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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影像科技：MRI-PET

國
民健康局的統計顯示：自民國71年起，

癌症就高居10大死因的首位，不但可能

奪走患者的生命，也嚴重影響到病患和家人

的生活品質，同時造成龐大的工作人力損耗

和醫療費用負擔。如何有效防治癌症，及早

診斷、及早治療，是台灣當前重要的公共衛

生課題之一。台灣的癌症發生率逐年上升，

至2011年達每十萬人口約399人。雖然人數

持續增加，早期癌症5年存活率仍可達7成。

為了防堵癌症，除了要有良好生活習慣，定

期篩檢亦不可少。如果家族血親成員中曾經

罹患過某些癌症，其他成員罹患相關癌症的

機率較一般人升高。例如乳癌病患的一等親

（母女姊妹）有乳癌病史的比率約為13%，較

一般人更需要定期的篩檢。此外，對於曾經

罹患癌症的病友，定期有效的追蹤可以及早

偵測腫瘤是否復發，並且盡早採取適當的處

置，進一步有效降低復發轉移的可能。

磁振造影（MRI）掃描儀為高階影像

檢查，為一種非游離輻射儀器且具有良好

的軟組織對比，因而廣泛應用於全身各器官

的影像診斷上，對於腫瘤的偵測率在不同的

癌症種類，因不同掃描參數與配備之下有所

差異。根據過去研究，磁振造影在健檢民眾

的腫瘤（包括癌症及良性腫瘤）篩檢陽性率

為6.9%，其中癌症是3.1%，比例最高的是

乳癌（約1.1%），而需要治療的良性腫瘤

約1.4%。因此常見的乳癌患者如果偵測出

BRCA1或BRCA2突變基因或是有乳癌家族

史，可能會建議採用磁振造影進行乳癌篩

檢。磁振造影可以精準診斷癌症的位置、大

小、侵襲範圍，並且評估是否有轉移到他

處，以提供患者適當的後續治療。

正子造影（PET）為一種功能性的先進

醫學影像技術，將有放射性的去氧葡萄糖注

射到體內，可顯像出人體代謝功能異常的部

位，目前廣泛應用在包括癌症（頭頸癌、肺

癌、食道癌、大腸癌、乳癌、淋巴瘤等）、

代謝、心血管疾病及腦部病變的偵測評估，

有相當高的敏感度；不同的追蹤劑（tracer）

也可對個別的腫瘤有高度專一性偵測的效

果。根據過去研究，正子造影檢查在健檢民

眾的腫瘤（包括癌症及良性腫瘤）篩檢率約

1.2%。目前在常見的固態腫瘤的偵測上，磁

振掃描與正子造影兩者各自有其盲點存在，

磁振掃描對於早期肺癌、食道癌、胃癌、大

腸癌敏感度較低，正子造影對於腦癌、肝

文／陳邦斌、彭信逢

MRI-PET磁振－正子整合造影掃描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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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前列腺癌、腎臟癌敏感度較低，所以兩

者結合之整合影像可以互補不足之處，使

『磁振-正子整合造影（MRI-PET）』的診斷

準確性可以再向上提升到90%以上。

正子造影檢查大致上是具有高度敏感

性但是專一性較不高的檢查方式，而且會有

輻射劑量。傳統正子造影因為影像解析度不

高，需要配合電腦斷層掃描檢查提供清晰的

解剖構造資訊，總輻射劑量約8~10毫西弗

（約300~500張胸部X光，約等於年輻射背景

值的4倍）。「磁振-正子整合造影」因為沒有

電腦斷層掃描的輻射劑量，整體劑量則可降

低至原有的1/3-1/2，符合美國醫用物理學會的

建議，單次醫療劑量暴露在50毫西弗以下為

低風險或是不存在風險，尤其對於年輕病患

或須定期追蹤的病患更可大大降低輻射的風

險。此外，傳統全身正子造影檢查，約需0.7

小時，而全身磁振掃描則需要1小時，兩項合

計共需要1.7小時，若整合成單一「磁振-正子

造影」全身檢查只需約1小時就可以完成，可

節省來回交通以及工作時間損耗。曾罹患過

癌症的患者，如果定期接受「磁振-正子整合

造影」追蹤，就不須要分開安排正子攝影電

腦斷層掃描與磁振造影兩次檢查，在單次的

「磁振-正子整合造影檢查」就可以同時得到

正子攝影的功能性與磁振造影的解剖結構性

影像，這兩種影像都能提供精確的診斷和重

要的腫瘤分期資訊，讓患者可以儘早依據不

同的診斷給予適當的治療，以提高患者的存

活率與生活品質。然而，「磁振-正子造影」

是高階影像醫學儀器，目前健保仍未給付，

仍需自費。雖然目前國內只有臺大和長庚醫

院購置，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醫院引進此種高

階影像檢查，造福更多民眾病患。

（作者陳邦斌係母校醫學系2001年畢業，現

任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彭信逢係

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附設醫院影像

醫學部副主任）

卵巢癌病患之全身磁振掃描／正子造影影像，左方
兩欄為磁振掃描影像，最右欄為正子造影影像，中
間為兩者之融合影像。可看到左側頸部有淋巴結轉
移之病灶。

11歲男生罹患神經母細胞瘤第四期
左圖：電腦斷層影像（上）與電腦斷層正子造影重
疊影像（下），顱骨內diploic space病灶顯示較少
且不明確。
右圖：磁振造影影像（上）與磁振正子造影重疊影
像（下），顱骨內diploic space病灶顯示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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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勃起障礙診治新突破―電腦斷層骨盆腔

血管造影及動脈導管介入治療之臺大獨創經驗

男
性勃起障礙（erectile dysfunction，簡

稱ED）也就是俗稱的陽萎或不舉，是

一相當普遍、但被嚴重低估、也往往難以啟

齒的問題。在美國麻州年長男性研究中，四

十歲以上男性約四成有勃起障礙；其他不同

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也大多呈現相類數字。

俗話說，「男人四十歲，只剩一張嘴」，竟

有若干相符之處。然而勃起障礙並不是老化

的必然現象，七八十歲老當益壯者也比比皆

是。造成勃起障礙的原因可概分賀爾蒙失

調、神經損傷、動脈狹窄、靜脈閉鎖不全、

藥物、及心理因素六大類，且往往多種原因

並存。降血壓藥物包括利尿劑和乙型受體阻

斷劑也是造成高血壓病患勃起障礙重要原

因。近年來多項研究顯示，動脈血管狹窄似

乎扮演主要角色，這從勃起障礙一再被發現

可做為動脈硬化疾病預測指標，平均勃起障

礙較心腦血管疾病早三年發生；心血管疾病

患者超過半數均伴有勃起障礙；及PDE5抑制

劑（如威而鋼Viagra、樂威壯Levitra、犀利士

Cialis等）做為動脈擴張藥物能有效改善勃起

障礙等觀察可知。目前關於勃起障礙治療仍

以口服PDE5抑制劑為大宗，這從全世界相關

藥物銷量獨居鰲頭可知影響之深。

2012以前的勃起障礙相關骨盆腔動脈疾

病診治全球概況

在70-80年代，即有研究利用侵入式血

管攝影檢查，探究勃起功能障礙病患之骨盆

腔動脈狀況。綜合十個血管攝影研究，共計

629位勃起功能障礙病患的研究結果顯示，

75%之病患有至少一個骨盆腔動脈狹窄病

灶，且病灶多分布於骨盆腔底部之總陰莖動

脈（common penile artery）及遠端內陰動脈

（distal internal pudendal artery）。當年的這些

研究結果即證實了骨盆腔動脈狹窄在引起勃

起障礙的重要性。但由於當時動脈介入治療

技術及器材的局限，此類病灶無法進行介入

治療，相關研究也因此停滯不前。

這樣的狀況在進入21世紀後有了改變。

美國學者Rogers JH等人，將動脈血管介入

治療使用於合併內陰動脈狹窄的勃起障礙病

患。在於2012年發表的ZEN全美國多中心臨床

試驗中，30位接受治療的病患，近六成於治

療後六個月報告勃起障礙改善。然而這份報

告也同時呈現了以下諸多問題，包括病患收

集不易，在所有接受評估的病人中，僅百分

之八的病患符合試驗收錄條件；儘管均使用

藥物塗層支架，血管再阻塞率仍近四成等。

也因此，後續的相關研究再度沉寂。

2012之後的臺大獨創經驗―電腦斷層骨

盆腔動脈血管造影的發展

我們於2012年六月十二日在臺大雲林

分院完成首例針對合併內陰動脈狹窄的勃起

障礙病患之動脈介入導管手術及血管支架置

文／李文正、王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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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病人於術後三日即感覺勃起障礙恢復。

然而，沒有一個良好的非侵入檢查於術前診

斷骨盆腔動脈狹窄仍是一困擾問題，這亦是

ZEN研究收錄病人困難的主要原因。陰莖都卜

勒超音波檢查儘管在總院泌尿科謝汝敦教授

團隊已有成熟經驗，也能夠發現是否有動脈

狹窄，但缺乏非侵入式骨盆腔動脈檢測，對

欲於複雜之骨盆腔動脈進行介入治療仍是一

大瓶頸。

我們其後於 2 0 1 3年起，利用以往即

已嫻熟之冠狀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圖

1），逐步發展出全球唯一的骨盆腔電腦

斷層動脈造影血管重組分析模式（p e l v i c 

CT angiography），將骨盆腔自內髂動脈

（internal iliac artery）至陰莖動脈、海綿體動

脈之整個內髂－內陰－陰莖動脈系統均能清

楚顯示（圖2、3）。至此，勃起障礙病患之

骨盆腔動脈狀況可於術前完全掌握，是開展

骨盆腔導管介入治療的關鍵突破。在至2015

年六月於臺大醫院接受檢查的476位勃起障

礙病患中，73%的病患有至少一個或以上的

動脈狹窄病灶（定義：直徑狹窄≥50%），平

均每位病患有2.7個狹窄病灶。病灶最常位於

總陰莖動脈（30%）、其次為遠端內陰動脈

（29%）、再來是背陰莖動脈（14%）及近端

內陰動脈（12%）。除了能清楚將狹窄病灶定

位外，骨盆腔電腦斷層動脈造影還能清楚提

供血管分支狀態，對介入手術時診斷及導管

的置入、導絲的走向操作均大有幫助，可縮

短介入手術時間。

全方位骨盆腔動脈導管介入治療的開展

由於診斷技術的突破，我們至2016年1月

已完成319人次之骨盆腔動脈介

入手術。陰莖動脈平均直徑介

於1-2毫米，現行之冠脈介入器

械足敷使用，惟陰莖動脈較脆

易發生剝離（dissection），因

此進行擴張務須和緩且從最小

氣球導管開始。術後一個月勃

起功能改善者約7成，術後六

個月約六成，12個月約五至六

成。陰莖動脈由於管徑較小，

1

電腦斷層機器裝機時的照片，右為筆者李文

正，左為國內創新使用電腦斷層診斷先天性

兒童心臟病的本期執行編輯陳世杰醫師。

電腦斷層骨盆腔動脈血管攝

影，正面重組的影像。

2

電腦斷層骨盆腔動脈血管攝

影，側面重組的影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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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無法放置支架，我們的臨床試驗結果顯

