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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大 醫 院 1 0 5 學 年 度

何院長主持一級單位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時間：2016年8月1日
地點：臺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神經部

　郭鐘金主任（左）移交給邱銘章主任（右）

▲�老年醫學部

　詹鼎正教授（左）移交給嚴崇仁主任（右）

▲醫學研究部

　楊志新主任（左）移交給陳建煒主任（右）

▲資訊室

　譚慶鼎主任（左）移交給賴飛羆主任 （右）

▲秘書室

　劉玉柳主任（左）移交給李苓令主任（右）

▲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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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醫 技 一 甲 子

文／林亮音

一
甲子60年，真是一段不算短的歲月。當

年受教於前輩，再傳承至後輩；這樣的

承先啟後模式，在臺大醫技系是一個傳統。

一甲子60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一

段不算長的日子；即便如此，人、事、時、

地、物中，也只有「地」是永恆。

在醫技的這一個大家庭裡，一轉眼就度

過40年的光陰了。猶記得在教室裡看著教授

們寫黑板教學的日子到現在普遍運用簡報軟

體作為教學工具的情景；常常思考著，10年

後的教室將會是甚麼景象？ 

翻轉教學嗎？

學生先自行數位學習，前來上課時，

將儼然是個「雙方向」的討論會；而不再

是傳統教（給）與學（受）「單方向」的關

係了。古語：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解惑也將是未來教師們教學的重任了。

數位評估嗎？

不再有期中期末考了；取而代之的是隨

堂考，在課堂上使用個人智慧手機直接對教

師提出的問題即時作答。

在未來網路資訊爆炸與電子書盛行的時

代潮流中；或許，下一代將會是以思考論述

取代傳統記憶學習的時代了。

在此慶祝「一甲子系慶」的日子裡，容

我以「教學相長」、「學無止境」與所有醫

技人，共勉之。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校

檢驗暨生技技術學系系主任）

林亮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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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週 年 系 慶 感 言

光
陰荏苒，一轉眼醫技系已成立一甲子

了，林主任希望歷屆的系主任能寫一些

感言，我也無法推辭。

我是1969年畢業的，除了當兵及之後

兩年在校外當醫檢師，兩年半的沙烏地阿拉

伯醫療顧問團與醫療團的服務，再加上一年

的美國進修外，其餘的時間皆在醫學院及醫

院度過，並於2012年屆齡退休。回想這六十

年來醫技的變化，不可說不大。學生之學習

環境，由於學校經費之充裕及歷屆系主任的

領導和師長們之共同努力之下，目前之軟硬

體設備與當年我們學生時期比較起來真有如

天壤之別，整個脫胎換骨全然不同，除了學

士班外也陸續增設碩、博士班。早期畢業的

學長姊們，出國留學者個個皆在學術或教育

界顯露光芒，即使留在國內者也皆是位居要

津，在學術或醫檢界都是獨當一面的人才。

常常在校外開會時，都會遇到許多系友，讓

非系友的其他出席者戲稱你們也同時在開系

友會，雖是戲言但事實確是如此，因為出席

的人皆是各單位的負責人或高級主管而且也

都是我們的畢業系友，可見我們的系友們不

管在國內或國外的表現都非常的傑出，個個

出類拔萃，本系真是以系友為榮。

因為我們學系是國內最早設立的醫技

系，所以常被其他學校尊稱為醫技的龍頭。

但隨著許多學校陸續設立醫技系，我們畢

業生的人數也漸漸地被稀釋而少於其他的學

校，再加上其他學校也用心經營，本系原先

的優勢似乎有漸漸流失的現象。為了迎合時

代的潮流，全國的醫技系採取了改名的措

施，系名加上生物技術，本系也不例外。只

是如何在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兩方面求取平

行發展，或擇一作重點開創新局，及如何維

持前輩在醫技領域上所建立的口碑及龍頭地

位，就有賴各位系友們的指引及學系內師長

們的智慧與努力了。

而由於檢驗醫學的進步，全自動化檢驗

室也應運而生，對於學生的教學與實習的進

行造成莫大的挑戰，因此如何讓學生在此新

的環境變遷之際，仍能獲得完善的學習，也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議題。

欣逢本系成立六十週年系慶之際，謹以

此文表示祝賀及勉勵之意。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69年畢業，曾任母校

醫技系教授，現已退休）

高照村教授

文／高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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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技　人　生

文／鄧麗珍

四
十四年前的大學聯考填寫志願時，我填

的順序是臺大醫學系、臺大藥學系，

再來就是臺大醫事技術學系了。事實上，我

與多數人一樣，跟本不知道醫事技術是學甚

麼。但考上此系似乎就已決定了我這一生離

不開醫技系的命運了。大學畢業後在何憲武

老師實驗室擔任一年研究助理，學了許多細

菌研究技術。之後進入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

讀碩士。碩士期間跟隨林墉基老師學習從泥

土分離鏈絲素，萃取抗生素，對我以後的研

究也是影響很大。碩士班畢業後很幸運即回

到母系擔任助教，竟從此一直待在這裡了。

當年「醫技系」與「實驗診斷科」在

同一地方，同一主任，甚麼都共用，不分你

我，大家感情都很好。自然，我教書之餘的

時間幾乎都是在細菌室。我很感謝當初當助

教時，於陸坤泰醫師及何憲武老師指導下在

細菌室所受的訓練，讓我一生都受用。細菌

室同事們感情非常好，我們那時代的人都叫

「阿」字輩。阿姬、阿潘、阿姿、阿如、阿

淳…，大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1991年隨著東址新大樓的改建，「實驗

診斷科」搬到新地方，後也改名「檢驗醫學

部」。從此醫技系與檢醫部正式分家，各有

各的空間與主任，何憲武老師成為第一位醫

技系畢業的主任。雖然兩邊距離不算遠，但

再也不像從前那樣整天朝夕同相處了。不過

醫技系也逐漸成長茁壯，師生們都非常努力

提升各方面的發展。而我個人也在1992年至

1994年與家人一起到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

大學進修二年。這二年對我影響很大，除了

思考方式大改進外，學到許多生活上很實用

的東西。

自2005年，「醫事技術」學系正式改名

並轉型成「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雖然醫

學檢驗仍然是重點，但增加了許多生物技術

相關課程及訓練。讓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及

多元化發展。

2009至2015對我來說也是很特別的六

年︰感謝系上所有老師，讓我有機會當系

主任為大家服務。這六年讓我學到許多以前

鄧麗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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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觸的事，讓我更有機會為師生服務，

而我自認也很成功的協調了不少大大小小難

題。收穫最多的是更有機會與年輕學子互

動，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想法。也

增加許多與系友見面的機會。事實上，我所

獲得的，遠遠超過我的付出。

在醫技系另一件很快樂的事是與研究生

相處。我們一起努力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從學生身上，我也學到許多事情。年輕人單

純、有熱情、有理想，我喜歡聽他們的想

法。與他們在一起，感覺自己也很年輕。

回顧這些年，一路從助教、講師、副教

授、教授，感謝同事們相互協助包容、感謝

學生肯定，我覺得我何其幸運與幸福，有甚

麼比在這裡更好的工作呢？臺大醫技就像一

個大家庭，師生同甘共苦，系友們也時時刻

刻關心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擔，在臺大

醫技當老師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當然，

醫技系也面臨不少挑戰與困難。在此慶賀臺

大醫技一甲子之餘，對於未來要如何克服這

些問題與困難，請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期

盼明天會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技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徵求專任教師人選1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助理授教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8份。
2. 五年內代表著作3篇（共8份）。
以上資料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第9項：醫學院系科所中心新改聘教師應
送資料、證件一覽表）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及研究理念。
5. 相關資料應於105年9月16日中午12點前送達甄選委員會。

三、相關資料請參考本科網站http://www.ntuh.gov.tw/Ped/default.aspx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臺大醫院小兒部15樓主任辦公室（小兒科專任教師
甄選委員會）」

電話：(02)2312-3456 轉71526 李小姐
傳真：(02)2314-7450
email：lmhuang@ntu.edu.tw 或 00475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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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人生、人生樂學

