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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 巴 水 腫 簡 介

文／王薏茜

淋
巴水腫是許多乳癌患者揮之不去的夢

靨。事實上，不止乳癌患者，台灣男性

癌症中，排名第四好發的頭頸部癌症、子宮

頸癌、以及其他可能會做局部淋巴結切除的

癌症，都有可能會發生後續的淋巴水腫。然

而，目前的醫學上對淋巴生理的了解卻相當

地不足，台灣醫界對淋巴水腫治療提供的治

療資源也相當有限。許多患者上網搜尋淋巴

水腫的資訊，都搜尋到血絲蟲感染的圖片，

大為受驚而終日活在恐懼之中。到底什麼是

淋巴水腫呢？淋巴又是什麼呢？

人類身體裡有一套紅色血液快速的循

環，每4~5分鐘就繞行身體一圈，這是大家

所熟悉的。但是人類的身體裡還有另外一套

「白色血液」以非常緩慢的速度移動著，也

就是淋巴。若把紅色血液形容成在河道中奔

流的河水，那麼淋巴就可以形容成滲透到土

壤中、滴注到的地下水層中的水份。這些水

分滋潤了土壤、帶走土壤中的廢棄物質，最

終還是會緩緩地回歸河川。

全身淋巴液的量大約是4公升，淋巴流

動的速度非常緩慢，大約是每分鐘0.1公分，

當局部受到刺激，而使淋巴液增加、淋巴管

活性上升時，淋巴的局部流速可以上升到

每分鐘0.5~1.5公分。淋巴液回流的時候必

須經過淋巴管，最後注入中央靜脈。和血

管不同的是：淋巴管的側支循環（collateral 

circulation）很少，因此一旦淋巴結或淋巴管

被手術清除或被腫瘤堵塞，就很容易發生下

游的淋巴液堆積。淋巴液中的蛋白質含量高

達百分之五十，因此它的黏稠度比較高，當

淋巴液堆積在組織間隙無法回收時，也比較

容易誘發局部過敏以及慢性發炎反應。

淋巴可以堆積在深層的內臟及關節，可

以堆積在肌肉之間，也可以堆積在肌肉與皮

膚之間的皮下組織。深層構造的淋巴堆積以

及肌肉之間的淋巴堆積，可以靠增加身體的

活動量來改善回流，一來是因為肌肉的幫浦

效應（pumping effect），一縮一放之間，造

成淋巴管（lymphatic vessel）的真空吸引效

應，將周邊的淋巴液引導到淋巴管中；二來

是因為淋巴的收集管（lymphatic collector）有

接受交感神經的支配，當局部交感神經興奮

的時候，淋巴收集管壁的微小肌肉可以發生

每分鐘10到20次的蠕動（intrinsic lymphangio-

motility），讓淋巴收集管中的淋巴液可以更

快到達中央淋巴導管（central duct），如圖

1。

但是堆積在皮下組織的淋巴液，就很難

靠活動來促進回流，導致肢體腫脹很難單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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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淋巴運動而改善，需要更完整的治

療計畫。過去民眾常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認為淋巴水腫無法治療，事實上常常是因為

淋巴水腫肢體的不當照顧觀念所導致。在國

外，已經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只要腫瘤本身

沒有復發或惡化，在適當的醫療治療、患者

自身妥善的照顧下，七成的患者可以達到七

成的改善。所謂成功的治療是指：患側肢體

與健側肢體的圓周長差異在2~3公分以內、

並且皮膚組織及皮下組織的品質都很健康。

只要癌症穩定、患者要有足夠的動機願意愛

惜自己的身體並且確實遵守醫生的醫囑，其

實大多數患者都可以成功的達成此一治療目

標。

正確的診斷是成功治療的第一步。臨

床上常常被誤認為是淋巴水腫的狀況包括

了：過敏、蜂窩組織炎、筋膜疼痛症候群、

肌腱炎、關節炎、淋巴腋下索、脂肪瘤、乳

癌的皮膚轉移、以及複雜性局部疼痛症候群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等，必

須要把握一個原則：淋巴水腫原則上是不會

疼痛的，只有腫脹所引起的輕度不適。若有

明顯的疼痛，必須要確實的診斷是否有其他

的原因。已有許多臨床實證顯示，乳癌患者

併發上肢關節炎、肌腱炎的機率，明顯高於

一般人，而這些慢性發炎，又容易誘發局部

難治淋巴水腫。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是一

個良好的鑑別診斷工具，必須要同時治療相

關發炎，才能提高整體治療成功率。

在台灣，淋巴水腫治療的主要瓶頸在於

健保的給付點數不足。國外淋巴水腫的淋巴

引流手法（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每

圖1：淋巴回流相關解剖構造圖示。

圖片來源： www.jobstcompressioninstitute.
com

圖2： 腋下索（axillary web）自腋下延伸到

肘窩，嚴重時還可延伸到手腕。

圖片來源：http://cancerat35.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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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執行30~40分鐘。在台灣，物理治療師為

患者執行淋巴引流治療時，只能夠使用“按

摩＂醫令來申報，時間點數皆不足，且名稱

易造成患者誤會，因為淋巴引流的手法和按

摩的手法完全不同。許多患者仰賴循環治療

儀（circulator），以為可以取代淋巴引流，

但這其實只是一個輔助性的治療（adjunctive 

therapy），並不是淋巴常規治療不可缺的一

部分。此外，國內有淋巴引流完整訓練的醫

師及治療師，為數不多，而多層次患肢包紮

（multi-layer bandage）在台灣炎熱的氣候下，

患者接受度也不高。在此醫療困境下，必

須仰賴醫療人員有正確的淋巴引流觀念、耐

心地教導，患者及家屬願意努力地學習、辛

勤地執行居家簡易自我淋巴引流及治療性運

動，才能補足醫療體系的不足，以期達到好

的治療成效。

隨著醫學進步，許多淋巴水腫的觀念也

在改變。過去認為乳癌開刀側的手要禁止過

度運動，但新的研究顯示，只要不發生運動

傷害，即使激烈運動（如：職業網球賽）也

不會提高淋巴水腫的發生率。過去認為淋巴

管和血管在分化上是同源的，但新的研究可

能會推翻舊有想法。許多教科書都說淋巴水

腫的手禁治療，絕不可以做任何的注射，但

筆者個人的經驗，有不少多年未癒的淋巴水

腫患者，經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後發現伴有

明顯的關節炎或肌腱炎，口服藥物以及復健

治療都無法改善，與患者討論後達成共識，

與其淋巴水腫與發炎都治不好，不如先治

發炎，至少讓患者沒有疼痛，結果在微創性

超音波導引類固醇注射治療後，不只疼痛改

善，淋巴水腫也隨之自動消失了。過去教科

書上也表示手術無法治療淋巴水腫，但台灣

醫療團隊仍在努力開發更好的手術方式，未

來有可能提供患者更多治療選項。時代在改

變，醫療在進步，我們期待未來淋巴水腫的

治療能變得更快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4年畢業，現為附設

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2016年景福校友返校活動公告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時　　間：2016年4月9日（星期六）

地　　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臺大醫學院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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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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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肌肉超音波工作坊，
一個在分院也可以實現的夢想

擔
任台灣骨骼肌肉工作坊的籌辦人，在

2015年進入了第四個年頭，其中在臺大

復健部的復健大樓辦了三次，成大醫學院辦

了一次，幾乎每場都是供不應求。但我常思

考，是否這樣的活動就僅侷限於復健科？以

及是否就只針對國內的學員？在2014年風濕

免疫科成功了舉辦國際的超音波工作坊後，

驚覺我們的腳步已經落後友科一大步了，因

此在該年的九月，我就下定決心，要將這個

工作坊跨界以及國際化。

首先在場地的部分，在自己的家是最溫

暖也方便的。北護分院的新大樓診間，剛好

是工作坊跑台時，最佳的工作站，同時外面

的電子看板，更可以展現指導老師的玉照，

讓一間地區醫院，瞬間變身為國際會議中

心。另外大講堂的部分，腦筋就動到北護城

中校區四樓的階梯講堂，雖然設備不是很新

穎，但該有的氣勢還是可以展現出來。

然後在學員的部分，這才是我最大的考

驗。國際化？要請國際級的講師，第一自己

的份量不夠，第二經費上拮据，所以先打消

這個念頭。那就吸引國外的學員吧？這看起

來好像更困難，即使是國際級大師上課，要

文／張凱閔

圖1： 會前筆者與洪辰宇醫師進行最後的細節

確認。

圖2： 早上還是充滿病患的診間，下午就瞬間

變為一流的國際會議中心。

圖3：國際學員與講者王薏茜醫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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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國外學員到自己國家

來，難度也很高吧！還好

自己在三年前於臉書成立了

MSK Ultrasound Club，裡面

聚集了世界各地超音波的愛

好者，因此將此消息張貼到

臉書後，也開始有人詢問，

在最後的名單中，出乎預期

的有三位泰國、一位埃及、

一位香港與一位中國大陸的

學員參加。

活動當天，我特地請

六家知名的超音波廠商來支

援，目的就是希望學員可

以使用到各廠商最頂尖的

機器，同時彼此競爭，提供給學員最好的服

務。在兩天的活動中，也有國外的廠商派遣

專員前來，希望能夠從中學習台灣的經驗。

而這個活動，不僅讓聚焦國內最頂尖的骨骼

肌肉超音波專家前來教學，同時也讓許多年

輕的好手有一展長才的舞台，看著一間不起

眼的社區醫院，卻能夠在一股對骨骼肌肉系

統的熱誠帶領之下，邁向國際舞台，心中的

感動，早已超越了文字可以形容（活動MV

請至下列網址欣賞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C3rCI7cJHU&feature=share）。

而在2016年，將要超越2015年，首先已

經將網站（http://usmsit.blogspot.tw/）建立

好，同時也突破經費上的限制，邀請到國際

級大師，超過300篇SCI著作的Levent Özçakar

教授擔任助拳人，接著也申請到Asia-Oceanian 

Society of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的認證，希望將來，可以建構起一個世界級

的平台，讓骨骼肌肉超音波，這個醫學的藝

術，散佈到地球的各角落，同時也給每位在

臨床、研究與教學中奮鬥的伙伴們打氣，北

護分院做得到，你們絕對可以做得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4年畢業，現任臺大

北護分院復健部醫師）

圖4： 工作坊大合照（第一排主持人及講師，左起韓德生主任、王

薏茜醫師、吳爵宏醫師、蕭名彥醫師、張凱閔醫師、洪辰宇

醫師）

圖5：王亭貴理事長樂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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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杏林

