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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消融肺部腫瘤

原
發性肺癌位居國人十大癌症發生人數

第2名，台灣每年將近有九千人死於

肺癌，在癌症死亡原因中，男性及女性皆為

第一位，而在所有的肺癌病患中，早期發現

可手術切除腫瘤的病人卻不到三成。惡性肺

腫瘤除了原發性肺癌，也包括轉移性腫瘤，

肺部為胸外惡性腫瘤第二常見的轉移處，且

有肺部轉移的病患中20%僅有肺部轉移。目

前以大腸直腸癌以及鼻咽癌的肺轉移腫瘤切

除，獲得證實確實可以增進存活率，若癌

病原發部位控制良好，無再發或他處轉移跡

象，肺部病灶不多，且病患心肺功能良好

者，手術切除為一快速有效之治療方式。肺

轉移癌切除術後五年生存率可達15-48%，病

灶越少預後越好，但只有25-50%的病患能接

受手術切除，大部分病患因轉移腫瘤數量太

多、有其他共病或肺功能太差而無法手術。

在無法手術切除的惡性肺腫瘤，治療方式除

化學治療、標靶藥物以及放射治療外，微

創術式，包含射頻消融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簡稱RFA）、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冷凍消融術（Cryoablation）、雷

射消融術（Laser Ablation），便成了局部控制

腫瘤的另一選擇。

射頻消融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

簡稱RFA）已證實可安全有效地控制局部

腫瘤，也是目前最廣泛使用之溫度消融方

法。不論RFA或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都是將組織加熱達到細胞毒性的

溫度，當溫度達到攝氏60度以上即可造成立

即細胞死亡，50-60度可以在幾分鐘造成凝結

（coagulation）與細胞死亡。而微波消融術

（Microwave Ablation）除了RFA原有的好處

外，更有許多RFA沒有的優勢。

R F A 與微波消融術（ M i c r o w a v e 

Abla t ion）均可因為加熱組織而造成細胞

毒性，但兩者之原理截然不同，對於不同

組織型態應有不同考量。RFA必須建立一

個完整電流迴路（electrical circuit），頻

率約為480kHz，藉由溫度引起凝固性壞死

（thermocoagulation necrosis），原理為經由

分子震盪與撞擊（oscillation and collision）產

熱，其強度與電流成比例。其主動加熱效應

局限於電極周圍數毫米（mm），周圍之消融

帶借助熱傳導達成。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使用900MHz-2450 MHz頻率之電

磁波，主要原理為藉由激發水分子與微波共

振產生熱能引起局部凝固性壞死（coagulation 

n e c r o s i s），相較於R FA ，微波消融術

（Microwave Ablation）其產生腫瘤內溫度較

高經常可達攝氏一百度、消融範圍較大、消

融時間較短、不需貼導電貼片減少了貼片的

文／李怡範、柯維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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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及潛在貼片燙傷風險、於曾做過RFA位置

復發的病灶可重複消融。且肺臟組織本身會

有阻絕熱傳導效果，不同於其他實質臟器如

肝臟或腎臟，因此在肺腫瘤消融使用微波消

融術（Microwave Ablation）會較RFA效果更

好。另外，在血管周邊的病灶溫度較低，可

能因熱量被低溫區帶走而影響消融療效，這

就是所謂熱沈效應（heat sink effect），而微

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可產生較高

的溫度故受熱沈效應（heat sink effect）的影

響較小。

冷凍消融術（Cryoablation）則是利用結

冰（freezing）與解凍（thawing）結合以達到

細胞傷害之目的，降溫造成代謝降低、細胞

外晶體形成、細胞去水、最後造成細胞內晶

體形成、細胞膜破裂。在過程中可以在CT影

像見到冰球之形成。

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利

用電腦斷層掃瞄系統的指引，將微波探針置

入病灶處，微波探針經由確認位置和測量計

算後，從探針產生微波，即電磁頻率中超高

射頻能量訊號，能量約35-45瓦，時間約15分

鐘，激發生物細胞組織中的水分子，與微波

共振產生熱能破壞腫瘤，能量擴散至微波範

圍的週邊組織，影響範圍為侵入組織的探針

尖端至金屬端的輻射場距離。機器內部設置

安全機制，來控制微波消融範圍，以防止過

多的熱能產生，避免造成腫瘤消融區外的傷

害。而被燒灼後的細胞組織，通常被吸收到

身體，小疤痕組織可能依然存在。

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很少

有併發症與副作用。在治療後，可能會有低

燒症狀、針孔周圍的皮膚被過熱的微波導針

灼傷、出血、液體蓄積、鄰近組織損傷的狀

況，產生感染的風險是非常低的。而在肺部

腫瘤消融常見的併發症為；肺出血、氣胸、

血胸、氣體栓塞、氣管肋膜瘻管等。術後追

蹤電腦斷層影像一開始腫瘤因為組織水腫和

發炎體積會增加，但4-6週後的影像若腫瘤變

大則要懷疑復發。腫瘤消融成功的病患較失

敗的病患有較佳的存活率。

微波探針可經三種方式進入病灶；經皮

膚穿刺、胸腔鏡、開放式手術，根據腫瘤大

小、數量、位置和嚴重程度，選出最適合病

患的方式。

經皮膚穿刺治療方式

利用一個或多個不同尺寸探針，經皮

膚穿刺，引導到適當的治療位置。醫師依情

況決定以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方式，來做治

療。通常可以當天或隔天出院，而且只會產

生微小的傷口，幾乎看不到疤痕。

圖1： 本院目前使用於肺腫瘤微波消融術 
（Microwave Ablation）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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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鏡治療方式

