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年前到荷蘭的庫肯霍夫花園去玩，留下

深刻的印象，天鈞因而入畫，池上的天鵝

悠遊自在，鵝媽媽帶著4隻小天鵝，很溫馨

的畫面。

悠游

校友特別演講後由醫技系林亮音主任，宴請安康校友與本系教員在臺大校友會館蘇杭餐廳敘舊。

希望城醫學中心臨床及分子藥理學系安康教授，為母校醫技系1979年畢業系友，應母系邀請於10月8日
在臺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第十講堂，對母系師生進行一個特別演講，題目是：Mitochondrial Remodeling 
at the Time of Tumor Metabolic Stress.

臺大醫學院醫技系活動花絮
時間：2015年10月8日 臺大醫學院醫技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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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年9月19日　　地點：醫學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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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沿革與現況

歷史沿革

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一年，日本

政府開設總督府立台北病院，1898年並設立

產婦人科，開啟了台灣婦產科歷史。至1936

年改制為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的「產婦

人科」。1945年台灣脫離日治，遂成為臺大

醫學院婦產科及附設醫院婦產科，1995年附

設醫院改名為「婦產部」，包含婦、產及生

殖內分泌三個次專科。

人事制度的變革

台灣總督府病院時代（1895-1938）之編

制為醫長、醫官、醫官補、矚託。台北帝大

醫學部附屬醫院時代（1938-1945）之編制為

教授、助教授、講師、助手、副手。臺大醫

學院附設醫院時代（1945-1948）之編制為教

授、副教授、講師、助手、副手。1949年開

始實施住院醫師制度，採金字塔式淘汰制，

分為R1、R2、R3、及總住院醫師（CR）。每

年總住院醫師只有一位直到1954年才開始有

二位總住院醫師。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85

年由於東址整建擴編，CR改稱第四年住院

醫師，同時也全數可以完成四年住院醫師訓

練。至1992年增加第五年住院醫師，其功能

相當於fellow以研究工作為主，1995年再延長

至第六年住院醫師。

位置的變遷

終戰後原來醫院三東產房外增建鋼筋

水泥建築的嬰兒室，將當時婦科手術室擴大

整建為產房，另外設置待產室、檢查室。自

1945-1991年在醫院西址三東及三西的位置提

供病友生產及住院診療服務。1963年2月修建

婦產科（五東）4樓辦公室及研究室，提供主

治醫師研究的空間。1991年10月新醫療大樓

（東址）落成後研究室、產房及病房搬遷至

東址5樓。2008年12月兒童醫療大樓啟用，本

部產科及生殖內分泌科搬遷至兒童醫療大樓

繼續提供病友更高品質之服務及住院診療空

間。2009年8月婦科亦正式遷入兒童醫療大

樓，三個次專科又在一起為全國女性同胞提

供更優質的醫療照護。

歷任主任

1896-1914年 川添正道

1914-1937年 迎諧

文／陳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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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5年 真柄正直

1945-1949年 邱仕榮教授

1949-1972年 魏炳炎教授

1972-1973年 邱仕榮教授

1973-1975年 王耀文教授

1975-1981年 歐陽培銓教授

1981-1987年 李鎡堯教授

1987-1992年 謝長堯教授

1992-1998年 黃思誠教授

1998-1999年 謝長堯教授

1999-2005年 周松男教授

2005-2011年 楊友仕教授

2011年-迄今 陳祈安教授

醫療服務

走過一世紀的變革1899年本部門診與外

科門診在一起，一直到1945才移到與內科門

診相連，1956年搬至現在西址藥局旁販賣部

的位置，當時只有4診，到1986年門診擴張為

5診。因門診病人量不斷攀升在1993年7月增

設2個診區於地下室，並於門診附設檢查單

位包括不孕症檢查、門診手術、尿動力學檢

查、陰道鏡、胎盤功能試驗等。

經過半世紀的茁壯院方重新整修（三

東）作為本部門診並在2001年1月遷入啟用，

設有諮詢服務台、哺集乳室；診區擴充至10

診包含子宮鏡、陰道鏡、尿動力學檢查室，

並增設超音波檢查室。診間內將問診區及檢

查區分開，充分顧及病患隱私，增加就醫的

舒適性及良好的動線規劃減少等候的時間。

2012年8月開辦「婦女整合門診」，包

括婦產部、精神醫學部、乳房醫學中心、家

庭醫學部及臨床心理中心等專任主治醫師及

心理師，共同提供婦女朋友更完整的醫療照

顧。婦女整合門診設在婦產部專屬門診區，

提供同一時段、同一診區的醫療服務，增

加就診便利性，免去婦女朋友跨部就診奔波

之困擾。配合國家政策提倡母乳哺育的重要

性，常設領有國際泌乳證照之專業護理師提

供泌乳相關問題的諮詢與乳房護理服務。

台灣婦女的頭號癌症―子宮頸癌，早期

治療的方法有放射線照射及手術治療，初期

子宮頸癌根除手術是沿襲日籍真柄教授的方

法，歷來參與子宮頸癌手術小組的人員亦步

亦趨，使子宮頸癌根除手術之技巧更成熟、

更精湛，能執行保留神經之根除性子宮頸癌

手術，以及根除性子宮頸切除，保留子宮體

之生殖能力等手術。1956年為子宮頸癌的放

射療法在三西病房設計建造鐳錠室，特別隔

離給病人使用並給予臨床服務。之後引進放

射線鈷六十，更於1984年再採後荷式放射治

療，將病患改成在本院放射線科接受專業放

射線治療。2007年子宮頸癌疫苗通過臨床試

驗並核准上市使用，本科在兩價及九價子宮

頸癌疫苗之跨國臨床試驗皆有參與其中。

2002年以後，內視鏡手術儼然成為外

科手術的主流，婦產科之應用更是廣泛且

數量與日俱增，本部在腹腔鏡子宮切除及腹

腔鏡子宮肌瘤切除手術方面，更有創新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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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2013年引進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融合

高科技電腦與靈活的機器手臂，使得婦科手

術達到前所未有的創新與突破。不僅幫助醫

師克服體力與腦力的極限，且大幅提昇手術

品質。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2014年使用腹腔

鏡進行早期之婦癌手術，減少術後傷口的疼

痛感及降低感染的風險，減輕癌症病人的

痛苦。有鑑於癌症常為個人及家庭帶來許

多遺憾與無奈，2003年2月設立婦癌討論會

（Tumor Board Meeting），針對婦癌病患進

行治療前的診斷、醫療、處置及治療後續計

畫的照護等事項進行討論，並整合癌症研究

者、放射腫瘤科、腫瘤部、病理部等學者專

家每週召開會議，集思廣益提供以病人為中

心的最佳醫療計畫。

1970年代，本科開台灣醫界之先河，

首先以超音波作為診斷妊娠中疾病的工具，

後來其他各科也相繼加入超音波掃瞄之診

斷與研究。1980年代，隨著超音波儀器的進

步，藉著杜卜勒血流超音波的掃瞄，對高危

險妊娠的胎兒窘迫可提早被診斷，更可成功

鑑別卵巢及子宮內膜等疾病惡性與良性間之

差別。在臨床工作與研究上，更利用超音波

引導進行羊膜穿刺、臍帶血抽取、絨毛取樣

及取卵等醫療行為。即以超音波的引導進入

遺傳學臨床上的研究及應用。在產前診斷方

面，本科最早以分子生物學技術，對台灣盛

行的地中海貧血的遺傳機轉研究，造福台灣

眾多有可能遺傳此病給小孩子的年輕夫婦，

使他們免除憂慮，更減少社會成本。

2008年因應臺大兒童醫療大樓之落成，

建立亞洲第一之母胎兒醫學中心，將基因染

色體檢查、高危險妊娠轉診、胎兒治療、早

期胎兒超音波篩檢及高層次胎兒超音波之

技術完整引進本院產檢常規。致力於醫學臨

床服務與研究，為母親與胎兒提供最佳之照

護。

隨著工商發展快速的進步試管嬰兒等

生殖科技在1970年代末期突飛猛進，本部在

1981年引進hMG治療腦下垂體功能異常之婦

女，使其在治療之後懷孕率高達五成。1987

年利用體外受精-胚胎植入術（IVF-ET）治療

不孕症夫婦，並產下本院第一例試管嬰兒。

更於1989年國內第一例使用冷凍胚胎之夫婦

亦順利生產。

2002年生殖內分泌科更積極發展人類成

熟卵子及卵巢組織之冷凍技術，成功誕生國

內第一例冷凍卵子雙胞胎。2005年提出「生

殖醫學中心」計畫並正式納入臺大醫院A1研

究計畫，現在本部人工生殖之成果已達世界

一流之水準。2007年達成亞洲第一例乙型地

中海貧血及HLA配對經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

成功懷孕。採用全基因放大（whole genome 

amplification）診斷方式，以此方法準確診

斷多對基因成功懷孕亦為世界首例。2010年

利用著床前遺傳疾病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簡稱PGD）方法，在懷孕

前檢出胚胎特定基因，或染色體是否正常，

選擇正常者植入子宮，可避免懷異常胎兒及

流產手術傷害。並且成功使用囊胚期胚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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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染色體晶片檢查等新技術，完成治療染

色體轉位造成的習慣性流產病例。生殖醫學

團隊受院方指定代表臺大醫院參加國家品質

（SNQ）獎競選得獎並獲得2012國家品質標

章。

在全球化之趨勢下，許多新治療技術及

藥物之臨床試驗皆需多國之研究，本部也積

極參與多國性之臨床試驗。而試驗之品質如

生殖內分泌科執行之Elonva（長效型之FSH）

通過歐盟EMA及美國FDA之品質認證，婦科

承接之HPV九價疫苗試驗也通過歐盟EMA之

品質認證，對本科之臨床試驗品質有很大的

肯定。

醫學教育

1995年謝博生教授擔任醫學院院長後

對醫學教育做了很大的改革，著重於小班教

學，大堂課只保留基本之課程，對醫學生的

婦產科學也全部整併到6週的實習課內。2006

年起為符合目前醫學教育對臨床醫師核心技

能的要求與共識，也將臨床實作能力列入教

學品質的重要指標。以主題結構式臨床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al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評鑑住院醫師及醫學生之臨床實作能