謝伯潛醫師（1916-2014）略歷

文／謝豐舟

謝
伯潛醫師於主後1916年9月16日出生於

台灣台北大稻埕。他出身醫學世家，父

親謝唐山畢業於臺北總督府醫學校，係台灣

第一位本土外科醫師，開設順天外科醫院並

曾擔任臺北醫師會會長，馳名杏林。母親李

如玉乃李春生先生之孫女。伯潛醫師共有十

位兄弟姊妹，排行次男。

李春生先生是台灣茶葉行銷國際之先

驅，且為台灣早期的基督教徒。他自視為思

想家，著有多本極富哲學性的著作。台北的

李春生紀念教堂即為其後裔捐贈。

伯潛醫師國小就讀台北太平公學校，

中學就讀台北第二中學校（即今日成功高

中），而後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研讀六年。

1938年畢業後，隨即進入臺大婦產科醫局服

務。其間不僅累積臨床經驗和技術，更取得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大學醫局服務五年之後，伯潛醫師與妻

謝傅淑娥移居台南市，在戰火之中，兩人胼

手胝足，在台南市成功開創婦產科醫療的新

氣象。開業六十餘年間，診治了不計其數的

孕產婦，接生了成千上萬的新生兒，可說是

當時臺南縣市、嘉義及高雄地區首屈一指、

聲譽最為卓著的婦產科名醫。伯潛醫師對二

次大戰之後，台南地區婦產科醫療的醫療貢

獻和成就，直至今日仍為眾人所愛戴稱道。

1992年他更創立「謝伯潛醫學教育基金

會」，以一己之力，贊助相關機構和學校，

提升醫學教育和婦幼醫療的品質。

伯潛醫師共育有五子二女，長子謝豐舟

秉持父志，於臺大醫學院任婦產科教授，現

為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在臺大服務四十餘年

間，開創台灣的超音波醫學，高危險妊娠診

療以及產前遺傳診斷，承先啟後，作育醫界

英才無數。

次子謝東龍、三子謝明憲、四子謝奇

璋、么子謝孟峰皆承襲衣缽，在醫療體系下

善盡職守，奉獻所學。長女謝富美及次女謝

臺大醫院（1897-）
台灣現代醫學發源地

謝伯潛醫師（1916-2014）習醫場所

謝豐舟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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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珍均畢業於名校，女婿黃輝雄、蔡明道皆

出身於臺大醫院，在地方執業，頗富盛名。

伯潛醫師秉性謙和、氣宇軒昂、一表人

才。行醫六十餘年來，秉持著「視病猶親」

的信念，仁心仁術、濟世利人。作為父親，

他嚴厲而溫柔敦厚；作為醫者，他嚴謹而滿

腔熱忱；作為基督徒，他堅定而柔情謙卑。

伯潛醫師不僅是一位良醫、一位虔誠的基督

徒，更是為後輩子孫最尊敬、感佩的父親、

阿公。

2014年10月18日，因高燒連日未退，前

往台南市立醫院就診。2014年12月9日下午5

時40分安息主懷，享年100歲。12月27日安息

在台南基督教聖教會墓園。

伯潛醫師一生對社會的奉獻、對醫療

的熱忱、對家人的關愛與是基督徒的美好見

證，將永遠留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2年畢業，現為母校婦

產科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藥理學（科）研究所
誠徵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3. 具有獨立研究能力及藥理學相關教學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紙本或電子檔）

1. 詳細履歷表及自傳（含完整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重要獲獎記
錄及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2. 過去教學及研究成果大綱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4. 推薦函三封（由推薦人逕送甄選委員會）
5. 五年內1~5篇代表著作（電子檔）

三、截止日期：105年1月11日下午5時以前送達

四、來函請寄：10051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十一樓
　　　　　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科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五、預定起聘日期：105年8月1日 或 106年2月1日
聯絡人：張雅玲小姐

E mail：pharm@ntu.edu.tw
電　話：886-2-23123456轉88462
傳　真：886-2-2391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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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人和美洲中華醫學會

文／符傳孝

臺
灣醫學生什麼時候才來美國呢？朱真一

醫師（65）在“府城醫學史開講＂提

到第一位在美國印第安那醫學院1926年的台

灣畢業生：劉清風醫師。第一位赴美的醫師

前輩是1918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林

炯東（安息）醫師早在1935年就長期居留美

國。另一位王振明醫師更早。第一位在1936/7

年赴美加留學的臺南人，顏春輝醫師於1928

年協和醫學院畢業後，1942年回返中國1。

臺大醫學院的畢業生開始在五十年代才

陸續的來到美國深造或定居，在1960到1973

年間達到高峰。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也於

1980年在美國成立。第34屆2014夏，臺大醫

學院北美校友會年會在Cleveland圓滿完成。

臺大人每個能力都很強，經歷種種困難，千

辛萬苦，參加醫科專業考試，申請到住院醫

師的訓練。少數人還做基礎研究，大部分考

試通過後開業，直接服務病患。靠著自己的

能力，努力，臺大人，臺大醫學會的成員，

自然生活不成問題，並且能對美國社會有所

貢獻。但是要怎樣聯合美國醫學院的華裔畢

業生（其中不少是臺大人的後代），還有近

年大陸過來的醫學生，一起溶入美國主流社

會，自然是不是個人或者單一的醫學院成員

所能做到的。我曾在當代醫學 39:375, 2012.5

登載的“紐約市中美醫師協會―關懷社區健

康的開始＂提到美國華裔醫師在服務華裔病

患，在主流社會提升自己的努力。美洲中

華醫學會（CAMS Chinese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中美醫師協會（CAIPA）以及後來

在1994年7月于紐約成立的美華加華醫學聯會

（FCMS）就是這方面的典範2。

去年美洲中華醫學會CAMS慶祝創會五

十年，並且出版111頁厚的專刊，記述成會的

經過，融合，改革而擴展。美洲中華醫學會

的使命是：1.促進華裔醫療專業人員的學術交

往，擁護提升北美的華裔醫學專業人士。2.建

立獎學金，捐贈給醫學院，醫院或捐贈給致

力於同類性質的組織。3.促進疾患的醫學知識

和科學研究，特別注重華裔特有的疾患。4.提

升改進美國華裔的健康狀況。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到2014年底，美

洲中華醫學會共有1,256會員，除去奧爾巴

尼（Albany），波士頓（Boston）和華盛頓

（D.C）分會，計有1086會員（圖1）。

值得注意的是，學生和住院醫師會員約

佔總數的25%。他們是醫學會的將來。沒有這

些新血的參與，任何學會都不會持久。北美

臺大醫學院校友會近年來就遇見這個瓶頸。

美洲中華醫學會的 1 , 0 8 6位會員來自

23個國家，336家醫學院。其中960位來自

4個地方，美國6 1 4（5 6 . 5 %），中國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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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 5 %），臺灣7 8（ 7 . 2 %），緬甸 3 4

（3.1%）（圖2）。37家醫學院至少有5個

會員，只有11家醫學院有多過20個會員，

當然，佔地利之便，有9家醫學院來自曼哈

頓（5），紐約市布魯克林（1）及紐約州

（3）。可是有32位來自臺大醫學院，但是大

陸廣州的孫逸仙醫學院後來居上，有48位會

員。這11家醫學院的會員共有441人（圖3）

來自臺灣的會員越來越少，從2000年

來，每年最多只有一人，這兩年則一個都

沒有。相對的來看，從大陸來的，1997年有

一位，每年增加，2011年有7位，2014年多

達14人。學生會員，臺灣一個都沒有，大陸

2012年有一位，2014年有兩位。不錯，從臺

灣來美開業的醫生越來越少。

但是，臺灣應該有許多醫療人

員來美做研究及深造，也希望

他們將來會加入美洲中華醫學

會，和華裔醫療專業人員有學

術交往。

臺大醫學院畢業生對美洲

中華醫學會的成長有相當的貢

獻。從1964年創會到2014年的

22位美洲中華醫學會的會長有

4位是臺大醫學院畢業生。他

們是林本芝（57）1978，錢煦（53）1979，

吳聞咸（58）1988-9，符傳孝（72）1994-5。

錢煦學長近年還被奧巴馬總統贈于美國國家

科學獎章。從臺灣畢業的會長，還有高雄醫

學院的陳谷苓（60）1985。雖然2014年，從

臺灣來的會員有91人，只佔所有會員1256的

7.2%，臺灣來的會長多數服務於早期的醫學

會，佔所有的23%（4/22）。從臺大醫學會的

統計看來，臺大來美的人數越來越少，這趨

勢也能在前面美洲中華醫學會的入會會員圖

表看出端倪。

臺大的劉季高，畢業來美就讀康奈

爾醫學院。1996年和我以及其他在紐約唐

人街行醫的醫學會會員成立中美醫師協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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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CAIPA Chinese American Independent 

Practice Association）。為了確保醫學會的

會員，我們規定CAIPA的開業會員必需來自

CAMS，同時也讓開業的醫生不去忽略學術

上的進步。因為這樣，CAMS有257位永久會

員34位普通會員，加上其他，一共有300位會

員屬於CAIPA。這佔醫學會活躍成員的40%

（300/754）。CAIPA也將每年盈利的5%捐出

成立基金會，回饋華人社區。和CAMS聯合運

作，這兩個會名副其實的成為兄弟會。很遺

憾1989年吳聞咸醫師和我嘗試把臺灣六院校

和CAMS聯在一起而不成功。不然，美國華裔

醫學會的力量更不可忽視。希望這個夢想，

將來能夠如願。

從黃清煌（73）2012年高呼北美臺大

醫學院校友會“最後一次年會＂後，不但與

會的老會員數目增加，也吸引許多年輕臺大

校友來參加校友會。不過那也只是增加臺大

校友之間，以及和母校之間的聯繫而已。要

能夠以團體的力量來增進美國華裔社區的健

康，華裔醫學專業人士的福祉，華裔特有醫

療問題的研究與治療，我們非要和其他的美

洲華裔醫學會連續不可。我希望有更多的臺

大人加入美洲中華醫學會，一起努力。

註釋

1. 朱真一：“府城醫學史開講＂The Dawn of 

Modern Medicine in Taiwan. 心靈工坊 2013

2. 符傳孝：紐約市中美醫師協會―關懷社區

健康的開始 當代醫學 39:375, 2012.5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2年畢業，現任紐約大

學神經科教授，紐約下城醫院神經科主任）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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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12台南同學會紀行

文／康明哲

2015年4月12日的台南同學會，很圓滿的結

束了，非常、非常謝謝健吉夫婦細心的安

排與熱情的招待。為了安排這次參觀奇美博

物館，他們動用私人關係，拜託了奇美的好

友，預約到了「秒殺」的入場券，並由林副

董親自解說。很多奇美展品都是林副董經手

買的，展品的來歷，如數家珍。

為了確認「節目」能流暢且順利「及

時」的銜接，讓大家參觀博物館與用午餐、

探望章仁、從容的享用台南最有名的傳統美

食，健吉夫婦親自開車測試了交通時間，還

招待了奇美博物館的入場費用、交通車以及

兩桌晚餐，真是出力又出錢，再次感謝。

唯一遺憾的是時間太短。沒想到重新開

幕的奇美博物館有這麼多寶貝，與過去的展

館相比，新展館已有列入國際知名博物館的

架式與潛力。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入

門要先經過一道有如羅馬聖天使城（Castel 

Sant 'Angelo）前面的橋（二世紀時的Pons 

Aelius），但是把兩邊橋墩上Bernini的天使，

換回原本哈德良靈廟的羅馬神像，彷彿告訴

我們，這是要進入古希臘羅馬世界了。過了

橋就是仿自巴黎凡爾賽宮花園深處的阿波羅

噴泉以及博物館本體的羅馬神殿六柱門面及

圓頂建築。

奇美博物館吃虧的是成立時間太晚，很

多早期第一流的作品，都被倫敦、巴黎、羅

馬、翡冷翠以及馬德里搶光了，只能在逮到

機會時，陸陸續續買到一些「漏網之魚」，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丹麥哥本哈根啤酒大王

