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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緬懷院史 鑑往知來」院史文物展各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時間：2017年6月22日　　地點：臺大醫院東址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時間：2017年5月21日、6月4日　　攝影：各學系提供

▲醫技系 ▲護理學系

▲牙醫學系 ▲物治系

▲藥學系（六年學制） ▲藥學系（四年學制）

▲院長與捐贈者（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高

橋信吉院長之女三井豐子女士及外孫女木村桃子

女士）合影

▲「平安龜」活動

▲醫學院與醫院長官主持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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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生仍然是一種福氣

張
院長、何院長、吳主任，我敬愛的學長

謝前院長，郭教授、周教授，各位臺

大醫學院的老師，今天的主角臺大醫學系的

應屆畢業生，以及以你們的子女為傲的家長

們，

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參加大家

的畢業典禮，並能夠說幾句話。我今天選擇

的題目，我等一下會再詳細解釋，不過我用

了「仍然是」這字眼，各位可能聽起來覺得

有點怪。

首先，我要恭喜大家完成這個非常不尋

常的大學學業。唸七年的確是不尋常，但更

不尋常的是你們剛完成的是把人生的「生、

老、病、死」濃縮在七年的課程。在這段

時間裡，你們曾經在產房，親眼看到嬰兒的

出生，見證人生的開始；你們也在醫院看過

各種病痛疾苦；你們也看到步入老年而遭逢

的各種不幸；最後你們也看到了人生無法避

免的死亡。所以不管你們將來做不做臨床醫

師，這七年的醫學教育帶給你們非常不尋常

的洗禮，但往後你們要怎麼走呢？

首先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位你們的學長給

我的震撼教育。幾年前一位臺大醫學系畢業

生在他八月當兵之前，到我辦公室來找我談

話。他說：「老師，七年前當我考上臺大醫

學系時，我的高中同學都非常羨慕我，但是

現在，他們都非常同情我。」他講完以後竟

然流下眼淚，激動地告訴我他親眼看到他的

學長、學姐，也就是住院醫師，在病房裡工

作辛苦，但是遭受到病人和家屬非常不合理

的對待，語言暴力，甚至肢體暴力，他也看

到他的老師工作辛苦、教學認真，但有病人

上法院告他，而為了醫療糾紛走上法庭，遭

受諸多侮辱，回到醫院感到萬分沮喪委屈，

後悔自己走上這條路。所以今天我選擇的主

題是，希望能讓大家安心做個「好醫生」，

更希望能說服大家，「當醫生仍然是一種福

氣」。

醫師遭受的挫折

要成為醫生，的確是需要通過充滿挫

折的考驗。我們的工作壓力遠比起其他工

作來得大。一般人工作失敗時，最多導致傾

家蕩產、身敗名裂，但我們醫生在工作上的

失敗，有可能導致病人喪生或嚴重傷殘，所

以失敗對我們而言，精神的壓力是非常的

大。而且說實話，在醫生的訓練過程裡，我

們也都經歷過許多不被尊重、不很愉快的經

文／賴其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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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而這種缺乏尊重的環境也帶給我們很大

的壓力。同時我們這職業得經常承受到時間

壓力，醫師的生活經常遭受到interruption，

談話做事被中斷、被干擾是醫師生涯不可或

缺的常態，而我們也常常暴露在各種緊急狀

態，我們被要求在瞬間作生死抉擇、優先次

序的決定，這都是非常困難，也是別的職業

少有的考驗。再加上剛剛提到的醫療職場的

暴力，這是目前方興未艾，幾乎是全球性的

問題，而到現在我們也還看不出有真正的曙

光。也因為如此，許多醫師、醫學生因此而

淪為「心力耗竭」（burn out）。現在全世

界的醫學教育都相當注重「心力耗竭」的問

題，我記得「梅育醫學院」（Mayo Medical 

School）最近做出來的調查高達53%的學生都

有「心力耗竭」的症狀出現，而有些國家醫

師的自殺率也發現逐年提高，但我們這行業

的挫折為什麼這麼高呢？

停止醫師的心力耗竭

在這裡我想介紹一位美國家醫科德拉夢

特醫師（Dr. Dike Drummond）所寫的《停止

醫師的心力耗竭》（Stop Physician Burnout）

的這本書。他認為我們很多人所接受的醫學

教育都帶給我們許多嚴厲沉重的心理負擔，

我們所接受的教條就是一切都要「以病人為

第一優先」（Patient First），而且要我們面對

挑戰，一定要撐下去，絕不能示弱，這種職

場的要求，無形中造成許多人因為做不到，

而產生嚴重的挫折感，導致生活不美滿、事

業不愉快，所以德拉夢特醫師最後呼籲，我

們的「醫生誓詞」應該修改成如下的版本：

「我承諾當我以醫師的身分看病人時，

我以病人為第一優先。我承諾當我不在看病

時，我專心照顧我自己與家人的需求，因

為基於很簡單的理由：我的身體健康、心

身安寧與精力充沛是決定我能否提供病人優

質照顧的重要因素。這兩方面的平衡是我的

病人、我的家人與我自己的心身安寧的關

鍵。」

我希望大家一方面是要盡心盡力照顧病

人，病人第一，但也不要忘記好好照顧我們

自己與我們的家人，唯有兩者兼顧，才能留

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學長的叮嚀

再下來，我想借助於你們的學長來告

訴我，他希望給你們怎麼樣的忠告。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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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許多醫學教育的論文都在探討學生在

臨床實習時，「誰對他們最有影響力？」而

包括臺大醫學院的何明蓉教授所做的調查，

都發現了同樣的結論，那就是醫學生在臨床

實習時，學得最多的是從他們的學長姐，因

為這些「住院醫師」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最

長，也最了解他們。因此為了準備這場演

講，我也問了一位高你們幾屆的學長，他是

一位從學生時代就對醫學教育非常有興趣的

住院醫師。我說如果今天他是我的話，他要

對你們做甚麼樣的叮嚀？他說，「刺絡針雜

誌（The Lancet）最近發表一篇對醫療品質

評比，台灣在同樣經濟階級的國家中排名第

45名，偏重急性照護、對慢性疾病的不重視

是台灣極大的隱憂，再者是台灣長照發展，

會有許多需要醫師介入的部分，希望鼓勵學

弟妹在PGY訓練中多去發掘慢性病照護的

知識，未來選科應考量老年化醫療市場的需

求。」

還有由最近的WHO/WHA事件，他也期

勉同學多走向國際，爭取國際友人為台灣發

聲。不過這裡我可以見證的是，台灣醫學生

在國際醫學生聯合會（IFMSA）的表現是有

目共睹的，事實上我在國外開會時，當他們

知道我來自台灣，他們常會主動地對來自台

灣的醫學生在國際的表現讚賞有加。所以我

想我們學生在這方面應該是不需要我的特別

叮嚀。

「醫生」（The Doctor）這張名畫

接下來我想利用一張使我非常感動的名

畫，與大家分享談我對這張圖的詮釋。這張

圖的題目是「醫生」（The Doctor），這畫是

英國盧克‧菲爾德斯爵士（Sir Luke Fildes）

於1891年所畫的。這位畫家從小由祖母帶

大，而他祖母非常關心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

問題，因此他開始學畫以來，就經常以流落

街頭的倫敦貧民做為他的素材。當時一位在

加勒比亞經營糖業生意非常成功的英國富賈

Henry Tate，也是一位非常熱中於藝術品收

藏的有心人，他非常欣賞這位畫家的寫實作

品，所以他主動找上這位畫家，希望他能畫

一張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圖，至於畫什麼內

容，他倒沒有特別的要求。想不到菲爾德斯

因為他的長子，雖然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

還是無法挽回生命，而孩子過世後，他對那

位仁醫的感激一直耿耿於懷，終於利用這機

會把家屬對醫生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宣洩

於他的畫布上。這張圖的中心點是一位衣冠

楚楚、西裝筆挺的醫生坐在那裡，全神貫注

地凝視躺在兩個椅子拼湊成床的奄奄一息的

小孩。從周圍的燈光、藥缽看來，我們可以

想像這是在深夜裡，一位高貴的醫生，到一

個家徒四壁的窮人家，看了病，做了診斷，

磨了藥粉給這小孩服用後，聚精費神地看著

小孩子，殷切期待小孩會有起色。再看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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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窗子，好像外面天色開始亮起來，一線曙

光帶來希望，而大家也可以看到小孩的母親

因為受不了壓力而趴倒在桌上，而父親一隻

手搭在太太肩膀，關懷之情不言而喻，但他

的頭卻轉向醫生、眼睛緊盯著醫生，希望從

醫生的表情看出小孩是否好轉。我覺得，這

張圖所代表的正是「醫生的存在帶給病人與

家屬最大的信心與希望」。當你看到這張

圖，你難道不會感到「醫生」這個職業能做

這種工作是很榮幸嗎？有時候一張圖比一本

書或一場演講留給我們更深遠的印象。我希

望大家將來行醫，如果遭到挫折時，想想這

張圖，以許可以幫你找回你的初衷與熱情。

人工智慧的發展帶給醫療人文關懷的

空間

最近大家都在談科技、電腦的日新月

異，人工智慧可以打倒世界級的棋王，可以

在診斷的精準度勝過行醫多年的名醫，電腦

操縱的機械手臂所做的手術證實能比任何外

科神醫更好，因此有些人開始擔心，我們醫

生將來還有甚麼重要的角色？但是，事實上

這百年來，我們醫學因為科學的發展使我們

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診斷與治療的科技，而

過去醫生眼睛盯著病人、全神傾聽病人的那

種關懷，卻已經慢慢喪失，所以現在人工智

慧幫忙我們診斷治療時，我們才有餘力可以

關懷我們的病人，瞭解他們的需求，而透過

與病人的溝通與回饋，我們更能享受到幫忙

病人的成就感。

「當醫生仍然是一種福氣」

最後我要回到「It is still a privilege to 

be a doctor」，就是「當醫生仍然是一種福

氣」的主題。這句話是來自艾森堡醫師（Dr. 

