質的問題，

竟然慨允將自己的經歷，親自寫成教案，交

給筆者當作教育醫界後進的教材，希望大家

用藥時須充分考慮個人體質的差異與使用的

時機。如此信任自己學生，又願意將病歷公

諸於世，以裨益後進的長輩，委實不世出。

細數漫長來時路，奇遇加恩典，是最

合適的寫照！邱教授是1959年以第一名畢業

於臺大醫科，而師母譚夢華醫師也是不遑多

讓的同班才女，才子佳人，珠連璧合，是真

正的天作之合。擁有如此條件的人，能不恃

才傲物，正是奇葩，而師母在繁忙的臨床工

作之餘，鼎力支持邱教授的發展，也殊為難

得。其研究傑出，不在話下；熱心公益，促

使他長年奔波世界各地，應邀客座講學。對

國內的生醫研究與醫學教育，投入甚深，也

長年為此奔波於途。樂於提攜後進，凡與他

接觸過的人，無不感念他真誠待人，只要他

知道的，無不傾囊相授。邱教授正如其名，

智仁兼備，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存不忍

人之心，其風骨必將永存於景福人心中。

（筆者母校醫科1976年畢業，現任高雄長庚

紀念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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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高峰會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紀念特展開幕式致詞

主
持人謝館長、台北市文化局林主秘，各

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早安！大家

好！

能夠受邀參加這一個很有意義之特展的

開幕式，我感到非常榮幸。

整整67年前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台灣

和各縣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維持秩

序，並向官方爭取民眾的安全和民主、自治權

益，曾做了很大、很多的努力。當時先父第一

屆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韓石泉醫師亦曾於3月

3日，以揹負十字架的決心，接受台南市長卓

高煊和台南市參議會黃百祿議長懇託，出面協

助維護台南市安寧時，即向卓市長提示和平處

理四大原則，即：一、不擴大，二、不流血，

三、不否認現有行政機構，四、政治問題用政

治方法解決。

隔日3月4日上午八時，更與台南市參議

會議長黃百祿、參議員侯全成、高壽齡和民間

人士台南興文齋書局負責人林占鰲、中學教師

李國澤等確認此四大原則，並馬上開始分頭勸

導學生、民眾，請其切勿輕舉妄動，以免發生

危險及不利事故。

其後數天，靠此四大原則，才能穩住台

南市，而使得台南市在事件動亂當中，民眾的

死傷是台灣各大縣市中最少的。但，之後的四

十年間，這一和平的理念、價值竟完全遭到遺

忘，幾無人提及，甚至遭到誤解。直到1987年

2月13日，才又有陳永興、李勝雄和鄭南榕等

人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呼籲公布真

相、平反冤屈，發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

展開二二八平反運動。

時至今日，一談到「二二八」，大家

都會聯想到「和平」兩字，如「二二八和平

日」、「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公義

和平運動」等，因為和平已是全世界公認的

普世價值，就連這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右前方樹

蔭下，也立有一個漆成白色的木柱，上面有中

（正體字、簡體字）、英、日共四種文字，

如：「期望世界人類和平」，“May Peace 

Prevail On Earth＂，「世界人類が平和であり

ますように」等。那麼，在事件動亂當時的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從主任委員

韓石泉醫師到多位成員，在那瞬息萬變、極度

危險的關鍵時刻，就早已勇敢地主張、堅守並

付諸實行的，這「愛與非暴力」的和平四大原

則，今後，是否在台灣史中更該受到遲來的、

應有的肯定與重視？

希望大家在參觀今天開始的特展之同

文／韓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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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能一起思考這一個嚴肅的問題。

附錄

在2014年8月21日開幕（為期三個月）的「台

灣民主高峰會―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紀念特

展」中，全國首度公開展出台北二二八紀念

館館藏的，1947年3月7日《台灣新生報》報

頁原件，其第一版有一則大標題的消息是：

「台南市處理會成立　席上各界代表熱烈提

供意見」。這消息的最後，接著有一則「又

訊」。其內容如下：

【又訊】台南市於六日下午一時半，舉行學

生遊行，是日全市中等以上男女學生全體參

加，由韓省參議員，黃市參議會議長等引導

下，工學院學生為先導，一齊步武堂堂，對

社會及政府表示學生們之熱烈意氣，與神聖

態度。（韓按，他們在遊行中手持的標語，

以當年時、空之言論限制尺度而言，既敏

感，又大膽敢言，如「確定民主政治」、

「改革本省腐敗政治」、「促進地方自治之

實施」、「建設新台灣」。最後幸賴韓省參

議員、黃議長等和平誘導、維持秩序之功，

在市內走完全程後，終告和平落幕，沒有發

生任何暴力衝突。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和平

理性的，學生上街頭遊行之原始、真實紀

錄。）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台灣民主高峰會―二二八事件處理

委員會紀念特展摺頁廣告DM裡的兩

面，圖中右上角及左下角皆有對韓

石泉參議員的介紹。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建築物的左側壁上，貼

有「台灣民主高峰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

員會特展」（103.8.21~103.11.21）的大

幅布幕廣告；照片右下角大樹下可見寫有

和平標語的白色木柱。

站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與白色木柱中間觀

看後者的兩面文字，寫的是日文和簡體字

中文的和平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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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年代的小兒科診所

家
父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在

日治時代昭和期間，我出生四個月就開

始在新竹市當時相當熱鬧的北門街開診所，

先看內科及兒科，1950年搬到西門街擴大空

間。因病人太多，診所空間不夠，停看成人

內科，只看小兒科。家父診所在日治時代叫

醫院，有收住院病人的才叫病院。所以家父

的診所掛牌「周小兒科醫院」。為了方便及

省錢，住家與診所相連接。

1950年代，家家戶戶都以人丁興旺為

目標。光復後為了反攻大陸，需要兵力，

鼓勵增產報國。多子化，加上醫療及經濟都

不好，1950年代小孩病痛就多。戰後衛生不

好，傳染病多，家父從清早忙到半夜，怕病

童等太久，中午只小睡半小時。夏天每天上

百位病童，加上家屬，可謂門庭若市。門口

延伸出去的大涼亭是病人等候的地方，擠滿

了玩具攤、冰棒攤、豆漿杏仁茶等攤位。常

有我們家的親戚朋友帶著病童擠到客廳候

診，還好中間還隔著供奉菩薩及祖先牌位的

神明大廳，才進入起居間；在菩薩及祖先的

保佑之下，我們六個兄弟姊妹都能平安長

大，沒有被傳染。

當時的診所都是單獨開業，也大都與住

家相連，雖然方便，但住家也會受到一些干

擾。家父嚴格規定，不可擅自往診所跑，任

何東西掉在地上，吃的食物都丟掉、不能洗

或消毒的東西，也一定要丟掉。竹筷金屬湯

匙，一定要煮沸消毒，煮開五、六分鐘，放

涼後才拿出來使用。回家一定先洗手，便後

也要洗手。尤其有事到診所，走回住家，更

要洗手。吃東西吃飯前也要洗手。從小養成

我們洗手的習慣。家父常叮嚀我們，診所病

童很多傳染病，很容易傳到我們家，所以洗

手清潔消毒很重要。甚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臉盆，洗臉毛巾不得拿錯。每天肥皂搓洗，