20150412台南奇美博物館 20150412台南知味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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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的Ny Carlsberg Glyptotek雕塑美術館，甚

至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也有類似困難。但奇美

博物館以其收藏多樣化來彌補，是很好的方

式。

光是挑重點展品介紹，也走了三個多小

時，一群「年輕」的古稀長者，居然沒有人

喊累，真讓我對本班同學以及賢內助的耐力

刮目相看。可惜還是漏掉我認為最值得注意

的「自動樂器」的部份，尤其是沒有時間實

際欣賞這些自動樂器的演奏。光這一部分，

如果加上這些自動樂器的機械操作原理「簡

單」介紹，一小時跑不掉。「自動樂器」是

沒有唱片的時代，很重要的音樂再生方式。

你會驚訝這麼精密的機械，竟是三、四百年

前，手工製造出來的。僅靠著紙板齒輪的

「唱片」帶動，自動鋼琴竟能完美的表現出

鋼琴延音踏板的感覺。想想現在，我們真的

很幸福，能隨時在家再生名家的現場演奏。

最讓許文龍先生自豪的是這裡收藏的提

琴名品。我在賣店買了一張曾宇謙的《薩拉

沙泰名曲集》，因為都是西班牙風的作品，

原只是準備在今年9月的西班牙旅遊時，讓

大家欣賞。看了說明才知道，2013年曾宇謙

錄這張唱片時才19歲，使用的當然是奇美收

藏的名琴。這把Stradivari名琴叫做Stradivari, 

Cremona,1722, ex “Joachim-Elman”，意思就是

說，它過去的主人包括了Joachim與Elman。對

音樂有興趣的同學一定猜到了，沒錯，這位

Joachim就是Brahms的那位好朋友；Elman就

是那位跟Jasha Heifetz齊名的Mischa Elman，

號稱當世琴音最美（Elman Tone），兩個人都

是Auer在聖彼得堡音樂院的學生。Heifetz起

初受教於Leopold Auer的學生Ilya D. Malkin，

後來直接跟Auer學習；Elman則從一開始就由

Leopold Auer提拔起來。Leopold Auer本人則是

Joachim的學生。Elman使用這把琴長達41年，

可知我們所聽到的Elman錄音，都是用這把琴

演奏的。光這把琴，就值得奇美自豪了。曾

宇謙的演奏也沒有辱沒了名琴。

奇美的高鐵廣告主打羅丹（Rodin），

可能是因為新購了兩件他大型的作品「沉思

者」與「吻（The Kiss）」。「沉思者」就

是羅丹放在《地獄門》最上面的雕塑（奇美

應該買一件小型的《地獄門》，讓觀眾了解

「沉思者」在《地獄門》的位置），「吻」

原本也打算放在《地獄門》的一扇門上，因

為爭議大，後來以另一件「吻」代替，兩者

後來都被放大成獨立藝術品。奇美這一件

《沉思者》比台大醫學院圖書館內的大了

些，跟東京上野公園美術館前的差不多；

《吻》是青銅做的，不大，但通常都做成更

大的白色大理石雕塑（我在巴黎羅丹美術

館、哥本哈根Ny Carlsberg Glyptotek雕塑美術

館以及舊金山金門大橋邊Lincoln Park的Legion 

of Honor看到的，都是同樣大小的大理石作

品）。

大家午餐後在門口的阿波羅噴泉前拍

了紀念照，這是仿照凡爾賽宮的原作做的，

但凡爾賽宮的原作由於欠缺維護清潔，再

加上累積的鴿糞，顯得破舊，阿波羅還好像

長了滿身的癬。我把我拍的給大家比較，請

看附件。舊奇美博物館門前庭園本來有仿製

的米開蘭基羅的「大衛」以及「聖母哀子

（Pieta）」、羅浮宮雙寶「維納斯」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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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女神」等許多仿刻作品，這次因為林副董

略過仿奧塞美術館設計的雕塑廳，因此不知

道有沒有陳列出這些仿刻。我猜現在新館陳

列的都是原作，因此這些可能都被堆進倉庫

了。

章仁看來情況不錯，已經開始看門診。

減輕體重之後，更接近大學時代的樣子了。

只是復元需要時間，我們就是祝福他，不敢

叫他「加油」，以免增加他的心理壓力。他

是復健專家，不用我們多說。

由於還有時間，我們順便參觀了隔壁

的台南二級古蹟「開元寺」。開元寺是鄭成

功太太的「北園」，原本是一級古蹟，可惜

因為整建「不小心」，破壞了一部份而被降

級。有位師父很熱心的主動帶我們參觀，雖

然學生時代到現在，我來過好多次，還是看

到不少過去視而不見或未曾有機會看到的古

蹟。

晚餐是健吉請教當地美食家精心排出

的菜單。台南美食是出名的，雖然沒有全

部納進（如虱目魚粥、蚵仔煎），但已經讓

我最後只能用眼睛吃了。烏魚子不用說了；

「五柳枝紅燒魚（或紅燒魚五柳居）」是小

時候吃喜宴最期待的一道菜；台南式炒鱔魚

口味與江浙菜截然不同；台南的黑白切以及

醃肝，真的都是讓人口水直流的味道。但這

豬肝可不是小時候當笑話的「殘殘豬肝切五

角」的那樣薄得像一張紙，而是厚薄適當而

多汁的。簡單舉幾個例子，下次同學會再到

台南的話，別再錯過了。但不能每次都讓健

吉破費。

很抱歉的是我忘了蔡坤維太太吃素（我

不會忘記的是李建賢與陳德輝太太吃素，因

為曾一起聚餐或旅行），害得她要先看別人

快樂的吃幾道晚餐，還害許健吉太太匆忙的

去買素食。真是抱歉。

【後記】七月中，曾宇謙榮獲「2015年

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大賽」小提琴銀牌獎，

但因為金牌獎從缺，實際上是今年冠軍。曾

宇謙不是音樂科班出身，可見天才不是「訓

練」出來的，名師也只能告訴你如何「運

用」工具（樂器），領會還是需要天份與努

力，雖然他自認不是天才。

（作者係醫科1971年畢業，現在台北市開

業）

Apollo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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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歲老人的瑜珈

文／林洪謙

一
向不會運動，學生時代的體育成績總只

是及格的我，七十歲時在景福醫訊2004

年十二月份刊登了一篇“漫談瑜珈。＂現在

我已足八十，想在此給各位一follow up，看看

我目前所做的瑜珈姿勢。

據說美國做瑜珈的人約有二千萬人。我

的瑜珈是在居家附近的24 hours fitness center

健身中心所做的group exercise。一星期去四

五次，每次一小時。不管哪一班，人種、性

別、年齡群我都屬於少數，且看來看去我似

乎是最老的。不同的instructor有不同的做法、

型式。這樣也不錯，才不會太無聊，也使用

不一樣的肌肉。我的程度大概是中等，但還

跟得上大部分的做法。

我在行醫時沒有時間與機會做任何運

動，真是日諺所謂“醫者の不養生＂。退

休後想做慢跑，發現膝蓋有退化性關節炎，

不能也不該做慢跑。本來去24 hours fitness 

center，是要去游泳，但在一偶然的機會看到

瑜珈的group exercise，就跟在人群後面做。想

不到現在這是我主要的運動。十年來或許因

肌肉的萎縮較沒力氣，平衡感也變較差，所

以單腳站立的時間較不持久。而要用腹肌的

運動最不行。但我的肌肉伸縮性，股關節與

肩關節的range of motion似乎還好，是身體機

能中最沒有退化的部份。

有一本瑜珈的書說：“瑜珈不受年

齡的限制。從孩提時代一直到八十歲都可

以做＂。我因已八十，所以覺得這句話是

否應修改為“八十歲或更老均可做＂？我

現在只希望我能一直做下去而growing old 

gracefully，不要太“早＂老得不像樣。哈

哈。

手倒立（Hand Stand）我的足八十

歲紀念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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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型（Half Moon）

2

樹（Tree）的一變型

3

舞蹈型

4

Bound Angle型

5

肩立

6

犁鋤式

7

海狗式

8

頭倒立（Head Stand）

9



校友小品

2015年11月‧第32卷第11期 17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曾在美國伊立諾州開業婦產科，現退休於南加州）

頭倒立蓮花（盤坐）

10

前彎―兩手掌著地

12

輪式後彎

14

金字塔―頭著地，兩手後拜

11

蹺腳坐姿

13

鶴禪式―兩腳不著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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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聯航9 3致敬！

前言

2015 .7 .16突然接到次女由紐約來電�

7.17（星期五）會來賓州Lafeyette學院，接

於該地參加約翰賀布金斯主辦數理科技營之

長子回去，想順便去匹茲堡附近之名建築

Fallingwater參訪，問我是否可同去？此乃

世界著名建築師Frank Lloyd Wright之偉大作

品之一，我曾在報章雜誌為文介紹過他之生

平事蹟，求之不得乃應邀。由長子駕車

沿州際76號公路西去，途中於Somerset

附近看見路邊標識有［Flight 93 Crash 

Site］之看板，我們乃決定7月18日參訪

完Fallingwater後回費城前繞道去過訪位

在Shanksville之Flight 93 Memorial，憑

弔感激機上機組人員及乘客（除四位恐

怖份子外）為了保護美國會大廈［犧牲

小我完成大我］之偉大精神致敬並祈他

（她）們在另一世界永生！

2001年9月11日美東天氣晴朗很適

合出外旅遊，不少旅客也就來到機場，

其中有準備搭聯航93號航班波音757-200

型客機，沒料到所搭飛機上竟有4名恐

怖份子而走上死亡之旅，此班機在當天

早上預定從紐華克國際機場（已改名

為紐華克自由國際機場）飛往舊金山國際機

場。飛機上共有182個座位，但當天只搭載

了37名旅客（33名正常乘客和4名劫機犯）

和7名機員：包括2名飛行員―正機長傑生‧

達爾（Jason M. Dahl）、副機長洛伊‧荷馬

（Leroy Homer），以及5名空姐，後來知道4

名劫機客都坐在飛機前半段的商務艙以便衝

入劫持飛機轉向去美京華盛頓。

聯航93班機預定在上午8:00起飛，但由於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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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早晨機場起降數量極大而延遲至8:42分才