編
輯五十週年系慶專刊的甘苦彷如昨日，

一轉眼又是十個年頭，然而這十年間真

是變化頗大，無論是系上及社會環境氛圍，

稍一回顧，不免心生感慨，難道這就是人

生？

十年來，過去曾教導過我，在工作上

常需要仰仗他們經驗及地位的老師們都退休

了，晉身為資深教員，許多責任與工作，不

知不覺的就落在自己身上。

教學、研究、服務是學校對教員一再強

調的要求，過往年代系上老師兼任醫院檢驗

醫學部醫療行政工作，被視為服務的主要指

標，然而近年來醫院對檢醫部行政體系做了

很大的變革，強調從基層醫檢師培養出行政

主管，醫技系教員淡出檢醫部的行政體系，

年輕時師長們預告我們，未來擔負醫院行政

服務的例行工作要求，隨著師長的退休而消

失了。然而對於醫學校區的服務方面，仍然

佔了我相當多的時間及精力。

二十多年前自美國留學回國任教時，應

當時系主任何老師的指派，擔任醫學院校友

會月刊景福醫訊的編輯委員，以及醫學校區

刊物楓城新聞與評論的編輯委員，從此未曾

間斷的每個月參與這兩個刊物的編輯工作，

在景福醫訊歷經副總編輯至獲聘為總編輯，

一直希望能夠藉這個機會，讓醫技系的系友

活動能夠多多曝光。而在楓城新聞與評論也

是歷經執行編輯獲聘為總編輯，也是希望藉

由自已寫稿、審稿及編輯的能力，有機會讓

醫技系在醫學院的能見度增加。自己也因而

有機會擔任臺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輯委員，為

校友服務。在社會服務方面，擔任二屆臨床

生化學會理事長，正在籌辦亞太臨床生化學

大會，在籌辦期間與國際學者之間的聯繫，

也充份發揮個人進行交流的能力，打響台灣

的知名度。

在教學方面，子曰人生三樂，其中一

樂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十多年來

的教學生涯，有遇到天縱英才、絕頂聰明的

學生，也有刻苦勤學、努力負責的學生，與

這樣的學生教學相長，真是最快樂的時光。

然而隨著教改後社會環境的改變，遇上光譜

另一端的學生的機會越來越多，隨著年齡增

長，先前相信「嚴師出高徒」對學生十分嚴

方偉宏副教授

文／方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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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的態度，也轉為以輕鬆的方式讓學生樂學

是一種社會服務的想法。

在研究方面，對於核酸修復的探討我仍

樂在其中，研究進展在個人的時間、經費、

資源、人力等因素受到限制的情形下，進度

總是慢一步不如預期。2015年我的博士指導

教授Paul Modrich以研究DNA Mismatch repair

機制，榮獲諾貝爾化學獎，他邀請了包括我

在內的11位過去參與計畫有顯著貢獻的博士生

及博士後研究員參加頒獎典禮，我們在斯德

哥爾摩共聚一堂，分享當年在Modrich lab的甘

苦以及如今的榮耀，覺得自己過去的貢獻受

到明顯的肯定。11位受邀者，離開Modrich lab

半數進入了生技產業，各有一片天。回想當

年離開美國時與Dr. Modrich討論回臺灣後的研

究環境，他給我一句「小型的實驗室有小型

實驗室可以做的研究，就算是只有碩士學生

也可以做出好的研究。」

在系慶六十週年之際，眼看自己能夠為

系上服務的時間已不到十年，期望在七十年

系慶時，我能夠報告如何用小實驗室做出好

的研究，讓學生懷念有這麼一位好老師，為

學校及社會的服務能光榮的寫入系史，以此

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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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徵求主任人選公告
一、候選人資格：

1. 具寄生蟲學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在寄生蟲學領域具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起聘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2日。

三、推薦辦法：

1. 須國內外相關領域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含）推薦。

2. 推舉委員得主動推薦人選，並經其他推舉委員一人副署後正式向推舉委員會推薦。

四、檢具資料：

1. 推薦書3封。

2. 被推薦人履歷表1份（含有關證件影印本：身分證明文件、教師證書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3. 被推薦人所有著作目錄及三年內之五篇代表著作之抽印本或影印本7份。

4. 被推薦人個人對於本學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說明書1份。

5. 願任同意書1份。

五、收件日期：書面資料於中華民國105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五時以前送達。

六、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聯 絡 人：藍弘旭助教　聯絡電話：02-23562217　傳真電話：02-23915294
　　　　　　　　　　　E-mail：lanhungshu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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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技系生日快樂

文／劉君豪

彷
彿才剛過完臺大醫技系五十五週年的系

慶，突一眨眼臺大醫技系六十週年生日

就到了，在此不可免俗的，祝福臺大醫技系

生日快樂，也欣見系上開始與各領域接觸，

拓展實質的力量。

離開舒適圈與否？

自己很榮幸有機會進臺大醫技系，並

在林亮音教授的教導下，於1996年自醫技所

畢業，後續的就業生涯就像大家一樣，初期

就是還不清楚方向為何，服役退伍後分別擔

任過臺大醫院的研究助理、檢驗醫學部的檢

驗人員，最後到衛生局擔任食品檢驗的檢驗

人員，歷經檢驗科，現在則服務於食品藥物

管理科，其中的變化還算蠻大的，系上課程

提供我一個基礎的底子，讓我有機會觸類旁

通做跨域的移動，過程中仍有機會與醫學檢

驗相關聯的，我也很積極的與之聯結，如相

關的檢驗師公會、醫學實驗室品質管理、病

人安全（檢驗領域）、生物安全等等，從醫

學檢驗移動到食品檢驗的領域，這算是第一

次跳開舒適圈的挑戰，對於是否應留在舒適

圈裡，有各式各樣的討論，有的建議不要離

開，應該繼續在該專業領域努力，有的則是

建議應該要離開，各說法都有其優缺點，最

終抉擇點仍然是自己的想法與心態，而且要

知道自己要甚麼，如愛莉絲的十字路口，當

自己沒有方向時，選擇哪個圈都是沒有差別

的。

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

剛到食品檢驗領域有很多確實是與從前

所學不同的地方，個人花了一些時間努力，

才剛剛學點皮毛，就如同大前研一著作的標

題：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唯有足夠的

專業才能面對挑戰，只是如何好好的應用專

業於職場、服務領域，我覺得是大家應學習

劉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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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很多時候我們受到外界的影響，忘

了我們提供服務的本質，會過度偏向專業，

無法向其他人說明清楚，其實這也是一種不

專業，如果我們夠專業，就能用對方聽得懂

的話，去告訴他並讓他了解不懂的事情。例

如解釋ppm、ppb這種專業的用語，它們有何

差異呢？科學人知道百萬分之一、十億分之

一為多少，很多決定或支援我們工作的人並

非全都是科學背景的人，我們該如何讓他們

了解呢？也許用最簡單的例子，ppm像在台北

市全人口中找到一個人、而ppb則是在中國大

陸全人口中找到一個人，才有機會讓非專業

人士去了解並獲得支持。

專業知識、執行能力、學習能力

自104年9月我由檢驗科調去食品藥物管

理科，又是一次從舒適圈轉出，一切都要重

新適應，我必需要應用杜書伍提到的三個能

力：專業知識、執行能力、學習能力，這次

面對的不再像前次轉換時，僅是面對精密的

儀器等單純精細、長期規劃的問題，每天我

要處理的都是人的問題、灰色的問題、媒體

的問題等等，幾乎都是混沌不明的，我想是

挑戰實驗室背景人員的極限吧！曾經有一個

主任跟我說一件事，他說交代一件事情給實

驗室背景的人員，他會中規中矩的做好，可

是撞牆的時候，他會跟老闆說因為如何如何

所以我停在這邊，但是行政人員卻會跟老闆

說，雖然我撞到這面牆，可是我還是把事情

完成了。我想應該還是人格特質與後天的訓

練養成，不過仍有不少實驗室背景的人員過

不了這一關，我想這也是給我自己的挑戰，

橫在前面的一關又一關的問題正可把當初念

研究所培養的能力，重新找出來做為學習的

基本功，再配上執行能力及前述的專業能

力。

不解決問題，問題會解決你

我想系上近年來有很多學生到不同領

域實習，應該就是要學弟妹培養這樣的能

力吧！因此系上有學弟妹到衛生局實習，我

想做的是激發每個人面對不同事務處理的潛

能，這幾屆下來，系上學弟妹表現確實優於

其他學校，只是實習是短期的一種訓練，如

能轉成工作上的態度，相信會更加卓越出

色，就我的調查本衛生局居然有16位醫檢

師，分別在健康管理、醫政管理、疾病管

理、稽查等單位，足見檢驗人員不是一個機

器人，在各領域都能闖出一片天，為此鼓勵

剛畢業、將畢業或是還在學的學弟妹，各位

的前途無可限量，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能

力，如柯文哲所說的：不解決問題，問題會

解決你。相信大家都能應用專業知識、執行

能力、學習能力，解決職場與生活上的重重

困難。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93年畢業，現任新北

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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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 過 去

照片提供／醫技系

1990年代以前的臨床微生物實驗室

1990年以前生化檢驗實驗室

1980年代學校活動

在X光軟片上判讀核酸序列

何憲武教授卸任系主任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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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醫技系實習學生授袍暨宣誓典禮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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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系近年全系導生會合影

98年學年度於鶯歌 102學年度於淡水

103學年度於北投 104學年度於木柵

100學年度於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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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慶活動後同遊蘭陽博物館

校總區校園導遊

合影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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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青光眼新藥