每週爸爸會幫我們消毒臉盆、毛巾。很早以

前沙眼常流行，後來眼結膜炎流行時，消毒

更加強。

我們家診所雖然沒有住院病床，有打

鹽水針者都睡在診察床打到半夜或天亮。但

常常半夜病童高燒不舒服，父母親仍會抱來

敲門看診。我們全家常半夜被叫醒。爸爸與

訓練過的代用護士，只好起床處理急診。雖

然相隔不遠就有省立醫院急診室，但常沒醫

師值班或生手值班。有時爸爸為了利用省立

醫院急診設備，陪著病童及家屬，到省立醫

院，自己急救病童後再交給省立醫院照護。

爸爸實在很累。早期也看內科時，半夜被吵

醒，老年病人在家無法搬動，爸爸只好坐人

力車往診。遇到貧窮人家，不但不收診療費

及藥費，都還自付人力車費。

爸爸的診所病人多，戰後大家貧窮，尤

其鄉下人更窮，更付不起醫藥費，欠費的一

文／周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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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爸爸都交代不可催繳，他很慈悲，農曆

過年前，就將欠費的帳單燒毀。但是很多窮

人家，過年過節時，都會省吃儉用，送雞鴨

魚肉菜來。我們家雖然不養雞鴨，可是經常

在後院裡有公雞叫，母雞生蛋，滿熱鬧的。

有一次病童媽媽拿錯藥，爸爸當天下午

停診，由護士陪同，坐火車到苗栗鄉下，一

大片田中間，找到「三塊厝」的病人住家，

換回藥品，給他正確藥物。

當時結核病盛行，還有其他傳染病，爸

爸為了要減少我們被病童感染的危險，除了

要我們養成洗手刷牙等衛生習慣外，也非常

注意營養均衡，蛋白質及維他命等的補充；

並鼓勵戶外運動。非常注意體重，不能瘦。

尤其注意我的健康，因為扁桃腺肥大，一感

冒就發燒約一週，所以特別要我多吃，尤其

喜歡吃雞腿，每天要吃一枝。到了幼稚園健

康比賽時，得前三名健康寶寶；獎品豐富很

多日本製的鉛筆，漂亮的鉛筆盒及墊板，一

直用到四年級需要買新鉛筆時，才發現台灣

產的鉛筆會割紙刮紙，很不好寫。才知道我

因健康寶寶獲獎的鉛筆有多好寫。

爸爸也認為要提高免疫力，除了營養好

還不夠，還要戶外運動，除了每天走路上下

學，曬曬太陽之外，每週日一定帶我們小孩

子們做室外運動。診所只有週日下午休診，

常常我們由媽媽帶著先出發，爸爸伺機有看

診空隙，才從後門溜出，坐人力車趕來與我

們會合。暑假常到新竹南寮海水浴場沙灘賽

跑，或海邊玩水潑水。寒假或週日下午，就

帶我們去動物園走走並認識動物，或到公園

認識花草植物，散步、賽跑，曬太陽，增強

體力，增進健康。

自從我們入學後，爸爸就擔任我們就

讀的新竹師範附屬小學學校校醫，義務幫

老師及學童定期體檢。全校老師一家大小，

到診所看病，都不收費。因為當時老師薪水

微薄！爸爸的診所在當時一般人經濟很差的

狀況下，幾乎是做慈善，常常免費送藥給病

童。爸爸對病童，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疼

惜。有些病童病好了經過診所時，會要求媽

媽帶進診所，看看周醫師阿伯。窮病童沒糖

吃，常向爸爸要咳嗽藥水喝，因為藥水有甜

味！爸爸都會給他們一些，且摸摸他們的

頭，說「好乖」，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爸爸診所病童來自桃竹苗三縣，病人很

多，但免費救濟的也很多。我們家除了維持

足夠的營養與運動外，其他盡量節省。爸爸

的西裝都還是補著穿，捨不得換新，奢侈品

也盡量少用。但醫療用品藥品，則一定要最

好的。

病人病危，打血清，帶藥回家。因為家

中農忙，沒有再回診；爸爸一直很關心。後

來過年時，她爸爸帶著一隻大公雞來送禮，

周小兒科診所（作者小妹周照照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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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才放心，也很高興病人被爸爸救活了。

爸爸說了很多鼓勵的話，教她要如何維持健

康，不要再生病了。

1950年代多子化，但又貧窮，家父診所

每天擠滿病童，尤其夏天！家父救人無數，

而救濟的病童更不勝枚舉。常常也給遠道來

趕火車的病人，特別照顧，不讓他們錯過火

車車班。像尖石鄉來的病人，路途難行，要

爬山，都先看或犧牲午覺時間，特別為他們

看診。爸爸善事做盡，且常捐米捐錢，救濟

窮人。爸爸常常過勞而且睡眠不足，還好，

自己調適得不錯，加上菩薩保佑善心人，才

經得起這麼勞累的診所工作，診所看病看到

70多歲才退休。

相較之下，現代化的小兒科診所，都

與住家分開，都採聯合診所，有輪班制可以

上下班。現在診所醫師，都不像1950年代那

麼辛苦，經濟也較好，收入應該也會較多。

但是碰到少子化問題，兒科診所已經不像當

年，門庭若市，反而要擔心門可羅雀了！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4年畢業，民國

73-81年任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現任母校護

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徵求所長公告

一、候選人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年齡未滿62歲（民國42年8月1日以後出生）。
3. 具相當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者。
4. 具牙醫學士學位或理學博士學位，且從事口腔生物醫學相關教學研究者。
5. 瞭解口腔生物科學發展趨勢，能充實並擴展本所研究及教學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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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遴選委員得主動推薦適當人選一名，並經其他遴選委員一人副署後，正式向遴選委員會推薦。

三、檢具資料：

1. 推薦書1份。（含推薦人及被推薦人簽章）
2. 被推薦人履歷表1份（附相關證件影本）。
3. 被推薦人5年內著作表1份。
4. 被推薦人之自傳及對本所未來發展理念計畫書。

四、收件截止日期：104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7:00前送達。

五、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辦公室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7016 朱雪華助教；
傳真電話：886-2-2382-0785；e-mail:hhch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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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植」 醫 生

