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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也會心肌梗塞─帶你認識川崎病

川
崎病（Kawasaki disease）一般認為是

原因不明的血管炎，常發生在年紀較小

的兒童。川崎病症狀除持續發燒4、5天以上

外，還有兩側非化膿性結膜炎、口腔黏膜發

紅、四肢肢端皮膚脫皮、紅疹及頸部淋巴結

等特徵；而外表看不見的冠狀動脈變化（如

圖1A和B），更是小兒科醫師所最放心不下

的。在臺灣，我們不斷地提醒年輕的醫師，

如果孩子發燒超過5天，一定要評估是否有川

崎病發生的可能，以免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

間。川崎病的症狀與腺病毒和猩紅熱相似，

在臨床判斷上亦需多留意。

根據健保署統計，臺灣每年約新增800

名病例，主要是影響5歲以下的兒童，占全部

川崎病人的90%以上，尤其是1歲左右的嬰幼

兒；好發季節以4~6月居多，男孩比女孩多；

家庭裡若有一個孩子得了川崎病，其手足未

來發作川崎病的概率是同齡風險的

10-20倍；也常有父母問到此病會復發

嗎？答案是會的，約有1-3%會有再發

作的可能。

急性期治療方式

日本川崎病學會建議的治療方式

是在黃金治療期（從發燒的第1天起始

的10天內）內使用阿斯匹靈及免疫球

蛋白，用以抗發炎與抑制血小板凝集

作用，便可使85~90%病人退燒；萬一

燒還不退，再追加第二輪免疫球蛋白治療，

少部分病人甚至還要加上少許類固醇才能奏

效。

後續追蹤

首先要判定病人冠狀動脈是否受影響？

所根據的基準是台灣兒童冠狀動脈內徑的正

常值區間；在哪兒可以找到這資料呢？不

難；你只需進入網頁http://www.tspc.org.tw/

service/z_score.asp，然後輸入孩子的身高、體

重和測量到的冠狀動脈大小，即可推算出孩

子冠狀動脈大小的百分位，由此結果與台灣

一般健康兒童比較是否有比較擴張；這對判

定您孩子川崎病的嚴重度及如何追蹤非常重

要。

由於川崎病所引起的冠狀動脈病變，嚴

重程度有輕有重，差異很大；一般可分為一

至五級。

文／林銘泰

A B

圖1： 川崎病人的冠狀動脈瘤（白色圓圈部份），正常人

的冠狀動脈管壁應該比較平滑而無隆起。（A）為

心臟電腦斷層檢查（B）為心臟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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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level I，最輕微）的孩子超音

波上在任何疾病階段都沒有冠狀動脈變化。

此類病人在兩個月以後就不須再服用任何藥

物，日常活動作息亦不須限制，追蹤方面則

建議每3至5年回門診一次。

第二級（level Ⅱ）：在剛得病的6~8週，

曾有冠狀動脈擴張但無瘤狀變化（aneurysmal 

dilatation）且很快就恢復正常者。此類病人

與第一級者類似，但建議每1至3年回門診一

次。

第三級（level Ⅲ）：病人有一個小於

4mm的冠狀動脈瘤（coronary aneurysm，或

是經由常模推算z score介於+2.5到+5.0），此

類病人則被建議使用阿斯匹靈（aspirin）直到

aneurysm消失為止，進入青少年期（十歲以

後）的運動量上限，則建議根據運動態心肌

灌注攝影來決定（stress perfusion scan），原

則上避免競賽型的運動，追蹤頻率則以一年

一次為宜。

第四級（level Ⅳ）：有一個以上的中型

動脈瘤（4 mm到8 mm，或是經由常模推算z 

score介於+5.0到+10.0）或是一條冠狀動脈上

有數個冠狀動脈瘤。此類病人除長期使用阿

斯匹靈外，部分病人須使用抗凝血劑warfarin

而將凝血時間控制在正常值1.5到2倍之間，

宜避免會產生碰撞的運動（因為服用抗凝血

劑）；而運動量則須用心肌灌注攝影來決

定，門診追蹤頻率至少每半年一次，每次追

蹤須包括心電圖及超音波，至於冠狀動脈攝

影，則建議在急性期恢復後的6個月到1年間

來執行。

第五級（level Ⅴ，最嚴重）：有一個以

上的巨型動脈瘤（大於8 mm，或是經由常模

推算z score大於+10.0）或冠狀動脈攝影證實

有冠狀動脈阻塞者。此群病人應長期接受阿

斯匹靈與抗凝血劑（例：warfarin）的治療，

可考慮合併使用乙型阻斷劑以減少心肌氧氣

消耗量，運動方面宜避免發生碰撞的運動、

競賽型或需要瞬間爆發力的劇烈運動（例：

舉重）均不適合，追蹤方面則至少6個月一次

心電圖及超音波，心導管檢查則在有胸痛或

任何疑似冠心病的症狀出現時，須要執行，

以確定是否有執行冠狀動脈擴張或繞道手術

的必要性。

臺大醫院自1976年確立本土第一例的

川崎病之後，目前治療超過1,200位的川崎

病病童，已經建立一套很明確的流程與準

則；同時在許多家長的鼓勵與協助之下，運

用兒童健康手冊上預防注射時程表的概念，

也設計了國內第一本「川崎冠心病童健康

護照」（可撥打專線電話(02)23123456分機

71734免費索取），用淺顯易懂的條列形式

分享給病童以及家長，讓川崎病童的家長

們對時程和項目可一目瞭然。我們也運用

臉書（川崎心語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1588622804718360）傳遞給社會大眾

和家長正確的和最新最即時的衛教資訊。我

們遵循前述原則追蹤，並輔以新一代的3D超

音波、心臟電腦斷層及風險基因篩檢，期望

嶄新的生化及醫療技術，能將川崎病人的治

療帶到更新更安全的境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小兒心臟科主治醫師及母校小兒科臨床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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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Big Data）時代：
美國醫療研究資料庫參訪考察

進
入大數據時代，儘管有功能強大的電腦

與統計軟體可以快速運算龐大資料量，

但如何把病人的病歷，醫學影像與生理數據

變成可利用電腦運算分析的資料，是臨床研

究資料庫建置的目的。將醫院現有電腦系統

轉換為資料庫的過程，讓資訊人員面臨極大

的挑戰，於2015年10月我參與臺大醫院臨床

研究整合資料庫團隊到美國西岸出國考察，

有醫師與資訊人員的參與，收穫豐碩。

隨著90年代電腦科技進步，美國醫院與

保險業者開始將醫療資訊數位化，而不再只

是紙本病歷與報告。美國政府於1996年訂定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健康保險隱私及責任法案），包括電

腦傳輸醫療資料安全標準的設立，其中涉及

電子交易法規，隱私法規與安全法規。醫療

院所與保險業者被要求在2002到2003年達成

此法案的安全規範，因此改變醫療資料的電

腦處理。同期美國有多個大型電子病歷系統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簡稱EHR）與醫療

資料庫開始發展，而過去的歷史醫療資料

（historical data）和新的醫療資料庫也需要

進行整合。醫療大數據分析的結果除了用於

醫療政策與保險規劃外，去連結的病人資料

（de-identified）在醫學研究也有很大的貢

獻。

我們參觀的Kaiser Permanente為美國最

大的醫療與保險系統（圖1），最早在1995年

代就推動健康紀錄電子化，目前在美國8個州

運作涵蓋960萬被保險人。醫療數據的分析

促進醫療品質改善，呈現在癌症及中風的風

險評估，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的照顧，糖尿

病的控制，以及骨質疏鬆與骨折的預防等重

點項目。另一方面，利用住院病人資料發展

文／俞欣慧

圖1：臺大團員與Kaiser Permanente Dr. Gabriel Escobar和Dr. Tracy Lieu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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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風險預測程式，讓病人進入醫院後輸

入即時的醫療資料（年齡、檢驗數據與生命

徵象等）就可預測其風險並呈現給醫療相關

人員，預測其死亡率與轉送到加護病房的機

率，以提供病人更好的照護品質。數位化健

康照護系統仍有許多研究的發展潛能，未來

研究資料將用於個人藥物之使用建議及臨床

診斷決策。

我們接著參訪史丹佛Stanford Heal th 

Care的醫療研究部門，The Stanford Center 

for Clinical Informatics（SCCI）（http://med.

stanford.edu/clinicalinformatics.html）（圖

2）。此部門協助臨床及專業研究人員將醫

療相關資料有效率地應用在研究上並提供以

下服務：研究諮詢、研究所需的臨床資料、

研究資料管理、資料隱私及安全管理、檢體

資訊管理、線上臨床資料庫查詢平台、以及

其他研究資料需求服務等。Stanford的臨床研

究資料庫計畫稱作STRIDE，他們希望該中

心如計畫名稱，大步邁向未來。該資料庫整

合了新建的Epic電子病歷資訊系統以及舊有

的Cenar電子病歷系統，蒐集範圍包含Lucile 

Packard Children Hospital和Stanford Hospital 

and Clinics，資料庫包含診斷、處置、處方、

放射、手術、檢驗、病理、死亡檔等資料。

在研究倫理委員會的規範之下，可提供高效

率的臨床研究資料的擷取與分析，讓研究者

快速得知疾病分佈與臨床資料。

最後我們參訪思科（Cisco）網際網路

公司，該公司發展的雲端網路應用於醫療院

所，整合桌上電腦、平板、行動裝置等多

螢幕設備和穿戴式設備，對感測訊息進行蒐

集與分析。大數據分析的另一個價值是可

採取即時（real-time）行動，美國國家寬頻

計畫（National Broadband Plan - Connecting 

America）的第一步就是建置健康照護網路，

除確保資訊安全無虞外，也讓健康照護者可

以負擔得起寬頻的費用。將醫療儀器連上網

絡，可進一步將網絡拓展到健康照護者，讓

每位照護者都擁有行動裝置並有權限聯上網

絡，隨時確認病人的生理監測數據與病歷資

訊等相關資料。他們相信寬頻計畫與健康資

訊科技將會改變整個健康照護產業，同時改

善健康照護成果與降低健康照護成本，透過

健康照護系統的數位化，寬頻網路的建置，

達到萬物互聯。串接下列四個元素以改善健

康照護成果：［人］個人化世界：有意義地

連結醫師與病人；［流程］重新塑造工作

力：連結醫師與機器，臨床醫護人員透過終

端裝置照護病人，改善工作流程並擴大團隊

合作；［物］平台革新：串接醫療設備，重

新定義醫療系統基礎架構，改善醫療管理；

［資料］智慧組織：統整並分析蒐集到的資

料，以支持決策。

圖2： 團員與Stanford醫療研究部門醫師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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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我們參訪的機構皆具相當的規模編

制，擁有豐富的資料庫內容，並有專責研究

諮詢單位與分工精細的資訊團隊，這些經驗

的分享著實讓我收穫良多。台灣的科技與網

路產業發達，結合資訊科技與醫療為未來發

展之趨勢，美國矽谷充滿熱情的氣氛與迎接

挑戰的創業精神，也讓我深受啟發。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師及母校小

兒科臨床助理教授）

圖3：Cisco會議室呈現遠距視訊Studio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誠徵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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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於5年內至少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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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日。

三、檢具資料：

1. 個人資料（含學、經歷）
2. 最高學歷及相關證照證書影本
3. 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
6. 相關學門副教授級以上推薦函兩封
申請表格請自網址下載（表10、12~15）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第1-5項請以電子檔案方式寄達（曹昭懿主任，jytsauo@ntu.edu.tw），
第6項請推薦人以紙本方式於申請期限內掛號郵寄送達收件地址。

四、截止日期：2017年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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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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弱勢的孩子發最大的聲音
臺大兒少保護醫療中心