青
光眼是全世界造成失明的主要原因，

它有許多複雜的分類，共同的特徵是

在視網膜神經節細胞有退化的表現，進一步

形成視神經的受損。根據以人口為基礎的研

究統計，在2010年全世界有450萬隅角開放型

青光眼（open angle glaucoma, OAG）的病患

及有390萬隅角閉鎖型青光眼（angle closure 

glaucoma, ACG）的病患；預估到2020年全

世界有590萬隅角開放型青光眼的病患及有

530萬隅角閉鎖型青光眼的病患，其中亞洲人

更是主要影響族群。在青光眼眾多的危險因

子中，眼壓上升被認為是影響青光眼疾病最

重要的影響因子，也是唯一能夠有效控制青

光眼惡化的因子。在人體中決定眼壓高低的

主要因素在於睫狀體（ciliary body）分泌房

水的速度、房水由小樑組織通路（trabecular 

meshwork outflow）和葡萄膜鞏膜

通路（uveoscleral outflow）流出

的速度。在青光眼的病人，眼壓

的升高通常是因為房水流出的減

少，尤其是經由前房小樑組織的

房水通路阻力上升，而不是因為

房水分泌的增加。人類眼睛房水

（aqueous humor）排出途徑上，

小樑結構（trabecular meshwork, 

TM）排出阻力的上升，是主要造

成眼壓上升的原因。而阻力來源主要在小樑

組織的juxtacanalicular（JCT）部位，由小樑

細胞（Trabecular meshwork cell, TM cell）、

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及

Schlemm’s canal cell（SC cell）所構成。（圖

1）

在過去關於正常人與隅角開放型青光眼

病患病理切片的研究中，青光眼病患在房水

排出的途徑上，其filamentous actin（F-actin）

的結構較正常人有較紊亂的表現。正常眼睛

在Schlemm’s canal的內皮細胞中，F-actin會在

周邊形成厚實的一束，而在TM cell中F-actin

會以隨機無定形的分布。青光眼病患其SC cell

中F-actin表現不在周邊，而是散亂糾結地錯落

在細胞質中，且其TM cell會形成cross-linked 

actin networks（CLANs）的表現。

圖1：小樑組織通路的示意圖

文／蘇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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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青光眼降眼壓藥物發展

青光眼的降眼壓藥物種類繁多，依據作

用機轉主要可以分成抑制房水生成、促進小

樑組織通路、促進葡萄膜鞏膜通路等三大種

類。在1875年，第一個青光眼眼藥水問世，

pilocarpine為一種膽鹼受體促進劑（cholinergic 

agonist），它的作用為促進小樑組織通路，

由於同時會促進睫狀體收縮、拉動鞏膜突起

（scleral spur）、使瞳孔縮小，會造成視覺

光線變暗、近視度數增加（accommodative 

myopia），因此在臨床上主要用來治療隅角

閉鎖性青光眼預防急性發作較多。一直到

1978年，timolol第一個β-腎上腺素受體阻斷

劑眼藥水（β-adrenergic receptor blocker）

開始用於青光眼治療上，主要作用在抑制房

水分泌；之後開始發展選擇性的β-腎上腺

素受體阻斷劑，減少可能有的全身性副作

用，如氣喘、心跳速率減慢等。1994年，

dorzolamide第一個碳酸酐酶抑制劑眼藥水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開始臨床使

用，作用機轉也是抑制房水分泌；一直到

1996年，latanoprost第一個前列腺素衍生物

眼藥水（prostaglandin analog）和brimonidine

第一個α 2 -腎上腺素受體促進劑（α 2 - 

adrenergic agonist）開始用於臨床降低眼壓，

前列腺素衍生物眼藥水作用主要在促進葡萄

膜鞏膜通路，而α2-腎上腺素受體促進劑的作

用機轉則同時包括促進葡萄膜鞏膜通路和抑

制房水分泌。至此，五大類青光眼用藥的發

展始近完善。圖2為現行降眼壓藥物的作用機

轉圖。

圖2：現行降眼壓藥物的作用機轉圖

依照房水生成與排出的途徑，現行降眼壓藥物的作用機轉可分為三大

類，第一、減少房水生成，藥物包括Alpha-2 adrenergic agonists、Beta-
blockers、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統稱ABC三大類藥物；第二、

增加小樑組織通路的排出，藥物為cholinergic agonists；第三、增加葡萄

膜鞏膜通路的排出，藥物包括prostaglandin analog和Alpha-2 adrenergic 
ago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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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骨架調節藥物作用機轉

由於青光眼主要的病理性變化在小樑

通路的病變，又現行青光眼藥物很少作用

在增加小樑通路的排出，因此近年來青光眼

新藥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如何增加房水在

小樑組織通路的排出。細胞骨架調節藥物

（cytoskeletal modulating agent）的主要作用

機轉在控制肌動蛋白的聚合與降解：主要途

徑包括調控肌凝蛋白輕鍊激酶（myosin light 

chain kinase, MLCK）和Rho相關卷曲螺旋形

成蛋白激酶抑制劑（Rho associated coiled-coil 

forming protein kinase, ROCK）等兩大酵素

的活性，或直接破壞肌動蛋白的結構。細胞

骨架調節藥物如紅海海綿素（latrunculin）、

ROCK抑制劑（ROCK inhibitor）、MLCK抑

制劑（MLCK inhibitor）等，主要作用的機轉

如圖3。

這些藥物在細胞實驗及動物實驗中皆有

一些正向的結果。在不同的動物實驗中，包

括使用局部點藥、前房內注射等給藥途徑，

能在高眼壓動物模型及正常眼壓動物模型中

有不錯的降壓效果，最大降壓幅度由3毫米

汞柱到13毫米汞柱不等。表一為細胞骨架調

節藥物在動物實驗中的降眼壓效果。細胞骨

架調節藥物在實驗動物的病理切片中可發現

共同的變化特徵，包括皆會造成小樑細胞

放鬆、juxtacanalicular部位擴張、Schlemm’s 

canal內皮細胞放鬆及管道擴張。這些特徵性

的變化被認為能造成小樑通路的阻力下降，

進而增加小樑組織房水的排出、使眼壓下

降。

在造成短暫性眼壓上升的原因中，類固

圖3：細胞骨架藥物的作用機轉圖

細胞骨架由肌動蛋白和肌凝蛋白組合，肌凝蛋白輕鍊合成與分解的調控受

到MLCK與MLCP兩大酵素調控。latrunculin直接破壞肌動蛋白的結構而造

成肌動肌凝蛋白系統降解；MLCK抑制劑直接抑制肌凝蛋白輕鍊激 而減

少磷酸化肌凝蛋白輕鍊的生成；ROCK抑制劑則抑制肌凝蛋白輕鍊磷酸

而間接減少磷酸化肌凝蛋白輕鍊的生成。這三大途徑皆影響細胞骨架的穩

定，進而造成在小樑組織房水排出上阻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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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引起的高眼壓症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細

胞實驗中，使用dexamethasone會使小樑細胞

骨架及細胞周圍環境產生顯著變化，包括引

起F-actin產生CLAN的結構、並且造成培養基

環境中的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活

性下降。細胞骨架調節藥物在細胞實驗中能

有效抑制CLAN的產生，同時能使細胞周圍

MMP活性上升。雖然目前研究仍不多，但細

胞骨架調整藥物對於類固醇所引起的高眼壓

症的預防與治療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細胞骨架調節藥物的人體試驗

細胞骨架調節藥物在近十年有相關的人

體試驗如火如荼的在進行，以下簡介幾個有

潛力的新藥在人體試驗的結果。

INS115644為latrunculin-B的一種，默克

藥廠將0.005%, 0.01%, 0.02%, 0.05%等四種不

同濃度的INS115644每天兩次施點於高眼壓症

和隅角開放性青光眼的受試者，目前藥物試

驗在phase I階段。在這phase I的藥物試驗中，

在0.02%, 0.05%那兩組，12小時降壓效果最

大可到4毫米汞柱。副作用包括結膜發紅、刺

激，中心角膜厚度短暫性稍微增加，然而統

計上未達顯著。

AR-12286為ROCK抑制劑的一種，由

Aerie藥廠所研發，在phase II藥物試驗的報告

中，使用0.05%, 0.1%, 0.25%三種不同濃度的

AR-12286，作用在高眼壓症和隅角開放性青

光眼的受試者，平均降壓4.4至6.8毫米汞柱。

降壓幅度與濃度相關，三種濃度中又以0.25%

者，每天點兩次有最佳效果。在針對0.5% AR-

12286在全身與眼睛的安全性報告中，血液中

藥物濃度小於1ng/ml。常見的眼睛副作用包括

結膜充血、眼睛刺激、眼淚增加及短暫視力

模糊，這些症狀在點藥後4小時會改善。

AR-13324藥物同時為ROCK與正腎上

表1：細胞骨架調節藥物在不同動物實驗中的降眼壓效果

分類 藥物 實驗動物 給藥途徑 最大降壓 參考文獻

Latrunculin
Latrunculin-B

0.01%
Monkey

(normotensive)
Topical

BID
4.4 mmHg

Arch Ophthalmol. 2004 
Oct;122(10):1482-8.