Carola Eisenberg）的一篇文章。她是一位來自

阿根廷的醫生，在阿根廷醫學院畢業以後，

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接受完整的兒童精神科訓練，之

後她選擇了教育的生涯。她在麻省理工學院

當了Dean of Student Affairs六年，而後轉去

哈佛醫學院又當了十二年的Dean of Student 

Affairs。這職稱相當於台灣的「學務長」，她

是一位非常關心學生的教育家。她在哈佛醫

學院當到第八年的學務長時，非常不滿有些

老師對剛踏入臨床的第三年醫學生潑冷水，

告訴他們唸醫學的黃金時代已過，醫療訴

訟、工作繁重、經濟誘因減少等等，因此她

憤而振筆疾書，寫出這篇「當醫生仍然是一

艾森堡醫師

（Dr. Carola Eis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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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福氣」，之後被蒐集在「On Doctoring」這

本書。這本書一向是美國醫學生入學或是白

袍典禮從醫學院長得到的禮物，這本書是收

集許多與醫療相關的最佳散文、詩歌、短篇

小說或小說摘要等，是一本非常好的書，而

這本書自從1991年以來已經出了三個版本，

而在這三版裡，艾森堡醫師的這篇文章都一

直是書中的第一篇文章，所以是非常受到重

視的一篇好文章。當我在蒐集資料時，我注

意到，她出生於1917年，於是好奇心驅使我

上Wikipedia，才發現她仍然健在，當她兩

位先生都先她而去之後，她就回去阿根廷定

居，繼續為人權奔波，她是一位人人景仰的

教育家與實踐家，而再幾個月她就是百歲人

瑞，所以她講的話我想大家應該更相信吧！

我謹摘錄她這篇文章中所說的三段話：

「執行醫務當然困難重重，我們應當義

不容辭地充當克服困難的先鋒。然而有些人

竟然看不出能擁有這種透過利他而能利己的

職業是多麼幸運。這只是代表他們迷惑而看

不到遠景。」

“Of course there are major problems in the 

delivery of medical care, and we ought to be in 

the vanguard of those seeking solutions to them. 

But to lose sight of just how lucky we are to have 

a profession in which we do well for ourselves by 

doing well for others reflects a puzzling loss of 

perspective.＂

「醫學教育並不是為了提供醫生賺錢的

機會，而是為了改善大眾的健康。讓我們徵

招我們的學生為醫療服務的公平與均等而奮

鬥。如果這種奮鬥要能成功，我們需要最優

秀最聰明的人才共同努力。」

“Medical education does not exist to 

provide doctor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living, but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public. Let 

us enlist our students in the campaign for equity 

and equality in medical care. If that campaign is 

to succeed, it will need the efforts of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我們醫生所做的事，不管是照顧病

人、研究、教學，大部分都能帶給我們深度

的滿足。我很難想像有比這更令人滿足的呼

召。讓我們確定我們的學生能聽到我們所要

傳達的這訊息。」

“What we do as doctors, most of the time, 

is deeply gratifying, whatever the mix of patient 

ca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our individual 

careers. I cannot imagine a more satisfying 

calling. Let us make sure our students hear that 

message from us.＂

所以今天我就以艾森堡教授要傳達的訊

息，「當醫師仍然是一種福氣」做為我送給

大家的畢業大禮。讓大家相信，做醫生實在

是一個非常幸福、非常理想的職業。我謹以

這位讓人景仰的醫學教育百歲人瑞的話來保

證你七年前沒有做錯決定，而你們的家長也

應該放心，你們孩子選的路是對的，是最有

福氣的。最後我衷心祝福你們，個個都是快

樂的良醫，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9年畢業，目前為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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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臺大醫學系最佳教師、主

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文／吳明賢、蕭伊芸

由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

師獎2名，經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師

獎）以書面票選，以及醫學系七年級實習醫

師於今年3到4月期間，經過1個多月的網路公

開票選，並在選拔委員會的督導下（該委員

會是由謝博生教授、戴東原教授、許美慧醫

師、陳博光教授、吳明賢教授等5位委員所組

成），投票結果終於揭曉。今年（2017年）

由藥理學科楊鎧鍵助理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

金會最佳基礎教師獎；外科何明志副教授、

骨科王廷明副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

臨床教師獎；婦產科部陳啟豪醫師、神經部

林靜嫻醫師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醫療服務獎

（最佳主治醫師獎）；內科部郭書𡵓醫師、

眼科部馬一心醫師榮獲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

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1 0 6年6月2日星期五下

午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廳所舉辦之

「105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中，邀

請到北美校友基金會郭耿南教授出席頒獎；

以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周松男教授出席

頒獎，並為與會貴賓、老師、畢業班同學及

家長闡明「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創立最佳教師、

吳明賢主任致詞

郭耿南教授頒給藥理學科楊鎧鍵老師最佳基

礎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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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的宗旨與由來。並請

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達對獲獎師長由衷的

感謝與恭賀之意。

此次我們特別訪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發

表感言；藥理學科楊鎧鍵老師：「每次走進

502講堂，都會想起當年自己坐在這個教室

裡上課的情景，和做為一個醫學系學生聽老

師講課的心情。當年有許多位基礎與臨床的

師長，因為教得非常好，在我心中留下鮮明

深刻的印象，也讓我自己後來在臨床或基礎

教學上有了學習的榜樣。於是在藥理的課堂

上，我想像自己是一個短劇演員，用師長教

給我的精神，演一場教授藥理的戲，讓學弟

妹在聽完戲之後，會記得對他們專業訓練上

重要的藥理知識。獲得北美校友基金會教學

獎，我感到十分榮幸，這份榮耀，我也希望

能獻給過去曾教給我醫學知識的師長，謝謝

您們！」外科何明志副教授：「隨著知識與

經驗的快速累積，新一代的醫師，除了要學

習既有的醫療知識和技術，更需要隨時吸收

新知，改變作法。因此，與醫七同學的短暫

相處中，我常想，能教些什麼，讓學生一輩

子受用。是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好奇心；對病

人付託的責任感；不忍苦痛的慈悲心；帶領

團隊的積極樂觀；抑或是醫術純熟的自信。

我相信，許多學生，只要得到一點支持和鼓

勵，就可以全然不同。感謝醫七學生，願意

為了病人的健康幸福，奉獻青春。得獎的鼓

勵，讓我知道，自己走在理想的道路上，更

指引我，和學生走在一起，創造更理想的醫

療。」

骨科王廷明副教授陳述「教學是相當

有意義的事，臨床工作是我的興趣，能擔任

母校臨床學科老師，已經是相當幸福。「教

學相長」，雖然是老生常談，但是在臺大醫

學院這個殿堂，能和最優秀的學生相處，有

時候獲得的更多。教學活動中，年輕醫師應

用不同的搜尋管道，找到的各種理論與做

法，所產生的腦力激盪，常常是老師不斷進

步的靈感來源。謝謝醫學系同學和評審委員

郭耿南教授頒給外科何明志副教授最佳臨床

教師獎

郭耿南教授頒給骨科王廷明副教授最佳臨床

教師獎



105學年度撥穗典禮報導

2017年7月‧第34卷第7期 9

的肯定、鼓勵，將來我會繼續努力於臨床的

教學。祝福將畢業的年輕醫師，都能繼續精

進、發揮所長、造福人群，把臺大更加發揚

光大。」

獲得最佳主治醫師獎的婦產科部陳啟

豪醫師表示：「非常榮幸今年度可以被同

學票選為最佳主治醫師，感謝同學的肯定、

鼓勵，讓我有機會獲得這份殊榮。在這一年

中，我和許多同學分享臨床上成功和失敗的

經驗，但卻從同學身上得到更多學醫的活力

與熱情，事實上，獲得的遠比付出的更多！

恭喜各位同學畢業，未來的路雖是寬廣，但

不可能沒有波折，與各位同學互勉在醫療工

作徬徨挫折時能莫忘初衷、樂觀進取，重要

的是能堅持對病人負責的態度以及常自我反

省能不能做的更好。祝福大家都能發揮所

學、幫助病患、生活愉快且自由自在。」

神經部林靜嫻醫師：「很榮幸能獲得

「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主治醫師獎」。除

了感謝同學們的肯定與鼓勵之外，最要感謝

的是一路以來栽培我的師長們，以及我何其

有幸身處在一個教學風氣濃厚的環境中，是

我的榮幸也是我的驕傲。利用臨床教學的時

刻，即使會花較多的時間帶大家去詢問病史

與床邊神經學檢查，我常常也藉由這樣的過

程反思，不僅提醒自己，也提醒學弟妹們不

要過度仰賴高科技的工具，反而忽略了最基

本的身體檢查，線索其實就在病人身上，同

時，也可以藉此傾聽病人的感受，建立良好

的醫病互動。望著師長們當初傳授給我知識

的背影，今天，我希望有一點點能力可以傳

承對學術與科學追根究底的精神給下一代的

學弟妹，作為將來提升醫療照顧與健康的原

動力。最後，謝謝一直以來在背後默默支持

我的父母與家人，做我前行時最大的精神依

靠；同時，也再次謝謝同學們的肯定，跟大

家在一起動腦筋抽絲剝繭的時光，是我最開

心的時刻。」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獎的內科部郭書𡵓醫

師：「剛收到得獎訊息時嚇了一大跳，超級

郭耿南教授頒給婦產部陳啟豪醫師最佳主治

醫師獎

郭耿南教授頒給神經部林靜嫻醫師最佳主治

醫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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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學弟妹的鼓勵和肯定。回想過去當

Intern的時候，起初十分徬徨無助，所幸臺大

有超多熱心的學長姊，手把手帶我認識醫療

領域的大小事，心情這才比較安定踏實。基

於這樣的經驗，我總是想多花點時間、用有

趣好笑的方式帶著大家輕鬆快樂地學習，雖

然醫學博大精深，小弟我不見得能傳達完整

的知識技能（而且搞不好稍嫌囉嗦了點），

但真心希望有稍稍減少大家無助或困惑的感

覺，更能從容自在地幫助病人！再次謝謝各

位學弟妹，從你們身上我也學到很多新觀念

和知識。祝你們海闊天空，相信你們未來也

會帶領新Intern們成長茁壯。」

眼科部馬一心醫師說：「謝謝大家的

不嫌棄，這是很大的鼓勵（驚訝的瞬間失

語）。如果我能帶給任何人一丁點的收穫，

都要感謝指導過我的前輩師長們，還有那個

當下跟我一起工作、討論、談話的你。人與

人是相對的，謝謝你們的付出與一同成長。

我會繼續努力不辜負這個獎項的！一起加

油，畢業快樂！」

今年適逢本院創立120周年紀念，希望藉

得獎的優良教師，讓大家看見本院師長在致

力臨床服務與學術研究外，對於醫學教育及

自我精進的熱忱與堅持。從獲獎教師、主治

醫師及住院醫師的感言中，都能深刻體會到

他們熱心、積極及謙虛的態度，足為同仁及

學弟妹之楷模。期許大家以獲獎人為榜樣，

日新又新、精益求精，共同完成本系之教育

目標：「培育良醫、服務社會、領導醫界、

貢獻人類。」為臺灣社會及醫療帶來新希

望，讓臺大醫學系的優良傳統薪火永傳。

（作者吳明賢係母校醫學系1989年畢業，現

任母校醫學系主任；蕭伊芸現任醫學系技

正）

周松男教授頒給內科部郭書𡵓醫師最佳住院

醫師獎，並由吳蒨同學獻花。

周松男教授頒給眼科部馬一心醫師最佳住院

醫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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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級畢業代表致詞