力。針對實習醫師訓練的需要，婦產科是院

內最早實施OSCE測驗教學的科部之一，實施

以來，接受OSCE之實習醫師反應，此測驗有

助於學習如何與患者建立醫病關係，更重要

的是，能夠把以往課堂上學習的醫學知識，

實際應用在臨床照護病患上，大大提升其臨

床上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學界之貢獻

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正式成

立，會址設於本科，由魏炳炎教授擔任第

一屆理事長，帶動台灣婦產科學術研究與發

展。1962年出版第一本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

會會刊雜誌。不但在學術研究、會員聯誼方

面都有貢獻，年年推進婦產科各方面之研

究，也負起醫學教育的重要角色，並每年舉

行會員大會和擴大演講會。爾後秉持優良之

傳統本部多位教授都曾擔任醫學會理事長之

職位。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第一至六屆（1961~1978）魏炳炎教授，

第九、十屆（1984~1990）李鎡堯教授，

第十一屆（1991~1993）陳皙堯教授，

第十三屆（1996~1998）黃思誠教授，

第十七屆（2004~2007）楊友仕教授，

第二十屆（2013~2016）何弘能教授。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院

婦產科主任，兼任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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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婦產科沿革

引言／楊友仕、主講／李鎡堯

西方醫學導入台灣―明清時期

荷蘭人於1624年來台，自澎湖轉進台

灣；西班牙人於1628年來台，占據滬尾，

1630年建紅毛城；1661年鄭成功來台，趕走

西方人，直到清朝統治，共兩百餘年間，西

方醫學並沒有在荷西短暫的佔台期間引進台

灣，鄭氏時期後皆以中醫為主。

西方醫學導入台灣―教會醫學時代

（1865~1895）

1865年第一位來台英國宣道會馬雅各

醫師（James L. Maxwell M.D.）抵達安平，

於旗後設立「打狗醫館」，此為台灣最早設

立西醫醫院之記載；1868年遷回台南，設立

「舊樓醫院」；1900年改建擴大為「新樓醫

院」，這些都是南部台灣重要的教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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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7 2年馬偕牧師（R e v.  G e o r g e  L . 

Mackey）由加拿大長老教會派至淡水。1879

年開設「馬偕醫館」，為台灣北部第一座西

式醫院。1888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盧嘉敏醫

師（Dr. Gavin Russell, M.D.）於彰化設立醫

館，此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教會醫學時

代，涵蓋了日本領台之前三十年，雖對當時

醫療環境助益有限，但奉獻精神卻令人感

佩。

日治時期醫學發展

1895年06月20日，日本殖民政府於台北

市大稻埕千秋街設置「大日本台灣病院」，

後改稱「台北病院」，再改為「台北醫

院」，為臺大醫院的前身。1898年創設產婦

人科（由原屬外科分開獨立），派命川添正

道為部長，開啟台灣婦產科歷史。1899年開

設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川添教授為台灣

婦產科醫學教育之元祖。

1 9 1 8年醫學校改制為「醫學專門學

校」，1936年另設立台北帝大醫學部。

台灣婦產科元祖―川添正道主任

川添正道教授，1872年出生於日本長

崎，1895年因擔任日本軍醫而被派遣至台

灣，1896年為台灣總督府醫員兼產婦人科部

長（外科醫長）；1898年設立產婦人科，開

闢台灣婦產科之始。1901年擔任產婦人科部

長；1902年，制訂看護婦（護士）及產婆

（助產士）養成規定，同年，台灣醫學會成

立；1905年赤十字病院成立；1907年，助產

士講習所設立，開始招生台灣女性，每年訓

練10～15人，共訓練約200人分佈在台服務。

1913年，提出「川添式輸尿管結節法

（德文）」，獲京都帝大博士學位，卸任部

長職務，隔年辭職離台回日，任長崎大學教

授，在台服務共計18年。

初期台籍婦產科醫師

在1896年，台灣婦產科設立之初，一直

沒有台灣人擔任婦產科醫師，直到1905年，

有台灣人黃登雲醫師，曾發表論文：“台灣

婦女之月經調查，生產情形之調查報告＂刊

登於台灣醫學會雜誌。並協助助產士教育訓

練，但在1909年返回屏東老家，擔任公醫從

事一般醫療工作。

在黃登雲醫師回鄉之後，分別由鄭承

奎醫師在1909～1912年間及方瑞壁醫師在

1912～1915年間接棒。鄭醫師曾於台灣醫學

會發表台灣纏足婦女之骨盆記測報告，而後

放棄醫療工作赴新加坡從商；方醫師在擔任

婦產科醫師期間亦曾於台灣醫學會發表了許

川添氏輸尿管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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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臨床病例報告，但之後赴虎尾當公醫從事

一般醫療。可惜三位婦產科前輩醫師半途改

行，未繼續傳承婦產科，但留下所訓助產士

200多人。

迎諧主任

迎諧教授，於1882年出生於長崎，1913

年任京都帝大產婦人科講師，1914年升長崎

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同年來台擔任台灣總督

府醫長兼產婦人科部長。1919年時，取得

京都帝大醫學博士「妊娠時子宮頸部著色研

究」；1923年，任台北醫院醫長，醫專兼任

教授；1936年，發起台灣產婦人科醫學會，

最後於1938年卸職，在今台北市中山北路開

業。

在當時，迎諧教授之手術技術聞名全

台，甚至擴及廈門、廣東、汕頭、福州等地

方，因此產婦人科紅極一時，從冷門漸趨為

熱門科目。

高敬遠博士

高敬遠醫師，為台灣第一位婦產科醫官

及台灣第一位婦產科專科開業醫師。

1896年出生於台北市，1915年入台北醫

院產婦人科醫局；1919年任醫官補；1920年

在今台北市塔城街，開業設立高產婦人科病

院。1934年獲京都大學醫學博士「臍帶賀爾

蒙之生物作用」，同年，成為日本產婦人科

學會評議員。

而後，1945年任台北市衛生院院長，最

後於1975年停止醫療服務。高敬遠博士的名

言，包括：「要作一個醫師之前，要先學做

一個人！」、「有完美人格的人方能成為完

美的醫師！」、「忠誠，勇氣，服務」，至

今仍為許多醫師奉為圭臬的準則。

當時部分助產士的合照

1920年時，高敬遠醫師在台北開設

第一家婦產科醫院。



2015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9

傳承講座醫學傳承專輯

真柄正直主任

真柄正直教授，1900年出生於日本三

重縣，1925年於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1930

年，任東京帝大產婦人科副手；1932年，日

本聖母醫院產婦人科醫長；1936年，台北帝

大醫學部教授，為日本的在外研究員；1937

年，任台北帝大首任產婦人科教授。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敗戰，真柄正

直教授留任，隔年3月，才辭職回日本。

真柄正直教授，在臨床上專攻子宮頸癌

及子宮脫垂手術，極力從事研究，培育出多

位台灣籍博士，包括石孜理，邱仕榮，洪孔

達，李枝盈等婦產科前輩，成為戰後台灣婦

產科醫界元老。真柄教授有言：「婦產科學

是複雜的科學，要有耐心、愛心、慈悲心，

頭腦清晰，手勁靈活。」

台灣光復之後台灣婦產科演進年表

1945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成立

1949年：國防醫學院遷台

1954年：成立中華民國家庭計畫協會

1959年： 推行家庭計畫，提供避孕藥及子宮

內避孕器等補助（婦幼衛生）

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成立

1964年：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

1965年：台灣人口研究中心

1971年：行政院衛生署

1973年：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台灣地區婦幼衛

生中心

1984年：優生保健法公布

1986年：婦產科專科醫師制度

1995年：全民健保制度

邱仕榮主任

邱仕榮主任，1940年台北帝大第一屆

畢業，之後即進入產婦人科醫局擔任「副

手」，1943年升「助手」。1945年升任講

師，為台籍最先獲此職位；同年，獲台北帝

大醫學博士，並任台灣光復的第一附屬醫院

（今臺大醫院）接收委員，同時接任臺大婦

產科主任。

邱仕榮主任對臺大婦產科有相當多的貢

獻，對台灣光復初期的醫療發展更是功不可

邱仕榮主任

台灣光復之後，臺大婦產科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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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1954年，升臺大醫院副院長；1964年，

