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兒平日喜歡

讀書，爸爸叫

她擺姿勢，她

覺得看著書比

較自然，天鈞

畫出了女兒可愛

的神韻，背景用

紅紫色的花和黃

綠色的底色，咖

啡色的樹枝和古

典的椅子相映，

身穿深淺藍色衣

鞋的女兒顯得溫

和平靜，整張圖

給人溫暖的感覺。

閱
讀

臺大醫院院史室顯微鏡特展（詳情見內頁35頁）

時間：2015年12月15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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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雲燾教授逝世十週年追思會暨雲燾迴廊開幕典禮

李鎮源院士百歲冥誕紀念會

時間：2015年11月27日　　　地點：水森館　　　相片提供：吳維修 理事長

時間：2015年12月5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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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招生一甲子感言

今
年是牙醫學系成立 6 2周年（ 1 9 5 3 -

2015），牙醫學系招生60周年（1955-

2 0 1 5），臨床牙醫學研究所成立 2 7周年

（1988-2015），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成立18

周年（1997-2015），及牙醫專業學院成立7周

年（2008-2015）的大日子，國立臺灣大學牙

醫學系歷經郭水主任、洪鈺卿主任、陳坤智

主任、關學婉主任、韓良俊主任、謝季全主

任、藍萬烘主任、林俊彬主任及系所各位師

長共同努力經營下，無論於教學、研究、服

務皆有傑出傲人之成果，可喜可賀。

國立臺灣大學的牙醫學教育創辦至今

已一甲子，60年來篳路藍縷、開花結果，對

台灣牙醫界的貢獻有目共睹。「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是我對所有師長由衷的感激。在

此期許後進學弟妹認同「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的理念，秉持「深蹲後躍」的精神，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延續臺大牙醫學系優良

的傳統紀錄。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專業學院院長、牙科部主任）
朴芳瑀教授來參加第二屆國際口腔病理新知

研討會。（2014.10.18-19）

葉止戈教授來參加第二屆國際口腔病理新知

研討會。（2014.10.18-19）
國際牙醫學院院長John Kenneally夫婦來牙

醫學系參訪。（2015.6.3）

文／江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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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牙醫學系轉型之回顧及願景

臺
大牙醫學系於2008年轉型為牙醫專業

學院至今已7年的時間，而這幾年院

內各項硬體設施（教室及門診設備）的更新

及升級，最要感謝的就是各位同仁及校友的

大力協助，從多功能牙醫學生實驗室、牙醫

學工作實驗室、牙醫學臨床模擬實驗室及虛

擬實境教研中心的新建、牙科6W3（口腔顎

面外科）病房的整建、成立「以病人為中

心之口腔醫療照護門診」（Patient-Centered 

Comprehensive Oral Care Clinic, PC-COC）、

設立於兒童醫療大樓4樓的「特殊需求者牙科

醫療服務示範中心」，乃至於2013落成啟用

的院館4樓共同實驗室及教室空間，都是因為

大家辛苦無私的付出及配合，才使學生和病

人能享受嶄新的空間，並且更進一步獲得優

質的教學及醫療品質。

在軟體方面（課程教學及學術研究），

從96學年度就開始著手進行課程的調整，包

含的內容有：1. 學習牙科專業科目的時間提

前，2. 合理分配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降低五六

年級需修習之課程學分數，3. 增加五六年級

實習之臨床操作訓練。這些變動主要的目的

在於將修課時程提前，降低五六年級需修習

之科目，使學生能更專心於五六年級之臨床

實習。為增加其操作訓練與學習效果，除了

將課程更平均的分配外，也讓學生提早進入

實習階段，達到符合以病人為中心之整體牙

科照護及專科醫療服務為訴求之訓練，使未

來能與牙醫師執業前兩年訓練接軌更順利。

在研究方面，目前院內有數個優秀的研究團

隊，近年來已陸續有突破性的研究發表，並

獲得研究獎勵。為了促進教師有更優異的研

究質量，也已制定相關的獎勵及表揚辦法，

以期增加教師研究的動力，同時盡可能均衡

發展各研究領域，並推動跨領域研究及合

作，使牙醫學的研究結合材料科學、組織工

程、奈米技術、幹細胞研究、細胞力學、分

子生物學等，增進院內現有研究群之研究深

度及廣度。

上述的種種改變並非一蹴可幾，都是靠

時間的累積才能完成的。牙醫專業學院仍面

臨許多的改革及挑戰，例如讓學院進一步轉

型成獨立的口腔醫學院，亦或是為了使學生

達到更有效率的學習而安排的課程調整等，

除了需要學校的政策配合之外，還要凝聚院

內同仁的共識，才能夠一步一步落實這些階

文／林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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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目標。未來學院也將持續與學校、牙科

部及各位同仁進行意見交流，透過各方的集

思廣益，實現成立獨立學院、訓練優質牙醫

師以及提供學生優良之學習及實習環境的目

標。此外，不論在學術研究或是臨床醫療

上，邁向國際化、與世界接軌是走向尖端的

必經之路，閉門造車只會限制自我的發展，

努力開啟國際交流的機會，吸取各國的研究

及醫療經驗，並將其轉換為自身的能量，提

升牙醫教育及牙科醫療的品質，也會是牙醫

專業學院未來不間斷努力的方向。

最後，在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學系招生

60週年之際，除了獻上誠摯的感謝及祝福之

意，雖然臺大牙醫教育體系已經向前邁進了

第一步，但仍有所不足，也期勉院內同仁繼

續努力，朝向校內獨立學院之口腔醫學院此

一終極目標邁進。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

校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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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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學系的現況與展望

臺
灣大學牙醫學系的前身是1910年成立的

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齒科學教室，二次

大戰後，台北帝大改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牙醫學系在1953年正式成立，1955年開始

招收第一屆大學部學生，至今剛好走過一甲

子。在歷經主任郭水、洪鈺卿、陳坤智、關

學婉、韓良俊、謝季全、藍萬烘、林俊彬以

及系上各位師長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牙醫

學系與臨床牙醫學研究所及口腔生物科學研

究所獲准共同成立牙醫專業學院（School of 

Dentistry）。牙醫學系歷經六十年的歲月，

近年來不論在教學、服務及研究各方面均有

長足的進步，在2014年英國QS（Quacquarelli 

Symonds）機構所發表的年度大學排名中，第

一次對牙醫學領域進行排名時就得到第45名

的佳績。

一、牙醫學系招生現況

近年來牙醫學系每年招收30位本地學

生，3位僑生，及2-3位外加的離島生、原住

民、外交人員子女等等新生，其中配合政府

多元入學方案，自2009年起30位本地生除了

26位考試分發入學一般生外，還包括3位甄試

生以及1位繁星計畫生。在總人數不變的情

形下，甄試生數目自2014起更提升至5名，

2015年增加至8名。近五年來，臺大牙醫學系

在學系排名上已逐漸超越所有私立大學醫學

系，原因除了過去牙醫學系老師們和校友們

的努力，提升系譽外，也因為醫療糾紛日漸

增多，且醫師生活品質被認為不如牙醫師，

而在健保制度下牙科相對比例較高的自費收

入都是原因。我們一方面高興能夠因此而招

收到程度更好的學生之外，也謹慎的在教育

文／林立德

2013年1月4日位於公園路牙醫系館入口，國立

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揭牌活動。

2013年1月4日牙醫學系館入口牙醫專業學院揭

牌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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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不要只專注於自身的收入及生活品

質，也應該重視醫療倫理與品質，提高國內

口腔健康照顧的水準，以及口腔醫學研究。

此外，如何提高臺灣在國際牙醫學界的知名

度，則仍需各位教師、校友與後續學生們的

努力。

二、牙醫學系學制及相關牙醫師養成

教育現況

臺灣醫學系的學制在102學年度起已開

始實施6+2的學制，也就是醫學系的學生將先

在學校就讀六年，取得學位及醫師執照後，

才開始正式在醫院進行兩年的實習，目的在

讓一些不適合當醫師的學生仍能取得學位，

從事和醫學領域有關的研究或行業，也讓在

醫院負責照顧病人的實習醫師都是有醫師執

照，而非只是實習醫學生。牙醫學系將來的

學制何去何從，學界仍在討論中，但目前仍

維持原有的六年之學制。但是如果法令未改

而牙醫師的實習被要求和醫師一樣需要在大

學畢業取得執照以後，則究竟是統合一些課

程和醫學系一樣減少一年的大學教育，或者

是充實六年的大學教育而和醫學系有著同樣

的修業年限，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此臺

灣的牙醫學教育正面臨著重大變革，然而臺

大牙醫學系因為有臺大牙醫專業學院以及臺

大醫院牙科部的全力支持，臺大牙醫學系未

來應比其他牙醫學系更能應付將來可能的變

革。事實上，臺大醫院為了將來牙醫學系的

實習重點可能會在畢業後的PGY訓練，也同

意牙科部逐年增加PGY（目前為牙科部第一

年及第二年住院醫師）的訓練名額，從過去

每年招收十位到102年起每年新招收二十位

PGY1（R1）訓練醫師，希望未來考上臺大牙

醫學系的學生仍能盡可能的留在臺大醫院完

成牙醫師養成教育。

三、牙醫學系近十年臨床前訓練及牙

醫師養成訓練的現況

臺大牙醫學系一直以追求卓越之牙醫科

學及臨床教學為目標，過去十年年也一直致

立於牙醫學系軟硬體的更新。八年前，牙醫

學系開始了臨床前學生實驗室的全面整建與

設備更新。在空間方面，將原有牙醫研究大

樓二樓西側的兩間學生實驗室及一間教室，

規劃整建為兩間牙醫學生實驗室和一間牙醫

臨床技能訓練中心，以及一間牙科導航及顯

微治療虛擬實境教研中心。在設備方面也向

學校及教育部爭取到臨床模擬系統及實驗系

統的全面更新，臨床顯微設備的購置，並且

更進一部的配合五十週年校友捐贈的一台

磨牙即時導航系統（DentSim），新購了三

台DentSim以及兩台植牙手術即時導航系統

（IGI）。在師生一致的努力下，本系學生

參與中華牙醫學會七校臨床模擬競賽，已經2009年4月17日師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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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年拿到總冠軍以及許多個人項目的優秀成