在人體上做幾個小切口，使其可插入微

波探針和攝影系統，這種治療方式需要全身

麻醉，通常隔天就可以出院，這項治療手術

只會產生微小的疤痕。

開放式手術治療方式

在外科手術過程中進行消融。此治療方

式可以讓醫生在治療過程中確認腫瘤大小、

數量及位置，手術中通常會採用超音波定位

其治療位置，進一步將探針插入需要治療

的腫瘤組織。此方式需要全身麻醉和住院幾

天，其產生的傷口也較大。

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可

單獨來使用或與其它癌症治療的方式配合，

使效果治療達最佳的效益，而使用的治療方

式取決於腫瘤大小、位置、數量及疾病的嚴

重程度。消融效果取決於腫瘤尺寸和腫瘤與

肺門的距離，小於3公分且距離肺門超過5公

分遠的腫瘤有較好的治療效果。大尺寸的腫

瘤可能需要同時使用多支微波探針或分多次

進行消融。越靠近血管則或多或少有熱沈效

應（heat sink effect），使腫瘤溫度不夠高

而有組織殘留，越靠近胸壁則怕產生氣管肋

膜瘻管（bronchopleural fistula）。若病灶數

量過多且疾病過於嚴重時，需搭配全身性治

療如；化學治療或標靶治療較為合適，而消

融後腫瘤尺寸變小也可能有助於化療效果。

治療手術或放射治療後的復發是微波消融術

（Microwave Ablation）目前主要的臨床應

用。

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在台

灣目前主要應用於大型肝臟腫瘤和無法手術

的惡性肺腫瘤，本院已有成果發表於期刊，

在3年間有15位惡性肺腫瘤個案共32個病灶接

受微波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且效果

良好無嚴重併發症，其中只有5個病灶於原處

復發，在未來惡性肺部腫瘤治療規劃，微波

消融術（Microwave Ablation）必然佔有一席

之地。

延伸閱讀

1. Hiraki T, Kanazawa S. Lung radiofrequency 

a b l a t i o n :  p o t e n t i a l  a s  a  t h e r a p y  t o 

圖3：經皮膚穿刺置入微波探針
圖2： 腫瘤消融術後的電腦斷層影

像顯示腫瘤週邊會有毛玻璃

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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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gometastasis and oligorecurrence. Pulm 

Med. 2012. 2012:196173.

2. Vogl TJ, Naguib NN, Gruber-Rouh T, Koitka 

K, Lehnert T, Nour-Eldin NE. Microwave 

ablation therapy: clinical utility in treatment 

of pulmonary metastases. Radiology. 2011 

Nov. 261(2):643-51.

3. Wei-Chun Ko. CT-guided percutaneous 

microwave ablation of pulmonary malignant 

tumors. J Thorac Dis. 2016 Oct; 8(Suppl 9): 

S659-S665.

（作者李怡範現任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

醫師；柯維鈞係母校醫學系2007年畢業，現

任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內科 誠徵
心臟專科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一名

一、資格：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內科專科醫師及心臟內科次專科專長
　　　3. 具部定副教授以上之資格

二、檢具書面文件資料：

1. 個人履歷表（包括過去教學、研究）七份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心臟次專科及心臟專科指導醫師證書影本七份。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七份。
4. 2013年8月起迄今代表性著作（最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5. 2013年8月起迄今所有論文I.F.（5年內平均值）及相關領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2篇（以內）
之論文註明其被引用之次數，七份。表格請至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網址：http://www.
mc.ntu.edu.tw/staff/person/）常用表格中下載。

6. 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七份。
7.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主題、及其連絡方式（如：電話、e-mail
等）七份。

8.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七份。
9.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及服務評鑑資料七份。

10. 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研究員）之推薦函，逕送內科主任室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ymhung@ntu.edu.tw信箱。

三、 收件送達截止日期：2018年01月16日（星期二）下午4時之前以書面資料送達

　　　　　　　　　　　臺大醫院內科主任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臺大醫院臨床研究大樓十四樓內科部主任室

　　　　　『內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022洪小姐
傳真電話：02-23934176
e-mail: ymhu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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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起「分娩」對西方小兒科醫學的衝擊
─簡介新生兒學的發展（下）