任臺大醫院院長；1972年，辭院長職，回到

婦產科擔任主任一年；1977年，台灣醫學會

理事長；1978年退休，任名譽教授；1988年

逝世。

二次大戰末期，臺大醫院疏散至大溪診

療，前後約一年多由邱仕榮教授指揮。婦產

科有三間教室，分為門診、產房開刀房及病

房各開一間，由王耀文教授留守，吳家鑄教

授及李枝盈醫師輪流前往。當時醫局有吳家

鑄、王經緩、李枝盈、張自來、王耀文、高

繁雄、李卓然、王煥章等前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慘淡經營，在

邱仕榮主任的領導下，婦產科得以繼續研究

教學，擴展業務，穩固婦產科的基礎功不可

沒！邱主任提出的幾項：唯誠而已、做人誠

實、為人爽直、熱心公益和仁慈忠厚，也是

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準則。

魏炳炎主任

魏炳炎主任，1937年於日本東京大學畢

業，隨後進入東京帝大附屬醫院擔任副手，

1943年獲日本帝大醫學博士以及日本產婦人

科學會論文賞。

回台後，1944年轉任台灣總督府嘉義醫

院婦產科醫長；1945年光復，辦理省立嘉義

醫院接收院務，擔任院長；1949年任臺大醫

學院婦產科主任；1961年，中華民國婦產科

醫學會成立，任理事長；1972年：任臺大醫

院院長；1978年：卸任，1983年退休，2004

年逝世。

魏炳炎主任在任期間，共計有整理病歷

成冊、成立護理部、設立嬰兒室、樹立住院

醫師制度、制定實習醫師制度、擴大興建產

房、設待產室、檢查室、子宮頸癌手術小組

等多項貢獻。

研究方面，有婦女骨盆研究、有關滋養

層細胞疾病的研究以及子宮內避孕器及月經

期賀爾蒙研究等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另外

實驗室方面，設立內分泌學實驗室、細胞學

實驗室、子宮頸癌病毒實驗室、超音波檢查

室以及水蛙妊娠試驗等多項成就。當然，各

項實驗室以及研究，都是前後幾任主任以及

院內各教授一同合作的成果。

魏主任在任期間，以溫文儒雅、思慮

縝密、處事穩重、謹言慎行及治學嚴謹為準

則，也是魏主任本人的寫照。

邱主任及魏主任兩位的貢獻，不愧為台

灣婦產科現代化的領航者、台灣婦幼健康之

父及國家人口問題的提倡者，為台灣婦產科

開創一個新氣象。
魏炳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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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婦產科歷任主任

川添正道 1898~1914年
迎諧 1914~1937年

真柄正直 1937~1945年
邱 仕 榮 1945~1949年
魏 炳 炎 1949~1972年
邱 仕 榮 1972~1973年
王 耀 文 1973~1975年
歐陽培銓 1975~1981年
李 鎡 堯 1981~1987年
謝 長 堯 1987~1992年
黃 思 誠 1992~1998年
謝 長 堯 1998~1999年
周 松 男 1999~2005年
楊 友 仕 2005年~現任

（上為2009年資料，現任主任為陳祈安主

任）

未來的展望與面臨的問題

未來的展望方面，教授有提到，基因醫

學可能會是重要的走向，包括產前細胞及生

化遺傳檢驗室、新生兒篩檢室、遺傳醫學工

作室、生化遺傳檢驗室以及分子基因遺傳檢

驗室。

同時，在臨床業務方面，婦產科為昔日

四大科之一，同樣面臨了少子化、醫病關係

問題、醫療糾紛問題、健保給付以及住院醫

師漸減等問題，須待克服。

最後，教授期望臺大婦產科同仁互助互

尊和諧團結，領導台灣婦產科界！藉著本次

演講，緬懷先人的足跡，再接再厲共同開創

台灣婦產科的新領域。

* 本文為2009年7月18日於醫學人文博物館，

錢宗良教授主持之醫學人文傳承講座內容整

理而成，由臺大醫學系趙宣凱同學於2014

年1月整理編輯，臺大婦產科楊友仕教授審

議。

（楊友仕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

院婦產科教授；李鎡堯係母校醫科1954年畢

業，現任母校醫學系婦產科名譽教授）

邱主任及魏主任兩人的紀念雕像 魏主任時代的病歷，為臺大最早的完整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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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部剪影

照片提供／婦產部

溫馨的產後病房，為預防嬰兒遺失均有安全門禁管制

2001年重新整建的婦產部門診含諮詢服務台、哺集乳室及寬敞的候診空間。

寬敞明亮的婦產部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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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房來診產前準備室

母胎兒醫學中心超音波檢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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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部子宮鏡手術

婦產部腹腔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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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部編註）

婦產部9樓包含產房、生殖醫學中心、母胎

兒醫學中心

婦產部11樓產後病房

婦產部14樓婦科病房

婦產部15、18、19醫師辦公室及研究室

2008年臺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落成，

婦產部正式遷入，並成立生殖醫學中心

及母胎兒醫學中心。

胚胎切片 精子顯微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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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編輯的新利器

─CRISPR-Cas9

基
因重組技術（ r e c o m b i n a n t  D N A 

technology）是近代生物醫學進展的重

要里程碑，其中最關鍵的工具是聚合酶鏈鎖

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限制

酶／連結酶（restriction enzyme/ligase）與同

源重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藉由

這些技術與工具，科學家得以利用載體重組

基因，進而改變細胞乃至於生物體的DNA序

列、控制基因表現，進行相關研究。然而，

這些基因重組技術具有許多限制，例如限制

酶辨識DNA切割點位僅憑藉4-12核苷酸的序

列，專一性不足，往往無法針對某一特定點

位進行精確的DNA編輯；此外homologous 

recombination的效率極低，在哺乳類細胞中

約只有10 -4-10 -7的機率，使得製作基因剔除

或置入細胞或動物過程曠日費時，成本也十

分高昂。從90年代後半開始，開始有科學家

發展出使用zinc-finger nucleases（ZFNs）進

行基因體編輯的技術，到了2009-2010年起

又有TAL effector nucleases（TALENs）的發

展，大大提升了基因體編輯的效率與精確

度，使得基因體編輯的應用工具大為擴展。

ZFNs及TALENs的發展，雖然改進了genome 

editing的效率與準確度不足的問題，但卻因

為設計與合成專一性ZFNs及TALENs工具的

技術門檻較高，只能在少數熟悉該技術與應

用的實驗室中進行，一般實驗室欲使用這些

工具並不容易。一直到2013年初，第一篇利

用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dromic 

repeat (CRISPR) Cas9系統對人類細胞成功進

行genome editing的文章發表之後，在基因體

編輯的領域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在短短不到3

年之內，已經有超過1,000篇文章報告CRISPR

的相關工具發展與應用，全球各研究單位也

紛紛成立提供CRISPR技術應用服務的核心，

究竟CRISPR有何獨特之處，讓全球科學家趨

之若鶩？

CRISPR最初在1987年由日本大阪大學

的Nakata教授等人在E. coli 的基因體中發現一

連串的短而重覆序列，類似的序列也陸續在

其他細菌及古生菌中發現，然而當時並不清

楚他們的功能。直到2005年，科學家發現這

些CRISPR序列多源自外界病毒或質體，而這

些CRISPR序列會被轉錄成RNA，並且和Cas

（CRISPR-associated）核酸酶結合，並引導

Cas核酸酶對外界入侵的病毒或質體DNA進

行切割，因而CRISPR/Cas被認為是細菌及古

生菌的一種後天免疫系統，能將入侵過菌體

文／楊鎧鍵



醫學新知

2015年10月‧第32卷第10期 17

的外來DNA併入CRISPR序列，成為免疫記

憶，當再次面臨相同入侵者時，CRISPR轉錄

出來的CRISPR RNA（crRNA）可以引導Cas

核酸酶來切割與破壞入侵者的DNA。依照辨

識與切割核酸序列機制不同，CRISPR可以

分為Type I, II及III三型，其中type I與type III 

CRISPR的作用需要較複雜的Cas蛋白組合，而

type II CRISPR作用機制較簡單，僅需要單一

Cas核酸酶（Cas9）即可作用。CRISPR/Cas9

需要有crRNA與trans-activating（tracrRNA）

形成duplex，來與Cas9結合，並引導Cas9對

與crRNA序列互補之標的DNA進行切割；

CRISPR/Cas9標的DNA與crRNA互補序列之

側必須具有PAM（the protospacer-adjacent 

motif）序列，以S. pyogenes type II CRISPR/

Cas9為例，其PAM序列為NGG。由於CRISPR/

Cas9可以藉由與不同crRNA序列作

用，而改變其切割的D N A標的，

因此可視為一種RNA programmable 

nuclease（圖1）。

CRISPR/Cas9作為一個RNA-

programmable nuclease的特性，很快

被研究genome editing的科學家察覺

其應用的潛力，在2013年初，MIT的

Zhang group及Harvard Medical School

的Church group在Science發表了back-

to-back利用CRISPR/Cas9在人類細胞

株進行基因體編輯的報告，此時科學

家將crRNA及tracrRNA合併成為single 

guide RNA（sgRNA），並將sgRNA

與Cas9轉殖於同一質體中，只需要置

換sgRNA的序列，就能對目標基因

體序列進行編輯，不但實驗過程十分快速簡

單，基因編輯的效率比起ZFNs及TALENs更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CRISPR/Cas9的應用在

ZFNs及TALENs等genome editing技術發展成

熟的基礎上，展現了爆發性的快速成長，很

快地被應用在細胞株及活體生物的基因體編

輯，製作knock-out與knock-in細胞與動物；傳

統上建立knock-out或knock-in動物的方式，往

往需要耗費1-2年的時間，利用CRISPR/Cas9

可以將之縮短至8周以內，大大加速了in vivo 

genome editing的時程；此外，CRISPR/Cas9

也能針對不同物種進行genome editing，從

線蟲果蠅等無脊椎生物，到小鼠、大鼠、綿

羊、豬，甚至靈長類的猿猴，目前都已經能

利用CRISPR/Cas9製作基因剔除或編輯的活

體動物。CRISPR/Cas9也能用來置換大片段

圖1： CRISPR/Cas9進行基因體編輯示意圖（摘錄自

JAMA  2015;313(8):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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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體，模擬細胞或活體動物因為染色體易