示單純氣球擴張六個月再阻塞率近四成，仍

有改善空間。內陰動脈由於管徑約2-3毫米，

支架放置技術成熟可行，而我們試驗結果顯

示，在遠端內陰動脈放置藥物塗層支架再阻

塞率大於五成、塗藥氣球反而再阻塞率僅兩

成，六個月臨床改善率在塗藥氣球組可達八

成，而在支架治療組僅三成，最佳治療策略

仍待確立，事實上，最近亦有所突破，待確

定來日會再報告。至於其他近端狹窄病灶，

包括近端內陰動脈、內髂動脈等對支架反應

良好，再阻塞率接近於零，臨床改善顯著。

在所有勃起功能改善病患中，三分之一病患

在術後一星期內改善、三分之一在一星期至

一個月內改善、剩下三分之一在一至三個月

內改善。

除了勃起障礙改善外，整體而言，亦有

近六成病患感受排尿功能進步，小便流速增

快、夜尿減少、解尿乾淨，顯示骨盆腔血液

供應不足亦為排尿障礙（所謂下泌尿道症狀

LUTS）原因之一。我們甚至也有成功治療女

性病患相關症狀的經驗，相關成果已於國外

會議報告，後續成果令人期待。

目前針對勃起障礙病患，標準流程為先

至泌尿科門診進行評估，如果懷疑為動脈或

靜脈因素所致，即安排陰莖都卜勒超音波檢

查，若確有海綿體動脈流速下降，則可自費

進行多切面電腦斷層骨盆腔動脈造影檢查；

另一流程則為直接於心臟內科安排自費多切

面電腦斷層骨盆腔動脈造影檢查，若確有動

脈狹窄，則開立相關藥物並討論是否擇期進

行導管介入治療。接受介入治療時，也同時

檢查心臟冠狀動脈，約1/5的病患同時合併冠

脈疾病。

總而言之，在包括泌尿科謝汝敦教授、

劉詩彬教授、陳志鴻醫師、戴槐青醫師的共

同合作、及心臟內科和影像醫學部的支持

下，我們在臺大醫院開展了全球骨盆腔介入

治療的先河，也吸引了包含義大利、港澳等

地醫師來台學習（圖4）。在診斷上，骨盆腔

電腦斷層血管造影分析模式建立，治療上，

各種介入治療模式的長期療效觀察及最佳策

略制定，及對病人除了勃起障礙外包括排尿

障礙等多種骨盆腔缺血症狀的評估，相信骨

盆腔動脈介入治療的全球熱潮將至，也將翻

開醫療史的新篇章。

（作者李文正係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臺

大醫院影醫部主治醫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影醫部主任；王宗道係醫學系1992年畢業，

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副教授、臺大醫院心臟

內科主治醫師）

4

右為來自義大利羅馬學習的Dr. 
Todaro，左為筆者王宗道於骨盆

腔介入術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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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療四年制與六年制的差異

文／陳譽仁

自
從臺大物理治療學系與陽明物理治療

學系提出改制為六年的學制之後，筆

者常在不同的場合被不同的對象（學生、家

長等）詢問到「四年制與六年制有甚麼不一

樣？」，或「四年制與六年制畢業學位與執

照考試是否會有不同？」等問題。在這個探

討未來六年學制的專欄中，筆者會試著從幾

個不同面向來回答這些問題。

一、為什麼要改成六年制？

為因應現今物理治療專業的世界趨勢，

許多歐美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洲、紐

西蘭、愛爾蘭等）將物理治療師推向位居臨

床與病患接觸的第一線角色（又稱為直接

就診模式Direct Access）。為了讓物理治療

師更能獨立進行功能性評估，鑑別診斷（包

括如何分辨具有其他疾患，須先行轉介至其

他科別進行治療、控制，如癌症、急性傷害

等）、與疾患治療預防，歐美國家於十多年

前即開始進行物理治療學習內容與學制的修

訂。舉美國為例，物理治療在美國現今多為

學士後的學位學程，學生須先修畢一般大學

課程，取得學士資格後申請物理治療臨床博

士學位學程（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 

Program），並於入學後進行三年、八學期

（包括寒、暑假）的專業課程與臨床實習，

以取得物理治療臨床博士學位；才可以進行

執照考試，通過後方能進入職場。其課程內

容尤其強調加強功能性評估，鑑別診斷與實

證醫學為主的臨床邏輯思考辯證。其他歐美

國家雖不是全面改制為物理治療臨床博士學

位學制（加拿大為物理治療碩士、澳洲於兩

所大學試辦物理治療臨床博士學位學程），

課程內容也以前述的方向為主要修改方向，

於是新興課程包括：醫學影像判讀、營養

學、藥物學、心理學、鑑別診斷、問題導向

學習與實證醫學成為現今物理治療教育的新

基礎。

有鑑於此，國內物理治療專家與學者們

自2009年起即舉辦許多對於台灣物理治療教

育改革與專業發展的會議，針對教育內容、

修業年限與學位制定進行討論。許多專家學

者對於現今四年學制已難追加新興課程（四

年須涵蓋基礎課程、醫學院共同課程、以及

專業課程與臨床實習）、課程安排過於緊湊

（於大三時進行四大專科授課）、以及與歐

美國家學制學位不對等（學士與臨床博、碩

士），所以提出改制為六年物理治療教育學

制。向學校與教育部提出修改案後，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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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起於臺大與陽明大學進行六年制學生

的招生。陽明大學將直接改制為六年學制，

臺大於初期將實施四、六年制並行，並於數

年後全面改制為六年學制。

二、�四年制與六年制的課程設計有何

不同？

在此以臺大物理治療學系六年制課程

設計為例說明。最大的變革包括以下幾點：

一、新增新興課程。醫學影像判讀、營養

學、藥物學、心理學、鑑別診斷、問題導向

學習與實證醫學等課程皆會加入現今課程設

計成為系定必修課程，以及新興領域課程包

括運動物理治療、皮膚系統物理治療、老人

長照、健康管理與研究專題等，總畢業學分

數預計增加為200學分。二、增加專業課程

授課與學習效率。將肌肉骨骼、呼吸循環系

統與神經科學、小兒科學分成不同學年授課

（骨、心於大三；神、兒於大四），以分組

教學設計（Block Design）的概念，結合同

時進行的該科別臨床實習，以加強專業知識

與臨床練習的連結，達到更好的學習效率。

三、全時實習移至大五時進行。四大專科的

全時36週實習移至大五執行，並於四大專科

實習完畢後回校進行大六進階模組課程與實

習。四、大六以興趣結合臨床需求進行整合

性進階模組學習。於四大專科實習完畢後，

進行整合性規劃的模組學習，以符合社會醫

療需求。初步規劃四大模組包括：研究領域

（可縮短未來碩士學位學程修業時間）、運

動與健康促進領域、生命發展與長期照護領

域、以及專業發展與管理領域。這些模組

課程皆為四科整合，並輔以規定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與專門整合性實習與研究，以

達到學生於畢業時即有進階專長，增進就業

市場競爭力（類似畢業後醫學訓練計畫Post 

Graduate Year Training [PGY] 的概念）。課程

間連結與時序皆會經過縝密設計與調整，以

符合學生學習與專業要求。

三、�四年制與六年制畢業學位的差

異？

現今四年制畢業生的學位名稱為理學士

（英文名稱為Bachelor of Science），未來六年

制畢業生的學位名稱為物理治療學學士（英

文名稱為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由於

教育部的規定（僅有學、碩、博士等級，無

臨床博士學位認定），以及其他六年制學系

仍為學士等級學位（如醫學士、牙醫學士、

藥學士等），六年制畢業學位仍為學士等級，

但希望未來經由課程內容國際認證，達到與

歐美國家學制直接接軌的目的，或推動六年

以上學系共同建請教育部考慮設置新學位認

定為目標。

四、�四年制與六年制未來就業的機會

是否不同？

這個問題可以就兩個層面進行討論，

一、執照考試方面：兩制的畢業生於近期

的執照考試並無不同，但是學、業界會對於

考試方式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未來能考慮



醫學論壇

2016年2月‧第33卷第2期 9

規劃以兩階段（基礎學科、進階臨床學科，

因六年課程內容多，一次性考試須準備過多

科目），以及結合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來進行國家考試，以確保臨床實

作能力能達到標準。二、就業市場方面：六

年制學程內容與設計強調培養核心能力包

括：物理治療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skills in 

physical therapy）、專業的服務倫理與人文關

懷（ethics and compassion）、專業之當責、自

主與倡議領導能力（accountability, autonomy 

and advocacy）與跨領域溝通的人際關係與團

隊合作能力（multi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我們相信擁有這些核心

能力的物理治療師會更契合於現今社會的需

求，不論是在社區導向醫療、長期照護系

統、甚至是運動與健康管理、自費開業市場

皆能展現其全面性的專業能力，以及優良市

場競爭力，進而改變不佳的臨床現狀與開拓

新市場。

五、六年制的未來發展？

為突破現今過時的醫療模式與不佳的臨

床環境，教育改革是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唯

有提升教育與訓練內容，才能達到於短時間

內複製大量擁有優秀臨床鑑別診斷與治療能

力的物理治療師，去滿足一直存在卻從沒被

正確對待過的臨床市場。物理治療專業一直

是強調全人照護的專業（從小兒到老人，從

身體、心理、功能到日常生活），在這個老

年化社會日漸嚴重與希望最大化獨立活動歲

月與時間的今日，物理治療專業早已是不可

或缺的存在。觀察其他國家物理治療專業發

展一日千里，物理治療師不但擁有被極度重

視的社會經濟地位，更是自我成就、實現與

滿足感前三名的職業，台灣又怎能阻擋這世

界潮流，硬是要逆其道而行呢？正確的臨床

診斷，適當的治療方法才是贏回民心的不二

法門，那麼以此為目標的學制與課程設計又

怎能不被現今的社會所需要及接受呢？希望

教育改革能推動一連串的連鎖效應，創造物

理治療美好的前景！

※ 轉載自物治人物誌，2015年11月107期。

（作者現職為母校物理治療學系老師）

麻醉科王明鉅教授、外科賴鴻緒教授

榮獲104年度「臺灣醫療典範獎」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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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杏 的 沿 革