起飛。假如當初準時起飛的話，聯航93班機

將會和其他三架飛機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遭

到劫機並且撞擊目標，飛機上的乘客也不太

可能會有機會組織反擊。

飛機在09:02到達了35,000英尺的巡航高

度。09:24，聯航93號班機從航空運輸管制

中心那裡接獲了警告訊息：「小心任何人侵

入駕駛艙，有兩架客機已經撞上世界貿易中

心」。

到了大約09:28的時候，位於克里夫蘭的

空中管制中心聽到機長傑生‧達爾大叫「滾

出去」，隨之而來的則是駕駛艙內一陣騷亂

聲以及聽似尖叫的聲音。在40秒之後又有更

多尖叫聲傳來，而且這段期間裡飛機高度劇

降了約700英尺（約210公尺）；空中管制人

員試圖連絡駕駛艙，但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在09:32時空中管制中心聽到一個帶有阿

拉伯口音的男子――可能是齊亞德‧賈拉Ziad 

Jarrah黎巴嫩人飛行員――透過無線電喊道：

「各位女士和先生們，這是機長廣播，請留

在你的座椅上，保持坐下。我們在飛機上有

一顆炸彈，所以給我坐下。」聯航93號班

機接著調轉航向朝向東方，並且開始降低高

度。在09:39時空中管制中心聽到賈拉假冒班

機機長說道：「噢，這裡是機長廣播，我希

望你們都坐在座椅上。飛機上有一顆炸彈，

我們現在正飛回機場，到時我們也會提出一

些要求……（無法辨識的聲音）……請保持

安靜。」接著就再也沒有通話傳出了。

許多劫機後發生的事情都是透過那些

乘客和空服員與地面的電話錄音所推測而出

的，之中許多通話都是透過乘客座椅附設的

信用卡付費電話。在大約09:32開始，也就是

飛機已經起飛50多分鐘後，驚慌的乘客和空

服員開始以電話向地面聯絡。

總共有10名乘客和2名空服員打了電話，

提供訊息給他們的家人、朋友以及其他許多

地面的人員。這與其他三班飛機相當不同，

在那三班飛機上很少有乘客打了電話。藉由

這些通話紀錄，在事後的調查中人們也因此

能夠推測出當時聯航93號航班發生了什麼事

情、還原現場的情況。所有打了電話的人都

說機上只看到三名而非四名劫機客（想是沙

烏地阿拉伯人阿勒哈茲納維al-Haznawi、阿勒

納米al-Nami及阿勒甘姆地al-Ghamdi，至於另

一劫機犯賈拉想已成功侵入駕駛艙控制了飛

機，也就是如一般推測這是因為其中一名劫

機客（或許是坐在商務艙最前排1B座位、負

責駕駛飛機的賈拉）在進入駕駛艙後就沒有

再出來過，所以並沒有被其他乘客看見。

在客艙裡，三名劫機客都戴著紅色的

布頭巾，將大多數乘客和空服員趕至飛機

的後半部，兩名劫機客還手持小刀。乘客指

出第三名劫機客還帶有一個小箱子，劫機客

們宣稱那是炸彈，然而通話中便有一名乘客

表示懷疑炸彈可能是假的。在劫機開始的

時候還有一名商務艙的乘客遭到刺殺，在

通話中並沒有人知道這位旅客的名字，但

官方調查報告推測他是馬克‧盧森堡Mark 

Rothenberg――因為他是唯一一位沒有打電話

的商務艙旅客。除此之外有一名空服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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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空服員座艙長黛伯拉‧威爾許Deborrah 

Welsh，在劫機開始時被劫機客們扣留在駕駛

艙，並且和正副機長一同被刺殺了。

透過機上的信用卡付費電話和手機，乘

客們開始得知其他三班飛機――美國航空11號

班機、聯合航空175號班機、以及美國航空77

號班機都已遭劫機並且撞擊了建築物。

其中一名商務艙的旅客湯姆‧伯內特

Thomas Burnett Jr.前後打了四通電話給他的妻

子，她又打給了聯邦調查局。在第四通電話

的結尾他這樣對妻子說道：「別擔心，我們

即將會展開行動的。」

有一名經濟艙的乘客傑瑞米‧葛力克

Jeremy Glick則打給居住在紐約市的妻子，他

接著透露他將會參與乘客們組織的「衝鋒」

（進攻駕駛艙）。

一名乘客琳達‧格羅倫德Linda Gronlund

當時正與她的男朋友約瑟夫‧德洛卡Joseph 

DeLuca坐在一起，她打給了她姊姊艾爾莎。

格羅倫德說機上發生劫機，並說其他的乘客

已經知道世界貿易中心發生的事情，而且他

們正在表決要不要採取行動。

一名經濟艙的旅客陶德‧比默To d d 

Beamer試著以座椅後的信用卡付費電話向外

界連絡，但他的電話被轉給一名地面客服中

心的值班人員，值班人員又把電話轉給客服

中心主管麗莎‧傑佛遜Lisa Jefferson。比默

指出有一名乘客已經被殺害了，並且稱有一

名空服員告訴他正副駕駛都已經被趕離駕駛

艙、而且很可能已遭刺傷。他打電話時正好

是劫機客將飛機轉向東南方的時候，飛機的

突然轉向還使比默嚇了一跳。之後他還告訴

值班人員有一些乘客正計畫要「制服」那些

劫機客。依據傑佛遜的說法，比默在電話中

最後喊出的一句話是：「你們準備好了嗎？

大家上啊！」。「Let’s roll」這一詞在911事

件後也因此在美國家喻戶曉，並且成為美軍

攻打阿富汗的基地組織時的行動代號。

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就無從得知

了，但是依據黑盒子的記載，在乘客們得以

攻入駕駛艙之前劫機客們便已開始將飛機朝

地以墜毀飛機。雖然乘客們最後是否成功進

入駕駛艙並無從得知，但顯然是他們的行動

迫使了劫機客們改變最初的目標。

只有兩通電話是用手機打的，一通是來

自愛德華‧菲爾特Edward Felt、一通則是空服

員西西‧萊莉斯Cee Cee Lyles打的，兩人都是

在9:58分打的，在那之後不久飛機便墜毀了。

在這個時候飛機處於大約海拔5,000英尺的高

度，飛機墜毀的田地則約有海拔2,350英尺的

高度，兩通手機電話都只持續了1-2分鐘的時

間，接著就中斷了。中斷的時間也和飛行紀

錄中飛機遽升的時間相吻合，在飛機遽升至

大約10,000英尺後便突然開始遽降，不久後便

撞擊墜毀。

依據官方的911報告，聯航93號班機在上

午10時03分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

鎮（Shanksville）附近的一處採煤田場。其他

一些說法則稱撞擊的時間是在10時06分或10

時10分。有兩位目擊者看到飛機墜毀，那就

是飛機墜毀的方向，接著就是一陣大爆炸，

然後就看到一陣大火。很大很大的一次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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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大火和濃煙之後就是一團非常大的蘑菇