院
長、主任、各位老師長官、各位辛苦的

爸爸媽媽（台語），還有各位畢業生，

大家好。

如果有一天，我們已白髮蒼蒼，怎麼樣

回憶還會留存在心底？是怎麼樣的時光，值

得我們不斷回味？又是怎麼樣的人還會讓我

們一再眷戀？

還記得我，第一次來到臺大醫學院，

是學測後要來面試。前一天晚上就先從嘉

義到台北住宿，當天晚上非常的興奮也非常

緊張，緊張的當然是明天要考試，興奮的是

要去傳說中的臺大醫學院，傳說中的第一志

願。隔天一早，當計程車沿著仁愛路林蔭大

道，轉進醫學院大門的時候，我心裡非常納

悶。不對吧，這棟黃黃、髒髒、醜醜，磁磚

又有點搖搖欲墜的大樓，就是傳說中的第一

志願嗎？

不過，拍謝，跟大家一樣，一不小心還

是考上了第一志願。

還記得我們青春的大一大二，一起辦宿

營、醫學營、一起熬夜準備醫學之夜，一起

參加系隊系卡系烤系野系學會。我們一起在

椰林大道上一手撐傘，一手騎單車，我們一

起在宿舍熬夜拼蛙骨，一起在總圖整夜燈火

通明。我們在舟山路上尋找大笨鳥的蹤跡，

也在醉月湖畔拼湊愛情的模樣。我們用盡了

力氣，浪費所有青春的美好。

緊接著是課業最繁忙的大三大四，也是

最迷惘的時刻。上課的投影片往往超過一百

張，沒想到實驗跑台也要考一百題。各種寄

生蟲的學名跟詭異的口訣，現在大概只記得

Ascaris lumbricoides。辛苦的解剖實驗完想說

犒賞自己去吃個杏園雙拼，結果發現聞到的

只有福馬林的味道。考試前總是有念不完的

共筆，好不容易考完試，還要補做考試前範

圍的共筆。

游過共筆海，考完國考，我們穿上白

袍，開始進入臨床見習。除了去金山吃鴨肉

泡溫泉，去雲林參加黃金傳說之外，我們還

有在醫院裡當路障。在老師、學長姐保護的

情況下，沒有壓力的慢慢成長。到了今年，

我們一起成為了實習醫生。

這年來，我們一起值班，一起學習怎麼

解決臨床問題，一起在交班會議後吃晚餐，

當然有時候也會一起飄向北方。在無數個值

班的夜晚裡，我們有時候會有接不完的病

人，補不完的order，抽不完的晨血，還有放

文／蔡豐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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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的NG Foley。在感到疲倦，感到人生好

難的時候，總是有一些夥伴在身邊，互相支

持，互相幫忙。還記得有一次在早上值班完

抽完晨血後，在地下室遇到幾個Intern也是剛

忙完在吃早餐，看著彼此憔悴的臉跟凌亂的

頭髮，眼睛又流露出自信的神情，我突然好

像理解了什麼。

我理解到，那棟基礎醫學大樓，是不是

黃黃、髒髒、醜醜，從來都不是重點。我們

值班時穿的白袍，就是黃黃、髒髒、醜醜，

有時候還會沾上一點點病人的血。但重點從

來不是外在，而是白袍底下的那個人，那顆

心。

亞 馬 遜 的 執 行 長 J e f f  B e z o s 曾 說

“Cleverness is a gift, kindness is a choice.＂聰

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是一種選擇。我的同

學們是從各地各校得來的鯉魚王（編註：手

機遊戲寶可夢GO中的角色，看起來很呆，

但是可以進化成威力很大的角色），每個都

絕頂聰明。然而醫學院不僅僅教導我們獲取

知識而已。醫學院讓我們學習怎麼成為一個

醫生，而醫生的志業，讓我們必須做善良的

選擇，必須做善良的決定，必須成為善良的

人。

感謝師長們，給我們許多寶貴經驗的傳

承，讓我們在習醫這條路能夠有明燈指引。

我們真的非常幸運，能夠置身寶山臺大，有

太多的大師在給我們指導，有太多的典範可

以學習、效法。未來也請老師們不嫌棄，未

來在PGY、住院醫師能多多選擇身上流著純

正血統的同學，讓我們有機會繼續向你們學

習。

感謝大體老師，是你們的犧牲，讓我

們對人體構造有更清楚的了解，是你們的奉

獻，讓我們面對生死的問題更加謙卑。感謝

每個在臨床上遇到的病人，你們出給我們的

所有簡單、困難的問題都讓稚嫩的我們可以

快速成長。

感謝辛苦養我們的父母。無怨無悔的為

我們付出，不離不棄的支持我們。感謝你們

體諒我們這年來因為值班無法在過年過節返

鄉，感謝你們在我們最疲憊的時候給我們的

所有加油打氣。爸爸，媽媽，謝謝你們。

感謝各位同學，七年來一起在這裡迷

惘，在這裡祈禱，在這裡歡笑，在這裡哭

泣。有太多一起留下的感動，有太多無法言

喻的感謝。我們一起走過的那些高高低低，

好好壞壞，每件事我都會牢牢記在心底。很

高興有幸能夠成為彼此夜空中，最亮的星。

如果有一天，我們都白髮蒼蒼，你們就

是那，最值得留存的回憶；你們就是那段，

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你們就是那些，最值得

眷戀的人。

七年的這段旅程，感謝有你們一路相

伴。儘管有些風雨、有些搖晃，但有你們在

身旁，我就不感到害怕。接下來的路，必須

一個人努力邁步前行，但記得，我們都留在

彼此的心底，我們一定會走的更堅定、更勇

敢、更驕傲。

我是臺大醫學系99級致詞代表蔡豐璟，

祝大家畢業快樂。謝謝大家。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99級畢業生）



醫學新知

2017年7月‧第34卷第7期 13

淺談DNA損傷反應與人類相關疾病

文／吳青錫

前言

將遺傳物質（DNA）完整無缺地傳遞給

下一代是每個物種的主要目標。面對著來自

外源性以及內源性的各式威脅，生命體有一

套系統來感知DNA損傷，傳遞損傷訊息並且

試圖將其修復。對於人類來說這樣一套對抗

DNA損傷的系統是極具重要的，因為DNA損

傷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各式人類疾病。因此

了解細胞如何處理DNA損傷與其相關的生理

意義，在預防與治療相關DNA損傷所造成的

人類疾病將有極大的幫助。

DNA損傷

人體每個細胞每天遭遇數以萬計的DNA

病變。這些病變會影響基因體複製和轉錄，

如果沒有被正確地修復，這些DNA變異最終

可能危害細胞或生物體的正常功能甚至是生

存。DNA鹼基水解反應是細胞每天會產生最

常見的DNA鹼基損傷。另外，氧化呼吸作用

產出的活性氧（ROS）可以攻擊DNA，損害

鹼基配對或阻斷DNA複製和轉錄。

紫外線（UV）是環境中最常見的DNA損

傷原因。雖然臭氧層阻隔了太陽紫外光（UV-

C）中最危險的部分，但陽光的UV-A和UV-B

仍可誘發DNA病變。此外，電離輻射（IR）

也會產生各種形式的DNA損傷，其中毒性最

大的是雙股螺旋的斷裂（DNA double stranded-

breaks, DSBs）。例如搭乘客機在高空中暴露

於游離輻射或在放射治療期間接受人造放射

性同位素照射，都會造成DSBs。還有，煙草

製品生產的多環芳香族類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也會直接結合

DNA造成損害（aromatic DNA adducts）進而

其引發各種癌症，尤其是肺和口腔鄰近組織

的相關癌症。

DNA損傷反應（DDR）

為了對抗DNA損傷造成的威脅，細胞

內有一套完整的對應機制，可以檢測DNA損

害，傳遞訊息（DNA damage signaling）並促

進修復（DNA repair），統稱之為DNA損傷反

應（DNA damage response, DDR）。DNA損

傷的類型是廣泛且多樣的，已知不同的損害

有著其相對應的DNA修復機制。為了保護基

因組，DDR由兩種主要的訊息傳遞路徑ATM-

Chk2和ATR-Chk1進行調控。ATM（ataxia 

telangiectasia）和ATR（ATM and Ra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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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是信號啟動激酶，感知到DNA損害後

會被活化並磷酸化各種下游的蛋白質，包括

效應激酶Chk2和Chk1。磷酸化的Chk1和Chk2

（檢查點激活的標誌）可磷酸化更多下游蛋

白質包含抑制CDK的活性並活化細胞週期檢

查點，進而延遲細胞週期、促進其他的DDR

蛋白的表現與集中至損傷點，並修復DNA。

如果不能修正損傷的DNA，持續過久的DDR

信號會轉而誘導細胞凋亡或細胞衰老，將不

能修復的細胞失能或永久性地剔除。

雖然這兩種信號通路協調合作進而保護

基因組穩定性，但是兩者還是存在著差異。

ATM主要是負責DNA雙股斷裂後的訊息傳

導和修復。雖然失去ATM會導致基因體的不

穩定性，但是細胞的生存卻不受到影響。相

較於ATM，ATR在生物體內的重要性就更為

顯著。因為ATR不但是細胞增生分裂所必需

蛋白，其更廣泛的參與在各種DNA損傷的訊

息傳遞與修補機制中，並且在沒有特殊外源

DNA損傷的情況下，ATR是負責對抗DNA複

製過程損傷的激酶。也因此，不少癌細胞都

表現出對ATR活性的高度依存性。

DNA損傷與修補

DNA損傷的種類以及其相對應的修補機

制中，常見的有錯配修復（Mismatch repair, 

MMR）、鹼基切除修復（Base -exc i s ion 

r e p a i r,  B E R）、單鏈斷裂修復（S i n g l e -

stranded break repair, SSBR）、核苷酸切除

修復（Nucleotide-excision repair, NER）值得

注意的是，有一些DNA損傷沒有被修復，而

是在DNA複製過程中藉由不太精準的複製聚

合酶（DNA polymerase）來繞過錯誤的鹼基

配對（Translesion synthesis TLS），然而此

類修復常會導致突變無法更正而傳給下個子

代。DSBs，雖然不常見但是對細胞危害卻是

最大。對於DSB修復，主要機制的機制有兩

種：非同源末端連接（NHEJ）和同源重組

（HR）。在NHEJ中，DSB被Ku蛋白識別，

接著在活化的蛋白激酶DNA-PKcs幫助下，

導致末端加工酶，聚合酶和DNA連接酶IV的

募集和活化。雖然NHEJ主要出現在細胞週期

G1，其亦可在細胞週期的任何階段中工作。

相反的，HR通常限於S和G2兩個週期，因為

它必須借助姐妹染色單體序列作為模板來進

行忠實的修復。HR總是由單股DNA（single-

stranded DNA, ssDNA）產生啟動，其由包

括MRE11-RAD50-NBS1（MRN）複合物的

各種蛋白質促進。在RAD51、乳癌抑制蛋白

BRCA1和BRCA2與相關調控因子的參與下，

ssDNA遂能侵入未損傷的模板，並其他DDR

蛋白協力作用，最終完成複製與修補。總的

來說，NHEJ進行的修復常伴隨基因序列的改

變而影響原先基因的表現或功能，相反的，

HR進行的修補因為有同源染色單體的模板因

此能夠忠實地修補基因。

後轉譯修飾對DDR的調控

過往一直認為ATM-Chk2和ATR-Chk1

的活化過程中僅是一系列蛋白的磷酸化。然

而，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磷酸化之外，包

含ubiquitination（泛小素化）、SUMO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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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泛小素化）、acetylation等的後轉譯修飾