原
來嬰兒剛出生時的那一刻，是任何人

一生中最戲劇化的時刻。它的變化非

常快速而且複雜。這過程的複雜不亞於人

間任何一件事。這世界是非常奇妙的，地球

上的動物包括人類和植物有一個非常巧妙的

結合、搭配來使用地球上的資源。人類吸取

空氣中的氧氣作動力的來源，然後製造出二

氧化碳，排出體外。而周遭環境裏的植物卻

利用二氧化碳吸取養分後排出氧氣，回歸

大自然來讓動物包括人類使用。這種相互配

合是地球上最美妙之處。人類在出生時就須

開始這個運作，然而這個功能就由肺臟來承

擔重任。空氣中含有21%的氧氣，嬰兒經由

鼻子口腔通過一條大約5點5公分長、直徑寬

約吸管大小的氣管，把氧氣送入胸部。這氣

管在胸部分岐成左右上（中）下的支氣管，

分岐繼續不停，直到大約15到17層次的分岐

之後，變成末端支氣管，到此形成一個個的

肺泡（alveoli）。足月嬰兒出生時大約有三

千萬個肺泡。肺泡就像汽球，非常有彈性且

非常細薄。它只被兩層的細胞圍繞著，一層

微血管細胞另一層肺泡的細胞膜，非常便利

氣體包括氧氣及二氧化碳的通過。微血管內

的血液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及少量的氧氣，

而肺泡內吸入的空氣，它有21%高量的氧氣

及微量的二氧化碳。就在此處人體直接接觸

到了大地，利用濃度的差別，互換氣體，氧

氣由肺泡進入人的血液，經過血液循環供應

身體所需，同時收集器官產生的二氧化碳，

再由血管回到肺泡邊，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被

排放到肺泡，之後再經由相同的管道回到口

鼻排出體外。這個巧妙的運作，須要有完整

流暢無阻的呼吸通道以及成熟張開的肺泡，

還有通暢無礙的肺部血液循環。成熟的肺

泡內含有一層薄膜的液體叫「表面活性劑

（surfactants）」。若無此「表面活性劑」，

肺泡在無氣體時會自動坍方，就像漏氣的氣

球一般。肺泡在張開時都像一般圓形的物品

一樣，會有一種力量，物理學上稱之「表面

張力」，它會試圖讓球型的肺泡收縮。若肺

泡含有「表面活性劑」，它會有效的解除這

種張力、減輕呼吸的工作量。

胎兒在出生前仰賴著母親通過胎盤送

過來的氧氣及養分，同時也通過胎盤把胎

兒產生的二氧化碳等廢物處理掉，因此肺部

並無呼吸的功能且充滿了羊水。但是這個充

滿羊水無氣體的肺部在出生後的幾分鐘內就

須即時建立一套與成人完全一樣的功能，這

種程序十分複雜。首先在平安自然生產時，

大約有三分之一在肺部內的羊水會在通過產

文／游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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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時被擠出，剖腹生產則擠出較少或全無。

總之，全部羊水必須要在生後幾天內全數清

除。在出生開始呼吸的同時，本來存在的羊

水除了一些由口鼻流出，剩餘一半就由肺微

血管吸收，最後部分就流入淋巴管清除完

畢。在嬰兒離開母體，同時臍帶被切割之

後，外界的低溫及通過嬰兒皮膚的接觸及刺

激，嬰兒大都會先來個唬啕大哭，那是個很

深的呼吸，馬上就會有一些空氣進入肺泡。

空氣中的氧氣隨之進入肺泡旁的小血管，它

的進入讓本來關閉的小血管舒張，降低了肺

部血壓，促成了更多的血液流入肺部。這樣

一連串的反覆運作，嬰兒就開始了全新的呼

吸功能。然而這過程中，一個關鍵就是須有

成熟的肺泡，且它能夠維持張開的狀況，讓

空氣自由出入。讓肺泡維持在張開狀況的

「表面活性劑」卻只在懷孕後三十六、七週

後才會生產儲備完全。在此之前出生的小嬰

兒如Patrick就因缺少或缺乏足夠的「表面活性

劑」，他們的呼吸就會特別困難。每次的吸

氣都要用上很大的力氣去打開肺泡，讓空氣

進入交換氧氣及二氧化碳。

「現在該怎麼辦？我們不能就這樣眼睜

睜的看著小Baby這樣的走了！」這種思考大

概不只是圍繞著主治醫師以及嬰兒身邊的所

有醫護人員的腦海，甚至全國人民的心中，

當然包括Patrick的父親，甘迺迪總統。這位

當時幾乎可以呼風喚雨、是世上最強大的領

袖，他曾經一手阻擋過蘇聯勢力侵入中南美

洲的企圖。但現在的他，卻如一般人一樣眼

睜睜地看著親生的小嬰兒掙扎、痛苦，而他

卻毫無所措。他的無奈無助絕不亞於世間任

何一位處於相似情況的父母親。當天他在國

會發表「核爆禁試」的條約。那是他剛剛成

功的與英蘇兩國談判完成的草約，它會使整

個地球更為完全、更有保障。但是，他竟然

對自己的兒子的病痛束手無策，不能保護他

的健康及生命！

此時外科部主任Dr. Bob Gross主動的

提供了一臺儀器叫「高氣壓室（Hyperbaric 

chamber）」。這臺儀器當時是用於某些特

殊的先天性心臟病人在接受心臟手術時使用

的。它的功能，是利用高壓（高達三倍的氣

壓）的氧氣，強力送給缺氧的病人，讓病人

通過心臟手術的難關。當時這儀器只曾用於

心臟病的小孩，從未在肺部有疾病的病人身

上使用過。可是，Kennedy當時所遭遇的困

難，主要是缺乏氧氣的吸收，自然而然地就

會使人考慮到任何可能增加血液中氧氣的醫

療方法，包括利用高壓室。因此當時此種想

法是可以被理解的。也因之Patrick的醫師及

其他資深的醫務人員，勉為其難的同意使用

「高壓室治療」。當時唯一有足夠經驗的人

是Dr. William Bernhard。他原本的第一個反應

是反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治療，然而稍後鑑於

病兒的背景而屈服，轉為同意嘗試。主治醫

師急忙通知Patrick正在登機來探望他的父親，

告知他這個不尋常的治療計劃。當總統到臨

後，他與同行的外祖母一起與醫師們在討論

室開會討論。面對著病情轉危的兒孫，家人

並無反對。只是外祖母提出了一個請求，希

望能夠請一位當時已退休，但曾治療過她的

另一位孫子的Dr. Samuel Levine來作第二個意

見（Second opinion）的評鑑。Dr. Levine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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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爾大學的小兒科教授，曾治療過Patrick的一

位表姊。這位表姊當時已經三歲了，也曾是

早產兒，幸運的是，她存活下來。可惜當Dr. 