績，顯示牙醫學系在臨床技巧的指導上，仍

然十分重視。除了比賽項目補綴科與牙體復

形科的老師們，其他臨床科的老師也都花費

許多心力於學生實驗課的指導，目的就是希

望在進入臨床前能夠讓所有學生都有足夠的

技能可以治療病人，以保障病人安全。事實

上，臺大牙醫系也在五年級全年加開一門每

星期一個半天的臨床前模擬課程，複習二年

級到四年級所教過的臨床課程，讓學生進入

實習時，能更從容的面對病人。也開了國內

牙醫學系在五年級升六年級臨床實習前，對

學生進行全面臨床技能測試的先端。

有鑑於過去傳統實習醫師及一般住院醫

師接受各專科輪流訓練時，常忽略了病人的

整體照顧，也欠缺整體治療計畫的思維，在

藍萬烘主任的時代，我們就開始在一般住院

醫師的訓練，引進了全人照顧的制度，也就

是他們所照顧的病人，每位病人均有一位住

院醫師負責一般的治療項目，並負責為他整

合一般及較困難的專科治療項目。幾年前，

我們藉著臺大醫院牙科部整建的機會，在

六西一樓成立了COC（Comprehensive Oral 

Care）的門診區，作為一般住院醫師及六年

級實習牙醫學生主要的訓練場所，也就是改

變了六年級實習牙醫學生的訓練方式，以全

人照顧結合分科輪流訓練的制度取代了過去

完全是分科輪流訓練的方式。雖然國外大部

分的學校均採用這樣的訓練方式，但是在國

實習醫師臨床病例報告討論會

大學部課程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小組討論

課，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與自主學習能力。

設備齊全的牙醫學生實驗室，提供良好的牙

科實驗課學習環境。

虛擬實境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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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教學醫院的牙科訓練，也是創舉。一年前

（2014），由於臺大牙醫學系及牙科部決定

將牙醫師養成的訓練著重在PGY的訓練而

PGY人數達到40人，因此COC門診無法承受

intern及PGY共八十多人的訓練，所以減少

intern的COC訓練而回歸到過去分科輪流的訓

練，將全人照顧訓練的重點放在PGY身上。

四、牙醫學系未來的發展

多年前，由於本系多位資深老師相繼

退休，再加上教師薪資偏低而執業環境提

昇，國立大學受限於政府相關法令規章束縳

過多，制度僵化影響行政效率等多重因素所

影響下，教員聘留任相當困難。近年來，在

2010年9月21日泰國6所牙醫學院院長、副院

長及醫師共39名蒞院參訪，王東美醫師介紹

學生實驗室臨床模擬系統DentSim的操作。

臨床前實習課程，章浩宏醫師指導學生進行

插管實做。

在模擬人頭上進行根管治療的臨床前模擬實

驗課程，訓練學生臨床牙科治療操作的技

能。

PC-COC門診的治療工作

臨床病例討論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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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專業學院的領導及默默耕耘下，牙醫學

系已漸漸走出教師不足的窘境，然而即使幾

乎已沒有職缺，系上老師因為需兼顧研究、

教學及臨床，因此仍然負擔沉重。如何利用

增加醫院臨床教師及學校教學助教以減輕現

有老師的負擔，成為未來的課題之一。近年

來由於入學管道的多元化及牙醫學系的逐漸

受到重視，學生人數也略微增多，實驗室偶

而出現座位不足的情形，學生增加也導致實

驗耗材之使用增加，這些也都是近年來需要

克服的課題。此外，如同前面所言，學制、

學士後訓練（或實習）、以及臨床技能測試

（OSCE）的檢討，都是牙醫系近程所要面臨

的課題。牙醫學系其他中長期的規畫，還包

括：將學生在學課程與導入客觀性結構式臨

床技能測驗（OSCE）結合，除了傳統上課

方式外，利用各種臨床情境加強臨床診斷與

技能，增進學生以病人為中心之口腔醫療照

護能力；整合本系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法律

層面之課程，提供社會參與的概念，增進學

生對履行公民義務

與權利的責任感，

以使學生體認並實

行牙醫師的社會責

任，進而培育具備

社會關懷的牙醫

師。

牙 醫 專 業 學

院的成立，在過去

幾年的確為牙醫學

系軟、硬體的建設

帶來了許多好處，

雖然校務會議建議牙醫專業學院應朝有獨自

的預算、教評會的方向進行，但是目前我們

仍面臨許多阻力，這些仍是目前我們積極努

力的目標，最終仍希望逐漸成為真正的獨立

學院。此外，呼應臺灣大學進入全球百大之

列，致力提升本系之國際化以及能見度，希

冀能與世界一流牙醫學院並列前茅。

牙醫學系要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學系，除

了在現有的臨床及研究需要仰賴所有老師及

校友繼續努力增進本系在國內、外口腔醫療

及醫學的貢獻外，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我

們需要創造環境，讓我們的老師能教育、啟

發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在未來的一甲子，

繼續將臺大牙醫學系發揚光大。相信在學校

師生及畢業校友的大力支持下，這些目標在

可預見的未來都能逐一達成。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學系主任、牙科部副主任）

牙醫學院雙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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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臺大牙醫校友會現況與發展

各
位校友，平安！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臺灣大學牙醫學

系成立六十年了，真的，已經六十年了。而

國立臺灣大學牙醫校友會也已經成立了三十

個年頭。本屆向華有幸受各位校友的付託接

下會長一職，這兩年的會務推動，秉持著擴

大參與及向下紮根的兩大理念，規劃及執行

如下：

1. 擴大參與：從2008年牙醫專業學院獲准成

立，臺大牙醫教育體系正式邁入新的里程

碑，從過往系所層級改制為學院層級，校

友會組織架構也應擴大，成員應涵蓋學院

內各系所。因此本屆特邀請口生所張正琪

老師加入團隊，主司口生所校友之聯繫。

2. 教育學術：臺大學術專業的優良傳統一向

為人所敬重，由林昱任、陳信銘醫師領

軍，除了持續開辦醫用游離輻射講習班

外，也新增臺大楓城學術課程―臺大植體

全攻略課程，也將與母院牙醫醫事人員訓

練中心重新規劃相關的繼續教育課程。

3. 就業輔導：由顏國濱、吳廸醫師主導，與

牙醫學系系學會合作，為在學之學弟妹提

供未來進修深造及開、執業服務之管道，

並適時提供各方面之協助及相關資源之連

結，同時也可讓學弟妹提早瞭解各項事

務，培養及儲備幹部人才。

4. 健全財務：分為兩大主軸―由葉忠武副理

事長、馬瑞宏醫師負責開源部份，而王振

穎、陳嘉俊醫師則負責節流部份。在開源

節流的雙重有效管理下，讓學會財務更為

健全，也讓學會財務更加公開透明，讓校

友會更能永續發展。

5. 刊物出版：「臺大牙友」是校友會最重要

與校友溝通分享而又歷史悠久的刊物，由

張添皓、林奕廷醫師領銜編輯、出版及發

行之重責大任，也朝電子刊物之發展作好

準備，更期待為校友會的重要文化資產注

入新思維及新方向。

6. 聯誼福利：顧名思義，校友會是聯繫同窗

情誼的一個重要橋樑。除了建立與國、內

外母院校友的連繫管道外，在景福基金

會、臺大醫學校區，乃至於臺灣大學及對

外校際聯誼等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部

文／賴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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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則由馬志澄、林欣宜醫師主理。

7. 會務發展：校友分佈甚廣，從各分會，到

聯合四院校聯盟機制，亦與其他三校在不

同地區有著不同跨校際合作模式，再加上

各式公會及學會。如何統合發展爭取權

益，協助校友成為幹部與領導人尤為重

要，這部份由黃秉權副理事長、謝東映醫

師掌舵。

8. 健保法規：資源分配從古到今都是兵家必

爭之地，但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之中，實難

以兼顧。因此提供遍佈全國各地校友之執

業服務的有效管道與途徑，參與並瞭解公

共政策與健保業務，至關重要。這部份由

連新傑副理事長、吳敬忠醫師掛帥。

9. 資訊管理：在科技蓬勃的年代裡，如何利

用各種資訊系統來提昇行動力與即時性，

本屆希望借由校友會的官網、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及傳訊程式等，建立及整合溝通

平台，提高校友會的競爭力，這部份交由

陳嘉俊醫師引領大家。

秉承本校之校訓，「敦品勵學、愛國

愛人」為立教之根本，修身之準則。量少質

優是臺大牙醫校友的特性，在這二十多年來

校友會服務的經驗中學習到很多，也接觸到

不少的公共事務，走訪各分會校友的大會，

欣見校友的專業與公共事務傑出表現。向華

一直深信開大門走大路才能在紛擾中立足，

也才能獲得敬重。雖然身經校友會的理事、

監事、秘書長、副會長的歷練，但擔這重責

大任，內心還是不免惶恐。為不負眾望，必

全力以赴，也盼望各位校友及母院全體教、

職、員、生們能鼎力相助，一起努力。

於此臺大牙醫學系60週年系慶專刊編輯

之際，謹以此文感謝所有幫助及支持過臺大

牙醫校友會的朋友及同仁，更感謝願意投身

校友會義務職的幹部與各區分會長的戮力投

入。

※轉載牙醫學系六十週年紀念專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92年畢業，現任母

校牙醫校友會第十六屆會長、臺灣楓城牙醫

學會第五屆會長）

『2016年臺大醫學院院慶週暨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舉辦日期：105年4月8、9日
舉辦地點：臺大醫學院 大廳、101講堂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詳情請洽景福基金會　黃秀麗02-23123456#67353
　　　　　　　　　　徐苑儒02-23123456#66370
　　　　　　　　　　呂雨珊 02-23123456#88925

