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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10 6學年度實習

醫師宣誓典禮暨課前訓練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105學年度撥穗典禮

時間：2017年6月2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7年5月29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景福謝董事長致贈畢業生禮物

▲撥穗

▲撥穗典禮會場

▲畢業生致贈母校紀念物

撥穗典禮大合照



本 刊 來 稿 文 責 由 作 者 自 負 不 代 表 本 刊 立 場

目　錄

景福醫訊
Jing-Fu Bulletin

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出版

第三十四卷第六期　總號三八三

董事長兼發行人∕謝博生

社　　　　　長∕黃國晉

編　輯　顧　問∕林國煌、楊思標、洪伯廷、曾淵如、謝豐舟

　　　　　　　　余秀瑛、郭英雄、朱宗信、林隆光

正 副 總 編 輯∕方偉宏、徐思淳

編　　　　　輯∕陳文彬、吳爵宏、鄭祖耀、徐明洸、陳世杰

　　　　　　　　李正 、王淑慧、王碩盟、柴惠敏、鍾國彪

　　　　　　　　林昭文、薛漪平、邱政偉、楊曜旭、柯政郁

　　　　　　　　許秉寧、商志雍、林艷君、錢宗良、王繼娟

　　　　　　　　王明暘

本期執行編輯∕范守仁

副　執　行　長∕詹鼎正、張皓翔、蔡詩力

助　理　編　輯∕王亮月

社　　　　　址∕台北市常德街一號（台大醫院景福館）

電　　　　　話∕(02)2312-3456轉67282

傳　　　　　真∕(02)2361-5556

印　　　　　刷∕益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臺灣郵政北台字第一二六一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1028-9585

網　　　　　址∕http://www.jingfu.org.tw

電　子　信　箱∕jingfu88@ms59.hinet.net

劃　撥　帳　號∕01410009

戶　　　　　名∕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第34卷　第6期

2017年6月出版

封面圖片： 生命之樹與墾丁寮先史時代人

復原過程

攝　　影：王亮月

臺大醫院122週年院慶專文

  2 學術發展與倫理規範　何弘能

醫學新知

  4 Ketamine之抗憂鬱療效　姚皓傑

醫學論壇

  7 AGE　李彥輝

校友小品

  9 醫病關係古今面面觀　林靜竹

11 參加「國立台灣文學館13週年館慶暨回顧台

灣文化協會系列活動」典禮受邀致詞　

 韓良俊

15 「黃伯超先生傳」讀後感想　周松男

19 從拆字、謎語、對聯、詩詞談漢字之趣　

 李穎明

22 轉瞬即逝　符傳孝

24 再見劍橋　陳永成

29 如果真有時光機：回到過去，你要準備好的

三件事情。　葉芷圻

32 樹和小花　方怡婷

封面故事

33 「演化與人」主題展示簡介　編輯部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

臺大醫院122週年院慶專文

學術發展與倫理規範

醫
療的進步，有賴千百年來國內外醫界前

輩與科學家的不斷努力，以往為了挽救

更多生命，不知需要犧牲多少人命才能換來

一個微小的發現與進展。幸而近幾十年來，

有愈來愈先進的基礎研究與動物實驗可以讓

人體試驗處在更為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醫學

也得以倍速進步與發展，這是身處這個年代

的你我所能幸運共享的果實。伴隨著醫學研

究的蓬勃發展，彰顯醫療人權的臨床研究倫

理在近十多年來開始受到各國的重視，臺大

醫院也因此率先全國於2012年12月通過美國

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協會（AAHRPP）的評

鑑，確保在臺大醫院所進行的臨床研究符合

國際倫理標準與規範。

然而，除了臨床研究倫理之外，學術研

究的倫理議題更應該受到重視。研究是一條

漫長又孤獨的道路，付出的精力與獲致的成

果不一定成比例，因此如何秉持高度學術倫

理並加以自律，是每位從事研究者一生中都

應持續學習的功課。臺大醫院今年的院慶研

討會，特別針對學術發展與倫理規範各項議

題，邀請國內外的專家學者，提出精闢的見

解與建議，就是希望我們能夠透過充分的交

流與討論，讓學術研究倫理的意涵得到更多

的重視與共識，也讓本院同仁在面對學術研

究倫理問題時，能夠有更加明確的價值觀得

以遵循並拿捏妥適的分寸。其中，針對研究

者的誠信及互信的議題，在今日多元的跨領

域合作中尤顯重要。

近年來從事科學研究，不僅常需要借

助團隊的力量，倘能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研發

常更能發揮綜效，因此跨領域合作的研究愈

來愈普遍，這也是國家政策與科學發展所鼓

勵的方向。尤其生醫界的跨領域合作，更是

促使醫療科技快速進步的關鍵。臨床醫療可

以與生物製藥、基礎實驗、流行病學、行為

研究、材料機械、電子資訊等各個不同領域

跨界合作，這些跨領域的合作可將雙方優勢

發揮得淋漓盡致，帶給科學界許多驚喜，也

解決臨床上許多難題。然而，也正因為學有

專精，研究者對於對方的領域不太可能完全

文／何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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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這時，研究者各自謹守自身的誠信與

專業道德，雙方合作建立在彼此信賴的基礎

上，也成為進行跨領域研究合作的基石。如

果不幸有違反情事時，如何補救且公平公正

面對處理，也是值得大家深切省思的。

期待我們的同仁們不要因為小小的挫折

就澆熄了對研究的熱忱，尤其過去藉由跨領

域的合作，我們獲致許多傑出的研究成果。

相信未來在持續進行的各種跨領域合作中，

必定可以在互助信任的平台上激盪出繽紛的

火花，造福人類。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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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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amine之抗憂鬱療效

儘
管Ketamine在臨床上最廣泛的用途是在

麻醉過程中的輔助用藥，Ketamine在過

去十年被視為新一代的以神經傳導物質麩胺

酸（glutamate）為標的的抗憂鬱症原型藥物。

不像傳統的抗憂鬱症藥物需要數個星期的治

療才能見效，Ketamaine能迅速地在靜脈注射

治療後數小時內即有緩解憂鬱症狀的療效，

這樣的效果，也出現在以傳統抗憂鬱症藥治

療無法見效的重度憂鬱症病患身上。而且，

這樣一次注射的療效，平均可以持續一個星

期之久。在2000年之後，這個由耶魯大學醫

學團隊所發現的Ketamine抗憂鬱效果陸續被許

多其他的研究團隊證實，並開始被嘗試應用

在傳統抗憂鬱症藥物或甚至電擊無法見效的

重度憂鬱症病患。

對這樣的療效，基於Ketamine是一個

NMDA受體的抑制劑，許多想要瞭解其治

療機制的科學家們一開始都朝向NMDA受

體抑制的方向展開研究。在2010年Li等人1

在Science發表了一篇代表性文章試圖解釋

Ketamine之作用機制。他們發現，在實驗大白

鼠身上，Ketamine會在前額葉皮層（PFC）活

化細胞內的mTOR信息傳遞，此一分子層次的

現象並不見於其他抗憂鬱劑或電擊治療組。

由於mTOR信息傳遞的活化與神經突觸內的蛋

白質合成有關，並幫助新的神經突觸形成。

他們進一步證實，Ketamine所活化的mTOR

信息傳遞的確在前額葉皮層增加神經突觸相

關的蛋白質表現量，諸如PSD95，GluR1及

synapsin I。類似於臨床觀察到的長效性，這

些Ketamine所引發的蛋白質表現量的增加可持

續長達三天。

在細胞的層次，透過雙光子影像的神

經型態學探討，作者們也發現，Ketamine處

理組其前額葉皮層的深層細胞之突觸棘突

（synaptic spines）不管在密度或成熟度都

顯著的增加。這些型態學的發現，也進一步

在離體腦切片的電生理測量獲得功能上的佐

證：不管是一般狀況下或是血清素所誘發的

興奮性突觸後反應，其反應之強度與頻率都

顯著地增加，這個結果，呼應了前述分子與

細胞層次的發現。

最後在行為層面，Ketamine在幾個代表

性的憂鬱症或焦慮的動物行為模式（forced 

swim test,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response to 

inescapable stress, novelty suppressed feeding 

test）上，都能顯示迅速的改善效果。而若大

腦前額業皮層細胞的mTOR信息傳遞被阻斷，

則Ketamine的行為療效則不復存在。這些結

果，進一步證明Ketamine在行為層面的效果，

都是透過活化mTOR信息傳遞而達成。基於

以上研究結果，再加上Ketamine的使用有成

癮的風險，作者們試著尋找其他具有類似作

用機制的藥物，最後找出了一個化合物Ro25-

文／姚皓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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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1。它是一個針對NR2B專一性抑制劑，進

一步重複上述的分子到行為層面的實驗後，

Ro25-6981表現出跟Ketamine極相似的作用機

制。

儘管在動物實驗上取得極具說服力的證

據支持，但許多基於NMDA受體抑制劑的角

度來開發的藥物，對憂鬱症狀的臨床治療卻

始終沒有Ketamine般的顯著療效，有些甚至在

進一步的臨床試驗中失敗。這些結果顯示，

NMDA受體抑制很可能不完全是Ketamine療效

的唯一且直接的機制。

K e t a m i n e 在肝臟會被進一步代謝

成norke tamine，dehydronorke tamine，

hydroxyketamines，hydroxynorketamines

（HNKs）。這些代謝產物因為不具有麻醉的

效果，因此在臨床上一直不被認為是有效的

成分。儘管如此，Ketamine很有可能扮演一個

前驅藥物，透過體內的代謝轉化成上述各類

化合物，進而發揮其抗憂鬱的藥理作用。去

年Zenos等人2在Nature發表的文章提出證據闡

明了這個觀點。作者首先比較Ketamine鏡像異

構物與MK-801這個專一的NMDA受體的抑制

劑在動物的憂鬱症行為模式的改善療效。結

果他們發現抗憂鬱行為的效果，與這些藥物

藥理上抑制NMDA受體的效果並無相關，說

明了可能存在一個非關NMDA受體抑制的抗

憂鬱機制。因此作者們朝代謝產物的角度思

考。

他們首先探討一個出現在人腦和鼠腦

中主要的Ketamine代謝產物(2S,6S;2R,6R)-

H N K 。在憂鬱症的動物行為模式上，

Ketamine在母鼠上表現出較佳的抗憂鬱效果。

同樣劑量的Ketamine注射，在其他代謝產物

（如norketamine）沒有太大差異的情況下，

母鼠的腦中較公鼠出現近3倍高的代謝產物

(2S,6S;2R,6R)-HNK。這個與行為實驗結果相

關的發現，暗示著(2S,6S;2R,6R)-HNK可能是

抗憂鬱的主要角色。為了驗證此一假設，作

者們修飾了Ketamine的分子結構，使其在不

影響其與NMDA受體結合的能力下，無法被

體內代謝產生(2S,6S;2R,6R)-HNK。結果顯示

這個修飾後的Ketamine分子，失去了抗憂鬱

症的療效。這個結果不但強調(2S,6S;2R,6R)-

HNK在抗憂鬱症的關鍵角色，也再一次說明

Ketamine抗憂鬱症的機制非關其在NMDA受體

之作用。

作者們進一步直接合成(2S,6S)-HNK或

(2R,6R)-HNK，打入小鼠體內後發現(2R,6R)-

HNK有較強的抗憂鬱效果。為了進一步釐清

(2R,6R)-HNK之抗憂鬱之作用機制，在小鼠離

體腦切片的實驗中，作者發現(2R,6R)-HNK不

但沒有抑制NMDA受體，反而還促進麩胺酸

所傳遞的興奮性神經傳導。事實上，此一由

(2R,6R)-HNK所引發的麩胺酸傳遞的興奮性神

經傳導是抗憂鬱療效極關鍵的一環，若先抑

制了麩胺酸傳導，(2R,6R)-HNK便無法展現療

效。

值得一提的是，不像Ketamine有很強的

成癮性及感覺解離的副作用，(2R,6R)-HNK不

但沒有影響小鼠對感覺訊息的處理，也完全

沒有成癮性。因此，至少在小鼠的研究上，

(2R,6R)-HNK可以安全地取代Ketamine達到抗

憂鬱的治療。這個研究也為憂鬱症治療的新

藥開發，開展了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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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有許多問題尚待釐清，例如，