MLCK 
inhibitor

ML-9

1000 µM
Rabbit

(normotensive)
Intracameral 7 mmHg

Exp Eye Res. 2002 
Aug;75(2):135-42

ROCK 
inhibitor

AMA0076

0.5%
Rabbit

(normotensive)
Topical

Q3H
4 mmHg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14 Feb 18;55(2):1006-
16

ROCK 
inhibitor

Y-33983

0.5%
Rabbit

(normotensive)
Topical

Q3H
3 mmHg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14 Feb 18;55(2):1006-
16

ROCK 
inhibitor

Y-27632

100 mM
Rabbit

(hypertensive)
Topical

13 mmHg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01 Jan;42(1):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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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素轉運體的抑制劑，同樣由Aerie藥廠所

研發，又稱做Rhopressa。由於具有正腎上

腺素轉運體的抑制劑，藥物機轉除了包括促

進房水排出外，同時能減少房水的生成。在

一個雙盲隨機的非劣性研究（non-inferiority 

trials），比較AR-13324與latanoprost在高眼壓

症和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受試者的降壓效果。

結果在0.01% AR-13324、0.02% AR-13324、

0.005% latanoprost三組降壓幅度分別為5.5毫

米汞柱、5.7毫米汞柱以及6.8毫米汞柱，AR-

13324並未達到非劣性試驗的標準，亦即AR-

13324的降壓效果比0.005%latanoprost差。

然而在另一個雙盲隨機的臨床試驗中，利用

0.01% AR-13324、0.02% AR-13324加上0.005% 

latanoprost，發現結合兩組藥物能較原0.005% 

latanoprost再增加1.9毫米汞柱與2.6毫米汞柱的

降壓效果，在統計上亦達顯著。AR-13324在

全身與眼睛的安全性報告中，血液中藥物濃

度與眼睛副作用如結膜充血等皆十分輕微。

Ripasudil（K-115）為選擇性的ROCK抑

制劑，由Kowa公司所研發，為第一個完成三

階段臨床試驗、在日本經許可應用在青光眼

病人的ROCK抑制劑眼藥水，其商品名為0.4% 

GLANATEC®。在K-115的隨機臨床試驗中，

針對在高眼壓症和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受試者

的比較降壓效果，0.2% K-115和0.4% K-115在

點藥完2小時降壓幅度約6.8毫米汞柱與7.3毫

米汞柱，在統計上達顯著的降壓效果，而約

有七成的病人會有結膜充血輕微的副作用。

關於0.4% GLANATEC®與現行其他青光眼藥

水共同施點加乘後的降壓作用在最近也開始

有較大規模的研究。

此外在一個雙盲隨機的臨床試驗中，利

用0.4% K-115加上0.005% latanoprost或0.5% 

timolol，發現結合兩種藥物能較原0.005% 

latanoprost再增加1.4毫米汞柱、較原0.5% 

timolol再增加1.6毫米汞柱的降壓效果，在統

計上亦達顯著。0.4% GLANATEC在許多臨床

試驗中，不論是單一使用或是與其他原先青

光眼藥物加成使用，都有不錯的降壓效果。

然而在最近的報告中，使用Ripasudil的眼藥

水卻會對角膜內皮細胞造成短暫類似滴狀物

（guttae-like）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被認為是

由於細胞骨架受到ROCK抑制劑的影響，而形

成突起狀的構造。這樣的變化需要和角膜內

皮失養症（Fuchs' endothelial dystrophy）的病

患做仔細的區別。

結語

ROCK抑制劑在未來幾年，就快要成為

降眼壓藥物的臨床使用；另外其他細胞骨架

調節藥物（ML-7, ML-9…），以及其他藥物

如Adenosine A3 receptor antagonist、Adenosine 

A1 receptor agonist、Nitric oxide等，還在實驗

室細胞及動物實驗的階段，但都有不錯的初

步成果。另外，前列腺素衍生物緩慢釋放的

眼內裝置，可以維持數個月眼內有效濃度，

並且可以大幅減少病患因為點藥造成眼睛周

圍及結膜紅腫等副作用，目前也已經有幾個

臨床試驗在進行，相信不久就會有令人期待

的報告出來。

（作者係母校附設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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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
在白內障手術中的應用

飛
秒雷射（femtosecond laser）過去多年在

眼科界的「雷射屈光手術」（LASIK）

中，用於製造角膜瓣已有廣泛的應用；不管

在治療近視、散光或遠視，都有廣被接受的

療效。近年來，飛秒雷射在眼科的應用，已

經發展到了白內障手術領域。這個新技術會

不會取代傳統的「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

成為目前眼科界議論的話題。飛秒雷射的引

進所造成的衝擊力，就像二十多年前，「白

內障超音波乳化術」剛引進時，在白內障手

術領域中，劇烈衝擊傳統的「囊外白內障摘

除手術」一樣。不過目前的「白內障超音波

乳化術」技術極為成熟，手術時間短，費用

也相對低廉，有極大的市場優勢；成本昂貴

且技術性高的「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是否

真有絕對必要性，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一般俗稱的「白內障雷射手術」，雖然

號稱「雷射」，但其實雷射部分只佔了手術

過程中的前半部，並非整場手術過程都由雷

射所完成。利用飛秒雷射處理完手術的前半

場後，下半場手術仍然需要靠超音波乳化技

術來協助執行。常有人比喻這樣的手術過程

就好像烹飪菜餚必須分前後兩個過程，前半

部過程是廚師先把食材準備好，洗好青菜、

剝皮去骨、備妥調味品項；後半部則進行

煎、煮、炒、炸等過程，之後才能煮好菜餚

上菜。「飛秒雷射手術」，或者更精準地稱

之為「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就好像在烹

煮菜餚中的前半部的備料過程；而後半部的

煎、煮、炒、炸，則需要「超音波乳化術」

來完成。所以目前的手術技術上不可能靠雷

射來完成所有的動作，仍需要和超音波技術

兩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白內障手術」這

道菜餚。

比起傳統的「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

「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優勢到底在哪裡？

白內障本身是水晶體的混濁老化所造成，而

水晶體本身，是包裹在一層囊袋當中，周邊

再由韌帶360度懸空吊在眼球前方的睫狀體上

裡面。白內障手術要將水晶體安全地取出，

但是又必須要保持囊袋的完整，以便植入人

工水晶體時可以將人工水晶體居中於該有

的位置上，不致移位。一般白內障手術過程

大概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一、角膜邊緣切

口；二、水晶體前囊撕開；三、水晶體分割

及震碎；四、取出震碎後的水晶體及裝置人

工水晶體。

一、「角膜邊緣切口」

首先要在角膜邊緣開一個小口（大約

2.5mm）。這個步驟過去是用鑽石刀或鋼刀切

文／陳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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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但是「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則是用飛