活 

動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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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相  片

照片提供／牙醫學系

牙醫學系創系系館，位於現已拆除之醫學院三

號館。

牙醫學系舊系館三號館大門

1993年牙科門診搬遷至現址

PC-COC診區大門入口

1970年牙醫學系系館擴充至醫學院二號館 1985年牙醫學系館遷至附設醫院研究大樓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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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兒童醫院二樓的兒童牙科門診 1960年代的牙科診間，

採用「坐式」治療椅。

（牙醫學系編註）

草創期的牙科門診 1980年代大治療室，引進水平式治療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誠徵教師壹名
一、應徵資格：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資格。
2. 需具有國內外臨床病理專科醫師資格；以具備細胞病理學專長者為優先。
3. 具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相關學位證明及相關專科醫師證書。
2. 五年內著作目錄並附重要著作抽印本。
3. 未來教學、服務及研究計畫概要。
4. 學術相關人士推薦函兩封。
5.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截止日期：105年01月15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四、聯絡地址：10002臺北巿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李麗娜主任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394 傳真：(02)2322-4263 E-mail：ntulab62150@ntu.edu.tw
六、預定起聘日期：105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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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支架在消化系統的應用

消
化系統可分為兩大部分，包括食道、

胃、小腸及大腸等管腔狀器官，負責容

納推進食物並有消化及吸收的功能，以及肝

臟、膽道、胰臟等器官負責分泌及儲存消化

酵素。當消化道出現阻塞或狹窄時，不僅造

成病人的消化功能受到影響，生活品質也大

大的降低。最常造成消化道不通的原因以惡

性腫瘤居首，其他的原因還包括良性腫瘤或

組織的增生、術後吻合處狹窄、反覆發炎組

織纖維化、膽管或胰管結石等。以往處理消

化道阻塞的方式以手術為主，但若是病人的

狀況無法以手術或其他方式解決，在阻塞處

放置支架可緩解病患的問題。

消化道支架可依材質分為兩大類：塑

膠支架（plastic stent）及金屬支架（self-

expandable metallic stent, SEMS）。塑膠支架

一般用於良性病灶，而金屬支架則用於癌症

做為過渡性或緩和性的治療工具。近年來由

於醫學材料的進步，許多合金物質開始被應

用於醫學治療上。合金金屬支架具有可自行

擴張、富有彈性、柔軟性、及高度記憶性等

特質。金屬支架又可分為無包膜（uncovered 

S E M S）、部分包膜（p a r t i a l l y  c o v e r e d 

SEMS）及全包膜（fully covered SEMS），在

不同狀況下有不同的選擇。目前金屬支架應

用的範圍愈來愈廣泛，包括食道、胃及十二

指腸、大腸直腸及膽道等部位，以下即針對

金屬支架在各部位的應用來做說明。

食道支架
目前食道金屬支架主要是用於癌症引起

食道狹窄無法進食的病患，無法以手術、化

療或電療等治療方法讓腫瘤縮小者。為了使

病患能從口進食攝取營養及滿足口慾，可置

入食道支架跨過狹窄處形成通道，讓食物可

以通過。對於此類病患，食道支架的目的是

提高生活品質，但無法延長生命。

食道支架還可應用於食道氣管瘻管

（tracheoesophageal fistula）。當食道癌、肺

癌、或其他縱膈腔腫瘤同時侵犯食道跟氣管

造成食道氣管瘻管時，食物或唾液容易經由

瘻管從食道進入氣管造成肺炎或肺膿瘍，置

入有包膜的食道支架可以阻擋食物或唾液由

瘻管進入氣管。

自張性記憶合金金屬支架利用特殊合金

（如鎳鈦合金）的高度彈性及記憶性，可先

緊縮成細口徑的細長條導入管以便於置入食

道狹窄處，再自行張開形成隧道狀。自張性

合金金屬支架彈性好且有自張性，置放成功

率高、病患疼痛少、併發症少，是目前食道

支架的主流。市面上有許多不同編織方式製

成不同型式及張力的金屬支架，應用於不同

情況及部位。若在自張性記憶合金金屬支架

四周包覆以矽膠製成的薄膜，可以用以阻擋

食道氣管瘻管，並避免之後腫瘤生長穿越金

文／蔡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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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支架的網孔阻塞支架，以延長食道支架暢

通的時間。對於食道下端或賁門部的腫瘤，

因支架會跨過胃及食道的交界，因此需選用

具有抗逆流瓣膜（antireflux valve）的食道

支架，以免產生嚴重的胃酸逆流或吸入性肺

炎。

食道支架的置放可藉由胃鏡的輔助及定

位，將金屬導絲通過食道狹窄處，在X光透視

的導引下經由此金屬導絲，將食道支架置入

並跨過狹窄處，待食道支架被釋放後，會慢

慢撐開狹窄處，一般約需2到3天的時間才會

擴張到最大的直徑。一般而言，食道金屬支

架可維持約6到8個月的暢通。而食道支架置

放後的併發症包括疼痛、支架移位、食道出

血、呼吸道壓迫、食道破裂及穿孔、逆流性

食道炎等。

胃及十二指腸支架
當胃或十二指腸因腫瘤侵犯或壓迫造成

狹窄時，病患會有噁心、嘔吐、食道炎、電

解質不平衡、營養不良、脫水等症狀，大幅

影響病人的生活品質。胃及十二指腸支架常

見的適應症包括胃幽門癌、胰臟癌侵犯胃幽

門或十二指腸造成胃出口或十二指腸狹窄等

惡性腫瘤無法以手術切除或不適合接受手術

的病患，其他較罕見的原因有膽管癌或轉移

癌造成十二指腸狹窄。

胃及十二指腸支架的材質跟食道支架類

似，置放時亦須藉由胃鏡的輔助及定位，其

餘置放方式與食道金屬支架雷同。胃及十二

指腸支架的置放成功率可達90%以上，臨床症

狀改善的比例亦可達80%以上。支架置放的併

發症包括置放位置不佳、穿孔、出血、支架

移位、支架阻塞、瘻管形成、膽道支架阻塞

等。

大腸直腸支架
大腸直腸癌在台灣的發生個案數佔所

有癌症的第一位，大腸直腸癌所造成的腸道

阻塞也是臨床上重要的問題。大腸支架的主

要適應症有兩個：侵襲性大腸癌（advanced 

cancer）的緩和性治療跟外科手術前的過渡

性治療。對於侵襲性大腸癌的緩和性治療，

當大腸直腸癌病患的腫瘤已造成腸道阻塞，

卻又無法負荷手術風險時，大腸金屬

支架可達到緩解症狀的效果。然而，若

是大腸直腸癌病患的身體狀況尚能承受

手術的風險，應以手術切除阻塞的腫瘤

為優先考量。但對於低位的直腸癌，為

了避免大腸造瘻口（colostomy）的不

便，可以選擇大腸直腸支架。而手術前

過渡性治療的部分，針對阻塞性大腸直

腸癌，傳統的緊急外科治療方式為兩階

段術式，包括先切除腫瘤和接上大腸造

瘻口，過一段時間後再把大腸接起來。

圖1：食道支架置放 圖2： 支架置放後狹窄處

被支架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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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術前先放置支架，能使阻塞處近端的大

腸減壓，使得手術只要一階段同時切除腫瘤

和直接把大腸接起來，省去大腸造瘻口的不

便，也增加了腹腔鏡手術的可能性與成功

率，縮短病人的恢復時間。

大腸金屬支架一般是透過大腸鏡的導

引，在X光下進行支架置放術。大腸直腸支架

常見的併發症包括支架阻塞、腸道穿孔和支

架位移，較少見的併發症有腹痛和出血。

膽道支架
肝臟製造的膽汁會經由膽管引流至腸

道，當膽道發生阻塞時，膽汁

排放受到影響甚至阻塞，就會

引發黃疸，導致細菌孳生引發

膽管炎，而長時間阻塞也會造

成肝功能異常。膽道阻塞的原

因包括腫瘤、發炎（膽管炎或

慢性胰臟炎）、手術造成的損

傷、膽道結石、寄生蟲等。膽

道支架有塑膠支架和金屬支

架。塑膠支架的管徑較小，容

易阻塞，需每3個月更換一次，

但價錢較便宜且有健保給付，

可用於各種膽道阻塞的狀況。

金屬支架的管徑較大，引流效

果較好，平均可維持6至9個月

的暢通時間，但健保不給付，

價錢貴。對於只需暫時性引流

（良性病變或是可藉由手術切

除的腫瘤造成的膽道阻塞），

或是癌症病患預期存活時間少

於3個月，通常選用塑膠支架。

若是腫瘤侵犯的範圍大無法以

手術切除而預期存活時間大於6個月的病患，

金屬支架是較佳的選擇，可以減少反覆進行

支架更換的需要。

膽 道 金 屬 支 架 可 利 用 內 視 鏡 逆 行

性膽胰管攝影術（endoscopic  re t 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或順行

性經由經皮穿肝膽道引流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 PTCD）來置

放，置放的原理和腸道金屬支架類似。膽道

金屬支架置放後的併發症包括胰臟炎、膽管

圖3：胃幽門癌造成胃出口阻塞 圖4： 胃及十二指腸支架置放

後，阻塞處被支架撐開

圖5： X光下支架跨過腫瘤狹窄

處

圖6： 支架置放2天後狹窄處

被支架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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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膽囊炎、腸道穿孔出

