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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第一次醫學OSCE活動2017年臺大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

時間：2017年4月21~22日　　地點：福容大飯店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7年4月8日　　地點：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Google台灣區董事總經
理簡立峰

▲研討會會場 

▲聯誼感情的晚會 ▲修練身心的淨灘活動

成長營大合照

▲考官閱讀試題影片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訪視委員審視本院考場技能

站備物情形 

▲張上淳院長、楊志偉醫師與標準化病人合影

▲工作人員合影

考選部部長、立法委員（陳曼麗、尤美女） 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訪視委員等代表蒞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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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ABCC debate session參加心得

隨
著藥物治療的進展，目前 i n i t i a l l y 

clinically node positive breast cancer

接受完前導性化學治療（ n e o a d j u v a n t 

c h e m o t h e r a p y）已有3 7 - 3 9 %的 a x i l l a r y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rate，後

續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

固然是一個標準且大部分醫師皆能接受的作

法，但也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過度治療及帶來

一些非必要的合併症（如淋巴水腫、感覺異

常、血清腫、上肢活動度下降…等）。NCCN 

guideline 2017 v.2的建議是「如果前導性化學

治療完變成clinically node negative，SLNB “or” 

ALND can be performed」（亦即沒有定論）。

本次ABCC debate session就是希望藉由不同

國家年輕醫師的合作及資料蒐集，來探討前

哨淋巴結切片（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簡稱SLNB）使用在這個族群的可行性，其中

正方的立場是「建議先SLNB，若前哨淋巴結

陰性就省略ALND，若前哨淋巴結陽性才做

ALND」，反方的立場則是「不建議SLNB，

應該直接ALND」。

這個題目目前主要會參考的大trial有三：

ACOSOG Z1071、SENTINA以及SN FNAC。

反方多著墨於此時前哨淋巴結切片的低偵

測率（low detection rate）（上述三個研究

依序是92.9%、80.1%、87.6%）及偽陰性

rate（FNR）（上述三個研究依序是12.6%、

14.2%、8.4%）（大家須知道目前對於SLNB

這個操作的要求是希望偵測率超過90%，而

偽陰性率低於10%）。而正方的論述則在於

axillary pCR rate其實蠻不錯（尤其在三陰性

乳癌及HER2-positive subtype更可能高達50%

以上），加上有一些分散的研究顯示一些方

法（如：同時使用兩種tracer如同位素加上

blue dye、SLN number ≥3、IHC stain、targeted 

axillary dissection……）可以幫助降低FNR至

<10%。

其實偽陰性率不等同於overall survival，

我想這個議題還會持續爭議直到一些overall 

survival的報告出來為止，目前已知有Alliance 

Debate Topic: The Role of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Node Positive Breast Cancer

文／蔡立威



醫學新知

2017年5月‧第34卷第5期 3

0 11 2 0 2研究正在進行中，未來可望提供

recurrence–free interval及overall survival的資

訊。

很榮幸這次能夠有機會赴日本參加2 nd 

ABCC debate session。我們被分到的題目大約

是在七月中就知道，但因為大會的辯論規則

一直沒有宣布，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是pros team

還是cons team，所以只能懷著忐忑的心情先

念一些相關的review article，心裡也不斷在猜

測到底這個辯論會用什麼形式來呈現。直到8

月31日，終於有大會的正式通知來了，原來

我已經被分配到pros team（並不是辯論當天才

抽籤決定），每邊有五個人，我的隊友還有

兩位來自日本的醫師以及兩位來自中國的醫

師。立論方向明確之後，念paper時就會開始

思考哪些題材可以當成我方的立論？那些問

題是對方可能會問的？如果被問某某問題時

我該怎麼回答？我覺得這邊產生的思考其實

很有趣，因為平常念書比較少有這樣互相攻

訐的過程，而互相攻訐產生的好處就是會讓

我們更清楚每一個立論的優劣點。

或許前兩個禮拜我的team member們都在

念書吧，9月13日我們才開始在e-mail拋出想

討論的議題並且交換念到的文獻。9月16日做

出了第一版的投影片，之後的過程就是跟來

自亞洲其他國家的隊友們用勉強的英文信件

往來，有時候得要為了婉轉地解釋「為什麼

我覺得這張投影片不重要或是模糊了焦點」

想上半天。每天有空的時間就是看看有沒有

新的文獻又發表？或是看看我們的投影片有

沒有什麼論點還可以放進去？最後統計下

來，我有細讀的paper應該有約30篇。

10月7日，終於到了會前會的時刻，隊友

們都很好相處，一下子就把投影片順序調整

好，也決定好每個人扮演的角色，我自願擔

任本team的speaker。10月8日隊友們依舊熱烈

地在網路上交換意見，10月9日我們順利地完

成了8分鐘的申論及5分鐘的debate。離開會場

的時候我竟然有點感動及捨不得……以下是

幾點心得分享：

1. 學問要多和別人討論，才會更廣更精。

2. 如果本來對英文presentation感到恐懼，不

妨先多聽聽看別人怎麼講，尤其是像這種

亞洲的會，我不是鼓勵大家使用不是最正

統的英文，只是建議大家「慢慢講、講清

楚、誠懇地闡述」，一樣可以有好的結

果。

3.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4. 有機會的話，可以在國際學術活動的場

合，交幾個朋友。

跟一開始接到任務的心情相比，真的很

難想像我最後會想自願presentation，甚至在台

上還搶麥克風跟對方辯，對我來說真的是很

難得的經驗，收穫相當豐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8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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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ruda─癌症免疫療法大突破

20 1 5年8月，美國前總統卡特（ J i m m y 

Carter）在記者會上宣布，他得到一種叫

做「惡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

的皮膚癌，而且已經是第四期癌末。外科醫

生從他肝臟裡取出一英吋大小的腫瘤，證實

病理診斷及其侵略性，繼又發現癌症已經轉

移到腦部四處。情況堪虞，眾皆以為他生

命危在旦夕。不過，他一直就在Emory大學

Winship癌症中心接受治療：除腹部手術外，

接受腦部放射。醫生還每三週給他靜脈注射

Keytruda。自從發病以來不到七個月，醫生宣

稱他已經cancer-free！這位91歲的前總統在同

年年底上教堂做禮拜時，親自告訴教友們：

經過一連串綜合治療，最新一波檢查包括MRI

已找不到腦部多處癌腫。他感覺良好，還說

治療期間的一些副作用症狀也解除了。醫生

們認為他不須再做任何治療，但卡特的發言

人表示，他們會為他持續觀察，以確保癌不

復發。

經 過 一 個 多 世 紀 論 辯 ， 免 疫 治 療

（immunotherapy）終於受到醫界青睞。早在

1890年，紐約外科醫生William Coley注意到

一位患者，在急性感染之後癌症進入緩解。

Coley因此使用一種「消毒過的」細菌混合

劑給癌症病患們注射，以加強他們的免疫反

應。聽說效果不錯，可惜後來幾十年沒人能

複製「Coley毒素」的成果。到了上世紀50

年代，即使是全球最聰明的頭腦包括諾獎得

主，皆相信病人免疫系統無法識別癌細胞為

「異己」。老實說，最早的免疫治療都不很

成功，原因是身體內有一整系列網絡和障礙

到位，防止“friendly fire＂―自己攻擊自己。

千禧年剛過，「檢查點抑制劑」（checkpoint 

inh ib i to r）的論述被肯定（筆者按：台灣

有人把checkpoint譯為「稽核點」或「查哨

站」）。它們阻斷癌細胞關閉免疫系統的機

制，釋放「殺手T細胞」去攻擊腫瘤。用它研

製出來的藥物是目前美國最多見的一種免疫

療法。聯邦FDA現已放行四個檢查點抑制劑

進入市場1，Keytruda乃其中之一。

腫瘤消長，檢查點之攻防戰

近兩三年來，科學家發現人體免疫系統

之所以不能殺死癌細胞，是由於T細胞表面一

些免疫球蛋白被腫瘤大量分泌的物質嵌住。

這些球蛋白較明確的是CTLA-4和PD-12。今日

最典型的免疫治療，就是利用基因工程製成

的「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ies）去

抑制CTLA-4或PD-1。這使T細胞活化，允許

它攻擊癌細胞（圖1與圖2）。免疫治療另外

還有：主動的「細胞療法」（cell therapy）、

被動的「腫瘤疫苗」（tumor vaccine）3、甚

至還有「雙專一性」（bispecific―混合主動與

被動）的抗體療法。細胞療法是把病人的免

疫細胞提出，經過基因改造或實驗室培養繁

文／江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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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再輸回給病人。這是「量身訂做」的極

致，在中國似乎特別熱衷。今年北京武警醫

院發生「魏則西事件」4，暴露「網路推薦」

及全國「莆田系醫院」操作弊端。美國非但

沒有停止這方面的研究，而且早已走入更多

元的領域。

自從卡特宣布他已無癌症，許多人對

Keytruda興趣盎然。臨床方面的進步固然很

新，但局外人也許不知道，它背後的理論基

礎卻建立在20年前一個實驗室的發現：一位

名叫陳列平的中國年輕醫生科學家5，1997年

來到Mayo Clinic。2002年，他對「檢查點」

PD-L1與PD-1分子間的詭計攻防，做了重要

的闡釋。基於這理論背景，著名藥廠Bristol-

Myers Squibb在2006年，生產出對抗PD-1的單

株抗體nivolumab（代號BMS-936558），並在

十幾家知名大學醫院―包括Johns Hopkins、

耶魯、哈佛和紐約MSKCC等癌症中心做臨

床試驗。一共有296個晚期非小型細胞肺癌

（NSCLC）、腎癌和皮膚癌的病人參與，結

果證明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抗腫瘤藥：它解救

了30~50%的癌末病患，讓他們起死回生。用

過此藥（品牌名Opdivo）獲得緩解後，多數

病人居然在3~5年內不見腫瘤復發。此項結果

發表在2012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

包括紐時、CNN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均競

相報導而引起轟動。

Mayo經驗，免疫治療轉折點

來到Mayo Clinic之前，陳列平博士已

經發現兩個分子B7-1/B7-2能激活T細胞，這

些是B7蛋白質家族的成員。就像微型加速器

（miniature accelerators），它們能把T細胞踢

進齒輪的排檔（如圖1）。當初Mayo Clinic研

究團隊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利用他提供的

圖1： 左面板顯示B7-1/B7-2若與CTLA-4結
合，T細胞受到抑制而不會殺死癌細

胞；右面板顯示若用抗體阻斷B7-1 /
B7-2或阻斷CTLA-4，即允許T細胞殺死

癌細胞。

圖2： 左面板顯示PD-L1若與PD-1結合，T細
胞受到抑制而不會殺死癌細胞；右面板

顯示若用抗體阻斷PD-L1或阻斷PD-1，
即允許T細胞殺死癌細胞。

［摘自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公告的癌症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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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線索，找尋B7-1/B7-2的表兄弟們。有了