(2R,6R)-HNK是如何影響或改變哪些神經

迴路？Zenos等人提出證據指出Ketamine

與(2R,6R)-HNK都會增加gamma波。另外

(2R,6R)-HNK改變了海馬迴的迴路，但卻不影

響前額葉皮層，此結果與Li等人的發現並不一

致。是否前額葉皮層在治療憂鬱症仍扮演關

鍵角色呢？這些問題仍有待科學家繼續研究

探討。

延伸閱讀

1 Li, N. et al. mTOR-dependent synapse 

formation underlies the rapid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NMDA antagonists. Science （New 

York, N.Y.) 329, 959-964, doi:10.1126/

science.1190287 (2010).

2 Zanos ,  P.  e t  a l .  NMDAR inhib i t ion-

independent antidepressant actions of 

ketamine metabolites. Nature 533, 481-486, 

doi:10.1038/nature17998 (2016).

（作者係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1996年畢

業，現任母校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誠徵教師1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生物醫學領域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一年以上研究資歷（至起聘日期止）
2. 具備循環生理學教學能力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與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紙本乙份或電子檔）：

1. 個人履歷
2. 二封以上推薦函（請推薦人逕送本甄選委員會）
3. 學經歷證件影本
4. 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著作（至多三篇）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6.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起聘日期：民國107年8月1日

四、截止日期：民國106年10月31日下午5時前（資料寄達日期）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10樓
　　　　　臺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電話：886-2-23562216
　　　　　傳真：886-2-23964350
　　　　　E-mail：fc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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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AGE（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乃

蛋白質或脂肪由於暴露於糖類而聚醣化

glycation，此乃老化因素之一，且影響許多退

行性疾病如糖尿病、血管硬化、慢性腎衰竭

及阿茲海默症等。還有心血管病「證實乃因

AGE引發膠原質之cross linkage交互聯合而使

血管拉緊，且將LDL捕捉入動脈壁。AGE能

將LDL聚醣化來促進氧化，而氧化過之LDL

乃血管硬化之主因，最後AGE可和它之受器

RAGE（receptor for AGE）結合而引起氧化

壓力及激活血管內壁細胞之發炎」，及其他

―如肝病、關節障礙、記憶力、視力（包括

眼球晶狀體之感光體形成發炎）、高血壓、

中風、關節炎、痴呆症、骨質疏鬆、牙周病

等。或許癌也有關連？它也可損傷皮膚之膠

原質及彈性而留下皺紋垂下呈老化。

AGE幾乎涉及到身體各型細胞及分子，

它產生不少病理作用包括：1.增加血管滲透

性，2.增加動脈硬化度，3.干擾一氧化氮而抑

制血管擴張，4.氧化低密度脂肪LDL，5.約束

細胞如巨噬細胞／內壁細胞及間質細胞來引

發各種細胞激素cytokines之分泌，6.增強氧

化壓力stress。AGE之能引發損傷乃經由cross 

linkage來產生細胞內損害及細胞凋亡。

至於如何使AGE會產生病變，首先要知

道蛋白質乃藉由Lysine鍵來聚醣化，在人類細

胞核內histone中Lysine醣化最多，因此形成聚

醣化蛋白質N（6）-Carboxymethyllysine。而

RAGE可見於許多細胞如內壁細胞、平滑肌、

由肺肝腎產生之免疫系統細胞，一旦AGE和

RAGE結合就會引起年老及糖尿病有關之慢性

炎症包括血管硬化、氣喘、關節炎、心肌梗

塞、腎炎、視網膜炎、牙周炎及神經症。有

云病理機制乃AGE和其受容器結合後激活核

因子kappa B（NF-kB）而此NF―kB乃控制涉

及炎症之些基因。

說到AGE如何被身體排除乃由於它之

被細胞蛋白溶解cellular proteolysis產生AGE

蛋白肽及無AGE增生物。後者釋放入血漿後

可由尿排出，前者則受腎近端小管proximal 

tubule之上皮細胞之內噬作用endocytosis再經

endolysosomal系統分解成氨基酸，而又回到

腎內腔來排出。要知道細胞外產生之AGE蛋

白質不能通過腎囊之基底膜，必須先分解成

AGE蛋白肽及無AGE之增生物，有賴周邊巨

噬細胞及肝竇內皮細胞／Kupffer cell協助。再

者大AGE蛋白質沒法進入鮑文氏囊，但能和

內上皮及間質細胞之受容器結合或腎小球膜

床mesangial matrix合併，如此激活RAGE會引

發各種細胞激素�cytokines包括TNFbeta（它

可管控抑制metalloproteinase而增加mesangial 

ma t r ix之產生，以致腎小球硬化降低腎功

能。同樣情況也可發生於糖尿病產生之腎病

變）。又有些AGE有內在氧化能力，活化

NAD（P）H氧化�（經由激活RAGE損傷顆粒

體內蛋白而使之功能失效），因而促成氧化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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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因此抗氧化劑或可阻止此循環又糖尿

病人若有AGE量增加會使腎損傷以致降低尿

排出AGE，更使腎受傷。有人證明加糖於蛋

白能使糖尿病患之AGE免疫反應度增加200倍

以上。

要知道AGE來自體內體外AGE，當蛋

白質和糖相結合就天然形成且也可從我們所

攝食之食物而來―食物中多含AGE者包括起

司／煎炸加工及加糖動物肉（尤其紅肉），

不過魚肉、雞肉、蛋、莢豆、低脂牛奶、蔬

菜、水果、全穀類則少些。它也可在體內形

成取決於我們的生活習慣―久坐不活動乃主

因之一，經常運動及體力活動可減少之。過

度緊張及缺乏睡眠也會增加AGE，抽煙也會

促成AGE。

甚至煮法也會影響―高溫低濕會增加

AGE，但稍短時間加熱、低溫、高濕或前

暴露於酸性環境則可減少。至於高熱來烤焦

例如炙、烤、燒烤、油炸、煎、高熱燒焦、

烘、焙都會使之加倍增加。此些反應也會產

生於烘焙麵包附之於麵包皮上人工處理過之

食物及淺黑色汽水。反之煮時加上水可助降

低AGE量，煮、沸、蒸、燜、燉、慢煮比高

乾熱有利健康，甚至在煮肉時加些酸性檸檬

汁及醋可使AGE少至一半。同時天然食物及

其混合成分也比加工食品之AGE低，有些

天然產品如Noni、藍莓、橄欖葉、蔓越莓及

cornelian cherry，甚且含phytonutrients者如

iridoid也可使體內AGE含量降低。

至於要如何去防治，不外乎飲食及運

動甚至藥物，食物中避免吃AGE含量高者如

含蛋白質多的紅肉及乾酪、起司和牛肉、豬

肉、脂肪食物、油脂肥肉，要吃肉則選雞、

魚肉及蛋。尤其多吃蔬菜、水果、全穀類、

莢豆、米飯及麥片。如上所述，烹煮方式也

會影響AGE之生成。

在某種情況下由於糖尿病人之高血糖及

高脂肪AGE會超過正常值，甚至AGE在孕期

中糖尿病也可由炎症促進媒體來引發之。

至於運動之影響尚在研究中，激烈或許

不宜，但稍微身體動動、摔摔手、搖搖身體

或好些。

談到治療有三策略：一、防止AGE形

成，二、形成後打破crosslink，三、預防不好

副作用。對第一點目前已知有維他命C、阿

司匹靈、Metformin、Pioglitazone、taurine、

alpha-lipoic acid、pentoxifylline。對第三點已

自然產生酚，如resveratrol及curcumin或有助

益，至於對第二點有人說rosmarinic acid或有

效，可惜對最普遍且最強之AGE-glucosepane

迄今無解。

有關食物來之AGE對健康及疾病之角

色扮演之詳細資料可上網Dietary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nd Their Role in Health 

and Disease（Adv Nutrition 2015, Vol.6, 461-

473），此乃2014.10於墨西哥所開第三屆國際

AGE會議之摘要，值得去讀。

目前已有AGE基金會成立來適時提供資

料，更有人提出有如血壓／BMI及血糖，來定

量AGE值為健康標記。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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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關係古今面面觀

醫
師和病人的關係絕對不是買賣式的商

業性行業。醫療行為不但要有科學性

（Scientific Merit）的根據，也要有深度的

人性關懷（Passion）和愛心（Love），而

建立微妙的人際關係。病患對醫師有充分

的信任（Trust），更深一層到全心的依賴

（Dependent）；然而醫師對病患不但要治病

（Healing），也要有同情心（Sympathy）和

同理心（Empathy），能安慰病人。誠如一百

多年前馬偕博士所提倡的身、心、靈的全人

照顧。病沒有醫好，甚至病人死亡，醫師可

能有疏忽，但是絕對不是醫師的本意造成不

良的結果。

醫學包括科學的成分（Science）和藝

術的成分（Art），然而藝術的成分往往高

於科學的成分。因為醫病關係是人對人的態

度，有時心理的影響多於生理病理的治療。

有一句名言「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

病」。上醫是指能影響國家安全，社會福

利，提高國民醫療水準的人。包括從事公共

衛生，預防傳染病擴散，制定國家醫療政策

的官員，和從事醫學研究，教育培養醫學生

及年輕醫師的教授。中醫是指將病患當「全

人」看待，不但能用手術藥物解除疼痛，治

癒病情，也能表示關愛使病患信任的醫師。

下醫是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顧病人的

感受的醫匠。有教養的良醫至少要做到能醫

人的「中醫」程度才算及格。

在此我要舉兩個例子，說明下醫的情

形。有一位台灣鄉下的老醫師，他事先包好

三種藥，A包有Aspirin等止痛，退燒藥；B包

有腸胃幫助消化止瀉的藥；C包是抗生素。所

有的病人在問診之後即處方A或B，或AC，

或BC，僅此而已。有一位醫師一面看病人，

一面聽收音機報告股票消息。當他將聽筒按

在前胸心臟部位時，大喊一聲「壞了，死

了！」使病人驚慌失色，原來他是聽到股票

大跌的消息，並非病人的病情變壞。

早期的家庭醫師，不但會「往診」病

家，也會照顧全家大小，不論大人或小孩

對這位醫師非常信賴，看成他們家庭的守護

神。有時病人重病變成殘廢或死亡，家屬也

會向醫師道謝說：「醫師已經盡了力」。這

種醫師現在已經大量消失，同時病人對醫師

的尊重也大量縮減。醫學的進步日新月異，

專科分工愈來愈細，分成原診醫師（Primary 

Care  Phys ic ian）或稱家庭醫師（Fami ly 

Physician）及專科醫師（Specialist）。原診醫

師看過後往往再轉去看專科醫師，甚至有一

個病人要看三四個醫師。

原來的醫師是靠一件聽診器，再加上

用手壓痛，敲敲，打打就作出診斷，以今日

的看法，他們的診斷是一半猜測，給予實驗

式的藥物，能好是猜對了，不好就是誤診。

後來有X-光幫助診斷，醫學就進步了不少。

可是20世紀後半期以後有抗生素治療細菌感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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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心電圖解釋心肺狀況，診斷儀器如超音