狀煙雲。

飛機大約以580英哩（930公里）的時速

撞擊地面，並且在地面撞出一個115英尺（35

公尺）寬、10-12英尺（約3.5公尺）深的大

坑，包括機上乘客、空服員、正副機長、以

及恐怖份子在內的44人全部罹難。

駕駛艙通話紀錄器的文字紀錄隨著911

事件嫌疑犯紮卡利亞‧穆薩維（Zaca r i a s 

Moussaoui）的審判而對外公布，但真正的語

音錄音仍未公佈。在文字紀錄的開端，一名

女性拼命向劫機客請求饒她一命，一般推測

這是空服員座艙長黛伯拉‧威爾許的聲音。

在紀錄的最後，還聽到有人大喊「真主

是最偉大的！」（Allahu Akbar）並且以英語

大喊的「大家快幹掉他們！」以及「我們必

須攻進駕駛艙，要不然我們都會死！」接著

便傳來一陣叫喊聲和其他喧鬧的聲音，接著

便是一陣沈寂。紀錄中還聽到鈍器猛烈撞擊

的聲音，一般推測這是乘客們利用機上的服

務餐車作為衝撞槌以撞開駕駛艙門所發出的

聲音。

劫機客們似乎在乘客發起進攻之前便

都已撤回駕駛艙，紀錄器中也聽到他們以阿

拉伯語進行禱告、互相打氣、並且偶而進行

討論的聲音，討論是否要以機艙內的消防斧

對付進攻的乘客、或是以切斷客艙氧氣供給

的方式來鎮壓乘客。賈拉還喊道：「就是這

樣了嗎？我們是不是要就此了結？」另一名

劫機客則回覆道「不，還不要。等他們全都

到這裡的時候我們才作了結。」賈拉不久後

則說「就是這裡了嗎？我們要不要在這裡墜

下去？」另一名劫機客回覆道「對，趕快墜

下去」接著則聽見大喊「趕快墜下去！趕快

墜下去！」賈拉於是將飛機直接朝地飛行，

飛機接著開始旋轉，四名劫機客則喊出他們

的遺言：「阿拉是最偉大的！阿拉是最偉大

的！」也就是說若非乘客們衝向駕駛艙否則

此機或會被劫成功飛去美國會大廈去而不在

賓州匹茲堡東南荒郊野外墜落所以我們是該

感謝這些勇士免去了美國會大廈受災毀。

在2001年9月19日，所有聯航93號班機

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都被提名頒發美國國會

金質獎章；最後並沒有通過，但他們在事後

仍被頒發了各式各樣的其他榮譽，包括了在

2002年9月10日通過建立的國家紀念館。永久

的紀念館預定將在2010年11月完工。在2001年

9月24日，總統喬治‧沃克‧布希還在白宮與

聯航93號班機的罹難者家屬們進行了一次特

別聚會。

在911事件之後，當初聯航93號班機從紐

華克國際機場出發的第17號登機門被掛上了

一幅美國國旗，國旗依然飄揚至今。聯合航

空也在登機門下方的休息室舉行了一次私人

的紀念儀式。

為了紀念聯航93號班機上的罹難者，聯

合航空在2001年10月將那條飛行航線從聯航

93號改名為聯航81號。罹難的旅客陶德‧比

默的遺孀麗莎‧比默也特地搭乘了一次這班

航線，以證明美國人並不會因為恐怖份子的

所作所為而停止飛行。副機長洛伊‧荷馬的

遺孀美羅迪‧荷馬也搭乘了這班航線，以完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2

成丈夫未完的旅程。自從911事件之後，聯合

航空宣布永久放棄「聯合航空93號班機」這

個代號，目前飛行該航線、起飛時間最接近

的聯航航班，是代號418號的班次。

陶德‧比默在電話中大喊的那句「Let’s 

roll！」成為了全國性的標語，布希總統還在

數次演講中用了這一句話。

在911事件之後，紐華克國際機場被改名

為紐華克自由國際機場。探索頻道製作了一

個名為《勇氣航班》（The Flight that Fought 

Back）的紀錄片，記載當時聯航93號班機上

所發生的事情，這部紀錄片在911事件的第四

週年進行了首播。A&E電視頻道拍攝了一個

名為《聯航93號》的電視短片，在2006年1月

30日首播。另外一部以真實事件為基礎拍攝

的電影《聯航93》（United 93）則在2006年4

月28日上映，還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

在事件後政府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設計

大賽，以選出將在聯航93號班機墜毀的地點

建立的紀念館造型。最後勝出的設計是一幅

被稱為「擁抱的新月」的構型，由一個大型

的新月狀小道構成，並在弧形的外端種植紅

楓樹和糖槭樹。

不過這個設計也引發了一些爭議，因為

那些劫持了飛機的恐怖份子是伊斯蘭教的基

本教義派份子，新月型一般被視為是伊斯蘭

教的象徵，而紅色新月型在伊斯蘭教裡則和

紅十字有相同地位。設計師宣稱這並沒有任

何影射伊斯蘭象徵的意思，不過許多罹難者

的家屬都表達了相同的質疑，因此設計師最

後同意修改。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剛參加完

高中同學西班牙遊（包括羅馬、佛羅倫斯、

米蘭自助遊）回來不久。在醫療中心看病，

看完一位病人出來想要請下一位時，竟然見

到他（她）們聚精會神眼盯電視看。我問那

部電影如此吸引人？有位護士告訴我此乃新

聞插播，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起火死傷不少。

不久又傳來美五角大廈也遭炸且有一商用飛

機失蹤。美布希總統坐上座機升空去安全處

應變處理危機。我回過神後想起兩位女兒都

在紐約市中心工作，因我得繼續看病乃請內

人去追蹤，不久她來電告知所幸當時沒去附

近，但交通一片混亂，只得走路回住處（謝

天謝地都平安無事）。傍晚回家後繼續收看

新聞，知道失蹤之聯航93號班機已找到可惜

墜毀在賓州西部，沒人生還（原因不明大家

算是放了心）美總統也回去白宮，後來方知

此不幸機也是和其他三機同為被劫機，惟一

不同乃恐怖份子因機上勇士起來反抗，乃放

棄原來計劃而墜毀大家同歸於盡，詳情已如

上所述。大部分資料摘自維基百科聯合航空

93號班機恐怖襲擊特此致謝。

言歸2015年7月18日參訪完Fallingwater

後和二女兒全家人話別，向遊客中心索取資

料問明路徑乃和長子駕車左轉沿381北行六英

哩，再又十六哩進入281北，續走8點5哩進入

Somerset村莊。還開一點七哩走進北219而入

30東再又八點五哩，在路邊有Flight93國家紀

念公園入口。乃依指示向Memorial Plaza開去

（遊客中心包括展示廳預定今2015年9月竣工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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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停後我們也和其他人（因心情多沈重

故不忍心稱觀光遊客）一樣，先走入介紹聯

航93號班機墜毀事件之相片介紹（1~2）對

他（她）們英勇犧牲肅然起敬，但盼歷史不

會再重演。繼之沿當時該機向下墜毀路徑而

建之水泥通道走去紀念碑瞻拜（本以為會建

有集體塚，也許或因內有四劫機恐怖份子而

作罷，但也有一位美國漁業及野生工作人員

不幸喪命）只好象徵性的在正鴐駛紀念碑前

（相片3）合十默禱盼死者得永生而離去踏上

歸途。

其實墜毀處Shanksville原來名不見經傳，

人口不到250人（全為白人）面積只半平方

公里，1798為德移民Shank建了cabin於Stony 

Creek，1913以Shanksville被承認。地勢稍高

680米，墜落處原為森林區如今一片光禿禿。

事發當時附近城鎮義勇消防人員趕到找

生還者，可惜遍找不到。

目前墜落地建有國立紀念公園，不久遊

客中心也會對外開放參觀（該是配合911第

十四周年紀念）。如此有關資料包括當天通

話，黑箱子內容等會在室內展覽也會有特別

設計之節目來追悼死難者並引以為戒，小心

警惕別再重蹈覆轍，讓悲劇重演。紀念公園

開放時間：夏天（5月到10月）―上午九時到

下午七時（遊客中心則下午五時關門）。冬

天（11月到4月）―提早一小時關園及中心。

不過憑悼客必須在關閉前半小時入園才可

以。又聖誕日及元月一日不開放。寄語有關

當局或也得預防恐怖分子來破壞。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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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歷史小故事

「歷
史」本身似乎與醫學無關，真

的嗎？您總聽說過疾病，尤其

是傳染病的大流行，會改變人類的歷史吧！

而「醫學（歷）史」則比較像是醫生該懂得

的，至少吾人寫論文時習慣先引經據典地說

哪一年什麼人首次發表此病症之類的，但這

與疾病的診療是否有直接的關係則較少提

及。筆者認為「學歷史」最大的盲點在於沒

能吸取失敗的教訓，故常會重犯過去的錯

誤。古希臘時期已經有「歷史學」，西元前

的歷史學家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曾說「歷

史有兩隻眼睛：一隻是年代（chronology），

另隻為地理（geography）」。「地理」不單

指地點，它也應包括氣候等當地（當時）的

環境，亦即歷史並非祇講何時（何地），而

是還要談及什麼背景下此事發生。

蓋history原指由探究所得到與（發生）事

件相關的消息；現則偏重於「對於過去的研

究」（study of the past）。另一困擾的名詞為

natural history，翻譯成「自然史」似乎沒錯，

但其真義為何？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又該怎麼翻呢？醫學上常談到疾病的「自然

史」，指的是：經過一段時間，某疾病自然

發展的過程。其實原來natural history指的是整

個自然世界的研究，涵蓋各種自然現象；此

研究主要靠科學的觀察，而非實驗（培根，

1620）。所以「自然（史）」博物館展示的

內容為宇宙和地球的發展，生物與環境（和

人類）的相關互動等。（試想：達爾文的演

化論之前，上帝只花六天創造了萬物，那有

「自然的歷史」可言？）

回歸正題，本文要先談的是「眼」這

個字的歷史。眼在中文和日文、韓文漢字的

寫法均相同，說是形聲，但日文和閩南語的

「眼」比中文念起來較接近「艮」。而其所

從的目則純為象形：甲骨、金文（商周）為

橫寫，像一隻眼睛的樣子；小篆（秦）以後

把眼睛豎起來寫。目字除指眼睛外，生物分

類學在綱（class）和科（family）之間有目

（order）；而綱目、科目則各另有其意，網

篩子上每平方英吋的開口數也叫目（mesh）

（您知道米苔目嗎？）。又圍棋術語中計

算地盤大小的單位亦為「目」（圍棋中的

「眼」則應另有所指）。眼的其他用法包括

心眼、死心眼、針眼（不是指麥粒腫）、節

骨眼、颱風眼等。又，您知道肋眼（rib-eye）

指的是牛的哪個部位？

英文eye，拉丁文oculus延伸有ocular、

b i n o c u l a r s（雙筒望遠鏡）等，希臘文寫

optos（視覺），演變成optics、photopsia

（光視症）、optic nerve等，同是希臘文的

ophthalmos，如ophthalmia、ophthalmoplegia

之類。而德文則為Auge，不一而足。眼科

學的歷史很久，但是否如邱吉爾所言「回顧

文／林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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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愈古早，向前看得愈遠」（相當於孔子說

的：溫故知新），則有待諸君自評。至少我

們知道四千多年前的巴比倫王朝就頒布過

Hammurabi法典，內容有關眼科malpractice

的規範，比後來聖經的「以眼還眼」早了很

多，也更詳細。西元前一千六百多年的埃及

也有所謂的Ebers Papyrus（莎草紙書），裡面

記載砂眼病的描述，包括治療的用藥。古代

的醫療屬廟宇體系，僧侶就是醫生，醫生就

是僧侶，可想而知彼時的醫療仍充滿著神祕

的宗教和巫術色彩。

希臘、羅馬時期，醫學之父Hippocrates

（460-377? BC）雖出身醫神Aesculapius廟

宇，但卻拋棄「超自然」的桎梏而回歸「自

然」（physician原意為自然術士，而naturalist

為自然學家，physicist則是物理學家）；「幽

默」大師的體液（humour）理論深植人心。

而西元第二世紀的Galen雖也號稱大師，但其

實有點徒具虛名；至少他以為水晶體為眼球

的視覺樞紐，錯誤的觀念幾乎使眼科學的發

展陷入長久黑暗時代（Dark Ages）。

當時亞歷山卓（Alexandria）的醫學算是

發展得相當不錯，例如Celsus在西元29年編

寫的醫學百科書“De Medicinae＂即已描述有

白內障的針撥（couching）法（應是從印度

傳入的）。古時候不知水晶體為何物，怎就

開刀了呢？原來彼時的體液學說認為眼球內

有過量的體液（青光眼為「綠」內障，但二

者常被混淆）堆積在水晶體前面，擋住了視

線讓水晶體看不到東西。cataract原意為（水

濂洞般的）瀑布，有圖為證（相片乃美加間

Niagara瀑布在加拿大境內「從洞內往外看」

瀑布的情景）。Cataract的字源大概就是這個

意思，所以針撥法祇是撥掉擋在水晶體前面

的障礙物。那水晶體呢？還是在從外邊看不

到的眼球中央部位呢!這種觀念支配了眼科界

長達一千四、五百年，直到Kepler在1604年提

出網膜才是視覺感受的主要組織，水晶體只

負責折射（屈光）。

而祇懂得金針撥障的眼科醫師也一直到

十七世紀下半才開始懷疑白內障是否即為混

濁的水晶體，臨床病理的確證則在十八世紀

初由Michel Brisseau（內科醫師）利用已知患

有白內障的死人，先撥下白內障，再解剖眼

球一探究竟，果真……。Brisseau在法國皇家

科學院發表後，大家才相信白內障其實就是

混濁的水晶體。

※本文部份內容已刊載於台灣眼科學術教授

醫學會，銀海經緯2014秋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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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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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日本東北看祭典