植
物學一向似乎不比動物學熱門，至少動

物園（zoological garden）已被簡稱為

zoo，植物園卻仍是botanical garden，然而植

物學是比動物學更早先發展的；醫學算是起

步很晚的科學，十八世紀時醫學幾乎仍在未

萌芽階段；彼時外科醫師也才正要跟理髮師

劃清界線，內科醫師則只會觀察（並記錄）

病情，“無為而「治」＂。怪不得伽利略、

達爾文（父親、祖父均為醫生）在學醫中途

輟學，改行其他「方興未已」的科學，俾能

「追求真理」：所謂朝「悟」道，夕死可

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況且當時醫藥一家

親，研究植物或自然博物應比學醫有出息，

甚或有成就感，乃至於今日仍有所謂botanic 

physician者，崇尚「草藥」等「另類」醫療；

而追求養生者，也大多提倡植物為飲食（還

要「有機」？）

所以十八世紀前後，不少醫生不務正業

地兼「植」（可算是moon-lighting嗎？！）。

想當年為了「學士」論文，須要採集花粉做

過敏測試，曾經順便製作植物標本外，也常

研讀自然博物、翻閱百科全書之類的，故或

多或少稍認識些natural history（大自然）。退

休後重溫舊夢，又開始拈花惹草起來。發現

不少植物名稱的來源竟然是醫生，故而稍作

整理，與讀者分享。

美國醫師J. R. Poinsett（1779-1851）中年

之後，轉任外交官，曾出使南美，他從墨西

哥帶回（1829）猩猩木，親自提倡並改良，

以致1836年左右人們都叫此具鮮紅艷麗苞葉

的聖誕紅為poinsettia。大麗菊亦原產墨西哥，

瑞典醫生A. Dahl（1751-1789）在歐洲大力推

廣栽植，大理花（dahlia）之名不徑而走。而

眼科相關最有名者應推百日草，屬名Zinnia，

乃紀念德國Gottingen大學的醫學教授J. G. Zinn

（1727-1759）。原為1750德國駐墨西哥大使

因Zinn編寫眼科解剖學鉅著送他的植物，在當

地俗稱「邪惡之眼」，故也成了Zinn最鍾愛

的園藝，並開始研究起植物，可惜未能幫他

避邪。Zinn雖只活不到32歲，但您記得眼科的

annulus of Zinn, zonule of Zinn和circle of Zinn

嗎？林奈為感念他在植物學的貢獻，就幫這

種菊科植物取名Zinnia。

您是否知道不少人愛吃的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或稱昆士蘭胡桃，山龍

眼科）名稱其實來自移民澳洲的醫師John 

Macadam（1827-1865）。由於他在科學界

的努力，服務於維多利亞自然哲學研究院的

同事兼好友，澳洲首屈一指的植物專家von 

Mueller在1857年，將一種新發現的植物命

名為macadamia屬，相信嗎？當時仍不知道

其堅果可以吃呢！全球不少地方設立有「亞

文／林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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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山大花園」，但卻有醫師名叫Alexander 

Garden（蘇格蘭1730-1791），林奈以他在自

然界的努力，將cape jasmine命名為Gardenia 

jasminoides（山黃梔，茜草科）。此外較為人

知的則是William Withering（英，1741-1799）

醫師；他發表指頂花（purple fox-glove）乾

燥的葉片可以治療心臟衰竭。其夫人原為病

患，擅長花卉繪畫，他為採集花草標本而熱

衷植物學，還編寫了「大英植物（vegetable）

全集」。他常到處走山，又能發現碳酸鈣

石礦中，含有不同的碳酸鋇礦石（後被稱

witherite），可見其功力。當然在植物界也有

一席之地（Witheringia屬，茄科），但卻在

58歲即因結核病枯竭（withering）而亡！日

本塩野義藥廠為提煉毛地黃，於1911年在太

平山、阿里山等地大量栽培洋地黃（Digitalis 

purpurea玄參科），如今則已馴化。

其他以醫生姓氏為學名的還不少，容

我先介紹愛爾蘭醫師（兼博物學家）Hans 

Sloane（1660-1753）。此君到牙買加大量

蒐集（動）植物，九十多歲過世前捐給英國

政府，為了他那十多萬件的標本，英國國會

於1753年立法通過成立大英（自然）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年輕

的瑞典醫生兼自然科學家Carl Linnaeus（1707-

1778）拜訪Sloane（1736）時，嫌標本過多，

未適當分門別類地建檔收藏，而於1753年首

創植物的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

結果追隨者眾，建立門派，自成一家。

其實在林奈之前也有植物學家研究分

類方法（ taxonomy），由醫生「兼植」較

出名的則包括義大利的A. Cesalpino（1519-

1603）、瑞士的G. Bauhin（1560-1624）和法

國的P. Magnol（1638-1715），為紀念他們在

植物學上的努力，而有Caesalpinioideae（蘇

木亞科），Bauhinia（洋紫荊屬）和Magnolia

（木蘭屬；科、目）等命名。您認得此類植

物嗎？

大家熟悉的其他早期醫學人物還有德

國的Leohart Fuchs（1501-1566）、Adam 

Lonicer（1528-1586）、義大利的Gabriel 

Fallopius（1523-1562）、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則和Fuchsia triphylla（吊

鐘花，柳葉菜科）、Lonicera（金銀花，忍

冬科）、Fallopia spp.（如虎杖，何首烏，

蓼科）和Malpighiaceae黃褥花科等的名稱有

關。而馬鞭草科（Verbenaceae）中的金露花

（Duranta repens）和龍吐珠（Clerodendrum 

thomsoniae）則為Castore Durante（義1529-

1590）和Thomas Thomson（蘇格蘭1817-

1878）的eponyms（以人名命名）。

人名組成的eponym可以是俗名或屬、

種及科、目名，代表的是某特定種或具相同

特徵的“同類＂（而非“異類＂）。林奈二

名法之前，已有詳細分類，而為與其他同類

分別，另加上長短不一的敘述，但可能仍會

有重覆、混淆或衝突。二名法本身不一定說

明清楚特徵，但一旦以此命名，它代表的就

是某特定種。是否相同，就得參照模式標本

（type specimen）來比較，當然如今已可用基

因鑑定作分析。

所以植物學名也有可能屬名、種名均

取自人名，而二者均為醫師的有如Brasenia 

schreberi（蓴菜科；“蒓菜＂湯是西湖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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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牌菜），乃Schreber（德1739-1810）為