波，電腦斷層掃瞄（CT Scan），都卜勒血流

測試（Doppler Blood Flow Test），腹腔鏡，

腸胃內視鏡，心血管導管（Cardiovascular 

Catheterization），等等可以透視人體各部

位的解剖和生理功能，醫學的診斷正確性大

為增進。同時醫師們的分工更複雜，專科醫

師本來有內、外、兒、婦之分，現在又增加

了放射線科、皮膚科、眼科、泌尿科、耳鼻

喉科等等。之後這種分科尚嫌不夠，更細分

成各種次專科（Subspecialist）。內科有心

臟科、肺科、胃腸科、神經內科、關節科等

等。外科有腦神經外科、胸腔外科、心臟外

科、小兒外科、骨科、整型外科等等。就以

我的專科婦產科而言，也產生了婦癌科、內

分泌科和周產醫學（高危產科加上胎兒醫

學）三個次專科。

另一方面大型的綜合醫院如雨後春筍般

設立，使許多小診所，小醫院被迫關門。政

府也開始設立公保，勞保，農保，也制定轉

診制度，即小病看小醫院，大病再轉到大醫

院。此時病人的態度也大大改變，病人漸漸

減少對醫師的信賴，頻頻轉換醫師（shopping 

around doctors）。就以經過一星期病程的感

冒為例，本來不看醫生也會好的病情，卻在

一週內看了三個醫師，最後一位醫師變成最

偉大的「良醫」。大部份病人不遵守轉診制

度，患小病也拼命往大醫院擠，擠爆各大醫

院的門診處及急診室。更有甚者，內兒科要

看大牌醫師或名教授。外科指定大牌教授級

的醫師作手術。導致「送紅包」的弊端。漸

漸增多的醫療糾紛迫使醫師增加預防性（或

可說不必要的）檢查項目，使醫療費用水漲

船高。今日病人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可以

由保健書報或「Google」查出各種病情，有時

病人的醫學知識超過他的醫師，失去對醫師

的尊敬，醫療變成一種消費性的商業行為，

昔日醫病關係的美德喪失殆盡。這種轉變是

禍是福？值得大家探討。

風水輪流轉，21世紀台灣醫療現狀和

50年前我們剛畢業時有180度的轉變。我們

1960年代畢業時大家爭先選擇內、外、婦、

兒四大科，尤其有手術技巧的外科，婦產科

為最。近來放射線科的導管手術取代了部份

外科的工作，麻醉科重視止痛的功能，大小

手術都要靠麻醉。部份麻醉科醫師開設治痛

門診（Pain Clinic），這兩門漸漸熱門起來。

由於醫療糾紛最常發生於四大科，尤其是腦

外科、產科特別多。病患家屬索賠的心態加

上醫務有關律師的鼓勵，弄得被告醫師心灰

意冷，甚或傾家盪產。醫師的保險費逐年上

昇。因此，目前的年輕醫師選擇輕鬆無風險

的皮膚科、整型植髮、眼科等等，造成五大

皆空（內外婦兒及急診）的現象，尤其是外

科，產科最高風險又是最忙碌的專科，無人

問津。

目前台灣的醫療水準極高，收費相較

便宜，有些旅美台僑回台灣治病，植牙，甚

至有外國人（東南亞，中東）遠程赴台灣手

術，為台灣醫界爭光。盼望從此醫病關係的

質與量都能再度提高。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目前居住北加州東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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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立台灣文學館13週年館慶暨回顧

台灣文化協會系列活動」典禮受邀致詞

鄭
麗君部長、廖振富館長，在座的各位先

進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首先，我要感謝台灣文學館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來參加這麼有意義的盛會。台

灣文學館能夠來設在台南市，讓我們台南人

從一開始就很高興，因為如此得地利之便，

可以多多利用這可近性來參觀、享受。而事

實上，我自己近幾年來就常利用回南演講、

開會的時候，一遇有空檔，便會往台灣文學

館跑，一個人來這裡享受慢慢、仔細參觀的

時光。不只一次，我都喜歡一個人來，因為

依我的經驗，要參觀博物館、美術館之類的

地方時，除了第一次走馬看花，可大致了解

是否值得再度觀賞，不妨有多人「作伴」參

觀之外，從第二次起若想作深度、知性的參

觀，最好還是一個人獨自進行，好處是可以

隨意調整留在參觀對象的久、暫。至今我多

次前來台灣文學館參觀，便是採取這樣的方

式。

我和台灣文學館進一步結緣，除了有

上述私下的情形外，第一次較密切的正式

關係，是八年前台灣文學館舉辦「台灣文化

協會在台南」特展的時候，由於先父韓石泉

醫師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當年和蔡培

火、王受祿兩位先生還被合稱台灣文化協會

在台南的「鐵三角」。由於有這些關係，當

年承辦特展工作的貴館林佩蓉研究員和成大

張幸真博士，曾經由家兄韓良誠醫師轉介，

八年前第一次和我約在成大見面，希望我協

助提供先父相關的的一些資料和照片。後來

這一特展辦得很成功，我也曾專程由台北回

南參觀，也一起分享了貴館的成就感。

第二次又密切結緣，是在2014年的9月20

日。那一天，我和家兄韓良誠醫師聯名捐出

我們持有的《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原

本書名為《韓石泉傳》）全書手稿。這是著

者莊永明先生在2005年全書完稿付梓之時，

好意送給我們，由我保存了整整十年以上。

感謝翁誌聰前館長的好意，利用莊先生來館

演講的機會，為我們辦了一個簡單、隆重的

捐贈典禮，並且在《台灣文學館通訊》留下

文／韓良俊

抱著「送女兒出嫁」的心情，在赴台南的高

鐵上和《韓石泉醫師傳》手稿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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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字和相片的紀錄。我記得致詞時曾說，

我把珍藏十年的莊先生手稿捐出來，有如看

著疼愛地養育成人的女兒出嫁，雖然「嘸

甘」（不捨），但相信這部手稿在台灣文學

館必會受到最好的專業珍藏。

今天 1 0月 1 7日，也是台灣文化協會

95週年紀念日。在15年前的80週年紀念時

（2001），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為龍應台女

士）也曾在台北靜修女中，舉辦了一場文化

協會成員後代的座談會，我也曾受邀參加。

輪到我發言時，我說：「台灣文化協會在

1921年成立後，1923年本部就遷到台南，一

直到1927年分裂為止，共有4年之久，是在

台北兩年的兩倍，因此該會在台南的活動和

成就也很值得我們注意、重視。先說1923年

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南市召開第三次總會時，

通過很多議題，這些議題目前仍為大家所關

切，譬如：主張普及羅馬字、發行羅馬字的

圖書、獎勵體育運動、尊重女性的人格（類

似現在的女權運動），另外開始播放『活動

寫真』（現在叫電影）、舉辦音樂會、文化

演劇會等，其活動真可說是多采多姿。而

1925年我父親也在臺南成立民眾講座，舉辦

了很多次的街頭演講，這些演講內容在日本

國會圖書館或《新民報》不曉得可否查到？

不過至少看了我父親講演的那些題目，就可

了解他當時真的很敢言，現在就將題目唸給

大家聽，譬如：與政治相關之講題有『專制

政治下的臺灣』――在日本治臺時，竟然敢

用這些題目在街頭演講；還有『解放運動的

路』、『時代錯誤與殖民政策』；其他還有

『治臺政策與臺灣議會』、『對於臺南市政

的批評』等――這些都在批判日本的政治；

另外在社會關懷方面的講題包括：『健全的

社會與家庭』及『臺灣社會改造觀』――我

覺得這些題目在目前的社會還是值得提出

來；至於教育方面的講題有『臺灣學制的改

革』，就像現在的教改會一樣關心教育，也

有『醫學上理想的文化生活』這樣的題目。

我父親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七屆的畢業

生，也是杜聰明先生、蔣渭水先生的學弟，

厚厚的整本莊永明先生手稿，此時尚可隨意

翻閱，一旦捐出，必由台灣文學館嚴密專業

控管，絕不能再碰觸它了。

2014.9.20.捐贈典禮時舞台上銀幕秀出的文字與

圖片。文字寫著「感謝韓良誠、韓良俊醫師捐贈

莊永明老師《韓石泉傳》手稿；圖片為韓內兒科

診所現在外觀，以及該手稿出版後的《韓石泉醫

師的生命故事》封面，站在右邊者為該館翁誌聰

前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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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醫學方面當然也非常關心。」（註）由

此可見，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南四年的成就，

並不亞於在台北的兩年，希望我們台灣的歷

史呈現，不要也重北輕南，更要繼續不斷地

發掘台南及南部的部分才好。

最後，我也想利用今天這個好機會，

向台灣文學館提出兩點建議，而這兩點建

議，都是和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民謠兼

搖滾樂歌者巴布‧狄藍（Bob Dylan，姓氏

發音並非如現譯的「狄倫」）有關的。大家

都承認，他的歌詞的確寫得很好，如「隨風

而逝」，既含哲理，又富於文學性，因此這

次的文學獎雖然慢一週發表（很可能評審過

程中不易達成共識），但一發表即普受各界

肯定、叫好。但我個人則另有看法，我認為

他作的詞雖然真的很好，但已知現有歌曲的

的好歌詞，不管是台語、中文甚至日文的，

其實是多不勝數的。就以我所知的日文歌詞

為例，如「有如河川在流（川の流れのよう

に）」，很細膩地在描寫不斷變遷的人生，

或「花會開」（花が咲く），其歌詞中就有

很溫馨、可喜的此句：向一個小嬰兒唱著

「等你長大談戀愛時，這些花兒也會綻開來

祝賀你…」，這一類好歌詞在各種非英文的

好歌中其實是不勝枚舉的，那麼，為什麼只

是巴布‧狄藍首先（至今也唯一）得獎？那

就是，他完全係得利於是以英文作詞，容易

讓全世界的人士很快、直接欣賞到，而其他

非英文的好歌詞就沒這麼幸運，極少被譯成

英文傳唱，也就沒有被注意到而無得獎的機

會了。所以，看來這次諾貝爾文學獎選上巴

布‧狄藍，若以「英文因素」而論，其實比

傳統上頒給「純文學」，是更加的不很公平

哩！

講了這麼多，我主要的用意，就是想以

此為例，建議我們台灣文學館可否積極、主

動、長期性地選出好的台灣文學作品，將其

譯為英文以推介給外國的愛好文學人士，即

使不必專為諾貝爾獎，也可藉此增加台灣文

學、台灣文化乃至台灣本身在全世界的能見

度，而這也正是現今的台灣與台灣人最需要

的。

第二個建議，是希望貴館也能擴大「台

灣文學」的定義和範疇，將和台灣、台灣文

化相關的傳記文學、報導文學等也容納進

來，而不必只侷限於所謂的純文學。就像

日本的兩大文學獎，就除了純文學的芥川獎

之外，還有大眾較易親近的直木獎；更不用

懷疑，今年的諾貝爾已經頒給了非屬傳統純

文學（如小說、詩、散文等）的民歌甚至搖

滾樂歌詞；而去年的該獎，則是頒給報導文

台灣文學館13週年館慶（2016.10.17.）暨台灣

文化協會系列活動會場，前排右三為家兄韓良誠

醫師，右四為該館現任廖振富館長，右五為文化

部鄭麗君部長，右一為筆者。筆者上台致詞時，

特意全程以台南人最感親切的「台南腔台語」發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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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知的「純粹之文學