日
本東北地方在長達半年的嚴冬一過，就

開始準備節慶來歡迎短暫的夏天，節慶

多集中在七、八月間。

籌劃與準備

首先選擇想看的祭典：青森睡魔祭

（Nebuta），秋田竿燈祭，仙台七夕祭加上山

形花笠祭與盛岡三颯舞為東北五大祭。再加

進本八戶三社大祭，弘前睡魔祭（Neputa）和

五所川原立佞武多祭（Tachi-neputa），新潟

新潟祭，總共九祭典是我的定案。

因機票車票都是兩星期票，會多出幾天

時間，於是加進三大名瀑之一的袋田瀑布，

裏磐梯五色沼，淨土浜與三陸鐵道，下北半

島，山寺（立石寺），和山本五十六的故鄉

長岡等。我們夫妻倆共只帶中型旅行箱，中

型背包以及側背包各一共三件。行動方便又

可以放進火車站的寄物箱（Locker）。

旅行去囉

2014年7月29日：

飛成田機場Terminal 2，過了海關前往B1

的JR將預先在台灣購好的Exchange order of a 

JAPAN RAIL PASS換取JRPass。乘坐開往東京

的Narita Express（N’ex）到東

京。

7月30日：袋田瀑布

早餐後來到上野站。乘常

磐線Super Hitachi 7號前往水

戶，再轉乘水郡線到目的地小

站袋田。出站，上開往瀧本―袋田瀑布的巴

士，十分鐘就到終點瀧本。走過溫泉旅社餐

廳街，爬上一個小坡，付「利用料」¥300進

去，經過長276 m高3 m寬4 m有照明的袋田瀧

觀瀑隧道，就有吊橋，第一觀瀑台，再坐電

梯上去就有第二、第三觀瀑台等。

袋田瀑布是與華嚴瀑布，那智瀑布並稱

為三名瀑之一。高120 m寬73 m因分成四段而

下故又名四度瀧。觀瀑後回袋田車站，搭水

郡線往郡山。夜宿郡山。

7月31：五色沼本八戶之三社大祭（圖1）

乘郡山開的磐越西線往豬苗代。豬苗代

出了一位偉人叫野口英世博士，是位1928年

在非洲死於黃熱病的細菌學家。他曾經三度

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當地的野口英世

紀念館因離站太遠而未克瞻仰頗覺遺憾。

乘巴士到達五色沼。所謂五色沼乃毘沙

門沼、赤沼、深泥沼、竜沼、弁天沼、琉璃

沼、青沼、柳沼所組成的湖沼群。因沼水成

分不同而呈現多種色彩，故名。其自然探勝

路，據旅遊資料長3.6 km，需時1~1.5 hr。終

點是裏磐梯高原物產館。回程經豬苗代、郡

山、仙台、盛岡、八戶到本八

戶（Hon-Hachinohe）。八戶的

三社大祭是號稱已有290年歷

史的三神社共祝的祭典，為期

五天。而今夜正是前夜祭。只

有山車（花車）的展示與囃子

文／黃國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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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音楽）實演而無遊行。山車高約三層

樓，多以傳說或歷史故事為主題。車車彩色

鮮艷絢麗精細。夜宿盛岡。

8月1日：盛岡之三颯舞（圖2）

今天晚起。到車站西口市民文化廳Malios

花¥500買傳統三颯舞競演會（13:00-16:20）

入場券。表演開始的第一個節目竟然是來自

台中的舞龍舞獅隊。接下來就是個別隊伍的

競演。競演中有由五位Miss三颯和一隊Miss太

鼓的表演（非競演隊伍）最為熱力四射。

傍晚看遊行隊伍。經開運橋順著指標走

到遊行隊伍的終點時恰遇Miss三颯和Miss太鼓

組成的先頭部隊抵達。繼之源源而來的各隊

伍有男有女，也有幼童。服裝爭奇鬥艷，隊

伍龐大人數多。九時許盡興而還。宿盛岡。

8月2日： 淨土ヶ浜遊覽船 三陸鐵道=三鐵 大

湊睡魔祭

早起，坐巴士到宮古。再換巴士去淨土

ヶ浜，走沿海濱的木橋步道到遊覽船碼頭。

淨土ヶ浜因曾有高僧靈鏡和尚來遊，讚嘆此

海岸［猶如淨土］，故名。

遊覽船駛出不久，俗稱海貓的海鳥狂飛

亂舞船四周。當觀光客餵食麵包時，或從手

中或在空中啄走，技術一流。我們坐的是40

分鐘周遊航路。經蛸浜、蠟燭岩、夫婦岩、

潮吹穴、姊崎後回航，最後駛經海燕繁殖地

的日出島而歸港。回宮古。趕

上因大海嘯全毀而於今年四月

才修好通線的三陸鐵道到久

慈。經八戶，野邊地抵達下北

半島入口的大湊。飯店櫃台告

訴我今晚大湊有睡魔祭，真

是意外。我們走到會場在評審台前面佔個位

子。不久花車隊漸漸通過。每一個單位之組

成大致是：最前頭一輛小山車載著音響和太

鼓，後面跟一小隊三四十人的舞群，最後是

精美立體且大如卡車的大山車。山車多以日

本或中國的人物故事為主題如源賴光，酒吞

童子，呂布，林沖等。共二、三十隊伍中有

男有女，有老有幼。想不到這麼一個僅有一

條大街的小鎮會有這麼多的人與精力辦這樣

的盛會。甚為感嘆。宿大湊Folkloro Hotel。

8月3日： 下北半島遊覽=大間崎  佛ヶ浦  恐

山 尻屋崎

在旅社大廳等下北半島遊覽車。不久自

稱Guide的男子來帶我們上巴士。

日本本州最北方有兩個半島像兩個瘤般

突出。西邊一個是津輕半島，東邊一個就是

今天的主題：下北半島。在德川幕府末期，

幕府命會津籓主松平容保任京都守護一職，

得罪勤皇志士。明治維新會津籓無條件投降

後被移封到這鳥不生蛋的下北半島設立斗南

籓。這裡一年除了夏季幾個月都是冰封世

界。

第一站是大間崎。是“本州最北端之

地＂也是日本鮪魚一竿釣的聖地。廣場除了

最北端柱標，還有石川啄木紀念碑和實物大

小的鮪魚塑像。

第二站是仏ヶ浦遊覽船。

目的地仏ヶ浦海岸有許多白色

尖錐狀或屏風狀等巨大奇石。

這一帶都是數千萬年前自海底

隆起的海蝕綠色凝灰岩地帶。

凝灰岩經過風化雨淋而形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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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奇岩怪石。這些怪石很多都有名字：如

屏風岩，天龍岩，貓頭鷹，公母雞，五百羅

漢，蓮華岩，如來首，二宮金次郎（日本苦

學有成的學者）等等。

第三站是靈場恐山（osoresan）。恐山全

名恐山菩提寺。供奉延命地藏菩薩。一千二

百年前由慈覺大師開基。四周圍繞八座山形

如蓮華。是全日本死靈的故鄉。想找逝世故

人來這裡就對了。到處有噴出火山瓦斯及水

蒸汽，充斥硫磺味的所謂地獄，之外有父母

供養小孩的賽之河原。在地獄區外有一寧靜

湖泊名為“極樂世界＂。

第四站是本州最果（さいはて）之地尻

屋崎。此地有日本最古老的磚造燈塔照亮津

輕海峽，同時也是寒立馬放牧地。Guide說：

寒立馬已是碩果僅存的保護類。文獻上說曾

經僅存四隻而現在經保育增加到四十隻，那

麼我們看到的應該是全世界寒立馬的大部分

了。回大湊，經野邊地到八戶。宿八戶。

8月4日： 青森睡魔祭（ねぶたまつり）（圖

3）

青森站人潮洶湧。我們先到青森縣觀

光物產館邊廣場的大帳棚，那理陳列著今晚

遊行的部分山車。比大湊的大很多，色彩鮮

艷，立體，作工精細。

傍晚路上開始有一輛又一輛的山車現身

就位。原來青森花車是先在新町通，平和公

園通，國道七號，與ASPAM通排成一圈大長

方形，各就各位。時刻一到，一聲令下，全

部山車就同時起動。繞行一圈回到出發點就

算大功告成。

我們在平和公園通找位子站。時間一

到，市長跳起開幕舞。後面跟著議長、議

員、職員再來是遊行隊伍。每一隊的構成有

笛手、太鼓手、跳人、扇子持，手振鉦。遊

行中邊喊Rassera-Rassera邊手舞足蹈。睡魔

車一台台燈火通明，高大生動。白天被關起

來的也都出籠了：剛力、鍾馗、鬼神、瀧夜

叉姬、鬼童丸、雷神、淺草觀音、武內宿禰

等，刀光劍影，殺氣騰騰。不虧是東北第一

大祭。

8月5日： 五所川原―立佞武多（たちねぷ

た）祭弘前―睡魔（ねぷた）祭

（圖4、5）

弘前地區有兩個睡魔祭―五所川原及弘

前--都想看，但時間卻只有一天。所以只好分

成白天看五所川原。晚上看弘前。

早上到五所川原立佞武多館。所謂佞武

多是睡魔Neputa的諧音漢字。別地方的睡魔都

是寬大於高，只有這裡的是站立的。進入館

內赫然看見三基高聳的山車：陰陽梵珠北斗

星、和籐內（鄭成功）、鹿鳴大明神與地震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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鯰。規格是高23公尺，重19噸，非常巨大。

觀眾可以乘坐電梯直上所謂的四樓。近距離

觀看山車頂端部分。再順著斜坡走道由上往

下看整個立睡魔。

弘前睡魔祭有多條遊行路線，今晚的路

線是驛前行程。冒著雨往起點，找到個不錯

的站位。不久隊伍靠近，也聽見當地獨特的

喊聲Yah-ya-Doh。弘前睡魔之運行隊形依序為

前燈籠（町印），個人小燈籠（數十人），

前山車。引曳手（數人），大山車，囃子，

最後是手摺鉦。弘前和青森的差異是：青

森睡魔全是立體人形型，而弘前則除了少部

份為人形型外其餘多為扇形。扇面畫滿取材

自三國志或水滸傳等之人物情景。無一處空

白，色彩繽紛，筆觸精細，人物豪邁，表情

誇張。電視報導今夜有一引曳手被山車的升

降台夾死。真是不幸。

8月6日：秋田竿燈節（圖6）

今天是秋田竿燈節的最後的一天。所

謂竿燈是在12米長的竿上吊46個提燈共重50

公斤由頭綁缽卷身穿半纏栲衣腳踏足袋草履

的「差手」以力四技六之妙技把竿燈耍弄於

掌、額肩、腰之間。是東北三大祭之一。豈

知昨夜一陣大雨使弘前往外的鐵道淹水無法

通行，只好在車站等待。

直至午後，終於有班普通車到秋田。匆

匆冒大雨趕去本竿燈會場。心

中耽心祭典會不會因雨中止。

快到會場時遠遠聽見宣布祭典

開始的聲音，也看見很多光點

在遠處空中搖晃著，趕抵現場

看見好幾根竿燈在黑暗中冒雨

表演著。竿在掌額肩腰間如生物般移動，真

是力與美的極致。但有點竿滑，險象環生。

正當我們忙拍照時突聞主事者宣布因雨

危險中止進行。雖有點失望，但在此大雨中

能看表演十分鐘，已經是難能可貴不枉此行

了。夜宿秋田。

8月7日：山形花笠節

今天的預定行程較鬆。心想既來東北

就把東北的新幹線坐全。就從秋田到仙台，

仙台到福島和福島到山形，轉了一大圈到山

形。車站大廳正好有一隊約四十人的男女舞

群在跳花笠舞。有戴花笠的，有拿花笠的，

有撐花傘的。繞成一長橢圓形，舞得香汗淋

漓。

本來天氣不錯。但五時許雨下來了。越

下越大。到了遊行出發點但見一隊隊舞群，

擠在人行道或建物的亭仔腳裡躲著雨，蓄勢

待發。雷雨交加中大家仍站在起點冒雨等。

果不其然，時間一到音樂響起，先頭部隊濃

妝豔抹身著紅衣開舞了。大家忙拍照。也有

人拍手鼓舞。忽然間有聲音宣布因有雷雨一

切中止。愕然中隊伍散去了。觀眾也慢慢走

開。回途中仍能看到老少舞群瑟瑟縮縮避雨

避寒。心想：他們準備整年為此一刻卻因雨

而前功盡棄，不免同情起來。哪知離開會場

不過十多分雨簡直停了。真可惜。夜宿山

形。

8月8日：山寺 仙台七夕祭

晴天。坐早班車來到山寺

（地名）。山寺全名叫寶珠山

立石寺是國定史跡名勝之一。

因芭蕉「奧之細道」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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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日枝神社登山口，再走不遠就到了山寺