血、支架位移、支架阻塞

等。

其他
除了上述適應症，最近

金屬支架的應用也被推廣到

其他的狀況，如胰臟炎後產

生有壁分隔的壞死（walled-

off pancreatic necrosis），可

以在胃及膿瘍之間放置金屬

支架，再使用胃鏡經由金屬

支架進入壞死的組織進行清

創。

結論
消化道金屬支架置放最

重要的目的是緩解病人消化

道或膽道阻塞所造成的症狀

以提高生活品質，近年來由

於金屬支架的設計及材質仍

不斷地在改良進步，可以預

期未來金屬支架在消化道的

應用會愈來愈普遍，對病患是一大福音。但

因金屬支架的價格不貲，因此在決定金屬支

架置放前，醫師需和病患溝通討論並審慎的

評估，以選擇對病患最適合

的治療方式。

（作者現就讀於母校臨床醫

學研究所碩一，現任臺大

醫院新竹分院內科部主治醫

師）

圖7： 乙狀結腸癌造成腸道阻

塞

圖8： 大腸支架置放後，阻塞

處被撐開

圖9： 在X光下利用大腸鏡置放

支架

圖10：  大腸支架置放術2天後，

狹窄處被支架撐開

圖11： 胰臟癌造成膽道狹窄，金屬

支架置放後膽汁引流順暢

圖12： 狹窄處位於膽道遠端，

被支架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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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修復的諾貝爾之路

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三位研究核酸修

復的大師，其中杜克大學研究核酸配對錯

誤修復的Paul Modrich，正是我博士論文的指

導教授，恩師榮獲大獎，身為弟子也倍感殊

榮，由於我當年研究主題是人類細胞核酸配

對錯誤修復，而且目前仍在核酸修復的領域

進行研究，因此勉力為文介紹核酸修復，以

彰顯恩師的成就。

中文媒體所有的音譯：保羅‧默德里

奇（Paul Modrich）默德里奇這個四音節的

音譯讓我聽起來有些不習慣，Modrich這個

姓氏在美國的確不常見，而我在他的實驗室

聽到稱呼，如用中文音譯則更像三個音節的

摩哲曲。他在實驗室中，希望自己指導的學

生及同事稱他Paul，較生疏的人則稱呼他Dr. 

Modrich。為了避免中譯的拗口及混淆，本文

直接以英文稱呼。

生物體的遺傳物質核酸（DNA），經

常面臨著各種外源性的傷害或是內源性的錯

誤，需要進行核酸修復才能恢復正常以維持

遺傳的恒定性。生物體中的核酸修復活性可

以分成幾個大類，有些專門修復外源性的放

射線或化學反應所造成的傷害，而本篇文章

所討論的核酸配對錯誤修復（DNA Mismatch 

Repair），則是專門因應內源性的錯誤所演化

出來的系統。

正常的雙股核酸遵循華生―克里克提出

的模型，腺嘌呤配胸腺嘧啶（A:T），鳥糞嘌

呤配胞嘧啶（G:C），在核酸複製的過程中，

核酸聚合酶的失誤會造成G-T，或是G-A鹼基

配對錯誤的情形（約合成十萬到百萬個單元

可能會出現一個錯誤）。另外在基因重組的

過程中，形成雜雙股核酸是一個重要的中間

步驟，其引介兩條雙股核酸進行核酸鏈的交

換，這時如果交換中的核酸不全然相同，則

鹼基配對錯誤就可能形成於雜雙股中。這些

核酸代謝過程所發生的錯誤都需要被正確的

修復，才能維持遺傳的恒常性。

在大腸菌中具有甲基指引核酸配對錯誤

修復系（Methyl-directed mismatch repair），

這個系統是一項核酸複製後的除錯修復機

制，其修復過程牽涉到修復蛋白MutS識別錯

配的位置，再加上MutL蛋白共同活化內切酶

MutH，這些蛋白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在尚未甲

基化的新生核酸（GATC）序列上，產生一個

與配對錯誤相關的股裂（nick），接下來由外

切核酸酶將含有錯誤配對的核酸水解，最後

再由複製用核酸聚合酶合成正確的核酸以完

成修復的工作。

有許多研究顯示在原核及真核生物中核

酸配對錯誤修復系統在功能上的相似性，例

如範圍寬廣的受質識別能力：細菌可修復C-C

以外的七種鹼基配對錯誤及1到4個的核酸插

入或刪除，而人類系統可以修復所有的配對

錯誤及小段插入刪除，在修復反應方面也有

相似處。分子遺傳學上也證明了可以在各種

文／方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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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物中找到核酸配對錯誤修復蛋白的

類似物，包括原核生物的大腸菌及鏈球菌，

在真核生物的酵母菌，昆蟲細胞，兩生類，

乃至於哺乳動物及人類細胞中。這表示負責

核酸配對錯誤修復的基因在演化上很保守，

MutS同質體（MSH1 to 6）幾乎在被研究過的

物種中都可以找到，證明這種蛋白質在演化

上十分的保守。

出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Paul Modrich

有強烈的牛仔氣息，在史丹佛取得博士學

位，在哈佛做博士後研究，之後受聘於杜克

大學。早年研究過許多與DNA相關的酵素，

包括DNA ligase、DNA polymerase、DNA 

methylase及限制酵素EcoRI等。

展開核酸修復研究的機緣來自他發現

Dam methylase會在DNA上的GATC序列的A加

一個甲基，被甲基化的DNA可以改變對限制

酵素的敏感度，讓限制酵素切除有害的噬菌

體核酸，而不會傷害到細菌本身的核酸，可

說是細菌用來識別敵我的防衛機制。而當時

哈佛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Matthew Meselson則

認為，這種核酸複製後過一段時間才會被甲

基化的位置，或許是用來修復核酸複製錯誤

時，用來區分正確的舊模版與錯誤的新複製

片段的信號。於是兩人合作用噬菌體進行細

菌轉染的研究，結論出核酸配對錯誤修復是

一種自然的過程，用來修復複製時的錯誤，

而且是用是否甲基化來決定需要修復的核酸

股。

在分子生物學當道的年代，Paul一向自

稱是一位古典的生化學家，最為重視且自豪

的是將所研究的蛋白質純化到幾乎無雜質。

而生化學家致力研究的是特定生命現象的原

理，終極目標就是在試管中重現特定的生命

現象，以核酸修復為例遵循著的古典的研究

程序包括下列五部曲：

1. 設計具特定錯誤的核酸受質，將目標物種

細胞製成粗萃取液，與核酸錯誤受質在試

管中進行修復反應的功能性測試。

2. 利用粗萃取液及核酸錯誤受質進行反應機

制的分析。

3. 利用功能性測試為工具，自粗萃取液中將

參與反應的蛋白質成分分離純化。

4. 將純化的成分仿照生物體中的比例，在試

管中重組修復的反應。

5. 利用純化的蛋白質及核酸受質做更為精細

的反應機制研究。

一旦Paul Modrich進入了核酸修復的領

域，確確實實的執行了上述的研究程序。他

運用在核酸酵素學研究的優勢，進行系統性

的分析，首先他利用限制酵素對核酸切位序

列的特異性，設計配對錯誤的受質，只要受

質中的限制酵素識別序列出現一個像G-T的

配對錯誤就無法被限制酵素水解，如果這個

受質經過了核酸修復反應將識別序列復原成

2013年暑假筆者帶著太太和小孩回母校杜克大

學拜望恩師Dr. Modrich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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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就可以讓限制酵素水解，而水解後的產

物用簡單的洋菜凝膠電泳就可以定量修復活

性。1983年他在PNAS發表第一篇大腸桿菌試

管中核酸配對錯誤修復論文就是上述使用細

菌粗萃取液測定的第一部曲。

這種在試管中進行的功能性測定，讓他

可以有效的進行系統性的研究，隨後幾年進

行了配對錯誤核酸受質的改善，包括將配對

錯誤種類從最初的G-T，增加到A-A，A-C，

A-G，G-G，C-C，C-T，T-T等8種所有可能

的配對錯誤，以增進對修復反應特異性的了

解。指引修復的甲基化位置，從原始載具中

的4個修減成1個，以便明確了解修復反應起

點位置及修復的區段，以上為第二部曲。同

時並行的第三部曲則是利用功能測定這個工

具，加上缺乏配對錯誤修復的菌株純化出

MutS、MutH及MutL主要的修復蛋白；到了

1989年所有的修復蛋白成份都到位了，理想

的配對錯誤核酸受質也備好了，呈現中的第

四部曲就是在Science所發表史詩級鉅作的研

究專文（Research Aritcle），將純化的十種成

分仿照生物體中的比例，在試管中重組修復

的反應，以及詳細的反應細節。

當這篇文章發表出來的時候，杜克大學

校園間就盛傳Paul開始接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

信函，邀請他推薦候選人。研究圈內的朋友

及競爭對手都認為，他已將細菌的核酸配錯

誤修復系統打包完成，再投入這個領域的研

究者將難以匹敵。果然，在接下來的十餘年

有關細菌核酸配對錯誤修復反應機制細節的

研究的第五部曲，大多出自於Modrich的實驗

室或是與他合作的實驗室，包括了利用極精

密電子顯微鏡觀察配對錯誤修復中間產物的

模樣，以推測修復蛋白作用機制，以及利用X

光結構分析了解修復蛋白如何結合識別配對

錯誤的核酸。

近代對生命現象好奇所啟發的研究，常

常從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如大腸桿菌或酵母

菌開始，推到最終端仍是希望對於人類生命

現象的奧秘有深入的了解。核酸配對錯誤修

復系統的研究也不例外。1990年在PNAS發表

了第一篇以人類細胞粗萃取液進行配對錯誤

修復的文章，1991年我成為Paul博士生，以細

胞萃取液進行反應機制的研究，發現人類修

復與細菌修復的相似性，另外也發現兩株人

類細胞株缺乏核酸修復的能力，其中一個細

胞株是用化學致突變的變種，啟發了使核酸

損傷的化療藥物作用機制的新理論。

另一個細胞株則是來自遺傳性大腸癌

（HNPCC）的腫瘤細胞，配對錯誤修復缺

乏造成這種細胞的突變率增加，突變的累積

則是致癌的重要原因。當我們做出這個成果

時，大家都了解這個成果的重要性，整個實

驗室的成員都十分興奮，「諾貝爾獎，諾貝

爾獎」的耳語已在流傳。這件研究計畫的開

始至文章在Cell發表的過程堪稱傳奇，1993年

中在Science及Cancer Research分別刊出文章顯

示某些大腸癌細胞株突變極高，有微衛星核

酸不穩定的特性，Paul直覺認為與我們的核酸

修復有關，找我和兩位博士後研究員討論設

計模擬微衛星核酸複製錯誤的模型，做出新

的核酸重覆序列插入／刪除受質，同時與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腫瘤學大師Bert Vogelstein