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調控角色。例如調節ATR

功能的主要因子亦是ATR重要夥伴，ATRIP

（ATR-interacting protein）在細胞遭遇到DNA

損傷後，會被類泛小素化以及去乙醯化，而

調節ATR-Chk1的活化。另外，泛小素修飾和

類泛小素化對於募集DNA損傷修復蛋白到損

傷點是相當重要的。當這類的修飾缺損或低

落時，細胞對於DNA損傷會更加敏感並伴隨

修復缺陷。然而，目前對於這類轉譯後修飾

彼此間的調控、以及哪些重要的DDR蛋白會

被修飾或去修飾都還不完全明瞭，將有待更

多的研究來闡明轉譯後修飾對於DDR以及人

類相關疾病的重要性。

DNA損傷與人類疾病

癌症

基因體的不穩定性是癌症的基本特徵。

例如超高的突變率、常見的染色體易位或缺

失、染色體末端端粒變短而發生的染色體融

合，以及長期處於缺氧也可導致基因組不穩

定性。大多數致癌物質會造成DNA損傷並導

致突變。由於DDR的各類蛋白主要功能為對

抗DNA損傷並幫助修復，當遺傳性的DDR

蛋白發生缺陷時，通常易導致癌症。舉例而

言，DSBs修補機制中的BRCA1/2蛋白組就

是同源重組修復的主要蛋白。在遺傳性的乳

癌與卵巢癌病人中，經常可見這BRCA1/2的

突變或缺損。因為突變增加和基因組不穩定

性可幫助促腫瘤基因表現與活化，或者造成

抑癌基因的流失與降低表現，最終促使腫瘤

細胞存活和增生。事實上，DDR作為抗癌屏

障，通常在早期腫瘤病變中被激活，可保護

免於轉成惡性腫瘤（例如ATM、p53）。然而

在腫瘤發展過程可能又獲得其他突變或者經

由表觀遺傳的改變而突破這類障礙，導致惡

性腫瘤持續進展。這也說明了為何人類癌症

中有極高頻率的DDR缺陷。

神經退化性疾病

由ATM基因突變引起之共濟失調毛細血

管擴張症（A-T）是被研究最廣泛的神經性退

化疾病之一。目前已知A-T患者由於顆粒和

Purkinjie細胞漸進性的喪失，會發展為深度共

濟失調與小腦退化，雖然詳細的機制卻仍不

甚明瞭，但是很可能是跟氧化壓力和ROS的

增加有關。因為ATM的缺損會導致神經元細

胞中的ROS大量上升，而ROS可以損害粒線體

和細胞核內的DNA，引發神經元功能障礙和

退行性疾病。此外，神經系統之所以對DNA

損傷特別敏感的一個原因是成體細胞再生替

代能力有限，導致無法修補的損傷在分化的

神經元內持續累積。此外，已分化的神經細

胞不再進行細胞週期，因此不會使用HR修復

DSBs，只能使用不具真實修復功能的NHEJ。

更重要的是，無法複製的神經元細胞極度依

賴轉錄功能，DNA的損傷可以損害生理相關

的重要基因轉錄。而這類DNA損傷的積累可

能減少重要基因的轉錄，最終導致神經元細

胞功能障礙或細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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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損

免疫系統的發展中，藉著V(D)J序列的重

組（class switch recombination）來產生各式

不同的免疫球蛋白與Ｔ細胞的表面受體，這

說明著DDR因子在此重組過程具有相當重要

的角色。事實上，當參與重組的DDR因子發

生缺陷會引起免疫缺陷。例如，NHEJ因子的

突變產生B-和T-細胞免疫缺陷，而AT和NBS

患者（分別在ATM和NBS1中有缺陷）可能由

於免疫力受損而容易發生有致命的感染。此

外，V(D)J重組失調的過程中，亦可能伴隨著

淋巴癌與白血病等相關癌症的發生。

老化以及其他人類疾病

隨著時間的增加，體內的DNA修補功

能會逐漸下降，且伴隨著內源性DNA損傷

的累積，最後導致“提早老化（premature 

aging）＂的發生。在DNA修補機制（NER、

MMR、DSB）缺損的老鼠模式中常伴隨幹

細胞功能的缺損，因而無法再生或替補已經

缺損的老化細胞。人類的疾病中，有不少早

衰疾病的發生都跟DDR缺損直接相關。例如

Werner syndrome就是WRN基因的變異引起，

而WRN基因產物正是參與在修補DSBs或BER

中相當重要的DNA螺旋酶。而NER的缺損則

會引起Cockayne syndrome（CS），cerebro-

oculo-facio-skeletal syndrome（COFS）這類早

衰疾病。除此之外，不少證據也指出動脈粥

樣硬化過程中，DNA損傷反應的增加會導致

平滑肌細胞的老化與衰亡。因此，了解DDR

如何參與在這過程將有助於此類疾病的預防

與治療。

結論

DNA損傷反應的調控與細胞、個體的發

育和生存是息息相關的。正常的DNA損傷反

應保護著基因體的穩定性，避免癌症、神經

退化、免疫缺陷等相關疾病的發生。深入了

解其作用機轉以及相關的調控過程，將有助

於我們釐清相關人類疾病生成的原因，並且

提供可能的治療或藥物開發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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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院藥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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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巴拉刈，許一個未來！

文／姜至剛

農
委會主委林聰賢曾於5月12日表示，最

慢將於今年7月禁用劇毒農藥巴拉刈，

好減少該農藥被不當使用作為自殺工具的作

法。消息一出，自是正反雙方褒貶不一。

看到這則新聞報導時，我的腦海浮現十

幾年前的一個夜晚，那位由女友陪伴前來就

醫的二十幾歲年輕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的意識相當清楚，護士探詢病症，只強調

喉嚨很痛、非常不舒服，說話間嘴巴還透出

一股刺鼻的氣味。原來，女友與他鬧分手，

盛怒之下抓起預先準備的農藥灌到嘴裡，幾

分鐘之內喉嚨劇痛難忍，女友立即押著他前

來就醫。

我們依據他口腔的潰爛、灼傷以及身體

檢驗，逐步判斷他喝的農藥應該是巴拉刈。

當時我與護士面面相覷，雖然那位年輕人反

覆強調「只是半瓶養樂多的量」，我們知道

死神已吹響他的進攻號角，我們必須與時間

賽跑、跟死神搶人；即使我們心裡明白，在

巴拉刈之前，醫師的手術刀無論如何，也敵

不過死神的鐮刀。我們為他進行相關治療，

打點滴、活性炭洗胃、血液灌注治療等，在

24小時內他的呼吸越來越急促，但我們甚至

無法為他供氧，因為這只會加速他肺部的惡

化。「又一個年輕的生命即將殞落，因為一

時情緒衝動，因為～巴拉刈」，當時、我心

裡這樣想著。

我始終記得：那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聲嘶力竭的吶喊「我不想死」、「我只是想

嚇嚇我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更是哭到崩

潰，一直苦苦哀求我們「求求你們救救他

吧」、「只要能救回來，我馬上就跟他結

婚」。但是，面對巴拉刈，我們又能做些什

麼呢？那可是巴拉刈啊！醫療團隊的人能做

的實在有限，我們只能盡量讓他感覺舒服一

點。二日內，那位年輕人終是應了死神的召

喚，更殘酷的是：他始終意識清楚，清楚感

受自己即將離世，並一分一秒地倒數、能感

受到身體某個部位的苦痛與不舒服，伴隨自

己的懊惱悔恨與女友的無奈不捨，不甘心的

過世了。

說回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巴拉刈禁

用」，主要目的就是在於防止自殺—不管是

出於誤用或一時衝動使用。我們知道，每100

名企圖自殺者，在追蹤1年後僅有2個人再次

自殺而身亡；這說明一件事，大部分自殺者

只是一時衝動，「一心求死」的人可謂鳳毛

麟角。但是以上的樂觀數據，並不包含使用

巴拉刈自殺者，也就是說企圖自殺者如果選

擇巴拉刈作為工具，他將失去統計上高達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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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率的初次尋死機會，即使以已故俠醫林

杰樑教授提倡的「複合式脈衝式治療」，死

亡率仍然超過5成。這些不幸都是來自於巴拉

刈致命的作用機轉～耗損NADPH的同時生成

大量自由基，器官組織傷害無處不在。

也就是說，當巴拉刈經口服進入人體內

後，雖然90%直接經由糞便排出，但經由腸

胃道吸收的10%卻能快速經由血液循環分布

全身各器官，由於其結構具有極高的水溶性

並帶2個正價離子，會經由細胞膜上轉運蛋

白（transporter）帶進細胞質中，在細胞內

氧化NADPH並接收其電子，產生的還原態

巴拉刈將電子轉傳給氧原子產生超氧自由基

（superoxide radical, •O2ˉ），超氧自由基在超

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的催化下結合氫原子形成毒性更強的過氧化

氫（hydrogen peroxide, H2O2），過氧化氫在

鐵離子的催化下會繼續轉變成破壞力最強的

氫氧自由基（hydroxyl radicals, •OH），攻擊

細胞內DNA、蛋白質以及磷脂質，造成無法

逆轉的細胞傷害。回覆氧化態的巴拉刈又可

自NADPH接收電子，持續進行氧化還原循環

（redox cycle）產生更多的自由基（如圖）。

此外，NADPH是細胞內重要的還原劑，巴拉

刈持續耗損NADPH會造成體內脂肪合成、膽

固醇合成、以及脂肪酸鍊延長等重要的生物

合成反應無法進行。苦主即使僥倖存活，它

也會留下嚴重的肺部纖維化等後遺症，這種

病痛將會糾纏終生。

雖然，巴拉刈對我們人類而言是劇毒農

藥，但另一方面它卻是便宜又好用、對環境

相對友善的落葉劑，因做為除草劑在噴灑後

會被植物葉片吸收，產生自由基破壞光合作

用和細胞膜，造成水分逸散，導致葉子快速

乾燥使植株死亡。因此農民朋友離不開它，

甚至近日已有囤積的消息傳出，可見巴拉刈

禁用在短時間內勢必對農業發展形成一定障

礙。
 

巴拉刈的中毒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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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以醫師的觀點來說，我們仍