登山口。登階而上就是國指定重文的根本中

堂，裡面有不滅法燈。從本堂拐左經芭蕉句

碑，日枝神社，芭蕉與其弟子曾良像等而到

達山門。付¥300入山料進入寺境內。這裡正

是壹千壹十五階石階的開始。循階而上經姥

堂，蟬塚，仁王門，一路上都是稍陡石階。

整山覆蓋鬱蒼高聳的老松有如仙境。走右邊

登山道，經觀明院，性相院等直達終點奧之

院大佛殿。稍事休息就開始下山。逛右邊的

三重小塔，華藏院，下階往右方的開山堂，

再深入到裡面的五大堂。從這裡可以鳥瞰附

近的全景，是山寺首屈一指的觀景點。觀景

時看見電車蛇行過站。下山較快，穿過山門

右折，經拔苦門，本坊而下山。

話說，仙台是戰國梟雄獨眼龍伊達政

宗的仙台籓六十萬石的居城，是東北第一

大城，別名杜之都。而每年八月六到八日的

三天是東北三大祭之一的仙台七夕祭。七夕

祭與其他祭典最大的差異在於它是靜態的。

在類似意大利米蘭Galleria V Emanuele II的

商店街通道蓋上高玻璃屋頂，又從那屋頂吊

下滿街無數高達十公尺以上的七夕飾。七夕

飾形狀有點像祈求晴天的照照娃娃。型式有

短冊、紙衣、折鶴、巾著、投網、屑籠、吹

流等七種而各有其祈願意義。形形色色由玻

璃屋頂一直垂下到行人胸前，絢爛豪華，色

彩繽紛。行走其中猶如迷失於七夕飾叢林之

中。一切人與物都在搖晃的七夕飾尾巴間若

隱若現。透著一份無法形容的閒雅氛圍，令

人陶醉其中。車站大廳雖也吊著許多七夕

飾。但主要還是在一番町通和從驛前通直連

至一番町通約八百公尺長的中央通。我倆手

牽手鑽走拂面的七夕飾中重拾童心，不亦樂

乎。

8月9日：長岡 新潟

離開仙台往長岡。長岡出兩個英雄：

河井繼之助與山本五十六。我們參觀故日本

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的紀念館。又

到他的紀念公園，這裡有他的銅像和生家故

居。

到了新潟始知歷年都在8月9日舉行的

「大民謠流」今年已在昨天8日舉行過了，幸

好當晚還有煙火大會在信濃河畔舉行。雖然

傍晚又下起雨來，但煙火如期施放。煙火是

由江心的三隻船配著音樂施放，絢麗壯觀不

虛此行。盡興而歸。如無煙火Show，新潟算

是白來了。夜宿新潟。

8月10日：輕井澤 東京―上野

雨，不小。仍照計劃去輕井澤。但雨

中輕井澤乏善可陳，提早離開。到東京放好

行李，去上野的「亞美橫丁（アメ橫）」買

些巧克力和零嘴好給在嘉義的運動伙伴們當

「等路（伴手禮）」夜宿東京。

8月11日：回家

回家真好！

後記

前後十五日每天走馬看花換地方，雖然

後半段受颱風尾影響，卻都還能滿足基本要

求。今年夏天又到，或許此遊記可供同好參

考。

（作者係醫科1960年畢業，開業骨科，現已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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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度 遊 南 美

1992年我就職芝加哥大學婦產科教授，

於 1 1 月南美初夏時份參加在阿根廷

（Argentina）首都布宜諾斯愛里斯（Buenos 

A i r e s）舉行的第八屆國際妊娠高血壓合

併症學會的年會。除了發表胎兒成長設限

（IUGR）研究論文之外，也主持了一個胎

兒及新生兒講座。前妻許世真同行，暢遊阿

國市內郊區，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交界的

伊瓜斯大瀑布（Iguasu Falls），及巴西首都

聖保羅（Sao Paulo）。事隔二十多年，我

和夫人韓淑清參加由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主辦的南美之遊，於2015年5月

20日至6月5日共17天，暢遊智利（Chile），

烏拉圭（Uruguay），阿根廷（Argentina），

巴西（Brazil）及伊瓜斯大瀑布。再度將23年

前的模糊印象重新刷新，也思念當時同行的

前妻許世真，她已辭世四年。

我們住北加州東灣，南美算是遙遠的

地方，飛機由舊金山至洛杉磯需一小時半，

轉機等候3小時，再飛至智利的聖地亞哥

（Santiago）則長達13小時，全程約18小時。

回程則由巴西的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

飛到紐約10小時，轉機等待3小時再飛回舊金

山6小時，總共19小時。此次南美之遊是陸上

旅遊，但是由聖地牙哥飛烏拉圭的蒙地委利

俄（Montevideo），由布宜諾斯至伊瓜斯瀑

布，由伊瓜斯瀑布至里約三段也是乘飛機，

每次2小時。全程有43小時在飛機上，個個成

了空中飛人。

智利

我們第一站是智利的聖他克魯茲（Santa 

Cruz），是釀酒聞名的小城，沿途看到田野

小屋，農舍，很像60年代台灣的鄉村，市鎮

街道狹小，可是旅館古色古香。翌日先參觀

一新教堂，乃地震後重建。再去著名的古跡

博物館（Colchagua Museum），內有石器時

代的化石，印加（Inca）王朝的版圖和遺物，

古代佩劍武器，部份展館展示珠寶，另一展

館為達爾文由年輕到年老的事蹟展示，非常

值得。中午則由一位擁有大片土地的小婦人

Cota以蔬菜水果供應午餐，大家欣賞美味的

青豆湯。最後到釀酒工廠品嚐美酒，坐纜車

上山觀看葡萄園美景。下午則到山區Lolol，

看地震破壞的房舍和新近的整修。旅遊第二

站是智利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此城由

1950年代開始發展，2010年地震後重建，舊

城在西邊有不少16世紀的建築，古色古香，

有些歐洲風味。新城在東邊，很多高樓大

廈，兩邊由河底隧道相連。早上參觀原住民

手工藝商店（Handicraft Market），下午乘巴

士作City Tour，在總統府廣場下車，先在總

統府前拍照（圖1）。左邊有前總統Salvador

（1908-1973）銅像，廣場有武裝衛兵和警

犬，但不妨礙遊客，且能和他們合照。我們

又去看聖地牙哥大教堂，裡面高大，中間有

金璧輝煌的主壇，四週有些畫像，一側有分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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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小堂可做小聚會，坐位分兩排，大約可

容納600人或更多，教堂外廣場有騎馬將軍的

銅像，遊客擁擠。翌日則去另一城市瓦巴雷

索（Valparaiso），是智利的主要出海口，也

是智利的舊首都。目前智利的國會在此城。

我們沿著海濱走，一邊看海，一邊看山坡上

漂亮的房子。當日風光明媚，十分賞心。山

坡重疊的房子有點像舊金山，海岸則有如法

國的尼斯（Nice），或美國聖地牙哥，拉荷

牙（La Jolla）海濱的感覺。晚上住進Marriott 

Hotel卻碰上中共總理李克強訪問智利，也

投宿該旅館，戒備森嚴，我們只能由後門進

入。

烏拉圭

烏拉圭為南美第二小國，人口只有300

多萬，其中近一半的人口集中在首都蒙市

（Montevideo）。我們進城時街道塞車寸步難

行。此城位於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

河岸和阿根廷的布市隔河相望。次日我們

先到旅館外面的獨立廣場（ Independence 

Square），中間有烏國國父Artiga的銅像。

然後乘車去看足球場，農產品市場，舊政

府辦公室。我們也去馬夫博物館（Gaucho 

Museum），他們的馬夫背著一把大刀，騎馬

看管主人牧場或農場，和過去美國的牛仔有

些相似。在烏國的主要旅遊項目是翌日去參

觀私人農場，Finca Piedra。主人夫婦已七十

多歲，住法國，農場由其女婿Jason經管，僱

有女工，農工，及馬夫20多人。擁有大片葡

萄園，釀酒，養有乳牛，雞鴨鵝，及三隻可

愛的水豚（Capybara）。此動物有如大型的天

竺鼠，性情溫順，行動緩慢，任人觸摸而不

驚（圖2）。主人以烤牛肉，烤雞，香腸，馬

鈴薯，美酒待客，大家非常高興。離開農場

開車1.5小時到Colonia市，為渡河去阿根廷的

渡口（即拉布拉達河最狹窄處），現任總統

住在此城。1680年葡萄牙人首建此城，之後

和西班牙人互爭，換手數次，直到烏國獨立

為止。我們在此出境，乘渡輪約1小時即抵達

阿根廷的布宜諾斯愛里斯。

阿根廷

阿根廷是南美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其首

都布宜諾斯愛里斯是個相當現代化的城市，

市容整齊，街道寬廣，很像歐洲大城市的建

築。記得1992年建築大部份為五六層樓房，

現在都變成高樓大廈。23年前，國際會議後

晚餐在一位阿根廷教授的豪宅。貴賓齊集，

佳餚美酒，享受了一睹阿國富豪人家室內

的佈置，有如置身皇宮。另一晚上則到大劇

院觀賞舞台上拉丁熱舞探戈，吉魯巴等等，

感受到拉丁美洲人的熱情。翌日則到郊區騎

馬，晚上享受烤羊排。一隻一隻羊都以鐵條

貫穿倒立在烈火上燒烤，構成一幅很奇特的

景觀。

作者夫婦在智利總統

府前留影

1

作者和烏拉圭農場水

豚合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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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旅遊我們乘車作市景遊，首先到