秒雷射製造角膜邊緣的傷口，此傷口比傳統

方法精確，可以客製化大小、形狀、位置，

可以改善術後的傷口穩定度。

二、水晶體前囊撕開

如果要將白內障取出或植入人工水

晶體，就必須要在透明的水晶體囊袋上撕

開一個直徑大約5mm，圓形居中的開口。

過去這個步驟多是以彎針或用前囊鑷進行

「水晶體前囊撕開」（continuous curvilinear 

capsulorrhexis）（簡稱CCC），而「飛秒白

內障前置手術」是用飛秒雷射光刀精準的切

割。比起傳統的手動方式，可以劃出更正圓

型的前囊開口，提升人工水晶體的穩定度和

置中性，發揮水晶體較好的效能。

三、水晶體分割及震碎

撕開前囊開口後，白內障晶核本身﹝直

徑大約是9mm﹞的移除，傳統上是用超音波

探頭將白內障晶核震碎分成許多塊小碎片，

之後再用超音波探頭吸出；而「飛秒白內障

前置手術」是以飛秒雷射光先將白內障晶核

精準劃分成多塊整齊的碎片，如此可以減少

超音波在震碎吸除水晶體碎片時，高能量造

成的角膜內皮細胞傷害。

四、取出震碎後的水晶體及裝置人工水晶體

飛秒雷射只能進行水晶體的分割步驟，

最終仍然需要用超音波乳化儀的探頭將白內

障碎片移除。總結以上的分析，飛秒雷射目

前並無法完全取代超音波乳化手術，而是需

要與超音波乳化術相輔相成，顧前顧後，才

能完成整個白內障手術。

飛秒雷射既然目前只能完成「白內障前

置手術」，為何有必要取代技術上十分成熟

的傳統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呢？「飛秒白

內障前置手術」的好處是角膜邊緣的切割傷

口精確、術後緊密性高、可三度空間切割、

較安全較不易眼內炎。至於飛秒雷射光進行

前囊袋的切開，比起傳統的手動方式，切口

更精確、正圓居中、軔性增加、可增加術後

人工水晶體之居中性及人工水晶體位置的預

測性。最後，在白內障晶核的的處理上，以

飛秒雷射取代超音波進行白內障晶核的切

開，可以減少超音波的發射能量，減少術中

併發症，更可保護角膜內皮減少超音波造成

的傷害；另外，術中若以飛秒雷射同步進行

角膜散光切開，也可更精準並增加散光矯正

的正確度。

「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比起傳統超

音波乳化術，的確有其獨到的優點；但是缺

點是高度依賴雷射機，必須承擔機械故障的

風險；價格也較昂貴。另外手術過程中較容

易造成瞳孔縮小，進而干擾之後超音波乳化

術的進行。另外，是否真的需要用雷射精準

整齊切割水晶體晶核？是否完全正圓形且居

中的前囊撕開開口對預後有這樣重要？是否

用雷射切開的角膜邊緣傷口有一定存在的必

要…這些議題都需要長期觀察才能下定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

對於前房較狹窄，角膜內皮受損，太硬的水

晶體晶核等病患，都有實質的好處。醫師也

可以根據病患不同的水晶體設計和CCC大小

位置，作客製化的規劃，提升術後病患滿意

度，並將手術風險降低。至於其他的白內障

病患，只要沒有角膜結疤，瞳孔過小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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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白內障前置手術」禁忌問題，術前和醫師

充分溝通，不管選擇傳統的「超音波乳化

術」或「飛秒白內障前置手術」，都是可以

考慮的手術方式。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3年畢業，現為母校

眼科教授）

病 理 學 科 暨 研 究 所 徵 才 公 告

公告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病理學科暨研究所

公告內容：誠徵病理教師2名，擬聘助理教授級以上職位，預定起聘日期為2017年2月1日。

一、應徵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取得中華民國病理專科醫師資格，具2年以上（至起聘日期止）臨
床服務、教學或研究相關工作資歷者。領有經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外國之病理科（解剖

病理）之專科醫師證書者，亦得應徵，惟需自起聘日期半年內取得中華民國病理專科

醫師資格，如未能取得，本科（所）得逕行解聘。

2.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服務熱忱。
3. 具申請部定助理教授級以上職位資格者。

二、凡具備上述資格，有意申請者，請檢附：

1. 履歷表（請註明聯絡電話、傳真、住址及電子郵件地址）。
2. 中華民國病理專科醫師證書影本或國外相關工作證書影本。
3. 學位證書影本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證明文件。
4. 最近五年內已刊印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作。代表作應發表在SCI期刊內，且為第一作
者或通訊作者。

5. 五年內著作、相關創作抽印本或影本，及歷年著作目錄。
6. 教學相關經歷或有關臨床服務資歷證明與成果之文件。
7. 針對未來職位之理想與規劃計畫書一份。
8. 推薦人二人之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推薦人以相關領域之教師，或申請者服務機關
之長官為限。申請者須請推薦人於收件截止時間前直接將密封之推薦函寄達臺灣大學

病理學科暨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三、截止收件日期：請於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達。
將上述除推薦函外之各項應徵資料備妥一式五份寄送至：100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
院東址三樓病理部「病理學科暨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聯 絡 人：梁景雅小姐
電　　話：(02)2312-3456 ext.65462
傳　　真：(02)2393-4172
電子郵件：ntupat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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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明陽教授：一位尊師、

重道、無私、惜才的好學長

明
陽教授是我的學長，當我在臺大醫院

內科擔任住院醫師的時候曾經有一

個月照顧健康檢查病房，當時接受健康檢

查的民眾需要住兩天一夜才能完成全身的

健康檢查，包括第二天早上接受胃照相機

（Gastrocamera）的攝影，就是由賴明陽醫

師（當時只是講師）來操作這項檢查。他很

熱心地問我有沒有興趣學習操作這項檢查？

我當然很興奮地跟隨他做了幾例胃照相機的

攝影，事後他還不厭其煩地拿出這些病例之

胃照相機拍攝照片教我判讀，這是我第一次

接觸到胃照相，它是後來的胃光纖內視鏡

Gastro fiberoscope，甚至胃電子內視鏡Gastric 

videoscope的老祖宗。也因為這個因緣，加上

恩師王德宏教授的鼓勵，我在總住院醫師的

時候就選擇腸胃科作為我的專科，一頭栽入

內視鏡、胃腸疾病的診療與研究，之後陸續

成為臺大醫院內視鏡主任、台灣內視鏡學會

理事長，都不得不歸功於那段短暫又溫馨的

學習經驗。

賴教授尊敬老師是非常有名的，尤其

他對於已故的宋瑞樓教授的敬畏讓我深深

地感受。記得有一次消化醫學會在高雄醫學

院舉行，我們幾位博士班學生包括賴明陽醫

師（當時都沒有專任教職）、許金川醫師、

楊培銘醫師和我都搭火車、公路局趕到高

雄。一如往昔，賴醫師雖然已經帶著準備好

的幻燈片到高雄後，又忙著找照像館重新做

幻燈片，因為在正式演出前，很難達到他的

完美要求。一直到當天正式演講，賴醫師講

到第八張幻燈片時，時間就用完了，警示燈

亮起，鈴聲也響了。可是還有幾張幻燈片還

沒有講，於是他趕緊加快演講速度。這時候

突然看到宋教授站了起來，指著賴醫師說：

「下來！不可以再講了。」我看到賴醫師面

孔發白，突然噤聲不語，接著一鞠躬，轉身

走下講台，我赫然發現他的眼角還泛著淚

光。直到現在，我一輩子都不曾再看到這種

情境。

1 9 9 1年，當我剛從美國國家衛生院

（NlH）進修回來臺大醫院時，每天都忙著重

建實驗室、繼續在美國尚未完成的研究。有

一天，賴教授在路上遇到我，就問我：「有

一個R2很優秀，想要加入胃腸科，你知道

嗎？」我說：「不知道。他現在在那一個單

位？又，他如果那麼優秀，你為什麼不要拉

他去肝臟科？為什麼要介紹他來胃腸科？」

賴教授說：「因為他的興趣是胃腸科，不是

文／林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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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科，所以你應該去找他。」我聽了之後

非常高興，但是當時我一直很忙，很快就忘

了這件事。隔了兩個星期，巧遇賴教授。

他又拉著我問：「你去找了那位年輕人了

嗎？」我很慚愧地說：「我很忙，所以…」

他面露不悅之色。我很快去急診處找到了那

位年輕人（吳明賢醫師），我們相談甚歡，

此後他一頭栽進胃腸領域的服務與研究，後

來升等到內科教授、醫學系主任。沒有賴教

授的強迫性推薦，今天不可能有這麼一位傑

出的胃腸科研究學者。賴教授的強迫性推

薦，正是他無私、惜才的最佳寫照。

天忌英才，哲人日已遠，謹以此文獻給

賴明陽教授：一位尊師、重道、無私、惜才

的好學長。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曾任母校

內科教授，現任臺大名譽教授、輔仁大學醫

學院院長、台灣消化醫學會理事長）

民國72年（1983年）作者與楊培銘醫師擔任臺大消化科總住院醫

師時舉辦宜蘭太平山旅行，在仁澤山莊門口的團體照。賴教授站在

右側第二排第一位，著灰白色毛線衣。

景福醫訊第33卷第7期「臺大醫院護理人員改穿褲裝制服的故事」一文中

（P.11），將 Magee Womens Hospital誤植為Maggee，特此更正並致歉。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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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雲林同鄉會義診