文／蘇重光

一、發起人董大成教授

董教授是生化學科主任，兼任訓導分處

的主任。由於他的倡導，青杏開始萌芽並成

長。

第一次見到董教授，是在醫學院大禮堂

內。醫預科二年級的先輩，為我們一年級新

生開迎新會。除了各項表演，還準備了豐盛

的餐點。

杜聰明院長、醫院代院長、葉曙教授

（教務分處主任）和董教授都蒞臨參加盛

會。杜、葉及代院長都是一流的演說家；分

別致詞教誨諸生要用功學習，並且要做救人

濟世的良醫。每個人不過各講二十分鐘，加

起來就超過一小時多。最初諸生都能聚精會

神恭聽，可是用餐時間已過，飢腸轆轆，只

得望著長桌上堆滿的食物發呆。

二年級的吳兄輕聲地說：「我的胃裡已

經可以測出『摩擦係數』來了。」吳兄研讀

物理頗有心得，才能發表如此高明的見解。

比起前三位師長來，董教授的講詞簡單

明瞭，字字都能扣人心弦，令人終生難忘。

他一共用了十六個字：「我的肚子餓得很，

我想你們都快餓死了。」說完全場掌聲如

雷。

再聽董教授講話，是在三下生化頭一節

課。他說醫學生不必記vitamin C的結構式，

但是要瞭解vitamin C在人體內的生理作用。

他又特別強調我們要多發問，聽不懂，聽不

清楚的，馬上就可以問。學問學問，就是要

問，千萬不要做一部高效率的錄音機；把老

師講的一字不漏地記下，奉為圭臬。整個生

化學科都有這樣開放自由的氣氛。在生化科

學習的半年，是我們醫學院七年中最快樂的

時光。

有次幾位年輕人犯了錯，去到不該去

的地方；在院務會議上提出討論。有的教授

認為事態嚴重，應該記大過；還有開除的主

張。董教授獨排眾議，力主從輕發落。最後

還是決定給這幾位傻後生機會，沒有斷絕他

們的前程。

二、一本醫學院學生自己的雜誌

由美國Wisconsin大學考察回來，董教授

認為我們醫學院的學生，應該加強和校友們

的聯繫。而一本學生出版的刊物，可以做為

一座合適的橋樑。

在民國44年3月5日（1955），醫學院代

表開會時，董教授提議發行醫學院同學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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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刊物。經過代表們討論後表決通過。交付

學術股總幹事沈永訓（四年級）和副總幹事

蘇重光（三年級）兩人負責籌辦。

會後接連幾次，董先生召見沈君和我兩

人談話。他鼓勵我們放手去做。萬事創辦最

難，出版了一期有了經驗再做就容易多了。

他還指示我們刊物的內容，怎樣訪問教授

們，報導各科的研究項目及成果。此外他也

提示我們如何向各方面申請經費，拉廣告，

向校友募捐等。

沈永訓約了他班上的鄭昭傑，我約了同

班好友洪文亮來幫忙。我們四個人名列創刊

號的編輯，可是鄭君從來都沒有出現過。一

切雜事，諸如訪問各科主任，徵稿，審稿編

輯，印刷，請校長題詞，完全由我們三人負

責。沈君好引用舊詩，常用一些文言文，文

亮擅寫新詩，我只寫些故事。稿件不足時，

我們三人就拿自己的作品發表。

二年級的羅俊宏，因投稿認識了永訓

兄。他很熱心幫忙，花了不少精力和時間，

協同做校對工作。

第一期青杏的工作人員，一共是沈、

蘇、洪、羅四人。民國44年10月（1955）青

杏社成立後，才有其他同學參加。

三、青杏名稱的來由

在佈告欄上登徵稿啟事時，我們也登了

徵名啟事；居然沒有一個回應。結果就採用

永訓兄命名的“青杏＂。他對這名字涵意的

解釋是“青翠的杏樹＂，象徵“有為的青年

醫師＂。在編後語上，沈兄就用“願此青翠

的杏樹能結出豐美的果實＂做結語。

有關杏林的傳說，“搜神記＂和“太平

廣記＂都有記載。三國時代吳國有一位半道

半仙的董奉，能治各種疑難重症，甚至還能

起死回生。他為人治病，不收半文；但要求

病人病好後在他家旁邊種杏樹。輕病的種一

棵，重病的種五棵。幾十年後十萬多杏樹蔚

然成林。收成的杏子換成谷穀，又用來周濟

窮人。世人替他建廟，尊他為醫神。晉懷帝

封他為“太乙真人＂。後來“杏林＂成為世

人稱讚醫術高超，又不收錢的醫界人士的美

稱。

刊名決定好，我去請魏院長為封面刊

頭題字，他寫了三張讓我們選。他的題字在

封面上用了六期，七期後才改用錢校長的題

字。

此外，我也跑了兩趟校本部，請錢思亮

校長題詞。秘書那先生吩咐我用毛筆在毛邊

紙上寫報告，過兩天再去拿。錢校長的題詞

上稱我們是“青杏月刊＂；其實那時我們是

半年（一學期）一刊，民國45年（第三期）

和46年（第四期）出刊還相隔了十個月。

四、徵稿、編輯、特權

徵稿後接到好些稿件。有新詩、散文和

短篇小說。還有介紹醫學院各科系，以及訪

問各科主任的紀錄，算是特約稿。

三位編輯共同審查稿件。在決定取捨

時，免不了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是文句不

通，錯字百出的稿件，被擱置不用是很容易

的決定。有一篇文章洪和我覺得不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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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沈君認為很好。他反覆說出他的觀點，但

不能說服我們兩人；就笑笑不再說話。

等到雜誌裝釘成冊後，文亮和我才發

現，我寫的兩篇特約稿（訪問解剖科，生

理科主任的紀錄）被撤除。有篇我們兩人從

來沒有看過的“哥德與醫學＂，居然登了出

來。兩人面面相覷，算是領教到頭頭的厲

害。或許他認為領頭的就有特權，乾脆把兩

位編輯甩在一邊，自己可以為所欲為。我和

文亮秉性善良（懦弱？），並沒為這件不平

的事去抗爭，連口頭抗議也沒有。（這篇被

蒙混登出的文章，述說文學大師哥德年輕時

曾得過重病，又曾和幾位醫學生做過朋友。

這就是他和醫學的關連；是一篇很牽強的文

章。）

五、籌款、補助、廣告、校友捐款

辦青杏雜誌是白手起家，沒有一文資

產。沈永訓單獨向各相關機構申請補助；

醫學院代表會出了七百元，校本部訓導處撥

發三百元。沈君還去了院長室，“被罵了幾

句＂，（不該打“辦公費＂的主意。）也給

了兩百元。

董教授給了好幾家醫藥及醫用器材廠商

名單。沈兄獨自一人去拜候，幾乎每一家都

答應登廣告。一共拿到廣告費一千三百元。

（一年以後第三期發刊前，沈君要文亮和我

兩人去拉廣告。一天裡兩人跑了六家廠商，

捧回家的成績是大鴨蛋一個。兩手空空真是

無顏見主帥。）

稿件收足，口袋裡又有了經費；下一

步就是印刷。沈兄派我去探路，搜集初步資

料。一整天我跑了十二家印刷商。有位老闆

看我沒有名片，沒有介紹信，沒有穿西裝，

又沒有馬上就要簽約的意思；大概以為我是

包打聽。他擺出一付晚娘面孔，一面打算

盤，一面又訓了我一頓。

校友們接到創刊號和董教授募款的信

後，開始陸續捐款。最初有六十四位捐助，

總數是九百九十元。有五十五人各捐新台幣

十元，七位各捐二十元，一位捐一百，一位

捐兩百元。（當年在新公園旁邊的攤子上吃

一碗牛肉麵要台幣四元）。直到第八期（民

國四十八年七月出版）之前，每期（每半

年）的捐款很少超過千元。九期後國外校友

也開始捐款。到了廿八期（民國58年6月），

捐款已達三萬五千元。

六、呱呱墜地，青杏創刊號的誕生

民國44年（1955年）6月25日，第一期青

杏出版。總共有二十六頁，直版編排。封面

是醫學院正門一張大照片，兩張小照片。採

用青綠色，和刊名“青杏＂相襯。發行總數

是一千一百本，分送給本院師生，各公立醫

院，和畢業校友。

裝釘好的刊物，到手後“才＂發現有許

多錯字，連廣告也有錯。顯然是校對工作不

夠仔細，不能歸罪於排版工人。（從前有句

推諉的話，說是手民之誤）。沈兄發現後大

為頭痛。不過他想出一個妙計，就是用筆逐

頁修正。他分發了幾百本，要我做“緊急補

救＂的事後校對。我拜託了七八位好朋友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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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才交了差。

四個沒有經驗的人，在短短三個月內，

能創辦出一份刊物，可說是難能可貴。幾個

人口舌少主意也少，策劃和執行時，比較容

易疏忽出紕漏。

要確保青杏的成長，擴大範圍，增加人

手是第一要務；邀約全院中對文藝及出版有

興趣有能力的同學，一起來努力。組織青杏

社是青杏延續和茁壯的原動力。

七、青杏雜誌社的成立　全體審稿制

民國44年（1955）10月初發出徵求社

員的通告，10月19日青杏雜誌社正式成立，

共有十七位社員。三年級（第十三屆1960畢

業）有八位參加，包括羅俊宏、劉奕銑、戴

鐵雄和黃基銘等。

社員們選創刊號的頭頭沈永訓為社長；

同時也決議採取很少見的，非常民主的“全

體審稿制＂。沒有專任的編輯。稿件的審查

和取捨，由全體社員來決定。每個人都有同

等的權力。

第二期的編輯會議，其實就是社員大

會。新社員們對三位老編輯的作品，都微

笑通過，還有人輕輕地說，沒有問題。社員

們自己或友人投稿的作品，如果有反對的意

見，就會當場辯護，然後投票表決。

有位女社員對一篇散文詩不滿，認為內

容含有蔑視女性的意味。作者出言反駁，跟

她爭執了好一會。社長出面打圓場，最後交

付表決，這稿件被拉了下來。這位作者憤憤

不平。幾年後他在回憶錄上，對這事還是不

滿，批評她不會欣賞新詩。“全體審稿制＂

沒延續多久，以後還是恢復常用的制度，由

選出的幾位編輯負責審稿。

八、由燦爛而黯淡，一本雜誌的盛衰

在經營初期，經費和稿源是兩大難題。

幾年後校友們的捐款逐漸增多。師長、同

學、國內外的校友，也踴躍投稿。青杏的內

容逐步改進充實，篇幅也增加很多。第一

期有二十六頁，第三期縮減為十七頁。過了

二十一期（1966）以後，每期都有一百頁以

上。最厚的是四十八期，（1978）厚達兩百

頁。發行冊數也超過四千本，遠達世界各

國。

三十年後（大約是1985年前後），聽說

青杏已停刊，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聽了很覺

納悶，想不出生長好好的青杏，怎麼可能枯

萎。

1988年6月醫學院校友會在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開會，遇到當年一起努力辦青杏創刊

號的領導，沈永訓兄，真是感慨萬千。我問

他青杏為什麼停刊？他說是登了一篇文章，

“違反規定＂，觸怒了某機關。沈兄還感嘆

說，青杏活了三十多年，已過了半甲子（一

甲子六十年）也算夠本了。聽了實在很不服

氣。

最近我在網上尋找青杏停刊的經過，

能查到的資料非常少。1988年季教授（1981

班）曾有專文，把青杏雜誌分成三階段，來

分析它的內容。有次她被訪時，提到在1980

年中期青杏有一篇報導。某女校友是臺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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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科現代化的先驅，因懷才不遇自尋短見。