做
為兒科醫師，我們習於聆聽並信賴著

父母或照顧者對孩子的觀察與描述；

我們也總是期待，孩子經過治療、順利痊癒

後，能回到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環境裡；而

照顧者將與醫護團隊合作，避免傷病的再次

發生。然而，有那麼一小群的孩子，生命的

軌跡，並不是照著這樣完美的劇本演出、行

進。應該給予孩子保護的雙手，卻正是緊掐

住他、讓他窒息的元凶；應當說出慰藉話語

的唇齒，迸出的卻是撕裂幼小心靈的駭人言

語。

孩子，不擅說話，也常不能清楚表達自

己的受創緣由。當他們出現在醫護人員面前

時，要如何從孩子身心的癥兆中，辨識出受

到不當對待的蛛絲馬跡；該怎麼幫孩子尋找

適當資源，脫離不健全的環境，避免進一步

的遺憾發生；而照顧受虐致重傷或致死的孩

子，除了當下的盡力救治之外，要如何幫助

這些被剝奪了快樂童年的孩子，爭取應有的

權利、正義？這些難題，在在考驗了以「兒

童的發聲者」自居的醫療從業人員的專業與

智慧。

民國103年，是臺灣的兒童權利年。有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的制定公布，讓我國對

兒童基本權利的保障，有了開始起步追趕

世界各國的依據；同年，臺灣成立了四家兒

童醫院，表示我們社會對於兒童健康與福祉

的追求，正式邁入了新的境界。隨著社會的

進步，我們已經逐漸拋棄舊時氛圍裡，孩子

是父母的財產的觀念。於是這些受到不當對

待（兒少虐待與疏忽照顧）的孩子，也得到

越來越多來自各界的聲音和資源，願意幫他

們發聲，給予援助。兒少不當對待有許多種

形式，包括：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

與疏忽等。而一個個案身上，常常同時存在

許多形式的不當對待，造成孩子不同面向的

傷害。醫療團隊的首要挑戰，就是要能從個

案的身上，辨識出各面向的病徵，並且給予

適當的醫療資源介入。除了醫治當下的傷病

之外，也要避免長遠的身心創傷的產生。這

樣複雜的工作，絕對無法由單一專科醫師完

成，需要由兒科、兒童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與社工師等各專業所組成的整合醫療團隊，

再引入各相關專業的協助，才能完善處理。

臺大兒童醫院，在衛生福利部的輔助下，於

民國103年底成立了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示範

中心（圖1）。同期間，全臺共有六家中心

成立。然而美其名為示範中心，其實各個團

隊都是在摸索，學習如何運用整合性醫療模

式，來幫助這些受到不當對待的孩子。在輔

助計畫為期一年半的補助期間，臺大兒童醫

院的團隊，在臨床服務、教學、研究、交流

文／曾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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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努力地在尋找並建立台灣兒少保護醫

療的模式與定位。在短期計畫結束後，順利

獲得院方與民間團體的支援，於是在民國105

年，正式成立「臺大兒少保護醫療中心」。

臨床服務上，我們建置「聯合門診」的

模式，讓保護性個案能在單一次就診中，接

受各相關領域專家評估其醫療需求，避免重

複就診的奔波與重複闡述事發經過的煎熬。

我們完善了「兒少保護個案傷勢鑑定」的流

程，接受法院與社政機關的委託，對於疑似

兒虐致傷或致死的個案，透過所蒐集的醫

療影像與醫療資訊，由法醫學科、兒童影像

科、兒科及其他相關專家所組成鑑定團隊，

一同進行傷勢研判和分析。用科學的證據，

提出專業的鑑定報告，為不能幫自己提出證

詞的兒童發聲。我們努力建立「醫療－社

政－警政司法」的鐵三角合作模式，擺脫以

往各自為政，相互脫節的工作方式。醫療團

隊已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手醫治傷病的兒童；

不僅僅只是進行個案通報，爾後便將所有大

大小小的問題，丟給社政單位去傷腦筋。我

們以個案管理的方式追蹤我們的孩子，瞭解

孩子身心醫療的需求，我們主動與社政、警

政司法單位進行即時的溝通交流，避免因為

醫療專業資訊的過於艱澀、醫療語言上的不

確定或被錯誤解讀，讓孩子喪失可爭取應有

權利的機會，甚至是錯失拉回一條寶貴生命

的機會。在教學上，團隊成員以教案討論，

專題授課等多元模式，讓醫學生能學習兒少

保護醫療的知識與醫事人員的通報責任；透

過臨床個案處理與個案討論會，讓住院醫師

能學習辨識兒少不當對待的徵兆，以及處理

複雜的保護性個案的臨床經驗；透過對各級

醫院的演講，增進各層級醫院與各不同專業

的醫師對兒少保護醫療的了解，也協助建置

不同規模的兒少保護醫療團隊；透過參與社

政體系的繼續教育課程，我們讓社政人員更

了解醫療團隊能提供的協助，讓彼此的溝通

與合作更加順暢。在研究上，我們努力發展

適當的兒少不當對待的篩檢指標、實用的篩

檢模式，希望能讓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對於

兒少不當對待的懷疑與通報的時機，掌握得

更加精確。

兩年多來，我們已經初步建置並熟悉

兒少保護醫療的工作模式與架構，但我們知

道在這條路上，台灣仍然只是剛剛起步。透

過去年與美國西雅圖兒童醫院的兒少保護醫

療團隊（Suspecte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SCAN Team）的交流（圖2），我們瞭解了

她們在這個醫療領域上耕耘三十多年來的心

路歷程，也看到了臺灣與國外的差距。如何

能藉由醫療－社政－警政司法三個體系的積

極合作，專業而有效率地為受害的孩子爭取

權益，進而避免兒少不當對待的一再發生以

成立示範中心，與臺大兒童醫院吳美環院長

合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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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將是我們學習的

主要目標。未來我們要努力的方向，將會朝

向建立「兒少保護醫療專責醫師」的制度前

進。現在的團隊，是由許多熱心而各有專業

的師長先進們，帶領著團隊一同為孩子努

力。但也由於成員們各有其專業領域，各自

有繁重的臨床業務，常常難以全員參與整合

性醫療與教育研究等相關的各個環節，個案

的臨床處理經驗也易分散，難以凝聚傳承。

國外早已有兒少保護醫療的專科醫師制度，

以解決這樣的困擾。各兒童醫院的兒少保護

醫療團隊，皆是由專責醫師率領，由專精於

兒少保護相關醫療與行政司法運作架構的領

導者，率領團隊更有效率地運作，才能更緊

密地結合相關資源，為孩子謀福利。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卻也是相對較

弱勢的族群；受到不當對待的兒童及少年，

更是弱勢而不被看見的一群。從事兒童醫療

工作的我們，常會覺得這個社會，對孩子應

該要再更好，我們也期許自己是兒童的發聲

者，希望能為孩子說話，替他們爭取應有的

福利。期待我們的團隊在這愈發重視兒童權

利的時代，能為最弱勢的族群，發最大的聲

音。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6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急診部小兒急診主治醫師及母校小兒科

臨床講師）

與西雅圖兒少保護醫療團隊合影。

2

臺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所）
誠徵本所助理教授以上壹名

應徵資格： 具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且有博士後研究經驗至少一年，及
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誠者。

應徵資料：

1. 個人詳細履歷表一份（含學經歷證件影本，學術成就及重要獲獎記錄，並註明出生年月日）
2. 生物醫學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由推薦者於截止日前直接寄達）
3. 未來研究計畫書一份
4. 完整著作目錄一份；並提供五年內代表性著作PDF檔

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基醫大樓9樓R907 臺大醫學院生化暨分生所 收

截止日期：106年1月3日 5 pm前將申請資料寄達

聯 絡 人：劉婉芳　biochem@ntu.edu.tw
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227
傳　　真：(02)2391-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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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連鎖藥房內
「實驗診斷」的新模式

文／江顯楨

“One drop changes everything＂（「一滴血就可改變一切」）

— Elizabeth Holmes, Theranos’ founder & CEO, 2003

近
年來，越來越多的保健業競逐於全國性

的藥房，其蔓延之快猶如雨後春筍。千

禧年一過，美國醫療的遞送模式在藥房裡發

生了兩個革命，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說

這些都是美國「速食文化」的延伸產物，一

點也不為過。其中一個就是2002年「藥房內

迷你診所」（In-store Mini-Clinics）的建立。

這些小診所的前身QuickMedx創始於明尼蘇

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一開始就有20幾個。

不久就擴張伸展至全國。它不需預約，就能

提供病人一種非常便捷而成本低廉的治療。

「迷你診所」運用全職或兼職的專業人士，

也就是讓有經驗的「執業護理師」（NPs）和

「醫師助理」（PAs）代替醫師。它對地方基

層的醫療造成衝擊，第一線醫師難免擔心它

會干擾他們固有的醫病關係和開業收入，但

畢竟爭議不大，還算「寧靜」。現在像CVS和

Target等連鎖商店或商場，附設的藥房都有相

關專業人員把關，他們可以馬上配方，以方

便病人。

另一個較有爭議而「不寧靜」則是2003

年Theranos1公司的創立。半世紀以來，兩大

公司LabCorp和Quest實驗室早已深耕美國傳

統醫療市場。拜賜於生技的飛躍進步，和數

位時代醫學資訊的迅速發達，一般健康的大

人，如果想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現在有直通

管道，免看醫生也不需醫囑。直接去街頭拐

角的連鎖商店或商場，裡頭的藥房就可以為

你做實驗室健檢。去年（2015）七月，亞利

桑那州破天荒通過「直通管道法」（Direct 

Access Law），允許消費者不經醫生就能自己

選擇要做的健檢。凰凰城經驗顯示：消費者

要的健檢，驗血部分以CBC、膽固醇、甲狀

腺激素、肝功能、腎功能、PSA、糖尿病、性

病、愛滋病、萊姆病等的診斷居多。血型、

妊娠和基因測試也漸增加。去年全國最大連

鎖商Walgreens與標榜改革的後起之秀Theranos

簽約，要在每個藥房裡設置「健康中心」

（Wellness Center）。儘管它的血檢「新模

式」聽起來蠻有創意：消費者只要給「小量

血液」或幾滴血液樣本，送入手提型儀器化

驗後，答案很快就出來。收費不高，省事省

錢，可達最好的成本效益。但有人懷疑，用

血滴樣本做出來的檢驗是準確可靠，還是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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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天開？