作品」而已。

以上兩點建議，敬請廖館長及貴館諸位

一起思考、卓參，謝謝各位！

［註］：發言紀錄原載於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發行、民91.6.出版之《台北文獻》直字第一

四○期（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座

談會專輯），頁22-24。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行政院文化部鄭麗君部長蒞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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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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伯超先生傳」讀後感想

臺
大醫學院前院長黃伯超教授（以下簡稱

黃院長）是我在臺大醫學院醫科求學任

職期間的老師。他於2017年1月初，贈送本人

壹冊他的傳記―《黃伯超先生傳》（圖1），

我利用這難得的農曆新年假期（2017.1.27-

2017.2.1），把厚厚的343頁的這本好書讀

完，將一些書中重要部份及我與黃院長過去

共事交往的個人回憶及感想寫出來，希望跟

臺大醫學院舊雨新知分享黃院長的生平，為

人與治學的特點。

黃院長的父親是黃文陶醫師，文陶醫師

於1932年取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

位（時年40歲），並於次年（1933年）在嘉

義市開設「上池醫院」，當時台灣主流報紙

《台灣日日新報》還特別以很大的標題與編

幅，報導黃文陶博士的研究成就。

書中附有一張相當雅緻的兩層木造住

家相片（P.25），其造型及外觀以現代的水

準及眼光來看，要在現代都市寧靜的高級

住宅區找到類似的建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可想而知在那年代，黃府在嘉義市住家

建築物是何等的高級品味。黃府雅緻的住家

在當年是全島詩人吟詩聚會的場所。黃文陶

醫師曾於1934年4月7日在嘉義主辦「全島

詩人大會」，盛況空前，並留下《竹崖詩

選》與《竹崖文選》兩冊文學著作。我當年

（1988）升上臺大醫學院教授時候的院長就

是黃伯超院長（1987-1991），慣例上，在每

年臺大醫學院教授聯誼會晚宴，醫學院院長

與大學校長會陪同當年度升上正教授的老師

上台合影留念，這是所有臺大醫學院老師畢

生努力企盼的光榮時刻。那年（1988）臺大

醫學院各科系共有十幾位教師競逐升等正教

授，最後評審投票計分結果揭撓，只有牙科

郭英雄與本人幸運升上正教授，如今回想起

來，那時候升等的競爭是相當激烈（圖2）。

黃文陶醫師這名字對我而言並不陌生，當我

在臺大醫學院升上教授之後，比較有機會在

臺大醫學院走動，從當年擔任多屆醫學院院

長秘書的陳春雄先生（HARUO）口中，就

曾多次聽到他說「黃伯超院長的父親是嘉義

市鼎鼎有名的黃文陶醫師，甚至在他家中還

建有私人游泳池」。「2017.2.3我麻煩曾文毅

文／周松男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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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詢問結果證實：黃院長的老家院子裡，

確實有一個小游泳池，大約十公尺長三公尺

寬。這池子是給小孩玩水用的，不開放給外

人。後來二戰期間，就蓋起來當作防空壕

用。」

黃院長於1939年（昭和14年）3月考上

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除了日本人以外，當

年總共只有錄取3位台灣人（黃伯超，王懷瑜

及莊徵華），算是那時代台灣人“秀才中的

秀才＂，“菁英中的菁英＂。我們大家熟知

的前總統李登輝，經濟投資專家邱永漢，及

臺大醫學院赫赫有名的教授／院長魏火曜、

李鎮源、宋瑞樓、林宗義、葉英堃等人均是

以前台北高校的學生。黃院長於1943年直升

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一年級，黃院長原本計

劃在1945年3月台北高校畢業後，直升日本京

都帝國大學，但1945年前後，正值世界二戰

末期，台灣－日本之間海上交通受阻，最後

選擇直升日本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但很不

幸（或是有幸？）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

皇宣布戰敗投降，黃院長於1945年10月又再

度入學改名後的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三

屆）。不久在1947年，台灣發生228事件及白

色恐怖，黃院長也在他的傳記中簡略的記載

當時臺大醫院／醫學院有幾位醫師及教授被

逮捕或槍斃，我猜黃院長是想善盡一個知識

份子的責任，替當時臺大醫學院／醫院留下

正確的片段歷史資料。

黃院長的博士學位是在1958年日本東

京慈惠會醫科大學取得，主要是將在美國

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米勒（Oneal 

Miller）教授指導而發表在JBC雜誌的兩篇論

文當主論文，及當時在臺大醫學院生化科董

大成主任教授指導的6篇論文當副論文提出申

請，獲得通過頒給博士學位。這也反映出二

戰後初期，台灣國內學術制度無法頒授博士

學位的現實狀況下，學術研究者不得不向國

外申請學位的權宜之計。事實上，臺大醫學

院生化學研究所直到1968年才正式成立博士

班。本人讀過的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也遲至1976學年度才報教育部核准成立，而

正式招生是在1978學年度。台灣醫學師資的

培訓及博士學位的授與，在那年代真的嚴重

不足與落後，這情況直到二十世紀末至二十

一世紀初期才有顯著的改善與進步。

1965-1967年，黃院長再次赴美國，進

入麻省理工學院（MIT）國際級營養學大師

Scrimshaw教授的實驗室，進行「蛋白質營

養的人體實驗」的博士後研究，1967年回台

灣後，隔年1968年黃院長升上正教授（時年

42歲），開始邁入他營養學研究的學術生涯

全盛時期，［筆者在1968年才剛從臺大醫學

院醫科畢業］。在傳記中，我們可以清楚的

讀到，黃院長在他小學五年級就立下志向： 

“要在40歲以前當上大學教授＂，黃院長小

時候的理想／抱負與往後的事實相去不遠。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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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他本人內心的毅力是非常堅強，也

是有備而來的。

在黃院長傳記，有一張當年他攜眷（夫

人及么女）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

修的照片（P.160），看到此相片，讓我想起

某年有一次我去拜訪黃院長，在閒談之中，

黃院長曾提到他的小女孩在波士頓上的幼稚

園至今還存在，黃院長的么女長大結婚後也

帶著兩個孩子陪她的丈夫到美國波士頓MIT進

修，他的兩個外孫進的幼稚園就是他自己女

兒當年進的同一家幼稚園，至今想起來真是

有趣，也相當巧合。

「2017.2.3曾文毅教授證實：黃院長么

女黃謙和（我的妻子）在波士頓念的幼稚園

叫做莫爾斯幼稚園（Morse preschool），後

來我的兩個小孩在波士頓也是念同樣的幼稚

園。」國外歷史悠久的城市常有這種情況，

例如在法國巴黎街道，至今仍保有過去馬克

思，列寧等人造訪交談的百年咖啡老店，法

國普羅旺斯的愛克斯（Aix）市鎮至今仍存在

著1792年到現在的咖啡店（Les Deux Garcons 

1792）。然而在台北市，我們找不到類似的

情景，我們的人文與藝術氣息真的落後其他

文明進步的國家一大截。

黃院長在前後兩次（1955-1957; 1965-

1967）赴美國進修研究期間，從來沒想要辦

美國綠卡或申請入籍美國，他的內心只有一

個念頭：「回到台灣，為台灣做一點事」，

他堅持他的理念，求義得義，完成他終生的

志向。總觀他的一生傳記，他以台北高等學

校學生直升台北帝大醫學部，在42歲完成他

小學五年級就立志「要在40歲以前當上大學

教授」等等，沒有那一項目不依照他自己的

SOP完成，真的無人能出其左右。

我在臺大醫學院醫科求學年代（1961-

1968），生化學課有董大成主任教授教的

Krebs cycle，去氧核醣核酸雙螺旋（DNA 

double helix）結構，及徐千田醫師博士的

thyroid hormones，insulin之外，印象比較深

刻的是黃院長教過生化學的營養學維生素

（vitamins）單元。在我擔任臺大醫學院講

師的時候，我正從事停經醫學與骨質疏鬆的

研究，為了測定雌激素（estrogen）血中濃度

與骨質內膠原蛋白（collagen）代謝後尿中排

泄物羥脯氨酸（hydroxyproline）的關聯性，

當時臺大婦產科主任歐陽培銓教授指導我如

何利用RIA（放射免疫分析）方法，測定血

液中雌激素的濃度，但我們兩人均不知如何

定量尿中hydroxyproline的濃度，於是歐陽

培銓教授就建議我去請教生化科的黃伯超教

授，最後從黃教授指導過的研究生論文中，

我學會了如何用水解（hydrolysis） 方法測定

尿液中hydroxyproline的濃度。我升上正教授

（1988-）以後，有機會在黃院長任職台灣醫

學會理事長期間（1992-1995），擔任他的醫

學會秘書長，在黃院長和藹可親，永遠面帶

微笑的長者風範指導下，我學到了「如何做

事與做人」。

黃院長在他擔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

員會（醫教會）」常務委員期間（1 9 9 1 -

2001），對於台灣合理醫師人數、私立醫學

院醫師招生人數、私立醫學院的督導，及協

助設立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等巨大工

程，投入很多的心血。在他的傳記中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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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這樣忠實而語帶誠懇地記載著：「黃