C.Brasen（丹麥1738-1774）描述之此種睡蓮

目植物所命名。而Schefflera wallichiana（鵝掌

柴屬，五加科）為Scheffler（德1739-1809）和

N.Wallich（丹麥1786-1854）的組合。

總之，醫師兼「植」的似乎還真不少，

作者所知的也很有限，限於篇幅，只能再找

些常見或常聽的植物來滿足各位的求知慾：

Wi s t e r i a（紫藤，蝶形花科）屬名來

自Casper Wistar（美1761-1818），Lobelia 

chinensis（半邊蓮，六倍利屬，桔梗科）名稱

取自Matthias de L'Obel（比利時1538-1616），

Mattiola incana（紫羅蘭，十字花科）屬名來

自Pier Andrea Mattiol（義大利1501-1579），

Alpinia zerumbet（月桃，薑科）來自Prospero 

Alpino（義，1553-1617），Alstonia scholaris

（黑板樹，夾竹桃科）屬名來自C. Alston（蘇

格蘭，1685-1760），Tournefortia argentea

（白水木，紫草科）屬名來自Joseph P. de 

Tournefort（法，1656-1708），Ageratum 

houstonianum（紫花藿香薊，菊科）種名來

自William Houstoun（蘇格蘭1695-1733），

Zantedeschia aethiopica（海芋，天南星科）

來自G. Zantedeschi（義大利1773-1846）及

Russelia equisetiformis（炮竹紅，玄參科）屬

名來自A. Russell（蘇格蘭1715-1768）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現任附設醫

院眼科部兼任主治醫師）

大理花 百日草 夏威夷豆（花） 山黃梔 洋紫荊

木蘭花 吊鐘花 金銀花 金露花 龍吐珠

紫藤 半邊蓮 月桃 紫花藿香薊 海芋

※圖片參考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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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霄上飛翔─攜妻火努魯魯小環遊

我
們接受韓良誠教授與夫人龔芳枝小姐的

的邀約，參與旅美李靝順同學夫人安

排的Norwegian Hawaii Cruise Line，並由韓良

誠教授的建議安排，乘坐下午3時36分由桃園

國際飛機場起飛，往日本名古屋，再轉機往

夏威夷的日航班機。由從高雄護送多年未出

國的我倆老夫婦，到烏日高鐵站坐接駁車到

桃園機場的獨生么女如瑩，搬忙拖行李，找

到日航在機場內的服務處托運行李，還導引

我們做check in，加上從台北趕來送行的「曾

雪蘭」小姐（我們從小看到大，女兒如瑩的

第一好友），讓我倆在出國前，感到無比溫

馨。進關後，因我們買的是「商務艙位」，

獲得進入機場內「VIP」（貴賓室）的權利，

享受咖啡、水果與甜點，並獲VIP服務小姐

日語廣播通知，我們由GATE D6入艙口，變

為GATE D7的訊息；趕緊拖著隨身行李，從

VIP前的GATE D6，衝往尋D7，因係購買「商

務艙」，獲得優先上艙權。因座椅可調為平

臥，因此很舒服的躺睡，對80歲老人來說，

多花一點票價是值得的。

乘飛機遊高空

11月14日下午自桃園國際機場起飛，不

久就衝向1萬1千公尺上空，自機窗下望，一

片無垠雲海展湧在眼下，雲海波濤起伏，遠

處又呈現像山谷深淵般的雲層，瞥眼，突見

一片白雲輕飄而逝，不禁在內心唱起鳳飛飛

所唱「我是一片雲」：「我是一片雲、天空

是我家、早迎旭日昇、暮送夕陽下、我是一

片雲、自在又瀟灑、身隨魂夢飛、來去無影

蹤」，內心有了無限感慨；一轉眼，白雲又

幻化成一片寧靜海，坐在機上，凌駕在片片

疾速飛逝的雲朵上，閉目冥思，宛若手持金

箍棒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腳踩五彩觔斗雲，

遨遊太空，令人飄飄欲仙。觔斗雲，是中國

神怪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飛行時所乘之

雲，一個觔斗便能行十萬八千里路的距離。

據西遊記中的描述，孫悟空師事靈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的神仙須菩提祖師學會了七十二

般變化後，一日祖師問孫悟空近來又學會了

什麼，孫悟空答說已能騰雲駕霧，祖師便要

孫悟空試飛看看。但見孫悟空動作怪異，除

了翻觔斗上天之外，來去也只不過三里路，

根本稱不上騰雲。孫悟空懇求祖師傳授能日

遊四海的騰雲駕霧之法，於是祖師便依孫悟

空異於平常的翻觔斗動作特別授予觔斗雲，

並教他駕馭之術，當天夜裡孫悟空就學會了

使用觔斗雲。

文／戴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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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清脆的「先生用餐」聲，將我從

外太空喚回飛機座位，只見笑豔迷人的美麗

空中小姐已在餐桌鋪好餐巾，擺好洋點了。

用完餐點，閉目養神片刻，睜開眼，斜睨窗

外，前方天際，在雲海遠端出現一長條彩

虹，顯現太陽正要下山，不過與在台灣恆春

的「關山看落日」卻大異其趣；後者是仰望

掛在天際，伴著萬道虹彩的圓圓大大的紅太

陽，漸漸西斜沉入地平線，沒入「海中」：

在機上所見，卻是帶著千條彩光的圓紅大夕

陽，慢慢地遁入層層密密、重重交疊的藍色

雲海中，可真豔煞！此時雲海中，出現許多

泛金白船，不久，天空轉成一片黝黑，飛機

就開始在黑暗中飛行了。飛機著陸前，只看

到路燈縱橫，中間一片黑，再降低些，才看

到火柴盒般參差不齊的房屋；降落前機身晃

動，令人欲嘔、頭暈、耳鳴、頭痛；著陸剎

那，機輪碰觸地面時，機身重大震動後，慢

慢地在跑道，循著指示燈，沿兩側併列小引

道燈，緩緩滑行，將抵終點時，霍然看到18

名機場地勤人員穿著工作服，分站兩旁，面

向慢慢滑抵的飛機脫帽行最敬禮，這種對自

己職場的「尊敬」表現，令人想起，在高雄

夢時代百貨開設「阪急分店」內的所有工作

人員出入工作場所時，均立正面向場內職場

行禮致敬的鏡頭。「員工的誠真向心力」，

這就是日本人經營事業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與日本人的彬彬有禮相較，自己號稱「禮儀