顛覆構想，挑戰傳統模式

Elizabeth Holmes是一位金髮碧眼面目姣

好的美國小姐，從小夢想要做矽谷名人。她

像已故的蘋果電腦公司創辦人賈伯斯（Steven 

Jobs）一樣，愛穿黑色長領套頭毛衣（圖

1）。據說，小時對針扎和抽血有恐懼感。有

鑑於許多人等到有症狀時才去看病，若需做

血檢，總要醫師的許可，而且一般抽血都是

從病人的前臂靜脈，一抽就是「不少」的血

液。她認為「許多病人因而被診斷太晚，甚

至無救」。當她還是史丹福大學化工系第一

年學生，有一天突發奇想：如果健康人可以

直通實驗室，讓技士用不帶針孔的細針，在

指尖輕輕一扎，擠出一點血液，就能測出幾

百個疾病的診斷，那豈不是太棒了？這種無

痛的「新模式」血檢，很容易被接受，健康

的人會樂意頻頻去做，因此「疾病診斷可望

提早，許多生命可以得救」。這個類似「預

防醫學」的邏輯就是她對人類幸福的使命

感。

Holmes的構想充滿了顛覆性和革命熱

忱，馬上得到史丹福指導教授Dr. Channing 

Robertson的賞識，他打破慣例，讓這位大

一學生參與高階的化工實驗室研究。之前，

Holmes也曾經隨父母去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訪

問。正好2003那年中國有SARS流行，看到新

加坡發展偵測SARS病毒蛋白的「基因晶片」

（DNA microarray），她得到領悟。回美國

後，19歲的她在學業和事業的分叉路上面臨

選擇。她步上微軟創辦人蓋茲（Bill Gates）

和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後

塵，毅然輟學。遂在加州Palo Alto創立一個別

開生面的軟體公司，取名Theranos。自己當執

行長，誓言要改變現行傳統醫療技術，實踐

「微流體學」（“microfluidics＂）操控的新

科技；強調直接服務病患的理念，力求透明

快速。它的市場標語是：「一滴血就可改變

一切！」

致富之路，良好政商關係

指導教授Dr. Robertson加入她的行列，

成為該公司首席顧問。他們發明了一個手

提型醫用儀器，叫做「愛迪生儀」（Edison 

analyzer），聲稱它只要一滴血就可以測出

數百個不同疾病的原因。乘載那一滴血的小

瓶子叫做「奈米容器」（“Nanotainer＂）

（圖2）。這些都是Holmes申請有案的專利。

（據說到目前為止，她

擁有美國18個和外國66

個專利。）憑其美貌出

眾，又長袖善舞，她先

後請到12位美國政商和

軍界元老做為公司常務

董事：其中包括兩位

美國Theranos生技公司創始人兼執行長 
Elizabeth Holmes

1

裝一滴血的小瓶子「奈

米容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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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舒茲

（Robert Schutz）、前國防部長培里（William 

Perry），前國會領袖Sam Nunn、前共和黨黨

鞭Bill Frist、美國第二大銀行「富國」（Wells 

Fargo）的前執行長，還有幾位退休的海軍

上將和陸戰隊將領，聽說大半是史丹福胡佛

研究所俱樂部成員。獲得這些顯赫人物的支

持，她的公司起步不久就成功上市。

Theranos在第二年（2004）就有六百多

萬美元的民間創業風險投資，以後每年加倍

成長，扶搖直上。到2010，融資增到七千

萬美元。那年更有「甲骨文」（Oracle）十

億美元的投入，使Holmes成為一個科技新

貴，晉升為矽谷「獨角獸」（Silicon Valley 

Unicorn）2。目前，Theranos營業資本額在紐

約證交所（NYSE）的記錄已超90億美元，

Holmes擁有它一半以上的財富，身價至少47

億美元。她成為《財富》（Fortune）雜誌

的封面人物，被《富比士》（Forbes）譽為

近代白手起家最成功的女性。芳齡31，就被

歐巴馬總統欽定為進軍環球企業的「美國大

使」。柯林頓總統也特別邀請她和來自中國

的馬雲，捧他倆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青年企

業家。座談會上，總統極力推薦他們非凡的

成就，要大家傾聽其心路歷程，（一個是從

史丹福自動輟學、另一個則屢遭哈佛拒絕入

學），並瞭解他們要「如何為人類幸福作出

更偉大貢獻」的思維。

後生可畏，探索未知水域

根據《財富》雜誌，到2016年一月為

止，全球共有229位「獨角獸」，其中近一

半產生在加州舊金山灣區。特別是矽谷包括

史丹福之所在，人傑地靈，英才倍出。過去

的電子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IT）的

大企業：像蘋果、微軟、谷歌、雅虎等，早

就耳熟能詳。社交網站：像臉書、推特等，

各式各樣購物網站從亞馬遜、到最近也是

最夯的Uber（優步租車）、Airbnb（上網租

屋）等，紛紛出籠，把我們衣食住行都捲入

網路世界。這些私人企業是年輕人最愛，一

鳴驚人，得到大幅風險投資後，隨著股票交

易的好處，擴展版圖到整個國際。至於醫療

保健，因管制甚嚴而挑戰不易，年輕人創業

比較艱辛，除非有權威醫生或生技科學家介

入，像Proteus、23andMe、Nanthealth，個

個都身價數十億美元。但是，他們加起來

還不及一個資金近百億的「超級獨角獸」

Theranos。

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這位大二就輟

學的19歲女子。Holmes沒受正式醫學教育

的洗禮，也缺乏完整化工專業的培訓，居然

能在「生技」或「醫療保健」的領域運籌帷

幄而游刃有餘，並且當上21世紀以來最了不

起的矽谷神獸，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讚嘆

「後生可畏」的同時，我們也看清楚了一件

事：當生醫工程的新產品（包括它的自動

化、軟體、硬體等）應用到市場，也就是在

探索未知領域之時，消費者關心的已經不是

東西好壞，而是健康甚至是生死的問題。

Theranos原想把凰凰城經驗擴展到全國八千

多個Walgreens藥房，可惜不到一年就碰到

意外。先是矽谷Newark市有人舉報血檢的結

果，偏離到難以置信。接著，凰凰城也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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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奇案件，一位健康女性到藥房做血檢，發

現血清裡的鉀離子已高達心臟驟停隨時猝死

的程度，立即被送往醫院急診複查。抽靜脈

血然後用Siemens儀器分析的結果，顯示一切

正常。Theranos在亞利桑納的運作從此遭到質

疑。

公司困境，涉及誠信問題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單憑Holmes的魅力

和無比雄心就能在凰凰城呼風喚雨。大家好

奇的是，Theranos背後真正的「醫療顧問」

到底是誰？那位鼓勵她創業的Robertson教

授後來告退。另一位資深且有生化專業能力

的博士Dr. Ian Gibbon也做過她的參謀，但在

工作八年後竟自殺身亡，這是2013年五月的

事，遺書留言提到「公司一事無成」。同年

七月，Theranos悄悄地把12個董事削減為五，

留任的Dr. William Foege，是聯邦「疾控與

預防中心」（CDC）前執行長，因為使「天

花絕跡」而被公認是「對人類幸福貢獻超過

愛因斯坦」的十大科學家之一。董事們都替

Holmes政治背書，公司股票因此不斷飆漲。

但是當消費者血檢出岔，股民抱怨之時，涉

及利益的產業、高官、學術界人士（所謂的

「產官學」），均緘默無言，這在一向積極

和力求公平長進的美國社會，令人不解。

去年10月，美國聯邦「衛生暨公共服務

部」（HHS）轄下兩個單位啟動調查，結果

是：「醫療照顧／醫療輔助中心」（CMS）

發現Theranos條件水準嚴重缺陷，有五大違

規；同時，「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也

抨擊該公司質量管理不善，指出其中的一個

違規，已對病人安全構成即時的危害。《華

爾街日報》（WSJ）也透露了兩個壞消息，顯

示Theranos誠信有問題：（一）雖然公司標榜

的是用針扎指尖取得一滴或少量的毛細管血

液，並使用「愛迪生儀」，調查發現，真正

按照這樣履行的還不到一成。換句話說，九

成以上的樣本都是抽靜脈血，而且是使用傳

統儀器。（二）為獲得政府驗證，公司在專

利技術和能力測試（proprietary & proficiency 

test）的報告上，做了編修（redactions）3的

手腳。對這些指控，Holmes聘請馳名大牌律

師 David Boies（此人曾在總統大位纏訟爭奪

戰中為Al Gore辯護），又重金增募六位全國

最有權威的病理專家醫生和實驗診斷科學家

為後盾。八人醫療顧問團，極為耀眼。

超級神獸，炒作多於現實

「愛迪生儀」原本聲稱可以做兩百多種

不同的血檢，現在沒人敢擔保其準確性，何

況聯邦政府已經發現它有重大缺陷和違規。

按照CLIA規定4，FDA只允許它做一個測試，

就是Herpes simplex virus（HSV-1）的血檢。

看來Theranos的致命傷在於Holmes的炒作多於

現實，以至於無法自圓其說。去年二月《美

國醫師協會週刊》（JAMA）一篇社論指出：

雖然Theranos在美國各大主流媒體和商業報

刊（包括WSJ、Business Insider、Fortune、

Forbes、Medscape等）都有大幅報導，在醫學

生技方面的刊物裡，卻還找不到一篇它自己

答應要發表的數據和評審文獻。話雖如此，

筆者相信，它不只是聳動美國社會的新聞，

也是一個值得醫界探討的議題。正面和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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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床研究和同行評審，將陸續出現於相關

醫學雜誌。今年三月，Mt. Sinai醫學院一篇

研究論文出現在《臨床研究月刊》（J Clin 

Invest）。首次證實Theranos測試結果經常落

在正確範圍之外，誤差遠超其他兩個競爭對

手。

事情的關鍵在於每次遇到大眾的質疑或

FDA的審查，Holmes一直都沒提出有利的資

料來回駁，反而認為這是前公司僱員外洩她

的智慧財產權。她還反告別的生技公司誹謗

和偷竊其專利，並把FDA說成「獵殺女巫」

（witch hunt）。這一切紛擾使Walgreens一葉

知秋，從此對她的信用產生疑竇。根據《金

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援引熟悉內情

人士，Walgreens的律師團正在梳理合約，

看是否可以強制關閉在亞利桑納州42個藥房

和加州那個藥房的「健康中心」，這舉動對

Theranos來說不啻為一個毀滅性打擊。另一個

全國食品雜貨連鎖店Safeway也拒絕在這種氣

氛下與其簽約。Cleveland Clinic是Theranos商

業夥伴，願為新舊模式的血檢做比較分析，

弔詭的是，至今沒有下文。

同行評審，將是致命一擊

其實，用一滴血就能檢驗出的醫療診斷

並非危言聳聽。只要獲得聯邦政府CLIA例

行檢查的豁免證書，大致就沒問題。最常見

的例子是「血糖儀」，一次醫囑就可以長期

自己重複測試。另外，某些測試凝血的PT/

INR儀過去也屬豁免，但最近有人被儀器誤

導，發生出血或中風的嚴重併發症，FDA

要它從市場下架，暫時不讓病人自測。至於

實驗室用少量血漿就能測試「循環中癌細

胞」（CTC）存在，即所謂的「液體生檢」

（“liquid biopsy＂），並不用毛細管血，最

近突破成功。倒是「愛迪生儀」爭議很多，

連做基本的血液學、生化學（激素和維他命

B12等）檢查，都不能通過CLIA豁免。有人懷

疑他們是用沖稀法（dilution method），把一

滴血沖稀幾倍、通過儀器得到答案後再乘以

沖稀倍數。對此指控，Holmes堅決否認。至

於針扎指尖「擠出」一點毛細管血液，是否

有「組織間質液」（interstitial fluid）介入，

她答覆含糊。即使是Cleveland Clinic的醫生科

學家們也無法得到滿意解釋。

T h e r a n o s的操作始終是一團謎，與

Holmes自己要求明快的初衷背道而馳。他們

的故事使人聯想起蘋果電腦。所有的科技創

新和革命我們都要，不過，醫療保健與其他

技術產品之間有一個主要的區別：「蘋果」

產品（譬如說iPhone）若出現故障，生活會不

方便。但是如果驗血出了差錯，它可能就會

危及生命。Theranos在鳳凰城藥房最近半年來

的操作，有些檢驗誤差嚴重，超過兩個標準

差，這包括八成以上的甲狀腺激素、睾固酮

以及LDL（壞的膽固醇）之檢查。相信被誤診

為「甲亢」「性腺機能減退」和「粥腫（斑

塊）形成者」（“plague maker＂）的一定不

少。筆者認為，由血檢報告錯誤而衍生的醫

療誤診，引起傷害，勢所難免，Theranos這個

非常詭秘的醫技實驗室公司，何去何從，很

難判斷。若再不改善，政府將會飭令停擺。

至於該公司民間風險投資，目前已超7.5億

美元，連帶的商業「背信」糾紛也會接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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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個代表全國股民和消費者的集體訴訟