伯超院長卸任醫教會常委以前，義守大學也

開始申請成立醫學系，第一次申請時，義守

大學的附設醫院還只是地區醫院，黃伯超否

決了他們的申請。後來義守大學的附設醫院

擴大為區域醫院，甚至延攬臺大卸任校長陳

維昭擔任顧問兼講座教授，這些積極的行

動，對後來義守大學醫學院……之申請應有

所助益。」從這一段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

黃院長在擔任教育部醫教會常委時候，立場

相當超然公正。他長久為台灣醫界（特別是

醫學系）的把關，用心良苦，更令晚輩們佩

服敬仰。

黃院長個性澹泊，不與人爭，是一位

“真正的學者＂。他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台

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更是台灣醫學教育改

革先驅者＂。最後我想利用此文表達我個人

對黃伯超院長“學者風範＂的尊敬，也鼓勵

同仁有空去詳細閱讀他的傳記《黃伯超先生

傳》（前衛出版社出版）。

誌謝

感謝曾文毅教授提供寶貴的確認資料，

同時也感謝內人簡老師對我的電腦文字稿做

最後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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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復健科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中華民國復健科專科醫師資格。
3. 具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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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年內代表著作。
 （以上資料表件請自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下載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理念。
4.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三、截止日期：106年8月2日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復健科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7650黃小姐
傳真電話：02-2382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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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拆字、謎語、對聯、

詩詞談漢字之趣

中
文是世界最美的文字，繁體的漢字很有

意思，具有多種不同的功能與價值，可

以寫出文章、賦詩、作詞、填曲，又可拆開

文字、另編詞句、創造謎語，製造千變萬化

又有趣的文字遊戲，既是學問與智慧，也是

文學與藝術。世界上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字

幾乎找不到像漢字這樣多姿多彩的境界。

我收集了一些，也自創了一些有趣的例

子，與大家分享。首先用三個對聯式①、

②、③，兩個字形式④、⑤和一個單句式

⑥的謎語，讓大家動動腦筋，謎底都是打一

個繁體漢字（在本文最後）：

①楚霸王烏江自刎，關雲長麥城斷魂。

②自小在一起，目前少聯繫。

③上有一半，下有一半，中間空一半。除去

一半，還有一半。

④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

⑤捲尾狗。

⑥春雨綿綿妻獨宿。

拆字的變化很巧妙，尤其在對聯的創作上更

表現出漢字的豐富意境和幽默智慧。如：

①冰 冷 酒，一點，兩點，三點。

丁 香 花，百頭，千頭，萬頭。

②此木是柴山山出，白水成泉夕夕多。

③因火成烟，若不撇開終是苦。

三酉為酒，入能回首便成人。

⑦妙人兒倪家少女，何次女姿色可人。

⑧人曾作僧，人弗能作佛。

女卑為婢，女又可為奴。

⑨張長弓，騎奇馬，單戈作戰。

嫁家女，孕乃子，生男得甥。

⑩凍雨洒窗，東兩點，西三點。

切瓜分片，橫七刀，豎八刀。

下面是更有趣味的數字謎詞，隱含數字一至

十。數字斷腸謎：

下樓來，金簪卜落，― →一

問蒼天，人在何方，― →二

恨王孫，一直去了，― →三

詈冤家，言去難留，― →四

悔當初，吾錯失口，― →五

交會無叉號，―――― →六

皂白何須問？―――― →七

分開不用刀，―――― →八

從今莫把仇人靠，―― →九

千里相思一撇消。―― →十

因此靈感之下，創作了以下數字四言詩謎，

文／李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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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隱含數字一至十。

生見牛飛，天人何歸，→一，二

直離王位，除非之罪，→三，四

吾已閉嘴，交叉不會，→五，六

皂白成灰，分刀忘佩，→七，八

仇人莫追，計言勿隨。→九，十

曾讀過一首複雜的拆字謎詞，是說蘇

東坡好友患相思病，整日無精打采，茶飯不

思。東坡慰問之，何事不樂？友吟道：“園

中花，化為灰，夕陽一點墬。相思淚，心已

碎，空聽馬蹄歸，秋日殘紅螢火飛。“東坡

不解，回問小妹，小妹低頭，臉紅不語，東

坡始知友戀其妹，原來整首詞就是“蘇＂字

分解而成。

另外，疊字拆字行酒令配上古詩一句也

很妙。請看：

①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

寒山石徑斜。（杜牧）

②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

更盡一杯酒。（王維）

③晶字三個日，其月字成期，日日日，此恨

綿綿無絕期。（白居易）

④森字三個木，言午字成許，木木木，庭院

深深深幾許。（歐陽修）

我很欣賞一副每個字都是同部首的對聯，因

為它是我年輕求學的寫照：

逍遙遊遠道，寂寞守寒窗。

自試譯成英文：

Travel at ease to a distant ghetto,

Study in solitude by the cold window.
感動之餘，自創一聯以對應：

溪河流江海，霹靂震雲霄

於是又心血來潮，想到是否有每個字都同筆

劃的詩句，所以自創了下列對聯，每個字都

是九筆劃：

①飛泉映虹秋姿美，柔柳拂面春風香。

②亭前昂首亮美姿，屋後怨泣思帥郎。

數年前看過一首有趣的養生妙詩，不知何人

所作：

粗茶淡飯養養胃，新鮮空氣洗洗肺，

燦爛陽光曬曬背，伸伸懶腰動動腿，

偶與朋友喝喝醉，就像嬰兒呼呼睡，

忘卻過去半生累，心平氣和永無愧。

對於世上各民族飲食習慣，我用打油詩這樣

寫：

飲食如何抗氧化？東亞人民喝綠茶，

歐洲百姓嗜紅酒，咖啡盛行在美加。

對於中國四大古典名著，試以七言詩簡述如

下：

亂世爭霸讀三國，尋佛鬪魔看西遊，

英雄好漢出水滸，愛恨榮辱在紅樓。

小時候看到外形像鳥的蝙蝠會飛翔，以為牠

是鳥類。瞧見海中的鯨魚會游水，也認為牠

是魚類。所以後來寫了一副對聯自嘲：

“蝙蝠有翼敢是鳥？鯨魚無卵豈非魚？＂

偶而在旅遊景點，白天觀賞山間瀑布，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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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天邊彩霞，頗富詩情畫意，於是湧出了

對聯的靈感：

“水瀉崖以為瀑，日照雲而成霞。＂

對聯比較難的是：有了上聯，徵求下聯，譬

如：

①“無錫錫山山無錫＂。

有人以“天長長江江天長＂對之。

②“火車失火，救火車救火車，火車得

救＂。應徵者的下聯是“導彈制導，反導

彈反導彈，導彈被反＂。

③“雞犬過雪橋，滿地梅花竹葉＂。前人一

定有答案，我試以下聯對之：

“馬牛遊車道，全程獸糞畜聲＂。或

“月光照山徑，整林豹點鹿斑＂。

若是把常見的俗語當上聯，可以作出下聯

嗎？可能還沒有人想過，我試看看。

①晴時多雲偶陣雨→陰日少霧常旋風

②屋漏偏逢連夜雨→稻割竟遇暴風天

③此地無銀三百兩→彼區有鐵五千斤

④蓮出污泥而不染→墨入淨水竟全黑

⑤不到黃河心不死→常來赤壁憶常存

⑥春花秋月何時了→夏草冬蟲幾日消

⑦雲破月來花弄影→霧開風起草生波

最後我以清朝第一才子，也是四庫全書的主

編―紀昀（曉嵐）的兩則趣聞作為本文的結

束。

乾隆年間，年輕的紀曉嵐入選翰林院，

有一個老太監看不起他，便出上聯討教：

“小翰林，穿冬衣，執夏傘，一部春秋曾讀

否？＂紀曉嵐稍思片刻，微笑回對下聯：

“老總管，生南方，來北地，那個東西還在

嗎？＂以東西南北對春夏秋冬，真妙！

另一次，乾隆皇帝出上聯：“眼珠子，

鼻孔子，朱子反在孔子上。＂考驗紀曉嵐的

下聯，紀不假思索，立即回答：“眉先生，

鬚後生，先生不及後生長。＂獲得皇帝重重

獎賞。

※謎語解答：①翠，②省，③隨，④尹，

　　　　　　⑤尤，⑥一。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於埔里基督

教醫院家醫科退休，現移民美國且不定期回

台做醫療宣教工作）

景福醫訊第34卷第5期之目錄頁、第21頁我的醫學與探險及第36頁編後語，

作者應為蔡惠馨誤植為蔡慧馨，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上誠摯的歉意。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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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瞬 即 逝

西
班牙，塞維利亞（Seville）巴羅克式建

築的de la Caridad慈善醫院，和鄰接聖

約翰教堂（San Jorge church）成立於1674年，

現在仍然在照顧老弱殘障，孤寡病患，埋葬

沒人認領的罪犯，流浪漢。醫院裏面展示著

包括Mañara，Murillo和PedroRoldán的藝術作

品，充滿生命和死亡的氣氛。

遊客跨入教堂大門，迎面而來的是

陰森森，令人心驚的兩大幅橢圓窗型的象

徵畫。這兩幅「死亡寓言」是慈善兄弟會

（Caridad）在1670-72年間委託西班牙巴羅

克藝術家胡安‧德‧巴爾德斯‧萊爾（Juan 

deValdés Leal）畫的。畫高2.2米（7.2英尺）In 

Ictu Oculi「在眨眼之間」的中心角色是一個

是擬人化的死亡骨架，它將棺木摟在左邊的

胳膊下，手持鐮刀；左腳踩在天球上，右腳

卻跺踏在一個敞開棺木內那個曾經是強大而

有影響力但現在卻身份不明的人。這個骷髏

右手持吊著代表生命但已熄滅了的蠟燭燈，

而右手骨之上萊爾寫下了In Ictu Oculi的拉丁

文來強調生命的短暫。生命的持續和結束，

發生「在眨眼之間」。圖下方的桌上地下散

佈著許多財富，權力和學術的各種象徵，包

括捲軸和信件，地球，珠寶，建築書籍，小

說，皇冠頭飾，紫色天鵝絨，皇白色的僧袍

和一些武器。地上敞開的大畫冊是魯本斯

（Rubens）設計的安特衛普凱旋門。這凱旋

門是1634年為了接待新西班牙總督，紅衣主

教費迪南德而蓋的，這裏用來作為政治幻滅

的象徵也暗示通過學習和科學取得的成就也

將會被死亡奪去。

另一幅畫Finis Gloriae Mundi（世俗榮

耀的終了）很明顯的標示在主教的棺木下，

展現了腐爛主教和騎士的遺體。他們躺在一

個存放骨頭的地下墓室。主教的棺蓋敞開，

屍體腐化，剩下骨頭，衣飾卻如舊。旁邊的

武士大概死去不久。整個墓室散佈了無數淩

亂的頭顱和裸露的屍骨。中間被釘過在十字

架但又是潤滑的手腕從天堂伸下來，懸握天

平，右邊被標記為「NIMAS」（「不再」）

的是與神秘（山羊，人的心臟）相關的物

品，與左邊裸露標籤「NIMENOS」（「不

少於」）的聖潔天主教物件（包括基督的上

文／符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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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HIS-耶穌的標志）相平衡。一隻貓頭鷹潛