之邦」之「中國」能不愧煞？

臨下飛機進入空橋時，聽說我們不乘坐

桃園直飛夏威夷的中華航空，而乘坐必須在

名古屋機場等2個多小時才能轉機，日籍女座

艙長令人感動的一再彎腰致謝，並由一位空

服小姐帶領我夫婦倆進入機場建物內，吩咐

在空橋出口歡迎下機乘客的小姐，為我倆指

導幫忙進關到指引走往轉機gate的路線才離

開。等到要上轉機時，該小姐又出現在進艙

處，確認我們順利上機後，才向我們搖手告

別，令人好生感動。

11月15日上午9時27分飛機抵達Honolulu

機場，被內子叫醒，睜眼一望，窗外已豔陽

高照，看看錶，還只指向4時27分，這才恍然

大悟，原來夏威夷與日本時差5小時，與台灣

6小時，所以為夏威夷上午9時27分沒錯（日

本名古屋時間當然為上午4時27分，內子特備

2個錶，將備用錶調為夏威夷時間），此時台

灣時間應為上午3時27分，難怪我還睡意甚

濃。

我與內子雪信通關後，由「個人旅遊者

出口處」到外面卻找不到旅行社派來的接機

者，內子乃走往團體出口處找（約距離100

公尺遠），也找不到，這樣來回尋找兩次，

第二次在回到我焦急的等待著的地方途中，

碰到手中舉著寫有「戴鐵雄」三字識別牌子

的瘦高「中國裔」迎接司機。原來昨（11-

14）日他來迎接「韓良誠同學夫婦」時，在

個人旅遊者出口處等了許久，後來跑到團體

出口處才找到，他原來也在此處等許久等不

到（因我們出關時，有好幾班班機抵達，入

境通關處大排長龍，好久才完成通關驗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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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等領行李又花一點時間），怕歷史重

演，所以才跑到團體出口處找，又等不到才

又返回，被眼尖的內子看到所舉識別牌子上

「戴鐵雄」三字，才與他一起來找我，大老

遠的就向緊張的怕老婆丟、迷失在眾多旅客

中，而焦急的站在路邊往內子離去方向探頭

探腦的我，高喊「戴鐵雄！找到了」，在審

視好牌上確實寫明「戴鐵雄」三字後，才放

下一顆跳動120次以上的心，跨上來車（怕

像前些日子報導，夫婦在異國旅遊被載去關

起來勒索或賣為老奴工了，一笑）。現在說

來輕鬆，但在等待中，在舉目無親無友的我

倆，是如何的恐慌，實在難於以筆墨描述

（良誠兄雖有同樣遭遇，但阿誠有大哥大嫂

及四弟在檀香山，阿誠又在夏威夷大學進修

過，對此地嫻熟，心中一定很篤定，我則不

然），心中惟一的信心是「李靝順夫婦與阿

誠夫婦一定會派人來接我們」。詳細描述此

段經歷是提供初次赴此地或任何陌生異國的

學長學弟們一個警惕與注意。

車子開進一塵不染乾淨平坦的馬路，

體會到了夏威夷人的守法不亂丟垃圾的優良

民族性；不禁令人想起高雄市那一望無垠、

潔淨無瑕、片紙不沾的寬廣六線道機場大馬

路，還有兩旁整齊劃一所並列的一長串造型

典雅優美，古色古香的上弦月型彩色照明

燈，把整條道路，裝飾成詩情畫意的彩虹大

道，簡直把夏威夷的道路比下去了；這可是

台灣人的驕傲。把髒亂高雄市容掃入歷史陳

跡的謝長廷前市長的榮耀光環，民進黨綠色

執政的偉大貢獻；想著想著，嘴角不知不覺

間，露出一絲笑意。

在路上司機告知，昨天已有三對同學

夫婦住進我們將前往check in的大飯店。11

月15中午11時30分，車抵預訂的「希爾頓

（Hilton）」大飯店，有二大棟大樓，將二條

大街的L型三角灘占滿，果然是不愧為世界第

一流的五星級，占地甚廣的龐然大建築物。

Hilton這招牌，在夏威夷如此，大概在全世界

各地都如此的叫人讚賞。

沿途，司機介紹：夏威夷州（Hawai i 

State）是美國唯一的群島州，由太平洋中部

的132個島嶼組成。陸地面積16,705平方公

里。城市人口占86.5%。全州約80%的人口聚

集在歐胡島上（夏威夷首府檀香山Honolulu氣

候全年皆夏，沒有季節之分。與台灣時差慢

18小時）。

夏威夷群島是由幾個火山島嶼所形成的

列島，由八個大島和一百多個小島集合而成

（共132個）如前述；其中有六個主要的觀光

島嶼，個個都擁有碧水白沙，山水迷人，是

衝浪、風帆、潛水、運動、打高爾夫都適宜

的人間天堂。

夏威夷群島的天然環境非常迷人，屬於

火山島，地形崎嶇不平；擁有美麗的海灘，

從白色的沙灘一直到黑色土質的沙灘都有。

八 個 大 島 包 括 翡 翠 綠 色 的 可 愛 島

（Kauai），有如世外桃源，是結婚、度蜜月

的好地方。最大的夏威夷大島Hawaii（是第一

大島，為火山島，人口12萬），歐胡島O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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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Honolulu所在島、也即一般人所通稱的夏