（class action）正在醞釀當中。

後記

隨著CMS和FDA調查收網，美國聯邦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展開刑事調

查，Theranos不得不把最近兩年用「愛迪生

儀」做的血檢結果，全部作廢，並通知受害

者。這個史無前例的「召回」已經引發了三

個集體訴訟，皆以詐欺和不實廣告罪向加

州、賓州、及亞利桑那州法院提告，要求理

賠。同時，Holmes面臨「兩年之內不得參與

任何實驗室事業」的懲罰。她和公司的前景

都不被看好，兩者的財產均大幅縮水。根據

《富比世》最新評估：Theranos從去年底的90

億美元驟降為8億美元，Holmes雖擁有該公司

一半資產，但由於她持有「普通股」而投資

的人們持有「優先股」，這表示一旦公司倒

閉而遭清算，輪到她最後一定是血本無歸。

她的重估淨資產值已由去年底的45億美元縮

減為零。

註釋

1. 據說，Theranos就是Therapy & diagnosis兩

個英文單字精髓部分的組合。

2. 《財富雜誌》把全球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

（也就是啟動股票上市）超過十億美元以

上的，列為「獨角神獸」，其罕見猶如中

國古代傳說裡的麒麟。

3. 「編修」是從記錄中把特有的信息塗黑，

避免該信息（例如智慧財產）被模仿或盜

用。

4. CLIA是「臨床實驗室改進修正法案」的

英文縮寫。CMS用它來驗證全國臨床實驗

室。一些簡單而很少有錯誤風險的測試，

CLIA可豁免政府的例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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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藥學系 第一屆

李華林 校友

榮獲國立臺灣大學

第11屆傑出校友

於11/15校慶大會中

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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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爭議與海軍憶往

2016年7月12日，在荷蘭的「常設仲裁法

院」發佈菲律賓和中國對南海群島的爭執

的判決，裁定菲方勝利。位於南沙群島，一

直由台灣掌控的太平島也遭了殃，由島變為

礁…

這件事，勾起我本人一甲子前的回憶。

我在1960年6月畢業臺大醫學院，9月入

伍服第九期預備軍官役，在士林衛勤學校受

訓一個月後，被派到海軍，在左營登上21號

護航驅逐艦「太康」擔任艦上的唯一軍醫。

記得登艦後的第二天晚上，開船橫過台

灣海峽，保護登陸艇LST運補金門的任務。

當天晚膳時，竟然發現全艦200多位弟兄只有

我和一位老士官長在用餐。為什麼呢？原來

船過海峽中間遇到9級風（10級就是颱風），

黑水溝的威風，讓大部分的人受不了，頭暈

吐胃，怎會吃下東西呢？很奇怪，我在登上

太康號這艘不足2000噸的軍艦之前，只在碧

潭划過船，看到那些職業軍人在嘔吐暈船，

心想這種海軍還得了！尤其想到前天在艦上

報到時陳東海上校艦長對我很不友善的態

度，我問一面伺候官長一面自己嘔吐的傳令

兵：「艦長呢？」這位可憐的傳令兵，回以

很低弱的聲音「他躺在自己的房間吐！」原

來，KMT的海軍由這些人統率，在陸上雄赳

赳，罵人整人一流；下海就像一隻死豬…後

來我發明了一句，這些應該稱呼為「陸上海

軍」，有別於「海軍陸戰隊」；但是從來沒

發表過，只記在心頭。

還好，不多久這位陳上校被調昇官為

艦巡隊指揮官；新艦長敖維駒上校接任。敖

上校，山東人，很隨和，好像是從基層馬尾

海軍出身，以後發現有時樓艦長也會和我們

一起在艦上官廳揉麵粉做山東水餃。有一次

艦隊指揮部的軍醫處送來一箱已過期的盤尼

西林針，我收到後，報告樓艦長，我拒絕使

用。艦長叫我上文軍醫處，另撥新品。結果

呢？軍醫處又來了一個公文，說「雖然日誌

過期，但6個月內還有效」，當然以我的觀

點，這是廢話；找艦長問他如何處理？結果

艦長命令軍需官（經理人員）撥款叫我去街

上的藥房購買有效的。

不久，我們的座艦也參與了歷年的漢光

演習，那時的艦隊指揮官宋長志中將來到左

營軍港的大禮堂，召集所有參加演習的尉官

以上的官員來訓話。我這個無關緊要的少尉

醫官也奉命參加。席間，宋司令問所有艦艇

的通訊官，有沒有人記得這次大演習的通訊

文／李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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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結果連一位通訊官都答不出。使宋將

軍氣得面紅肚脹！那時，KMT海軍還沒有潛

艇，可是很害怕共匪的，所以海軍主力的驅

逐艦，除了巡邏，護航的任務以外，對「攻

潛」，就是打擊潛水艇的戰鬥項目很努力。

不過有一次在中國南海巡邏時，我艦遇到不

知國籍的潛艇而不知，當時在不遠距離的僚

艦也不知；為什麼呢？後來發現兩艦的聲納

都故障，但是怎麼知道海底有潛艇？原來附

近美國第七艦隊的艦隻發現後通知我們的。

可見當時我們很有可能有機會被移靈忠烈祠

而不知…

話說回來，翌年，大慨是1961年3月中

旬時分，接到命令，要到中國南海，靠近海

南島的一個目標做來回巡邏700海哩，一個月

不靠岸，不接受補給的遠洋航行。出發前，

美方第七艦隊的官員來艦視察，提出報告我

們這種老船（1942建造）又載有人員200多

（美方編制，人員不超過50），不可能會完

成任務。當年流行「克難精神」，什麼事都

要「克難」，革命軍人，當然要克難！船一

開航，命令下達，這一個月航行中，不可洗

澡，限制每天洗臉刷牙刮鬍子的用水量…等

等。從此，每天就在一望無際的海洋上晃來

晃去。

可是有一天早上，卻看到海鳥飛來飛

去，遠見一個小島，那就是我們的太平島！

附近有幾隻漁船在走動。我們也停船派小

船看看他們。不久小船回艦，帶回新鮮的大

魚，當晚的食桌上嚐到鮮魚味！你看我們的

艦長真的有良心，航行任務是不停航，不靠

岸；可是艦長有權，和可疑船隻相遇，要停

船徹查，對不對？

其實，我在太康艦上，對副長也有一

段值得記憶的。副長，顧名思義，就是副

艦長，英國皇家海軍，把副長簡稱Number 

Two；可惜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中校副長

也是位英俊的山東大漢。好像是在那次遠航

時，有一天晚上，在官廳只有我們在，忽然

間副長向我開口：「醫官，我們不要打仗

了！」我很驚訝地問他為什麼呢？他說：

「剛接獲消息，蘇聯的載人人造衛星已在地

球上面運轉！」「人造衛星載人，跟打戰有

什麼關係？」「醫官，你不懂；從衛星上，

打開窗，吐一口口水，咱們的船就沈下去

了！打什麼戰？」

我聽了，哈哈大笑…好在官廳裡，只

有我們兩人在，沒有別人，不然給「保防系

統」的聽到了，會不會有問題？當時在海軍

的「政戰」單位（政工）叫保防官。

又有一晚，餐後無事，Number Two忽然

丟給我一本小冊子，那是當年在台灣，首次

選「中國小姐」的pamphlet，除了封面有手畫

的美女外，裡頭是第一名到五名，還有全部

參加競選的小姐的照片。副長問我「醫官，

你看那一位才是第一名？」我說：「這本

上，就是林靜宜，不是嗎？」「不是啦，我

想知道你的眼光和你的判斷！」

「那麼，讓我再看一下…」不久，我把

小冊子還給他，並手指封面的手畫。Number 

Two舉起大拇指，連聲「英雄所見略同！！」

我們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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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的內行人都知道，這艘DE 21「太

康」在海軍的地位。當過「太康」艦長的，

前後有三位被蔣介石任命為海軍總司令。有

人問我，你怎麼能被派到「太康」？我也不

知何故。不過當年9屆預官的同學，連我在

內共有9位到海上服役。大概那時已經沒有

什麼了不起的「有關係，就是沒關係」的情

況。光是DE級的護航艦有包括我在內的三位

同班同學分別在DE21，DE23太倉、DE26太

昭服役。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立法院副

院長劉闊才的兒子劉國鎮在太昭；吳光正在

太倉。好像是預備軍官被安置在艦上當軍醫

是我們第9期才開始的。前言，我首次過黑水

溝遇9級風浪而處驚不變，大吃晚餐的事，傳

遍我的艦內。大概有人起疑，因為我是艦史

上，頭一位正牌的醫師，一定有什麼秘方，

自己享用。

不知當過兵的，還記得嗎？每月有一

天，政工主持的「榮譽座談會」，當月生日

的加菜，又可以讓你百花齊放（發牢騷）。

我上船的頭一次「榮譽座談會」中，就有老

水兵站起來問我，「醫官從來沒有海上經

驗，而不暈船，必有秘方；是否能告示我

們？」老實說，我天生就沒有平衡失調的前

庭系統的毛病，也沒有什麼秘方；瞬時想

到，這是政戰系統安排的活動，就以子之矛

來攻汝之盾！我說：「各位弟兄，的確我來

自臺大醫學院，長年研究的結果，今天可以

公諸各位參考…」，「我的研究首先在探討

會發生暈船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海

軍，在海上應該時時要忘記一切在岸上的煩

惱，要一條心打共匪；記得嗎？同舟共濟，

一條心要反攻大陸，消滅萬惡的共匪！」我

喘了一口氣，這時全場無聲，再繼續，「心

和身，應該是在一起的。如果身在海上，心

在岸上；心身分離…換句話說，就是思想不

正，思想不正是暈船的最大原因！！」

我的這段論調顯然令全場鴉雀無聲，從

此艦上的官兵，就不敢和我亂來了！尤其保

防部門的，對我另眼看待。當然，吹牛吹大

了，後遺症也會接踵而來，一位年輕的政戰

官向我宣稱，有一次在金門上岸時他負責水

鴨登陸艇載過蔣經國，好像要我知道他也是

「不簡單」的人物。後來，他央求我替他做

「包皮過長」的手術。講真話，我在學中，

沒有去泌尿科實習過，從來沒見過「過長」

的開刀；當然勸他去海軍總醫院，但是海上

勤務的官兵除非是急診，很難轉送。Well，既

然他的懇求，我查了一下艦內醫務室的工具

箱，居然有小手術的器械，臨時向我在宜蘭

開業外科的表兄要他寄「最新包皮手術法」

的日文論文，熟讀後，就擇日在艦上醫務室

做了…結果很成功。但是只此一例，以後有

人要我做，都婉拒了，因為如果繼續在戰鬥

第一線部隊做選擇性手術（Elective surgery即

非急需的開刀），樹大招風，不久就會出事

的。

不過，預備軍官在整個社會，或國家，

或國防部，或海軍是否把你當作真正的袍

澤，我個人就有疑問。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想

法呢？儘管以上我在艦上，盡力做我的本

分，乖乖地盡責任，但是，或許你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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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你可以有可望退伍的時間，數饅頭過