遺傳線索，研究人員從胎盤細胞中分離出一

個基因，命名B7-H16（即PD-L1）。團隊此

時設計一系列的實驗來測試B7-H1是否會與

其他蛋白質（如CD28和CTLA-4）配對，因

為後兩者也是B7家族成員，照理應該會刺激

免疫反應的已知配偶體。但出乎大家意外，

令人驚訝的是：它根本不與它們互動。後來

添加實驗才發現B7-H1不但觸發一種信號分

子interleukin-10的產生（IL-10可阻撓免疫反

應），而且還會減少T細胞數量。這與兩個表

兄弟B7-1/B7-2可以促進T細胞的增殖，正好相

反。

2003年，陳教授率先將B7-H1抗體引入腫

瘤的治療。他意識到，在尋找免疫系統的加

速器時，他們踩到了「檢查點」微型制動器

（miniature brakes）。這些原已牢固相聯到免

疫系統之內，但它們的「開關」是關著（off-

switch）以防損害正常組織和細胞。多數的癌

細胞通常會「共同選擇」（co-opt）拉攏這些

檢查點，以避開免疫系統的攻擊。為進一步

探索B7-H1分子可能以某種方式保護癌細胞，

以免受T細胞的影響，研究團隊分析了各種不

同的癌：包括來自肺、卵巢、乳腺、胃腸、

頭頸部、皮膚（Merkel細胞癌、黑色素瘤）

等，發現癌細胞和一些正常細胞的表面都有

B7-H1分子。癌細胞大量產生B7-H1是其不被

T細胞殺死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用單株抗體

阻斷PD-L1及其受體PD-1的戰略，來拆除癌細

胞的保護屏障（如圖2），並在動物實驗取得

成功。這是免疫治療領域的主要轉折點。

腫瘤年會，出現最耀眼明星

另一著名藥廠Merck也開發了一個PD-1抗

體。它們用中國倉鼠（Chinese Hamster）的卵

巢細胞，經「基因重組」（recombinant），

生產出對抗PD-1的單株抗體pembrolizumab。

2013年，Mayo Clinic主持了一項針對治療晚

期黑色素瘤新藥（代號MK-3475）的第一期

臨床試驗，包括411名患者。這時PD-1抗體儼

然成為美國腫瘤年會（ASCO）上最耀眼的明

星。發表結果後，贏得新一代抗癌藥物的批

准。在完成的第一期試驗後，美國FDA授予

MK-3475「突破性治療」的稱號。通常藥物必

須通過更大型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臨床試驗，

但FDA給予MK3475優先審查，因為「在重

症治療中，它已經明顯展示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進步」。經過一連串加速的程序，FDA在

2014年9月批准它的臨床使用。Keytruda（學

名pembrolizumab）是繼Opdivo後第二個以

「PD-1抗體」治療黑色素瘤的新藥。

Mayo Clinic腫瘤專家以它為晚期黑色

素瘤病患的第一線治療。今年（2016）6月

在ASCO年會上，一篇來自巴黎的研究文獻

公布了使用Keytruda治療黑色素瘤的長期生

存之結果。該研究一共納入了655例進展期

中黑色素瘤的患者，其中75%接受過既往治

療。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患者可以得到長期

的「生存獲益」，3年「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  OS）幾近40%；「全緩解率」

（Complete Response ― CR）則達15%，平

均OS時間為24.4個月。既往未接受過治療的

患者3年OS率略高於接受過治療者，分別為

45%和41%。Keytruda的平均治療時間為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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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9%患者在治療達到CR後停藥，97%的

人療效持續。這些數據告訴我們：癌末病患

並非無藥可治；而在人類與癌症的鬥爭過程

中，這新藥的發明有里程碑的意義。

生物標記，可預測治療反應

Keytruda已經開發成為治療轉移性黑色

素瘤最有效的藥物之一，它的副作用比其他

檢查點抑製劑Yervoy（標靶：CTLA-4）或

Opdivo（標靶：PD-1）的都要少。但事實

上，它不可能對每個病人都靈光。一般而

論，其反應率徘徊在35%左右，簡單說，它們

可以讓三分之一左右的病患受惠，使腫瘤萎

縮，效果高達九成以上。Keytruda的表現雖然

令人興奮，可惜醫生至今還無法告訴大家，

哪些病人會「完全治癒」。試想，如果病人

用藥無效是因為訊息錯誤，或是醫生花太多

時間猜測而誤了救命的機會，那真是情何以

堪。目前在腫瘤部位用MRI/CT掃描的反應

測試，充其量是個粗估，因為癌細胞經過治

療會萎縮到連機器都掃描不出，久而久之，

腫瘤常會再發。不過，科學家正在研發一個

biomarker來跟蹤患者對免疫治療的反應。即

使現在MRI/CT掃描不行，將來這生物標記也

會做到。

卡特總統是Keytruda的受惠者之一。他很

幸運，治療時沒有出現很大的副作用，（常

見的輕微副作用如瀉肚、關節痛等，嚴重者

會自我攻擊肝、胰、腎、心、等生命器官，

包括突如其來的第一型糖尿病和無預警的致

命性心肌梗塞）。新藥昂貴更不必諱言（一

年的花費高達15萬美元）。最近，Mayo Clinic

腫瘤專家確定了一種生物標誌，稱之為Bim，

它也是一種幫助協調程序式細胞死亡的蛋白

質，可以預測黑色素瘤患者如何對PD-L1阻斷

劑做出的反應。這種敏感的鑑別技術，既可

用於篩選治療有效的病人，又能迴避不當治

療，使他們免受藥物毒性之苦和藥費超高之

重負。腫瘤專家還發現，在治療前，轉移性

黑色素瘤患者的血液中，對Keytruda有反應者

比沒反應者有更多的Bim和PD-1。因此，如果

醫生知道患者很可能對「抗PD-1治療」有反

應，他將會更有自信傾向於推薦治療。

註釋

1. F D A批准的四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Yervoy (ipilimumab)、Opdivo (nivolumab)、

Keytruda (pembrolizumab)、Tecentrig 

(atezolizumab)。

2. 「程序式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 

l）的縮寫PD-1，是1992年日本京都大學本

庶祐教授發現的第一個免疫檢查點物質。

PD-1沉寂多年，直到B7-H1（又稱PD-L1）

的發現。

3. 目前Provenge是唯一獲FDA批准的腫瘤疫

苗，用於治療前列腺癌。

4. 2016年4月轟動中國的社會事件。受害者

魏則西21歲，患有晚期滑膜肉瘤，家人經

「百度」推薦，由鄉下送他到北京接受未

經核審的免疫療法，耽誤致死。

5. 陳列平博士小檔案：M D福建醫科大學

（1982），MS北京協和醫學院（1986），

PhD Drexel U-Hahnemann (1989)。Postdoc 

U Washington (1990)；服務於Bris tol-

Myers-Squibb大藥廠晉升為首席科學家

（1990~1997）；Mayo Clinic由免疫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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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升為正教授（1997~2004）；Johns 

Hopkins大學腫瘤學教授（2004~2011）；耶

魯大學腫瘤學教授及耶魯癌症中心免疫學

主任（2011~至今）。

6. 「程序式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的縮寫PD-L1，是2000年哈佛

教授Gordon Freeman證實的一種新型B7分

子。PD-L1與1999年陳列平發現B7同源體

（B7-H1）結構完全一致，只是命名不同。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Mayo Clinic癌症中心提

供之最新資訊，並經紐約紀念醫院斯隆凱特

琳癌症中心（MSKCC）腫瘤病理專家江靜一

醫師與紐約大學朗格尼（Langone）醫學院神

經病理專家兼分子病理實驗室主任 Dr. Matija 

Snuderl共同審議。特一併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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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
一、徵聘名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1名（與公共衛生學系合聘）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民國106年9月3日止（以寄達時間為憑）

三、預定起聘時間：民國107年2月1日起（實際依本校新聘教師作業程序而定）

四、徵聘資格：

（一）申請時已具有博士學位，具教學、實務或博士後研究經驗者尤佳。

（二）專長領域：

1. 急性傳染病（特別是病毒性傳染病）之流行病學研究，且有田野調查經驗者

優先考慮。

2. 全球傳染性流行病學。

五、檢具資料：

（一）申請信函。（請註明申請職級為助理教授或副教授）

（二）個人履歷表。

（三）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四）著作目錄及影本。

（五）推薦信3份。

（六）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七）其它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六、聯絡地址：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簡國龍所長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流預所專任教師）

聯 絡 人：范嘉純 副技師

聯絡電話：(02)3366-8030
E-mail：ntuep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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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蘭亭集序》讀後感

永
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

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

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

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

之外。雖趣（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曾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

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

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

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猶）今之視昔也，悲夫！故列時人，錄

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集序》是一篇集文學、哲學、

書法之美於一處的文章，美得不可言喻，尤

其是出自於古今第一大書法家王羲之（303-

361）之手，更為可貴，有「行書第一」之

稱。（王羲之酒醒後，重新書寫數百次，終

不及此）。唐太宗李世民甚至愛得不忍釋

文／王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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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最後把它殉葬昭陵。今日所看到的都是