Levine到達病房時，嬰兒已經在高壓室內接受

治療了。

回到Patrick。正當這嬰兒出生後的第27

小時，其實已由醫學史上的單純的「保溫

箱治療」進入了另一階段的新治療。現在

回想起來，嚴格來說，應該說是「人體實

驗」了！醫師及家人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場賭

博，一場生死的搏鬥。在嬰兒被從保溫箱內

移入位於地下室的高壓室時，主治醫師Dr. 

Drorbaugh, Hyperbaric治療專家Dr. Bernhard，

以及麻醉科主任Dr. Robert Smith也都隨後陸陸

續續的擠入這狹小的高壓室。高壓室內充滿

了100%的純氧氣（空氣的五倍氧氣），然後

慢慢地增加室內壓力到外面的三倍。起初病

兒有了些微、短暫的正面反應，可惜並無持

續的改善。反而大約在晚上七時左右，嬰兒

有了第一次停止呼吸的情況，他馬上被在場

的Dr. Smith插管然後繼續用手壓的方式來維持

呼吸。在八點三十分時，Dr. Bernhard似乎放

棄了成功地挽救嬰兒的希望，他於是親自向

總統報告說：「我想我們將不再能給這小嬰

兒任何幫助了！」，他解釋說當病兒須被插

管時，以當時的醫學，病人將會病亡的事，

也將是時間上早晚的問題了。然而大家還沒

絕望，約定在晚上11點鐘時，再作新狀況的面

談。

當天醫院特別在四樓醫師休息室，撥

出一個地方充當總統的臨時辦公室，給總統

休息、辦公。在等待上樓的那刻，總統忽然

間由一扇窗戶看到了一位遭到極度燙傷的小

孩，便轉向值班的護士，詢問意外發生的始

末，更關心的問起：「病患媽媽有無常常來

探望？」。護士回答：「有的」。他向護士

要了媽媽的名字，然後轉身向身旁的至友，

Dave Powers要了紙筆，寫下了簡單的四個字

「不要氣餒（Keep up your courage）」，隨後

簽了名。這位傷痛的父親，將心比心的鼓舞

著另一位與他相似擔心憂慮的母親，也大概

是暗地的鼓勵著自己吧？！

總統回到四樓的臨時辦公室後，寫了

一張兩佰五十元的支票，交給了祕書送去一

位為公殉職的波士頓警察的家人。接著憂心

忡忡，不停地渡著方步的總統不自覺地又回

到了地下室的高壓室外。之後，他拒絕再回

到四樓，他堅持要跟他正在與死神搏鬥的兒

子在一起。地下室鍋爐旁有條長沙發，在身

旁親友的敦促下，總統決定在沙發上休息一

下。終於在近午夜時，身疲力盡的總統，脫

下了上衣，準備休息一下。然而虔誠的天主

教徒的父親，他雖然身疲力盡，仍不忘記先

向上天祈禱。他雙膝下跪於地上，向上帝真

誠的禱告，祈禱上帝保守他的兒子。

星期五清晨兩點十分，一位總統侍衛

悄悄的搖醒了在總統身邊休息的好友Dave 

Powers，通知他嬰兒病危的消息。Powers轉而

輕輕的搖醒剛剛沈睡的總統，總統急忙走往

高壓室。在高壓室內的Dr. Bernhard通過對話

機及時告知總統：「我們正在失去嬰兒給死

神」。Bernhard覺得需要讓總統先有個心理準

備。終於在接近四點時，隔著鋼製的牆壁，

眼睛強忍著滿滿的淚水，總統望著慢慢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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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的新生兒子，四分鐘之後，Patrick終於像