日…職業軍人遇到什麼對他重要的事，就不

會考慮到你。

整整一個月的遠航後，安全回到左營基

地，當然大家都很高興；受到基地的慶賀和

歡迎。不久，政戰單位就造名冊，記功的記

功…艦長變成當年的「克難英雄」，幾乎全

艦的人員都記了功，獨無僅有，只有我這個

醫官少尉沒在名冊內；問了政戰，說是因為

你是預備軍官，不必參與記功之列，另外我

們艦艇做遠航，醫務部門天天不開門，有什

麼功可以記？Well, well, well... 老子不吃眼前

虧，不跟政戰土包仔理論；他們忘了我們都

是革命軍人，直接找艦長。

我問樓艦長兼克難英雄，哪門子的話，

記功不包括預備軍官？我只問艦長，我們同

在一條船上，共匪的砲火打沉時，是否預備

軍官保證不會一起下沉？醫官有沒有功勞？

我們全艦200＋的人員，在一個月的遠航沒有

重大的病患出現，就是證明醫官已盡了他的

責任！經我這麼一說，樓上校急了，名冊已

報上去了，那要怎麼辦？我馬上回應：「放

我一個月的假！報告艦長，的確我不需要記

功！」樓艦長立刻簽了字條，那天晚上我就

在縱貫線的北上夜車中過了夜。

戰船的設計和運輸船不同，最大的差

異在船底的形狀；登陸艇也可以說是一種

運輸用的，載重量大，可以在不要碼頭設備

的沙灘靠岸。戰船則有速度快，旋轉靈敏的

要件，所以船底尖，只能靠在有碼頭設備的

港口。我駐在的護航驅逐艦，就是只能在基

隆，左營，高雄，馬公靠岸。雖然我們的任

務中也去過金門，馬祖很多次，但從來沒有

機會上岸…每每都是望陸興嘆而已。上了8

個多月的戰船，也開始覺得應該要換地方

了。拜託剛好在艦隊司令部軍醫處上班，也

是預備軍官八期的陳照雄醫師（臺大早我一

屆），請他關照，因為於近期內他就退伍。

是否可以佔他空下來的位子，如果不能，是

否可以調出戰鬥單位，改到運補的平底登陸

艇LST（Landing Ship Tank）？經過數週的

探討，結果於七月底在高雄離開了「同舟共

濟」的DE 21太康艦，而轉職LST 210中榮軍

艦。

搭過LST的人都清楚，平底船速度慢，

但可以在載很多東西，也可以上岸；如果遇

到共匪的戰船就有問題。但是年輕好奇的

我，就是想換環境，增加經驗。艦長是位少

校，4,080噸的載重，又比起「太康」的人員

少，覺得忽然間來到大旅館，而且官員還有

自己的獨房，獨床；對了，在「太康」我和

中尉軍需官同房，他的官階高，睡在下層，

我則在上層，和天花板只有兩尺。天花板上

面就是五吋砲的砲位。上船不久，出海打靶

的操練開始，各就各位，好心的傳令兵跑來

告訴我：「醫官，趕快把舊報紙蓋在你的床

上！」原來頭上的五吋砲一響，滿床鐵灰會

掉到我床上…我在DE 21滯留十個月中，沒

有幾次打過真槍實彈；有一次在和僚艦演習

時，看到兩個煙囪的「陽」字號驅逐艦在放

深水炸彈，問了在旁的四川籍上尉航海官，

為何我們「太康」也有深水炸彈而不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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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老子，她××的，我們這艘老船，一放

了，自己會被震動裂開沉下去了！」想想，

打砲就要蓋報紙，他說的也有道理！

以往在「太康」時，人員過多，官廳兼

餐室的用餐時，無法容納全艦官員。位階低

的就是要等第一輪用完，第二饍團才接下行

事。LST 210卻不然，可以一桌完事，官員之

間較融洽。不過，我於高雄報到後，不幾天

艦長宣布，奉命開往馬公要做例行「大修」6

個月！什麼是「大修」呢？就是維護修理，

船要上「乾船塢」幾個月，不再航行。

人到馬公，船在港內船塢不動，沒有被

共匪攻打之慮，皆大歡喜！可是這和我心想

的踏上金門，馬祖的願望相背，深覺遺憾。

不過，在馬公的時候因為多閒，也去附

近的小島遊覽；碰到臺大的朋友的朋友，在

空軍服役，乘他的好意也坐了平生第一次的

免費飛機之旅。是空軍C-46，由馬公直飛台

北松山機場。飛機門口漆有「本飛行器值美

金伍萬圓，要愛惜…」等等字樣。機內左右

只有兩排木椅長長的從機頭到機尾，當然也

沒有空中小姐，而且噪音甚大，很不舒服。

當時在馬公省立醫院剛好有從省立高雄

醫院外科派來的呂伯欣醫師在那裡奮鬥，呂

兄高我兩屆，在宿舍時住在隔壁，我去拜訪

時，他馬上要我來當他的助手…

Good thing has to come to end... 9月澎湖的

秋風吹起，我「榮退」了，告別LST弟兄們，

和在澎湖的朋友們，搭上澎湖輪到高雄，這

次不走縱貫線，南下去屏東，乘公路局的車

繞到台東，去知本溫泉洗掉一年來的積塵，

順便造訪父親的好友，省立台東醫院的院

長黃登錄先生。再坐當時只有的後山交通工

具五分仔車（鐵軌只有西線的一半，也是燒

炭蒸汽火車）到花蓮，然後經蘇花公路到蘇

澳，一週後安全回到我的故鄉―宜蘭。

有人說過那一句話，「一天海軍，終身

海軍」，我不相信這句話。來美國後，有很

多次被邀約做輪船之遊，就是Cruise。起先我

都回答，我已有眾多海上經驗而推辭。

但是很奇怪，每每在報上看到台灣

（ROC）海軍的新聞，就在不知不覺之間全

文盡讀。有一年看到向美國購買「陽字號」

Knox FF級巡防艦，使我想起，既然是用台灣

的錢買船隻，為何都用中國大陸的地名？那

時的海軍總司令莊銘耀將軍是台籍，我馬上

寫信到海軍總部，表明我是以前在「太康」

的醫官，我有一個好構想，從今以後海軍的

新船，該命名台灣地名，有別於PRC。Y以

「陽」字開始，我是宜蘭人，是否可以用

「蘭陽」來稱呼Knox FF中的一艘，不久莊總

司令來函表示“Good Idea!＂「蘭陽」935 FF

的來源就這樣出現在西太平洋的台灣。

如今，「蘭陽」935已服役將超過21年。

可見我已老矣！

如果太平島不變太平礁，或許我不會把

當年在海軍的事寫下來，不過因為在1960-61

的老事，可能會記錯，若有人能發現我的記

敘有不同的，歡迎來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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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曾在美國新州開業，現已退休）

http://navy.mnd.gov.tw/Upload/images/935.jpg http://navy.mnd.gov.tw/Upload/images/936.jpg

LST208戰車登陸艦（中榮艦同型艦）http://navy.mnd.gov.tw/Upload/images/208.jpg

臺大醫學院誠徵外科主任

說明：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遴選辦法」辦理之。

資格：

1. 國內外之外科教授，並有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具學術成就與聲望，
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服務年齡須足可任滿一任三年者，即主任人選須為44年2月1日後出生者。

推薦資料：

1. 履歷表一式12份（包括學、經歷，學術獎勵，榮譽，重要事蹟，著作目錄，及對外科經
營之理念和願景）及電子檔一份。

2. 國內外外科相關教授三人（含）以上推薦書及被推薦人本人同意書。

截止日期：106年1月17日下午5點以前將所有書面資料寄（送）達外科主任室。

信函請寄：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外科主任室轉「外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單位電話：(02)23562118　傳真：(02)23934358　e-mail: nrw816@ntuh.gov.tw

相關圖片請參考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網站之濟陽級巡防艦蘭陽軍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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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鹿港出身的景福人

文／王子哲

吾
鄉鹿港在清朝為台灣第二大都市（俗稱

一府（台南府）、二鹿、三艋舺（臺

北萬華區）），商業鼎盛，商船直通福建泉

州，設有八郊（郊即商業公會），對大陸及

東南亞進行貿易。鹿港地靈人傑，以廟宇

特多、進士舉人特多、詩人漢學家特多、書

法家特多，以及醫生特多出名。當時鹿港只

有一條大街，以不見天出名（上面加蓋所以

不見天日），日本人據台後，市區改正拓寬

為大路，即今之中山路。從彰化沿彰鹿路向

西至鹿港火車站（輕便車，今已作廢）即轉

北北西的方向進入中山路。中山路特長，約

二公里，開始的地區叫街尾（三民路），有

國家一級古蹟的鹿港龍山寺（清乾隆51年，

1786年建，寺中有九十九個門，比擬皇宮的

建築，只少一個門）及文武廟（供奉孔子與

關公）。中山路的中後段有三山國王廟，後

段有城隍廟，最後段叫北頭（民生路），此

區有天后宮，建於明永曆元年（1647年），

清康熙22年（1683年）於現今的廟址，進行

改建。天后宮宮內供奉福建湄州媽祖，湄州

媽開始有六尊，其中一尊在台灣鹿港，一尊

在東南亞新加坡，大陸現只有二尊，所以全

省最有名的北港媽祖宮每年要來鹿港割香朝

聖，以示尊敬。中山路沿街商店林立，也有

許多醫院（診所）。我幼時常隨外祖母蔡靜

枝（本名王九治，1911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為鹿港第一位女教

師）老師在此大街做學生家庭訪問，印象甚

深，所以想敘述一下當年許多名醫的情況。

從火車站開始，過三民路左側第一間診所為

侯明輝小兒科，明輝先（台灣人簡稱先生為

先）留日，曾任鹿港鎮長，長子平康曾任臺

大醫學院眼科教授兼主任。平康兄長子志恭

為美國神經科醫師，女婿吳泰清為台南奇美

醫學中心的影像醫學科醫師。平康兄的大舅

父為當時臺北最有名的郭小兒科（迪化街一

段）院長郭火炎醫師（北頭人）。火炎先的

長女璧如、長子伯偉、四子季彥（旅美）皆

出身臺大。璧如姊適鹿港施純森醫師（臺

大），兩人在臺北開設小兒科醫院（重慶北

路三段）。純森兄有三子養元、養志、養育

皆為醫師（旅美）。伯偉兄先任臺北馬偕醫

院小兒科主任，後來繼承郭小兒科醫院，現

已退休。季彥兄為旅美小兒科醫師，有子友

德在美國為小兒科醫師。火炎先的胞弟郭水

教授為臺大醫院早期的牙科主任。明輝先的

診所過去幾間為施興老醫師。再過去為林坤

元醫師的坤元醫院。坤元先多子女，次子俊

彥為牙科醫師（中山醫大，在鹿港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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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康彥（高醫）為旅美內科（腎臟科）醫