臨摹本。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

初，時任會稽內使的王羲之與兒子、大臣、

好友共四十一人，在會稽山陰（今浙江會稽

郡山陰縣）的蘭亭集會，在水邊進行消災祈

福的活動（脩稧）。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

暢，大家在曲水旁邊排列而坐，讓酒杯漂流

而下，一邊飲酒，一邊賦詩（有二十六人賦

詩，得詩三十七首）非常地快樂。王羲之慨

嘆人生苦短，一生快樂地過去，而壽命長短

隨著造化而定，最後一切都會化為烏有。古

人說：「死和生也是一件大事啊！」怎能不

感到悲痛呢！最後他駁斥莊子齊物論說「把

死、生當成一樣是荒誕的，說壽、夭是沒有

兩樣也是妄作的」。實際上，東晉人士以隱

居不出仕（做官）為最高境界，對養生之道

特別注重，尤其喜愛服用五石散（服用五石

散，能讓人皮膚變白，易發汗，穿薄衣，喜

赤膊，其功效因人而異）。所以王羲之明知

人生短暫，但表面上還是強調長壽的可貴，

其內心的矛盾與感傷可知。

蘇東坡在他著名的《前赤壁賦》中指出

人生於世就像《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

粟》那樣地短暫與渺小，就是功業如一世之

雄的曹操（字孟德），而今安在哉！雖然悲

哀人生的須臾，還是大可逍遙於大自然中自

得其樂。

晉朝陶淵明（一名潛，字元亮）生於

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卒於南朝宋文

帝元嘉四年（427），曾祖父為晉朝名將陶

侃。當時正值晉宋（劉宋）交替的年代。四

十一歲那年，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澤令。當郡

裏一位督郵來彭澤縣時，要他束帶迎接，以

示敬意。他便說：「吾不能為五斗米（當時

的基本生活費）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

棄官回鄉，並賦著名的《歸去來兮辭》以明

志，詩中有「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回家去吧！田園將要荒蕪了，為何還不回

家去呢！）」的名句。他的詩裡表明歸隱大

自然，不為世俗所束縛。其他著名的詩句有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詩）」等

名句，並有《桃花源記》，即為世外桃源

（烏托邦Utopia）的寫照。他是一位豁達的詩

人，被稱為「田園詩人」，唐宋以來的詩人

莫不對他尊崇備至，其中尤以宋朝蘇東坡為

最。

王羲之，字逸少，曾官至右軍將軍，故

又稱為王右軍。他的生平中有三件事值得一

提：

一、王羲之幼時極為聰明俊秀，為大將軍王

敦（羲之的族叔）所喜愛，王敦曾對羲

之說「汝是我家佳子弟」。有一天，王

敦方與部下在臥室籌劃謀反事宜，猛

然想起王羲之躺在他的床上，大驚。當

時年方七歲的王羲之非常機警，馬上裝

睡，且口吐白沫，才讓王敦釋疑而逃過

一劫。

二、郗太傅（郗鑒）想為女兒郗璿選婿，王

丞相（王導）說「君往東廂，任意選

之。」太傅就派門生去選，門生回來

說：「王家諸郎都很好，聽說有人來選

婿，大家都很矜持（拘謹），唯有一人

在東床上坦腹仰臥著，好像沒有聽到的

樣子」。太傅說「正此好」。打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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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原來是逸少，郗公便把女兒嫁給

他。這就是「東床快婿」的典故。

三、王羲之因為不想在自己不喜歡的人的下

面做官，忿然辭職，並在其母墓前發誓

要永遠不再做官，將以書法為其終身的

志業，從此專心致力於書法，方有日後

的成就。（詳見《墨池記》讀後感）。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陶淵明的《歸

去來兮辭》、蘇東坡的《前赤壁賦》被譽為

古今三大至文。這些文章，若能多讀數遍，

必能提高內心的境界與本身的氣質，切勿錯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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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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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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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呼吸循環或小兒
物理治療相關專長者優先。預計起聘日為2018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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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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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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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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皆空與錢多、事少、離家近

在
五月十三日，班代趙昱博同學，一大清

早就在急診部討論會門口等我，並交給

我今天宣誓典禮的邀請函。當時雖然我們只

有短暫的交談，但是，他在我腦海中留下了

「負責可靠，並且也充滿信心」的好印象，

謝謝趙醫師。

謝謝你們在座各位同學的邀請，讓我今

天有機會來參加這個你們一生之中，極重要

的一次盛會，並和各位分享一些我的人生經

驗。

2015年年底，林其和前院長送給我一本

好書―《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洪啟仁醫師

的生命故事》。我廢寢忘食般地，先後看完

兩次之後，直到今天，一直有一些書中的話

語，在我腦中激盪。加上上個星期，我當小

兒科醫師的五弟良博，從美國帶一位友人來

參觀台灣，並且也來我家住了幾天。這位友

人是道地的「美國工人」，也就因此，洪啟

仁教授和這位白人工人，這兩位「教授」和

「工人」，各自的小故事，給了我一些聯想

與省思。

在1991年12月14日，大約二十五年前，

在這個今天各位做宣誓典禮的「石泉廣場」

的啟用典禮時，我曾經講過如下的一段話：

（《景福兄弟耕心集》上冊207頁）

「當一個臨床醫師，雖然常常可以分

享病人得到健康，或解除病痛時的喜悅，

尤其是當病人重新拾回生命時的那份感激，

會讓醫師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是，畢竟這條

路是『漫長而艱苦的。』」雖然25年前我說

是「艱苦」，但是在今日，正如成大醫院的

林啟禎教授所說的：「有苦有樂是人生，苦

中作樂是提升」。前兩天我送給各位「臺大

醫訊雜誌社」出版的第二版《樂在醫學志業

中》一書所說的「樂」，就是這個意思。

洪啟仁教授在去年（2015）的醫學週，

以「先天性心臟病治療演變及發展展望」為

題，作了一場學術演講。我曾專程赴北去聽

這位，自從住院醫師時代直到今天，一直是

我心目中，多年的典範醫師的演講。在結語

中，他也同樣地特別談到：「醫者的養成，

漫長辛苦是必然，挫折是必然，但這也是將

擔負重大責任者應承受之必然。」

我希望各位，藉著今天的宣誓典禮，

好好思考：從今天起，要真正開始「擔負維

護生命之重責大任」的第一天，能實實在在

下定決心，去實現各位剛才舉手宣誓過的醫

師誓詞的內容，以及成大醫院的創院宗旨。

有沒有哪一位同學知道？請舉手好嗎？―是

「生命、愛心、卓越、創新」，特別是第一

句「生命」。毫無疑問的，生命的維護將是

各位此後終生都要以「敬畏的態度」去擔負

的重大責任！

洪教授在書中語重心長地談到，最近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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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醫界的四大，甚至五大皆空，找不到

願意獻身於工作上「比較辛苦的內外兒婦」

四科的醫師。但是，正如洪教授所言「……

這些科，卻是我們老前輩當年爭相進入的科

別」。現在，真的變得那麼辛苦了嗎！？也

許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討論。但是，如果從

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像洪教授所從事的，比

較辛苦並且具挑戰性的心臟外科工作所帶給

他的，不也是除了醫業之外，別的行業無法

享受的溫馨和成就感嗎？何況，我也相信，

這應是六年前你們絕大部分的人，報考醫學

系時的初衷罷！不是嗎？這些洪教授的話，

更進一步讓我聯想到，我剛才提到的我弟弟

的美國工人的故事。

他的故事是這樣的：在高中畢業的前一

年，他請教學長，有關申請進大學之後的感

想。這位學長告訴他，新生訓練時，教授講

過的一段話說：「你們選擇將來專攻的學系

時，也許可以考慮、參考三件事：（一）確

信自己的能力將來可以勝任的工作，（二）

可以帶給你所服務的對象，很大的歡喜之工

作，（三）可以不要去斤斤計較工作之後的

報酬的那種工作。

雖然這位工人，他自認高中的成績是可

以申請不錯的大學的，但是經過考慮之後，

他選擇了做廚房、廁所，或是家裡下水道塞

住時的打通的工作。而未進大學，並且他在

工作上還堅持「不計工作時間的長短，如果

打不通就不收錢。」住過美國的人都知道，

別人做這種工作，不管有沒有打通，都是從

工人到達客戶家就起算服務時間的。但是因

為他富於同理心和研究心，如果打不通，他

似乎比客戶還心急，別人打不通的時候，他

會好好回家研究、再研究，但是打通之後，

客戶的歡叫聲，就常帶給他很大的成就感。

因此開業不久，他就立刻有源源不斷的工作

可做。此外，這位個人在工作之餘，他又很

喜歡看人文、地理、歷史之類的書，因此見

識也很廣，結果，下至販夫走卒，上至大學

教授，只要跟他談過話的人，都以為他是在

大學教書。

他在工作20年之後退休了，目前正在享

受周遊列國之樂呢！

我知道他的不計工資、但求做好工作的

做事態度事之後，也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另

一個小故事。

在1980年，我當台南基督教青年會理事

長期間，曾經應邀出席東京YMCA的百年大

慶。

在慶祝典禮的前一天，我到達羽田機

場，走出機場時，就立刻把我的邀請函交給

一位計程車司機，為的是，上面印有開會的

地點和時間。因為當晚是慶典之前的小組會

前會，因此是被安排在東京的韓國人經營的

小形YMCA旅館開會，而開會時間則是訂

在下午七點。結果，這位司機先生，從羽田

開了一個多鐘頭，已經超過七點了，還在大

街小巷內鑽進鑽出。最後，到達目的地的時

間是七點十五分。我下了車，手中緊緊的握

著錢包，司機也下了車，我心想，在東京跑

了超過一個半鐘頭的車資，一定是很高、很

高罷！可能要台幣七、八千元以上？但是，

讓我一時不知所措的是，這位司機下了車，

走到我面前，脫下帽子，恭恭敬敬的彎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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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式」九十度的敬禮，然後開口說：

「我的職業是司機，你也給了我正確的地

址，和足夠的時間，結果，我還讓你耽誤了

開會的時間，我怎麼可以收錢呢？」。說完

話，他又行了一次「最敬禮」（日語，同前

之「日式敬禮」），轉身立刻坐上車，揚長

而去！！我看著在車來車往，非常熱鬧的東

京街道上，他的小車，慢慢地變小，再變

小…，最後消失在人群之中。瞬間我的眼中

卻充滿了淚水，我對他的尊敬，也湧上了我

的心頭。

雖然，也許一般人會覺得他做的只是

一個「小司機」的工作，但是當時，我除

了感動，和尊敬，也深深地覺得，這種「忠

於職守，不計報酬」的做法，在工作態度上

可以說是到達了「最高的境界」。這到底是

什麼力量使然？是自我的涵養、是家教、是

國家的、是社會的教育、是日本媒體長期的

影響，還是人性的溫暖？…我不知道，但是

他這種工作態度，怎能讓一些年輕，甚至中

年、年老的、忘了當年學醫的初衷，還常常

斤斤計較、要求「事少，錢多，離家近」的

部份醫師，不覺得臉紅、汗顏呢！？

以上請各位深思！

謝謝各位。

※2016年6月於成大醫學院實習醫師訓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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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婦產科徵求專任教師人選壹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部定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3. 具教學及研究熱忱。

二、檢具資料：（紙本8份）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
2. 五年內代表著作3篇。
（以上資料參考台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

form.html）（論文目錄表III-1~III-4）
3.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理念。
5. 相關資料應於106年7月21日下午5時前送達甄選委員會。

三、相關資料請看本科網站http://ntuh.mc.ntu.edu.tw/obgy/index.ht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15樓「臺大醫院婦產部（婦產科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電話：(02)23123456轉71537林小姐
　　傳真：(02)23114965
　　E-mail: 00591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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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弘宣