位（translocation）引起癌化的現象，在腫瘤

研究上帶來重要的基因編輯工具。CRISPR/

Cas9也進一步變形，將原本核酸酶切割造成

DNA雙股斷裂（double strand break）的功能

改變為單股切口（single strand nicking, Cas9 

D10A nickase），配合兩個sgRNA及Cas9D10A 

nickase可以提升基因體編輯的專一性，降低

offtarget editing的機會；科學家也將Cas9蛋

白進行改造，去除核酸酶活性，同時接上螢

光蛋白，配合sgRNA的引導，能用來作為標

定及觀察特定DNA片段在活細胞中的位置與

變化；此外，目前也可以將Cas9蛋白的核酸

酶活性去除（dCas9），並在Cas9蛋白上加

上基因轉錄抑制或活化因子，可以用來抑制

（CRISPRi）或促進基因表現（CRISPRon）

的工具。更有科學家利用CRISPR建立可以

進行大量快速loss-of-function（Genome-scale 

CRISPR Knock-out, GeCKO, http://genome-

engineering.org/gecko/）及gain-of-function

（Cas9 synergistic activation mediators, SAM, 

http://sam.genome-engineering.org/）基因篩選

的工具。

CRISPR/Cas9針對基因體編輯的高效率與

便利性，也很快被科學家應用來解決醫學研

究上的問題，例如可以利用CRISPR/Cas9針對

源自帶有基因變異的人類誘導多能性幹細胞

（iPSC）分化而成的細胞或組織進行編輯，

將該基因變異修正，如果與疾病相關的性狀

也因而消失，則能建立起該基因變異與其致

病的因果關聯。此外，也可以利用質體或病

毒等基因載體，將CRISPR/Cas9置入活體器官

或組織中，將致病的突變基因修改成正常序

列，或將過量表現的致病基因剔除，來達成

基因治療的目的。不同菌種的Cas蛋白辨識的

PAM序列有所不同，目前科學家也正從不同

菌種中分離不同品系的Cas蛋白，來擴增可供

CRISPR進行基因體編輯的點位彈性，未來將

不只侷限在帶有NGG的序列；此外，MIT的

Zhang lab已經開發出來自S. aureus的Cas9蛋白

（SaCas9），其基因較小，可以輕易由AAV

病毒進行表現，可以解決S. pyogenes Cas9基因

過大，不易由AAV病毒表現的問題，可望作

為未來活體動物進行後天基因體編輯，甚至

人類基因治療的有效工具。在接下來的數年

之內，可以預見CRISPR技術將會不斷突破，

應用也更加便利，對科研發展及醫療進步將

會有極重大的影響，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任母校

藥理學科助理教授、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

師）

景福醫訊第32卷 第9期「有感」一文中（P.31，左中處），

2.臺北市立醫院總院邱文達院長請我講「醫用台語」一事。 
邱文祥院長 誤植為 邱文達院長，特此更正，致歉。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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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七十年感恩的歲月

我
進入臺大藥理學科及研究所求學、教

學、研究與服務共四十五年，於今年

七月底退休。本人撰寫此篇退休感言，描述

過去失意、悲觀人生的我，成為追求醫藥新

知而得到喜悅，記錄這感恩的歲月。期望這

些寶貴體驗、人生旅程的分享，能成為年輕

學子，作為生涯規劃參考，而有美好的人生

觀，並表達我個人對作為一位師者之期希。

童年

我的祖父鄧听，世居嘉義鹿草之小村

莊下潭，家開中藥房；因此，父親鄧水造

在耳濡目染下，與醫藥結了緣。父親排行老

大，有12名兄弟姐妹，食指浩繁，因此祖父

只能支持他一人唸到高等教育。長榮中學畢

業後，即到東京留學，唸日本大學醫科。畢

業後，經由蔡培火先生介紹，與台南名醫高

再得醫師之六女高肅華結婚。父母親都是虔

誠的基督徒，日大畢業後，父親想效法許多

前輩傳教士，一邊傳道、一邊行醫。因此，

帶著滿腔熱血，遠赴中國的蘇州接受內科訓

練，打算在戰亂的中國奉獻一份心力。不

幸，才受訓八個月，日本戰敗，中國仇日報

復情緒日益高漲，連帶波及被日本人統治50

年的台灣人，也「掃到颱風尾」不受歡迎。

因此，父親還沒開始施醫傳道生涯，就被迫

離職到北京，並在北京附近找一家縣立醫院

服務；我就在戰後那一年（1945年7月28日）

出生在北京。隔年，在家鄉親人之呼喚下，

隨著父母返回台灣。

父親回到故鄉嘉義鹿草開業，直到曾祖

母過世才轉往斗南石龜溪開業，父親是村莊

裡唯一的醫師，早年醫生很辛苦，除了生孩

子有接生婆外，幾乎是內科、外科、小兒科

全兼的全科醫生。五歲時，我因不明病毒感

染而導致嚴重的脊椎側彎，帶給父母非常大

的打擊與負擔。我童年的成長過程很痛苦，

至今仍記憶猶新；母親帶著我南來北往到處

求醫，如臺大醫院、宜蘭羅東聖母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為了不讓側彎更嚴重，晚上

睡在石膏床上（以體型作成模型，無法翻

身），白天得穿上以鐵條固定的皮衣，沒冷

氣的夏天又熱又悶，苦不堪言。住在鄉下，

左鄰右舍的小朋友都認識，他們會邀約去起

抓魚、爬樹，但我因體弱又自卑，錯過了快

樂的童年。六年的小學生涯，只唸了四年；

文／鄧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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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為了要不要上體育課而苦惱，好勝心強

的我，同學跑步我也跟著跑，但又跑不動，

挫折感很大。休學時，在家休養的我總會

幫忙父親包藥，這份接觸藥物的經驗，培

養出我對於藥學的興趣。即使是小學不懂

英文字，我仍跟著父親學習如何去調劑10% 

Ephedrine和1% Scopolamine Extract，也知

道農藥巴拉松（parathion）中毒要打PAM和

Atropine。

中學

雖然小學只唸四年，但我的恩師黃謙

敏老師，在小六給我補回五年級的功課，也

順利考上嘉義中學初中部。因此為了我就讀

中學，媽媽、我和五個弟妹就搬到嘉義市；

爸爸在無醫村村民誠懇的拜託下，只好答應

再留三年來照顧他們。城市人生活不像鄉下

那麼友善，而且走在路上，常會被其他小朋

友嘲笑。我每天由家裡騎腳踏車上學，因為

嘉義中學在市區東邊的山仔頂，爬坡上學是

一個負擔。此外，朝會早操、體育課、童軍

課，對十多歲的我在身體與心理上也是個負

擔，很想與同學一樣操作，又怕作不了、作

不好、怕被笑，五十分鐘的課多在作身心的

掙扎；高中的軍訓課也一樣，碰到好的教

官，會讓我獨自在樹蔭下，儘量模仿同學

作，教官雖說不勉強我，但孤獨中仍帶些感

傷。

初中成績只算中等，但也順利考上嘉義

中學高中部，此後我的健康好轉，成績也進

步，都在班上五名內，且對生物、化學特別

有興趣。當時考大學，競爭激烈，課後補習

是非常普遍，但為了醫囑要多休息，我三年

下來很少參加。高中時，我很喜歡讀世界名

著、傳記、哲學和宗教，從尼采、迪卡爾等

歐洲哲學大師的存在主義中苦尋自我價值，

希望精神有寄託與了解人生方向。我也常進

出教會，參加青年團契、詩班，教會牧長常

給我許多鼓勵，也因此在高三正式受洗。當

時教會的吳憶清牧師，還要我以聖經的「加

拉太」書，寫一篇讀書報告，並面對面考試

才通過呢。這時期的教會活動，確實帶給我

精神的力量，也藉由團契，讓我有機會與朋

友互動，也提昇了自信心。

高中功課雖然較忙，晚上有空仍會協助

父親包藥，也開始對處方發生興趣。爸爸雖

然是小醫院的開業醫生，卻非常好學，日文

醫學書很多，他會教我日本處方集，為什麼

會將Ephedrine加Phenobarbital併用，原來氣喘

病人晚上一咳就睡不好，麻黃素可以幫助氣

管擴張，加上鎮靜劑可使氣喘病人更安眠。

包藥的歲月讓我對處方與藥物間的作用有了

初步的認識和學習動力。面臨未來的前途，

我很希望能像爸爸一樣當醫生。我是長子，

當然父母想盤算我能繼承衣缽；但是，爸爸

卻想到：「你不可能像我一樣出診看病，那

太辛苦，你當了幾年的配藥徒，不如念藥學

吧。將來娶妻後就開一間藥房，娶個太太看

店招呼，你可在店內開藥或休息」。我依父

母的建議，大學聯考前三志願是：臺大藥

學、高醫藥學、北醫藥學，沒填醫學系。

大學

大學聯考，我以第二志願考上高雄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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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藥學系。註冊之前，爸媽擔心我的身體狀