師、四子灌園（中山醫大）為外科醫師、五

子博彥（高醫）為長庚病理科醫師、次女弘

仁（高醫）為旅美眼科醫師。坤元醫院對面

（中山路的右側，門號雙數）為王春興老醫

師，再來有丁瑞魚醫師，瑞魚先以後搬到臺

北，五子立人北醫畢業旅美為婦產科醫師。

再來有敏生診所及施應欽內兒科（兩位為出

身臺大，台灣光復後才開業的醫師）。再過

去為謝巧烽內兒科，巧烽先的長子博生為臺

大醫學院內科（腎臟科）教授。博生兄歷任

臺大醫學院院長，台灣醫學會理事長等職，

現為臺大景福基金會董事長，夫人許美慧教

授（鹿港出生），曾任國泰醫院首任復健科

主任，長子光焬（臺大）為台南奇美醫學中

心精神科主任。隔幾間即為長源醫院，院長

為許讀醫師，許讀先為內兒科醫師。長源醫

院在民族路的角落。民族路右通興南戲院

（牛頭），左通鹿港大市場，市場邊有洪子

文醫師診所，沿路小吃攤販很多，小時候吃

點心的地方，令人懷念不已。民族路與民權

路中間這段，俗稱銀座，大路的右側有葉植

廷醫師開設存仁醫院。再來有林錫金醫師診

所，錫金先以後出任省立台中醫院院長，五

子弘光為牙醫師，六子中生為台中私立中山

醫學大學的內科（心臟科）教授兼大學校

長。民權路的角落（三角窗）為鹿港泉郊醫

院（前為泉郊會館），向右可至鹿港鎮公

所，向左行經鹿港郵局後，可至洛津國民小

學（前身為1922年創立的鹿港女子公學校，

外祖母為創校訓導之一，地名烏魚寮）。中

山路過民權路後，右側有三山國王廟，旁邊

即為百川醫院，院長陳百川醫師的書法全台

灣有名，以陳浚源為名所書寫的匾額遍佈全

島，有孫昭星為醫師。中山路後段，城隍

廟過去，有四方醫院。當時鹿港名紳施瑞呈

老先生，育有四子，江東、江西、江南、江

北。江北先學法律。江東先在嘉義開業。江

西先在鹿港開設四方醫院。江南先在臺北，

並赴日本取得醫學博士，回國後任臺大內科

教授，二二八事變（1947年）遇害。江西先

以後搬到臺北開業，育有三子二女，長子哲

生（臺大）為萬華仁濟院早期的精神科主任

醫師，次子民生在臺大醫院病理科，1954

年，醫界大先輩杜聰明院長創立私立高雄醫

學院時，延攬為創院病理科主任教授（有二

子習醫）。江西先的長女明珠女士（日本東

邦大學藥科，曾任臺大醫院藥劑科組長）適

日本東京帝大畢業的新竹人江萬煊教授（歷

任臺大醫學院泌尿科教授兼主任、私立臺北

醫學院院長），長子江漢聲（臺大，有女習

醫），歷任臺北醫學院泌尿科主任教授、輔

仁大學醫學院院長，現為輔大校長，父子皆

為大學校長，傳為佳話。江南先育有五女，

三女郁芬臺大藥學系畢業，長女玲玉、次女

淑娟（旅美教授，適同班臺大內科出身的鄭

仁澤教授（1961））、四女安雅（高我一

屆，旅美）、五女雅美（低我一屆，旅美）

皆臺大醫科畢業。

鹿港出身最早的景福人要算林水源

（1907）、施子格（鹿港開業一年）、陳煥

文、施厚、陳清岳、施興、許學（在二林庄

開業）、黃文、黃伯勳、許秦（在鹿港開業

二年）等人。煥文先往員林開業，三女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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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黃安璋醫師（臺大，1953），育有長子黃

俊仁為旅日醫師、次子黃俊升為臺大外科教

授及台灣乳房醫學會理事長，長女黃千玲為

北醫大附醫糖尿病科主任（適國泰醫院心臟

外科陳瑞雄主任，臺大1975）。

由 鹿 港 搬 到 和 美 開 業 的 許 斤 醫 師

（1916），長子書刀日本學成後回國任職衛

生署防疫處處長，次子書劍日本學成後回

國，曾任臺大醫學院外科主任教授。書劍先

長子自齊（北醫）為台北馬偕醫院一般外科

主任，次子自立（北醫）為旅美麻醉科醫

師，他們各有一子習醫。另外，到和美開

業的尚有許五頂醫師（子音樂家許常惠教

授），以及在員林北斗開業的有黃伯勳醫

師。另外，侯炎醫師，搬到嘉義開業耳鼻喉

科，長女婿為學長陳宏銘（臺大1964，婦產

科）、次女婿為學弟黃家興（鹿港人，在美

國為外科醫師）。侯炎先胞兄為侯南山校

長，南山先二子宗泰、四子宗耀，都是我的

學長（各有子女習醫，在美）。在台北開業

的，早期有黃種茂醫師（振裕布行，在臺北

天水路開設泌尿科醫院），子書紳（高醫）

為眼科醫師。黃種茂大姊適雲林麥寮許良琴

醫師，有數子習醫，其中許澤維（臺大，與

妻、子、媳、全家十人皆為醫師，旅日）。

出身鹿港的前衛生署施純仁署長，為臺

大醫學院醫科第一屆（改制為七年）的畢業

生。歷任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神經外科

主任教授，子孫（旅美）三代皆為神經外科

醫師。

施署長之後，有施振坤醫師（為鹿港名

人施文坡先生的長子）臺大眼科講師，研究

砂眼（Trchoma）得醫學博士，後在臺北大橋

頭（民權西路）開設眼科醫院，甚為出名。

三子永勳為北醫大牙科主任教授，四子永

豐（中醫大）為臺大眼科教授。振坤先大姊

長子王永輝（高醫）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

主任醫師，次子王永祥（臺大學弟）為北醫

大附醫家醫科主任醫師。振坤先之後有曾文

賓教授，歷任臺大內科教授，及花蓮慈濟醫

院院長，子漢民（臺大）為臺大神經外科教

授。

在台北的學弟尚有施俊雄（秀水）歷

任長庚大學骨科主任教授及臺北中山醫院院

長。施茂雄為長庚大學的神經科主任教授。

楊庸一（溪湖），歷任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

科主治醫師及長庚大學精神科主任教授，有

子為旅日醫師。

除了張敏生、施應欽兩位前輩醫師，臺

大畢業後回鄉服務外，施純仁、施振坤、曾

文賓、黃種茂、施純森、施献庚（旅美）、

侯宗泰（旅美）侯宗耀（旅美）兄弟、侯平

康、謝博生、黃家興（旅美）、施俊雄、施

茂雄、楊庸一與我，都在外地發展。

母親為鹿港人的醫師，有學長黃達夫教

授（台北和信醫院院長，外祖父為名人辜顯

榮先生，子思寧為美國外科醫師）、學弟黃

應西為美國心臟外科醫師（有子習醫）、學

弟蘇文軫教授（長庚大學小兒心臟科主任，

父親蘇錫醫師，臺大1940，在彰化開業）及

學弟蔡克嵩教授（臺大內科，外祖父為陳培

煦鎮長，父親為臺大內科出身的蔡錫均醫師

1939）與其大姊蔡惠美（臺大牙科）。父祖

出外發展的子弟有學長許清曉教授（美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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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父親為前台陽煤礦總經理許媽瞈先

生）同學蔡武甫兄（成大眼科主任教授，父

親為前台北縣議會副議長蔡金鐘先生）及

外科郭文宏教授（父親師大數學系郭汾派教

授）。年輕的牙醫師尚有漢學家許漢卿兄的

次子智雄君（臺大牙科），在花蓮開業。順

道一提，我自臺大醫院赴美進修，回國後，

歷任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副院長暨內科主任

／教授，國泰醫院首任內科主任，小犬祥祐

美國馬利蘭大學畢業，現在紐約某大學醫院

任腫瘤外科主治醫師。上述景福人父子習醫

者，不可勝其數，而三代為醫者也不在少數

（謝博生教授父子三代皆為景福人）。他們

在百年來的台灣社會，都能以其專業各擅其

場，服務病患，貢獻社會，堪稱鹿港之光。

足證

鹿港子弟多才俊，不作良相為良醫。

※ 部份資料由侯平康教授及謝博生教授提

供，謹此致謝！如有賜教或指正，敬請

E-mail: hearttaiwan＠gmail.com。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暨內科主任／教授，現已退休）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6

參訪Karolinska Institutet University Hospital
與參加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

國際研討會的心得

前言

最近我正在搜集撰寫退休後的第三本專

書及第四本專書所需要的原始資料及文件。

事實上，第一冊專書［臺大婦產科跨世紀重

大事蹟實錄1999-2005］已於2013年4月出版

（藝軒圖書公司）；第二冊專書［臺大醫院

子宮頸疫苗臨床試驗（HPV-008 PATRICIA 

Trial）典藏專書］也在2015年12月如期順利

出版（藝軒圖書公司）。接下來我想在二至

三年內完成第3冊 ［書名暫定：周松男教授

回憶錄―我的求學過程及學術生涯］及第4冊

［書名暫定：台灣國立大學民選校長的利弊

分析］的兩本專書。

很驚訝地，在數星期前的週末長假，

我在好友無償借我私人專用的別墅級寫作工

作室內，堆積如山的資料紙箱及文件夾中，

翻到一篇幾年前（2009）就想寄出刊登的參

訪 Karolinska Institutet (KI) University Hospital

的學術性文章原始草稿。最近數月，剛好臺

大景福醫訊雜誌社編輯同仁向我提到，除了

刊登遊記之外，希望多給屬於個人或參訪的

學術性文章。這是我整理這篇文章的心路過

程。此外，也有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的KI是

許多位諾貝爾醫學／生理獎得主的誕生地，

直到目前為止，KI至少產生了五位諾貝爾醫

學獎／生理獎得主。期望執台灣醫學界龍頭

的臺大醫學院或臺大醫學中心在可預見的未

來，能產生一位本土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至盼！

I. 參訪 Karolinska Institutet 
University Hospital

Karolinska Institutet的介紹

―A Leadi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Home of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Karolinska Institutet是舉世公認的世界級

醫學大學。在此特別對此研究型大學做一個

簡單介紹。

1. 人才培育

成立將近二世紀的Karolinska Inst i tutet

（以下簡稱KI）已經為瑞典及全世界訓練

[KI: The Home of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or Physiology]

文／周松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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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千上萬的physicians, dentists, nurses, 

midwives, speech therapists, opticians, 

physiotherapists, audiologists等醫護人才

去服務及照顧人類，為了讓全世界各地

的病人能夠獲得最佳可能的益處，KI的

一項主要目標是縮短醫學發現（medical 

discoveries）到臨床應用（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之間的時間差距。

2. 諾貝爾獎（Nobel Prize）

自1895年開始，Alfred Nobel就委託KI

一項重大職責：每年頒獎生理學或醫學

（Physiology or Medicine）的諾貝爾獎。

至今已有8位瑞典人中的5位醫學或生理

學得獎者是來自KI，他們是Hugo Theorell 

(1955)、Ragnar Granit (1967)、Ulf von 

Euler (1970)、Sune K. Bergstrom and Bengt 

I.Samuelsson (1982)。

3. 重大發現

KI過去的重大醫學發現（Important Medical 

Discoveries）如下：

The discovery of ESR, the first gamma knife, 

the role of plasma cells, the purification of 

insulin and heparin, and much more.

4. A Leading European Medical University

KI能成為歐洲領先的第一流醫學大學主

要是由於它一直從事最高品質的醫學研究

計劃，KI幾乎執行瑞典全國約40%的基礎

醫學研究計劃。研究工作佔據KI所有活

動業務的80%，在寬廣的醫學領域內，KI

就擁有600個研究群（research groups），

1,000個實驗室（laboratories），2,000位

研究員（researchers）及無數的技術人員

（technicians）參與所有的研究工作，它

每年培養400多位博士學生，並有約2,300

位博士後學生（postgraduate students）從

事基礎與臨床研究。利用KI特殊的創新系

統（unique innovation system），KI自己成

立約40家的生命科學公司（Life Sciences 

Companies）。

5. Priority Fields of Research

KI優先的研究領域如下，它們或許可以給

國內相關決策機構做參考。

• Cell therapy

• Neuroscience

•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mmunotherapy

• Cancer

• Inflammatory diseases and allergies

• Metabolic diseases

• Global health

• Aging

• Public health

6. Nation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2008年9月29日在Jacob Nobel演講廳旁邊的

實驗室（BERZELIUS-LABORATORIET）
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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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成立了如下數個國家級卓越研究中心：

• Aging Research Centre

• Swedish Brain Power

• Centre for Allergic Research

•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 Centre for Health Equity Studies

• Centre for Infections Medicine

• Stockholm Brain Institute

• Strategic Research Centre for Studies of 

Integrative Recognition in the Immune 

System

• Structural Genomics Centre

結語：本人以下列句子做為介紹KI的共

勉話。

PASSION AND EXCELLENCE are far 

from empty words. They have been Karolinska 

Institutet’s guiding principles ever since the 

day in 1810 that King Karl XⅢ authoriz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LLEGE FOR THE 

CORPS OF FIELD SURGEONS”.