今
天，三天長假後的第一天。 一大早，循例在家附近散步，走馬看花。

剛走出大門，後面低空傳來陣陣的熱氣球聲。

一個 三個二個

飛上去 飛上去 飛到藍天白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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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其中的一個，時快時緩地往下降，

最後，停在對街一戶鄰居門前馬路上。

老伴上前問他們，怎麼選在這裡降落呢？

他們說：“The wind blows us here.＂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徐志摩～

“風把我們吹來這裡＂？！信不信由你。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NAPA內科）

北 美 活 動 公 告

親愛的臺大醫學院校友們，

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2017年會 時間與地點已確定為

時間：2017年10月7至8日
地點：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飯店（Sheraton LaGuardia East, Flushing, NY, USA）

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南加大病理系的鍾正明校友（醫學系1978畢業，中研院院

士）擔任今年的 Keynote speaker. 鍾教授獨特的研究，從鳥類羽毛的生成，到毛髮

細胞的再生，讓我們在科學中看見生命的藝術。此外，臺大醫院何弘能院長將會

出席，向大家報告臺大醫院的近況與未來的願景。景福基金會楊弘仁監事也會對

台灣進入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問題，與校友們專題討論。我們竭誠歡迎國內外各

地校友前來共襄盛舉。所有細節，我們會陸續刊登在網頁上

http://www.ntumcaa-na.org/
您也可用e-mail查詢：NTUMCAA.GNY.2017@gmail.com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區分會

會長（2017-2018）李勃興

理事會　黃清煌、張光敏、林清森、鄭仁澤、周賢益、陳　彰、姚繁盛

　　　　王政卿、韓明元、林景福、黃瑞煊、陳耀楨、郭昇翰　一同敬上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南加州分會復會通知

歡迎各位住在南加州的校友，向分會會長蔡奇烈醫師（醫學系1976畢業）聯繫

E-mail: ntumcaas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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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遊日本乗鞍高原與乗鞍岳

行前

乗鞍是位於日本長野縣西方接近岐阜縣

的高原地帶，標高約1,400~1,500公尺之間，

是由乗鞍岳火山噴發後熔岩流形成的台地，

位置大約在長野縣松本市與岐阜縣高山市的

中間。整個高原被大樹與群山環繞，高原上

有完整的步道系統，還有許多瀑布與池塘，

秋季則可見錯落的黃葉與紅葉，此處由於交

通不算便利，因此可以在紅葉季節保有一份

悠閒。

緊鄰高原的乗鞍岳地處長野縣與岐阜縣

交界，位於日本北阿爾卑斯南端，共包含23

座山峰、7座湖及8個平原，由於群峰的外型

像馬鞍因而命名（圖1）。主峰劍ヶ峰標高

3,026公尺，是日本第19座高峰（全日本僅有

21座主峰超過3,000公尺）、日本第三高火山

（僅次於富士山、御嶽山），也是日本中央

分水嶺的最高峰。乗鞍岳是日本少數可以從

市區當日來回攻頂的3,000公尺以上高山。

個人特別偏好秋季到鄰近的日本欣賞紅

葉，著名的日本紅葉景點也大部分都去過，

但伴隨著紅葉見頃，這些著名的紅葉景點通

常也擠滿了遊客，欣賞美景時總覺得少了點

悠閒也少了那種蕭瑟寂寥的氣氛，因此這次

選擇了較少人知道的乗鞍高原，預定在此停

留三日好好享受山林美景，並順道攻頂乗鞍

岳劍ヶ峰。由於此次日本行還有其他景點及

購物行程，不希望攜帶大行李在山裡移動，

因此住宿的地點便選擇在松本市，並使用

Alpico交通發行的free pass涵蓋山區間景點的

巴士往返且保有移動的彈性。由於山區的巴

士班次不多，行前必須查好所有景點的班次

及交通時間並想好行程的各種備案，才能悠

閒的在山林裡漫步而不會有趕行程的時間壓

力。在日本搭巴士只要不塞車，抵達各個景

點的時間是非常準時的，這也是我喜歡搭巴

士旅遊更甚於自駕的原因之一。

乗鞍第一日 白骨溫泉－三本滝－千

間淵－番所大滝

一早由松本車站出發，與前往上高地的

遊客一起搭乘30

分鐘的松本電鐵

上高地線抵達新

島々車站後，便

轉搭不同的巴士

前往乗鞍地區。

由於出門時仍下

著雨，選擇先前

往行程不受降雨

影響的白骨溫泉

（圖 2）（由新

島々到白骨溫泉

車程50分鐘）。

文、圖／黃俊傑

由乗鞍觀光中心遠眺乗鞍

岳（偏左邊的最高峰就是

主峰劍ヶ峰）

1

白骨溫泉案內所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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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骨溫泉位於乗鞍高原北方的山谷之

間，泉質富含硫磺及碳酸鈣使溫泉呈乳白色

不透明，因而名為白骨（並不是泡了會變成

白骨），也因為不透明，所以露天溫泉完全

不需要遮蔽，男女混浴也不會覺得尷尬。此

處由於位置偏僻且道路狹小，遊客不多，巴

士一天也只有三班，抵達這裡時氣溫只有10

度，逛逛簡單的溫泉街商店並挑了最大的混

浴露天風呂享受於山谷間泡湯的樂趣之後，

再轉搭山區接駁小巴士約20分鐘抵達乗鞍觀

光中心。

要前往乗鞍高原的各個景點，起點是位

於高原中央的乗鞍觀光中心，由市區或白骨

溫泉來的巴士均在此停靠，再轉搭巴士或步

行前往各個景點。剛下過雨正是觀賞瀑布的

最佳時機，因此下午的行程便先前往乗鞍三

大名瀑中位置較高的三本滝，搭15分鐘的巴

士下車進入林間步道徒步900公尺約30分鐘

後便可抵達三本滝。三本滝是日本百大名瀑

之一，標高1,840公尺，由來自三條不同水源

的瀑布匯流於同一處而形成下游的“小大野

川＂，站在這裡可以同時看到三個不同水系

的瀑布，非常有趣（圖3）。

返回步道入口後搭巴士回到觀光中心，

再轉乘下山的巴士3分鐘後可抵達番所地區，

進入繞行一週約30分鐘的千間淵遊步道及番

所大滝。順著千間淵步道沿溪流而下，可以

看到由熔岩流切割出的溪谷各種不同的樣

貌，有深潭、小瀑布（圖4）、平緩的溪流，

最後則抵達寬11公尺、落差40公尺、乗鞍三名

瀑中最下方的番所大滝（圖5）。此時已是下

午四點，山區天色也開始變暗，便結束本日

的行程搭車回松本市。

乗鞍第二日 乗鞍岳疊平－劍ヶ峰攻

頂

氣象預報說本日天氣晴朗，正是適合

攻頂的日子，因此清晨出發搭5點半的第一

班巴士抵達新島々，轉搭巴士抵達乗鞍觀光

中心，於觀光中心用完早餐後再搭乘8點的

登山巴士，經過貫穿乗鞍高原蜿蜒的登山道

路，於50分鐘後途經日本一般道路的最高點

（2,716公尺），來到了標高2,702公尺的乗鞍

岳疊平（圖6），此時溫度只有7度。疊平正

好位於乗鞍岳群峰間的鞍部，是攀登乗鞍岳

群峰的起點，也是最後的補給站，此處也可

轉搭巴士往平湯溫泉及高山市，而距離最近

3

三本滝

4

千間淵步道─番所小滝

5

番所大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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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峰魔王岳（2,764

公尺）只需要15分鐘

的路程，因此一般遊

客大多只來回魔王

岳。

整 裝 完 畢 後 由

疊平出發，雖然說是登山步道，但實際上在

火山熔岩地帶，所謂的步道都是由岩石所形

成，差別只是石頭甚至石塊的大小。前半段

多是細碎石頭，尚算平緩好走，沿途有岔路

通往富士見岳（2,817公尺，圖7）及摩利支天

岳（2,872公尺，圖8），由於此行目標為最

高峰劍ヶ峰，加上此時雲霧未開視野不佳，

因此決定先攻頂最高峰，由疊平步行45分鐘

後，來到了劍ヶ峰的登山口肩の小屋，自此

才是困難的開始（圖9）。

從肩の小屋一路陡上，落差近300公尺的

登山道均是中大型的碎石坡，沒有什麼平緩

的立足點，幸好已準備了登山杖來減緩雙腳

的負擔，步行將近一個小時，經過最後一段

巨石坡後，來到了攻頂劍ヶ峰前的山峰蚕玉

岳（2,979公尺，圖10）稍事休息後，一鼓作

氣爬上劍ヶ峰（3,026公尺，圖11），很幸運

的在攻頂過程中巧遇野生的雷鳥。

登上此區域最高的劍ヶ峰，可以環視乗

鞍岳眾山峰（圖12），亦可向下眺望整個乗

鞍高原及來時的山路（圖13），只可惜遠方

雲層太厚無法得見遙遠的富士山，在山頂用

完午餐乾糧待了將近一個小時後雲霧漸濃，

氣溫也逐漸下降，只好啟程下山去。下坡的

路程由於坡度陡，並不會比攻頂輕鬆（圖

14），即使有登山杖輔助膝蓋的負擔仍大，

加上沿途欣賞風景及拍照，花了與攻頂相同

的時間才回到疊平，總計從疊平攻頂加上拍

照及用餐時

間 ， 來 回

將近 5 個小

時。在疊平

購買了紀念

品後，轉搭

兩班巴士及

火車回到松

本市已是傍

晚。

疊平

6

富士見岳

7

魔利支天岳

8

蚕玉岳往劍ヶ峰（右為大

日岳）

10

肩 の 小 屋 眺 望 劍 ヶ 峰

（左）與朝日岳（右）

9

筆者於劍ヶ峰

11

乗鞍岳群峰（由左至右依序為大日岳、屏風岳、藥師岳、雪山岳、水分

岳、朝日岳、蚕玉岳、摩利支天岳、富士見岳，中央水池名為權現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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乗鞍第三日 善五郎の滝－牛留