這篇和政治亳無關連的文章，被訓導處的

「審查人員」檔住，不能刊登。（也許這文

章同情死者，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對相關

人士不無微辭。含有犯上的意味。）

接著青杏向兩位德國來的交換醫師邀

稿。她們寫了來台的生活及交換計劃的心

得；還特別包含了對政治的觀察。這篇文章

引起一陣騷動。經過一番爭論，最後還是登

了出來。80年代台灣民主浪潮澎湃，當權派

對校園內一切涉及政治民主的學生團體及刊

物，都盯得緊緊的。和激進的“臺大醫訊＂

相比，青杏只能算是幼稚園生。也許臺大醫

訊被停刊時，順便也解決掉“開始不乖＂的

青杏，以免後患。

“願此青翠的杏樹能結出豐美的果實＂

（第一期編後語）是創辦人對新生刊物親暱

的祝福。“青杏這唯一本院學生創辦，賴以

聯絡校友感情的刊物有永存的必要＂。（第

五期編後記）是初期耕耘者，用常理來推測

青杏必可壽比南山，鼓勵有志一同繼續努

力。

青杏得到先後諸工作者的勤勞耕耘，

又有師長同學及全球校友的鼓勵和支持，得

以逐年成長茁壯。三十歲正是年富力強，開

花結果的壯年，萬萬料不到會遭到停刊的命

運。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嘆息。

（作者係母校醫科1959年畢業，現退休於美

國Oklahoma州鄉下）

活

動

公

告

『2016年臺大醫學院院慶週、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暨

2016景福校友返校活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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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苑儒02-23123456#66370

　　　　　　　　　 呂雨珊 02-23123456#8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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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衛導師─永遠的陳拱北*

一、選擇志業

陳拱北（1917-1978）教授出生於臺北

松山之基督信仰世家。中學未畢業即負笈東

瀛，先入明治中學校再考入日本慶應義塾大

學醫學部攻讀，1942年9月畢業後任母校附屬

病院耳鼻咽喉科「有給助手」。1943年7月

返臺，毅然投入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衛生學

科講座森下薰教授成立的講座教室先後擔任

「有給副手」、「有給助手」，從事研究與

助教工作。陳教授學成返臺後選擇鮮有人跡

之路之舉，造福了全民健康，並澤被鄰近國

家。

二、開拓研究

1945年終戰後，陳教授改聘為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助教。陳教授不受日籍教授陸續

返國影響，教學之外繼續研究。例如，1946

年6月參加蘭嶼科學考察團，前往該島作雅

美族身體發育及恙蟲、瘧疾等研究，開啟陳

教授日後率領學生作蘭嶼醫療服務隊之門；

1948年以講師身分主持「熱帶醫學研究所」

裡面的「環境衛生學研究室」，進行農村之

環境衛生學的調查，包括住宅調查與井水調

查；同時，與主持臺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

究室的郭松根教授合作，埋頭苦幹，甚至撥

出私款，購買所需物件，克服一切困難進行

研究工作，主題包括：本省學童之發育、蚊

蟲組織之理化學性質、工業疲勞問題、高熱

環境作業者之水分代謝、夏季涼水浴對人體

之影響、第二屆全省運動會選手之肌力測驗

等等。1946年 l月，《臺灣醫學會雜誌》復

刊，《臺灣醫學會雜誌》是當時醫界唯一學

術性刊物，復刊後陳教授即於五月份例會中

報告〈臺灣勞動者勞動基礎的研究〉，此後

陳教授即在《臺灣醫學會雜誌》陸續發表研

究論文。因為陳教授勤於研究、認真教學，

很快即於1946年升為講師，1949年升為副教

授，1952年2月通過母校的論文審查獲得博士

學位。

三、培訓人材

1945年後，臺大醫學院的學制由日式

講座制轉型為日式混合國民政府帶來的中

國制，1950年開始受美援影響又加了美國制

度，發展成本土性的學制。在此過程中許多

醫藥衛生界年青學者受美援資助前往美國進

　　1978年2月23日，前臺大醫學院陳拱北教授因胰臟癌去世，

本文為紀念陳教授逝世38周年而作。

文／張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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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或深造，包括陳教授在內。陳教授先後兩

次獲美援及聯合國WHO資助前往明尼蘇達州

立大學攻讀公共衛生學獲碩士學位（1952年9

月）、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修預防醫學

及公共衛生行政一年，並赴歐洲考察公共衛

生教學三個月（1960年9月至1961年12月）。

經過兩次的歐美之行，增廣了陳教授的專業

知識，並成為具有國際觀的公共衛生專家，

1955年6月接任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科主任及

研究所所長，任期長達17年，直到任期制實

施為止，也成為晚生後輩口中永遠的「陳所

長」。

17年所長任內培植師資，加強教學陣

容；極力籌設公共衛生學系，鼓勵學生發揮

像美國開國時期拓荒者的先驅精神；繼續自

1953年2月舉辦的「公共衛生人員進修班」，

培訓全省各衛生局、衛生所之醫師、牙醫師

等947名公共衛生人員，為他／她們共開了

32班進修班；為加強軍中公共衛生之發展，

自第八班（即45年10月）起接受軍醫申請參

訓，每班6名至8名，共結訓軍醫138名；為

配合公共衛生教學研究及加強公共衛生人員

訓練效能，籌設「臺北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

心」，禮聘專家講學授課，俾使學生及學員

獲得實地觀摩及臨床經驗，甚獲國內外的高

度評價及讚賞。

1972年，系、所主任卸任後，擔任醫學

院訓導分處主任，從陳教授〈一個新構想臺

大醫學院社會服務隊――為成立永久性社會

服務組織催生〉看到陳教授更想組織全體醫

學院學生作社會服務，若上帝多給他10年、

20年在世上的時間，也許臺灣醫師的形象就

不一樣了。1976年開始常態性帶領公衛系、

所學生下鄉調查、參與社區醫療服務，生前

共舉辦四次，前往地區包括雲林縣四湖鄉、

屏東縣東港鄉、宜蘭縣大同鄉、嘉義縣布袋

鄉、臺北縣平溪鄉、貢寮鄉，此計劃繼續至

今即將進入第44屆，現更名為臺灣大學公共

衛生服務隊。

四、研究與國家政策

培訓公共衛生人材之外，陳教授常常

率領年輕學子前往窮鄉僻壤研究各地的流行

病學，最早是帶學生前往蘭嶼調查，並作醫

療服務；最有名的是烏腳病及地方性甲狀腺

腫大的研究，重要的是陳教授將研究成果訴

諸政府訂定政策，如於烏腳病盛行地區遍設

自來水管，使烏腳病逐漸絕跡；食鹽加碘政

策，防治甲狀腺腫大的慢性疾病；而臺灣地

區衛生人力供應調查研究，促使他推動「澳

底群體醫療中心」實驗，讓醫療資源普及

化；眼見癌症成為年度十大死因之首，籌組

臺大醫學院師生「防癌醫療服務隊」至全省

作宣傳工作，師生合作下完成戰後臺灣首幅

「癌症地圖」。從多次往返歐美國家學習及

訪問經驗中，體驗到全民保險的重要，常常

為文或演講，為1995年政府推行的全民保險

制度鋪路；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1976年3月23

日至25日在《中華日報》連載〈30年後的醫

藥衛生〉一文，預言30年後臺灣的醫藥衛生

問題，並提出解決對策。

五、國際榮譽

陳教授全心投入臺灣公共衛生的教育、

研究，獲得國內外之肯定，總計自1945年至

1977年共70篇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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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K. P. CHEN贏得國際聲望，因此常被邀參

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常被指定為研討會小

組召集人；1966年獲聘為WHO顧問，派駐越

南指導改善公共衛生行政及改善鄉村衛生；

1970年應聘赴美國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講

學半年；最大的榮譽是1970年2月10日榮獲哈

佛大學CUTTER演講會邀請作特別演講，講題

為「Health Manpower」（中譯為「將來醫事

人材訓練在東南亞」），轟動當時學界，K. P. 

CHEN（陳教授英文名字）為第一位獲邀演講

者，享有崇高的國際榮譽。1977年11月還抱病

出席東京召開之第十屆亞太醫學聯盟會議，

做「老人問題」的專題演講，30年後的今天

老人問題日趨嚴重，更顯見陳教授之高瞻遠

矚。另兩項陳教授生前念茲在茲的是公害問

題及污水處理問題，至今仍是臺灣環保與公

衛的重大議題。

六、結語

1943年陳教授進入衛生學科教室開始到

1978年2月23日辭世，35年間，教學研究之

外同時參與多個相關基金會、學會的運作，

如：陶聲洋防癌基金會、臺灣醫學會等，並

籌設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真正全心投入

耕耘公共衛生這塊領域。陳教授在日治時期

公共衛生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開拓新領域，

展現他的國際視野，也讓臺灣的公共衛生成

果照亮國際；重要的是他將研究成果訴諸政

府擬定政策，尤其重視公共衛生人員的培

訓，雖然他英年早逝，但是他培訓、教育出

來的學生們，接續他未完成的工作，這也是

1978年成立「財團法人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

會」所期待的。今天面對一波波公害、污染

問題以及老人問題時，更令人懷念大家所尊

敬的臺灣公衛導師――永遠的陳拱北。

* 尊稱陳拱北為「公衛導師」源自陳維昭董事

長序，〈公衛導師　永遠的陳拱北〉，張秀

蓉‧江東亮，《永遠的陳拱北》，財團法人

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出版，2016年。

（作者係母校歷史系1965年畢業，現任臺大

醫院院史顧問、台灣醫學史學會理事長）

2016/4/9（六）14:00-17:00『物理治療學系學系綜合成果發表會暨系友學思歷

程』─於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大樓一樓（臺北市徐州路17號）舉辦，歡迎踴躍參與

系友學思歷程座談─

主題：長期照護法通過後，物理治療師的新視界

講員：1. 林佩欣系友：長照服務法後的物理治療展望

　　　2. 楊忠一系友：長照輔具的新趨勢

　　　3. 梁佳錞系友：Red Elegant PT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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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源教授嫉惡如仇剛正不阿

文／陳幸一

台
灣在國際學術舞台上以「蛇毒研究」

聞名，由李鎮源院士領導的藥理研究

團隊，針對蛇毒之神經及溶血作用展開大量

及深入研究，著有卓越成績，揚名國際，有

關蛇毒之藥理研究在羅時成及楊玉齡合著之

「蛇毒傳奇」（天下文化出版社）已有詳盡

描述，該書也寫到師生間的恩怨情仇，除了

科學面外，科學家也是人，師徒也有喜惡，

競爭貢獻度及大獎之情形與國外學者並無太

大不同。

筆者並非臺大人，在國防醫學院服

務時，經常由水源地前往仁愛路，向老師

請益，聊天及話家常等，甚至用餐後，大

打乒乓球，後來也參加研究生學術討論會

（Seminar），甚至開課。有一次生理學科主

任屆滿換人，臺大竟有不少人擁戴我當科主

任，因故不成，不過我的學生張國柱教授，

任職臺大生理學科，也當過科主任，老師之

遺憾由學生完成，亦為美事一椿。

李鎮源教授任職臺大醫學院院長時，

因個性耿直，禁止醫院醫師收紅包，也要杜

絕兼差之惡習，此舉引發不少反彈，記憶中

有兩位大牌教授極力抗拒，李老不為所動，

逼得反抗者不得不就範，李教授雖然不涉政

治，�對惡法十分痛恨，他與同仁及同學在臺

大醫學院門口靜坐，反對「刑法100條款」，

政府當局十分頭痛，但對受人尊重及擁載的

李大老，也莫可奈何，本人當年雖念軍校，

拒絕加入國民黨，與李教授同調，甚至將微

薄薪水部分捐出，支持他的反對運動，獲得

許多臺大人刮目相看，這個陳小子不得老K之

喜，將來恐怕升官無望，並非猜測，由本人

之下場可知一切。

有一年李教授發起一個運動（好像與

愛台灣有關，名稱已不太記得了），臺大藥

理學科通知本人參加，那時我僥倖得到一個

大獎，獎金不少，為了嚮應李教授的運動組

織，我只好忍痛把獎金捐出一部份，不過此

舉也獲李教授及許多臺大人的讚許，使得往

後許多學術獎項的競爭，臺大人總會替我說

好話，也會投我一票，算分陳某人一杯羹，

對我本人也有好處。當年國科會為增進國際

學術交流，經常組成代表團，赴美、英、斐

及法等國商討雙邊醫學研究合作事誼，不知

何故，國科會老是相中我這個基礎醫學研究

者，因此我在年輕時，常常有機會到處參

訪，遊歷各地之外，也替國科會做了一些

事，自己也增加見聞，結交許多外國朋友，

同時也藉國際合作，加深實驗室的研究層

面，論文投稿時，論文審查人經常幸運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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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手中，他們也正面以待，也期待下次輪