威夷，其實是第三大島、人口125萬、光首都

Honolulu就占100萬人、有市政府、張學良夫

婦墓與孫中山紀念堂等）、茂宜島Maui、尼

豪島Niihau、卡胡拉威島Kahoolawe、莫洛凱

島Molokai和拉奈島Lanai。其中尼豪島是私人

島。觀光最熱門的幾個是歐胡島、茂宜島、

夏威夷大島和可愛島。

夏威夷有很多租車公司，比較便宜的是

www.budget.com、www.dollar.com，也有國人

知道的www.avis.com、www.hertz.com.。

夏威夷最自豪的環境三寶是陽光、空氣

與水：溫暖宜人的陽光，涼爽無塵的空氣，

清新乾淨的水；Honolulu有傲世的「三沒」：

沒颱風，沒滂沱大雨，沒土石流，也不會有

「海嘯」（其他的島有），所以住「火奴魯

魯」最安全。

有一位喜歡航海的「虎克船長」在海上

以望遠鏡看到，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遠方的

海上，出現一大片閃閃發亮的綠光，乃循光

駛往，終於發現夏威夷島，乃命名為夏威夷

（也就是第一大島big island），與船員登島，

土著住民見其標緻海員衣褲，船堅裝載空

間寬廣，藍眼紅髮，疑為神仙降臨而畏懼膜

拜，十分尊敬。後來才知道，綠光是由夏威

夷之寶的「綠寶石」山所發出。

車抵旅館門外空地停車處（不能直開進

走廊），司機打手機給一位姓陳同學，不久

果然看到陳淵泉夫婦出現在飯店門口，與趨

前的我倆握手言歡。陳太太曾惠美是內人雪

信的屏東女中學妹，自去年曾文水庫同學重

聚後已一年多未見面，當然相談甚歡；接著

主辦人李靝順夫婦也出來，告知，韓良誠、

龔芳枝夫婦下榻在另一棟大樓，隨即帶我倆

去辦理check in。

我們住進的房間有面海的陽台，近旁

有好多櫛比鱗次的高聳大樓，卻都不擋住站

在陽台上我倆的視線；極目遠眺，久仰的美

麗壯觀的Waikiki海灘就橫躺在眼前；海灣與

海濱非常美；正好有艘大遊輪駛過，還有船

隻來往穿梭其間，襯上藍天白雲，不愧被稱

「天上人間」。近看附近馬路，忙碌汽車交

叉疾速來往，卻井然有序，不似台北市的亂

成一團。俯視眼下，在此賓館所屬庭院內的

兩潭游泳池中有房客正在游泳嬉戲，池旁休

閒布躺椅上，橫躺許多比基尼裝仕女享受日

光浴之樂，本想拍個照留念，怕又犯上侵害

肖像權，在異國惹上麻煩，只好讓雙眼吃吃

冰淇淋，洗洗眼睛乾上癮了（呵！這段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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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我那「賢妻」看到、阿們！）。

下午一點，準時下樓到沙龍與靝順、淵

泉與良誠夫婦會合（當然與經常在台灣電話

聯繫，也是與靝順夫人一起說服內子答應參

與這次重聚旅遊的韓夫人芳枝與良誠兄寒喧

一番），一起坐上租來的休旅車，由會說北

京話的華裔導遊帶領下，出發做火努魯魯小

環遊，司機順便將沿途所見景點做走馬看花

似的簡單介紹（至於左右高樓大廈，與台灣

各大城市大同小異，不另贅述）。

Queen Liliuokalani銅像，及其號稱簡單卻

不損尊嚴的住所，庭園中有棵百年三叉大榕

樹，聳立其屋前。

出生於皇室家庭的利留卡拉尼女王

（Queen Liliuokalani of Hawaii，1838年9月2

日～1917年11月11日），原名為莉迪亞‧卡

瑪卡依哈（Lydia Lili.u Loloku Walania Wewehi 

Kamakaeha），登基後改用皇室名字利留卡拉

尼，在1862年9月16日與美國人約翰‧奧雲‧

多明尼斯（John Owen Dominis）結婚，但並

無育有兒女。由於無兒女的關係，她選擇了

她的侄女維多利亞（Victoria Kaiulani）為繼承

人，可惜的是維多尼亞在1899年逝世了。

利留卡拉尼女王在1891年1月17日繼承了

她的兄長「卡拉卡瓦」的皇位。同年八月，

其丈夫多明尼斯去世。在登基之後，她蓄意

要修改憲法，因為現有由美國人策劃制訂的

刺刀憲法（Bayonet Constitution）限制了她的

權力。可惜的是，當時的夏威夷基本上都被

美國人控制，改革亦難以成行。女王對美國

傳教士傳輸自由民主理念不滿而欲干預，而

引發衝突；同時對更多日裔商人壟斷市場要

課稅，後二者乃引入美國軍艦登陸，由美軍

以武力罷黜女王，因此，在統治期不足三年

的短暫情況下，1893年，利留卡拉尼女王被

罷免，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國。美國人並于翌

年經公民投票，在美、日僑及當地怕被抽稅

的生意人聯合串通下，以多數通過夏威夷併

入為美國國土，成為美國第50州。

當時的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頒佈

了布隆特報告（Blount Report），在報告的結

果顯示出推翻利留卡拉尼女王是屬於非法的

行為，並向女王提出如她願意特赦所有有關

人士的話可協助她重登王位。起初她堅持要

將一干人等斬首而拒絕，在這種情況下，克

利夫蘭總統將事件交由美國國會審議。雖然

女王在1893年12月18日改變主意決定妥協，

但臨時政府卻拒絕讓其重登。在另一方面，

在1894年2月26日由美國參議院所提出的摩根

報告（Morgan Report）則指出美國軍隊毋需

為利留卡拉尼被推翻而負上任何責任，變相

來說，推翻她的政權便變成了不是非法。其

後，珊佛‧杜爾（Sanford B.Dole）在1894年7

月4日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國，並得到美國政府

的即時承認。

在1895年1月16日，利留卡拉尼女王因被

人在其家花園發現槍支而被逮捕。雖然她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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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己甚麼也不知道，但最終亦被判入獄五

年與罰款五千美元。不過，她在入獄期間是

被囚於伊奧拉尼宮的，而且在1896年便獲得

釋放。她隨後獲准返回檀香山的寓所居住直

至1917年因中風逝世。而夏威夷共和國亦於

1898年解散並成為美國的一個海外領地。

雖然無法重登王位，但她亦堅持其王室

的身分。另外，她的餘生有不少時間都在美

國本土度過，因為她試圖向美國政府追討45

萬美元的財產損失，不過都失敗了。最後，

夏威夷政府批准每年發放4,000美元的養老金

以及一幅24平方公里的蔗糖種植田地的收益

給她。

9月2日是夏威夷王國最後一位國王―莉

莉烏庫拉妮女王的誕辰。這位睿智美麗的女

國王，雖然在自己在位期間被迫退去王位，

不得不結束夏威夷王國的歷史，但利留卡拉

尼女王本身亦是一名作家和作曲家，並留有

不少名作。只要�到Honolulu的客人們都會到

她舊居附近轉轉，去那些售賣旅遊紀念品的

商店買上幾件“Made in Hawaii＂的小記事本

和椰子殼精美製品。這裡有自己的樂隊和歌

手，表演的最後一首曲目，一定會是Aloha 

Oe，是夏威夷最後一任女王，Queen Lili- 

uokakani在她還是公主時候譜寫的。

Honolulu市政廳：在其大門前最中央的重

要位置，豎立一「修女」銅像。當年Hawaii群

島流行痲瘋病（lepra）病人都被隔離到「離

島」讓他們自生自滅（有如台灣新莊的「樂

生療養院」）；這位天主教修女，自願前往

照顧醫療患者，16年後，護士修女自己也染

上痲瘋，最後全身潰爛而死；Hawaii人為感恩

她，乃在此全Honolulu最重要地點：Honolulu

市政廳正門前豎立銅像紀念她。

夏威夷第一任國王是土著，他的舊皇宮

門牆都覆蓋滿夏威夷州旗及美國國旗，現在

已關閉，成為歷史博物館，讓人流覽追懷18

世紀時的舊王朝種種。

夏威夷本來每一個島都各有島主，各自

為政，不過島與島之間的土著住民總會有爭

執，於是在Honolulu（Oahu）的島主就乘船

發兵，一島一島的攻擊征服，完成大統一霸

業，就位自稱為王（有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

代的秦始皇征服其他6國而統一中原；及日本

戰國時代的「豐臣秀吉」在「和田信長」被

部將火攻謀殺後，以馬夫走卒之小兵，乘機

取而代之，征服各籓主，而在大阪成立「幕

府」統一全日本一樣）。

就這樣，完成小環遊。

戴鐵雄、韓良誠教授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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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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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希望種子醫院
Teddy Bear Hospital (TBH)