池－一の瀨園地

於乗鞍的最後一日，天氣晴朗炎

熱，正適合於林間散步，自新島々搭巴

士經過觀光中心後不久於鈴蘭橋下車，

進入林間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觀景

台，前方便是乗鞍三大名瀑的善五郎の滝，

瀑布寬10公尺、落差30公尺，於觀景台恰好

同時可見昨日攻頂的劍ヶ峰（圖15），沿溪

谷下切便可抵達善五郎の滝。自善五郎の滝

上行，穿過黃葉及紅葉林間經休暇村後再緩

坡下行，30分鐘後抵達乗鞍高原眾多池塘中

最著名的牛留池，牛留池之所以有名是因為

池子正好倒映著乗鞍岳（圖16）。

由牛留池續往下行30分鐘後便可抵達

一の瀨園地，此處是乗鞍高原上最為平坦開

闊之地，中間有小溪流貫穿，附近有露營場

地，放眼望去盡是白樺樹、松林及各種野生

植物，並可眺望遠方的乗鞍岳。由一の瀨園

地往林道深處再走30分鐘可抵達乗鞍高原最

有名的紅葉景點―大楓（圖17），在廣大的

園地中單獨矗立著約4

層樓高的楓樹，後方

則有乗鞍岳及各色樹

林襯托著，這特有的

景觀也吸引了眾多攝

影師佇足。欣賞完大楓後走回一の瀨園地入

口，沿著白樺小徑再走30分鐘便可回到觀光

中心，準備回松本市前往下一個景點。

後記

乗鞍高原並非熱門景點，人潮大多被山

另一頭的上高地或新穗高吸引而去，加上此

地區域廣闊且步道及景點眾多，即使在紅葉

期間也不會有太多遊客集中於一處，非常適

合悠閒的散步，春夏秋三季各有不同植物及

景觀可以欣賞。近年來台灣的旅行團雖然偶

有乗鞍高原的行程，但都是當日來回且僅選

擇離停車處較近的景點，要好好享受這高原

地帶的景色與悠閒以及山頂上遼闊的視野，

還是必須自行前往並預留充足的時間。若是

不想每日車程往返且對住宿需求不高者，也

可直接住在觀光中心附近省下更多時間充分

遊覽此地。推薦給喜好大自然以及輕裝登山

的你，一起來享受這天空的樂園吧。

（作者係母校醫

學 系 2 0 0 3 年 畢

業，現任母校附

設醫院新竹分院

外 科 部 主 治 醫

師）牛留池與乗鞍岳

16

大楓樹與乗鞍岳

17

劍ヶ峰遠眺乗鞍高原

13

登山道下坡

14

15

善五郎の滝與乗鞍岳

劍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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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醫學與探險

「醫
學與探險」，是徐海鵬先生，給

我的一個題目。

徐海鵬先生是台灣山河探險協會秘書

長，同時也是國立體育大學助理教授。他是

個傳奇性的人物：在1999年，毅然地從英文

台灣新聞社發行處處長辭職，創辦了台灣山

河探險協會。此後，為台灣的探險領域立下

了多項前所未有的建樹及完成許多卓越的成

就。

另，海鵬哥也在國立體育大學授課。

他有一門課：「夢想、壯遊與探險」：這

是一門非常有趣的課。每一堂課，海鵬哥會

邀請各個不同領域的朋友到課堂擔任講師，

討論各個領域的冒險故事：因此，「航海與

探險」、「攝影與探險」、「服裝設計與探

險」、「舌尖上的探險」…等課程，就如

此特別而精彩地展開了。而，「醫學與探

險」，是由我負責的一個課。

第一次聽到他要給我這個任務時，是我

剛升上主治醫師的第一年。當時的我，對這

個任務有點惶恐：在醫學的領域裡，我只是

一個初任外科主治醫師的菜鳥，別說有什麼

成就，就是連許多醫學上的問題，都要請教

老師，我何德何能可以接下這個任務。但是

海鵬哥只跟我說：「行的。我又不是要你來

談專業的醫學，是要你來談這些年的探險：

就把你從大學時候開始的探險跟我的學生們

分享。」如此，我就誠惶誠恐的接下這堂課

了。

壯遊，是這些年來很熱門的話題：這

個詞，在許多報章雜誌跟網路文章裡隨處可

見。給人的印象不外乎就是：一個人，背著

行囊，或騎著一輛單車，放下了身邊所有的

事物，去走一段很遠很遠的在地球上的某條

路程。這種旅程，對工作繁忙的醫療者，大

概多只能是午夜夢迴裡用嘴角輕輕微笑帶過

的一個夢吧！但是，「壯遊」，對我而言，

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跟生活的模式。

我人生第一次可以稱為「壯遊」的行

程，應該是在大一寒假的時候。在期末考

之前，突發奇想，在課後衝到講台前，拿著

麥克風跟全班同學說：我想在寒假的時候來

一次摩托車環台，有誰想跟我一起去？在當

時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壯遊，甚至連環台的

概念都沒有。大家只是眼睜睜的看我，可能

覺得我瘋了。我只好繼續乾乾又心虛的說：

你們不覺得以後如果可以跟自己的小孩說，

我在年輕的時候就騎摩托車環台一周，是一

件可以很臭屁的事嗎？最後，一百多人的班

文／楊惠馨

2002年，騎車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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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三個人跟我一起成行。（很巧的，

我們四個人後來都走外科。有些事情，可能

真的是個性吧！）。寒假一開始，我們四個

人以去行天宮拜拜為啟程，開始了一趟結結

實實的十天摩托車環台之旅：沿途借住分佈

在全台的同學、學長、朋友的客廳地舖，甚

至為省錢去借住廟宇。

這個小壯遊，不只是台灣所有的風光美

景，在我心中滋長的，是一種態度：只要我

們可以，沒有什麼能夠阻礙我們前進。路途

中，我們可以迷路，可以趕路，可以爆胎，

可以摔車，但是我們在互相幫忙下，一一的

解決。這個行動，是有風險的，但是它不是

不能完成的：因為知道有風險，所以我們在

所有的活動上都特別小心，尤其在比較危險

的路段，就是要抱著一定不能出意外的心情

去進行。

當探險的心開始，想要探索的慾望就是

停不下來的。在大三開始，我開始加入了台

灣山河探險協會的行程。

第一次，我就加入當時台灣少有人去的

西藏行程。西藏，在當時，是一個連中國內

陸的旅客都少去的地方，而在當時，中共當

局也不似現在控管的如此嚴厲。當時，青藏

鐵路尚在建造，入藏只有三條公路：青藏、

川藏、滇藏。我們是由會經過青藏公路的最

高點：海拔5,800米的唐古拉山的路線進入。

年輕氣盛且毫無經驗的我，就是在這邊經歷

人生一段非常痛苦的經驗：我在進入高山地

區以後，沒有聽從大哥們給我的建議要輕緩

慢行：所以，我從過了青海湖之後，就整個

高山症大發作。儘管無限秀麗風光，而且病

症不到致命，但是我整個頭痛欲裂，上吐下

瀉，昏昏欲睡、生不如死。一群人忙著照顧

病懨懨的我，一直到海拔較低的拉薩，才得

以喘息。

2004年，青藏公路，西藏，後藏

2006年，泰北醫療服務隊 2007年，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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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薩休養二日之後，身體終

於恢復。大哥們笑著跟我說：嚐到苦

頭了吧，還臭屁自己年輕。接下來要

進後藏，還要到珠峰大本營，撐著

點。銘心刻骨的身體痛楚後，我當然

學乖，一切都緩慢輕進。羊卓雍措、

日喀則、珠穆朗瑪峰大本營、高海拔

的寒風中等待雲霧散盡後露出的珠峰（聖母

峰），一切一切讓人焊入心靈的景象，我在

輕輕行動後，緩緩接受。

在此旅程，我跟海鵬大哥他們，成了莫

逆之交。旅程，不是只有看到身邊的事物；

旅程，最後看得最清楚的，是身邊所有的夥

伴，和自己面對困難時的心。

之後，我盡我的時間跟大哥們去闖蕩，

包括：雲南梅里雪山騎行、川藏公路的腳踏

車騎行、中亞六國腳踏車騎行、吉利馬札羅

峰及東非探行。當然，在除了與大哥們的探

險外，我也參與了當時校內的登山活動及以

如此的精神去經營醫療服務社。

我也試著，一個人去闖蕩。在intern跟R1

銜接的空白一個月，印度，我一個人。會去

印度，是一個因緣際會。本來是intern結束後

一群人要去南洋海島度假，結果要同行的一

對情侶同學分手……這個團瞬間就散了。

抱著沒什麼不可能的心態，我在兩個禮

拜內規劃準備出自己的印度之旅：在當年沒

有豐富網路資訊，一切只靠手中一本「Lonely 

Planet」的年代。當然，我是有點被騙，因

為我那分人家手的馬來西亞裔的同學安慰我

說：「放心啦，印度人只會想騙你錢，不會

想對你用強的，我認識很多印度人，真的，

你放聰明點，一切都沒問題。」（近年印度

強暴新聞頻傳，證明當時他都是騙我的）。

當然，當時我有跟探險協會的大哥們討論，

他們也給我印度的台灣聯絡處的人員電話

（可是後來想：遇到突發狀況真只能靠自

己）。

在印度的行程中，從德里到古老的瓦拉

納西，再到世界聞名的泰姬瑪哈陵。背著一

個大包包，在我僅有的時間裡，完成我所有

想經歷的旅程。我沒有求助大哥們給我的資

訊，只是在我覺得有當地人像坑我的時候，

大聲的跟他說：Why not look for a police man. 