今
年（2016）的台北市雲林同鄉會醫療服

務團返鄉義診暨整合性社區健康篩檢

活動，已於4月23日（上午麥寮、下午虎尾）

及24日（上午土庫、下午北港）圓滿舉辦完

畢，細節如下表：

鄉鎮別 篩檢日期 篩檢地點 主辦單位 配合醫療院所

麥寮鄉
105.04.23（六）

07:00~12:00
麥寮國小

活動中心

台北市雲林同鄉會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衛生局

雲林基督教醫院

麥寮鄉衛生所

虎尾鎮
105.04.23（六）

13:30~17:30
虎尾國小

體育館

台大雲林分院

虎尾鎮衛生所

雲林基督教醫院

土庫鎮
105.04.24（日）

07:00~12:00
馬光國小

活動中心

若瑟醫院

土庫鎮衛生所

北港鎮
105.04.24（日）

13:30~17:30
南陽國小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北港鎮衛生所

聯絡人：楊雅慧02-2306-8582

筆者有幸，雖然並非雲林同鄉（老家在

台南市民權路韓內兒科），但承蒙蘇明圳副

理事長／主委和同鄉會歷屆理事長們和會裡

工作同仁的厚愛，每年都獲邀參加台北市雲

林同鄉會例行的回鄉義診和篩檢，因此也才

能一開始即為本會規劃服務的內容和方式：

把牙科檢查分為一般牙科檢查／諮詢及口腔

黏膜健檢（即口腔癌篩檢）兩線同時進行，

好處是可避免受檢者塞車，也較易達到集中

高危險群以進行「標靶型篩檢」（targeting 

screening）。近兩三年來，又增加了由中山醫

大牙醫系同學擔任的口腔衛生衛教（特別是

正確的刷牙方法），使得每年為雲林鄉親提

供的牙科／口腔醫學服務更加顯得豐富、多

元。

此外，由於筆者多年來一直在全台各縣

市擔任為牙科醫師和「非牙科、耳鼻喉科醫

師」分別舉辦的口腔黏膜檢查教育訓練之講

師關係，除了提供「口腔黏膜檢查實作―基

本觀念與現場實技」、「檳榔、菸、酒的健

康危害」、「口腔癌篩檢之教學與實務」、

「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確診／切片檢查之

原理與方法」等課程之教材外，也經常擔任

除上述課程之外，有時還加上「口腔黏膜疾

文／韓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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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鑑別診斷」、「轉介個案之處置管理」

（皆包括基礎班與進階班）等全部口腔黏膜

檢查課程之講課重任。職是之故，參加多年

來雲林義診所獲致的實戰經驗就顯得非常重

要，讓我在講課時可以很有自信地向學員

說，我所傳授的不只是理論而已，我同時也

可和他們分享經常實際做篩檢所得的現場實

技要領，而使他們更有信心地吸收我授課的

內容。

除了正式的這些課程之外，在同鄉會義

診現場，每年都有年輕的牙科醫師和各鄉鎮

衛生所的醫師們（多係家醫科）也會來觀摩

學習，讓我也增加現場教學、示範的機會。

因而，也從和他們的對談Q&A之中，了解他

們實際做過篩檢之後所發生的困難和疑問，

可即時為他們「解惑」並激勵他們也做「公

益性的口腔癌篩檢」。而經由這樣的互動經

驗，也同時提供我寶貴的回饋，讓我知道，

如何不斷地改進我的教學，包括教材、上課

方式和如何進行示範教學等等。

在2011年經由本同鄉會會誌編者邀稿，

我曾提供一篇〈來去雲林義診〉文章和四

張圖片，登在該年9月出版之《好樣雲林》

No.3。其後，2012年3月的臺大醫學院《景福

醫訊》，也有轉載。及至2014年3月，筆者

和家兄韓良誠醫師由臺大醫學院出版了一套

4月24日上午在土庫鎮與部份工作同仁合

影。

利用中、小學室內活動中心或體育館進行

本活動時的大場面。

施行口腔癌篩檢，同時也為新進牙科醫師

及當地衛生所醫師（如中間一位）進行口

腔黏膜檢查教學，右一為台北市資深開業

牙醫蔣金玉醫師，左一為筆者。

每次進行口腔癌篩檢時，所使用的場地一

景（皆由雲林縣衛生局人員負責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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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兩冊的《景福兄弟耕心集》共901頁，

作為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叢書18」，該

文也收錄在該書「3.醫療現場」類別之3-15

（p.313）。這一次又經由林志郎理事長和

台南同鄉李先勇先生好意，熱心的催稿，而

且「不棄嫌」這題目我已曾寫過、登在好幾

個地方了，他們仍執意希望我再寫，甚至於

說，把〈來去雲林義診〉稍加改寫來用亦無

妨，只要肯再寫出就好。受到他們這樣的好

意感動，覺得恭敬不如從命，乃又草成這一

篇「續貂」之作，敬請有緣讀到的讀者們賜

教。

※經追加照片，轉載自《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系校友暨醫友會會刊》2016年6月號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臺大物理治療學系50週年系慶
標語（slogan）及標幟（mark）徵求中

主辦單位：臺大物理治療學系「50週年系慶籌備委員會」

活動目的：慶祝物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 PT）學系50週年系慶，徵求活動標語

（slogan）及標幟（mark）。

 本次活動主軸為PT50、無齡、吾鄰：意義為物理治療零極限，即PT服務走入社

區，不受對象年齡限制、不受空間限制，開創新視界。希望大家共襄盛舉，提供具

創意構想，讓50週年系慶活動以響亮的標語和鮮明的標幟，為系列的活動，揭開序

幕。

評選方式：此活動分兩組，分別為50週年系慶slogan組及mark組，每位參賽者可跨組參加。

審查委員將由籌備會委派，於截稿期限2週內初審，並由系務會議／全體師生（含

治療師）投票表決

截稿期限：即日起至105年9月19日止，10月公佈入選名單。

收件方式：1. 郵寄成品至臺北市100徐州路17號3樓，「50週年系慶籌備委員會」收即可，請

同時提供PDF電子檔。

　　　　　2. 以電子郵件投稿，請寄件至ywkao@ntu.edu.tw，主旨註明「50週年系慶籌備委

員會」。

　　　　　3. 請註明參賽組別（標語或標幟），參加者姓名，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獎勵方式：每組各錄取二名，第一名可得獎金2,500元，第二名可得獎金1,000元。入選作品版

權歸本系所有。

聯 絡 人：王淑芬教授　電話：02-33668139
　　　　　高雅雯小姐　電話：02-3366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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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門群島 醫療服務心得

前言：第一次來落後國家感受到的巨

大震撼！

索羅門群島位於南太平洋上，澳洲的東

北方，約為南緯5º~12º之間，由900多個離島

所構成，總面積約為台灣的2/3，在台灣的

邦交國之中算是大國，但是其“人類發展指

數＂排名世界第156名，算是相當的低，屬於

未開發國家。我從臺大醫學系畢業後，便進

入衛福部的國際合作組擔任醫療替代役，因

而有機會在今年3月中旬至6月中旬前往索羅

門群島做醫療服務三個月。這趟去第三世界

的落後國家做醫療服務的經驗對我而言是第

一次，震撼很大，因為我踏入了一個沒有麥

當勞，沒有便利商店，沒有電影院，網路又

貴又慢又不穩，道路沒有紅綠燈且處處都是

坑洞，許多離島甚至沒水沒電的落後世界。

在這三個月之中，我與另一名醫療替代役夥

伴，也是臺大醫學系畢業的廖俊綱，一起在

這什麼都沒有、極度需要幫忙的國家，做了

許多醫療服務，包括在各級醫院和診所幫忙

看診、衛教、口腔篩檢、視力篩檢等，以下

逐一分享我的所見所聞。

看診

我和廖俊綱去了許多不同的各級醫院

和診所幫忙看診，包括有號稱全南太平洋規

模最大、床數最多（約兩三百床）的中央醫

院（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台灣捐錢蓋

的），義大利人捐錢蓋的善行醫院（Good 

Samaritan Hospital），公立的市議會診所

（City Counsil Clinic，為一公立連鎖診所系

統，共有約11家，除了什麼科都看的一般診所

外，還有幾家是專門的小兒科與眼科診所）

等。雖然有醫院有診所，但是這裡的醫療資

源極度缺乏，藥物種類很不齊全，連專科都

很不齊全（全國沒有任何地方有皮膚科！然

而這邊天氣溼熱，皮膚的黴菌感染相當盛

行，許多病人卻因此沒有醫師和藥物可治

療），且全國沒有任何一台CT或MRI，並且

醫師極度缺乏，大部分的診所都是只有護理

師而沒有醫師，且全國的醫師有八成都集中

在中央醫院，然而在這家號稱全南太平洋規

模最大的醫院裡，內科竟然只有兩名主治醫

師，而外科只有三名，婦產科三名，小兒科圖1：索羅門群島的美麗海景

文／林宜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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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這等同於全國的四大科主治醫師大概