贊成禁用巴拉刈，因為它會讓很多一時衝動

的人「沒有回頭路」，被迫在意識清楚的情

況下，面對自己生命一點一滴的流失，世間

最殘酷者，莫過於斯。在人命關天、生命無

價的前提下，值得我們採取諸多措施去捍衛

生命的美好，包括—禁用巴拉刈。雖然有人

說，想自殺的人不會因為政府禁用巴拉刈就

沒辦法自殺了，還是會另外找到他的方法，

這點我不否認！但我們必須正視巴拉刈極高

的致死率以及多數人只是一時衝動並非一心

求死的情況；另外，巴拉刈致死對於醫護人

員心理的打擊，還有醫療資源的投入，這些

都是無形的成本，也是我們應該嚴肅以對的

問題。醫者見此殘酷事實，即使鐵石心腸也

難放不下，唯一解決方法，還是只有禁了它

吧～巴拉刈！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要因此犧牲農

業發展，或提高農民成本。科技進步一日千

里，巴拉刈問世已有數十年之久，有無可能

正因為它「好用便宜」銷路好，降低農藥廠

商研發替代性產品的意願，導致更好的、對

人體傷害更小的新農藥遲遲沒人研發或無法

上市，這難道不是一種「惡性循環」嗎？正

因為巴拉刈禁用勢在必行，政府更應該鼓勵

研發其他可替代性的用藥，輔導農民改用其

他農藥；唯有如此，才能在減少農民反對聲

浪的情形下，達到降低自殺的政策目的，並

兼顧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許我們一個美好

的未來！

（作者係母校毒理學研究所2006年畢業，現

擔任母校毒理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台幣

106/6/19 林茂 $10,000 

醫學人文教育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106/4/7 洪芳彥 $20,000 

106/4/21 臺大醫科第20屆校友（美國） $60,000 

106年4~6月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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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 AN AFFAIR TO REMEMBER ‒

洛
城久旱，今夜終於飄落小雨；雨點打在

天窗上，依然傳來滴答，滴滴答答…

《半夜燈前多年事，一時隨雨到心

頭。》（唐－杜荀鶴）

幾年前，一本藝術雜誌上的一張彫塑

照片吸引了我，那時不知道作品有沒有特殊

名稱，我自己稱「它」為《滄桑歲月》（圖

1）。彫像中，一對遲暮的男女老伴，相互

偎依，走過世紀，接近尾聲，默然無語。那

種無奈人生引燃的淒美意境，深深地感動了

我。

當時我就許下了一個心願，退休之後，

一定要到這彫像的現場，一睹作品的真實

面目，感受絕美的震撼；能夠的話，觸摸

「它」一下，就像那年探訪埃及金字塔時，

特意用手試著去推搖塔底的的巨大石塊一

樣。2008年，退休後第二年，就

安排北歐波羅的海之旅，從丹麥

哥本哈根出發，首站前往挪威的

奧斯陸。

因為只有八個小時的停留時

間，安與我事先決定捨棄聞名的

維京博物院，預備花整天的時間

在Vigeland Park及Gustav博物館。

遊輪一靠岸，顧不得細雨霏霏的

天氣，我們馬上直奔輕軌電車站去。正不知

該坐往那一方向時，恰好見到一對看來和祥

優雅的白髮老年伴侶坐在凳子上等候，於是

上前問路。老婦人很親切地說他們也正好要

去那兒，跟著他們就對了。略為寒喧之後，

還很好意地告訴說，他們是荷蘭人，名字是

Theo及Erica。

電車就停在公園門口，下車之後，由於

Theo左腳微跛，手持拐杖行動不便，Erica就

在遊客中心租借輪椅，小心翼翼地扶著著他

坐上，擺好雙腳，然後親自推動，慢慢地跟

隨人群直往中心廣場去。我們因為想暸解一

下Gustav的身世與經歷，決定先到博物館參

觀，然後再逛公園，因此跟他們分道揚鑣，

各走各的。

博物館內陳列不少Gustav的大小作品

（圖2、圖3），而他生前的工作

室內，也有一些巨型的石膏雛型

塑像。不到幾分鐘，我已經可以

感覺到Gustav的天才橫溢；他以

渾然天成的彫塑技巧，表達自己

內心的深度感受，不愧為一代偉

大的藝術家。難怪能夠獲得當時

挪威政府的極力支持，讓他全神

創作，充分發揮，而得有今日舉

文／南鄉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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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聞名的室外彫塑公園。

看完之後，我們按照地圖，走向公園中

心的《生命之柱》（圖4）。我沿途邊看邊

欣賞，也邊拍照各種不同呈現的彫像作品，

好不容易，終於來到我心目中一直尋找的彫

像「它」的跟前，哇！正感興奮莫名，轉身

想要安替我跟雕像照個像的時候，突然發現

Erica及Theo兩人就坐在附近的石階上。Theo

斜靠在Erica身邊，一臉失神似地凝視著彫像

中的老頭子，兩手抓緊著Erica的右手，眼眶

充滿淚水，不知他心裡在想些什麼，看來有

些激動，而有喘不過氣的樣子；Erica則用她

的拿著手帕的左手輕拍著他的背，不停地對

他耳語，好像在安慰他似的。

「Hey，你們怎麼也在這裡？我們又碰

在一起了，是不是需要幫忙？」我揮著右手

對著他們喊叫。Erica回答說：「不知道為

什麼，Theo好像特別喜愛這座彫像，不聽我

勸說，就是停在這裡不走…也許他大概情緒

不穩，神智有些不清楚。一方面也可能太累

了，走不動。能不能幫我推他回到遊客中心

休息？」

看樣子，Theo需要休息。我說：「沒問

題」。Erica感謝地說：「真不好意思，會不

會耽誤你們的行程？…這樣好了，要不要我

順便先替你跟塑像照一張像…」我想想，反

正我們可以下午再回來，先照後照都一樣，

也就同意了。

之後，由我推著輪椅，陪他們走回遊客

中心去。剛好也已經是近午餐時刻，大家就

在咖啡店裡吃些東西，坐在一起談天。Erica

看來有些消瘦，偶有氣喘，咳嗽，精神還算

不錯。Theo則像似患有慢性肺氣腫的樣子，

隨身還攜帶著氧氣。也許是我們喜愛藝術以

及對他們的身世好奇與關心，尤其當Erica

得知我們來自台灣時，她似乎知道四佰年前

台荷之間的一段歷史而有特殊的親切感，終

於打開了話匣子，談起他們的往事。聽她娓

娓道來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們是一對兄妹而

不是夫妻。Erica與安同年，比較喜歡談話交

友，Theo大我約十歲，看來有些呆滯木訥，

除了偶而點點頭之外，幾乎一句話不說。

Erica說，事實上很多年前，她自己曾經

在高中畢業旅行時，來過這裡。當時印象深

刻，心想要是Theo在一起多好，那個時候就

決定非帶他來此一遊不可。這一次主要的是

因為Theo自己從年輕時就一直想來看看，而

Erica則為了圓兄長的夢，計劃多年，終於成

行。看來Theo與我，好像是有所同好，

我很想知道他是為什麼也喜歡「它」；

他聽了似懂非懂，想回答又說不出來而

露出焦急的樣子；Erica這才接過去，說

出了一段令人不勝吁嘆的往事：

我們四個人可以說是同一世代的

人物，生長在二次大戰正殷，人類慘遭

空前浩劫的戰亂時期。Theo從小就有彫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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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天分，他父親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醫學教

授，生前曾答應過他，將來若有機會，會送

他到奧斯陸去學習。誰知道戰爭爆發，希特

勒席捲歐洲並到處捕殺猶太人。他們當時的

狀況，就如住在對街不遠，安妮的日記所描

寫的境況幾乎一模一樣。日夜過著心驚膽戰

的生活，深怕被人發現，每天躲在閣樓上。

1942年的阿姆斯特丹，到處風聲鶴唳。不幸

的是，他們的父母親在一年前被抓，送去集

中營，從此不知下落。聽說也是當時惡名昭

彰，納粹同路人Riphagen的受害者。偏偏命

運多舛，收養保護他們兄妹在一起的舅舅，

卻在終戰前夕被盟軍空襲炸死，他們頓時變

成孤兒，過著間歇斷炊的日子，幾經波折之

後，被送往鄉下孤兒院。

戰後為了照顧Erica，籌錢讓她上學，

Theo自願輟學到煤礦工作，一去就是礦工

終生。多年之後，Theo發現已罹患有礦工

肺病症候，經常氣喘；更不幸的是，約四十

歲時，因礦場爆炸，同伴不少人喪生，他自

己遭受嚴重的頭部以及脊椎挫傷，加上腿部

骨折，還昏迷了一個多月。最後經過多次手

術，住院一年多後，被迫提前退休，接受殘

障補助，才回家療養。那時候，Erica原本準

備去申請學醫的，但因意外發生，為了全心

照顧Theo，只好休學放棄，也因此耽誤了婚

姻，而終生未嫁。從此一輩子在中學教授歷

史和美術，直到六年前才正式退休。幾十年

來，兄妹彼此相互照顧，相依為命，患難與

共，而幾乎形影不離。聽到他們這麼悲慘的

遭遇，安已然心酸落淚。

Erica喝了一口咖啡，接著感嘆地說，最

近幾年，Theo似乎神智越來越差，年前，醫

生診斷說他有老年痴呆症，並告訴她說預後

不佳，恐將不久人世。說到這裡，Erica 一

時眼紅咽哽，且有些氣喘，必須停了下來，

深呼吸之後，才又接著說，最近因為感到時

光飛逝，越來越快，而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似

乎大不如前，她知道她必須提起元氣，趕快

完成她對自己的諾言。今天能夠克服困難來

到此地，終於讓Theo看到彫像，滿足了他一

生的心願；特別是遇到同好藝術的我們，更

感到無比的欣慰，而非常感謝我們。說著，

向前輕吻Theo的額頭一下，Theo聽著有些

茫然，但似乎也同意而露出了一絲滿意的神

情，對著我們擠出了一句不很清楚的“thank 

you＂。剎那之間，四周空氣似乎凝結而啞然

無聲；安與我，同時為之語塞，不知如何接

下去。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兩聲汽笛，

下午兩點了，遊輪放出通知信號，是他們的

船，時刻到了。

Erica慢慢地站起來，整理一下頭髮，拍

拍Theo，看著我們，意猶未竟地說：「很抱

歉，我們必須先行離開回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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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的話，歡迎到阿姆斯特丹找