況無法通過入學健康檢查，便事先拜訪了當

時的院長杜聰明博士。杜院長瞭解我的擔憂

後，笑著告訴我，他當年身體為丙等，一樣

完成學醫！帶著這份鼓勵，我放心且高興開

始了我的追夢之旅，也知道自己未來要以此

維生，非常用功，因此，大學一至四年，都

是班上第一名。

上課時我總是坐在第一排，因此同學

們交付我做共筆的責任。在沒有電腦、影

印機的年代，做共筆相當困難；白天上課認

真作筆記，下課後必須先在蠟紙上以鋼筆刻

字，然後滾上油墨，才能印到紙上。那時的

老師多接受日本醫學教育，因此上課內容多

來自日文書；為了整理筆記，有些內容不明

白，還要靠自己翻閱教科書、日文及英文參

考書，因此除了刻字的辛苦外，還要懂些日

文，為此還學了一些日文，這份特別的任

務，培養出我刻苦耐勞的學習精神。大學

時，我最敬重的師長有生藥學的盧盛德教授

和生化科主任楊振忠教授，他們認真教學的

身影與研究精神，仍然存在我的腦海中，成

為我的榜樣。

大學畢業，正值台灣大學生留學美國

唸研究所的熱潮，而我以第一名畢業，對

藥物研究又有興趣，因此爸媽不再要我開藥

房，反而積極鼓勵我出國攻讀研究所。由於

成績不錯，我申請到美國三所大學的入學許

可及獎學金。但因大學畢業後結識了師母，

在捨不得離開她，也擔心一個人出國，身體

與精神能否適應美國之環境，經過一番考慮

之後，我決定留在國內進修，選擇報考臺大

藥理學研究所，結果被錄取。人生的十字路

口，如何決定，真的影響一生。我非常感謝

上帝給我敏慧的選擇，因此有機會在臺大醫

學院服務四十五年，也能建立一個幸福美滿

的家庭。

研究所

臺大藥理所，那裡有我夢寐以求的實驗

室，也是高醫創辦人杜聰明博士的研究發源

地，因此我非常高興能被錄取。但是我萬萬

沒想到這一進來，就四十六年；也因自碩士

班第二年兼任助教，故至今服務教職四十五

年。我由碩士生兼助教，隔年升講師後兼攻

讀博士班，畢業後一年，順利升等為副教授

（34歲），我在這樣一個教學與研究相長的

學術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最景仰的杜聰明博士於1921年創立這

個藥理學教室，杜教授以鴉片、蛇毒、中藥

三項作為研究者之主題，我進入藥理學研究

所時，所內之研究主題以蛇毒為主。當時的

老師有李鎮源、歐陽兆和、李復禮、張傳炯

教授和剛自美國回來之蕭水銀副教授。李鎮

源教授當時是所長，就分配我到歐陽兆和教

授的實驗室，走上了出血性蛇毒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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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國際局勢動盪，越戰發生，不

擅長叢林戰、怕被毒蛇咬傷致死的美軍，在

台灣設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並補助臺大

藥理學科從事蛇毒的基礎研究。蛇毒液中之

蛋白很怕熱，在美援贊助下，臺大實驗室有

了LKB低溫蛋白分離設備，使蛇毒的研究邁

向國際水準。但在這之前，臺大藥理的儀器

設備還是很簡略，只以電泳技術把蛇毒蛋白

分離。當時張傳炯教授曾用甘薯粉塗在玻璃

基板上，將毒液滴上去，通電後蛋白就會往

正電、負電兩邊移動，之後切成幾片小塊，

再逐一分析那一塊是神經毒、心臟毒；雖然

是土法煉鋼，但卻能發表傑出論文，蛇毒

研究也成為台灣享譽國際的重要基礎科學研

究。

我的碩士論文是「台灣百步蛇毒之促

凝血與抗凝血成分之研究」（1972），博士

論文是「台灣龜殼花及百步蛇蛇毒對血液凝

固和血小板凝集之作用」（1977）。碩、博

士期間前後八年，除了修課，每天忙碌於實

驗，還要負擔助教、講師的工作，幸好我的

太太相當賢慧能幹，獨自撐起三個孩子的生

活與教育。現在回想起來，這八年身兼教職

之研究生生活，真是辛苦但卻值得感恩的日

子！

NIH獎金出國進修
取得博士學位後一年，我順利升等為副

教授，任職後一年，在李鎮源教授推薦下，

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獎學金（NIH 

Forgaty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於是帶著

妻兒前往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的偉恩州立大

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進行為期兩年

（1979-1981年）的學者交換研究，在那裡

遇到了影響我一生的另一個恩師―Dr. Walter 

Seegers，他是幾度被提名諾貝爾獎的國際血

液學大師。在抵達底特律前，他與夫人已經

幫我們租好房子，並請大學生理學科的洪正

幸教授接機，當天傍晚我們一家五口到達租

屋，看到餐桌上已擺好了五副餐具，並點蠟

燭歡迎我們，這一幕永留我的腦海中，讓我

深切感受到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與用心。

一開始Dr. Seegers要教我開車，但試了

半小時後，發現我的身體狀況並不允許，也

不安全；因此旅居底特律市兩年，他每天

溫馨接送我上、下班。每天一小時的車程，

我們會討論研究、彼此的人生觀、美國的各

種社會問題，我也從這樣的交流中，慢慢堅

定要投身教育與研究的決心。坐車聊天，天

天都是人生講座，老師講，我坐車；這是我

一生中最好、最感人的教育。經過黑人區

時Dr. Seegers有感而發說，黑人靠救濟金過

活，對他們生活似乎並沒有多大幫助，應該

讓他們接受好的教育和文化，才能徹底改

善。幾次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他，心情鬱

悶時，會帶我沿著St. Clair湖兜風，看到湖邊

停靠著醫生同學的豪華遊艇，常感嘆有選錯

行的懊惱。我會安慰他說「您如果當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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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是現在的血液凝固學大師，也就不會

有那麼多國際學生來拜您為師啦！」在跟隨

血液凝固學大師Dr.Seegers的研究，工作進

行非常順利。我手中有攜帶自臺大藥理的純

化蛇毒蛋白，善用這實驗室特有的凝血因子

prothrombin, Factor VII, IX, X, protein C等，來

了解蛇毒蛋白的作用機轉。Dr. Seegers指派了

二位研究助理給我，更加速我研究工作之進

行。當實驗有成果，我會寫成論文初稿，再

會花幾小時和他一句句討論，最後再請秘書

打字，這兩年時間我們共發表了8篇論文。

我的教學、研究、服務生涯

我自1970年當助教，服務臺大醫學院至

退休共四十五年，其中1979-1981到美國州立

大學生理學科進修外，均全職服務，且無休

假。本人自認在教學、研究與服務方面表現

均全力以赴，也獲師生肯定。

教學方面

任職其間之教學，無論大學部、研究

所均竭盡心力，學生對我的教學評鑑，無

論內容、技巧、態度與熱忱均有很高之評

價，曾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二次（2000、

2006），並於2006年成為終身職特聘教授。

期間也曾榮獲教育部優良教師獎（1998）、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母校最佳基礎教師獎

（1999）、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2011-

2014）、臺灣大學講座教授（2013-2015）等

榮譽。

除講授藥理學相關專業課程外，有感於

生技醫藥是我國之科技重點研發項目與產業

推動方向，而我國在此一領域之研發人力相

當不足，且缺乏相關課程來培育人才。因此

自2008年起開設「新藥研發特論」，提供藥

物發展一系列課程供研究生選修。課程介紹

新藥研發之體系與架構，並延聘國內專家學

者講授由新藥探索、臨床前毒理試驗、臨床

試驗到產品上市之過程與開發經驗之分享，

此課程對於培育未來生技醫藥尖兵非常重

要。

我在教學方面，一直希望能達到下列

目標：（1）教學理念：傳授藥理學之專業

知識，培養醫師、牙醫師、藥師、護理師等

醫事人員，使他們對現代治療之藥物，能有

基本的認識，並深入淺出介紹藥物的作用機

轉、臨床應用與副作用，期許所培育之醫事

人員，未來在工作崗位上能增進國人的健

康。（2）教學方法：透過講義、簡報與講

授，三者之連貫，使學生能印象深刻、融會

貫通。為促進學生學習之興趣，常以實例說

明以吸引學生注意力；並且藉由藥物研發之

介紹，期許培育新生代之研究型醫事人員。

（3）教學態度：充實的教學內容、嶄新的

現代知識、誠懇的教學態度、活潑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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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課後的溫馨解惑。

蛇毒蛋白研究

我的研究約略可以分成三個方向：蛇毒

蛋白對血小板凝集之作用、中草藥成分的藥

理活性評估、抗癌新藥之探索與研發。研究

成果在學術論文方面，共發表470多篇，專

利方面約有60多件，並朝新藥開發之應用研

究，有多件研發成果技轉產業。

蛇毒蛋白之研究，除了延續博士論文之

台灣出血性毒蛇（百步蛇、龜殼花）之毒蛋

白外，亦研究南美洲、亞洲之其他出血性毒

蛇之毒蛋白，目的是找尋對血小板凝集有影

響之成分，探討其作用機轉，一方面了解毒

蛇咬傷之毒理病理，作為治療參考；另外也

希望這些毒蛋白之特異或專一作用，可作為

血液學之研究工具或抗血栓藥物之研究。除

了對血小板、血液凝固之研究，我們也探討

出血性蛇毒蛋白對發炎反應之影響，包括白

血球、肥大細胞、kinin系統、內皮細胞等之

作用。在蛇毒方面之研究，感到自然界之奧

妙無比，毒蛇為了達到致命性之毒殺獵物，

透過多種毒蛋白，經由不同機制（multiple 

targets）達到協同之中毒效果。由於我在蛇

毒蛋白方面之研究成就，國際血栓與止血學

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hrombosis and 

Hemostasis, ISTH）曾聘我擔任命名委員會委

員。兩年一次的委員會，會對來自來動植物

與細菌界影響血液凝固與血小板之物質作命

名和分類。可惜因後來我身體不適宜高空飛

行太久，而辭去大多在歐美地區舉行的ISTH

大會，也失去參與各種國際學會和學者交流

的許多機會，這是十多年來覺得最遺憾的

事。

中藥科學化研究

有感於杜聰明教授在中草藥方面之研

究，我在1986年參與國科會之中草藥大型

研究計畫，並帶領國科會組成之中草藥研究

群，結合國內十多位化學家和生藥學家，從

中草藥純化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的有效化

學成分，並分析它們的生物活性。這樣的題

材，使我可善用來自出血性蛇毒的研究技術

與經驗，跨越到中草藥的研究領域。我認為

中草藥研究必須現代化與國際化，因此採用

西藥研發的篩選方式來評估藥理活性。1993

年12月我曾受邀到總統府報告『中藥科學化

研究與新藥開發之對策』，受到當時李登輝

總統及政府層峰之重視。1997年起，行政院

即將「中草藥科學化」和「新藥開發」列入

24項重點發展項目。

抗癌新藥研發

我的研究主題在2000年以後，以抗癌、

抗血管新生之新藥研發為主。領導研究團隊

發掘新穎性作用之新化合物，研究成果除了

發表在國際著名之學術期刊外，並技轉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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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做後續發展。值得一提的是MPT0E028的