到我審他論文時會放他一馬。

李鎮源教授享譽國際，1986年國際藥理

學會（International Pharmcology Society）在

日本東京舉行，大會邀請李教授做一專題演

講（Special Lecture），他以「蛇毒藥理作

用」為主題，做了40分鐘演講，李教授大概

做足準備，英文演講也難不倒他，演講後眾

多學者起立鼓掌，不久國際藥理學會一致決

定頒發藥理學界的最高榮譽「雷理獎」給李

教授，這實在是莫大的榮耀，真是「台灣之

光」。筆者當年有幸參加，也聆聽李教授的

專題演講，分享他的榮耀（圖1）。李教授因

「蛇毒之藥理作用」有卓越貢獻，榮登第八

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之榜（圖2）。他對台灣

生物醫學的主要貢獻為將研究層面由觀察性

（Observational）及描寫性（Descriptive）之

層面提昇到機轉性（Mechanismic）之境界，

不僅現象（Phenomenon）觀察，進一步做完

整調控，生成及變化之機轉（Mechanism）實

驗。

國科會（現已升格科技部）在台灣經

濟起飛時，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組織

代表團赴美、英、法及南非等國商談雙邊

醫學研究合作事宜。1994年代表團到達美

國華盛頓特區北方的國家衛生研

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代表成員包括臺大醫學院

院長楊照雄教授、臺大肝炎研究中

心陳定信院士、國科會生物處處長

田蔚城及國際合作處處長蘇仲卿等

人在商討雙邊醫學合作計畫之大綱

後，NIH人員安排代表團參觀附近的各項建築

及設備，有一天安排在NIH著名的佛格弟中心

Forgaty Center共進午餐，佛格弟是支助醫學

研究最力的一位參議員，也自己也常常捐款

給NIH，因此以他為名建立佛格弟中心，其中

有一間屋子，稱為Stone House（石屋）。該

屋其實是一招待中心，由NIH委員會討論決定

邀請對象，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及國際著名科

學家來此小住（Short Stay），安排相關領域

成員來此與大師對談，吸取研究精華，充足

研究能量，台灣唯有李教授曾榮幸受邀來石

參加1986年國際藥理學會與李鎮源院士合

影。此次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李教授應大

會邀請做一次「蛇毒藥理作用」的特別演

講，十分精彩，頗獲與會學者肯定，不久他

榮獲國際藥理學會的最高榮譽「雷理獎」。

（筆者自存照片）

1

李鎮源教授獲選第八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摘自中央研究

院院士名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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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短暫居留五天，石碑牆刻有李鎮源（C. Y. 

Lee）三個字，旁邊是小住日期，當時真以李

教授為榮，羨慕他受此重視，心想如能受邀

來住一天，此生無憾，可惜生平無此奇遇，

不過生而有幸，在石屋待了幾小時也享用美

國頂級牛排，亦可慰此生矣！

李鎮源教授給我的最大賞賜還得細說，

一天晚上接到他的電話，他老人家命令我

把履歷及著作寄到臺大，我問做什麼？李

老答曰到時便知，隔天我迅速整理C V及

Publications親自送到他辦公室，不久即獲國

科會通知我獲得「中華文化基金會」的「傑

出學者參訪」獎金，該基金會由國科會出資

設立，每年遴選國內兩位學者，給予豐厚獎

金，可以自由選擇到科學先進國家之著名研

究機構參觀訪問，認識學者，並吸取最新研

究知識及學習特殊技術，時間長達三個月，

獎金足夠全家三個月之旅費及生活費，我們

全家五人（三位女兒）七月由台灣出發，先

訪問日本，在東京及京都大學各參訪四天，

還去大阪的「國家心血管中心」（National 

Cardiovascular Center），日本政府在此研究

中心結合基礎與臨床合作研究重大循環疾病

之病理成因及可能治療之道，那時在大阪舉

辦「國際花博展」，以「春夏秋冬」為主

題，館中展出世界各地之奇花異草，有喜馬

拉雅山運來的小花，小小花蕊竟發出十幾朵

更小花蕊，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楚，還有來

自夏威夷的巨大食人花，十年才開一朵，大

約寬二十公尺，直立比一個小孩還高，別說

小蟲、小獸，甚至人誤入花蕊，即刻被它消

化。參觀時要帶四季衣物，隨溫度換裝，小

女兒及我們真是大開眼界。因篇幅關係，紐

澳之旅就省了少說，有機會再詳加描述。

全家由紐澳轉飛美國，先到田納西的

納斯維爾（Nashvil le）參訪臨床研究中心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CRC），他們以

各種儀器及機械探討疾病的成因，之後全家

來到密西西必州，拜訪我的恩師阿瑟‧蓋頓

教授（Prof. Authur C. Guyton），多年前我在

此修習生理學博士學位，蒙他指導及照顧，

一年十個月即完成課業，並有多篇論文刊登

於國際期刊，隨後到達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分

校（University of Texas, San Antonio），我

曾在此地待了一年，幫助瓦倫‧畢夏普教授

（Vernon S. Bishop）完成感壓反射的開路製

備（Baroreflex Open-Loop Preparation）。聖城

是德州第三大城，城內風光美麗，值得一遊

再遊。

到此為止，已離開實驗室一個半月，

小女兒暑假快完，即將開學，因此由洛杉磯

準備回台，本來我還要去歐洲訪問，離家太

久，雖有電話信件聯絡，不免想早日回研究

室督導實驗，於是寫信給歐洲學者，說明此

刻不得去訪問的苦衷，將來再說，同家人一

起回台灣。

返國後，我帶了一些沿途買來的小禮

物，到李教授家報告此行之收獲，順便贈送

小禮物，他老人家十分高興，禮物卻拒收，

令人敬佩，從他那兒才知此獎金由他及基金

會委員評選決定（他是主任委員），多年均

由臺大人享受，有人看不過去，才分一杯羹

給我這個國防人，我貴為獲取此殊榮的第一

位國防人，實在得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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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科會繳交簡單參訪報告及心得，

並提出放棄剩餘一個半月的訪問金，不料國

科會竟回文說仍然可使用餘款，因此次年，

我獨自一人在美南及美西訪問一些名校，租

車遊覽之餘，也買了一副釣竿，沿途見水即

停，試試手氣，有時頗有收獲，帶到旅館

（附廚房）動手煮魚，大快朵頤享受一番。

我對李教授的恩典，沒齒難忘，不知如

何報答。

（作者係慈濟大學退休教授暨臺灣大學前兼

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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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7月10日（寄達日期）。

四、起聘時間：106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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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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星」和「法星」相撞的時刻
─憶參加橡膠蛋白過敏訴訟鏖戰記

近
幾年來，醫療糾紛層出不窮，美國、台

灣亦是如此。醫師和律師在法庭對簿公

堂的機會越來越多，以專業各領一方的二大

自由行業，針鋒相見還真是一大憾事啊！

我從1973年就開始看病人，直到2015

年1月31日正式結束診療工作。雖然接觸過

的病人悠悠，可幸的是，我從沒被訴訟纏身

過，也沒有出席法庭的經驗。印象中倒是有5

次機緣，因為病人對保險公司的支付款項不

滿意，在門診辦公室當“醫療專家見證人＂

（Expert Witness）。為節省時間，通常我會

邀請原告（病人）律師、被告（保險公司）

律師以及一位書記官，直接在我的辦公室進

行宣誓作證（Deposition）。因為這只是初

步的質詢及雙方攻防，通常二個小時內就會

結束了。Deposition後雙方應該就有一定的了

解及方案，沒有必要的話一般都不會鬧上法

院。

回想1998年，我親身經歷了一段非常

特別、難忘的醫療事件的攻防。這件事情的

始末要回溯到1989年。那一年，在美國及歐

洲相繼有報告指出天然橡膠（應叫乳膠）內

的蛋白（Latex Protein）會引起嚴重的過敏

反應、甚至導致休克。這消息一出，各地通

報橡膠蛋白過敏的病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

頭，病例數目扶搖直上。以致美國藥物及食

物管理局（FDA）在1990年時發佈警告，如

果病例的增加如預期般的迅速成長，恐怕將

會造成國內醫療作業的危機。主因是當時在

醫院或診所內所使用的手套，96%都含有高含

量的天然橡膠蛋白。從幕後作業的實驗室，

到前線作業的診療室、手術房層層部門都必

須使用橡膠手套。橡膠手套的使用及存在已

有不少時間，至於為什麼在那段期間對橡膠

蛋白過敏的病人、病例卻突然性地激增，真

相及原因至今仍不得而解。有一個假設是當

時愛滋病盛行，醫藥界從公共衛生的立場，

規勸所有的醫護人員在接觸病患時盡量使用

手套，導致一時間橡膠手套供不應求。為了

因應市場大量的需求，有些手套工廠等不及

橡膠蛋白成熟，便將高量的純蛋白混入手套

的製作過程。直接受害的有兩組對象：一是

經歷過多次手術的小兒科病人，特別是患有

脊椎分裂症（Spina Bifida）的病人；另一組對

象則是醫護人員，尤其是開刀房的醫師、護

士、病房的護士以及病理科的檢驗師們。

在我的過敏門診中，我經手的橡膠蛋白

過敏病人共有66人，其中20位是醫護人員。

李娜是我們小兒科的病房護士，她來看我時

手背上已經有嚴重的溼疹。她甚至在穿戴手

文／黃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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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時都會莫名咳嗽不停，變成中度氣喘。當