我們，我很樂意接待你們，」說著微微咳

了兩聲，「不過，能夠的話，最好是年底以

前…」說著留下了他們的住址。

顯然地他們也已經累了，我們彼此輕輕

擁抱，道說珍重再見之後，Erica看來有些吃

力地推動輪椅往大門而去；我目送著他們老

邁的背影逐漸消失眼前，心中無限感慨，不

管是否前生註定或是今世因緣，這對銀髮兄

妹，手足情深之景，令我為之動容感嘆而難

以忘懷！

他們離開之後，我們也起身再度走回

《生命之柱》的中心廣場，看了許多人生百

態的塑像之後，終於又回到「它」的前面停

留下來，我用手輕輕地觸摸它，沒錯，心中

自言自語，我來到了。之後，我自己踱步遶

行著「它」好幾遍，仔細端詳並慢慢地欣賞

體會，我還是被「它」的美覺的意境所感動

而熱淚盈眶。大師手法，創意深邃，畢竟非

同凡響。最後在「它」的面前坐下來，靜觀

老夫妻的姿態與神情，線條簡單純樸，感受

卻是深刻動人。整個彫像對我而言，流露著

老伴走過悲歡歲月的滄桑人生，以及年屆殘

燭而安祥接受盡頭終將到臨的無

奈。沈思感傷之餘，想起Gauguin

所言：I shut my eyes in order to 

see. 於是閉上眼睛，讓「它」在

腦海中翻騰一陣，想想；真的，

人生不過就是如此一般罷了！此

刻，Gustav與我，默然交流，相

互無言。他一語不說，卻告訴了

我，人生的意義，他用雕塑傳

遞了言語及繪畫所無法表達的意念；《LIFE 

GOES ON…》。他在他的作品中，讓我看到

了片刻的永恆，真的，很了不起！

園中尚有著名的《生命之柱》（圖4）以

及《生命之環》（圖5），刻畫表現人類的天

性並深入對於人類生命大河的闡述；世間百

態，生死循環，輪迴不息，周而復始，都是

令人感觸良深，嘆為觀止的曠世之作；值得

一看再看！

梵谷曾經說過：他希望看到他的作品

的人，會覺得作者的感受是如此敏銳而有深

度。對我而言，Gustav對於人世的洞澈觀察與

瞭解，加上豐沛的創作能力，想像入微，表

達細膩，無可置疑地是一位極具深度的藝術

家。在現代的偉大雕塑家中，除了羅丹Rodin 

Augusta及摩爾Henry Moore之外，以Gustav

的創意功力之超然入聖，以及其個人深厚內

涵程度，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是屬於同級的人

物。

2015年，三度遊歐，再度過境阿姆斯特

丹，想再次參訪梵谷（Van Gogh）及萊卡斯

（Rijks）博物館，於是順便依址拜訪Theo

及Erica。應門的是一位略帶東方混血的年輕

人，他很客氣地邀我們進入客

廳，說我們來遲了；Theo是九月

走的，而Erica則在十二月聖誕前

一天，據說是罹肺癌轉移，離開

人世。他又說：Erica曾經交代

過，雖然可能性不大，但是萬一

若有一對李姓台灣夫婦來找她，

就交給他們這張照片（圖6），並

轉告他們，她跟Theo都很珍惜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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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萍水相逢的緣份。

看著照片，想起他們兄妹相依情深，老

而彌堅之景；尤其，Theo與Gustav，同是彫刻

的愛好者，卻因不同的時空遭遇，結果各自

走完兩種全然不同命運的一生，令人嘆息難

忘！這時候，睹影思情，往事如煙，感情越

來越脆弱的我，竟不禁潸然而淚下。

回程中，沿著運河走，波光閃耀，腦

海中再度浮現Theo的影像，想著自己跟他一

樣的暮年老態，令人不勝噓唏。不覺之間，

我仰視天穹，白雲蒼狗依舊，只是逝者如斯

矣！

（作者本名李泰雄，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

業，UCLA退休教授）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誠徵教師
一、應徵資格：

申請者須具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且具教學熱忱，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1. 具備豐富第一期國際新藥或器材臨床試驗之經驗及成果。
2. 醫學系畢業，具本國醫師執業執照及專科醫師證書，具MD.或M.D. PhD.學位。
3. 具教育部審定「助理教授（含）以上」或同等之教師證書，且具備豐富教學經驗。

二、檢具資料：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醫學系醫學士學位證書。
2. 本國醫師執業執照及專科醫師證書。
3. 「助理教授（含）以上」或同等之教育部審定教師證書。
4. 推薦信三封。
5. 個人詳細履歷表（附照片）。
6. 五年內著作目錄表。
7. 五年內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本（最多3篇）。
8. 未來三年教學及研究計劃。
9.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上列5~9項請附紙本七份及電子檔光碟七份。

三、起聘日期：107年8月1日
四、寄達日期：106年8月31日下午五時前。
聯絡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楊偉勛所長 收
聯絡電話：(02)2312-3456 #67258, 67306
電子郵件：yhchang58@ntu.edu.tw
本所網址：http://clinicalmedicine.mc.ntu.edu.tw/Pages/default.asp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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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的羅曼史」這首曲子

文／康明哲

一
般人對西班牙的印象，大概都從音

樂開始，不是佛朗明哥舞蹈音樂

（Flamenco）就是西班牙吉他（class ical 

guitar）。學西班牙吉他的，幾乎沒有不彈

「愛的羅曼史」的。

1964年，正是我們入大學那一年，一

部日本電影《愛與死》（可能是根據武者

小路實篤的同名小說改編的，但把原本女主

角因流感去世改成患了白血病纏綿病榻），

很受青年學生歡迎，尤其片中男主角隔著電

話反覆用吉他彈奏這首「愛的羅曼史」給病

危的女友聽，賺翻觀眾的眼淚。因為這首曲

子旋律簡單優美、技巧不難，引起很多人想

學西班牙吉他的動機。當時的台灣，很多人

就是稱這首曲子為「愛與死」。到了後來，

才發現樂譜上寫的是「愛的羅曼史」，西

文多半是“Romance de amor＂（西班牙與

葡萄牙文），有時是“Romance d'Amour＂

（法文），或只是“Romanza＂（浪漫曲，

西班牙、葡萄牙、法文），偶而還有叫作

「西班牙民謠」的。在唱片上，也可以看到

“Jeux interdits＂、“Forbidden Games＂或由

日文「禁じられた遊び」轉譯的「禁忌的遊

戲」，還有叫「偷十字架的小孩」的。

追本溯源，這首曲子開始受到注意，就

是因為它是1952年上映、得到當年Academy 

Award for Foreign Language以及威尼斯雙

年展金獅獎（Le Lion de St.Marc），改編

自François  Boyer小說的法國電影“Jeux 

i n t e r d i t s＂（在英語國家叫“F o r b i d d e n 

Games＂）的主題曲。但在台灣風行，可能

還是從電影「愛與死」舊曲新用開始。多年

來，灌錄這曲子的演奏家不少，也有各式各

樣的編曲，台灣古典吉他前輩呂昭炫也曾

把它錄成唱片，而且根據電影中出現的情

況，在原曲第一段之後，也加上了Rameau

作的「menuet（小步舞曲）」，然後才接續

第二、三段，讓很多人以為這才是完整的版

本。奇怪的是：世界級的古典吉他演奏家，

幾十年來就只有Narciso Yepes（1927-1997）

一人經常演奏這曲子，幾乎是想到這曲子，

就想到Narciso Yepes。請看以下連結，他在

日本演奏會的安可曲，當他說：「これが　

最後です」。然後樂曲第一句響起，聽眾馬

上像聽熱門音樂會般熱烈鼓掌，讓他不得

不從頭開始。（見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UN6tcdiqELk）

電影故事描寫1941年的法國，在納粹空

襲下，父母雙亡的小女孩與接納她的貧窮農

家男孩之間的情誼，小男孩如何在連自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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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也懵懵懂懂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幫

助小女孩「了解」與接受死亡，兩個人把能

偷到手的墳墓上的十字架都偷了，描寫戰爭

的殘酷，當然更重要的還有人性的溫暖。

全片從頭到尾，僅由當年才24歲的西班

牙吉他演奏家Narciso Yepes，以一把吉他配

樂，沒有任何其他樂器，這大概是電影史上

空前絕後的記錄了。電影開始，全暗的畫面

中，出現的就是帶點哀愁的「愛的羅曼史」

第一段（小調），然後就是轟炸機飛過與炸

彈爆炸的聲音，當時電影公司就是根據Yepes

的說法，把這首「愛的羅曼史」以“Romance 

anónimo＂（作曲者不詳的羅曼史）登記版

權。

就這樣，30年過去了，大家都認為這首

曲子的作者不明或者是西班牙民謠。突然，

在1982年的6月19日，Narciso Yepes接受訪

問，說這首曲子是1934年11月14日他七歲生日

那天獻給母親的禮物（請看2009年1月26日被

上傳到YouTube的這段訪問錄音：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TWJfF0XegAw）

後來，2007年Deutsche Grammophon發行

了Narciso Yepes兩張一套的“Recuerdos（十弦

吉他的回憶）＂，說明書裡面就正式宣告這

是Yepes作的曲子。

大概是因為這樣，有人居然專門去考

證，說這曲子早在19世紀，Narciso Yepes還

沒出生之前，就已有人灌錄在古老的滾筒

（Cylinder）唱片了，也有樂譜了，只是其琶

音順序與Yepes演奏的相反。

根據 W i k i p e d i a 的資料（ h t t p s : / /

en.wikipedia.org/wiki/Romance_(guitar_

piece)），這首曲子最早的錄音出現於1897-

1901年之間，由吉他演奏家Luis and Simon 

Ramírez替馬德里的“Viuda de Aramburo＂唱

片錄的滾筒錄音，曲名標示為“Sort-Estudio 

para Guitarra por S. Ramirez＂（“Sort-吉他

練習曲，S. Ramirez吉他演奏＂）。有人猜測

“Sort＂就是“Sor＂，因為Sor也常被拼成

“Sort＂或“Sorts＂，而Fernando Sor（1778-

1839）可是當代赫赫有名的吉他演奏家與作

曲家1。直到現在，Sor所作的曲子，還被很多

吉他演奏家喜愛。

但也有人說，作曲者應該是吉他演奏家

Antonio Rubira，因為目前能看到的、最早

出現的樂譜是阿根廷的出版商J.A. Medina e 

Hijo於1913年（至少能確定的是1925以前，

因為這家出版商當年停業）印行的“Estudio 

para Guitarra de Rovira＂（“Rovira的吉他

練習曲＂，Rovira讀音很像“Rubira＂）。

後來由於很受歡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也有人出版這曲子。1919

年於Montevideo出版的《Method of Mascaro 

and Reissig》的第14頁就有這首曲子，曲名是

“Conocido por Estudio de Rovira＂（“known 

as Study by Rovira＂的意思）。這些早期的演

奏或樂譜，與Yepes的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其

琶音方向相反。

多年之後，Vicente Gomez（1911-2001，

馬德里出生的吉他演奏家與作曲家）在1941

年的好萊塢電影“Blood and Sand＂中也演奏

了這首曲子，他說是自己作曲的。

如果Wikipedia的資料可靠，這首曲子的

作者，至少有Vicente Gomez與Narciso Ye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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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親自宣告是自己作的。Vicente Gomez