研發，與北醫大劉景平及潘秀玲老師合作，

並獲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補助進行產學合作

（參與廠商為台耀化學公司）。MPT0E028已

於2014年獲美國及台灣FDA之IND，現正進

入人體臨床試驗中。這個研發計畫，所有IND

申請資料的研發實驗數據，95%以上（除了

safety pharmacology）都在台灣的研究機構進

行，包括CMC、ADME、藥理、毒理等。

近十年來台灣在新藥研發的環境建構

上有很大的進步，在醫藥研究有很紮實的成

績，醫學中心也有優異的臨床治療水準，只

要有好的研究團隊，台灣是具有新藥研發能

力。我們應該培訓更多優秀年輕學者投入在

生技醫藥領域，並朝著推動新藥研發，相信

臺灣在未來可以建立自己的生技醫藥產業。

學會與服務

藥理學會與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之發起

1981年暑假旅美返台後不久，李鎮源

教授即要我著手籌設藥理學會，加強台灣

藥理學界之凝聚力，並提昇台灣在國際上之

學術地位。經過半年籌備，1982年2月20日

中華藥理學會終於正式成立，李鎮源教授被

選為理事長，我擔任學會總幹事，並連任第

二屆。在長達八年的共事時間，讓我見識到

李鎮源教授對學術研究之執著，行事是非分

明，剛正不阿的執著個性，也一路看到他由

學術的崇高地位走入社會的關懷（廢除刑法

100條運動、台灣醫界聯盟）。我也於1996-

2000年擔任台灣藥理學會理事長，並於1999

年舉辦第八屆亞太藥理學大會擔任會長。值

得一提的是，在藥理學會成立之三年，每次

大會都與生理學會舉行聯合學術年會，第四

年（1986）則更結合生化學會和臨床生化學

會，在台北榮總舉辦第一屆生物醫學聯合學

術年會，本人榮幸擔任籌備會的召集人，而

今聯合學術年會已邁入第三十屆，非常高興

的剛好由藥理學會主辦。

國內生技醫藥研發之推動

國科會於2000年成立「生技製藥國家型

科技計畫」，在國家衛生研究院許明珠博士

及張仲明教授主持第一期（2000-2002）後，

國科會邀請我擔任第二期（2003~2006）和第

三期（2007~2010）計畫的總主持人，負責整

合上游學界的研究、中游經濟部所屬法人機

構之藥物研發，和下游各醫學中心的臨床試

驗。主持國家型計畫總主持人這八年，帶動

國內產學研界對藥物之合作研究風氣、對各

部會（科技部、經濟部、衛福部）生技醫藥

研發政策之規劃、執行計畫之審查與考核等

著力甚多，影響我國醫藥生技產業之研究與

發展，近年來展現相當豐碩的研發成果，很

高興本人有機會對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我主持的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中，覺得

有幾項重要策略值得一提，因為這些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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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對後來國內產學研界之藥物研發幫助很

大：（1）整合國內產學研界之上中下游合作

與政府各部會經費支援之分配體制，（2）臨

床前四大項試驗（量化合成、藥理、毒理、

PK）之委外機制與招標程序，（3）臨床試驗

之保險、監視（monitor）、審核（audit），

（4）CDE法規諮詢，中藥方劑與植物性新藥

之臨床評估，（5）成立化學團隊，化學修飾

→再評估→修飾→再評估等程序，由最適化

中獲得候選藥物，（6）成立「橋接計畫」引

進產業界之專利與市場分析人才，評估學研

界的研究成果，（7）專利智財權之重視，並

建立provisional patent及PCT之補助，（8）訪

視九大醫學中心，協助選題、專利索尋、市

場分析、技術授權。

結語

今年七月廿八日是我七十歲生日，也

是服務滿四十五年退休的日子。這段人生的

旅程，個人覺得非常高興，在求學、教學、

研究、服務與家庭生活中，均能竭盡心力，

達到無愧我心。但是，若我能有些許成就，

應該感謝在人生中，陪伴我、照顧我、鼓勵

我、安慰我的親人、師長、同事、學生和朋

友。要感謝的人很多：（一）我的父母：他

們辛苦養育、教育、疼惜我；母親的苦心一

直是我努力，期望報答的目標，可惜在我四

十五歲（當臺大藥理所所長的第一年）時就

回天家，許多榮譽無法獻給母親，是一生中

最大憾事；父親的基督精神，博愛服務熱忱

是我人生路上的學習標竿。五位弟妹們從小

體諒生病體弱的哥哥，給予尊敬與忍讓，也

是我最珍貴的童年伙伴。（二）我的恩師：

國小的黃謙敏老師、大學的盧盛德教授、研

究所的歐陽兆和與李鎮源教授、美國的Dr. 

Walter Seegers在我人生學習過程，在求學、

研究與人生觀方面給我許多指導與啟發。

（三）我的學生：四十五年的教學研究生

涯，我教過的學生很多，很高興看到他們在

國內外各地的表現；甚至我在美國開會，因

病住院（Dallas），還遇上教過的醫生和護

士呢。我指導過的研究生，有博士36位，碩

士51位，他們在產官學研界也都有不錯的表

現。（四）我的同事：感謝臺大同仁，包括

師長、行政單位的同仁，在和睦、溝通、合

作下推動院務，是一個相當溫馨的大家庭；

我也有機會參與本院實驗動物中心主任、藥

理學科主任兼研究所所長、醫學院研發室主

任之行政工作，謝謝許多幕僚與同事的幫

忙。特別要感謝臺大醫院的醫師，每次我生

病時，給予細心治療和關心，使我渡過好幾

次難關。（五）我的牽手和家人：我與師母

自碩一結婚至今已經45年，在她的體諒與愛

心下，激勵我正面積極的奮鬥人生，在她的

耐心與犧牲奉獻，養育一女二子成年，讓我

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術生涯。我也感謝子

女與他們的牽手，都建立美滿的小家庭，並

生下五位活潑可愛的孫子女，讓我感到快樂

與美滿。

（作者係母校醫學院藥理研究所博士班1976

年畢業，現為臺北醫學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及

母校藥理學科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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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愛歌」續集

2013年，筆者在「太平洋時報」及臺大醫

學院校友會刊「景福醫訊」發表「長愛

歌」，描述韓淑清和林靜竹由認識到結婚的

經過，承蒙一些親友正面回應。如今再度發

表本文敘述由結婚到滿一週年，家居及多次

相偕旅遊境遇，分享諸親友。

本文仍彷唐朝白居易「長恨歌」模式作

成，歌詞如下：

婚後熱鬧歸平靜，晨昏相隨夫妻情；

新婦持家展廚藝，三餐對飲滋味濃。

教會生活心喜樂，上帝祝福賜平安；

閨房庭院雖安逸，夫唱婦隨出外去。

歲末教會節慶多，又逢兩人祝誕辰；

感恩節後過聖誕，聖誕節後賀新年；

每逢佳節倍欣喜，餐館親友慶團圓。

住過北加回南加，淑清歸寧心安樂；

花園壁畫都依舊，猶似夢境再重演。

蜜月旅行姍來遲，春暖期盼遊法國；

北美醫師遊艇會，台灣同鄉共八對(A)。

巴黎鐵塔是地標，凱旋門旁繞道行；

畫家群聚蒙馬特，教堂高築大山坡。

輝煌金壁凡賽宮，目不暇接美畫展；

可惜君權難持續，路易帝后魂歸天。

羅浮宮內博物館，館外玻璃金字塔；

名畫雕像吸目光，鏡廳晶燈相輝映；

遊客擁擠爭拍照，蒙那麗莎在譏笑。

隆河遊艇南行中，河床高低開閘門(B)；

晚間航行入夢鄉，白天靠岸遊陸地。

里昂尼斯阿威濃(C)，各有情調三城市；

教堂古廟觀海濱，葡萄園外酒廠多；

風光明媚助遊興，走遍法國好印象。

台美同鄉夜夜歡，成群結隊話家常；

舊日校友李靝順，情歌漫舞堪回味。

天下筵席都會散，同遊情誼常思念；

蒙地卡羅大旅館，晚宴熱情唱驪歌。

七月美西夏令會，精選講員會眾多；

羅福全加柯文哲，多位少女擅演說。

靜竹被邀插一腳，講解老化和病變；

猶憶前年夏令會，乃是我倆相逢時。

教授協會辦年會，八月南加聚英才；

會畢出遊南北加，遊山玩水探古跡。

幽默領隊林宗光，曾幾何時歸天去；

熱愛台灣多貢獻，為文悼念長相惜。

十月天高氣又爽，二度蜜月納帕玩(D)；

街車開出葡萄鄉，美酒處處任君嚐。

婦產學會聽演講(D)，舊友重逢在異鄉(E)。

秋末返台訪故鄉，親人如故相見歡；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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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訪醫院全台灣，夜夜歡宴大旅館。

再遊台北風景區，士林官邸中山樓；

適逢臺大宴校慶，重遊校園憶當年。

倦遊返美回灣區，歡渡週年結婚日；

宴請親友聚一堂，感恩美滿新家庭。

夫妻同心相扶持，共創幸福盼偕老；

枕邊細語話不盡，此愛綿綿無絕期。

註解

A. 由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主辦

的法國內河遊艇（France River Cruise），

先玩巴黎（Paris）三天，再順隆河（Rhone 

River）南下至尼斯（Nice）及蒙地卡羅

（Monte Carlo）結束。

B. Rhone River因地勢河床有高低，遊艇航行

中要分段關閉閘門積水以提昇航道以及開

放閘門洩水以降低航道的運作。

C. 內河遊艇沿途參觀的三個代表性城市，里

昂（Lyon），阿威濃（Avignon），尼斯

（Nice）。

D. 筆者夫婦出遊北加州N a p a並參加美國

中區婦產科學會（Central Association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2014年年