II. 參加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國際研討會

在訪問KI的同時期，我順道報名參加

2008年歐洲再生醫學與幹細胞國際研討會

（2008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

此研討會於2008年9月29日～10月1日在瑞

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為期三天，會場選在

Karolinska Institute Stockholm Sweden。第

一天（9月29日）會場在Jacob Nobel Lecture 

Hall, Solna Campus，第二及第三天（9月30

日及10月1日）會場移到Horsalen Novum 4th 

floor, Karolinska Institutet University Hospital, in 

Science Park, AB, Huddinge Campus, Stockholm, 

SE。

研討會主要內容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

論文發表，核心目標是“what is new in Europe 

in the field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第二

大類是工作坊（Workshop），核心目標是

“Toward MSC/MAPCs harmonization＂。

演講重要內容

1. Wilmut教授演講的題目是“Nuclear transfer 

and cell reprogramming＂。

Wilmut教授認為幹細胞研究的主要目標

有三項：

A. 藥物篩檢

避免藥物副作用，減少藥物晚期回收造

成的金錢損失。

B. 特別疾病的新治療

例如A L S（A m y o t r o p h i c  L a t e r a l 

2 0 0 8年 9月 3 0日在會場（H o r s a l e m 
Novum）報到處。右起：許瑞昇、周松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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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eros is），它是一種motor  neuron 

disease，已經有使用幹細胞治療成功的

臨床案例。

C. 藥物開發

其他幹細胞研究可能產生的其他益處有

a. 提供安全藥物

b. 避免藥物早期被退拒

c. 減低藥物開發成本

Wi l m u t教授十幾年前主持過桃莉羊

（Dolly sheep）研究團隊，他的職位是

Director of MRC Centr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這個研究中心實際包括三部

份：

a. Scot t i sh  Cent re  for  Regenera t ive 

Medicine

b. Royal Infirmary

c. The Queen’s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 芬蘭Dr. Kristiina Rajala演講題目是“芬蘭臨

床等級人類胚胎幹細胞之介紹＂（Towards 

clinical grade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in 

Finland）。

芬蘭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Regea）成立於2004年，它成立的主要目標

是建構臨床等級人類胚胎幹細胞銀行，生產

幹細胞產品以供臨床使用。Regea發展出來的

hESCs分化細胞包括neural cells用於治療脊髓

損傷，cardiomyocytes治療心臟病，retinal cells

用於retina的缺損，mesenchymal SCs用於生產

硬骨（bone）、軟骨及軟組織。該研究中心

於2006年開始兩例的frontal sinusitis的臨床新

治療，新方法是從病人自己身體的脂肪組織

抽取幹細胞混合特殊的biomaterial，然後將此

混合物植進病人的前額（forehead）骨骼破壞

處，這兩位病人2008年近期的X-光檢查發現

frontal sinus骨骼破損已恢復正常，並在frontal 

sinus成功地開始ossification，兩位病人身體狀

況良好，frontal sinusitis的症狀也完全消失。

Regea研究所自2004年成立至今已經成功建置

8個hES cell lines，豐碩的成果引起國際重視。

3.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在Stockholm

的Huddinge Campus內設立一座Clinical 

Research Center，我訪問時候的中心主任是

Dr. Pontus Blomberg，整個中心固定人員編

制只有8位，運作經費也不多，但成效及業

務表現卻相當亮麗。Blomberg主任除了口

頭演講“GMP facility in Huddinge Campus＂

外，更帶領與會者實際參觀中心的硬體設

施。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的GMP設備

於1996年開始運作，GMP設備的主要目標是

Karolinska大學醫院研究者及臨床醫師所需的

臨床等級基因治療vectors及細胞治療所需的

細胞。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大學的GMP設備通

過Swedish Medical Product Agency核准，可以

製造臨床試驗所需的基因及細胞產品。GMP

設備主要包括9間class D-class A的清潔房間，

一套精密的檢測系統隨時監控溫度，CO2水

平，各房間的分壓等資料，其他重要的實驗

室設備包括細菌培養的發酵槽，色層純化，

細胞培養，細胞分離及流式細胞分析等貴重

儀器。

到目前為止，Karolinska大學醫院的GMP

廠已製造出30種以上的GMP載體 （vectors）

供瑞典及其他歐盟（EU）國家臨床試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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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8年4月已經使用此GMP廠的細胞在

第一例的Alzheimer’s disease進行臨床試驗；

現在仍有約10件不同的GMP計劃在此地進

行。無疑地，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

的GMP設施是世界級轉譯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重鎮，它提供世界研究者完成

Phase I/ Phase II 基因及細胞治療臨床試驗的大

好機會與場所。

建議 ：

1. RESCUES Conference每年在歐洲舉行一

次。值得鼓勵儘量去參加並吸取各國專家

學者之最重大研究成果與發現。

2. 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均有各自大小不一

的幹細胞實驗室（或研究中心），值得繼

續鼓勵。

3. 台灣應該早日成立類似Karolinska Institutet

的國家級Stem Cells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參考資料

1. Proceedings of 2008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

2. Maps of Karolinska Campus

3. Karolinska Institutet  (1810~2010)

4. 周松男等人：成立國家級「台灣幹細胞銀

行」之建議。（中華民國96年10月1日於總

統府）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職為國家

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臺灣大學名譽

教授）

2008年10月1日參訪Stem Cell Workstation
的廠商展示

2008年10月1日參觀KI Hospital的Vecura GMP實
驗室。右起：許瑞昇、周松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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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感恩節，應女兒要求，帶他們全家大

小五口包括，女兒、女婿及三歲、五

歲、與七歲大的孫子、孫女返台一遊。我們

從來沒有做導遊的經驗，接到這任務後，因

為責任重大，有一段長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往返交通的問題。

他們一家人都出生在美國，非常注重交通安

全，堅持有car seat（兒童安全座椅）的車子

才能用。我們安排好的旅行車，據司機小古

說，他開車接客多年，從來沒聽說過car seat

這一回事，車內有小孩時，大人抱著就可以

了。經過幾次爭取，小古才勉強答應去買car 

seat。

至於住宿問題，由於他們主要目的是

去遊覽台北及拜訪親友，因此需要住在捷運

站附近的旅館才方便。我相信台北的計程車

是不可能備有car seat。短程巿內的交通最好

是搭乘捷運，也就是地鐵。經過多次打聽，

為了爭取這些美國人對台灣的好感，我預訂

了在巿政府附近的W-hotel，雖然那間旅館

不便宜，但我們這一代對上對下孝順慣了，

就只好忍耐了。幸好在出發前一天，我碰巧

在診所碰到一位相識多年的病人，他聽說我

們要帶一群人回臺灣去，熱心地邀請我們全

家去他位在小碧潭美河巿的別墅小住。那裡

雖然不在巿中心，但也直通捷運站，不但可

以省下不少錢，也讓小孫子們，有更多活動

空間。我們兩老早兩天前先從洛杉磯回到台

北做準備，以便迎接美國女兒女婿與美國孫

們的到來。他們是二天後才從舊金山趕來。

聽女兒說，他們直到出發前一晚上才發現有

兩張護照過期，頓時兵荒馬亂，我們收到訊

息後，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緊急通知旅行

社，旅行社回應，女兒一家人假如趕不上那

趟班機，不但要罰款，而且要三天後才可能

有票。幸好他們一大清早就全家衝到舊金山

護照辦事處去申請緊急處理，及時的趕上當

天下午返台的飛機，在午夜時安抵桃園國際

機場。這一切靠上天保佑，謝天謝地！

第二天

一早起來就帶他們到美河巿街上吃豆

漿油條，美河巿的住宅大廈，建築得美侖

美奐，但是街道上的飲食店還沒有現代化。

豆漿店裏，一位師傅一手捏飯團、炸油條，

同時另一手烤燒餅、煎蛋及蒸水餃。廚房狹

小空間中，食物東一堆、西一團的四處散，

看起來似乎手忙腳亂，但是作品一盤盤端出

來，絲毫無誤。七歲的美國孫，從來沒看過

這陣仗，居然不知入境隨俗，童言無忌的說

“Chinese food dirty＂。

我們這一行三代人接著去拜訪九十四

歲的老母，也就是女兒的祖母，孫子們的曾

文／古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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袓母。老母曾經在女兒出生時來美國照顧過