泰
迪熊醫院（Teddy Bear Hospital）起

源於德國，最初是一種類似角色扮演

的遊戲，小朋友們會帶著泰迪熊到醫院來看

醫生，自己則扮演泰迪熊的家長或是哥哥姊

姊。活動中，小朋友可以透過遊戲來了解個

人衛生或是資源回收等相關訊息，並開始重

視自己的健康，開始知道該如何照顧自己與

家人，讓他們從照顧者的角色來接觸醫療環

境。因此，希望種子醫院的活動宗旨即是藉

由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小朋友們學習衛教知

識，並模擬醫院看病的狀況，讓小朋友們不

再害怕看醫生，讓他們在未來需要面對冷冰

冰的診間和金屬檢查器械時，不再哭鬧或是

退縮，面對醫生時，能多一分親切感與安

心，開始知道該如何照顧自己，也知道該如

何照顧他人。

看著認真而熱烈參與活動的小朋友們，

看著他們笑開懷，開心的在兒醫跑來跑去，

心中充滿了感動與滿足。他們總是這麼的

純真活潑，對世界總是充滿著好奇與冒險

精神，看著這些孩子們，讓我感受到一股暖

流緩緩地劃過心房，像是午後溫暖的陽光灑

落，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感謝第六屆

的幹部群與所有的工作人員，因為有你們，

才會有這麼歡樂而溫暖的一個下午，也真心

希望小朋友們能永保搶答時間的踴躍與探索

世界的勇氣，放膽做自己。

第六屆泰迪熊醫院總召　蔡昀沂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三年級學生）

雖然身為泰迪熊醫院的總召，老實說我

以前非常討厭小朋友。

以前的印象中，小鬼頭就是一群橫衝

直撞的不明物體，既吵鬧又不受控制，走

在路上還會不小心被踩到，一旦哭起來更是

沒完沒了。遙想當時年紀小，絕對不會沒事

暴走，除了一次在英文補習班跟老哥打架之

外，我小時候可是很乖很安靜的，甚至可以

說有一點自閉。只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跟

別人說我害羞內向又怕生，大家都不相信。

在經歷學運而延期之後，第六屆的泰迪

熊醫院終於正式開始。小朋友們蜂擁而至，

加上隨侍在側的家長，和手忙腳亂的工作人

員，整個畫面就是人人人人人，情況完全出

乎我的意料。經過大家的努力，場面終於漸

漸被控制下來，我也漸漸從驚嚇中回復，此

時再看這一群小鬼頭，才發現他們其實蠻可

愛的。沒有想像中的東奔西跑和嘻笑怒罵，

小朋友們反而相當配合工作人員的指示，要

他們排隊就排隊、搶答就搶答，尤其是帶動

跳時，看到小小的手手腳腳明明不熟悉動

作，卻仍努力跟著台上的大哥哥大姊姊們揮

舞，心裡所有的烏煙瘴氣立刻一掃而空，實

在是個相當療癒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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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服務從來就不是單向的付出，

而是雙向的成長。很高興整天的活動下來，

小朋友們都蠻配合的；也很高興這群萍水相

逢的孩子可以扭轉我對小朋友的排斥。雖然

總召並不會第一線接觸到小朋友們，活動當

天只要把每個人安頓好，就可以晃來晃去看

哪裡需要支援，或是當一個聖誕老人去裝禮

物、分證書、發餐盒。但看到小朋友與工作

人員們的各種互動，都讓我對這群自願服務

的同學們由衷地敬佩，也對能夠提供這些小

朋友這樣的機會感到開心。

最後要感謝我的好搭檔蔡昀沂學妹，除

了分擔了泰迪熊醫院的工作外，也一手接下

了其他公共衛生部的工作，這幾個月真是辛

苦她了。

第六屆泰迪熊醫院總召　郭桂彰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五年級學生）

本次泰迪熊醫院擔任活動長角色，從事

前的規劃到活動進行，可充分發現活動組組

員們的用心。活動組規劃了健康飲食、個人

衛生、運動、視力保健、過敏等相關教案，

並在其中安排了許多活動、遊戲，期許能以

最貼近小朋友生活的方式，教導他們正確的

衛生、健康相關知識。當天小朋友們的配合

度相當高，也十分專注觀賞台上哥哥姊姊的

表演，唯獨部分關卡似乎過於容易，知識層

面的困難度應可再提升。此外本次參加的孩

子多數為鄰近幼稚園的學童，但我認為中正

區的孩子相對而言知識水準較高，往後或許

可以拓展招生範圍，甚至擴大到新北市招

生，相信能使整體效益向上提升。

第六屆泰迪熊醫院活動長　謝章煜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三年級學生）

從去年大一時擔任泰迪熊醫院活動長開

始，即和這為了帶給孩子們一下午的歡樂，

帶小朋友進行衛教遊戲 小朋友扮演玩偶的家長，由醫學生為玩偶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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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辛勤準備半年的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

今年則有幸擔任隊輔長，在隊輔們的組織

編制、開閉幕劇以及帶動跳的監督上貢獻心

力。雖然兩年都擔任幹部的工作導致實際與

孩子們接觸的時間並不多，但在活動進行中

看到孩子們專注地欣賞同學們帶來的表演，

並積極地參與各種活動與有獎徵答，聽到宏

亮的童音與笑聲迴盪在兒醫充滿裝置藝術的

空間中，心中真的被一種簡單甜蜜的成就感

與親切感滿滿充填著。

第六屆泰迪熊醫院隊輔長　高廷瑄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三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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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進
入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加