會，筆者為該學會會員。

E. 在學會中遇到筆者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時的

住院醫師Mark Evans夫婦。Evans曾為筆者

主編的教科書「IUGR」共同作者。他目前

擔任紐約西乃山醫學院遺傳學教授。

（作者係臺大醫學院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

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目前居住北加州東

灣）

臺大醫學院婦產科徵求專任教師人選貳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部定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3. 具教學及研究熱忱。

二、檢具資料：（紙本7份）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
2. 五年內代表著作3篇。
（以上資料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

form.html）（論文目錄表III-1~III-4）
3.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理念。
5. 相關資料應於104年12月15日下午5時前送達甄選委員會。

三、相關資料請看本科網站http://ntuh.mc.ntu.edu.tw/obgy/index.ht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臺大醫院婦產部（婦產科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電話：(02)23123456轉71537林小姐
傳真：(02)23114965
E-mail: sandy92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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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英峰

雨絲緩緩地飄落

濡濕了四周的景物

低窪的地面不久填滿了雨水

夜隨著地球的旋轉

悄悄地游來

馬丁路德醫院佇立在暮色中

像一艘靠岸的渡輪

載著憂傷和生命的燈火

在夜的邊緣

等候撲朔迷離的命運之神

瑪麗亞拎著點滴和藥品

走進二樓的兒科病房

藥品掛上點滴架

清澈的液體如葉尖的露珠緩緩滴落

穿過連接物質和生命的導管

流向小孩攤在被單外的手臂

流進青色的血管

滲透出如蜘蛛網般的補給線

小孩靜靜地躺在床上

他的外表安祥

可是體內戍衛部隊正面臨生死決戰

成千上萬由各地徵召的白色兵勇

試圖殲滅入侵的敵人

前仆後繼　傷亡慘重

小孩的母親坐在床沿

溫柔的手撫著小孩凹陷的臉頰

她的外表無任何裝飾

無名指上的戒指是唯一裝飾

她的身心有無數創傷

然而偉大的母愛卻完美無缺

他還在發燒　母親擔憂

輸些水分會幫助他退燒的　瑪麗亞說

他一直昏睡　母親哀愁

結核性腦膜炎的恢復是很慢的　瑪麗亞說

可憐的孩子　為什麼受這麼多的折磨

母親的眼眶閃著淚珠

上帝的仁慈會照顧他的　瑪麗亞憐憫地說

她的視線變得模糊

是窗外的風雨使景物模糊

還是　憐憫的淚水使她失去了焦距

雨持續地飄落

夜拖著沉重的腳鐐慢慢地流逝

彩虹走了之後

月亮星星也不見了

命運之神的天空暗淡而荒涼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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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天空未曾暗淡而荒涼

母愛是一輪皎潔的明月

擋住了撒旦罪惡的黑夜

那是一輪永遠不會褪色的明月

憐憫是無數璀燦的星光

滋潤著荒涼孤寂的夜空

那是無數星光閃閃永遠帶著希望的夜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家庭

醫師在洛杉磯開業）

104年7~9月徵信錄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104/6/27 李靝順 200

104/8/20 柯麗鏞 20,000

吳重達 10,000

104/9/18 黃丙丁 100,000

醫學人文博物館專戶捐款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104/8/29 許守道 50,000

104/9/21 李森介 1,600

104年7~9月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備註

104/08 涂世勳 52 醫科第十六屆 江顯楨校友MAIL告知

104/09 胡惠德 33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
醫學專門部第9屆 訃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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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生不問問題？

最
近有幸拜讀余家利教授的新書「懸壺四

十年的悲情日記」；翻著讀著，學生時

代與住院醫師時期的回憶，點點滴滴湧上心

頭，漸漸鮮明了起來。令我驚訝的是：余老

師與我分屬不同世代的醫師，更在不同的醫

院系統接受訓練，但他筆下的成長經驗，看

起來卻如此地熟悉，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

自覺地把主角代換成自己。這才猛然驚覺，

醫學就是這樣代代傳承；我們不但是服務

病患的醫師，也是培育醫者的老師。拯救生

命的熱情與責任，就這樣一棒一棒地接續下

去。這樣的傳承，在這個筆者初任醫學院老

師不久的時刻，感受尤深。

與我的醫學生時代相比，現在的醫學專

業教育已有極大的不同：在謝博生教授、張

上淳教授等師長多年的努力下，我們的課程

整合與小班教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的學

弟妹是幸福的。不過，醫學院獨特的大堂講

演場景，依舊是那麼的熟悉。

記得當年的大堂課，總是有爆量的投

影片與幻燈片。當老師最後問「有沒有問

題？」時，「盼下課似箭」的我們永遠報以

一片靜默；然後老師必然接上「臺大學生就

是不問問題」（有些老師還會再接上「國外

的學生不會這樣」）後施施然步下講台。去

年開始教醫學院大堂課的我，面對靜默的學

生，從前的回憶又湧上心頭，似乎不問問題

的臺大學生，就是我們的宿命與原罪。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筆者忝為教師新手，在此願從過去的經

驗與學生的角度，提出一些觀察。

1. 學生敢問問題嗎？

當年聽著老師們不斷複誦「臺大學生不

問問題」的我，其實是不太服氣的。因此，

我開始在「臨床病理討論會」（CPC）與病

房的小組討論中問問題。不幸的是，雖然少

數問題能夠引發討論，得到回答；但多數時

候，我會在眾目睽睽下，得到如此回應：

「你這個問題很爛」、「問得很不恰當」、

「你昨天沒念書喔」、「有在思考嗎」等

等。不知不覺的，我就慢慢成為閉口族了。

因此，剛到美國念書時，筆者正是「不

開口台灣學生」中的一員。昔日不開口的美

德，在此卻是滔天巨惡。安靜的我，不斷被

老師提醒：「你今天還沒問問題喔。」每

次的上課，都是極大的煎熬。經過好幾年的

努力，並一再被保證“No question is stupid 

question＂之下，我才逐漸克復心理障礙，慢

慢恢復發問的能力。

有了這段自我復健的經驗，讓我開始

思索：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學生決定勇於

發問還是閉口不言？或許，教師或演講者對

於「發問」這件事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因

素。由於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我們常把「問

文／蔡丰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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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跟「挑戰權威」、甚至「人身攻擊」

混為一談，造成講者每遇問題就產生情緒反

應，甚至回擊發問者。因此學生或聽眾開口

前，往往思慮再三、謹小慎微、戰戰兢兢。

其實「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在回答

問題的過程中，講者會對這個題材重新思

考，往往會有意料之外的突破；我們難道不

該對每個問題，都心存感激嗎？

記得曾經在一場Pizza Talk（研究生與博

士後的進度發表午餐會）中，聽到一位研究

生講者對大家宣告“Beat me!＂（請大家努力

找碴）這樣的氣魄胸襟，與想把自己變得更

好的熱情，讓我當下震撼不已。要讓學生發

問，或許該先從我們教學者的心態做起！

2. 學生想問問題嗎？

吳明賢教授曾說：「現在的學生最大

的問題，就是對學問loss of appetite。」回

想我的求學生涯，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記

得醫學生時，最常見的學習模式就是：把上

課講義內容生吞活剝，不管是否理解或者有

沒有用。大二下時，還曾有一位院士級的老

師說：「背就是理解；當你通通背起來，自

然就懂了。」雖然當下全班大譁，但也只能

聽老師的，乖乖記憶。當我醫學系畢業的那

一天，甚至想過「這輩子不想再念任何書

了。」如今思來雖覺慚愧，卻也反映了從前

醫學教育的一些困境。

因此，當我在美國的大堂必修課上，看

到學生隨時打斷老師，進行對話討論時，實

在非常驚訝。對只想混過大堂課拿到成績的

我，有人對上課內容產生興趣，追根究底，

甚至還跟老師對辯，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情。可是在那些學生眼中，像我這樣對上課

內容毫無興趣，還坐進來混時間，恐怕才是

不可思議吧！

到底說來，學生想不想問問題，很可能

反映了課程是否實用，或是內容是否能引起

興趣。學生loss of appetite，原因很多，但我們

能做的，或許就是努力讓學問變得「有趣」

和「有用」，讓學生拾起學習醫學與科學的

熱情吧！

3. 學生有時間問問題嗎？

平心而論，現在的學生問問題的能力，

比我跟我的同儕好多了。過去一年的授課

中，無論課間休息或是課後時間，都會偶遇

同學前來澄清疑惑，甚至拿出補充資料，

糾正我的錯誤。讓我對下一代的醫療專業人

員，充滿希望。可惜的是，鮮少有同學在課

堂上提出問題與大家共享，大部分的問與

答，都在私下進行。

可是，一味指責學生不公開問問題，其

實有欠公允。過去一年，我其實沒有在課堂

中預留時間給同學思考發問；如同大部分醫

學院老師的困境：我們要教學生的東西太多

而時間太少，沒有延後下課就不錯了，哪有

時間給學生發問呢？

不過，我又想到在美國的大堂課經驗。

同樣是一學期要cover一本約2000頁教科書的

內容，老師們還是每15分鐘就會停下來與學

生討論，也絕不延後下課，依然教得完。我

又想到有一次的Pizza Talk，同學講得非常精

采，可惜時間超過了約10分鐘，結果所有的

faculty居然圍住她痛罵（這是我在美國唯一

一次看到老師臭罵學生），只因為她沒有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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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自己的重點，在規定的時間內講完，等於