就只有這些（然而全國約有52萬人口）。許

多離島、偏僻村落根本是連診所、護理師都

沒有。因此我和俊綱兩個剛從臺大畢業的年

輕醫師，在這裡便成為了少數擁有醫師執照

的人，我們輪流去各級醫院和診所看診，什

麼科的病我們都看，能幫的忙盡量幫，我們

不能處理的也只好轉診到中央醫院或是澳洲

的醫院。三個月下來，我們兩個的總服務病

人次大約達到470人。由於我對眼科有興趣，

常去這裡的眼科中心與門診幫忙，所以以下

就以這邊的眼科為例，介紹這裡病人的疾病

特色與醫療情況。

病人的疾病特色與醫療情況：以眼科

為例

在中央醫院（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

裡，大部分科別的病房環境都相當髒亂，

但很意外的，裡面有個很高級的眼科中心

（Regional Eye Centre）。它是由紐西蘭所捐

贈，兩年前開始興建，去年才正式啟用的。

採獨棟設計，完全和其他科別

區隔開來。說這邊是全索羅門

最高級的醫療機構也絕不為

過：有著冷氣、乾淨的環境、

全新的診間和儀器設備、井然

有序的病人看診動線設計、嚴

謹的管理。（把上述這些描述

反過來，就是目前中央醫院其

他科的狀況）我當初一踏入這

裡的開刀房時，彷彿有種置

身於美國醫院眼科開刀房的

錯覺，讓我回想起那段擔任交換醫學生，曾

在美國Michigan和Harvard醫院眼科學習的時

光。

然而隨著我不停地在這邊協助看診兼學

習，我漸漸發現它只是外表高級，內部仍有

很多不足：

1. 因為沒有Phaco機器（超音波晶體乳化機

器，作用為震碎水晶體，變成碎片，以方

便將病變的水晶體吸出），所以白內障的

病患開刀只能用傳統的ECCE（extracapsular 

cataract extraction）囊外摘除方式。這種

開刀方式，是一口氣直接把水晶體的核心

（Nucleus）完整取出，所以需要在眼睛上

開一個比較大的傷口。

2. 藥物的種類、選擇不夠多。

3. 遇到黃斑部病變，無法執行藥物眼內

注射（intravitreal injection or subtenon 

injection）。

4. 遇到視網膜剝離病患無法開刀處理，只能

轉送到澳洲的醫院。

至於這邊的病人特性，也是很有特色：

圖2： 作者在不同公立醫院與診所之間診察病人（左圖為中央

醫院耳鼻喉科門診，右圖為善行醫院一般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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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他們衛生習慣不好，不常洗手，導

致今年四、五月時流行性角結膜炎大流

行，那段時間我去眼科門診幫忙時，幾乎

80~90%病人都是因此病來看診。由於這波

流行實在太嚴重，眼科主任決定連續關閉

眼科開刀房三週，避免透過開刀繼續傳播

此病。這邊病人也流傳著許多關於紅眼症

的錯誤知識，例如：他們認為若你直視紅

眼症患者的眼睛，你就會被傳染紅眼症，

因此為了保護家人和朋友，所以他們選擇

戴墨鏡來遮住自己的眼睛；以及他們常拿

吃檳榔所吐出的檳榔汁，或是媽媽的母奶

來當眼藥水治療紅眼症。使我深感這裡的

衛教有待加強。

2. 另一個特色是，在這裡看到的白內障病

患，常常是非常晚期了，我已經看過好幾

個水晶體是完全白掉的白內障病患，這在

台灣是很少看到的（台灣的病患較不會拖

到晚期才來就醫）。據說是因為這裡村落

的人們，沒有對於清楚視力的需求。因為

沒錢或是文盲，他們不看書、報紙且沒有

電視、電腦、網路，所以在他們日常生活

裡，沒有需要看得很清楚就能過活，所以

除非是水晶體完全白掉導致完全看不到

了，才會來求診。

衛教

除了看診以外，我們醫療替代役在此的

另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去學校給學生們舉辦衛

教講座，對象是小學生與中學生、高中生，

主題是如何健康飲食，以及透過健康飲食可

預防那些慢性病。由於經濟或是文化因素，

當地居民習慣吃很多澱粉類食物（樹薯為主

食）、喝甜甜的椰子水、炸魚炸薯片，蔬果

攝取嚴重不足，因此需要透過我們的衛教來

給他們正確的觀念。我很喜歡衛教，因為覺

得衛教可以灌輸正確的觀念給這些國家未來

的主人翁們，能透過教育從根本上去改變某

些事情，其影響會很深遠，所以我覺得衛教

的重要性一點也不輸給看診。為了吸引小朋

友們的注意力，我們用心製作投影片，放了

一些冰雪奇緣的可愛圖片或是口腔癌的可怕

照片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然後賣力地講，

一共講了六場，大約累積了1,500人次的聽

眾，希望我們的演講，能對這裡的人們真的

有所幫助，哪怕只是一點點幫助也好。不過

圖3： 中央醫院眼科中心的高級開刀房（左圖），作者於眼科中心門診

檢查病人眼睛（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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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仔細檢討，覺得對小朋友講如何均

衡飲食的效果有限，應該要對家長或是學校

的廚師們講才對，畢竟是他們在決定小朋友

要吃些什麼的。

口腔篩檢

由於在6月剛好遇到高醫的楊醫師來此對

小學生作口腔篩檢，因此我和俊綱便協助口

腔篩檢的進行。雖然我和俊綱並不是牙醫，

但是我們也在楊醫師的指導下，對這裡的小

朋友的牙齒進行塗氟，守護他們的牙齒健

康。由於他們根本沒有牙刷，不知刷牙為何

物，所以口腔篩檢與塗氟對他們來說是很有

意義的事。最後我們總共篩檢了大約300名學

童，並發現他們有著極高的蛀牙比例，這一

結果也使得我們的工作更顯得重要。

視力篩檢

對於同一批進行口腔篩檢的學童，我

主動發起了小學生的視力篩檢計畫，想要幫

忙守護這邊小朋友的眼睛健康，畢竟這裡從

來沒有人對他們的小學生做過視力篩檢。於

是我向中央醫院眼科中心借用視力篩檢所需

的器材，並在俊綱和台灣衛生中心醫療團團

長的協助之下，兩天之內我總共篩檢了大約

180名學童，檢測他們的近視、遠視、弱視、

圖4： 作者在當地不同的小學衛教，教導小

學生們如何均衡飲食以及預防疾病。

圖5： 作者與團長幫小學生牙齒塗氟（上

圖），廖俊綱與楊姓牙醫師檢查小學

生的牙齒（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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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盲等，並轉介了其中23個眼睛有問題的小

朋友到眼科中心進行複檢與治療。結果發現

這邊的小朋友和台灣相比，近視的比率低很

多，或許這跟他們日常生活中，沒有電視、

電腦、手機等3C產品有關。

假日休閒活動

這裡沒有電影院、遊樂園等休閒娛樂設

施，因此假日的休閒在首都本島主要就是去

海邊看看落日、浮潛（俊綱還有去深潛），

或是去山林裡面看瀑布、泛舟，或是坐船或

坐飛機去離島看看火山地形、浮潛、晚上看

美麗星空等。其實這裡有很不錯的觀光資源

（浮潛能看到的海底的珊瑚礁與魚群真的非

常漂亮，甚至還可以跟海豚一起浮潛！）只

可惜政府沒有心發展觀光產業，通往觀光景

點的道路不是充滿了坑坑洞洞的柏油路，不

然就是沒有鋪柏油、非常泥濘的路。

除此之外，在假日或晚上還有一些台

灣人舉辦的特別活動。由於當地台灣人約有

圖7： 索羅門首都本島或是離島的落日（A）、夜景與作者（B）、泛舟

與俊綱（C）、浮潛看到的美麗小丑魚與海葵（D）、火山地形

（E）、南半球美麗星空與作者（F）。

圖6： 作者藉由Snellen視力表檢查小朋友們的視力（左圖），廖俊綱用

Ishihara色盲檢測圖協助我檢測小朋友的色盲情形（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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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幾個（主要由外交官、醫療團、農技團、

漁業商人、木業商人、中華學校的老師等組

成），大家來自同鄉且又在同一個異地，所

以都會互相幫忙，並且偶而還有一些台灣人

舉辦的特別活動，例如台日壘球對抗友誼賽

（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友好活動，已經行之有

年，每年替代役都會參加）、慶祝端午節的

台灣人晚宴等，豐富了我們的假日生活，也

使我們感受到台灣人互相扶持的溫情。

互相照顧的朋友們

其實不是只有如上述的台灣人互相照

顧而已，在那裡我們也認識了許多外國的朋

友。由於許多國家都會派人來索羅門援助，

因此因緣際會下，我們認識了許多來自不同

國家的朋友，有從日本、南韓來的志工，澳

洲來的顧問、醫師，英國、香港來的交換醫

學生，甚至是充滿熱情、友善的索

羅門人，都成了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常常聚會、分享見聞並互相幫

忙，使我們在索國的醫療替代役行

醫之路並不孤單。

心得

經過這次索羅門的醫療服務

經驗之後，最大的心得便是台灣實

在是太美好了！原來生長在台灣是

一件這麼幸福的事。畢竟相較於台

灣，索羅門真的是什麼都缺、什麼

都沒有。因此許多西方先進國家與

台、日、南韓等亞洲國家都贊助金

錢、人力來這裡幫忙。但這又牽扯

到下一個問題：這些援助對他們究竟是好是

壞呢？畢竟由於部分政府官員貪汙的關係，

捐助的錢大部分都進到了許多政治人物的口

袋裡，村落裡的窮人並沒有得到幫助，貧富

差距反而一直增加。且索國也變得非常依賴

援助，使得自己的經濟發展步調變得緩慢。

而且，索國的人原本在這過得很樂天知足，

肚子餓了就去海邊抓魚、樹上摘果子、地上

挖樹薯，日子過得開心且不會餓死，因而也

沒有什麼發展農業、畜牧業、工業等經濟發

展的需求，如果我們不引進西方文明，不打

擾他們的文化與生態，讓他們過原本自給自

足的樂天生活，會不會比較好呢？這我也沒

有答案，但至少在醫療資源極度缺乏（醫師

超少、沒有CT、藥物不夠、許多手術要去澳

洲做）這點，我認為目前是需要台灣與其他

國家的幫忙的。因此我希望醫療替代役們或

圖8： 端午節台灣人慶祝晚宴，作者與粽子的合照（左

圖）！並且作者於晚宴上表演烏克麗麗自彈自唱給

台灣朋友們聽（右下）。右上圖為台日壘球對抗友

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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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熱心的醫師往後能繼續來這裡幫忙，