合作，從他的實驗室取得大腸癌細胞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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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合成新受質，製備細

胞萃取液，進行修復活性測定及機制分析，

證明了遺傳性大腸癌因為核酸配對錯誤的缺

乏，產生了遺傳不穩定性，進而推演出核配

修復可以避免突變的發生，進而降低癌症的

發生這個重要的結論。當我們將所有圖、

表，實驗步驟及結果的草稿交給Paul，他花了

十多天的時間將論文寫好，這時Vogelstein獲

知競爭對手已有相似的成果投稿中，於是運

用其影響力，在論文寄至Cell的主編隨即就交

給審稿人，只一天時間就完成審稿並接受刊

登，趕在1993年最後一期刊出。

去年Paul應中研院謝道時院士邀請來台

演講，分生所鄭淑珍所長為我們舉辦一個

Modrich lab reunion，師生暢談過往。我提起

上述舊事，Paul臉色靦覥語帶保留的說，事情

不應該這樣做。他認為無論再怎麼傑出的論

文，仍然需要經過正常的審查程序與正常的

出版程序。無論如何1993年在Cell發表的論文

至今已被科學界引用7百多次，是Paul著作中

被引用最多的原著論文，比起諾貝爾獎官方

說明所引用1989年Science上那一篇精典多了

一倍以上，可見其重要性及影響力之廣。

我在1993年底取得博士學位1994年離開

Modrich實驗室返國服務，仍然與Paul保持聯

繫，知道Modrich實驗室在隨後十多年間，依

循著生化學研究五部曲，將修復蛋白一一純

化，又在2005年將純化的人類修復蛋白質成

分在試管中重組完整的修復反應。近年來則

是用純化的人類修復蛋白質進及反應機制細

節的研究，也進一步探討核酸修復在人類生

理與病理上的意義。終於所有努力的成果，

在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到了最終的肯定。

Paul Modrich的確與台灣頗有淵源，收過

許多位台灣的博士後研究員及博士生，包括

呂阿戀（馬里蘭大學教授）、鄭淑珍（中研

院院士兼研究員）、金克寧（中研院客座研

究員）、蘇新森（Agios藥廠資深副董）、謝

仁至（賓州大學）及方偉宏（臺大醫技系副

教授）等。他曾經來台灣演講訪問多次，最

近一次在2013年底。

Modrich lab在製備核酸受質及蛋白純化

在技術精確度要求很高，是一個競爭對手難

以模仿技術門檻。曾參與過核酸配對錯誤修

復研究的台灣學生起始於1980年代呂阿戀擔

任博士後研究大腸桿菌修復系統，建立了配

對錯誤核酸受質及測定方法的原型。之後接

手的是蘇新森博士，純化了MutS蛋白，做

了許多配對錯誤的型式的受質，而本人則在

1991-1994年做過人類修復系統的研究。

※轉載楓城新聞與評論第268期電子報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技系副教授、楓城新聞及景福醫訊總編

輯）

2013年底在中研院分生所的Modr ich  lab 
reunion、前排Dr. Modrich及夫人、後排為過去

的博士生方偉宏、鄭淑珍院士及金克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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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音樂的推手──林肇華醫學博士
傾聽故鄉音　思念台灣情──故鄉室內樂團

我
們這一班，64年畢業，得天獨厚，適逢

越戰結束，出國劇減；醫界斷層嚴重，

青黃不接之時，同學就勢闖起。40年的打

拚，個個成就非凡；在醫療專業各科領域斐

然有成，小至診所，大至醫院的主任教授。

更有長於行政管理，當上醫學中心院長，衛

生署長，大學校長者。有放棄行醫，從事文

藝事業，寫作演講，搞出版社；有專職牧師

傳道，有悠遊畫作彩繪間；更有看病之餘，

投入音樂，除了演奏鋼琴外，也善於寫曲編

曲，在樂界的名氣比在醫界還響亮。他就是

本班帥到可以掉渣的林肇華。

記得大二暑假，我承編班刊“杏人＂第

三期，向他邀稿，他居然寫了一篇五千字以

上，有很多音符滿天飛的文章，題目內容記

不得，實在也看不

懂，只覺得醫學生還

有這樣的音樂天賦令

人訝異。學生時代我

們只能當家教，他就

到國賓飯店頂樓彈鋼

琴，超級打工，也帶

我們去國賓見世面

（圖1）；實習醫師

時，我們還住同一宿

舍，沒值班他就回

台北家，不常見面，留院時沒事會一起打打

“開侖撞球＂三球賽。畢業後各奔東西，當

完兵，他以流利的日文考取教育部留日考試

及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赴日留學五年，取得

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內科醫學博士學位，

返國任職市立和平醫院內科，副院長，顧

問，直到五年前退休。

這期間，林醫師一面從事醫療專業，

仍然不忘懷喜愛的音樂。90年邀幾位台灣留

學歐美的音樂博碩士菁英組成了“故鄉室內

樂團＂，小至獨奏重奏，大至合奏、協奏；

引領國內外民眾體驗台灣音樂的美好。演出

曲目包含台日世界經典創意名曲，由許多留

日醫學博士擔任義工協助下，在日本演出20

場，進而在98年應邀到美國密西根州，參加

台灣音樂節，團長林肇華的弦樂四重奏『原

住民賞月舞曲』擔任壓軸由波蘭裔的美國青

文／彭衍

1

國賓飯店聚會作者（左）與林肇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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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音樂家傳統四重奏「Heritage Quartet」演

出，並由小提琴家張士芃博士獨奏林肇華的

獨奏曲〈河邊春夢〉，令美國觀眾盛讚不

已。故鄉室內樂團迄今有200場以上國內外公

演（包括28場國家音樂廳），他的寫作創意

音樂吸引國內外觀眾的注目，為台灣注入嶄

新且多樣化的音樂內涵，從本土到國際始終

精彩，讓人讚賞。

畢業後多年我們都沒碰面，只記得那獨

特渾厚爽朗的笑聲―哈哈哈，中氣十足，究

竟是搞音樂的。就算是這次難逢的同學會，

我們還是緣慳一面，“忙著寫曲＂是唯一的

理由。他算是班上極具創意的特色人物，具

有藝術家都有的熱情，對音樂癡迷衷情。電

話中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熱情洋溢，沒

有一點生疏，沒有隔閡，就像昨天才見過面

的老朋友。雖然不能親自參加，他還是送了

幾張學生時課外活動，個人旅遊，跟近年來

樂團合演的照片（圖2~圖8）。

另外傳了2張海報，一是台中花都藝術

節10月27日，傾聽台灣音樂會，他還特意打

電話問我能否去聆聽，何德宜夫婦恰巧回台

中，躬逢盛會，我答應他另一場台北，105年

2

醫師也能當投手！！

4

棒球賽啦啦隊與球員

3

會投變化球的投手，才能贏球。

醫七不認輸，竟然勇奪亞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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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國家音樂廳的台日名曲音樂會（圖

9），為了瞭解更多曲目的內容，日前在LINE

中與他聊天，算是小小訪談：

彭：能給我全部曲目解說嗎？

林：演出時會有節目表解說，目前尚未印

製，之前的部份樂曲，有的可先參考以

前寫過的解說（圖10）。

　“化為千風＂是一首人生哲學之歌，

我把此歌曲寫成中提琴與鋼琴，由國家

交響樂團首席黃瑞儀演出，非常耐聽！

彭：字體小，慢慢看還OK；紅蜻蜓（不是小

虎隊唱的那首）為日本歌；莎韻之鐘，

也是日本歌，被改編為國語歌，夜光小

夜曲。蔡琴唱。

林：我的人生就是找資料，寫曲，寫解說，

就像一本音樂辭典。這首“故鄉＂有

100年歷史，是告訴大家：故鄉就是人

生最大，永遠的依靠。演奏者廖皎含是

當今可說全國人氣第一名的國際名鋼琴

家，超會演奏我的鋼琴作品：“思慕的

人＂、“掌聲響起＂、“阮若打開心內

的門窗＂，1月14日台北國家音樂廳仍可

6

104年4月賞櫻花

7

8

104年台中藝術節故鄉室內樂團

105年1月14日台日音樂會海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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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我國人氣NO‧1的pianist演奏我的作