在浪費大家的時間。如此觀來，我們執著地

把所有資訊倒給學生，只是搞得大家身心俱

疲，事倍功半。如何能在有限的時間內精準

地傳達最重要的訊息，或許是醫學院師生雙

方都要好好學習的。

論語曰：「子入太廟，每事問。」可見

不問問題，絕對不是東方民族的傳統美德。

問題讓學生成長，更讓老師進步；因此筆者

在此胡言亂語，盼能拋磚引玉：希望景福的

老夥伴新朋友，大家共同努力，讓「臺大學

生不問問題」這句話絕跡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9年畢業，現任母校

藥理學科助理教授與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

師）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

一、應徵資格：1.具本國護理師證書
　　　　　2.具護理學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3.能勝任護理教學，且具獨立研究能力

二、檢具資料：

1.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2.最高學歷證書影本、部定教師資格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3.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
4.送審論文目錄表（如下※說明）
5.五年內主要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上述1~5項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份，郵寄至本所，並請另附電子檔寄至：
 　hyl@ntu.edu.tw）
6.推薦函三封。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核算計分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論文目錄表Ⅲ-1
　　　　　2.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聘任升等評分辦法請參閱下列網址第12項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rule.html

三、截止日期：104年12月15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105年8月起聘。

五、收件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賴裕和主任收（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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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排灣族語中，「阿朗壹」（Aljungic）

的意思是「廣大的事物逐漸縮小的樣

貌。」

那時我們正徒步前往阿朗壹古道，頭頂

上烈日張揚，沿途是八月的海岸線風光。隨

著隊伍的腳步前進，我漫不經心聽著解說員

的導覽，腦中想著的也不過是腳很酸、口很

渴、路還有多遠，這類身體的語言。美景當

前的快意，走個幾百千步也就麻痺，剩下的

只是一種對鏡自語的枯索寂寥。

面對自然，我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喜悅，

而是孤獨。彷彿萬事萬物的名目象徵僅是一

種烙在家畜上的記號；彷彿我們所作所為無

非是為了緊繫這宛如浮木的世界――那樣卑

微，而一廂情願的孤獨。

人類即魯賓遜，整個地球都是我們不言

不語不思不想的星期五。我們愛它或恨它，

與它全然無關。所謂「毀滅」、「污染」這

些概念，是以人的立場看待自身利益，這

世界任憑我們怎麼壓榨琢磨，也只是毀掉自

己的家園，對於地球而言只是個塑造演變的

過程，和天外一顆流星來襲一般無善無惡。

世界容納我們，可是不屬於我們。咫尺或天

涯，我們踏出的每一個步伐終究是一座孤

島。彷彿是一個「阿朗壹」。

那時，也許是某個排灣族的族人徒步來

到這兒。他越過山丘，橫過沙灘，一路崎嶇

的途中是漫天的藍與一望無際的海。山色海

色隔沙相侵，晴、雨、明、晦他都置身過其

中，也許他是一個人也許不是，卻也終究不

知道該用固有的詞彙和誰說說此刻的風光。

他沉默許久，低低嘆了一聲：aljungic。

族人問他，那是什麼意思？

他想了想，拋出了幾個意象，比如說

島，比如說黃昏，生命……那感受太過抽

象，以致於他只能試著用一些現有的名詞，

來解釋這個靈光一閃的名目。

――島，是大地的aljungic。

――黃昏，是白晝的aljungic。

――生命，是時間的aljungic……

如果用現代物理的語言，或許他會說：

大霹靂，是虛無的aljungic。藉由這些名詞代

用的揣摩推敲，「aljungic」模糊的概念，終

於被小心翼翼地描述出來：廣大的事物，逐

漸縮小的樣貌。

世界天青海闊，以碧藍琥珀的姿態靜

止於眼前――而我們是凝固於其中的螻蟻。

在生命消逝之前，螻蟻，也曾是琥珀的阿

朗壹。既然身而為人，我們便有一種自私而

溫暖的理解：那逐漸縮小的，並不只是意謂

著失去，同時也是經過淬礪之後，殘存下來

的，我們最最珍貴的東西，我們最終必定會

消失的東西。當初那位排灣族的族民，是不

是也是這麼樣濃烈地感受到，那種踏進一汪

文／吳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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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裡的孤獨？

「廣大的世界，縮成胸口一點小小的寂

寞。」

走在這全台灣稀存的原始海岸線上我

想，或許，這才是阿朗壹最原始象徵的意義

吧。

（作者係母校藥理學科博士班2013年畢業，

現任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審

查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誠徵助理教授級以上 專任教師壹名
壹、應徵資格

1. 具生物或醫學相關博士學位，且具備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資歷。

2. 具獨立從事研究能力、教學與服務之經驗及熱忱。參與寄生蟲學教學，並獨立從事分子寄

生蟲學研究。

貳、檢附資料

1. 履歷表

2.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含I.F.、相關領域排名、引用次數）

3. 送審論文目錄：

 ● 表格下載：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teach/teach14.doc
 ● 計算方式請參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論文歸類及評分方法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rule/med9.doc
4. 近五年內（2011年1月3日以後）代表性著作

5. 未來教學及研究構想書

6. 身份證、學經歷證件影本

 （上述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式五份，電子檔亦請寄至lanhungshue@ntu.edu.tw）

7. 國內外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請推薦人直接郵寄至以下地址）

參、起聘日期

2016年8月1日
肆、報名方式

請於2016年1月4日下午五點前送達：

地址：10055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伍、聯絡資料

TEL: 02-23562217   FAX: 02-23915294
E-mail：lanhungshue@ntu.edu.tw　藍弘旭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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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彬

在
秋高氣爽的時節，本期專刊將報導那雙迎接新生命的

手―臺大醫院婦產部之沿革與現況。首先由陳祈安主

任引述臺大婦產部近年來的發展，接著是李鎡堯教授的醫

學傳承講座―臺大婦產科沿革，鉅細靡遺地傳述台灣婦產

醫學的發展史，走過篳路藍縷的歲月，李教授期盼今日基

因醫學的飛躍與精進，能為婦產科開創新局，以因應臺灣

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後的健康照護。

今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Tomas Lindhl、Paul Modrich與

Aziz Sancar三位學者，因為他們繪製並解釋了細胞如何修補它的DNA而保護了基因的訊息，此DNA

修復理論對近代生物醫學研究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如何更精準且有效率的編輯基因，是科學家夢寐

以求的事。本期醫學新知介紹，由藥理學科新進教師楊鎧鍵老師深入淺出地介紹近來最熱門的基因

體編輯技術「CRISPR-Cas9」，它的高效率與便利性，可預見未來數年內，將加速瓶頸速率，為生

醫界帶來震撼性的影響。在回顧杏林篇，收錄了鄧哲明教授的榮退紀念文「走過七十年感恩的歲

月」。鄧教授於今年七月底屆齡退休，回顧從進入臺大藥理學科研讀到教學研究服務這四十五年的

點點滴滴，鄧教授述說了他從小不為人知的艱辛成長歷程，小時候失意、悲觀的童年生活，在因緣

際會之下進入藥學領域，從而在無窮盡的醫藥新知中得到喜悅與成就感。除了回憶與記錄這段感恩

的歲月，鄧教授期盼這段人生經驗的分享能提供年輕學子作為生涯規劃的參考，也勉勵後輩面對人

生的挫折要有不畏艱鉅、愈挫愈勇的精神。

校友小品的部份，刊登了幾篇適合在秋冬節令品味的文章。林靜竹校友在結婚滿週年的歡喜

時刻，特書「長愛歌」續集，與諸位親友分享他們夫婦家居與相偕旅遊的境遇。黃英峰校友的新詩

「夜空」，娓娓道來在醫院中感受到的母愛與人生。藥理學科新進教師蔡丰喬老師的「臺大學生不

問問題？」一文，有趣地將學生時代與初為人師的內心感受作了最寫實與發人省思的描繪。最後由

吳明岳博士引領我們走一趟原住民語中男人走的路「阿朗壹古道」，走在這條充滿歷史人文與自然

景觀的古道上，磨練的不只是身軀，也砥礪了心志，曾經生活與工作中的困頓與鬱悶，在成功征服

之後，人生彷彿如同太平洋一般開闊了起來，也體悟到心靈的「阿朗壹（Aljungic）」，有些生命

中的消逝並不意味著失去，留下的反而是經過淬礪之後最珍貴的東西。

本期景福醫訊能夠順利出刊，首先感謝各位投稿者及編輯委員的支持與幫忙，更感謝王亮月小

姐不辭辛勞地協助。近日登革熱疫情延燒，隨著時序轉涼，希望疫情趨緩，順利解決。文末，敬祝

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並擁有豐收的一年。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92年畢業，現任母校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作者（右）與恩師蘇銘嘉教授

（左），參加今年藥理所新生盃桌

球賽合影。



臺大醫學院 1 0 3學年度
「教學優良獎」教師頒獎典禮

時間：2015年9月25日　　地點：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幾年前到荷蘭的庫肯霍夫花園去玩，留下

深刻的印象，天鈞因而入畫，池上的天鵝

悠遊自在，鵝媽媽帶著4隻小天鵝，很溫馨

的畫面。

悠游

校友特別演講後由醫技系林亮音主任，宴請安康校友與本系教員在臺大校友會館蘇杭餐廳敘舊。

希望城醫學中心臨床及分子藥理學系安康教授，為母校醫技系1979年畢業系友，應母系邀請於10月8日
在臺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第十講堂，對母系師生進行一個特別演講，題目是：Mitochondrial Remodeling 
at the Time of Tumor Metabolic Stress.

臺大醫學院醫技系活動花絮
時間：2015年10月8日 臺大醫學院醫技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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