伏在左側後面，是夜晚和巫術的古老象徵。

兩幅畫都是一種死亡寓言，或象徵，因

為它們旨在提醒觀察者們短暫的地球生活和

不可避免的死亡。萊爾描述他這作品為「來

世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意味著我們在來

世中的救濟是至高無上的，超過我們現世這

裡的權勢，救濟也只能通過現世的「慈善」

來實現。這也是委託他畫作的教會的使命。

教堂的四壁也展示了通過七項慈悲行為

獲得救贖的方式，其中六幅由著名的穆裡略

（Bartolome Murillo, 1617-1682）繪出。第

七項慈悲行為是「埋葬死者」（也是這個兄

弟會的專長）則在佩德羅‧羅爾丹（Pedro 

Roldán）的祭壇雕塑組群展示。胡裡‧瓦爾

德斯‧萊爾（1622-1690）這兩幅畫作位於

教堂入口處，意味著遊客必定先面臨著對此

生「虛榮」的嚴厲警告，然後沿著「七道救

恩」的「救恩之路」走過去。出來教堂的路

上，他們也必需再度面對個這嚴厲的提醒，

不要忘記在教堂裡面的訓示。這兩張寓言象

徵畫被認為是萊爾他藝術成就的巔峰之作，

因此他也不公平地被稱為「死亡的畫家」。

這些作品以及教堂，醫院的贊助人唐‧

米格爾（Don Miguel）堅決反對虛榮的生活。

不解的是，他在遺囑中，將自己描述為不僅

是一個罪人，而且也是作為惡魔的奸徒，小

偷和僕人。他要求在墓誌銘上刻著：「這裡

躺著地球上最壞的一個人」。在有四百多年

歷史的的慈善醫院教堂進口看到這兩張「死

亡寓言」，相信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同。病人

到醫院是想解除病痛的，醫生是想要醫好病

人的。沒想到，走進醫院教堂卻會得到這個

當頭棒喝。這也不是我這個耆老遊客想要被

提醒的。萊爾畫裏借用骨頭，用棒一擊，直

接的道出死亡寓言的真意：每個人都死亡，

高度道德，高度不道德，主教和罪人，都

成為骨頭，都分解了，死亡都是平等的。然

後，唐‧米格爾的教堂認為通過七項慈悲行

為就能得救，在天堂得到永生。

當醫生的，也衹能在自己變成骨頭前，

延遲別人變成骨頭的時間，減輕痛苦，讓此

生好過。這又讓我想到希臘神話的西西弗斯

（Sisyphus）他被罰將一個巨石重複的滾到

山上，然後眼睜睜的看著它滾下來。人生苦

短，有幸和朋友欣賞西班牙過去的輝煌，因

�他們以前的努力，今天可以站在他們的肩

膀望的更遠。希望下一代也能因為我們這一

代，看的也活的比我們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2年畢業，現任紐約大

學神經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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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見 劍 橋

五
年前小兒子陳昕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

拿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獎學金，前來

劍橋大學就讀，我陪他從洛杉磯飛到英國倫

敦，再轉巴士到劍橋大學，父子倆第一次有

機會一起遊劍河。今年七月來劍橋大學參加

小兒子的畢業典禮，又得以重遊劍河。

金庸對聯石

從劍河上游的抹大拉學院（Magdalene 

College）往下游走去，就是聖約翰學院的後

院花園。我在花園入口處差點跟一位和靄可

親的英國老紳士相撞，他竟然是一位聖約翰

學院資深院士，在劍橋大學教義大利文學的

退休教授包以德教授（Professor Patrick Boyde, 

PhD）。他熱心的帶領我們去看花園內的金

庸對聯石，並要求我們用中文唸石碑上的文

字給他聽。剛開始我還以為他講的是徐志摩

“再別康橋＂碑文，Professor Boyde說那是

詩人寫的，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聖約翰學院的這位是小說家，而且是位傑出

的武俠小說家。不過，我還是看見碑文，萬

分驚喜之後，才想起金庸在2005年，81歲時

到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攻讀歷史，2010年拿

到博士學位的故事。拿到博士學位前，聖約

翰學院就給他院士頭銜。金庸拿到博士學位

後，聖約翰學院再頒給他榮譽院士（Honorary 

Fellow）頭銜，而且劍橋大學的羅賓森學院

（Robinson College），在金庸拿到博士學位

後，也頒給他榮譽院士頭銜。

金庸原名查良鏞，他把鏞字拆開作他的

筆名，海內外華人皆知金庸武俠小說。我就

是用全套金庸武俠小說，在異鄉的美國留住

兒子們的中文能力。

我同Professor Boyde提及金庸碑文詩句

文／陳永成

金庸對聯石正面照 金庸對聯石背面照 徐志摩“再別康橋＂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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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義，也提及金庸辦香港明報，寫武俠小

說，賺了不少錢；他只是笑一笑，我知道他

更在意的，是我用中文唸出碑文上詩句，抑

揚頓挫在語音學上的中文特質。

碑文上正面刻著金庸親筆在劍橋所作的詩

句：

花香、書香，繾綣學院道

槳聲、歌聲，宛轉嘆息橋

學生 金庸 書

碑文背面則刻著：

槳聲 書香

劍河 風光

學生 金庸 書

近代中國文學三傑

金庸在2005-2010年期間，就讀於聖約翰

學院研究所。徐志摩則是在1920-1922年間，

就讀國王學院本科，1928年他重遊劍橋，寫

下噲炙人口的“再別康橋＂新詩。他們兩人

在劍橋生活的時光，相隔近一世紀，他們的

劍橋經驗都圍繞著清靈的劍河，汲取文思、

靈感和創意。他們兩人都是浙江海寧人，徐

志摩還是金庸的表哥。

徐志摩的貢獻是藉著劍橋的劍河，寫出

空靈剔透的詩人情懷，開創中國近代文學史

新詩的一頁。金庸的武俠小說，則寫出人性

的複雜面貌，善惡交錯，而非黑白分明。海

峽兩岸常以金庸筆下的武俠人物如郭靖、黃

蓉、東邪、西毒，楊過、小龍女、令狐沖、

岳不群來投射內心對週遭朋友，甚至政治人

物的評價，影響既深且遠，也是當今世代特

有的風潮。

另一位深受劍橋洗禮的是陳之藩，作客

劍橋二年（1969-1971），寫出絕世的“劍

河倒影＂，對劍橋大學的教育制度、研究創

新、哲學思維有深入的探討，令人深省。他

在劍橋大學拿到電機工程博士學位。但他的

散文風格，對中國近代文學有深邃的影響！

劍橋院士餐宴的傳統

我與Professor Boyde簡短的聊天中，他

提到退休真好，而且他也建議我愈早退休愈

好。作為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退休院士，

每天午餐、晚餐跟一批天才的院士們一起用

膳，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享受智慧的火

花，相互激盪的樂趣，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

可比擬的！對一位行醫四十年，已近退休年

齡的平凡醫師，我的一生中，除了勞苦，還

是只有勞苦！對這位一生浮游學海，享受無

窮樂趣的劍橋院士，我除了羨慕，還是只有

羨慕！

我同Professor Boyde提及今年七月剛自劍

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畢業，拿

到博士學位的小兒子，卻先在今年一月，聖

約翰學院自七百多位候選人中，投票選出五Professor Boyde與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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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輕研究院士（Junior Research Fellow），

陳昕是其中幸運者之一。Professor Boyde立

刻贊揚他是位思緒敏捷的藝術史學者。他肯

定我們對陳昕在哈佛大學、劍橋大學所受

教育的支持。事後印証於陳昕，他提及這半

年來，為了節省三一學院給他的獎學金，而

聖約翰學院的薪水要到八月才能支領。所以

他自今年二月起，在聖約翰學院教務長來函

邀請下，提早參加聖約翰學院免費的院士餐

宴，每天自三一學院翻牆到隔壁聖約翰學院

吃飯。陳昕幾次在聖約翰學院的院士餐宴

上，與Professor Boyde相鄰而坐，談起但丁神

曲、義大利語文、藝術和英國聖經文學。他

們兩人年齡相差五十來歲，竟能交談甚歡，

也是奇蹟！

研究創意的搖籃

現在的劍橋大學跟陳之藩作客劍橋的七

十年代，有所同，有所不同。陳之藩在劍橋

讀博士時，每天穿著黑袍，吃三頓飯，喝兩

次茶，聊聊天，看看劍河的水，看看劍橋的

雲。靈感來了，不眠不休做起實驗，寫出有

創見的論文，通過口試審查，就可以獲得學

位。今天在劍橋，依然可以吃飯聊天，喝茶

看雲，不必修課，只要你能做出有創新見解

的研究，通過嚴謹的口試，就可以穿起披著

鮮紅色披肩的劍橋博士服。

今天的劍橋，生活作息依然保留學生與

院士一起用餐的傳統。用餐時，院士坐在前

方隆起區，學生則坐在餐廳中後方。院士用

午餐時，人數較多，穿著隨和；晚餐時人數

較少，衣著正式，穿西裝打領帶，再披上黑

袍，正襟危坐，吃飯聊天。學生除了週五晚

須著黑袍進餐外，其餘時間則聽其自便。黑

袍其實是劍橋大學共同的制服，穿著一致，

既方便，也不須標新立異。劍橋大學幾百年

下來，不同專業的院士，每天在一起吃飯聊

天，聞道解惑以激發靈感與潛能，有利於科

學上創新知，人文裡求真理。

劍橋大學創立於1209年，是英語系統

歷史上第二資深的大學，僅次於牛津大學。

事實上，也是因為十三世紀初，一批牛津學

者無法與牛津鎮民和平共存，集體出走，來

到美麗的劍河畔，落腳設校授徒。八百多年

來，陸續成立了三十一個經濟獨立的學院，

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餐廳，掛英王

亨利八世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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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招生。各學院既競爭又合作，各院院士

在學術研究上競爭，在全校行政、教學上又

通力合作，形成劍橋大學教學、研究的競爭

能力，舉世聞名。

劍橋大學的皇家三學院

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1441）、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1546）和

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1511）合稱

為皇家三學院（Royal Colleges），因為這些

學院的設立過程，都跟英國國王亨利六世、

七世、八世有關。劍橋大學每年六月底主

要是以大學本科生（修業三年）為主的畢業

典禮，七月是以碩士、博士生為主的畢業典

禮。有趣的是，每次的畢業典禮都是先從國

王學院、三一學院、聖約翰學院這三個皇家

學院按順序開始。等這三個學院結束後，其

他學院才按照成立年代的先後，一一舉行各

學院的畢業典禮。這次的順序，依序是彼得

學院（Peterhouse College, 1284），最後是羅

賓森學院（Robinson College, 1979）。

劍橋大學的畢業典禮讓人深為感動。畢

業典禮一律在大學參議院大廳舉行，家屬來

賓觀禮時，不准照相攝影，不准喧嘩走動。

畢業生一一點名出列，在主持典禮的副校長

（Vice-Chancellor）面前跪下，雙手合掌，

然後由副校長以雙手握住，給予祝福，用拉

丁文唸著：從上天授予的權柄，我奉聖父、

聖子、聖靈的名，授與你某某學位。副校長

說完後，畢業生起立回禮，轉身到右前方出

口領取畢業證書。幾百年下來劍橋大學的畢

業典禮亙古不變，與傳承傳統的按牧禮很相

似。

地靈人傑的劍

橋大學

百年來，劍橋

大學出了九十六位

諾貝爾獎得主，三

一學院就占三十二

位。單單今年又添

了四位，今年諾貝

爾獎得主名單中，

有四位是劍橋大學

校友，包括物理獎

的三位得主，全是

國王學院大教堂（King’s College）

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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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校友，他們都在美國大學任教作研究，