她幾個月，因此對她特別有感情。母親從來

沒見過這三位曾孫，花了三個多月的養老金

叫我妺妺去銀行換成三張百元美金大鈔，準

備給三位曾孫當見面禮。我前一天才得知，

勸老母親說，這年齡的美國孫，不知天高地

厚，各給一張紅色百元台幣就夠了。老母親

愛面子，硬是不肯。我心生一計，建議女兒

用美金去銀行換台幣，包個大紅包當禮物。

如此禮尚往來，以免母親心痛。我們接著坐

捷運去參觀台北一○一。當時天色已暗，燈

光閃耀，美麗壯觀。再加之適逢周五晚上，

人潮洶湧，熱鬧滾滾。三個美國孫，因為來

自北加州郊區，不曾見此場面，都非常興

奮，東跑西竄，我們四個大人，只好緊密盯

人，深怕他們走失。沒多久，我們兩老已經

精疲力盡，走入一○一美食街，簡單的吃晚

餐，用餐還沒完畢，三位美國孫似乎已進入

睡眠狀態。恐怕是時差的關係，因此我們趕

快打道回府。

第三天

中午在登美姊家中聚餐，雖然語言不太

通，三代人有緣相聚，誠屬難得，大家嘻嘻

哈哈的享受美好的午餐。三歲的Sienna每天需

要午睡，我們打算等她午睡後去附近的大安

森林公園散心。這個美國孫，最近幾天活動

多，又加上興奮，因此午覺睡得特別熟，沒

人敢去叫醒她。據女兒說，她若是沒睡夠，

整天都會不乖。因為這季節天色晚得快，我

們這一行七人只好分成兩組：老妻留下來，

等這寶貝孫睡醒，再搭乘計程車和我們會

合。我們其他五人則先搭乘捷運前往。公園

坐落在新生南路和信義路口，兩站就到。森

林公園站號稱是台北巿最美麗的捷運站。站

內果然設計新穎，別出心裁，頗具室內小公

園的氣氛。五號出口一出來，就有小型兒童

遊樂設施，五歲及七歲的小外孫，不急著走

向園內欣賞風景，馬上就在遊樂場玩了起

來。這時候眼見天色已暗，我們趕緊開始向

園內走，不料此時老妻帶小孫女趕到，又開

始下小雨，我們只好退回到捷運站內。不多

時，住在附近的榮源弟趕來會合，大家在小

雨中散步到東門永康街的美食店，享受台灣

料理。才吃到一半，發現美國孫又開始陷入

半睡眠狀態。永康街沿路都是大小餐廳，識

途老馬的弟弟、弟媳婦帶我們去吃當地最有

名的芒果冰，真是大碗又好吃，我們有一半

的人需要站在街道上吃。三個人吃一份也幾

乎吃不完。美國孫此時不但精神撐不住，肚

子也撐不下了。只好趕快帶他們回去，以免

半途睡著。我們兩老，都是老人家，已經背

不動小孫兒了。

第四天

我們搭乘備有car seat的小休旅車，前

往節美妹及妹夫在新竹縣關西鎮的別墅，妺四代同堂



校友小品

2016年11月‧第33卷第11期 33

夫范光群先父范朝燈先生勤勞又精明，是當

地的富農也是成功的商人。所育十子二女，

個個都很有成就。妹夫是第九子，妺夫利用

祖傳的土地，在退休前，在當地建了一棟別

墅。我每次回台省親，總會去住一晚。我們

這一群大大小小，雖然人數眾多，也照樣被

豪爽的妺妺、妹夫熱烈招待。中午吃過豐盛

的客家料理後，就去參觀義民廟，此廟香火

鼎盛，莊嚴又肅穆。聽說當年林爽文抗清

失敗後，帶著烈士遺體北上，經過此地，車

馬拒行，因此烈士們的遺體就葬在此地，因

此稱義民廟。廟的後院，有小橋，有魚池，

有曲徑通幽的走道，清風徐來，舒適無比，

隱隱約約的感覺到是好風水的所在。三個美

國孫，對此好風光，似乎無動於衷，爭相拿

魚飼料餵魚，看到魚兒們跳上跳下，爭相搶

食，興奮不已。我們接著去拜訪光群的五

哥，他在當地建了一座莊園，園內養了不少

動物，有小馬、兔子、火雞、各種鸚鵡、

鳥、孔雀、雞、鴨、鵝、魚和狗與貓，像極

了野生動物園，我很驚奇得知，這些動物大

多自己在莊園內覓食。很少需要人去餵食，

莊園主人在一棵大榕樹上建了一間小木屋，

可供乘涼或居住用，鳥兒們會盤旋圍繞人身

邊乞食。美國孫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房子及

庭院，又怕又愛。我們接著去參觀范家祖

屋。范家自許為范仲淹的後代，是關西望

族，祖屋內有小橋，池塘，庭院深深，是那

個年代的鄉間豪宅。晚餐後，夜深人靜，光

群跟我挑燈下圍棋，光群和他弟弟光兆都是

圍棋高手。我們棋力都在伯仲之間，我記得

上次返台時，大意失荊州，輸了一盤。因此

我今晚步步為營，終於扳回一城，好過癮。

笫五天

去國多年，台灣隨著經濟起飛，農耕

不再是賺錢的職業。吃喝玩樂的場所愈來

愈普遍，觀光變成是賺錢的好途徑。我們在

返回台北的路上，有兩大景點值得一遊，我

們本來不曉得要去六福村還是小人國，最後

選擇小人國是因為，聽說六福村比較適合大

小孩。三、五歲的小孩恐怕不敢坐諸如雲霄

飛車之類的遊戲。小人國遊樂場內前半部是

有迷你型的各式世界有名的建築，海港，火

車，飛機種種，後半部是兒童遊樂園。美國

孫對各種迷你模型，沒太大興趣。對後半部

的可供玩樂的則興趣盎然。在小人國玩了

三、四小時，我這老阿公已經筋疲力盡，頭

昏眼花。還好年輕的及更年輕的一代肚子餓

了也玩夠了，於是乘包車回台北吃午餐。女

兒聽說台北的鼎泰豐包子比美國的好吃，當

我們乘車經過鼎泰豐店面前，雖然是下午兩

點，早已過了午餐時間，但仍有一大群人

在鵠立，看起來可能要等很長一段時間。司

機小古，說他知道有一間牛肉麵店，既不貴

又好吃，當我們到達時，我抬頭一看，是老動物園貓熊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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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牛肉麵，再左右一瞄，它坐落在杭州南路

近仁愛路，對面街口就是仁愛路二段20號，

那曾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小學、中學、大學

都住在那裏，直到大學畢業，先父因經商失

敗，我們也因此失掉那房子，那是幾十年前

的事了。我跟美國孫說，這是以前阿公的

家。以前是二層樓水泥屋。現在是十幾層樓

的商業大廈。樓下是匯豐銀行。我每次來到

這裏，都會感慨萬千，往事只能回味，再也

回不去了。

第六天

女兒每年都會拍攝全家福照片，她聽

說台灣的婚紗攝影便宜又好，因此事先安

排在今天去婚紗街，也就是在中正紀念堂左

邊的愛國東路上的一家店裡拍照。老妻興沖

沖也想照，但我堅持婉拒，我認為我們這把

年齡，有再高明的攝影師也拾不回過去的青

春。何況聽說這種照相，需要化妝、試裝，

擺不同角度及姿勢，一整天下來，老年人可

能受不了。這一天我因為腰酸背痛在姊姊家

休息，倒是老妻整天陪著他們，難能可貴。

第七天

前一天女兒一家人的沙龍照相，聽老妻

說，前前後後，室內室外，總共照了有四、

五佰餘張，因此要選出二十張也費盡心機。

這一天女兒、女婿一直在店裡挑選相片，一

直到下午二點多才大功告成。這兩天，我跟

老妻，兵分兩路活動，我再度去看望老母，

陪陪她老人家，盡些孝道。老妻這兩天，整

天陪著女兒全家拍照，否則沒人幫忙照顧這

三位美國孫，大人是無法安心照相的。老妻

如此犧性小我，也算是孝順子孫。他們選完

相片，就搭捷運前往巿政府站。台北巿的大

百貨公司，例如微風廣場，阪急百貨都在那

附近，再跨一條街就是更大的新光三越，日

日夜夜都是熱鬧滾滾，一到夜晚，更是霓虹

爭豔，光芒四射，似乎是人間天堂。女兒有

老母的遺傳，喜歡shopping（逛街，瞎拼），

美國孫似乎也是如此，他們興致一來，常會

奮戰到精疲力盡才肯回家。

第八天

老妻的小弟啟章，今天適逢休假日，特

地趕來與我們及他兒子、媳婦在新店碧潭會

面。碧潭是我在求學期間，最常去遠足、郊

遊的地方，我也曾多次偕好友在那裏划船、

釣魚、游泳。碧潭本身就是新店溪的下流，

溪水流到此處，腹地變寬，看起來像潭，再

加上水質清徹碧綠，因此稱為碧潭。在我年

輕時代的碧潭，靠市區的岸邊，有很多光滑

的鵝卵石，在下大雨之後，很明顯的會看到

水流加速，鵝卵石會被上游的水覆蓋。在這

種時候，划船、游泳都需要特別小心。風和

日麗時，凹凸不平的鵝卵石又再度顯現。很

有幾分原野風光的味道。那時候，岸邊有不

少待租的小船，每當遊客走近時，總有不少

百貨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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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販在招呼客人。目前碧潭的吊橋似乎重新

油漆過，看起來比較新，潭邊建成一片平坦

的水泥地。走在上面，四平八穩。潭水照樣

清澈碧綠，但整體感覺起來，似乎化過妝。

我這個老古板，還是懷念過去的碧潭。三位

美國孫，似乎對碧潭的景觀興趣缺缺。也許

只有我，想再去走過那吊橋，回憶喚挽不回

來的舊日往事。午餐過後，我們這一群人，

又返回巿區，走入人群，在熱鬧的氣氛中，

享受現代文明的產物。

第九天

三位美國孫來台之前，就念念不忘台北

有貓熊可看。今天一早就趕去木柵動物園。

整個動物園面積不大，但是動物種類多，除

了貓熊外，有老虎、獅子、猩猩、犀牛、河

馬、等等，應用盡有，符合麻雀雖小，但五

臟俱全的理念，因此不需要走太多路就可以

看完。女兒在參觀路上說，園內動物的居住

空間太小，活動空間不夠，我趕忙解釋說，

台北地皮太貴，能夠每種動物都有一間房就

不錯了。參觀完動物園，我因為有高中同學

會先離開。其他人去坐貓空纜車，然後再繼

續回巿區遊蕩。遊台一行將近尾聲，我們最

感到滿意的是方便的捷運及親切的人情味。

每當我們大大小小一群人進入捷運車廂，總

有人起身讓座。親人們熱情的招待，更使我

們這趟旅遊賓至如歸，倍覺得溫暖。

第十天

姊姊，姊夫每星期六中午都要他們的

子女來家中聚餐。上星期六我們這一群人

聚會時，有兩位甥女沒到，因此這星期六再

度被邀請來共聚。平常不肯輕易出門的老媽

因為這些美國孫明天就要回去了，也破例來

參加。雖然語言障礙，常常有如雞同鴨講，

但也親情洋溢。大家依依不捨，珍重再見。

散會後，我們這一群人前往西門町，雖然是

台北巿的老街區，但也是人山人海，熱鬧非

凡。我一向不喜歡逛街購物，只參與兩次逛

街。我發現，在台北巿繁華的商業地區，高

樓林立。不但有各種商品，從很便宜到很貴

的都有，各種平價到豪華餐廳也到處都可

見，還有各種親子活動，諸如如何捏黏土，

如何繪畫等等。那種環境及設備可以讓人留

連忘返。商人的頭腦靈活，各式各樣，只要

有商機，他們都會提供來讓大眾享用。當然

這些都需付費的。我們在幾次巿區活動中，

也乘機吃過兩次鼎泰豐。我們發現只要提早

一、兩個鐘頭去吃，大多不用排隊。

第十一天

因為回美的航班是在下午，因此早餐

後，我們一行人再度乘坐捷運，前往巿區，

繼續努力，盡量享受到最後一分鐘。十幾

天來，從這些美國小孩及孫子們的表情，可

以看出，他們對返台此行，非常滿意。他們

順利的上飛機後，我們兩老，算是圓滿完成

任務，深深的喘了一口氣。我們也將在兩天

後，去拿他們拍好的相本，然後才回美國的

家，過清靜的正常生活。

（作者係母校1968年畢業，現於洛杉磯開業

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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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曜旭

感
謝校友們提供文章，也謝謝亮月的幫忙本刊才能順利付梓。

本期景福醫訊內容精采，醫學新知方面，川崎病是兒童常見的血管炎，特別會侵犯到冠狀動

脈，造成嚴重後果。臺大小兒部林銘泰臨床副教授在此疾病的研究與臨床照護上表現亮眼。此次特

地邀請他撰文帶著大家認識川崎病在國內的現況以及最新發展。進入大數據時代，如何整合、分

析、及應用病人資料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俞欣慧醫師及院內相關成員於

2015年10月前往美國進行參訪考察，收穫豐富，對於臺大醫院在此領域的發展助益良多。為弱勢的

孩子發聲，一直是兒科醫師的職責，臺大兒童醫院於今年正式成立「臺大兒少保護醫療中心」，透

過曾偉杰醫師的介紹，我們將更清楚此中心成立的緣由及任務。經由一滴血的檢驗即可獲知身體健

康狀況是一種理想，江顯楨前輩告訴大家Theranos公司的興衰故事，讓我們知道理想的實現不是一

蹴而就而是需要更多努力的累積，千萬別吃緊弄破碗。接著，跟著李汝城醫師的回憶，一起分享他

因南海爭議回憶起海軍軍旅生涯的點點滴滴。鹿港是一人文薈萃的古老小鎮，自古人才輩出。王

子哲教授特地幫大家整理來自鹿港的景福校友，其中也包括了編者的舅舅與舅媽，施純森醫師與

郭璧如醫師。周松男教授帶著大家前往參訪Karolinska Institutet University Hospital，並分享他參加

RESCUES Conference Stockholm國際研討會的心得。最後，古榮一前輩與家人的台北之行更加肯定

了台灣的美除了風景、美食之外，還有濃濃的人情味。

最近氣候有點異常，本該是秋高氣爽的好時

節，卻颱風連連，天佑台灣，也祝福景福校友們平

安，一切順心。

（編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2005年畢業，

現任母校小兒科臨床教授及附設醫院小兒部副主

任）

與家人共遊密西根



臺大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獎活動臺大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

時間：2016年10月28日　地點：新竹國賓大飯店、城隍廟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6年10月21日　地點：公衛大樓一樓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大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

時間：2016年10月28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105年度員工登山健行活動

時間：2016年10月30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