我認為來這種真正缺乏醫療資源、真正需要

幫忙的地方行醫真的非常有意義，看到這裡

病人們感謝的笑容會讓你很開心，且這裡的

人民很熱情也很友善，很歡迎我們的幫忙，

當地的報紙與廣播也多次報導我和俊綱在這

裡的善行。同時我也祝福這個國家的政府體

系能逐漸進步、貪汙減少、有效利用各國的

捐款並持續發展經濟，這樣也許在不久的將

來，他們能邁向已開發國家的路途，發展成

為下一個台灣。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5年畢業，母校附設

醫院不分科住院醫師）

圖9： 在這裡認識的各國朋友們：當地人（A）、英國醫學生（B）、

南韓與大陸人（C）、台灣人（D）。

圖10： 當地媒體對我們的看診與衛教多次報導：左圖為中央社的報導，中間為當地最大報

紙Solomon Star的報導，右圖為SIBC對我的廣播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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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文化到健康的101歲

我
出生於1935年，七歲時入學「竹山小學

校」，是日本人的學校，班上還有另

外二個台灣人和13個日本人。大部分的台灣

人則入「竹山公學校」。日本人有好的、有

壞的，但是當時的日本政策基本上是岐視台

灣人的。1945年，大戰結束，我受日本教育

共三年半。1947年，我進入台中一中，住在

學校，從睡在隔床的高二上級生得知台中一

中是台灣人捐款設立的。而且在日治時代就

名為台中一中，日本人的學校則叫做台中二

中。這使我感到做一個台灣人應該驕傲，但

是自己卻覺得不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因此

在1986年，創設川流基金會，以推廣台灣文

化。

基金會開始時主耍是贊助北美台灣人的

活動，例如教授協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婦女會、同鄉會等。並曾在北加州發起和舉

辦過台灣文化節，在美西四州十幾個大學辦

過台灣電影巡迴展等活動。在台灣，主要是

贊助慈林基金會。

這樣在台灣人自己的圈內活動，自然

有其作用及價值。但是如果能夠在國際已享

有聲譽而且被認定的機構舉辦活動則有四兩

撥千金的效果，並影響國際人士認識台灣。

因此，l990年在英國劍橋大學設立「川流講

座」，邀請學者講述有關台灣的題目，包括

文化、歷史、經濟、科學等各領域。繼而在

1999年又設立「資深學者訪問講座基金」，

加強節目。

這節目現在已有26年的歷史，每年舉

辦，未曾間斷。講員包括蘭大弼醫生、李遠

哲院長、蔡英文博士、周婉窈教授、賴其萬

教授等。最高潮可以說是牛津大學校長，Lord 

Chris Patten（彭定康男爵）的那一場演講。他

是前歐盟主席，是香港的末代總督。那一場

由劍橋大學副校長（事實上是等於校長，因

為名義上的校長是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丈夫

愛丁堡公爵）主持，在大禮堂舉行。

當李遠哲院長蒞臨時，我請求他可否由

中央研究院撰寫一本蘭家二代奉獻台灣的史

實。他於是交給當時的台灣歷史研究所籌備

處主任劉翠溶教授辦理。這本由川流基金會

贊助的「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於2002年出

版。

2004年，贊助陳榮儒著作「FAPA與國會

外交」的出版。

2015年，贊助出版周婉窈教授的「台

灣歷史圖說」（2009）英文版，「A New 

文／李華林

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4月9日在臺北的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年會的演講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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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d History of Taiwan」。這本書在2009

年被東亞出版人會議選入圍東亞文化經典一

百，在台灣銷售十萬本，是這類書的記錄。

後來它也被翻譯成日文和韓文。現在它的英

譯本由台灣的南天書局出版。南天書局的老

闆魏德文先生收藏很豐富的台灣古老原版地

圖和照片，他花了很多時間把這些照片取代

原著的照片，是一本很美的書。

2007年，在臺灣大學校史館設立「川流

廳」，在圖書館共同設立「臺大人文庫」。

2009年，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設立「川

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的新職位，從世界各

地應徵的廿多名中選出台灣的廖炳惠教授擔

任首任講座教授。

2009年，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設立「台灣民主自由基金」。

20 l0年，在加州大學舊金山設立第一

個，也是唯一的「校長獎學金」，因為後來

併入新設立的「發現獎學金」（Discovery 

Fellowship）。現在每年有三名「川流發現

獎學金」，選優秀的研究生，每名得四萬美

元。

2010到20l2年間也曾贊助過該校的一項

長壽研究。他們是用線蟲（C. elegans）在

某種條件下可以延長壽命，而探討其機制，

如IGF-1，FOXO3等的作用。但是我越想越

懷疑其實際應用的可能性，因為人的主要死

因，除了癌症以外，是血管阻塞或破裂，約

佔40~50%。我認為任何可使人長壽的因素必

須克服有關血管的死因。而血管的健康與生

活習慣有關，因此在20l4年，我寫了「健康

的101歲」（遠流出版社）一書，探討血管

健康、omega-3和omega-6脂肪酸和發炎的關

係以及生活習慣的重要性，一方面整理自己

的思維，另方面也希望能和他人分享這種想

法。

雖然長壽者的血緣親戚都長壽是事實，

但是科學似乎尚不能證明人有單一的長壽基

因。有人則認為與膽固醇、血管、血液有關

的基因會影響長壽，有關其他器官的基因

則不然。將來基因工程進步，就可以修補基

因，再增進健康的長壽。

古代希臘的Asclepius是醫神（God of 

Medicine），他認為“Health requires outside 

intervention to treat disease, to restore health by 

correcting any imperfections caused by accidents 

of birth or life.＂他的活潑美麗的女兒，Hygieia

則是健康女神（Goddess of Good Health），

她說：“Health results from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al laws which will ensure a person a 

healthy mind in a healthy body.＂

川流基金會將繼續宣揚台灣文化，同時

也鼓勵健康且吻合大自然的生活習慣。川流

基金會感謝協助本會為此目標共同努力的朋

友們。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57年畢業，現任川流

基金會董事長）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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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想去年剛從陳偉勵教授手中接下景福醫訊編輯的任務，本期首次擔任執行編輯，幸賴陳醫師

和王亮月小姐的指導，方能順利完成編輯任務，十分感謝。

本期為醫技系六十週年系慶專輯，醫學檢驗在現今醫療診斷和服務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生

物技術更是當紅的研究領域，臺大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在歷任主任和師長的帶領下逐漸成長茁

壯，未來也將肩負更重要的使命。感謝系主任林亮音教授、前主任高照村教授、鄧麗珍教授、方偉

宏副教授、劉君豪老師分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歷史相片讓我們回首過去，看到一同打拼的夥伴

們，也期待將來大家一起努力，克服困難，迎向璀璨的明天。

醫學新知專欄請到本院青光眼專科蘇乾嘉醫師談論青光眼的藥物治療，國人患有青光眼比例

相當高，控制不佳將導致視野視力受損，影響日常生活，幸而有許多新藥正在積極研發，希望能帶

給患者更好的治療。醫學論壇有幸請到陳偉勵教授為我們簡介目前十分熱門的「飛秒白內障前置手

術」，並對此手術和傳統白內障超音波乳化術的優缺點比較做了完整的分析。林肇堂院長撰文緬懷

賴明陽教授的事蹟，讓我們一睹前人的風範。韓良俊醫師記錄了雲林同鄉會義診的點滴，感謝韓醫

師在篩檢與衛教領域的長期貢獻。林宜鴻醫

師則分享在索羅門群島擔任醫療替代役的心

得，讓我們看到第三世界國家醫療服務的辛

酸。最後李華林董事長介紹了以宣揚台灣文

化為主旨的川流基金會發展始末，也希望川

流基金會能繼續朝目標努力。希望大家能喜

歡本期的內容。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2009年畢業，現任母校

附設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文／林昭文

編者於2015年與母親和妻子陳佩岑醫師前往土耳

其旅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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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音樂班

香港拔萃書院合唱團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藝 術 饗 宴 時間：2016年 7月28日
　　　             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