品。另外，你也有機會聽到我國頂尖的

小提琴家，國家交響樂團首席李宜錦，

獨奏我所寫的100% original原創小提琴獨

奏曲“感動的回憶touching memories＂，

慢慢體會小提琴典雅療癒的功效吧！1月

14日有兩位我國頂尖的女高音，將獨唱

台灣古意盎然的五首名曲，每首都由我

寫了大編制的樂團共演“四月春雨補破

網＂，超棒的獨唱家林孟君及黎蓉櫻，

從四季紅………唱到補破網，完全是藝

術家的show。

彭：你若不介意，我想po文讓大家多瞭解你

的作品，也希望大家能親自到場聆聽，

欣賞您音樂才華

林：看文章沒有實際看live來得有感，最好

是對音樂有點興趣的人，親身坐在音樂

廳裏，靜靜回顧這一生的種種，會更有

意義，我很幸運能有國家最強的職業音

樂家，樂意演出我的作品，也希望趁他

（她）們最成熟的藝術人生階段，能打

造出一些希望的舞台，讓她們不會枉費

出國所學，要用在自己國人身上！

彭：我的意思就是要引導同學親自到現場觀

賞。

林：同學來音樂廳聽過我的作品，有林靜

芸、林芳郁、侯勝茂、劉秀雯、何德

宜、駱惠銘、沈博文、陳世乾、李素

慧、吳愛卿、賴美淑、林季珍……等

等，總之聽到賺到。我在國家音樂廳大

廳辦過28場音樂會，比醫學會還費力，

一場音樂會要寫3萬多個音符，比醫學論

文的字還更多。

　我常說；一期一會，這句日本格言，

道盡人生哲理，也許今天你沒時間來聽

音樂會，等你想聽的時候，已經沒人要

演給你聽了。

何況這些音樂家，隨我在國內外演出十

10

曲目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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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他（她）們演得最好、最成熟的

階段就是此時此刻，可說是現役大聯盟

一軍的明星隊

彭；說來慚愧，我對古典樂曲的理解力太

差，只對流行音樂有興趣，遲至今天，

仍未聽賞過你的作品，現在應不算太晚

吧。

林：我其實是對音樂廳外面的民眾，做比較

多的努力；所以搭個橋，讓大家進到音

樂殿堂的國家音樂廳來，用不太沉悶，

而又有點熟悉的音符，讓大家都覺得台

灣民謠歌曲的藝術化是有意義、也更能

延續鄉土音樂的生命力。

　但實際上，音樂科班出身的音樂家，

都很訝異我這麼投入音樂領域，而讓他

們反過來學到一些學校沒教，但卻從我

的作品感受到的音樂知識。

彭：美國的同學要在1月16日回來投票，若能

提早2天，就能欣賞您的作品。

林：如果我不再辦音樂會，以為以後一定還

有機會可欣賞的同學，將會永遠的遺

憾，我們的年紀無法預測的事太多，這

也是我的音樂會充滿了哲理的曲目，特

別是“化為千風A thousand winds＂，這

首日本百萬張金曲唱片，詞與曲都是極

為感人。

彭：當然那是我們大家的遺憾，我會催促同

學們把握機會。

林：總有一天我們會去火星也說不定，那時

候還活在地球上的人，要演奏我的作

品，仍然知道當年我告訴他們，什麼樣

的樂曲速度是我的期待。也就是說，我

人雖走了，後人還會承續演奏下去，這

才是有價值的遺產。

彭：走進音樂廳、總是會多些了解。是多、

或少，每個人的福份不同，但絕對不會

空手而回、那是你給我們的福報，小確

幸。

林：同學若投入太多的醫療工作，卻無法在

該退休的時候放下，這就是專業的人生

吧！

彭：所以醫學以外，你能留下這些讓人懷念

的作品，留芳百世，了無憾事，人一生

能做好一件事已是不容易、而你能同時

做好、做滿兩件工作，真是太對得起台

灣人。

林：去年我母親88歲離開，我是很depressed，

屢次在音樂會中，演出他最愛聽的曲

子，還想像她就坐在國家音樂廳裡，靜

靜聽著她一生最喜歡的曲子，有一陣子

都不想再寫曲，因為最忠實的觀眾走

了。

　現在稍微有點力氣再寫曲，其實，看

到傑出的音樂家都在等我的曲子，還是

要趕工才行，就算要走，也還要有一點

剩餘價值。

彭：我想我們曾經在醫學上有交集，但在音

樂上是少了點、多些陌生，對一些同

學，像我就是，音樂的素養不足、心有

餘而力未逮。藝術家總是有點寂寞，敏

銳、易感傷，一生榨乾餘燼，奉獻給別

人，為的是那不安的靈魂。

林：夜深了，晚安。



同窗情誼

2015年12月‧第32卷第12期 27

聊了快2小時，字裡行間，看得出來，

他對本土音樂的摯愛、也殷殷期盼有更多的

知音走進他的音樂世界，與他分享故鄉音樂

的美好。他除了將台灣音樂題材加以重新創

作、改編外，當然也有全新原創作品如「感

動的回憶。」，我認為改編曲目也是另一種

形式的創作、經過腦力震盪後的成品，都算

創作。因為他讓膾炙人口的樂符，增加生命

活力，更優美、更令人陶醉。他更關心這世

代的年輕人，他也為太陽花學運，滅火器樂

團創作，獲得金曲獎年度最佳歌曲“島嶼天

光Island’s sunrise＂，重新編曲，在台中音樂

會公開演出，鼓勵他們關心自己的未來。

少有人知道，故鄉室內樂團團長的故

事，他低小調（D minor）到不行，由於對音

樂曲譜的愛好，對台灣鄉土豐沛的關懷，一

生付諸樂團，將台灣歌謠重新編寫詮釋成新

樂章，讓故鄉的音符撼動每個感恩的心靈。

就像他自己說的：「一口氣寫了幾種精

緻的演奏版本；可能是我覺得有點使命感，

而且人生無常，我現在若還能寫而不寫，恐

怕就沒有這麼多“思慕的人＂演奏曲會問

世。有了這些充滿台灣自信與情懷的本土作

品，在國際重要舞台，台灣傑出的音樂家就

可盡情發揮，讓國際多了解台灣音樂文化，

更加尊重台灣這個國家。」

讓我們支持樂團的努力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彭婦

產科診所負責人）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2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證照
2. 具有教育部認定國內外大學物理治療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具臨床物理治療博士學位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

3.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於三年內至少有一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SCI、SSCI
或EI期刊。

二、工作內容： 負責學系暨研究所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其中1名具呼吸循環
物理治療相關專長者優先。預計起聘日為2016年8月1日。

三、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表、相關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著作目錄、論文抽印本、推薦函兩封、教
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請參用本院網站上需填寫之表格

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teach/teach19.doc）

四、截止日期：2016年1月15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五、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 臺大物理治療學系（所）曹昭懿主任

六、聯 絡 人：高雅雯　　　　　　　e-mail：ywkao@ntu.edu.tw
　　聯絡電話：(02)3366-8156　　　 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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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ech at my 80th Birthday Part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80th 

birthday party.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e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f my long life journey.

After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I decided to 

come to the US for graduate studies in 

1963. After a year internship at a hospital 

in New York City, I was accepted by the 

graduate schools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and the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 met my wife, Sabrina; while we were 

both graduate students in Michigan. We 

got married at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Ann Arbor, Michigan in 1966. My wife 

obtained her Physics Ph.D. in 1969. I 

obtained my physiology Ph.D. in 1970. 

I moved my family (Sabrina and two 

sons) to the Mayo Clinic for a National 

Inst i tutes of  Health (NIH) research 

fellowship. During graduate school and 

fellowship years, my salary was low. 

Sabrina used to tease me “You are 

a poor doctor”. Indeed, one day we 

walked into a Kentucky Fried Chicken 

restaurant. We were surprised by the 

price, soon we came out empty-handed. 

We could not afford it.

At the Mayo Cl inic, my research 

went well. I was excited to discover the 

Luteinizing Hormone (LH) receptors in the 

ovary of animals (mouse, pig) and the 

human body. Using the same technique, 

I also found FSH receptors in the mouse 

ovary and TSH receptors in the human 

thyroid. I presented my findings at US 

Endocrine Society every year for 5 

years. I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a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Endocrine 

Funct ion of  the Human Ovary”  in 

Florence, Italy. Later on,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invited an NIH scientist and me 

to give a 4-week Receptor Workshop in 

Beijing sponsored by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Program.

After I concluded my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t the Mayo Clinic for 5 years,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clinical medicine. 

I, specialized in pathology, passed the 

pathology board examination and 

practiced pathology for 30 years. During 

my pathology practice, I continued part-

time research. Altogether I published 

文／李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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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c ient i f ic  and medical  papers , 

and earned the title of Professor of 

Pathology at Albany Medical College. To 

compensate for my low income during 

graduate school and fellowship, I worked 

11 years over the usual retirement age of 

65 and finally retired at the age of 76.

Throughout the years, I encountered 

some hard times, due to my love for the 

basic medical research. However, in 

general I feel very happy and content. I 

have accomplished what I intended to 

do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happy family life, and children who all 

completed higher education and have 

good careers.

I  s incerely thank my wife for her 

love, patienc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me to fulfill my life goals. 

In addition to helping me throughout 

my career, bringing up four lovely and 

accomplished children, she worked in 

computer technologies for 15 years, 

physics research for 20 years, became 

a senior physicist and adjunct professor 

at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She 

authored and co-authored 75 papers. 

After retiring in 2012, she continued to 

be invited to review technical papers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s in technical 

journals in materials scienc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ome wisdom for life: Study hard while in 

school; Do your best at work. But most 

importantly, do not forget your health 

and family and enjoyment of life. When 

you face the sunset of your life, money 

and fame are no longer important. Your 

loved ones, family, friends are the most 

precious treasure and most important. 