一滴露水趕在太陽出來前（4:04分）悄悄的離

開了人世，結束了短短的三十九個小時的艱

難人生。總統跟他的弟弟Bobby及Ted，以及

好友，Dave Powers隨即離開了高壓室，回到

鍋爐房。終於，總統及親友們放聲大哭，哭

泣了整整十來分鐘。然後回過頭來，引用了

一句新約聖經中保羅說過的話，他說：「他

（Patrick）打了一場美好的仗」。再加上一

句：「他是一個美麗的小嬰兒」。當總統離

開醫院時還是斷斷續續的哭泣著。然後急忙

著趕往Otis空軍基地醫院，紅著眼眶要把這個

不幸的消息親口告訴在病房裡的愛妻，接著

夫妻倆相擁而泣。

之後，在埋葬的彌撒時，站在第一排

Patrick的父親、甘迺迪總統，仍然不停的傷

心哭泣（母親則仍在醫院恢復中），而且

把一個他太太在結婚時送給總統的平安符，

放入了嬰兒的棺木，願他一路好走。最後要

安葬時，他緊緊的抱住棺木不願放手。在

主持的主教極力勸導下，才鬆手讓他的兒

子下葬於甘迺迪家人的私人公墓。兩個月

後，總統回到波士頓，他的至友拉他一起去

觀賞母校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際

足球賽。當時友人觀察到他是不尋常的安

靜，似乎心不在焉、無心看球賽。快到前半

場結束前，他與朋友們悄悄的溜出了足球

場。前往離他出生地不遠的甘迺迪家墓園，

去探視他兒子。Patrick的墓碑只有簡單的一

個字「Kennedy」。他跟他的好友說：「他

（Patrick）在這兒是多麼的寂寞啊！」。沒想

到，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父親JFK竟然遇刺身

亡，親自到天堂陪伴他心愛的小嬰兒1！

Patrick的出生以及短暫且艱辛的生命對

他的父親及美國小兒科醫學有許多層次的影

響。1962年的前數年，甘迺迪的私生活偶爾

出軌、觸礁，影響到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

Patrick的出生及去世卻反而把他父母親的感情

拉回在一起。另一方面由醫療觀點來分析，

他當時接受的醫療是未經動物實驗而冒然地

使用於人體的。雖情有可原，但從現代醫療

的標準來看是有待商確的。雖然如此，在醫

療史上，它確實是讓早產兒的醫療由保守、

被動的、聽天由命的「保溫箱時代」跨入了

「積極介入治療」的新世代。在另一層面，

從Patrick出生住院治療的過程當中，它不僅教

育了全國人民，也使總統親自體驗及看到親

生兒子所承受的折磨。這位擁有全球最多資

源及權力的人，對這疾病卻毫無辦法。這件

事讓他掛念在心頭，念念不忘。這時，學習

能力很強的甘迺迪總統，對於早產及早產帶

來的衝擊已有很深入的瞭解及感受。加上身

邊又有兩個親生姐姐對他有相當的影響。一

位親姐姐因在生產過程中缺氧而終身失智。

她失智的事實，對她的兄弟姊妹影響甚深，

尤其是另一位姐姐Eunice Shriver。為此，

Eunice Shriver在1961年就開始致力於推動懷

孕、分娩及嬰兒生長發育的研究及推廣，尤

其是對嬰兒死亡率的改善全力以赴。1961

年，她與一位總統身邊的醫學顧問Dr. Edward 

E. Cooke推動在「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成立一個專門研究小孩健康的醫學部門，包

括從基礎醫學到臨床醫學的使用作全盤的專

業研發，國會通過了法案，但經費仍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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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相當煩惱。Eunice事後回憶說，在1963年

10月中的有一天，她與當總統的弟弟剛好在

同一船上，當時JFK仍因Patrick的過世還深深

哀痛時。他們在交談中聊到了政府包括NIH的

預算，JFK當時正被預算的困難困擾著，不知

如何是好。他被姊姊Eunice問到她所推動的政

策時，Eunice提醒了他親生兒子Patrick所遭遇

的問題。總統反問Eunice說：「這法案是否會

幫助Patrick？」，她十分肯定的回應說：「一

定會的」。

然後，這位被親愛兒子因早產喪生，

深深打擊過的父親，就在當年同月24日，

簽署了美國醫療歷史上一個很重大的法案。

簽署之前他在白宮發表談話，他說：「……

研究顯示早產會有10倍的機率發生智障。沒

有產前檢查及醫療照顧的產婦，將有兩到三

倍高的機率早產。……這個我將簽署的新

法案將會保護這些新生兒免於因早產而發

生的智障。」這個叫做「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nd Mental Retardation Planning 

Amendments of 1963」法案，是個五年總計有

2.65億美元（現值大約是21億美元）的大預

算。大部分編列於作新生兒的研究基金，由

「國家衛生研究院」一年前才新設的「兒童

健康及發育局」來執行。之後他仍念念不忘

國內對RDS的研究，時常詢問身邊的科學顧

問Dr. Jeremy Weisner。就是在他被行剌前數日

（11月6日），Dr. Weisner給總統的信上還提

到「……到目前為止「國家衛生研究院」正

撥發了總共一百二十八萬三千元的研究經費

給早產有關的研究，其中有八十萬（現值620

萬）美元是專門研究RDS的。」

之後，美國國內外由於龐大的研究經

費及科學家及醫界強烈的興趣，美國早產及

新生兒學的研究及發展突飛猛進。不只瞭解

到許多困擾早產兒常見的「疾病」如RDS的

發生，也發現了在治療中所衍生出的新的問

題。嚴格說，早產兒的問題不是「疾病」而

是正常胎兒生長、發育因早產的原因，被提

早中斷。很多問題是醫師在這時段中要學會

如何接下來照顧這些提早出生的胎兒適應新

的人生。同時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如何避

免或減輕因治療所造成的新傷害。這些新傷

害才是疾病，這包括影響腦部、眼睛、肺部

的功能。還有如何供給適合、適量的養分而

且不傷及肝臟和腸胃，或造成將來長大成人

後的新陳代謝或心血管疾病的後遺症等。這

些進展不僅須要基礎醫學的研究，臨床上也

須開始相當大的轉變。在1960年後期到1970

年代，世界各國開始了新的醫療團隊教育，

包括訓練專業的小兒科醫師、護士，也組織

了專門照顧早產及特殊需求的新生兒加護病

房。在許多國家裏也把傳統專屬於婦產科照

顧的新生兒醫療，逐漸的歸納入小兒科的領

域，也讓兒科醫師參與胎兒產前的照料，與

產科醫師共同合作策劃生產的時間及其他有

關的治療。有些教學醫院開始把新生兒加護

病房的訓練做為小兒科及婦產科住院醫師的

例行教育。

John F Kennedy家人中在歷史上有很多很

多的故事及貢獻，故事中有許多一直令人讚

不絕口的事。然而這個現已不太被人提起的

小嬰兒，他雖只有短短不到兩天多的生命，

令人惋惜，但他似乎卻拯救了無數的早產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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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當年自從Patrick出生的消息被揭露之後，