2009年，川藏公路騎行

2012年，中亞五國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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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當時印度還沒那麼亂吧，所有的一切

都讓我安然地度關，讓我可以在當時完成

一個人的印度長途旅程。印度的古老傳統行

程依然在我心中盤旋；在印度火車夜鋪上，

老鼠從髮間竄行的印象依然歷歷在目；夏日

季風狂吹，螞蟻蝗蟲隨風吹盪，吹落鼻肩頸

邊，騷痛驚覺，人生初驗；恆河畔每夜進行

的祈禱儀式，我感受在心；漂流在恆河的小

嬰遺體，我依然可以描繪包覆它的荷葉的形

狀。

生命，就是這麼進行的，不是嗎？無

論，我們是否曾經過那裡？無論，我們是

否是醫療者？所以，壯遊，不是只是那個在

文字世界的定義。而是，我，對我自己的定

義。世界的進行不會因為我們的行為模式而

改變甚多，但是，我們自己的所見所為，會

因為自己進行著的所見所為而改變甚多。

而在我自身的專業領域，醫學：我亦是

以如此的態度進行，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

壯遊：比較不同的是，這條旅程是更漫長，

更需要用整個生命的投入。在這個旅程，從

一開始的懵懂無知，事事需要探索學習，處

處需要師長教導提醒，到後來較為成熟後可

以獨立作業。前進的過程裡，有時，像是行

經漫長的草原：雖然在驅車狂奔，但是路邊

的景象卻如不動般的固定；有時，像是在一

路上坡，儘管已經走到氣喘吁吁，前頭的延

伸到天際的彎路似是永無止盡；有時，像是

在萬丈深淵邊行走，每一步都要謹慎確定，

不然賠上的就是無法彌補的粉身碎骨。有

時，狂風暴雨，風雪滿天；有時，卻又是晴

空萬里，無限美好。

旅程，不論是對這個世界的探索，或

是在自身專業的追求，都是沒有盡頭的：但

是，我會試著在我能力之內，一直走下去，

並嘗試走出去。看到我們應該看到的，做到

我們可以做的。這是我對學生們的結語。我

也知道，對於醫學，對於人世，我所知仍然

太少，但是，唯有一直的往前行，才能去看

到之前所未見的。曾經讓我感動，讓我成長

的景象與事物，已經成為滋長我的養分，讓

我可以有許多美好的回顧；正因如此，我的

腳步不能停滯，因為我相信還有更多更多美

好的景象與事物，會出現在我去接觸拜訪他

們的時候。

這是，我的，醫學與探險。

（作者係母校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小兒外科及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2016年，東非，吉利馬札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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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美 校 友 會 報 告

謝
董事長及各位校友：

我是44年前臺大醫科畢業的黃清煌，目

前擔任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這次

景福校友返校日本來應該是大紐約區分會會

長李勃興醫師在這裡向大家報告，由於李醫

師工作繁忙無法分身，要我代勞，並向大家

致歉。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在1981年成立之

初有九個分會，以後陸續有其他分會加入，

全盛時期非常熱鬧。近年來由於北美校友人

數銳減，仍然繼續辦活動的只有五個分會，

每年定期正式集會的就只剩下大紐約區分

會。目前北美校友還能聯絡到的，醫學系有

1,033位，藥學系有720位。北美臺大醫學院校

友會的主要功能是聯誼與互助。藉由聯誼促

進彼此的認識，增進感情，進而在異鄉相扶

持，老的幫忙年輕的，強的幫助弱的，並且

將這優良傳統傳承下去。

70年代以前，由於台灣當時的政治氛

圍與社會環境，加上美國醫師荒，移民美國

的臺大醫學系校友非常多。70年代以後，台

灣的民主與生活品質大為改善，加上美國非

但不再需要外國醫生，而且對醫生移民加上

種種限制，臺大醫學系校友移民美國的熱度

幾乎降至冰點，此種情形持續了20年。直到

21世紀初期，可能是由於台灣醫療環境的變

遷，年輕的醫生又開始離開台灣，有些選擇

前來美國。根據我的資料，公元兩千年以後

畢業的臺大醫學系校友前來美國的人數是增

加了，不過每班還是不超過10個人。現在外

國醫生到美國打天下，已經不如七十年代以

前那麼容易，前來美國的年輕校友都是人中

之龍鳳，雖然面對一連串的逆境與挑戰，他

們總是不屈不撓，絕大多數都能走出自己的

路。這次本人返台之前，獲悉許多熱心於校

友會的年輕校友在美國住院醫師聯招中，被

一些名校錄取，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當然

這絕大部分應該歸功於他們自己的才智與奮

鬥，但前輩校友的鼓勵、牽引與協助也多多

少少幫了一些忙。

由於北美校友的老化，校友會出席率

直線下降，2012年當我主辦全美校友會時，

宣布該次年會將是校友會的最後一次，會

後即將校友會解散。當時驚動了許多熱心的

校友，謝董事長也特地前往美國關懷，說是

北美校友會解散不得，並答應給予協助。因

文／黃清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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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北美校友會在前任兩位理事長莊武雄醫

師與邱義男醫師的努力下，又繼續維持了五

年。事隔五年，北美校友會的老化更為嚴

重，絕大多數留在北美的校友，年齡都已超

過70歲。

由於人力及物力的不足，自2012年以

來，原本每年一次在美國舉辦的北美校友

會改成三年一次。三年前在周滿滿會長的領

導下，熱情的克利夫蘭校友們在當地舉辦了

一次相當成功的年會。今年輪到大紐約區主

辦，此次年會會長李勃興醫師誠心希望大家

能夠在百忙之中，抽空前往紐約參加此次盛

會。李醫師同時要我向大家報告大紐約區分

會從2012年來的主要活動：

1. 維持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網站。

2. 建立北美校友會的臉書團體，促進國內外

校友及醫學院學生的聯絡。

3. 與前往美國的臺大醫學院交換學生聚會。

4. 與醫學人文體驗學習群聚會。

5. 舉辦每年的年會並提供外地在訓校友旅費

的補助。

最後，再一次提醒國內外校友，今年北

美年會的時間是10月7、8兩日，地點在紐約

法拉盛的喜來登酒店。開會後10月8日至15日

有為期一星期的新英格蘭區賞楓之旅，目前

已經有許多國內外校友報名參加。尚在猶豫

的校友也請預留時間，屆時前來共襄盛舉。

大紐約區的校友們將全力以赴辦好這次年

會，相信不會讓大家失望。

以下是李會長寫給校友們的短信：

謝董事長及各位校友，大家好。

我是2017年到2018年醫學院校友會大紐

約區分會會長李勃興。很抱歉我今天不能親

自出席，非常感謝黃清煌學長，代我在此誠

摯地邀請各位參加2017年10月在紐約舉辦的

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年會。

時間過得很快，上一次北美校友會的年

會在紐約舉辦，是在2012年。那個時候，北

美的校友會正面臨到一個關鍵的時刻。隨著

醫學院畢業生赴美留學或執業的銳減，參與

校友會的成員年齡層提高，沒有新血加入，

2012年的年會，很有可能成為絕響。感謝景

福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和北美藥學系校友會

的支持，還有藥學系校友會的李德義會長，

克里夫蘭的莊武雄醫師、周滿滿醫師和邱義

男理事長的勞心勞力，才使得北美校友會的

年會得以在美國和台灣之間輪流舉行，延續

北美校友會的活動。時間很快地到了2017

年，今年的北美校友會年會，又回到紐約舉

辦。

紐約區的分會，從2011年開始，在黃清

煌醫師，黃瑞煊醫師，和陳耀楨醫師歷任會

長努力，以及紐約區各位理事的支持下，我

們可以很自豪的說，紐約區的分會是全北美

各分會中最活躍的。除了持續負責北美校友

會的網頁，從2012年初開始，我們也在臉書

上建立了北美校友會的臉書社群，增加與年

輕校友之間的互動與資訊交流。另外，我們

也與醫學系六年級來美見習的學生有聯繫，

並且接待醫學院師生來美東的人文參訪團。

有鑒於全北美的校友年會在美國舉行的頻率

變為三年一次，為了增加在其他地區的年輕

校友參與校友會活動的機會，我們也開放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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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區的年會給外地的校友參加。並且從2014

年開始，提供仍在讀書、做住院醫師或是博

士後訓練的年輕校友旅費補助，以減輕他們

的負擔。在這一連串的努力下，每年來參加

校友會活動的年輕校友，人數持續增加，為

校友會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紐約是一個很有趣的都市，除了年會活

動之外，今年的會後旅遊，由黃清煌理事長

精心策劃了新英格蘭賞楓之旅，也是精彩可

期。歡迎大家踴躍參與今年10月在紐約舉辦

的北美校友會年會。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為北美臺大

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

應徵資格： 具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及兩年（含）以上博士後研究經歷
（或三年以上之教學經驗），必須能勝任臨床病毒學（含實驗及實習）之

教學與研究，及醫學檢驗、生物科技相關領域之教學。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週一）下午五時止。

起聘日期：2018年8月1日（本系可依徵求情況作調整）。

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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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五篇。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至少二封推薦函（須含推薦人住址、傳真、電話）。

以上1-4項所有資料須以紙本於上述申請期限內掛號郵寄送達收件地址。

推薦函請推薦人以emai l方式寄達  林亮音主任 l i l in@ntu.edu.tw及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收件地址： 100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林亮音
主任收。

　　電話：+886-2-2356-2799

連 絡 人：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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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六十周年感言

大
家好！感恩，謹代表臺大醫學院第十屆

同學（1950/08-1957/07）發表畢業六十

周年感言。民國39年入學（傅斯年校長），

46年畢業（錢思亮校長）。72位同學，25位

去世了，我們默禱一分鐘懷念去世同學，親

如兄弟姊妹。臺大畢業後受預備軍官第六期

ROTC在鳳山步兵學校訓練，官階中士後至台

北士林衛生勤務學校訓練後官階少尉軍醫派

往金門服務，32師94團收集組組長，遇47年

八二三炮戰（1957-1959）。退役後在臺大醫

院內科受訓住院醫師至總住院醫師（1959/08-

1963/07）。高天成院長指導下照顧過住特

一、特二病房胡適之中研院院長，清華大學

校長梅貽琦。我記得星期假日看了吸血鬼電

影，星期一向胡適講，胡適說你們醫師才是

吸血鬼，每天來抽血！（心肌梗塞症）※梅

校長接受臺大醫院處女護士輸血治療。

CR後兼任VS奉內科主任蔡錫琴命赴任

郊外仁愛路四段十號台北市立醫院（由昆明

街100號東移遷來）以後成為台北市立仁愛醫

院由內科主任經副院長，民75年6月15-29日

奉王金茂衛生署長命率中華民國國際醫院聯

盟加拿大考察團ROC Delegate The Study Tour 

of Hospitals in CANADA, Edmonton, Calgary, 

Vancouver，自76年7月8日至82年5月14日任職

院長六年，共三十年（1963/08-1993/05）。

感謝恩師楊思標教授指導下學胸腔內科

（FCCP）至仁愛後民國55年使用日本製町田

Machida FGS-A纖維內視鏡（已故竹本忠良教

授指導下）診斷食道、胃、十二指腸專攻早

期胃癌Ⅱc（1974/12/13）。1971年12月17日

使用FDS-L為49歲，男，診斷胰臟癌創台灣第

一例EPC（ERCP）值得紀錄。民82年五月一

日盛大慶祝四十週年院慶同時舉辦學術討論

會。

奉黃大洲台北市長命任台北市政府衛生

局長（1993/05-1996/9/24）公務員退休後回高

雄故鄉服務阮綜合醫院顧問醫師（1996/11/06-

2014/10/06）18年，松山飛小港以後改高鐵由

左營至台北火車站，南北奔走。公辦民營使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台北醫學大學辦理創