速老化，各種慢性病成為威脅國民健康

的主要來源；慢性病人的醫療應由多職種的

專業人員共同參與，透過各自的專門領域來

提供持續的健康照顧，因此，「共同健康照

護」已成為慢性病人優質醫療所不可欠缺的

要素。比如說，糖尿病人的醫療需要醫師、

護理人員、營養師的參與，中風病人的復健

需要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的參與，憂鬱症病人的照顧則需精神醫

療、心理學、社會工作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

共同參與。

「共同健康照護」的實踐必須以基層

健康照護（primary health care）為基礎，組

織一個跨層級（包括初級、次級與三級醫療

機構），跨專業（包括醫師、護理人員、

藥師、營養師、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工

師）的健康照護網絡，為病人提供整合性、

可近性的健康照護服務，其目的是希望每一

位慢性病人都可以被早期發現、妥善治療、

長期追蹤、全面照護。

近年來，台灣的醫療機構逐漸朝向「醫

院體系」的方向發展，各醫院體系之內的成

員醫院，相互之間進行交流合作、資源共享

及臨床合作。以台大醫院及其各分院所組成

的醫院體系為例，就涵蓋了一家醫學中心、

二家區域醫院、三家地區醫院，分佈於台北

市、新北市、新竹地區及雲林地區；又如，

台北市聯合醫院體系涵蓋了十家醫療機構；

而出身於台大醫學院或台大醫院醫局的景福

校友所主持的醫院體系，則有國泰、新光、

敏盛、壢新、澄清、秀傳等體系；此外，長

庚醫院、榮民醫院、慈濟醫院、台北醫學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也都組成

了各自的醫院體系。這些醫院體系的發展，

為「共同健康照護」的推動，創造了有利的

條件。

去年，景福基金會與母院社區醫學研

究群提出「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

畫」，這一項計畫擬協助景福校友主持的醫

院體系（包括醫院與合作診所），推動以社

區民眾與慢性病人為對象的共同健康照護，

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倡導家庭醫師制度，

建置健康支持網絡，促進社區健康資源整

合，提升民眾健康知能，改善慢性病人醫療

照護品質。計畫提出以後，就有多位景福校

友表示他們主持的醫院體系願意參與。

為了協助景福校友醫院體系執行共同健

康照護計畫，本會聘請楊弘仁監事擔任計畫

主持人，並成立推動辦公室，做為各校友醫

院體系溝通交流、共識凝聚之平台。推動辦

公室成立以後，定期與母院社區醫學研究群

共同舉辦「共同健康照護研討會」，除邀集

景福校友醫院體系執行計畫之負責人分享經

驗之外，也邀請專家學者就各醫院體系執行

計畫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提供克服困難的建

文／謝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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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方案。

「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於2015年開始由北桃園地區的敏盛醫院體

系、南桃園地區的壢新醫院體系，以及台北

市的聯合醫院體系率先開始執行。特別值得

向諸位校友報告的是，最近就任台北市長的

柯文哲校友與嘉義市長的涂醒哲校友，非常

認同本會與母院社區醫學研究群提出的共同

健康照護計畫，兩位景福校友市長參加研討

會時（圖1），都表示要將這一項計畫納入政

策，編列經費，在轄區內積極推動。

我相信，本會推動辦公室在諸位校友

的指導之下，將能夠發揮協調功能，促成景

福校友醫院體系以及景福校友主持的地方政

府，在社區中營造出能夠永續經營的共同健

康照護環境。我個人另外建議推動辦公室邀

集專家學者，協助各景福校友醫院體系規劃

本土化的「盡責照護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on, ACO），提供衛福部做為未

來改善醫療體系及健保制度的政策參考，藉

此在台灣造就更好的個人照護，更健康的人

群，低成本成長的醫療服務，與高齡友善的

生活環境，體現本會「以提高醫療水準為目

的」的創會宗旨。（圖2）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景福基金會董事長）

圖1：柯文哲、涂醒哲校友參加共同健康照護研討會

圖2：景福校友醫院體系推動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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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曜旭

接
到亮月電話告知為二月份景福醫訊的執行編輯，才

驚覺時間真的過得很快，離上次擔任編輯工作已過

了快兩年。匆匆趕完國科會計畫，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好好

的整理手邊校友們的文章並積極地去邀稿。

本期醫學新知由臺大新生兒篩檢中心簡穎秀醫師執

筆，文中介紹台灣（特別是臺大醫院）新生兒血片篩檢的

發展及現況，透過早期診斷，很多治療得以早期介入並且

大幅改善疾病的預後。從1994年行政院核定兒童醫院計畫書，其中經過20年，「臺大兒童醫院」終

於在2014年8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這對於國內兒童及青少年醫療保健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

我們特地邀請兒童醫院吳美環院長為文介紹「臺大兒童醫院」籌劃及成立的過程、現況及特色、以

及未來努力的方向。接著，陳幸一醫師及莊錦豪醫師分別撰稿懷念老師及前輩們，從文章中我們可

看到這些老教授寬廣的胸襟及提攜後輩的用心，著實值得大家敬佩與學習。

去年11月九合一選舉順利落幕，相信大家都把手中神聖的一票投給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選人。

從韓良俊醫師的文章中我們知道民主得來不易，因此，在享受成果之際更要懂得珍惜以及感念前人

爭取民主的努力與付出。看過嶄新的兒童醫院，再回頭看看1950年代的小兒科診所，藉由周照芳主

任生動描述其父親執業的情形，了解當時兒童的基層醫療以及醫病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醫師們多

才多藝常不局限於本業之發展，除了從政、畫畫、音樂外，林隆光前總編輯告訴我們很多醫師其實

也是相當優秀的植物學家，不少植物是以醫師的名字來命名。農曆新年假期快到了，有沒有旅遊的

規劃？不妨先跟著戴鐵雄醫師來趟夏威夷之旅。另外，學生們發揮創意靠自己的力量籌辦了「希望

種子醫院」活動，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熱情及衝勁。有鑑於各種慢性病盛行率逐年上升，景

福基金會謝博生理事長特別推動以臺大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期待讓病人得到全方位更

完善的醫療照顧。詳細內容請見本期的「景福報導」。

正值歲末年終，辛苦工作了一整年，不要忘記喘口氣、休息一下、並與家人好友聚一聚。最

後，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健康平安、萬事皆順心。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2005年畢業，現任母校小兒科臨床副教授及臺大小兒過敏免疫

風濕科主任）

與家人共遊波士頓哈佛大學





吹薩克斯風的自畫像

吹薩克斯風的自畫像

天鈞應日本乳腺及

甲狀腺超音波學會

之邀，於2014年10
月19日到日本九州

別府演講。我們先

到福岡，途中經過

湯布院，再到充滿

溫泉的別府。由於

湯布院也是旅遊勝

地，我們先到那而

一遊，確實是一處

靜謐溫馨的小鎮。

街道上賣著各式各

樣日本風味的東

西，天鈞在民俗文

化村買了一件襯

衫，雖然店員叮嚀

我們，洗後會縮

水、會褪色，還是

買下來作畫，天鈞

身上穿著它，後面

是湯布院美麗，名

聞遐邇的金鱗湖，

吹著薩克斯風的自

畫像很詩意並有趣

味。

臺大醫院附設員工子女幼兒園開幕茶會 時間：2015年1月20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104年鄉野健康素食年菜記者會 時間：2015年1月27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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