美國數個大的平面媒體連續幾天地報導他的

消息，包括入院治療、病情的轉變，這不僅

讓民眾得知Patrick的狀況，也促使民眾對早產

兒的關心與瞭解。有位記者甚至爬到病房旁

的一個大樓，從高一層的樓上用長距離鏡頭

通過病房的窗口，偷拍了Patrick入院當晚，總

住院醫師，Dr. James Hughes查房時，俯視著

在保溫箱內的Patrick的鏡頭。在九天後那張照

片被刊於世界出名的「生活（Life）」雜誌封

面，並加上斗大的標題“「醫院無日無夜的

守護照顧著甘迺迪的幼兒――通過這扇點亮

的窗戶全國都慈悲的關注著。(Hospital Vigil 

Over the Kennedy Baby --- Lighted Window A 

Compassionate Nation Watched).＂。週刊出刊

時，Patrick已經過世了，但它仍然代表著那

週裏全美國，甚至是全球所關心注意的事。

其實早在他出生後的第二天，八月八日的紐

約時報，就發表了一篇用「為一位小嬰兒祈

禱（Prayers for a Baby）」為題的社論呼籲：

「全美國人及世界各地數不盡的人們都聚集

在一起為這位甘迺迪家最幼小的嬰兒祈禱，

望他早日康復。」

「積極介入治療」與「積極預防」

他的死雖不全然直接影響到小兒科醫

學，但通過他的出生、生病過世的故事卻傳

遍了整個美國，甚至全球，讓大眾學習到新

生兒、尤其是早產兒所經歷的痛苦，教育了

全美醫學界。就成了美國醫學史上最大的催

媒，激起了全國醫界，尤其是小兒科醫師、

科學家的攜手合作。先是如耶魯大學的Dr. 

Louis Gluck組織了新生嬰兒重症病房、Dr. 

Butterfield的集中醫療資源的「新生兒照顧

區域化（Regionization of neonatal care）」，

把人力物力集中，訓練全新的、非常專業的

新生兒科醫療團隊。這包括了醫師、護理

師、呼吸師及技術員的整體教育及訓練。從

產前、生產、到產後數月間的專業治療。它

首先開始了最基本的維生知識的醫療，如水

分、糖分、養分的供給，體溫保持，監視器

的使用。逐步地在1970、1980年代廣泛地使

用新發明的嬰兒專屬的呼吸器如Dr. Bird發

明的「Babybird」及後來的高頻率呼吸器，

以及超聲波儀器在心臟和腦部的臨床使用，

微量血液的檢驗等，如此進入了筆者稱之為

「積極介入治療（Active Treatment）」的階

段。後來「電腦斷層（CT）」及「磁振掃描

（MRI）」的發明，以及以後開始使用由基礎

醫學研發的新知識，迅速地大量的應用到臨

床上，如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開放性

動脈導管（PDA）」的藥物或手術治療，以

及關注到腦部出血的問題及致力於腦出血的

預防。接著在1980年的後半段，接二連三而

來的發明，把「表面活性劑（Surfactant）」

直接導入肺部，根治「呼吸窘迫症候群

（RDS）」，成功地解決了早產所帶來的最大

疾病。其他有關的問題如營養，不論是經由

靜脈注射的人工養份或經由口腔或胃管的餵

食開始有了改善。除了腦出血外，眼睛病變

的預防及治療也有了明顯的進步，肺臟被因

呼吸器及氧氣的使用所造成的破壞的情況，

也大幅下降。由於如此快速的成長，在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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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末期、這世紀的開始，新生兒科醫師把嘗

試拯救的嬰兒週期數也逐年往下調降。由先

前的30多週到現今的23週，也就是6個月不

到的身孕。這是上世紀中期時的醫師及科學

家們始終未曾預料的。也在差不多同一時期

（1990年到2000年間），新生兒學也漸漸地

由「積極介入治療」跨入「積極預防」的新

世紀。這包括產婦產前特種細菌「B型鏈球菌

（GBS）」的篩檢及產前治療，早產產婦產前

Steroid的使用以及特殊染色體及先天性疾病的

產前檢查，甚至作子宮內胎兒的手術等。這

些預防措施在某些方面著實有相當成果，然

而如早產發生的預防和治療等，還有相當多

的挑戰去克服。

Patrick就像一粒麥子，落到土裏，雖是

死了，但卻造就了更多更多美好的麥子（約

翰福音12章24節）。在小兒科的歷史裏，首

先有Dionne五胞胎成功的出生及成長，鼓舞了

醫師對新生兒及早產兒的治療的新希望。加

上後來這位Kennedy的小嬰兒因為他的降生及

快速離世的悲劇，觸動了人類對當時還仍未

完全被重視的一群弱勢，無助、無聲無息的

人接受到應得的重視及關懷。Patrick通過他的

疾病「呼吸窘迫症候群（RDS）」造福了成千

成萬的早產兒。現代的新生兒學就因這兩起

分娩而誕生、成長、壯大。新的新生兒醫學

已把這「呼吸窘迫症候群（RDS）」的存活

率由1960年代的5%，提升到2012年的95%以

上，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2。

延伸閱讀

1.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A history of 

Excellence, NIH Publication No.92-2786 

October 1992.