分別是杜雷斯（David Thouless, Trinity Hall 

College），哈爾定（Duncan Haldane, Christ’s 

College）和寇斯特立茲（Michael Kosterlitz,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另一位是經濟獎

的得主哈特（Oliver Hart, King’s College），

目前在哈佛大學任教。劍橋大學幾百年下

來，出了不少英雄豪傑，三一學院就有科學

泰斗牛頓、詩人拜倫及哲學家羅素，英國查

理王子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皆是三一學院校

友；徐志摩受教於國王學院；寫進化論的達

爾文是屬於基督學院；英國大文豪華茲華斯

出自聖約翰學院。劍橋大學的教育潛力令人

印象深刻！

劍橋這大學城人口只有十二萬，位於

倫敦東北方八十公里處，周邊盡是田園綠

野。劍橋大學的學生和院士在劍河畔，綠草

如茵的校園裡，看雲看水，吃飯聊天的生活

方式，竟是研究創新的源頭。這正是幾百年

來，劍橋大學這些老舊的學院，能持續表現

出特立獨行的研究精神，並締造舉世稱羨的

學術成就的原因。

今晚，陳昕西裝領帶外，又披上黑袍，

赴聖約翰學院的院士晚宴了！

※轉載自美國世界日報的世界週刊 2017/02/19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目前服務

於美國加州橙縣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中心）

美麗的劍河倒影

曾俊隆醫師（母校醫科

1961年畢業）榮獲2017
聖地牙哥台美傳統週王

育霖檢察官紀念基金模

範先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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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時光機：回到過去，
你要準備好的三件事情。

大
家都說人生不能重來。

世界上應該有無數的諺語、成語、故

事、歌曲、電影…在述說這件無奈的事情：

時間過去就過去了，發生過的事無法改變。

大概是每個人心裡都有幾件遺憾的事情，所

以比較消極的想法是，希望真的有所謂平行

時空，眼前無法改變的事情，在另外一個時

空裡會有不同的樣貌；積極的想法則是，希

望有人發明時光機，讓我們可以回到關鍵的

某個時間點，改變事情的發展走向。

已經有數不清的電影、戲劇、文學作品

從這個題材上發揮，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理

想型時光機，應該就是哆啦A夢（機器貓小

叮噹）的那台了，想去哪個時間都可以，若

是配合任意門使用的話，還可以到任何的地

點，不過如果真的有這麼完美的設計，就有

點無聊了，也變不出什麼精采的故事。這些

時光旅行的故事之所以會多到數不清，就是

大家各自的時光旅行方法都有些限制，我們

舉個例子來說吧。

肯恩‧格林伍德（Ken Grimwood, 1944-

2003）1987年出版的小說：《Replay重播》，

個人私心很推薦給沒看過的人，是我非常喜

歡的時光旅行題材小說，雖然是30年前的作

品，但這本是堪稱為經典的作品，文學價

值絕不會被閱讀和寫作年代的差距影響。裡

面對於時空旅行的設定是這樣的：主角在小

說一開頭就正值人生的最後一刻，當時才43

歲。而當他死亡了之後卻回到了18歲，然後

再活一遍，活到了43歲又再死一次，回到18

歲，這樣不斷的重複再重複。不能回到任意

的時間，不能預測改變的後果，這場時光旅

行只能、而且一定會結束在每次的25年之

後，不過記憶會累積，並不會因為每次的死

亡而重置，主角會記得每一個重來一次的人

生。

當人生以這樣的方式一直不停重播的時

候，每一次18歲都是嶄新的機會，重溫著生

命中青春精華的黃金歲月。這故事好看的關

鍵就在這個設定上，如果你是主角，要怎麼

利用這些機會？擁有這個可以不停重複人生

的能力，也許是幸運，也許是不幸，這應該

也是這部小說真正想傳達的主題。

那麼現在讓我們套用一下這樣的時光旅

行設定，假設自己可以回到過去。如果想要

過的比這一次的人生幸福，我們需要做哪些

準備？

首先應該是要好好的整理自己的人生。

如果回到18歲，卻還是忘記重要的考試日

期、沒有避開將來會後悔的相遇、在同一個

地點受傷住院…，那也不過是重複了一次沒

有絲毫改進的人生而已。我們什麼時候有機

文／葉芷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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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好好回顧人生呢？太年輕的時候，可能不

覺得這件事情重要；中年的時候，要煩惱和

忙碌的事情太多，通常是沒有多餘心力檢視

自己的過去；到了老年，也許大多的人生經

歷都已經是模糊的回憶了，要想起來並不容

易，甚至會被生理上的退化或疾病影響，而

再也沒有機會對於往事有所感觸或領悟。每

個人的人生中，或多或少都有可以稱之為＂

轉折點＂的時刻，以及會影響人生方向的性

格：太容易放棄、太相信別人、太固執己

見、太意氣用事…要是可以再來一次，還要

放棄嗎？不能信任嗎？不願妥協嗎？冷靜下

來想想之後會不會不一樣呢？其實就算人生

不能再來一次，同樣的事情也可以在以後的

任何時間點發生，明白了自己的過去，是什

麼讓我們變成現在的我們，也許會讓未來的

我們更好，或是分享給周遭有相似人生際遇

的人，讓他們也更好。所以不管能不能時空

旅行，何妨先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人生？

接著還要學會某些重要的技能。因為記

憶不會被消除，所以這個人生學會的事情，

下一次人生就省去再學一遍的時間，想要避

免生理學被當掉重修的悲劇重演嗎？或是不

想因為不會說日文，而再一次迷路錯過了回

程的火車？可以回到過去的好處就是，現在

這個“現在＂其實是過去的“未來＂，已經

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就可以提早做準備：

我們已經知道會寫程式很重要、已經知道游

泳比慢跑對於膝關節的傷害小、知道自己下

廚比外食要好，可以選用健康食材，避開黑

心食品；所以現在是不是應該先學會寫程

式、學游泳、學一些烹飪的技巧？這樣回到

了過去的我們，就可以比其他人掌握優勢又

活得健康；萬一真的沒有機會做時光之旅，

這一次的人生也會因為學會了這些技能，而

有所助益也說不定。

最後是要牢記一些重要的資訊。想要

好好生活，或是要完成這一次人生未完成

的夢想，穩定的經濟來源是很重要的，也是

很現實的問題。如果回到過去要怎麼讓自己

生活無虞？有些重要資訊一定要記住：某幾

期大樂透中獎號碼、某些重要運動賽事的結

果和比數、房地產上漲、經濟起飛的年代和

幅度、股市崩盤和金融海嘯的時間…等等。

進入另一個時空的我們，並沒有辦法預測改

變人生選擇之後的結果，說不定會遇到一些

突發狀況，手頭拮据的話根本無法應付，所

以我們也不必很正直誠信的拒絕使用時光旅

行的優勢，像這樣趨吉避凶、未雨綢繆、投

機取巧的賺錢方法，絕對有其重要性與必要

性，別的不談，人要生活還是有其基本需求

啊，在另一個時空裡，肚子餓了還是要吃

飯，也不能一直穿同樣的衣服，每晚都露宿

街頭吧。

不過在這裡，就必須很誠實的承認，前

面的兩點：整理人生和學習技能―可以冠冕

堂皇的說，即使無法進入時光旅行，做這些

努力也可以對現在這個人生有所幫助，而最

後這一點：如何輕鬆的賺錢―就只是單純為

了時光之旅，能夠對於另一個時空的自己有

用而已了。但是我相信沒有人能否認，如果

有機會回到過去，要怎麼多賺點錢，這真的

真的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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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用另外一部小說來驗證上

面這三點吧：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在

2011年出版的《11/22/63》。這本小說對於時

空旅行的設定與《Replay重播》相似的地方

是：兩個小說主角都可以一直回到過去的特

定年代，《11/22/63》每次都是回到1958年。

不一樣的地方則是：《11/22/63》的主角是活

著穿過了被他稱為“兔子洞＂的時空裂隙，

只要找到同一個裂隙，他也可以隨時回來，

而他每次去1958年，都是為了同樣的目的：

阻止1963年11月22日（也就是書名那三個數

字的意思）約翰．甘迺迪總統被刺殺身亡。

因為他無法一次就成功，所以去了好多次，

也算是種反覆練習，累積經驗；每次的再回

到過去，都會重置上次改變過的事情，所以

如果有三件事要做，就要在同一次的旅行做

完，不能一次做一件，不然下次回到過去的

時候，上次改變的事情又被改回來，不算數

了。既然這部小說描述的，同樣是回到過去

的時光旅行，那就套用一下上面的分析來看

看：

先看第一點：好好整理人生。主角的人

生受到酗酒的妻子影響很大，在工作上（主

角是成人寫作班的英文老師），則是遇見了

一個令他深深感動與惋惜的學生；於是他

回到了過去，更謹慎的經營與女人的關係，

對於酒精成癮的問題非常敏感而小心，也想

盡辦法幫助他的學生，逃離那個不如意的人

生。

接下來是學會重要技能。主角每次回到

過去，都更融入1950年代的生活，他學會了

那個時代說話和社交的方式，知道了要去哪

裡買東西，物品價格的行情如何；為了阻止

暗殺，他也要學會用槍、學習跟蹤尾隨的技

巧、學習怎麼讓自己在緊要關頭不感冒生病

拉肚子。

最後是牢記重要資訊。所有關於暗殺事

件的細節當然是要熟記的，另外他的經濟來

源，當然是靠著每次運動比賽賭贏的彩金支

撐。在過去待得越久，遇到需要用錢的突發

事件就越多，如果因為沒錢只好回來，那任

務就絕不可能有成功的一天。

要是沒有好好準備這三點，主角就沒有

辦法一次又一次的回去1958年，最後終於在

某次回去之後的五年，也就是1963年，親自

參與了那個關鍵的刺殺時刻。不過關於他到

底是成功阻止了，還是失敗了，推薦各位可

以讀一讀這本小說：畢竟小說家都對主角偏

心，總是希望主角的目的可以達成，但是小

說家也活在現實世界，心裡很清楚總統並沒

有躲過暗殺，要怎麼寫才會是個兩全其美的

結局？這個故事從頭到尾沒有冷場，真的很

好看。

想要體驗一下時光旅行嗎？可惜如果現

在真的有時光旅行這種事情發生，都還停留

在可遇不可求的階段，但也許在未來某天是

會成真的，誰知道呢。所以在這篇文章的最

後，附上一個溫馨小提醒：有些時光旅行，

隨身的物品也會跟著一起去。所以想要帶手

機去另一個時空的人，別忘記也要隨身攜帶

充電器喔…前提是那裡有插頭就是了。

（作者現任母校附設醫院金山分院醫療部麻

醉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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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和小花 都在春天裡發芽 享受風的變化 等待大雨的落下