我用皮膚試驗確診時，她突然崩潰地嚎啕大

哭起來。她埋怨奉獻了8年的時間從事護理，

換來的卻是這樣不幸、不公平的結局。想

到她那兩個還嗷嗷待哺的年幼稚子，她不甘

心這麼早就要被迫退休。我安慰著她，說我

會寫封信給護理科主任，讓他們以急件優先

處理，幫忙指派李娜做不需要接觸病人的工

作。

二個月後，我忽然接到一通從丹霸

（Tampa，佛州第二大城）的大律師樓打來的

電話：「Dr. Huang嗎？我叫裘麗‧牛頓，是

一個律師。你有一位病人，李娜，她委託我

們對你們佛大醫院提告。她因公患上了嚴重

的橡膠蛋白過敏症，不僅危害她的身體健康

也影響她的工作權益。她要求你們醫院指派

她別的工作，但是醫院方面卻拖拖拉拉不當

回事，也沒有替她申請工作補償金（Workers’ 

compensation），所以我們要替她爭取公道。

你是她的醫生，對她的病情很清楚，你也同

時對此種過敏有所研究。我們想請你以醫師

的角度解釋她的病況，也請你做專家諮商證

人。」我說：「我當然有義務為我的病人辯

護。我們可以約個時間見面談。什麼時候方

便呢？」她說：「我們暫定在6星期後，也

就是6月1號，舉行公聽會。」「公聽會？可

以就在我們門診的辦公室嗎？」「你的辦公

室可以坐多少人？」「擠一點，頂多可以塞

5個人。」「那不行！Dr. H，我們需要可以

容納50人的會議室。醫院裡有其他大一點的

地方嗎？」「50人！牛頓律師，你在嚇唬我

是不？」「Dr. H，我沒有嚇你的意思。我確

實需要那麼大的會議室。不瞞你說，我們不

只要對你們醫院提告，連同35家製作橡膠手

套的廠商也要一併提告。根據我們的調查，

你們醫院就是向這35家廠商購入手套的。好

吧，我們再電話聯絡吧。」

電話掛上後，我受驚嚇的程度就像剛

看完一部評等5顆星的恐怖片一樣，嚇得心

臟都上腦了！腦袋裡充斥著自己雷聲般的心

跳聲，砰砰…砰砰…地迴盪的，再也聽不見

其他聲音。不知愣了多久，直到護士開門進

來我才回過神來，驚覺這事非同小可。我馬

上想到醫院法律部門的朋友，傑克律師，並

向他的辦公室快走去：「傑克，我是無事不

登三寶殿…」我把牛頓律師的話對傑克重

述了一遍。「哈哈…SW，跟你說喔，他們

這種訴訟策略俗稱“亂槍打鳥法（Gun Shot 

Suit）＂。想像你帶著一把亂槍去打鳥，當你

走進莫大的森林裡，聽見了許多鳥叫聲，為

了引出棲息的鳥群，你對空鳴槍，以驚動所

有的鳥。當鳥因為驚嚇亂竄的時候，你再對

著鳥群頻頻開槍，希望獵槍的散彈會打中幾

隻倒霉的鳥。那些律師就喜歡搞這種把戲。

見怪不怪了啦！」聽完傑克的話，我霎時無

語。傑克接著說：「奇怪了，是他們要告我

們以及那些手套廠商，怎麼他們還叫你去找

會議室呢？他們想得還真方便啊，真是豈有

此理！這樣好了，你把電話給我，會議室的

問題我來處理！」

那天下午傑克打電話來：「SW，我叫他

們去希爾頓（Hilton）訂會議室。那裏寬敞，

也有視訊音響設備。時間就定在6月1日，早

上9點開始。這次的公聽會將有36個以上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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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參加，其中5個無法親自到場的將會使用電

話參與會議。你是當天唯一列席的醫師。你

的角色有兩個，一個是病人的醫師另一個是

專家諮詢證人。我已向我們法律部門知會這

件事，我們全體同仁都預祝你一切順利、好

運。但請容我再次提醒、請求你，千萬千萬

要維護我們醫院的聲譽！拜託你了！」我再

問傑克：「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可以跟我舉

個例子嗎？」傑克說：「這個啊…就像電影

演過的題材―彗星撞地球！星球相撞的機會

渺小，但一旦撞上了，那可不得了！」我領

會了傑克的意思，這要是告得下來，醫院不

僅要面對巨額賠償金的問題，嚴重的話可能

悠關醫院的存亡！

當天回到家後，一想到要跟36個專業的

律師戰場相見，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於是拿

起了電話，打給在亞特蘭大當執業律師的二

兒子，Paul。Paul對我說：「爸，你想想，

人生有幾次機會可以一次跟36個律師唇槍舌

戰？何不放寬心，試著去享受這麼難得的機

會呢！其實說到底，他們各個都仰賴於你的

證詞。病人要你替她伸張正義，醫院也需要

你去證明、維護院方的清白及聲譽，手套廠

商更希望你能嘴下留情。雖然戰場上刀光劍

影的，但是大家都害怕自己是戰敗的一方，

而你身為唯一的關鍵證人，你的一句話可以

都足以使風雲變色、山川動搖，他們對你有

所顧忌，不敢對你放肆的。所以你不用過於

緊張，沉著應變即是。」有了老二的鼓勵，

我便安下了心。

“審判日＂6月1日終於到來。我提早幾

分鐘來到會議室。哇！這個會議室活像個大

講堂般堂皇。還有五、六個技工正忙著安裝

視聽器材，每個座位都配有麥克風、錄音機

以及電話等設備。9點一到，原告律師，牛頓

女士從容地來到會場。她身材高挑、聲音宏

亮，隱約中散發一股震懾人心的氣氛。雖然

她的態度強勢，有種咄咄逼人的感覺，但基

本上還算是有禮貌的。31位律師相繼到場，5

位用電話通訊參加會議的也已上線。公聽會

正式開始，由牛頓律師代表原告發起先鋒；

大致闡述李娜是因公使用瑕疵橡膠手套的被

害者，在患上橡膠蛋白過敏後，手上不僅發

了嚴重的溼疹，也連帶氣喘發作，因此而影

響工作。經Dr. Huang的診斷後，本希望醫院

可以提供她安全的工作環境、調派她作別的

工作，好讓她可以維持家計。但是醫院方面

似乎漠視此事，犧牲了李娜的權益，因此她

要為原告伸張正義。她提起訴訟的主要對象

為供應橡膠手套的35家廠商，其次是身為李

娜資方的醫院。她說完，就要我向大家介紹

橡膠蛋白過敏症的來龍去脈、李娜的症狀、

診斷及治療，還有她的現況。

在我開始進入主題之前，我先向大家

聲明，待會我提及的內容會牽涉許多醫學專

有名詞，不熟悉的人可能會聽得不習慣。有

問題的人，不要客氣可以隨時提問。我向講

課一般，搭配電腦投影，詳細解釋、說明此

病症的成因、預防及治療等等。每告一個段

落，我總是停下來，問大家：「清楚嗎？有

沒有問題？」這三十分鐘的講解過程出乎意

料的順利，沒有任何律師打斷我的說明，也

沒有人提問問題。只有一位以電話方式參與

的律師，在我結束後提了一個問題：「Dr. 



法律記事

2016年2月‧第33卷第2期 25

Huang，我們用了將近百年的橡膠手套，為何

直到最近才爆發問題？」我看底下不少人點

著頭同意這位律師的問題，所以又費了點口

舌針對這個問題說明。然而，如同我之前所

說的，真正的原因仍是無從考證。

中場休息5分鐘後，原告律師開始對那35

家手套廠商做出攻擊。她使用的戰略是“各

個擊破＂，一間一間打。她顯然是有備而

來，根據每家廠商的差異，她的質詢方式及

內容也有所不同。譬如，她質問有些廠商為

何無法取得馬來西亞原廠的產物保證，或為

何不能取得橡膠含量的保證等。話鋒一轉，

她又針對其中5家廠商，為何不致力於無橡膠

蛋白或低含量橡膠蛋白手套的研發，以降低

造成使用者過敏的機會。再戰再續，她又質

疑廠商為什麼沒有派遣化學專家去馬來西亞

原廠嚴密監督手套的製作過程等等。

至此，我好像置身事外般的化做壁上

觀。看原告律師對那些廠商窮兇惡極的追

打，廠商的被告律師們一個個上氣不接下氣

的接招辯護，雙方戰得不可開交、面紅耳

赤。我正在為挨打的廠商們感到可憐的同

時，突然一個流彈對著我飛來。二個被告律

師指著我說：「喂！Dr. Huang你可別想袖

手旁觀。你們醫院有為這個病人做了什麼事

嗎？怎麼把問題都賴在我們廠商身上了？」

我急忙解釋：「我是醫院橡膠蛋白過敏委員

會的委員之一，負責維護控管病人以及醫護

人員的安全，並給予預防教育。可惜我們至

今仍未確認過敏蛋白的品種（醫學界一度認

為至少有12種以上的不同蛋白）。FDA也

是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經過我們確認的的

過敏病人及醫護人員，對於前者我們馬上採

取預防性的隔離，對後者則盡量想辦法幫他

們轉換至安全的工作項目及環境。我知道醫

院已經盡力在調配人事、改善環境了，但是

要替那些醫護人員都換至不接觸到手套的部

門實在是太困難了。我看釜底抽薪之法，就

要仰賴你們廠商提供我們無橡膠蛋白的手套

了。再說，我們暫時已經請所有的醫護人員

改用塑膠手套。但是塑膠手套非常滑手，使

用上相當不便，抱怨連連。我看你們廠商還

是趕快努力研發製作更好的非橡膠手套，並

讓價格公道，這個問題才得以徹底解決。」

我話說完後，全場鴉雀無聲，好像我給他們

都灌了啞巴湯一樣。又過了一會兒，既然全

場再無討論的議題，原告律師向我道謝後便

宣布散會。一看鐘，時間已是下午1點15分

了。

回到辦公室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醫院

的律師傑克：「傑克，終於結束了！一場公

聽會下來，我是精疲力竭，襯衫都溼了一大

片。喂，對了！他們都說，怎麼醫院沒派律

師來，反而讓我單槍匹馬去上陣？這個帳，

要怎麼算？」傑克說：「哈哈！SW，就此謝

過！趁著這個機會請你上場去應付那些法律

的攻防，很難得不是嗎！為什麼我們沒派律

師前去呢？第一個原因是，我們都很相信你

的能力。第二，我不是說過了，這就像星球

對撞一樣。如果宇宙上多了一顆星球，那麼

星球相撞的機率是不是就增加了？哈哈！」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為佛大小

兒科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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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和太太徐玉晶由加拿大乘搭國

泰航機飛香港探親後，轉飛台北參加廿五

週年Re-union聚餐，到達後checked in市中心的

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已經差不多是下午五

點，晚上就是聚餐，但我不知道在那裡，幸

好有台北市衛生局長李鍾祥同學家的電話，

立即打電話到他家詢問，幸好李太太立即接

電話，這麼順利，頓時我有This is my lucky 

day的感覺，我問：李鍾祥醫師有在嗎？李太

太回答說：他已經去了。我說：I am sorry to 

hear that. 很可惜，這麼年輕就去了。李太太

連忙說：他不是“去了＂，他是去了你們在

北投的宴會。她告訴我宴會在北投的地址。

時間無多，已經是下午六點多，立即召計程

車。匆忙拜託司機大哥趕緊，司機很合作，

他似乎屬於神風敢死隊かみかぜ或Indy 500賽

車手的級別，取道捷徑，窄路飛車，所向無

敵，順我者生，阻我者亡，到達北投宴會地

址，我給他很好的小費，他非常感激多謝，

我們捏一把汗，arrived in one piece，安全扺

達，也非常感激。陸坤泰出來迎接我們，帶

我們進宴會廳，宴會已經吃了一半，法國

XO Cognac酒是用茶壺倒出來的。我進來時孫

睿亮站起來笑問大家知否我的名字，一時全

場鴉雀無聲，他們好像暗說“對不起，這是

誰？＂宴會中，從美國回來的，只有蘇承邦

遙憶廿五週年重聚懷舊

文／劉鑄文

臺大醫學院門前及幾位同學。

香港北角英皇道，一位臺大醫學院牙

科校友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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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最著名又成功的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李

明亮同學仍在美國，這半個宴會很快就過去

了。我們有緣，七載同窗，而今重逢，美酒

佳餚，共聚一堂，難得可貴。宴會後有柔和

的音樂，吳叔明夫婦聞歌起舞。謝炎堯同學

很友善。我有向魏達成問好，他半身癱瘓，

要坐在輪椅，行動有困難，我安慰他很快會

康復。我有帶照相機，但沒有人有興趣要拍

全體照。

第二天早上，陸坤泰帶我們去臺大醫院

看看他的內科教授辦公室和研究室。他特別

帶我去看刻有我們班內的七位同學金色名字

的石壁，這石壁為景福館專為紀念捐款十萬

元的同學而設。之後我們自己去醫學院懷舊

一下，我給我太太簡略介紹一下醫學生時代

的多姿多彩而又克難的生涯。中午回去hotel

收拾行裝，前往中正機場報到。但機場大

霧，到達的航機不能下降，離境的航機也不

能起飛。所以無機可乘，還好國泰航空公司

安排頭等艙旅客的我們入住機場酒店，這個

晚上就無聊的度過。

第三天早上茫然飛離台北。天下無不散

之筵席。Sayonara Taipei.