2. Patrick Bouvier Kennedy by Michael S. 

Ryan, MCP Books, Minneapolis 2015.

註釋

1. 遇刺後甘迺迪的遺體被葬在華府郊外

的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稍後不久Patrick以及比他稍

長的姊姊Arabella，在1963年12月4日也都

被移葬於他們父親的旁邊，Patrick應該不

會再寂寞了吧？！

2. 存活率與嬰兒出生時的週期數有密切關

聯。以Patrick出生時的34週數為例，現階

段的存活率一般來說已接近百分之百。

（作者係母校醫科1971年畢業，現任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Group, Orange County及 

UCI Medical Center 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



回顧杏林

2017年11月‧第34卷第11期 13

感念、感佩王佳文醫師
── 一生堅持，提升基層醫療品質，推動全人醫療目標

幼年失恃，堅毅自立，向學不輟

王佳文醫師是台南白河人，十三歲時，

母親即因為子宮癌病逝，身後留下王醫師姊

弟四人，當時最年幼的弟弟年僅五歲。由於

王醫師的母親並非父親明媒正娶的夫人，所

以身故後，王醫師的父親家族並未接納他們

四姊弟，帶回去照顧，僅在葬禮後留下一頭

全豬給姊弟們渡日。

頓失依恃的姊弟四人宛若孤雛一般，

不僅失去母親的照護，也沒有父親的傍持，

在這種狀態下，王佳文醫師深知唯有繼續升

學，才有機會改變一家人的困境。因為王醫

師的父親是地方上知名的代書，因此王醫師

非常明白知識的可貴，一方面與大姊、幼弟

艱困生活，一方面堅持不放棄學業，當時王

醫師就讀的白河農校並不重視英文科目，因

此王醫師努力自修，一本英文字典翻來覆去

地背誦。

農校畢業後，王醫師一舉考上台南二中

與新營中學，然而到台南讀二中，不僅路途

遙遠，還需要一筆不少的住宿費用，家庭負

擔太大，幾番考慮下，王醫師放棄了台南二

中，選擇到當時有五分車可搭乘的新營中學

就讀。

求學之路一波三折

新營中學畢業後，王醫師考上臺灣大

學法律系，卻發現志趣不合，於是重拾高中

課本，一邊就讀法律系，一邊準備重考。重

考考上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然而卻因為一

時心軟幫助同學代考英文，被發現而遭到退

學。這項挫折對王佳文醫師來說不啻宛若晴

天霹靂一般，在無法可想之下，王醫師只好

向師長，也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黃季陸部長求

援，在黃部長的協助下，透過先前保留的法

律系學籍轉學到世界新聞專科就讀。

在世界新聞專科就讀期間，王醫師一度

非常喪氣，但不服輸以及堅毅的性格讓他很

快三度重拾高中課本，準備再重考大學。第

三次重考，王醫師考上了臺大醫學系，原本

文／張棠紅

▲王佳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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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代考事件而不諒解他的父親家族也重新

接納他。

一見鍾情牽出一生良緣

就讀臺大醫學院四年級那年，王醫師應

同學之邀參加一場聚會，在這場聚會中，王

醫師遇到了他的一生良緣――王夫人李秋美

女士。當時王夫人剛自高中畢業，考上北部

大學，純樸的王夫人一頭清湯掛麵的髮型，

與同學一起參加這場聚會，忘記戴眼鏡的她

連人都沒看清楚就被王醫師惦記住了。自

此，只要有空，王醫師便到王夫人家樓下報

到。

剛開始，王夫人很害怕，請她的二哥下

樓探看，結果王夫人的二哥竟與王醫師結成

好友，也默默支持兩人的交往。王夫人大學

畢業後，即在家人的同意與支持下與王醫師

締結良緣。

自行開業，用心照顧病人成良醫

臺大醫學系畢業後，考慮到尚有兩個幼

弟需要扶持，以及家庭經濟上的需要，王醫

師僅在臺大醫院任職兩年，即離開醫院自行

開業。

初開業時，王醫師及其夫人非常辛苦，

一應事務都要自己來，王夫人不僅要料理家

務及照顧孩子，每日還得到診所裡幫忙。王

醫師除了一邊全心全意醫治病人，一邊依然

孜孜不倦地繼續研究各種新知、醫學資訊，

即使是午間休息、晚間休診後也手不離卷。

執業醫其實非常辛苦，在沒有醫師同

仁互相支援的情況下，一旦遇到醫療上的困

難，往往都要自己尋找答案，所以王醫師需

要花費非常多時間大量閱讀各種醫學新知，

而這樣的體會也是王醫師之後熱心協助中華

民國基層醫療協會推廣會務的原因之一。

身教即家教，家庭教育從「以身作

則」做起

每日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診所裡看診，假

日又要忙碌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的事物，

王醫師其實並無太多時間可以與家人相處，

然而身教即是家教，王醫師對子女的教育方

式就是「以身作則」。

喜愛讀書的王醫師無論是家中書房或診

療室裡都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從專業的

醫學書籍到《論語》之類的典籍應有盡有，

只要有一點時間就讀書，哪怕是短暫午間的

休診時間也不浪費。影響所及，王醫師的孩

子自小即自動自發地念書，不需要父母的聲

聲督促，書中若有任何無法理解的部分，只

要請教父親也一定能獲得答案。這樣的閱讀

習慣也影響到王醫師的孫輩，甚至還會與王

醫師比賽讀書，想要考倒祖父。

除了喜愛讀書外，王醫師也不寵溺孩

子，並未因為自己年輕時的困頓而在經濟寬

裕後對子女有所縱容，除了堅持孩子要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外，生活上的需要則主張簡