我不清楚，但Narciso Yepes可是20世紀西班

牙繼Andrés Segovia2（1893-1987）之後，縱

橫古典吉他界數十年的名家。如果不是他作

的，他應該不必到了年老時，才編一個神童

故事說謊，因為他已經夠出名了，而且真的

是神童。猜想是因為年紀大了，卻還有流落

在外「未認祖歸宗的孩子」，想要一了心願

而已。Vicente Gomez聲稱是在1941年「首

演」他自己作的曲子，那時，Narciso Yepes作

的曲子已經風行幾年了，只是不知道他有沒

有「偶然」聽到過卻「忘記」而已。不過，

說不定Vicente Gomez也沒說謊。且讓我們從

曲子本身來看。這是很普通的三段式，第一

段是小調主題，第二段轉調變奏，第三段是

第一段再現。旋律要素在第一段分成四句，

第一句是你也可能隨口哼出來的旋律，第二

句很自然的以高四度「模進3」第一句，第三

句再以低四度模進，第四句收尾。如果你從

未聽過這曲子，聽到第一句，說不定你也能

哼出第二句。但「旋律相似」並不等於是同

一首曲子，尤其吉他曲還有和聲的配置，要

「幾乎類似」不會那麼簡單。

Narciso Yepes（1927-1997）出生於西班

牙Murcia地區的Lorca，四歲開始跟隨當地的

Jesús Guevara學吉他。1936年因西班牙內戰，

全家搬到Valencia。13歲時進入Conservatorio 

de Valencia；1947年在馬德里初次上台演奏

Rodrigo的Concierto de Aranjuez（阿蘭費茲協

奏曲）。

回到他的孩提時代，Yepes記得那是1934

年七歲生日那天獻給母親的禮物。起初是偷

偷的作曲，只寫出其中一半，後來才全部寫

下來，可惜已經忘了把它藏在哪裡了。後

來他演奏這首曲子給不同的人聽，包括他在

Lorca的老師Jesús Guevara，他們都說：「很

不錯，孩子。」畢竟是七歲的孩子，聽了這

樣的評語除了高興之外，也不會進一步想什

麼版權之類的。再後來，他開始教一些人演

奏這曲子，但忘了教了哪些人了，總之，一

個傳一個，最後傳到Valencia，且被印成樂

譜，以“Romance anónimo＂出版了。1941

年，當他到Valencia時，已經聽到很多人在演

奏這曲子，包括一些他認識的有名的吉他演

奏家。一位他很喜歡的吉他演奏家Jóse Jarque

是第一個「介紹」這首“Romance anónimo＂

給他的。

在替電影配樂時，他24歲，正在學作

曲，想成為前衛音樂家。為了替電影配樂，

在巴黎看了32次影片，回到西班牙開始構

思。他很自然的想起這首曲子，這首當他是

一個小孩子時作的曲子，用它來表達兩個小

孩子之間的愛，真是絕配，他認為既是自己

的曲子，當然有權利演奏它。但為了怕麻

煩，在接受法國作者協會詢問時，因為這

曲子已經很有名，他認為不必聲明這是他

自己作的曲子，既然大家都叫它“Romance 

anónimo＂，那就是不知名的作者的曲子吧。

他就這樣簽署為「作曲者不詳」了。

聽起來很自然的經過，目前這首曲子

的西班牙版權就在Yepes家族手中。只不知

Vicente Gomez感想如何？有沒有話要說？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8

註釋

1. 當時的人，多公認他是最偉大的吉他演

奏家，他的姓名有Joseph Fernando Macari 

Sors, Fernando Sor, Ferran Sor, Ferdinand Sor, 

及Ferdinando Sor 等等不同拼法。

2. 可說是20世紀西班牙吉他教父，很多名家

都是他的學生。

3. 就是以不同的音高為起點，重複一個樂句

或音樂動機。

（作者係醫科1971年畢業，現在台北市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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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光敏、林清森、鄭仁澤、周賢益、陳　彰、邱義男、姚繁盛

　　　　王政卿、韓明元、黃清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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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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明岳

1.日曆格言

日曆上的格言警句：「觀念引起行動，

行動導致習慣，習慣形成性格，性格決定命

運。」

雞生蛋生雞地補一句：「命運肇生觀

念。」

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本性哪來

的？就是同個環境長大的雙生子，個性也難

免有些許不同，這先天上的差異能不能歸於

命運？若說個性是後天養成，被出生在怎樣

的後天環境中，算不算命運？

警句的原意是好的，我也無意用這種宿

命論反駁日曆格言（跟日曆較啥勁）。相對

於肉體上的基因（gene），精神上也有種類

似基因的存在，叫瀰因（meme）。瀰因，就

是觀念的交媾、播種、傳播、感染。（詳見

維基百科）。在瀰因的作用下，你視聽了什

麼，會影響你想的內容；你想的內容，會具

體出聲色言行，接著去影響他人的感官繼而

影響他人的觀念。根據日曆的說法：觀念―

決定命運。這警惕我們芸芸眾生，凡流經你

的感官的，都可能微調你或他人的命運……

看的影劇，交的朋友，遠近發生的善惡

生死在你臉書上被你成行成行刷過去，這些

零散的資訊或多或寡增減了你腦中的神經突

觸，你周圍的環境正悄悄微調著你，你感知

到的一切，就是這個世界滋養並吸收了你、

又吐還給你的命運。

然而在雞蛋雞的輪迴裡，起點既非雞，

也非蛋。應該說，你把焦點放在哪，那兒就

是起點。日曆格言的焦點在意念，一念生萬

行；宿命論的焦點在命運，一命定終生。如

果我們把焦點放在中間―比如說，行動呢？

想有著怎樣的命運，就去作什麼樣的

事。想成為有著什麼想法的人，就朝著那樣

的方向行動。能否扭轉你當前所處的態勢，

就看你願意施用多少力量―處低谷而嚮往山

巔，你就得有著那個高度差的努力。從一個

念頭開始。從一個行動開始。一旦開始了，

就一生堅持；一旦堅持了，你就沒有後悔的

餘地，因為這是你有意識為自己打造的命

運。

慎選你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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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色的光

曾經去參加一個帶盲胞朋友健行的活

動。

主辦人跟我們說，帶領他們時可以一

邊介紹周遭的環境，我說，我不太會講話，

但是我會盡量形容。真正走的時候我只會說

「沿途有很多樹」、「小心地上的石頭」等

等，幾個硬想的話題方要出口，因為覺得涉

及視覺有些不妥又吞了回去。說了些天氣與

空氣這類空泛的話之後，一路無語。明知他

看不到，我甚至不敢直視他的臉，因為我覺

得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目光，就像感受太陽一

樣。天空微雨，群樹澹潤，盲友搭著我的手

臂，除了此起彼落的腳步聲之外，我們之間

的語言只剩一掌的溫度。我只是一塊微溫的

聲音。透過他的眼睛我看到，失去光的自

己，是多麼貧瘠。我謹慎說著應該是笑話的

話，笑容在他臉上漾開。為著這麼一個無聊

人硬擠出的無聊話而笑，可見得他心地有多

柔軟。行程結束後我帶他去坐捷運，離去

時我拍了拍他手臂說「先走嘍，掰掰，保

重。」他笑笑著回應，我無法將我的笑容回

傳給他。雖然知道憐憫是最沒有價值的一種

貨幣，心底還是悶悶著惆悵。為什麼要覺得

他可憐？可憐他不為這塵世的五光十色所惑

亂？可憐他不會為了那些讓自己心動的容顏

而糾結縛纏？我收斂目光，想著他黑色的悲

傷與喜悅，那些不涉及虛妄色相的煩惱，也

許更接近我所渴求的平靜。

捷運上人聲雜沓，人們看手機、看窗

外，看色彩紛飛揚起的塵埃。我看著自己眼

皮底下的黑暗，那是盲人生命裡唯一的光。

閉上了眼睛，我們就都平等。

（作者係母校藥理學科博士班2013年畢業，

現任臺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審

查員）

1. 『醫學新知』『Ketamine之抗憂鬱療效』文末作者資訊被誤植為醫學系畢業，

實乃理學院心理系畢業。

2. 『從拆字、謎語、對聯、詩詞談漢字之趣』一文，第19頁…數字斷腸謎五：

“錯＂誤植為“措＂。謎六：“有上交，無下交＂改為“交會無叉號＂。第21
頁本文末※謎語解答⑤：“尤＂誤植為“犬＂。作者簡介：（…於埔里基督教

醫院家醫科退休，…）改為（…於屏東潮州開業耳鼻喉科診所30年，…）

特此更正

6月出版景福醫訊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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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如作戰：從鼠疫避病院
到SARS篩檢站

歷
史上有記載最大的流行傳染病是1918到

1919年在歐洲的流行性感冒，估計有

二千萬以上的人口死亡。俄國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1918-1922）估計有三千萬人得斑疹傷

寒，約三百萬人死亡。在第六世紀歐洲流行

鼠疫約50年，造成約100萬人死亡。十四世紀

再度流行，約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可以說

傳染病是人類健康最大的威脅。而在戰爭中

例如1812年拿破崙率五十萬大軍攻打俄國，

約半數因得斑疹傷寒感染而死亡。造成拿破

崙最大的挫敗。因此，可以說防疫如作戰。

鼠疫的避病院

1895年，日清甲午戰爭，清國戰敗，

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為了入領臺灣，日

本指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帶領近衛師團前來

接收臺灣。但因傳染病盛行，包括霍亂、痢

疾、瘧疾等。軍人多被感染。自1895年5月26

日至11月15日，發病者515人，戰死者164人，

罹病者約26,994人，死亡4,622人。大部份死

亡者罹患瘧疾。可見防疫對軍隊作戰是何等

重要。

堀內次雄1895年以軍醫身份，隨臺灣征

討軍渡台。1896年5月退役回東京後，正式

到北里柴三郎創設的傳染病研究所接受三個

月的講習，學習細菌學。之後，透過由德國

留學回國的坪井次郎（後來擔任京都帝國大

學總長）推薦給後藤新平得到來台工作的機

會。於1896年10月再度來台，服務於臺北醫

院，此時臺北正由淡水傳入了流行鼠疫。經

過種種努力，堀內為臺北第一位鑑定鼠疫感

染的醫師。當時對鼠疫病人治療可以說是束

手無策，只能將病人隔離於“避病院＂。第

一個避病院在老松町農田中的一座廟。但很

快人滿為患，圍繞在東門外兵營的舊房舍闢

為第二避病院。鼠疫繼續盛行，至1923年絕

跡。從1896年到1917年22年間，病患數多達

30,101人，死亡者高達24,104人。死亡者最

多之年份為1901年，有3,673人。（取自洪

有錫譯，小田俊郎臺灣醫學五十年，前衞，

2000）。

1946年，終戰後，鼠疫再由中國傳入，

由邱榮視從福州帶入基隆，經臺大附設醫院

第三內科診斷為疑似鼠疫症，收容於台北市

立稻江隔離病院，並確診，為第一病例。

之後陸續傳入鼠疫，幸經撲滅。（杜聰明，

JFMA, 1947, 46 (3), 1-2）

臺大醫院急診發燒病患診療區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文及彙整／陳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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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是二十一世紀初