萬芳20週年，台北市南區醫學中心2017/02/10

飛躍雙十再創卓越（邱文達院長、李飛鵬至

連吉時院長功不可沒）。

文／陳寶輝

孫女陳米雪（左）、陳米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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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醫學會、基金會，中華民國消化系

醫學會（GEST）理事長（1994-1997）台灣

預防醫學會理事長（2005-2010）台灣肝癌

醫學會（TLCA）創會理事長（2008-2012）

現任名譽理事長迄今。雷射醫學文教基金會

（高明見理事長，創會董事1984迄今），宋

瑞樓教授學術基金會創會董事（1988迄今）

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長期照護護理之家創會

董事（1993年迄今）其他消化系內視鏡醫學

會、內科醫學會（1987）臨床腫瘤醫學會

（1992）孫逸仙癌症中心（SYS.CC 1989）

TIP董事（1988）超音波學會（1990）參與

籌辦2017年世界醫用及生物超音波聯盟大會

WFUMB2017TEIPEI會長江文正（10月13-17

日）。

我們在台灣出生65位，日本時代（1895

馬關條約-1945台灣光復）受日本人教育アイ

ウエオ、カキクケコ，日語國民學校六年、

中學一年，光復後學中國國語，ㄅㄆㄇㄈ、

ㄉㄊㄋㄌ、ㄓㄔㄕㄖ，會講台語（河洛）、

客家話、日本話，會唱台語歌舊情綿綿、綠

島小夜曲、思想起、高山青、夜來香、劉福

助和張瓊瑤的桃花紅，鄧麗君何日君再來、

小城故事，日本演歌，童歌，李香蘭（山口

淑子），蘇州夜曲（寒山寺），知床旅情，

當然會唱日本國歌「君が代」、中華民國國

歌、升旗歌（青天白日滿地紅）。

活在美麗寶島Formosa福爾摩沙，荷蘭佔

領37年（1624-1661）直至1661年5月25日於台

南熱蘭遮城，鄭成功國姓爺鹿耳門戰功不可

沒，佔領台灣。

台灣好山好水新年2017農曆丁酉年雞年

大吉，謝謝母校臺大景福基金會謝博生董事

長，景福醫訊通知近況，感謝呂鴻基、黃伯

驥同學推薦我為代表，發表六十周年畢業感

言，讓我日夜不得安眠。

敬祝母校各位師長、恩師楊思標教授，

在座各位先輩及在校同學，各位貴賓女士先

生，萬事如意，健康平安，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57年畢業，現任台北

醫學大學兼任臨床教授）

三代同堂全家福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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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業醫的演變史與個人經驗談
（畢業50年感言）

1967年，我自臺大醫學院畢業，68年隨

即赴加拿大進修，當時的境況雖然堪稱

身無三兩銀，孤身漂浮異鄉，但也苦中有

樂，不僅去欣賞了加拿大秋季楓紅似火的

美景，也看到了洛磯山脈（Canadian Rocky 

Mountain）的青山藍湖與壯麗飛瀑。之後，

總算得到了過敏科Allergy的專科證書（Board 

certificate）。

1974年，我到了夏威夷，看到輕輕款

擺、搖曳的椰子樹及浪花耀金的海波浪，迎

著徐徐和風，聆聽著優美的Hawaiian音樂，欣

賞著迷人的夏威夷Hula舞，便決定在夏威夷定

居下來。

美國開業醫第一次有驚無險的危機

時至1980年，美國發生了Malpractice 

insurance premium危機，Malpractice insurance

（職業過失責任保險）的費用飛漲，迫得美

國政府緊急立法限制律師費，並且對病人的

補償也加以合理化，才平息了這次的危機。

然而到了1990年，美國的Hospitalist（臺

灣稱為「醫院整合醫學專科醫師」）制度興

起，Hospitalist只在醫院看診，不在醫院以外

的地方看診，因此兩年之內，開業醫師便不

再需要再到醫院及急診處看病人。

時至2002年，這時可說是美國開業醫師

的黃金時代，當時我的長男（過敏專科）及

長媳（內科專科）加入了我開設的診所。

現代醫界遭遇資訊衝擊，開業醫面臨

新一波危機

但到了 2 0 0 8年，美國醫界正式面臨

資訊化時代的來臨，首先迎來病歷電子化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的改變，接

著是開始建立電子處方系統（E l e c t r o n i c 

prescription），緊接著是電子帳單（Electronic 

Billing）及實行Cozeva系統，美國的醫藥保險

公司開始要求開業醫師要提供病人的HbA1c、

cholesterol（膽固醇指數）、mammogram（乳

房的X光片）、colonoscopy（結腸鏡檢查報

告）等資料，開業醫師若不建置資訊系統

（電腦系統）即無法應付其要求。

除此之外，網際網路（Internet）也開

文／郭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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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盛行，我的診所電話也從原本的四線擴充

為二十線的網路電話，因為我的診所總共

雇用六位醫療人員，包含兩位專科護理師

（Nurse Practitioner）及四位專科醫師，所以

必須擴充電話線才足供診所的需要。因應診

所的業務需要，也增聘員工並架設內部網路

（Intranet），還好我的女兒與女婿都加入了

陣營，我的女兒是內科專科醫師，女婿則是

電腦工程師，有了他們的支援，許多資訊問

題得以迎刃而解。

但是資訊化需求對開業醫無異造成了更

大的壓力，增添電腦設備、架設網路等必然

都會增加成本支出，如果是醫師人數較多、

業務量較大的診所也許尚可負荷，但對個人

診所而言，增加的成本支出令開業壓力更形

嚴峻。

開業醫的真危機正式來臨──患者資

源遭瓜分，加之保險給付方式改變

2014年，開業醫再度迎來更大的危機，

也就是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 NP）及

醫師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 PA）的出現，

這些醫護人員不僅可以幫病人看診、開立處

方，並且可以施行小型手術，四處可見的藥

房首先響應設立mini clinic，瓜分走許多病

患來源。與此同時，美國醫院也開始轉型，

開設門診中心、設立了衛星診所（Satellite 

clinic）及Specialty clinic，如心臟科、胸腔

科、腸胃科、神經科等，搶走了更多患者，

等於向開業醫挑戰，並鼓勵患者眾多的開業

醫師，與其自行開業還不如到醫院的門診中

心工作。在這樣的競爭之下，許多患者都

湧向大醫院的門診中心及急診處，甚至有

的患者連之後的複診都直接去醫院的Special 

Clinic，而不再到開業醫處看診及治療，開業

醫的壓力無異更形加重，這樣的態勢之下，

我的診所也迫於時勢，必須順應這個潮流，

聘請了兩位NP，開設衛星診所，至此，美國

的開業醫的盛況不再，開始進入下坡期。

對美國開業醫而言，最重的打擊不

啻是2016年醫藥保險公司開始實施人頭主

義（capitation），不再論量計酬（fee for 

service），而是按照病人人數以固定金額付

給醫師，有幾位病人就給付多少金額，不以

每日病人數目計而且這對開業醫來說也是很

大的震撼。加之，同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

（Trump）當選，其政策未明，開業醫的未來

更是吉凶難料，我也只能坐以觀變。

如今已是 2 0 1 7年，我已年屆七十五

歲，進入老年期。美國退休開業醫，老年期

的特色就是「坐以待『幣』」、「度日如

『年』」，也就是不必工作，退休金滾滾而

來，天天彷如過年般的悠哉，日子非常美

好，可惜我至今尚無機會可以享受，因我尚

未退休。

在此，我要代表醫科第20屆的同學感謝

謝董事長與景福基金會多年來對海外校友的

照顧，也希望各位校友多支持景福基金會，

況且捐款還可以節稅，何樂而不為呢！最後

謹以美國川普總統的一句名言：「Make景福

會Great Again.」獻給各位。

（作者係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President, 

Medical Clinic Inc, H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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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誓詞的再認識
─希波克拉底斯及帕拉塞薩斯思想探索

引言

每一位醫學生進入臨床實習之前都要參

加宣誓典禮，在典禮中宣讀的醫師誓詞具有

重要的教育意義，它讓同學們認識醫師的使

命，引導他們進入醫學專業，使醫療成為人

道的藝術。

醫學人文博物館古蹟建築（二號館）

於1997年完成修復工程之時，恰逢母院建

院百週年，我請名書法家薛平南教授書寫醫

師誓詞（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宣言版本），

鎸刻於大理石，鑲立於大門前廊牆上，做為

母院百年院慶的獻禮。今年是母院建院一百

二十週年，我將鎸刻著古希臘文醫師誓詞的

木雕作品與希波克拉底斯的塑像安放在博物

館古蹟建築西側樓座的「醫學人文研習工作

室」，來紀念母院雙甲子院慶。

以古希臘文鎸刻醫師誓詞的木雕作品與

希波克拉底斯的塑像，是去年暑假我帶領醫

學人文博物館「體驗學習群」學員到希臘愛

琴海的科斯島（Kos）進行「仰望醫學星空」

體驗學習，參訪希波克拉底斯國際基金會博

物館之時帶回來的。「仰望醫學星空」體驗

學習的目標在於探索醫學史偉人的思想，讓

學員與他們心儀的人物產生知性上的交流，

情感上的共鳴，以及精神上的交融，藉此獲

得啟發與鼓勵。以下摘錄吳孟樵與尤瑞琛同

學以2500年前醫學史上最早提出醫師誓詞的

希波克拉底斯和500年前首先揭示以病人為中

心進行科學性醫療並重新提出醫師誓詞的帕

拉塞薩斯為對象，所進行的思想探索的學習

心得，提供給新世代景福人，做為他們重新

認識醫師誓詞，反思自己投身醫療所要建立

之價值體系的參考。

希波克拉底斯

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  460BC-

377BC）誕生於小亞細亞西海岸附近的科斯

島，他從小時候開始就在父親赫拉克里德的

教導下學習醫學，長大後在科斯附近的城市

及愛琴海群島四處行醫，成為那個時代中最

有影響力的醫師，也是學術地位最崇高的科

斯學派領導人。

在科斯島進行「仰望醫學星空」體驗

學習的行程中，我們先到目前希臘保存最完

整的醫神神殿（Asclepeion）遺跡參觀（圖

1）。這座神殿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就存在，裡

面祭祀著古希臘神話中的醫藥之神Asclepius。

在希波克拉底斯的時代，神話與宗教信仰仍

是主導世間萬物運行的唯一真理，解釋著有

形及無形的萬物，當時並沒有「醫學」這樣

引言／謝博生、文／吳孟樵、尤瑞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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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觀念，而是將「疾病」視為「神的懲