樹低頭說 我可以為你擋雨 一起等待夕陽 一起長大不害怕

樹和小花 都在深夜睡不著 樹用葉敲敲小花 一起看星星和月亮

他們從不擁抱 他們為自己燃燒 他們靜靜微笑 哭泣也深深悄悄

樹和小花 都在冬天裡發抖 身上華麗的 眩目的都漸漸滑落

小花說 我們永遠是朋友 只是明年 你看到的或許不是我

大樹說 我會一直在這裡 而或許最好的 朋友不會再來過

永遠記住你 也請你別忘記我

花開花落 都在大樹的眼中 

隨風唱過 隨風輕聲訴說 我在這裡等 下個故事的降落……

～獻給我們想念的，已在天堂裡自由飛翔的天使們～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0畢業，現任母校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樹 和 小 花

文／方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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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與人」主題展示簡介

一、引言

醫療專業以「人」為對象，醫學教育

應該奠基對於「人」的本質和特性的了解。

以生物醫學知識為基礎來建立我們對「人」

的認識是當今醫學課程的重點，不過，由於

「人」太複雜而且持續在變動、演化中，生

物醫學知識對「人」的認識不僅是有限的，

而且也永遠是無法完備的，所以其他領域有

關於「人」的知識，對於醫學院學生而言，

也是非常重要。

在非屬嚴謹科學的領域，例如演化、

人類學、考古學、生態學等，對於「人」的

知識的系統性建構，都累積了大量且豐富的

有關於「人」的生活實踐和生命經驗的各種

記錄和資料。為了協助醫學生進行這方面的

學習，醫學人文博物館藉由「演化與人」主

題展示來提供相關的知識，讓學習者獲得對

「人」更深入的認識，對「人」的本質和特

性得到更深入的了解，進而在此一基礎上，

建立關懷的價值觀，體現「全人」的關注與

理解。

醫學人文博物館「演化與人」主題展示

共有三項主題，包括：從演化的角度認識疾

病與心智，從人類演化歷程認識臺灣人，應

用現代科技所進行的人類體質研究。本文就

這三項主題做簡要介紹。

二、從演化的視角認識疾病與心智

本展示內容藉由達爾文演化論的詮釋，

帶領參訪者瞭解到不同生物的起源以及演化

歷程，讓參訪者對於「人、疾病、心智」相

關的重要演化概念建立初步的系統性接觸。

人類在演化過程中，體內逐漸演化出

免疫系統對抗外來病原的侵害，而引發人類

疾病的生物病原，本身為了生存，也隨之演

化出不同的生活及生命型態。在人類身體的

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原先我們身體適應的環

境條件和現在的環境很不同，因而導致某些

疾病的產生，我們會把引發那些疾病的環境

和行為給遺傳下去，這是一種文化演化的形

式。

長久以來人類對生命的探索，逐漸發現

到生物的行為與腦的演化息息相關。以人為

例，人類是由大腦、心智、社群活動所塑造

的物種，大約在五萬年前，人類的大腦和神

經系統在結構與功能上，就已演進至目前的

狀態，因此，大腦在生命演化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也是讓人之所以為人，與其他動

物有所區分的重要關鍵。本展示藉由對大腦

演化及心智發展的闡明，促使參訪者思考人

類與其他生物不同之處，進一步認識自己。

三、從人類演化歷程認識臺灣人

臺大醫學院自其前身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開始，即以臺灣原住民及臺灣史前人骨為對

象，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近年成立體質人

類學研究室，邀集國內外學者，針對臺灣各

族群間的體質特徵及生物性與文化性之間的

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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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做深入探討，並將累積七十多年來

的研究成果做為本展示室的素材，希望讓參

訪者對於體質人類學，以及『臺灣人』與過

去在臺灣這塊土地所發生的事情，獲得更深

入的認識。本展示透過體質人類學的面相，

來探討人類的演化與擴散、臺灣人的來源與

體質特徵等，並呈現臺大醫學院過去對墾丁

寮遺址所出土之史前人骨的研究成果，讓參

訪者從人類演化歷程來對居住在臺灣的人群

有更多瞭解。

體質人類學以研究人骨化石與現代靈長

類的差異，來追溯人類起源與演化過程，並

探討人群的變異性，試圖勾勒出自七百萬年

前與黑猩猩演化分岐後，人類的演化歷程及

擴散途徑。本展示藉由人骨形態來討論人類

與黑猩猩的區別、我們的祖先如何朝向現代

人的方向演化，又是如何移動到地球可居住

的每個角落，凸顯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特

性。

此外，臺灣各原住民族群間，雖然語言

上並不全然相同，但卻是同一來源，與馬來

語、菲律賓語等皆屬於南島語系。語言學家

根據語言學的證據推論，居住在台灣的原住

民祖先，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擴散始祖，這

也讓臺灣在討論人類遷移的議題上，獲得相

當大的重視。日本學者片山一道教授長期在

玻里尼西亞一帶進行田野工作，近年與臺大

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室合作，發現墾丁寮

遺址人骨與Lapita文化遺址出土人骨的頭骨具

有極大的相似性，因此認為墾丁寮遺址人骨

對於南島語族擴張「出台灣說」的驗證，在

未來將可能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四、應用現代科技所進行的人類體質

研究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越來越多的研

究技術與方法能提供我們更瞭解過去人類的

生活圖像。例如目前廣泛被應用在考古學與

體質人類學上的骨化學分析，即透過調查人

骨中所累積的化學元素，進行放射性及穩定

同位素分析，能提供有關於骨骼主人的死亡

年代訊息，也能大致推斷其生前主要的飲食

習慣與來源，成為讓我們瞭解古代人類生活

資訊的一項新利器。

此外，過去在討論人類的擴散移動路

徑，多依靠人骨化石的形態學來解釋，近

年來由於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遺傳學家能夠

藉由分析人體內的遺傳因子，提供有關人類

在全球遷徙路線的新證據。本展示以母系遺

傳的粒線體DNA之比較分析研究結果，呈

現人類演化成現代人後，是如何遷移至世界

各地，同時也能與『從人類演化歷程認識臺

灣人』展示室中從人骨形態學推論之遷移路

線，相互佐證。本展示間更將焦點放在臺灣

住民的粒線體DNA研究上，來討論臺灣住民

可能的來源，以及各族群與臺灣周遭地區的

互動過程，同時輔以體質人類學的證據，探

究臺灣人與南太平洋各島嶼之南島語族間的

關係。

五、結語

從生命演化的角度來思考「人是什

麼？」的課題，讓我們能夠綜合人類學、考

古學、生態學、生物學及腦科學等各學域的

研究發現，對於「人」的起源、演進、體質

構造及關鍵機能，獲得更為清晰的瞭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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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做人、認識他人，以及與他人互動

時，有著較為清晰、正確的基本認識，也促

使我們對於影響「人」的生存與發展背後的

生物性與文化性過程，有了更為清楚的體

認。

醫學人文博物館「演化與人」主題展示

讓我們瞭解：現代人的存活與繁衍並不是一

種全球性生物演化趨勢下的可預測目的或結

果，而是屬於演化的偶然。由生物演化及文

化演化的進程可知，「人」的生命是渺小、

脆弱的，「人」的生命的成長與發展是來自

於祖先、父母及他人的付出，我們應以謙

卑、感恩、珍惜的心態來經營自己的人生，

並時時與周遭的人們相互關懷。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本國護理師證書

2. 具護理學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3. 能勝任護理教學，且具獨立研究能力

4. 需符合臺大醫學院各職級教師聘任送審規定

 （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rule.html）
5. 具內外科護理、社區護理專長、或具臨床研究護理師、專科護理師證照者尤佳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部定教師資格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3. 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

4. 送審論文目錄表（如下※說明）

5. 五年內主要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上述1~5項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份，郵寄至本所，

 並請另附電子檔寄至：hyl@ntu.edu.tw）

6. 推薦函三封。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完成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 論文目錄表Ⅲ-1
2.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聘任升等評分辦法請參閱下列網址第12項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rule.html

三、截止日期：106年8月21日（含）下午5點前截止收件

起聘時間：107年2月1日起聘

四、收件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主任收（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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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守仁

時
令來到了六月初夏，在執行編輯時適逢為臺大醫院122週年生日，故本期內容增加收錄了院

慶專文。

在院慶專輯中，何弘能院長在文中對各位老師同仁的期許，表示在現今多元的跨領域科學研究

合作中，不要因為小小挫折而失去對研究的熱誠，鼓勵大家借助團隊的力量，追求卓越的成果，並

在研究發展過程中謹守自身誠信與專業道德，進而在醫療領域中有重大的發現進而造福人類。

本期醫學新知，邀請到醫學院腦心所姚皓傑老師，談談麻醉科醫師愛用的藥物ketamine在近

期發表於Science及Nature上之文章，文中提及之Ketamine是，除了用來麻醉之外，有優越的止痛及

卓越的抗憂鬱效果，又相對較不抑制呼吸及血壓，且藥效和其代謝產物有很大的關連性，更值得

一提的是此種代謝物不會有成癮性與感覺解離的副作用。醫學論壇部分，李彥輝校友細談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AGE），雖然短短二頁篇幅，確非常鉅細靡遺。校友小品章節中，林靜竹校

友與我們分析從古至今的醫病關係，感嘆醫療環境的大轉變，從前熱門的內、外、婦、兒科，到現

在與急診成為五大皆空之科部，相對的，無風險門科漸漸崛起。從韓良俊校友的致詞文章，我們可

以習得韓教授參觀文學藝術的方式，也可以感受到韓教授對台灣文學的支持。黃伯超教授對於臺大

醫院貢獻良多，在營養學的研究值得我們後輩學習，由周松男校友的「黃伯超先生傳」讀後感想，

更能加深對黃教授的認識。李穎明校友談漢字的文章，將文字變的有趣且有深度。符傳孝校友的

文章彷彿帶領我們參觀了一場醫學與藝術的聯展。而陳永成校友寫重遊劍河之所見所聞分享，造

訪同一個地點，往往會因為同行或相遇的人事物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眼界

及心境感觸。麻醉科年輕同仁葉芷圻醫師將自身感觸化做文字與各位讀者

分享，以及方怡婷醫師感念英年早逝的師長也將思念寫成的詩，抒發對於

生命脆弱與堅強的體悟。封面故事敘述的是醫學人文博物館，在經過幾個

月的裝修後，環境變得更加美輪美奐，全新風貌的咖啡廳是師生討論或是

休息的好去處，館內也會不定期舉辦各種展覽及演奏會，文學氣質更加濃

厚。本期封面故事「演化與人」即為目前展示之主題，從簡介中讓我們獲

得對「人」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本期景福醫訊能夠豐富其內容順利出刊，除了感謝各位校友持續的投

稿支持，還有各位編輯委員們敏銳的眼力及細心且專業的校稿建議，以及

亮月小姐認真用心的統整稿件，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母院麻醉部主治醫師）

作者（中）與家人同

遊國立台灣博物館南

門園區



臺大醫院10 6學年度實習

醫師宣誓典禮暨課前訓練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105學年度撥穗典禮

時間：2017年6月2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7年5月29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景福謝董事長致贈畢業生禮物

▲撥穗

▲撥穗典禮會場

▲畢業生致贈母校紀念物

撥穗典禮大合照



「醫學人文理念碑」

揭牌典禮

時間：2017年6月6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時間：2017年5月31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醫院105學年度

實習醫師結業典禮

暨實習醫師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