編註：有關景福捐款石壁因91年3月31日地震

石壁破損，91年6月曾修復，而因102年

景福館內部整修，另設立捐款樹。

（作者係母院醫科1962年畢業，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醫院，婦產科退休）

2009 mini re-union 2014 mini re-union

景福醫訊第32卷 第11期「臺大人和美洲中華醫學會」

一文中（P.9，第一段文末），顏春輝醫師1942年回返

中國，1938年誤植為1942年，特此更正，致歉。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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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也不忘轉「基」

2014年年底，最後一次的理監事、董事

聯席會上，吳道昌理事長希望八位資深

的義領，各寫一篇文章，以便刊登在「台南

YMCA六十週年慶特刊上」。他並且還特

別強調，「50週年慶特刊」已有不少過去的

歷史記載，因此希望這次的特刊，能著眼在

「將來」，而非「過去」。

我本人在1972年，很意外地，並且也在

毫無預兆之下，及無意之間，初次被動地，

從報紙上得知，我已經成為台南YMCA會

員，並且，還同時立即成為當年的理事會的

一員。當時，我個人立刻認為，這是上帝的

旨意，因此也就欣然地接受了。

其實，我和台南YMCA的淵源是很深

的。在高中時期（1951-1953），我就知道，

先父韓石泉醫師，經常和他的摯友侯全成醫

師、林占鰲先生、李國澤老師等，在討論如

何在台南籌組YMCA，以便幫助青年人在

摸索人生方向這段時期，有機會藉著青年會

的活動，體會基督教教義中的人生真諦。此

後，在1955年台南YMCA如期成立之後，他

也曾經連任了三屆理事，直到在第三屆理事

任期中別世。

在台南YMCA 60年歷史中，本人也有

幸參與了將近43年之久的歷史，並且也見證

了從黃子卿、侯書宗、蘇進安、韓良誠、黃

仁村、徐連作、許重勝、蔡忠雄，到目前的

吳道昌各位理事長，以及義務領袖們，大家

無私的奉獻和共同攜手奮鬥過的歷史。另一

方面，也看到王英忠、林信堅、黃德成，和

目前的林敬良總幹事，他們是如何的和所有

的專職從業人員，一步一腳印地，有時甚至

不眠不休的，在神的祝福之下，推動了台南

YMCA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工，因而建造了今

天的台南YMCA，在台灣基督教青年會的事

工上，甚至也在國際YMCA事工上，不可動

搖的，崇高地位。

在 2 0 1 4的年會報告中，我看到台南

YMCA在國際交流事工、社會服務事工、老

人照顧服務中心、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福傳

事工、教育推廣、健康體育、幼兒事工，慈

光合唱團、兒童合唱團、國際工商經營研究

社、台南國際聯青社、曼陀林樂團、和平使

者樂團、成人合唱團、幼童軍、幼女童軍、

身心障礙者體育活動、慈光游泳隊以及大學

青年會…等，林林總總的工作報告，並且從

這些工作上可以看到，進而了解到，台南

YMCA已經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因此可

以很有自信地說，在台灣，已經沒有第二個

民間的社會服務團體，可以比美台南YMCA

的了！

此後，只要在每項服務工作上，不但不

要忘記，並且也要用心加強，進而確信，這

一切我們所推動的事工，都是基於基督教教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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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的「愛」，也就是YMCA中的「C」―基

督教教義。另外，當然也要守住YMCA的宗

旨：「非以役人，乃役於人」（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就可以了。

在2015年，第50屆第二次基本會員大

會的演講主題，談到台南YMCA將來的「轉

機」，但是，我個人則認為有好的機會轉機

固然重要，但是，只要在目前所有的一切

事工上，應強調轉「基」―基督教教義中的

「愛」，以及YMCA的宗旨，就足以讓台南

YMCA立足於國內，以及國際YMCA，並站

在領導的地位，屹立而不搖。

最後，對將來的台南YMCA，如果我個

人還可以有一個期許的話，我本人在12年多

理事長任期中，直到最後一任還耿耿於懷，

沒能做到的是：台南YMCA這個「校外之

校」、「家外之家」，還缺少一部可讓年輕

人“閱讀＂的，第二部聖經―「大自然中的

台南YMCA營地」。因為這一部「聖經」，

是目前一般學校以及家庭中最最缺少的，而

這將會是一部可以身臨其境的「聖經」，不

但會教導我們學會「謙卑」，還可以使我們

深深地從心底感受，並且領悟到，無法以言

語表達的，「上帝之愛」。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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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蝴蝶蛻變」的人生