Please cherish life and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註：作者生日宴會中28位親屬及賓客包括美

國人及在美出生華人，因他們不懂中文

因此以英文演講。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密西根大學

生理博士，曾任奧本尼榮民醫院病理醫師兼

任奧本尼醫學院病理教授，現已退休）

My 80th birthday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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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倫理之真諦

前言

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整個美國的醫療

系統發生了風起雲湧的巨大變化。做為一個

積極從事臨床的外科醫生，除了面對日常醫

療事務之外，對所謂「延續教育」（CME）

以及有關外科醫學研究等等一切活動，都勤

勉不懈，豈敢怠慢？尤其對醫療照顧，務必

力求更高效率，對所作的手術成果嚴格自我

審查，並承擔責任。這種普遍存在的精神一

直到上個世紀八○年代，才開始起了變化。

記得當時，全美國由於「管理醫療」強行介

入，醫療行為商業化。傳統的「醫病關係」

變質，醫護人員成為「供應者」而病人成為

「消費者」。外科醫生還被強迫接受病患的

「市場分配」。醫療保險業者多方干預，醫

生自主權逐漸喪失。醫療糾紛猖獗，誤診保

險費高漲，醫病雙方信任破產，醫護人員

「使命感」消失殆盡。

千禧年過後，職場中的外科醫生逐漸凋

零。急流勇退的醫生比比皆是，而留在職場

工作的醫生，職業倦怠屢見不鮮，服務熱忱

已大不如前。整個醫界瀰漫著低迷氣氛，加

上年輕人強調「生活方式」（lifestyle），

現在的醫學生、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們，都

嚮往風險較低而生活較有規律的領域。重要

專科像外科（包括婦產科）、及內科兒科的

某些次專科均苦於培育新血不繼，人才卻

步。相對而言，非臨床的病理（包括實驗診

斷）、放射影像科則持平。臨床的復健科等

則很吃香，皮膚科更是獨領風騷，是以「醫

美」整容到處大流行。全景雖不及台灣醫界

的「五大皆空」，美國重大的專科不少培訓

計畫也漸趨式微。在這樣「工商掛帥」的大

環境下，臨床醫學要保持專業而不淪為商業

貿易（trade）者，亦難矣！因此，談到今日

仍然堅守崗位的少數老輩醫界同仁，續以倫

理奉為圭臬，我們不禁由衷起敬。

醫學倫理，亦惠及藥師

簡 單 說 ， 一 個 臨 床 醫 師 的 醫 學

倫 理 就 是 指 他 生 活 中 的 「 敬 業 精 神 」

（professionalism）。醫師擁有的「專家知

識」（expert knowledge）主要並非為了個人

利益，而是用來照顧需要這種知識的病人。

今年七月中旬到九月初，我們在紐約市曼哈

頓上東區做客。在這個期間，我接到了台北

航空寄來的七月份「景福醫訊」。瀏覽之

時，發現去年我寫的一篇有關「基因體病理

應用」的拙文，出現在母校藥學系校友的一

些佳作之中。「一堂學生教我的倫理課」是

1981年藥學系畢業校友寫的好文章。閱讀後

我才知道，在藥師的養成教育裡頭，這門醫

文／江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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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倫理―也就是她們所謂的「藥學倫理」―

是臺大藥學系的必修課程。文章中提到五本

好書，其中三本是英文的暢銷小說。書裡談

的是當代幾位美國醫界「英雄」典範人物的

傳奇故事，中譯本由天下文化出版社發行，

學生轉述討論而得領悟。醫訊編輯在編後語

中指出，倫理學是門「形而上」的課，並稱

讚羅藥師十八年來的教學方式很有創意。

【筆者按：完全同意編者的看法。但

我必須說，倫理學（ethics）並非「形而上

學」（metaphysics），兩者雖然均屬於哲學

的範疇，畢竟不同。倫理學是研究「理想行

為」的學問；是蘇格拉底說的「最高尚」知

識、是「善與惡」的知識，也是「生活的智

慧」。至於形而上學，又稱「玄學」，則是

探討一切事物的究竟，特別是與「心靈與物

質」有關的問題。】

這些書籍記載著傑出醫生的心路歷程。

他們分別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心臟內科名

醫、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Dr. Bernard Lown，

自傳體小說《搶救心跳》The Los t  Ar t  o f 

Healing寫出他行醫心得；美國愛荷華州的整

形外科醫生Dr. Samuel Noordhoff，《愛，補

人間殘缺》記述他四十多年來，以傳教士身

分來到台灣的馬偕醫院，為顎裂孩童造福的

故事；美國內科醫生兼作家Dr. Ed Rosenbaum

寫下自己的罹癌經過，《當醫生變成病人》

數年前，以《再生之旅》The Doctor搬上銀

幕，賺人熱淚；美國哈佛醫學院畢業年輕醫

生兼人類學家Dr. Paul Farmer，《愛無國界》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描述他與另一位

同事如何以棉薄之力，將現代醫學帶到世界

最貧窮落後的國家―海地。故事引人入勝，

也感人至深。

勵志書籍，和「健康讀物」

我也收到來自不同地方的醫訊。它們

分別是：鳳凰城郵局轉來的八月份「美國外

科醫師學院」（ACS -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的醫訊；八月份「美國胸腔醫師學

院」（ACCP）的簡訊― CHEST Physician；

以及八月份的Mayo Clinic Health Letter，這

期還附帶了副刊「特報」Special Report ―這

些都是我每月定時會收到的醫訊雜誌。在這

些刊物中，我看到最新內外科醫學進展的報

導，也注意到一些有關醫學倫理的討論。譬

如說，八月份Mayo Clinic特報就介紹了九本

「健康讀物」（Healthy reads）（圖1），撰

寫的人都是美國當代一些尖端醫學專家兼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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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幾位癌症專家、內科醫生與外科醫

生。讀者對象為一般大眾，並不侷限於醫界

同仁或醫學生。作品寫法深入淺出，穿插一

些故事，足以引起共鳴。

畢竟，在一個人生活當中，身體、感

情、智慧和心靈都與健康的整體有關，為

了保持平時最佳運作，我們需要在這些不同

領域加強深度和韌度。換句話說，這些月刊

把讀者的視野擴大到最廣和最高的層面，尤

其在生命的轉折點，或在健康遇到挑戰之

時，更是如此。下列參考書如：外科醫生兼

作家Dr. Atul Gawande寫《作為凡人》Being 

Mortal，談到生死；內科醫生「安寧照顧與

緩和醫療」專家Dr. Ira Byock寫的《四件要

事》The Four Things That Matter Most，檢視

臨終時刻不容忽略的倫理問題。工具書如：

內科醫生預防醫學專家Dr. Dean Ornish的《愛

與生存》Love & Survival，指出親密關係與保

命之途徑；Mayo的癌症內科專家Dr. Edward 

C r e a g a n寫《做不做我的病人，在你！》

HowɅ
NOTto Be My Patient，傳授你一些醫生的

「秘密武器」，讓你在任何診斷之下都能存

活，並保持健康。這些讀物是強而有力的參

考書和工具，不啻為健康的精神食糧，可用

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或轉型。

安寧照顧，與緩和醫療

外科醫生以前關切的問題當然是「身

體」健康，而現在要強調「身心」健康。這

些日子最讓我驚訝的莫過於讀到八月份的美

國外科醫師學院（ACS）醫訊（圖2）。一

篇以「前瞻」（Looking forward）為題的專

欄，也是每期月刊的開場白，ACS的執行長

Dr. David Hoyt寫出他最近到新墨西哥州首邑

亞伯科基（Albuquerque）的一場前所未聞的

經驗。那是他在新墨西哥州大學（U. of New 

Mexico—UNM）醫學院當訪問教授時，被

邀參加該院一年一度舉行往生病人的追悼

會。這些死者不久之前都曾經接受過外科治

療，有的是住院時就被診斷為癌末、有的是

受嚴重創傷、更有的是短壽的兒童。這「追

悼會」代替了傳統的「死亡與發病討論會」

（即M & M conference）。一個鐘頭的討論隨

個人意願參加，但實際上，外科成員全部到

齊，座無虛席。前後一共有九個病例，則分

別由各級醫師負責上台報告。

主持UNM這場討論會的兩位外科教授

Dr. Bridget Fahy和Dr. Erika Ketteler，前者是

癌症外科專家（surgical oncologist），後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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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管外科專家兼住院醫師培訓計劃的副主

任。兩位都有美國「安寧照顧與緩和醫療」

（Hospice & Palliative Medicine—HPM）專

家資格的驗證，也都是ACS HPM委員會的會

員。毫無疑問，這些外科醫生都關心病人臨

終照顧的品質。「臨終」的定義就是病人活

不了六個月。過去的醫生都不願討論臨終照

顧，總認為這代表了治療的失敗。現在，當

老醫生們在討論會上，聽到這些還在培訓中

的年輕醫師，彼此交換經驗：解釋他們是如

何照顧這些臨終的癌末病患、重創病患、和

折翼過早的兒童病患，如何做關鍵性的治療

決策，其中不乏體貼入微、內省、和成熟的

表現。大家都被這種即興而又完整的心靈感

應所撼動。即使是最有自信的住院醫師也打

開了話盒，表達自己對悲痛過程的感受，告

訴大家他如何找到適應能力來繼續服務危重

的病人。聞者豈不動容？

「死亡迴診」，外科人性化

據調查，三分之一的家庭醫生對死亡的

反應難以釋懷，有趣的是，這些醫生開業越

久，負面的反應越增加。UNM別出心裁極有

創意的「病人追悼年會」其實是以每年四次

「外科死亡迴診」（Surgery Death Round）

為基礎。自從八年前Dr. Ketteler來UNM任

職時，這稱呼就一直被沿用至今。「死亡迴

診」重點放在病例的情感道德和非醫學方面

的背景，早已被外科導師和住院醫師們接

受。它之所以用「死亡」（death）而不用

「往生」（expire）、「去世」（passing）、

「逝世」（demise or deceased）等字眼或其

他的婉辭，就是要促成一種氛圍，使住院醫

師們更能放心討論、去共同參與病人死亡的

經歷。也讓這些尚在培訓當中的醫師們知

道：為患者做「緩和醫療」（又稱「姑息治

療」），在UNM並不忌諱。換句話說，哪怕

是一個很縝密而又稱職的外科醫生，這種治

療也可以被認為是正常操作的一部分。

這群醫生刻意注重外科「人性化的一

面」，令人耳目一新！他們的高尚情操，溢

於言表。友愛和支持不僅存在於導師與住院

醫師之間，也在住院醫師們彼此之間成了催

化劑。這種「同儕連接」（peer connections）

的有效發展，越來越像是一個外科團隊不可

或缺的要素。如此產生的同理心可以促進合

作，還可以避免自我隔離、挫折、職業倦

怠、幻滅和玩世不恭的態度。這類活動展示

了他們對同事、對病人和對家屬的同情心，

也讓我們這輩老醫生恢復樂觀，重新看到外

科的未來。坦白說，過去我們這些醫生，面

對「死亡」的話題總是不舒服，因為我們進

入這行業的初衷就是要拯救生命，而不是來

看生命的結束。總而言之，這UNM的培訓

計劃給年輕醫生們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臨

終照顧使他們看清楚「死亡」與「垂死」

（dying）的品質，也了解甚麼才是「生命結

束」（end-of-life）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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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世勳醫師風範永懷