罰」；也因此生病或有殘疾的人們就須前往

醫神神殿，透過儀式、祭祀來治癒自己的疾

病。希波克拉底斯的父親是科斯島上醫神神

殿的祭司，所以希波克拉底斯對於醫學的概

念和知識最初是從醫神神殿這樣的場所學習

到的。

離開醫神神殿這個初始之地，我們

來到了希波克拉底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 

Hippocratic Foundation of Kos），這個基金會

也是一座博物館，裡面典藏著豐富的資料，

詳述希波克拉底斯的一生以及其思想；展示

室重現了當時希波克拉底斯使用的醫療器械

（圖2至3）。在博物館中，我們可以發現希

波克拉底斯受到古希臘思想的影響，在理性

思維的哲學基礎上，把醫學從迷信中解放出

來，賦予它理性的面貌。依據希波克拉底斯

的思想，疾病的起因乃是因為某種自然的運

作，包括環境、飲食、習慣等因素所影響，

和神話、宗教沒有關係；疾病的治癒並非神

蹟的表現，而是在人體中有一股「自然的力

量」來治癒疾病，疾病的演變（發病到治

癒）乃是自然的過程。希波克拉底斯對人體

內「自然的力量」有著自己的想法，即體液

學說，疾病的起因是因為體內四種液體失去

平衡所導致的。

由上述兩個觀念，希波克拉底斯發展出

一套醫療模式，採取一種「被動」的治療，

例如對於骨折，他主張先清理傷口，用牽引

術來伸展患肢，舒緩疼痛後包紮，使患肢自

行癒合。此外，因為他認為疾病的起因和環

境、飲食、習慣有關係，所以對於衛生、清

潔的觀念極為重視，對於病人施以治療時大

如使用的器械及使用步驟，小如醫師指甲的

圖1：科斯島上的醫神神殿遺跡

圖2： 基金會展示大量關於希波克拉底斯的

事蹟與資料，是重要的考古研究場

所。

圖3： 這間展示室重現希波克拉底斯當時使

用的醫療器械，豎立的梯子是針對骨

折所用之牽引梯，圖下則為牽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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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都有許多規範。

希波克拉底斯對於「觀察、紀錄」十分

重視，其筆記對於不同病人的症狀表現、氣

色、疼痛程度都有所紀錄，並將這些臨床症

狀整理、推論，傳授給門生，在博物館的展

示間內可見複製的筆記本及教科書，闡述體

液學說等論述。現今的醫學知識已知體液學

說是錯誤的，體內自然痊癒的力量主要透過

免疫及修復系統，而非四液平衡；不過在兩

千四百年前，希波克拉底斯這樣的思想卻顛

覆了當時對「醫學」的認知，讓醫學從神話

及迷信中脫離出來，回歸到「人」。我們經

由這座博物館的展示，對於希波克拉底斯的

思想獲得更深入的認識，並能細細咀嚼其背

後的意義。

波克拉底斯認為：一種疾病要能夠準

確診斷出來實屬不易，既然如此，那就做醫

師所能做的事：關注在病程演進及預後（如

同現今支持性療法的觀念），這也展現出他

思想的精華：醫師最該遵守的原則是「不傷

害」，不應貿然採取高風險的醫療行為，不

論是不是病人要求，都不能給予病人有害之

物，不能確定有用之手術，亦不可施諸於病

人身上，這就是現今醫學倫理所公認的「不

傷害原則」。

希波拉底斯提出的醫師誓詞注重醫者自

身的道德精神，要拒絕誘惑，並為病人保守

秘密；而最特別的是，希波克拉底斯透過誓

詞，希望醫者不僅要將醫學知識發揚，更要

傳承下去。希波克拉底斯的醫師誓詞雖然有

些內容不能完全適用於現今時代，但是其核

心價值卻是十分值得傳承。（吳孟樵 撰）

帕拉塞薩斯

帕拉塞薩斯（Paracelsus, 1493-1541）

出生在瑞士，受到同為醫師的父親影響，在

16歲時進入了巴塞爾大學主修醫學，後來

轉學至維也納，最終在義大利的法拉拉大學

（University of Ferrara）獲得醫學學位。畢

業後，帕拉塞薩斯在歐洲四處旅行，吸收了

Hermetic、Neoplatonic、Pythagorean等哲學思

想，對神秘學、占星學、鍊金術等產生興趣

並開始鑽研，從而將這些哲學思想融入了他

的醫學思想之中。

1526年帕拉塞薩斯獲得邀請去巴塞爾大

學教授醫學，在這裡，他首創以日耳曼方言

講授醫學，取代當時盛行的拉丁文；此外，

他還將當時在巴塞爾的藥劑師和理髮師兼

外科醫師等從事醫學相關職業的人們組織起

來。帕拉塞薩斯主張對於疾病採取主動、積

極的醫療方式，在課堂授課時，經常焚燒他

認為觀念陳腐的醫學書籍（例如蓋倫的醫學

教科書），並攻擊其他教師較為保守的醫學

教學，這樣的作為引起許多反對，因此，他

在巴塞爾大學的教職沒過多久就因為激起眾

怒而被取消。

1536年帕拉塞薩斯出版了《偉大的手

術書Die Grosse Wundartznei》一書，重建了

自己的名聲。他在醫學上最重要的思想是：

人類本質上是一個化學系統，疾病的產生可

能是元素之間不平衡所導致，因而若要治癒

疾病，則需要以礦物（藥物）來重新恢復人

體的平衡。此外，他也認為疾病是可以分類

的，不同的疾病具有不同的特殊性質，每一

種疾病都應該要有一種特效的化學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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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因此他反對過去認為有所謂萬能特效

藥存在的理論，並認為藥物和毒物的差別只

在於劑量的多寡。這種思想促使了當時的人

們開始去研究有益和有害藥物的區別，推進

了醫學的進步。

帕拉塞薩斯在醫學人文思想上的貢獻，

來自於他所提出的醫師誓詞。醫師誓詞目前

所知的最早版本是來自古希臘時代希波克拉

底斯所提出的版本，爾後大眾比較熟知的版

本是二十世紀世界衛生組織在1948年日內瓦

大會時所提出的版本，這兩個版本基本上精

神都是共通的，像是尊師、守密、平等、以

病人為首要顧慮、維護生命等。帕拉塞薩斯

所提出的醫師誓詞版本，因為受到文藝復興

運動與人文主義的影響，特別強調去「愛」

病人，及感同身受的人道醫療概念，同時，

並要求對於知識與醫術上的精進，避免在無

知的情況下去治療病人。（圖4）

帕拉塞薩斯提出的醫師誓詞特別強調

對於病人的「愛」，這種思想在現今時代看

來，也許是見仁見智。在現代醫療情境中，

一定非得要有「愛」才能對待好病人嗎？我

認為，倒是不必這麼武斷，站在病人的立場

來考慮，依照病人的意願來決定治療方向，

讓病人能獲得最好的照顧，或許就是最好的

處理方式，而這些，並非一定要有「愛」才

能完成。「愛」是不求任何回報的，但是，

現今的醫師同時也是現代社會經濟體系內的

一員，終究無法完全不考慮收入、報酬地去

愛每一位病人。「愛」對於現今時代的醫師

來說，也許是過於沈重了些。（尤瑞琛 撰）

（謝博生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景福

基金會董事長；吳孟樵與尤瑞琛係醫學人文

博物館體驗學習群學員）

圖4：帕拉塞薩斯的醫師誓詞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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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暘

當
這次執行編輯，實在是戒慎惶恐。因為本身文學造詣

有很大改善空間，非常感謝景福醫訊王亮月小姐的協

助，才能順利的完成工作。在醫學新知方面，特別請外科蔡

立威醫師，報告乳癌手術中，前導性化學治療與哨兵淋巴結

切片的新進展。同時也分享在國際會議中，與他國醫師互動

討論的心得感想。而近來在癌症治療中，非常重要的癌症免

疫療法，在江顯禎教授深入淺出的文章哩，結合了時事與過去研究的軌跡，必然能使大家即使不是

在此專科裏，也能明瞭其作用機轉與應用。在歷史文學中，可看到前輩對於國學的功力，真是令晚

輩汗顏不已，希望能在這電子化的時代，仍然能保留一些傳統美學的足跡，讓大家在日常繁忙的工

作中，心靈上仍有一塊休閒的空間。在校友小品中，韓良誠前輩提出了對於現代青年的期許，看法

是一種責任與承擔。雖然在當今世代，可能許多人覺得像中世紀中的騎士精神，難以持續，但不也

是對於自己生活一種浪漫的態度。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報導，讓我們對於老前輩們，行醫旅程上

的經歷與奮鬥，能傳承下去，讓大家能記得在過去的醫學發展中，有前人這樣的過程。著重在前輩

們的成就與歷程外，我特別邀請外科兩位新生代，跟大家介紹他們特別的旅遊經歷。黃俊傑醫師平

日嗜好旅遊，特別請他分享令他難忘的日本景點，在他的文章中，雖然本人沒有實際到達，憑藉著

他提供豐富的照片，也能神遊一番。楊惠馨醫師是在為數不多的小兒外科女醫師，卻展現巾幗不讓

鬚眉的豪氣，遊遍五大洲，並以雙輪自行車完成壯遊，特別邀稿讓她談談心路歷程，讓我們景福醫

訊除了介紹前輩們的事蹟，也讓大家分享後進的動態。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醫師的責任與社會

期待也在變，或許以往希求醫師以“愛＂為責任、期許的誓詞，在新的時代應該有新的詮釋。若謹

守著誓詞上字面的意思，在現今社會中，或許並無法真正的實踐，反而造成更多的紛爭。因此在本

期封面故事，特別在提出醫師誓詞，並介紹希波克拉底斯與帕拉賽薩斯思想，讓這個新世代的景福

人，可以反思在這現在社會中所需扮演的腳色，及所需建立的價值體系。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母校附設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106年第一次醫學OSCE活動2017年臺大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

時間：2017年4月21~22日　　地點：福容大飯店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7年4月8日　　地點：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Google台灣區董事總經
理簡立峰

▲研討會會場 

▲聯誼感情的晚會 ▲修練身心的淨灘活動

成長營大合照

▲考官閱讀試題影片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訪視委員審視本院考場技能

站備物情形 

▲張上淳院長、楊志偉醫師與標準化病人合影

▲工作人員合影

考選部部長、立法委員（陳曼麗、尤美女） 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訪視委員等代表蒞院指導



母校附設醫院「422世界地球日」健康媽咪 健康寶貝 從健康環境開始

時間：2017年4月21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醫學院暨附設醫院106年國際護師節慶祝大會

時間：2017年5月4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