文／林靜竹

2014年10月21日住在北加州東灣已退休

的長輩同鄉們在東灣台灣基督教會成立

「東灣長樂會」（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 

Society–East Bay，簡稱TASS-EB）。期望

每個月聚會兩次同樂。此次會中邀請我在芝

加哥的老友王文隆博士演講。他從老子的

「道德經」和西方熟知的「蝴蝶效應」來談

人生哲理。內容豐富精彩，其中穿插許多他

的繪畫，美麗優雅，引人注意。所謂「蝴蝶

效應」就是一隻蝴蝶在南美洲振動兩翼，影

響所及，後來帶給北美洲一陣大風暴。也就

是一個人做一件小事，將來可能形成巨大的

效果。最後他以退休後的人生有如破繭而出

的蝴蝶，獲得自由身，翩翩起舞，在花叢中

飛來飛去，留下完美的後果來勉勵長輩同鄉

寫作，寫下每一個人的心思及專長，永留人

間。

在蝴蝶的生命史中有四個形貌截然不同

的蛻變（Metamorphosis）階段。第一階段是

母蝴蝶尋找繁密的樹葉或草叢產下一堆如小

珍珠的卵（Eggs），為其下一代準備豐富的

食物環境後死去。第二階段是在樹上或草地

爬行多腳的毛毛蟲（Caterpillar或稱Larva）。

剛孵化的幼蟲很小，一出生就努力吃食，快

速長大。因為其外皮伸展抵不住身體長大的

速度，所以要經過四次或多次的脫皮，成為

身體粗壯的大蟲。第三階段是成熟的大蟲蜷

縮成蛹（Chrysalis，或稱Pupa），吐絲織成

囊狀的繭（Cocoon）藏身其內，作繭自縛，

懸掛在樹枝或樹葉上，其繭的顏色和周圍的

樹枝或樹葉相同（昆蟲保護色），以避免被

其他動物侵襲。此時繭內的蛹在外觀上呈靜

止狀態，卻在不斷的蛻變成蝴蝶。第四階段

是幼嫩的蝴蝶破繭而出，剛開始翅膀還軟不

能飛。不久翅膀轉硬就能翩翩起舞，自由飛

翔，在花叢中覓食。雌雄交配完成傳宗接代

的使命。母蝶於是找地方產卵，然後死去。

蝴蝶的生命史就是這樣週而復始，循環不

已。

王文隆說在基督教新約聖經中耶穌用

許多譬喻來闡述信仰和做人的道理，所以他

將以蝴蝶生命史來比喻人生自出生到老死的

不同階段。蝴蝶生命史的第一階段有如人類

初生的嬰兒，母乳，牛奶或其他營養品供應

不絕，父母親的照顧無微不至，使嬰兒發育

成長。蝴蝶的第二階段毛毛蟲的快速長大不

斷脫皮有如兒童經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大

學，不但身體長大，也因教育使學識越來越

高深。對於這種比喻，我十分贊同。

王文隆繼續說蝴蝶的第三階段是繭中



校友小品

2016年2月‧第33卷第2期 31

的蛹比如人生各有職業專長，各自在象牙塔

內努力奮鬥，他在做什麼即使他要好的朋友

也不清楚。蝴蝶的第四階段是破繭而出的蝴

蝶，有廣闊的空間能自由飛翔，有如人生退

休後的情況。對於這個比喻的分隔我相當不

贊成。我的想法是蛹的階段相當於人生完成

大學或中學教育後，在尋找職業或進入更高

深的專業研究階段。有如蛹在繭中掙扎，十

分困苦。人生這一段有苦難必須自己承擔，

相當艱難而無奈。第四階段的蝴蝶正如創業

成功的人生，振動兩片美麗的翅膀，到處炫

耀，是人生成功的高峰期。這個階段的蝴蝶

有兩大使命，世代的傳承，和將蛻變的成果

兩片燦爛美麗的翅膀留在世間（表現於人類

採集的蝴蝶標本）。至於退休的人生相當於

蝴蝶飛了很久後停在枝葉上休息，準備最後

的使命。年老退休後不必完全退隱田園，要

發展生活情趣如含飴弄孫，長樂會同樂，還

要把自己最精彩，最有特殊性的人生記錄留

下來傳給後代。

2014年諾貝爾基金會發佈獎項，生理學/

醫學獎頒給英國的歐基夫（John O’Keefe） ，

挪威的梅伊―布里特莫瑟（May Britt Moser）

及愛德華莫瑟（Edvard Moser）三人，因為

他們發現了大腦內部定位系統可以瞭解對空

間的認知。物理學獎頒給日本的天野浩，赤

崎勇，和中村修二等三人，因他們發明可以

節能的藍色發光二極體（LED）。化學獎頒

給美國的艾立克貝茲（Eric Betzig），威廉

莫納（William Moerner）和德國的史迪芬赫

爾（Stefan Hell）三人，因他們發展出超級

顯微鏡，利用螢光超越白光顯微鏡可以觀察

細胞內部化學分子移動的途徑。這些發現都

是高科技發展創新的精品，也是他們精深的

研究成果。在獎項發佈之前，知道的人可能

不多。一旦發佈，名聞天下，全世界都知道

了。

這些獲獎人有的年紀較大，有的尚年

輕，獲獎無疑是他們人生的高峰，也就是燦

爛的蝴蝶時代。

再回到退休後寫作出書的問題，我個

人很早就有這種想法。在我研究高峰期，

我就出版了兩本英文教科書「胎兒成長遲

滯」和「高危險性胎兒」。前者區分輕體重

新生兒為早產兒與子宮內成長很慢及有缺陷

的胎兒。後者提出了胎兒也是一個病人的新

觀念，對待有問題的胎兒應該和看一個患

病的兒童一樣。我退休後連續出版了三本

書，「留美夢，台灣情」，「台美生涯七十

年」，及「見證胎兒醫學」。用中文將我的

蝴蝶時代記錄下來。

王文隆的演講最後提到在南加州新創

立的「台美人史料中心」正在收集台美人的

著作。他又說過去在台灣出版兩千冊的一本

書，作者要買回五百冊，很昂貴，常常要自

掏腰包。目前由Amazon出書很便宜，不必大

量出版，一次出版十冊，三十冊都可以。鼓

勵大家寫作，集體出書。果能如是，不久將

來在台美人社團中可以看到蝴蝶滿天飛了。

（作者係母院1961年畢業，芝加哥大學終身

榮譽教授，現居北加州東灣）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32

談「天、時」

荀
子王霸篇有「天時、地利、人和」，天

時指的是氣候（時機）；伍子胥和諸葛

孔明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應解釋為

「堪輿」之術：畢竟天象（astrology）與風水

（geomancy）並不等於科學的天文與地理。

而本文要談的「天」、「時」則是時間洪流

中，time和date的故事。

發音及語意上date似與day有關，其實不

然。羅馬時期的書信已有“給＂（註明）日

期的習慣，稱data Romae（given at Rome）：

data乃dare（＝to give）的過去分詞（英文

的data原是datum的複數，意為something 

given），到法文變成date，而英文來自法文。

在十九世紀跟人約會，除須訂日期外，也要

有特定時刻，故date包括了時間；time即指

約定的時間「點」（ap-point，定時與定地

點）。到二十世紀，date就有了「約會之對

象」的含意（大多指異性），真是天時、地

利、人和？

一般認為英文d a y的字源來自拉丁文

dies，可能與梵語的「燃燒」或東歐的「暑

熱」有關，所以day原指白晝，後來推衍成白

晝加夜晚之涵義。而古人應早已觀察到之所

以有白晝和黑夜，是因為「太陽」的緣故；

偏偏舊約創世紀卻說「第一天」上帝創造了

白晝和黑夜，而到「第四天」才創造了太陽

（和月亮），或許希伯來的傳聞有誤。無論

如何，一個星期有七天，當初可能來自巴比

倫人「觀月」心得（新月至上弦七天，上弦

至滿月七天…），而希伯來、猶太人則把第

七天當成day of rest（sabbath安息日，在第六

天“做人＂後，第七天神也休息）。

大多數語言均將一星期的每一天個別命

名，且似均與日、月、和五大行星的天體有

關，表示古時人類的占星文代，認為天上的

星星支配著凡人及萬物的活動。從Monday

字面看可知是月亮mona（古英文）的日子；

Tuesday來自北歐神話的戰爭之神Tiw or Tew’s

（day），相當於羅馬的戰神Mars（即火

星）。Wednesday來自Woden’s或Odin’s day，

日耳曼或北歐神話的主神，而羅馬語系則稱

信使神（Mercury，即水星）。Thursday就是

Thor’s（day），北歐神話中的雷神，羅馬主

神Jupiter（即木星）或Jove也掌管雷電。而

Friday則來自北歐神話的Frigg（或Freya）女

神，相當於羅馬的維納斯Venus，即金星。

Saturday即Saturn’s day是羅馬神話中的農神

（即土星）；Sunday很明顯地應是太陽的日

子，但有趣的是羅馬語系卻使用Lord’s day

（主日）。

大多數教派以Sunday為安息日，有些則

定Saturday為安息日。可見一週之「始」很難

定義，目前世界通用每週第一天為Sunday。

而國人習慣以星期一、二、三…來迴避星期

文／林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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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難字，但感覺不出一週的始末，鄰國

日本則用「月、火、水、木、金、土、日」

曜來維持外文字義的淵源。而week-end指星期

六和星期日似較無困擾，反正就是休息日，

用「週休二日」可免除不少煩惱。

遊牧民族的曆法屬於陰曆，以月亮的盈

虧來定日子，Calendar即源於每到“新月＂

（calendae）時須call-out。從居無定所轉成農

作耕種，觀看太陽在黃道十二宮的位置，並

參考大自然景物的變換，才發展出陽曆。幾

千年前的埃及早已知一年有365天，而雅典天

文學家Meton在西元前433年即推算出十九年

包含了235個陰曆月（稱默冬週期）。讀者可

查閱陽曆和陰曆的生日是否每19年是一樣的

（至多差一天）。中國自古即能以具二十四

節氣的農民曆兼顧陰陽合曆，真可算得上是

文明古國。

早期羅馬人使用陰曆，以月圓為每個月

之始，原先一年初始的第一個月稱Martius，

十三世紀時英文就叫March。第二個月原稱

Aprilis（開花的意思），第三個月原名Maius

（Maia為春之女神），衍化成May；第四個

月Junius源自天后Juno，十四世紀變為June。

第五個月Quintilis乃quintus（五）的序詞，羅

馬長老院為感念Julius Caesar，改為Julius，

後變成July。而Sextilis（第六個月）也被改

成August（凱撒的繼位皇帝奧古斯都不甘

示弱）。接著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代表的原意是第七、八、九和十。

但十個月的日子並不足填滿365天，嚴冬不知

日月的兩個月差距就被冠以Januarius（Janus

乃門神）和Februarius（Februa為羅馬人的淨

洗祭）。因如此的混亂，凱撒大帝在46BC

（其實，耶穌紀元是從第六世紀才開始使

用的）統一了曆法（即儒略曆），並訂定

January為一年之始。

那時所知的一年為365.25日，比太陽年

365.2422日稍長（約十一分鐘），但一千五百

年累積下來，到十六世紀就差上十多天。除

已調整的春分日外，教皇Gregorius十三世在

1582年只好宣佈當年10月4日的隔天為10月15

日，並改每四年一閏為每四百年97閏，於是

形成了現今通行的曆法。

一天有24小時，hour源自hora，原指

限定的時間或時段，蓋西元前就有日晷

（sundial），但需要刻度時，古人覺得分十二

格較好算（約數多），所以從日出到日落就

分成十二小格。由於光影的移動速率和日夜

長短並不固定，故發明了水鐘、沙漏等計時

器，而機械鐘是十三、四世紀才有的。時鐘

clock源自cloca即bell之意，因宗教祈禱須鳴鐘

報時。英文minute（重音在後）來自minuta小

的意思，後變“很小＂。一個圓周有360度，

要把一度分割成更小，分成60個小部分（pars 

minuta prima）稱minute（重音在前），而第

二次（secunda）再分更小稱second，後來再

從度、分、秒用到時、分、秒，以便分秒必

爭。可放進口袋的鐘始於主要由夜間巡邏員

（watch-man）計時用，由「看」守變成手錶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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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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104年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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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體驗學習」、「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及「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等，以「人文

關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319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本計畫協助醫療機構營造關懷的執業氛圍，希望醫學生及醫護人員等藉由「人文關懷」的精神

重拾對醫療的熱忱；另外同學聚會亦可強化各班及各地景福校友的情誼連結，不僅使參加活動的校

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104年計畫執行內容：

內容 場數 參加人次

A、「博物館體驗學習」 102 1097

A1. 臺灣人哪裡來

1. 104推甄生參訪 2 21

A2. 大腦、心智與學習

1.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2 96

A3. 大腦、心智與健康

1. 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26 298

2. 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20 167

3.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2）」 25 217

4.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3）」 26 284

A4. 臺灣人哪裡來

1. 師大工業教育所 1 14

B、「人文學體驗學習」 62 606

B1. 本院學習群

1. 學習群系列活動 49 351

2. 體驗學習社座談會 2 120

3.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討論會 11 135

B2. 其他醫學院學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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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 34 508

C1.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1. 市立聯合醫院 PGY 13 278

2. 國泰醫院 PGY 12 138

C2. 在醫療機構中建立關懷文化

1. 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參訪 8 76

C3.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1.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管理模式研討會 1 16

D、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 121 1225

D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47 464

2. 分享學習群 73 716

D2. 三全健康教育志工

1. 「全人全家全社區健康教育志工培訓計畫」推展發表會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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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微知著─顯微鏡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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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世杰

當
諸位校友收到本期醫訊的時候，台灣則剛經歷了第三次的

政黨輪替，希望未來的台灣在各方面都有嶄新的面貌，也

希望我們的國家，母校和母院，可以更加的進步繁榮。

這一期的刊物在『醫學新知』方面，由母院影像醫學部開

場，其一是『磁振-正子整合造影掃描檢查』，這是全台灣的第

一部設備，由彭副主任的介紹，可以知道這個設備能夠非常的準確找到早期的癌症，希望能夠幫助

所有的校友永保健康。另外一個主題，更有意思『男性勃起障礙診治新突破』是本院獨步於全球的

新創檢查，用來找到源自於骨盆腔或陰莖動脈血管阻塞，所造成的男士不舉，在經過導管治療之

後，又能重新建立雄風，王、李醫師合力的創新發明，大大增進家庭的幸福美滿，還受邀到全世界

去演講推廣。

接下來的『醫學論壇』是提到物理治療學系六年制學制的改變，看來母校在各方面都能夠跟上

世界的趨勢，好還要更好。

『回顧杏林』的專欄有三篇，其一是提到青杏刊物創辦的歷史故事，還有期間的點點滴滴，

讓我們看到前輩們的努力跟堅持；另外一篇文章提到的台灣公共衛生的導師：陳拱北教授，如何從

學術研究走入社會貢獻於國家這一個歷程，透過公共衛生政策的製定、再加上培訓了更多的人才…

等，才足以讓一般社會大眾重視現在一波波環境污染、公害的眾多議題，可以看到陳教授的高瞻遠

矚。最後一篇是提到我們所敬仰的李鎮源教授的一些生平事跡，他是國內廢除刑法100條重要的推

動者，台灣的思想及言論自由，由此解開枷鎖。小英總統於去年年底競選期間，還特地到母院特展

室，緬懷一生奉獻於這塊土地的李鎮源院士。

醫療訴訟是醫療所有從業人員的夢靨，來看看在美國有實際經驗的校友，所分享的故事，希望

能從中間學習成長，當然最好自己都不要碰到。

接下來的『同窗情誼』及『校友小品』專欄，紀錄了各校友之間的情感，以及一生的感想或人

生的智慧。最後是我們的前任主編林隆光教授的談天、時，林教授博學多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閱讀完才發現，原來我們以前知道的這些英文字的典故，相當有趣。

最後，謝謝所有校友的熱烈投稿，所有編輯委員的協助，更加感謝景福醫訊亮月小姐的幫忙，

也趁機跟所有的校友拜年，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萬事如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臺大醫學院放射線科副教授）

作者全家福共遊義大利



景 福 望 年 餐 會

時間：2016年2月2日　　地點：天成飯店　　攝影：王亮月



藝術饗宴—台灣科技大學鋼琴表演 時間：2016年2月1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兒童醫院贈送元宵小提燈關懷活動 時間：2016年2月1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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