悼念老友，生死兩相安

這次筆者在紐約的期間，驚聞涂世勳

同學不幸去世的消息。他是我們「牛家班」

中最堅守工作崗位的一位醫生。1977年獲

得多樣美國醫學專家資格認證，成為內科／

血液學／腫瘤學專家後，自堪州搬來加州

Stockton創業。1992年南遷Bakersfield，加入

當地醫療集團，一直就在「綜合癌症中心」

（Comprehensive Blood & Cancer Center）和

Kern County醫院（UCLA教學醫院之分院）腫

瘤科任職。2007年他與我班另一位僑生同學

梁淑然醫師結縭，她在羅省Kaiser Permenante 

Medical Center服務小兒科。雙方都差一兩

歲就進古稀之年，梅開二度，再締良緣。婚

後比翼旅遊，足跡遍及歐、亞、中南美洲各

地，令人羨煞。世勳兄在診所看病，醫院迴

診，持之以恆，數十年如一日。業餘時間則

以圍棋、橋牌、園藝、照相、嗜電腦為樂，

勤讀書（舉凡西洋及東瀛文學），聽音樂

（尤愛巴哈）。多才多藝，最近學西洋油

畫，偶有新作。聰穎基因來自「中原」漢人

與台灣平埔族血統的混合。雙手靈巧，喜歡

在家自己幹活是美國式好丈夫，也是修車、

上屋頂、做木匠和搞水電的勤雜工。

世勳兄過去有嚴重冠心病、動脈粥樣

硬化和慢性心衰竭，十年前做過冠狀動脈

繞道和主動脈瓣置換手術。今年二月，他

的私人心臟科醫生告訴他，如果不是「換

心」的話，他只有六個月的時間可活。據說

β-blocker或許可延長一些壽命，是以他嘗

試β-blocker一陣子，但可惜因為藥物的副

作用而無法繼續服用。在這期間他仍然每天

報到，在綜合癌症中心上班。他原來打算自

今年開始到年底為止，一個月只要工作一個

週末就好。沒想到七月四號美國國慶的週末

假日，竟然是他看癌症病患的最後一次。七

月十日，當他在私人車庫裡修理老賓士轎車

時，突然宿疾復發，暈倒不起。經家人急送

醫院，發現中風，腦血管破裂。隨即陷入昏

迷，神經科檢查顯示，大腦皮質下「內囊」

出血。住院期間，昏迷一度稍有好轉，但不

久又有多處腦部出血，昏迷加深，加上肺炎

併發，遂於八月十九日不治。八月廿九日在

“Your patients do no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 Dr. Gerald Healy. Quoted by Dr. Edward Copeland, The Art of Medicine at End of Life 

symposium, 2008
“He lives the most of his life from never-ceased working.” 

- Dr. Sue Leung, in speaking of her husband, Dr. Shane Tu, 2015



校友小品

2015年12月‧第32卷第12期 35

羅省市郊玫瑰崗墓地舉行送別儀式，我竟羈

留東岸不克參加，深以為憾。

世勳兄生前熱情洋溢，待人以誠，服

務患者則視病猶親。口碑載道，繼又成「老

年醫學」專家，是以有腫瘤痼疾者，紛至沓

來。彼為醫者風範，奉行醫學倫理之真諦，

終生學習而不渝。置身安危於度外，竭盡所

能為他人。前曾「戲言身後事」：請「牛家

班」主席從班費為他預留美金四百，作為將

來送葬花圈之用。可見在其人生道路最後

「臨終」這段期間之心情，雖說是萬般無

奈，也能坦然從容面對。記得他生前崇拜德

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還以其名言與

我相勉過：「生活的意義便是把人生中各種

遭遇，化為火光」。對無可奈何之事一笑置

之，即使是死亡也不例外！彼亦常問淑然

嫂：「不知『全退休』後，該做何事？」病

倒之前，仍然與同學們電郵往來穿梭，談天

說地，帶頭掀起辯論，使大家腦力激盪，亦

使我獲益良多。今我頓失好友，獨行幽谷。

嵇琴絕響，已無知音。夜來沉思，魂牽夢

縈，何時可止？謹以此文慰其亡靈，聊表肅

穆哀悼。世勳兄泉下有知，請安息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本院典藏許多顯微鏡，使用年代由日治時

期開始直到現在，是病理或組織研究上不可或

缺的工具，透過顯微鏡的觀察，完成了許多病

理診斷與組織鑑定。本次展出之5部顯微鏡，

年代囊括日治時期至1980年代，包含光源式單

眼顯微鏡、電源式雙眼顯微鏡、立體顯微鏡及

攝影顯微鏡等，足以勾勒顯微鏡發展史。

　　本特展除維持自6月份配合院慶推出，備

受好評的雙甲子特展外，並增加上開具有歷史

意義之顯微鏡展示，內容精彩可期，歡迎蒞臨

參觀。

【展覽訊息】

展覽日期：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6月30日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至下午2時
展覽地點：總院東址院史室

院史室於12月15日推出新特展：見微知著─顯微鏡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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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祖耀

“Look back, and smile on perils past＂，在104年進入年度盤整的最後

一個月，各位景福校友們是不是也有機會在忙碌的生活中駐足片

刻，從容微笑地回顧這一年發生的點點滴滴呢？

本期醫訊的內容以『牙醫學系專輯』為開場，由牙醫學院江俊彬院

長首先發表牙醫學系招生滿一甲子的感言，帶出母校牙醫學教育從篳路

藍縷到開花結果的歷程。接著由林俊彬教授娓娓道出牙醫學系轉型升格

為牙醫學院的轉變，包括同仁及校友大力協助下的硬體設施更新，以及

課程教學和學術研究軟體方面的提升。林立德系主任對於牙醫學系的教

育制度及養成訓練現況，進行了詳盡的說明，也為母校口腔醫學的未來勾勒出發展的藍圖。賴向華

校友會長以畢業校友代表的身分，則是以多面向規劃了校友們回饋參與的具體作為，期許量少質優

的牙醫校友為母校的未來一起努力。文字的款款陳述，不如張張生動畫面的感動；附載的牙醫學系

相片介紹，透過一幀幀的照片貫串成一段生動的歷史，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醫學新知」專欄，我們邀請臺大新竹分院胃腸肝膽科蔡明宏醫師解說近年來「金屬支架在消

化系統的應用」，以往純粹由外科醫師處理的消化道狹窄問題，目前多了一項治療的選擇――金屬

支架置放。於食道、胃及十二指腸、大腸直腸和膽道狹窄處置放特殊合金支架，對於惡性消化道腫

瘤患者的治療不啻開了另一扇窗，可以減少部分因手術帶來的風險以及化學治療時間延後的問題。

「醫學論壇」單元中，方偉宏副教授分享了他之前在杜克大學的指導教授保羅‧默德里奇於核酸修

復的研究成就，同時簡要的說明細胞進行核酸修復的原理，深入淺出的文字中除了讓人一窺基礎醫

學的堂奧，也值得讀者體會薪火傳承的師生情誼。

「同窗情誼」專欄中，彭衍炈醫師以訪談形式娓娓道出老同學林肇華醫師在音樂方面的成就，

其帶領的“故鄉室內樂團＂藉諸音符流露對台灣的鄉土關懷，讓人期待能夠親臨現場一齊接受感

動。「校友小品」的部分，李慶榮醫師的八十歲生日感言，可以感同身受文字間的箇中滋味，也讓

讀者分享他體悟到的人生智慧。江顯楨醫師對於臨床醫師醫學倫理的敬業精神以及面對生死的醫療

品質，有著很深的領悟與反思；此外一篇追念故友風範的感言，也十分耐人尋味。

最後，感謝各位校友的熱誠投稿，感謝各位編輯委員的支持協助，更感謝亮月小姐的大力幫

忙。在這104年的結尾，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事事如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臺大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方偉宏總編輯應邀參加2015年諾貝爾獎頒獎活動

時間：2015年12月10日　　地點：斯德哥爾摩

▲Dr. Paul Modrich與實驗室過去的研究生及博
士後研究員合影

▲諾貝爾頒獎典禮後，與Dr. Paul Modrich合影
留念

▲Dr. Paul Modrich捐給諾貝爾博物館的
MutSα接合錯誤DNA的結構圖

▲頒獎典禮後在斯德哥爾摩巿政廳的正式晚宴

▲Dr. Paul Modrich化學獎的獎狀 ▲Dr. Paul Modrich化學獎的金質獎章



女兒平日喜歡

讀書，爸爸叫

她擺姿勢，她

覺得看著書比

較自然，天鈞

畫出了女兒可愛

的神韻，背景用

紅紫色的花和黃

綠色的底色，咖

啡色的樹枝和古

典的椅子相映，

身穿深淺藍色衣

鞋的女兒顯得溫

和平靜，整張圖

給人溫暖的感覺。

閱
讀

臺大醫院院史室顯微鏡特展（詳情見內頁35頁）

時間：2015年12月15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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