在臺灣引起最大震撼的傳染病。始於2003年3

月至6月，短短三個月內影響全臺灣共664通

報病例，346人進一步被證明染SARS，其中

有73人死亡，37人證診為SARS病患。從和平

醫院、仁濟醫院、臺大醫院、高雄長庚、關

渡醫院及陽明醫院都有院內感染的情事。全

臺灣居民隔離者A級53,000人，B級68,000人。

根據中研院社會所的估計，台灣消費減少了

233億元，財物損失162億元。對國家影響非

常鉅大。在這一波戰役中，臺大醫院有19位

同仁染煞幸而都能救回。有655名員工居家或

住院隔離。

面對不知的敵人，引起了專業人員及一

般民眾的恐慌。人性自然就顯露出來。首先

是“隔離＂，如同百年前對付鼠疫，隔離是

第一道防疫手段。但因和平醫院的封院處置

不是那麼完美，以致引起更多的問題。全國

每天只需1萬個N95口罩，但民眾拼命採購屯

積，造成專業人員真正的需求受到影響。染

病醫院因無法繼續照顧而要病人轉診，卻受

到其他醫院的回絕。同一醫院內不同科系就

會排斥SARS的主治科系。同一科系直接照

顧、檢測、診治病人的醫事人員又被視為瘟

神。但是也有不少醫護人員，奮不顧身，令

人感佩。

經歷SARS，社會有不少的改變。在醫學

教育上也有很重大的變革。SARS期間，感染

科以外的醫師因為不熟悉如何照顧SARS病患

而無法幫忙。年輕住院醫師，二十八歲的林

重威及林永祥更因而殉職。促使財團法人醫

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董事長

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謝博生教授建議

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同意了新的醫師培

育制度，採用醫學系六年畢業加畢業後一般

醫學訓練（PGY訓練，Post Graduate Year）。

這個改革對培育因應新世紀健康醫療需求的

醫師人才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關於SARS的回憶，有很多的文獻可以參

考。在此特別感謝臨床工作同仁的勇氣與愛

心。相關報導請參考眾多文獻。做為基礎醫

學的工作者，我要特別提出高全良教授與陳

培哲院士的貢獻。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高教授是第一位在臺灣培養出SARS冠狀病

毒的病毒學家，分離出病毒再由陳培哲院士

團隊定出核苷酸系列。雖然這兩件事情在國

外已領先完成，但我們有了這樣的成果，讓

我們在SARS患者的確認更為篤定。（臺大醫

院：當臺大醫院碰上SARS—臺大醫院抗煞訪

談紀錄，2004，p159-164）。在訪談紀錄中，

他特別提到楊照雄教授有遠見的建立了P3實

驗室。我的印象P3實驗室的建立是在1990

年前後（筆者任細菌科主任的時期）。在楊

教授的努力推動下，由三光行與日本專家來

建構。沒想到2003年可以派上用場。幾天前

遇到現在負責P3實驗室的張淑媛教授，她告

訴我，實驗室每年維持費要一百萬左右，投

資報酬率太低，有可能關閉。在此誠摯建議

一定要繼續維持，經費可請求衛福部特別支

援。畢竟大災難來時，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是

無可計數的。這次對全世界來說，SARS可以

說很短的時間就受到控制了，這主要歸功於

學者對冠狀病毒的特性已相當瞭解。醫學院

校友賴明詔院士，由於對冠狀病毒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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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有重大貢獻，被稱為冠狀病毒之父，

他的研究成果，無形中幫助人類面對SARS能

夠迅速的發展出相對的策略，於很短的時間

內控制SARS病毒。日本經濟新聞社推選賴院

士為第22屆日經亞洲貢獻獎科技類得主，於

2017年6月5日在東京頒獎。身為景福人，與

有榮焉。賴院士在SARS高峰期多次回國，幫

助國內防疫工作。

結語

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鼠疫，臺

灣醫界面對無法控制的傳染病，只有隔離一

途，因此有避病院的設立。病人在避病院只

有等死一途，想像中，人權可能不是那麼有

份量。二十一世紀初期，臺灣發生了SARS，

“隔離＂又是最基本的對策，除了同一家醫

院有專屬病房外，另外由國家安排指定「避

病院」，包括國軍松山醫院、南投醫院中興

院區、新營醫院北門分院、旗山醫院、台東

醫院成功分院、竹東醫院、三重醫院等十餘

家醫院。雖然病人依舊被隔離，人權亦無充

分保障，但相對於百年前應屬很大的進步。

人性的扭曲在此次事件中亦不斷顯露。

例如部份醫師不願（敢）接近病人，只由護

理人員照顧，檢查官不敢靠近驗屍，有SARS

之虞不知自我隔離，有些醫院甚至縣市拒收

轉診，照顧者受排斥，屯積口罩自我保護等

人性弱點，但也有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蹟隨時

在發生。願我們多反省，發揮人性的光輝。

（作者係母校微生物所碩士班1972年畢業，

微生物學科名譽教授，現已退休）

臺大醫學院雙甲子院慶 景福校友回饋方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是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地方，她有著優良的傳統及高雅的

氣質。2017年為臺大醫學院創設雙甲子的紀念年，亦即120年。台大景福招待所為臺

大醫學院校友會為提供校友回台住宿的所在，於此同慶而特別推出優惠方案，以回饋

景福校友。

1. 時間：於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2. 方案：

凡連續住宿滿30日（含30日）之校友，所有費用一律七折優惠（原價的七折）。

連續住宿滿31日至60日之校友，費用再降一折（原七折改為六折）。

連續住宿滿61日至90日之校友，費用再降一折（原六折改為五折）。

住宿時間 滿30日 滿31-60日 滿61-90日
優惠折扣 7折 6折 5折

※此方案敬請先預繳所有費用，並不可與其他優惠方案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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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106年1~6月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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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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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153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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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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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106年1~6月計畫執行內容：

內　　容 場數 參加人次

A、「博物館體驗學習」 53 519

A1. 臺灣人哪裡來

1. 106推甄生參訪 5 74

2. 106新生參訪

A2. 大腦、心智與學習

1. 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14 156

2. 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8 58

3.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2)」 12 85

4.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3)」 14 146

B、「人文學體驗學習」 12 75

B1. 本院學習群

1. 人文學體驗學習工作坊 1 7

2. 學習群系列活動 9 53

3. 景福精神的探索討論會

4.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討論會 2 15

B2. 其他醫學院學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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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 13 127

C1.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1. 國泰醫院PGY 6 69

C2. 在醫療機構中建立關懷文化

1. 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參訪 5 28

C3.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1.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管理模式研討會 2 30

D、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 75 663

D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4 137

2. 分享學習群 37 283

3. 生命歷程回顧分享學習 11 177

D2.  高齡友善健康體驗工作坊 13 66

景 福 醫 訊 投 稿 須 知

　　為符合景福醫訊之投稿原則，即促進醫學教育及研究之發展、促進國內外醫學之交

流、並以校友聯誼為目的之宗旨，使更多校友能參與；本刊特將投稿注意事項修正如下，

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術性、生活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

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1000~3000字，以word檔為主，並請盡量附高解析度的彩色照片1~3張
（勿使用網頁圖片）。

2.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另，請勿使用網路複製資料方式撰寫。
3.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4.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88@ms59.hinet.net。
5.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
登。

6. 一年內同一人投稿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7. 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適宜刊登，將通知退回
稿件，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編輯群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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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文彬

一
轉眼又到了六月，畢業季的時候，許多穿上學士服的大

學生懷抱著對未來的期許以及不安，踏出校園，走進社

會。對於醫學系的學生，完成了七年的醫學系教育，也將正式

肩負起行醫濟世的重擔。然而，目前的醫療體系繁重的執業壓

力、對於醫事人員的不尊重等負面因子，也讓不少在第一線的

醫療人員或是即將進入職場的年輕醫師感到卻步、心力交瘁。

對此，賴其萬教授以自己以及前人的經驗分享傳達「當醫生仍

然是一種福氣」。獲得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最佳教師、

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獎項的得獎教師或醫師，也以自己的經歷讓後輩可以體會對臨床服務與學術研

究的堅持與熱情，期勉與鼓勵畢業的年輕學子相信自己選擇的路，勇敢的往前邁進！從醫學系99級

的畢業生代表蔡豐璟同學的畢業致詞中，也感受到這些未來的醫師對未來的堅定，期許他們在未來

的日子裡都能夠發光發熱！從十九世紀末曾發生的鼠疫，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爆發的SARS，防制傳

染病就如同作戰，需要謹慎評估與找出防制疫情的策略。本期封面故事邀請陳振揚教授分享SARS

防疫的回顧，以及感念在防疫過程中投入心力、無私奉獻的醫療人員與學者專家。

本期醫學新知邀請藥理學科暨研究所新進教師吳青錫老師撰文談論「DNA損傷反應與人類相

關疾病」，藉由瞭解DNA損傷與修補反應之作用機轉與調控，有助於進一步釐清與癌症、神經退化

性疾病與免疫缺損等疾病之相關性，進而找出可能的治療藥物與方式。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農

藥巴拉刈對於農業發展有其助益，能夠減少病蟲害或是除去農作物以外的雜草，降低農業的成本，

但也因為其對人類具有毒性，新聞報導中服用農藥巴拉刈自殺的新聞案件也時有所聞，因此政府也

擬禁用劇毒性農藥巴拉刈。本期邀請毒理學研究所的姜至剛老師分享他在臨床上曾經遇過的案例，

與站在醫師的角度對這項決策的看法。

校友小品李泰雄教授（南鄉泰）則是分享了他退休後到北歐旅遊時對於親眼看到嚮往已久的雕

塑作品時的感動，以及偶遇一對相依扶持的兄妹的故事，抒發對於人事無常的感嘆。康明哲醫師分

享了關於「愛的羅曼史」這首曲子背後的故事。另邀請目前任職於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吳明岳博士分

享兩篇小品文，藉著日曆上的格言警句，領悟環境影響觀念又導致行動，期勉要從慎選行動開始，

從而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也分享他曾經與盲胞朋友健行的經驗，反思一般人用雙眼看著五光十色

的世界之餘，反而少了內心的平靜。

文末，感謝撰文分享的作者，豐富了本期景福醫訊內容，也感謝編輯群與王亮月小姐的協助，

得以順利完成本期的景福醫訊。最後，祝大家都能有個美好的暑假假期！

（編者係母校藥學系1992年畢業，現任母校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副教授）

編者（左一）參加2017七月美國心臟

學會在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舉辦的基礎

心血管科學研討會，與Donald M. Bers
教授（左二）等合影。



臺大醫院「緬懷院史 鑑往知來」院史文物展各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時間：2017年6月22日　　地點：臺大醫院東址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時間：2017年5月21日、6月4日　　攝影：各學系提供

▲醫技系 ▲護理學系

▲牙醫學系 ▲物治系

▲藥學系（六年學制） ▲藥學系（四年學制）

▲院長與捐贈者（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高

橋信吉院長之女三井豐子女士及外孫女木村桃子

女士）合影

▲「平安龜」活動

▲醫學院與醫院長官主持開幕



臺大醫院122週年院慶研討會活動合影

時間：2017年6月24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醫院小小醫師體驗營活動合影

時間：2017年7月3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