總統府廣場，有一棟紅色建築，就是阿國女

強人Evita Peron（為當時總統Juan Peron的

第一夫人）演講的地方。這個廣場叫Plaza 

Liberator Grad（即自由廣場）。又去看市長

大樓（Plaza de Mayo），Casa Rosada（天主

教教堂，是現任教皇Pope Francis以前工作的

地方）。綠色圓頂的國會大廈則在San Martin 

Square，和總統府遙遙相望。車子再到移

民聚集的貧民區La Boca，然後到San Teino 

Market，出售種種藝術品，許多商家安排一男

一女表演探戈舞，招攬生意。最後車子駛向

最寬廣的大道Ave of July 9th（以阿國的國慶

日命名），我們的旅館Emperador Hotel就在此

大道的盡頭。

阿根廷於1510年開國，1816年獨立，

1976年至1982年軍人執政，恐怖統治，很多

年輕人突然失蹤（約有兩萬人失蹤）。他們

的母親到總統府廣場抗議，留下白色圍巾的

印記。Evita（原名Maria Eva Durate）是一位

少女，在演藝界成名，1945年和當時掌權的

軍人Juan Peron結婚，是Juan的第二位夫人。

1946至1952 Juan Peron就任阿根廷總統，Evita

就成為很有權力的第一夫人，Juan Peron死後

3年，Evita就繼任為女總統3年，後來她因子

宮頸癌33歲就死了。Evita有權時照顧貧困人

民，甚受人民愛戴，後來有Evita的電影，流

傳全世界。

5月29日，我們到布市北郊的高級住宅

區，位於拉普拉塔河出海口，叫Tigre Delta，

是大河流入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帶。我們參觀

一個富豪的住宅和庭院，也看了附近一所天

主教堂。後來乘小型遊艇在拉普拉塔河內繞

一圈，看到許多富人夏天的別墅，河水混濁

呈土黃色。河中有快艇，運輸船，及供人民

使用的公車（River Bus），來來往往。晚上在

一個探戈小劇場，先由一男一女教導大家基

本步，晚餐後再看職業舞者表演。1992年我

們參觀的是正式大場面，這次我們去過許多

小地方，觀感有所不同，但是我覺得阿國人

民生活頗為現代化，年輕人很多，少女展現

時裝到處可見，他們也有貧富不均的問題。

伊瓜斯瀑布

南美旅遊的高潮應算是觀賞伊瓜斯瀑布

（Iguazu Falls）。這個瀑布位於阿根廷，巴

西和巴拉圭（Paraguy）三國交界處，是流

經原始林的亞馬遜河（Amazon River）由高

處向山谷傾瀉形成的急流瀑布。世界三大瀑

布依序應為非洲的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伊瓜斯瀑布，和美國加拿大邊界的

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尼加拉瀑布分

成美國與加拿大兩個分流，可在美加兩邊觀

賞，瀑布的寬度深度都很壯觀。可是伊瓜斯

瀑布更廣，更多層，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個瀑

布組成（水源豐富時超過200個瀑布），也可

由阿根廷和巴西兩面觀賞。我們先觀賞阿根

廷境內的Upper Falls，那裡水聲響亮，有如雷

鳴，更像大雨在身邊傾盆而下，眼見數十處

大小瀑布一瀉數十丈，甚為壯觀。那天是太

陽高照，一道彩虹橫跨山谷，更增情趣。我

們由不同的角度頻頻拍照，逐漸記起20多年

前遊歷此瀑布的回憶。事隔20多年，城市景

觀大為改變，可是上帝創造的這個偉大自然

景觀，似乎永遠不變。翌日再到巴西境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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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Falls觀賞，乘電梯到谷底，更接近萬

馬奔馳下坡一般壯烈的水柱，勇猛往下衝。

隆隆水聲震破山谷，更能由便道走到水煙濛

濛，雷吼震耳的魔鬼喉嚨（Devil’s Throat），

非常接近水柱滾滾往下衝的岸邊。20多年前

我們乘皮筏船，穿救生衣，駛進瀑布激盪的

下游，和水柱挑戰，非常刺激，驚險萬分。

此次我們沒有再度嘗試。此次重遊伊瓜斯瀑

布，拍了不少相片（圖3），景觀深印腦中，

終生難忘。

巴西

23年前我們去了巴西首都聖保羅，沒

有去美麗海岸和山景的第二大城市里約熱內

盧，頗感遺憾，因此這次旅遊專挑里約。

許世真的五舅父洪耀星夫婦在1950年代

全家移民巴西，住於聖保羅的Mogi das Cruz。

此區有很多日本移民，他們的媳婦有兩位是

日本人後裔。該地區安全富裕，洪家在聖保

羅市中心開設一家百貨店「幸福之家」。我

們抵達當晚，洪家三代十多位準備了一桌

豐盛美味的晚餐迎賓。次日其四子帶領我們

到聖保羅市中心逛街。巴西本地人有黝黑的

皮膚，年輕人行動敏捷，常露笑容，易於親

近。他們似乎喜愛音樂，不太講求生活品質

的樂天派。聖保羅的市容整齊，似乎不比阿

根廷的布宜諾斯愛里斯差很多。我們走了幾

條街，體會大城市熱鬧的滋味，可是人潮擁

擠，據說扒手相當猖獗，要注意看緊自己的

錢包和手提包。五舅父舅母是社交舞高手，

他們正式收學徒教舞。我們也趁機充當學

生，可惜沒有複習，幾年過去，優美的花步

早就忘光了。

我們此次去里約之前一晚住B o u r b o n 

Hotel and Resort，是離瀑布不遠的一個休假

中心。當晚到一個很大的舞蹈秀場，共有兩

個場地，一邊是大眾化的Show Refain，另

一邊是IPORA則為精緻的小劇場。我們先吃

Buffet，再去後者觀舞共有17個節目，包括

Tango, Malambo, Mulatas等舞蹈，Evita, Bahia

等歌唱，Mexico, Paraguay, Carnaval等樂器演

奏，還有特技表演，直到午夜，曲終人散。

翌日早餐後為自由活動時間，我們看了休假

中心的兒童遊樂場，禽鳥小猴子，菜園，果

園，在樹林茂密的小道穿梭。下午的飛機飛

了兩小時抵達里約的西拉頓旅館（Sheraton 

Rio Hotel and Resort）時已夜幕低垂（南美初

冬時份，下午五點天黑）。

翌日早上，陰雲密佈，車子往北開，過

了兩個山洞，天氣忽然轉晴。我們先坐高山

火車，再搭兩段Escalator上到基督石像（The 

Christ the Redeemer Stature）的山頂。該石

像手臂向兩邊伸開，表示赦免世人罪過的胸

懷。耶穌的臉和過去許多圖像相似，只是沒

有鬍鬚。石像高聳，環視里約全市，乃是世

界著名的景觀。由波蘭人Polanosky設計建

造，由1926年至1931年才完成。高度150公

尺，兩手距離95公尺。遊客爭相拍照（圖4）

留念。我們再到Sugar Loaf的高突山峰，坐大

型纜車分兩段上山，往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作者遊伊瓜斯瀑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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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市街房舍，海灣，景色之美，令人讚嘆

不已。我們也去海灘觀賞，很長的海灘，游

泳，拍照，嬉戲，日光浴比夏威夷的Waikiki

海濱更誘人。下午我們也參觀了H. Stern的寶

石商店和其製造工廠，很值得參觀。

在里約的最後一天參觀移民聚居的地

區和皇宮，也看了一個很大很特別的教堂

（Candelaria Church），此教堂很高，外觀成

角錐形。教堂內四面都有彩色玻璃表現不同

宗教意義的圖樣。教堂外當天因慶祝特別節

日用各種彩色鹽細砂和木屑鋪成很長的像地

毯一樣的圖騰，從教堂出口一直延長到一百

公尺以外，有耶穌像，宗教故事等等，讓遊

客十分讚賞。

政治

在2016年，台灣和美國都有可能產生

第一位女總統的情形下，在此談談南美四

國的總統，其中三位是女總統。智利女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64歲，是一位醫生，學習

軍事專業，在前任總統Ricardo Lagos時代曾

擔任衛生部長及國防部長，2006年被選為第

一位智利女總統任職四年，很會照顧弱勢團

體，人民相當滿意。2014年再被

選為女總統，可是目前智利經濟

不好，有不少民怨。她住在富裕

地區，有圍牆，天天到市中心總

統府上班。阿根廷女總統Christina 

Fernmandez de Kirchner 62歲，是一

位律師，曾任National Deputy三屆，

National Senator一任。為前任總統

Nester Kirchner的第一夫人（2003至

2007），2007年被選為女總統，為

阿根廷在Evita Peron之後的第二位女強人，

但是她的政府，出現許多貪腐事件。Christina 

Kirchner的作風相當獨裁，這幾年阿根廷經

濟衰退，人民怨聲載道，下次選舉將為布宜

諾斯愛里斯男市長所取代，這位市長做得很

好，有重大建設。巴西女總統Dilma Rousseff 

67歲為第一位民選女總統（2010第一任，

2014再選連任）。她為前任總統Luiz Inacio 

Lula la Silva（2005-2010）時代擔任總統府秘

書長。她是一位左傾的社會運動者，反對軍

事獨裁政府，1970年至1972年曾被捕下獄。

巴西是南美大國，經濟上和世界其他強國競

爭，女總統政績平平。烏拉圭80歲的老總統

Jose Mujica於2015年3月將政權交給年輕很多

的Tabare Vazquez Jose Mujica是一位反對派

領袖，反對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軍事獨裁

政府，曾被關13年。2005年至2008年任農業

畜牧漁業部長，2008年任參議員，2010年被

選為總統，他努力救濟貧困，將自己薪水大

部捐出，被稱為世界最貧窮的總統。繼任的

新總統Tabare Vazquez有新作風及許多建設性

的政策，盼望能改善這個南美小國家的經濟

和人民生活。我們曾赴Colonia市觀

光，Tabare Vazquez即由此出身。以

上這四個南美國家過去都是軍人的

獨裁統治，21世紀後都變成民主政

治，且大多數總統是女性，政治風

向的轉變特別明顯。

（作者係臺大醫學院1961年畢業，

為芝加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目前

居住在北加州東灣）

作者夫婦在里約基督

立像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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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爵宏

首
次擔任景福醫訊的執行編輯，能為海內外廣大校友服務，深感

榮幸。本期醫學新知由臺大醫院復健部王薏茜醫師簡介淋巴水

腫，這是許多乳癌患者深為所苦的併發症，希望藉由本期醫訊，讓各

位校友了解淋巴水腫的成因和最新的治療方式。

近十年來，在本校王亭貴教授和陳文翔教授之領導及推廣下，骨

骼肌肉超音波在台灣及東南亞愈來愈被重視，臺大醫院復健部的骨骼

肌肉超音波團隊也經常至台灣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演講及舉辦工作坊。

本期醫訊中藉由張凱閔醫師分享舉辦超音波工作坊的心得，記錄這一路走來的過程。而提到超音

波，就不能不提到謝豐舟教授開創台灣的超音波醫學。「謝伯潛醫師略歷」，「臺大人和美洲中華

醫學會」，「台南同學會紀行」，均為臺大的醫界前輩們留下紀錄。

幾篇小品如「八十歲老人的瑜珈」，「向聯航93致敬！」，「眼科歷史小故事」，讓我們看到

校友們各方面的才能與想法。最後，一貫輕鬆的旅遊主題，選了大家最常去的日本「來去日本東北

看祭典」和不常去的南美洲「二度遊南美」，藉由校友的文字與相片，讓我們一起增廣見聞。

感謝賜稿校友們的支持，以及景福醫訊的助理編輯王小姐的協助，才能使本期刊物順利完成，

希望透過景福醫訊，可以使人文醫學的精神與情感持續不斷地傳承下去。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5年畢業，現任臺大醫院復健部主治醫師）



臺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十週年

時間：2015年11月13日　　地點：臺大醫院抗老化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5年10月26日 王亮月 攝影

景福基金會執行長邀請臺大醫學校區八大學系系友會負責人及代表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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