樸、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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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1月21日，敬愛的王佳文醫師辭世，享壽78歲。王醫師一生從事基層醫

療工作達三十餘年，為了提供民眾更好的醫療服務，不僅積極參與各項共同照護網的

認證，也努力宣導社區醫療保健。102年時，王醫師更捐款成立「王佳文院長優良學術

獎助基金」，以促進學術發展，也是為了嘉惠、鼓勵年輕的基層醫生。

王醫師一生致力於維護醫界權益，曾多次為臨床工作者發聲，提供政府多項建

言，至逝世前依然掛心國內基層醫療的未來發展。

（張棠紅係本會專訪人員）

王醫師對家人的愛就體現在細微之間，

雖然一生忙碌於醫療工作，與家人間並無太

多時間可以相處，也無法時時刻刻陪伴孩

子，但是只要一回頭，丈夫、父親的身影總

是巍然屹立，給予王夫人及孩子無盡的安全

感。

孩子成年後，與王醫師的相處宛如好

友一般，貼心的孩子們總是等王醫師一日

的辛苦看診結束後，一家人一起去吃宵夜，

雖然消夜時間短暫，但親情綿長，家人的感

情維繫就在這不經意的貼心相處及一舉一動

之間。

▲王夫人李秋美女士（圖右）及其長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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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的情詩（三）

返鄉

坐在車上　憑著車窗

凝望那飛馳的田野　屋房

隨著慈心的夜風飄來陣陣故鄉的溫馨

和那擊岸浪濤聲響

滯水般的心潮慢慢地漾起了微浪

故鄉　多美麗的詞兒

多美麗的天堂

在那兒我出生　我成長

在那兒　年老的爹娘等著我返鄉

還有她……

呵！故鄉　故鄉……

一聲車笛的長喘

和時時顛簸的車廂

我知道　這車兒已被我滿懷喜氣充滿

我知道　太多的快樂對車兒是多大的負擔

然而善心的車兒並沒有一聲咒怨

因為它知道我的心情是多麼地狂歡　奔放

許是感受了我的情感

鳥兒成群快樂地歡唱

樹兒都搖擺著巨體額首稱歡

稻兒也樂得腰姿招展

還有天上的冬陽也射出喜悅的彩光

多情夜風更盤旋著車廂

帶著微笑　將快樂的曲子鑲在大自然的五

線譜上

故鄉　故鄉

多美麗的詞兒

多美麗的天堂

那邊我已看到

年老的爹娘喜泣於月臺上

還有她

帶著喜悅的淚光

默默地盯牢在我身上……

1959寒假返鄉前夕幻想（01.12夜）

別離開　小甜心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邊夜幕已低垂

在這兒　在我眼前

只剩下妳這盞明燈

照亮著我的眼

照耀著我的心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邊夜魅沙沙私語

我知道他們的存心

可別聽信他們的譖語

也別相信他們假惺惺的溫情

妳知道柔蜜的假面底

文／戴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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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藏著的是一付多猙獰的壞心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面陷阱窺視著妳

別聽信醜陋癩蛤蟆的鬼計

陰險的蝙蝠捎給妳的機密

更是窩藏著萬千個謊語

妳知道　世俗的眼光是多麼地善於妒嫉

又多麼巧妙的隱匿於「關心」「好意」地

有色眼光底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面的夜風將偷偷帶來快活的訊息

月兒也會偷偷射來幾道溫熱的援語

夜鶯雖是屏息著

卻在等著風兒的訊息

還有那多情的蟲兒　勇敢的小麻雀

也都在周邊隱伏著

靜靜地偷竊著夜魅的秘密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邊公平的陽光將會帶來綠意

別哭泣　也別顫慄

只要我們的心緊緊地繫在一起

任誰也無法將我們拆離

在這裡　在我眼前

只要有妳這盞光明

我再也不會缺少夠多的勇氣

夜魅再狂唳　也無法激起我的驚懼

別離開　小甜心

外邊黎明已將來臨

夜風也已捎來訊息

我有著無比的信心與勇氣

在這裡　在我眼前

只要有妳！

1958信君被逼嫁，愛情走上坎坷路

愛河頌

愛河呀！　愛河

多少情人留連忘返

多少戀人浴沐其中

妳是青春佳偶追尋的仙鄉

妳是高年老伴緊守的桃源

愛河呀！　愛河

多少詩人為妳歌詠

多少墨客為妳瘋狂

妳是浪漫畫家筆下美境

妳是靈敏樂聖琴中樂園

愛河呀！　愛河

我要長游在妳懷裡

我要永浴在妳河中

我要為妳高歌

我要為妳歡唱

1959早春（與信君夜遊高雄愛河旁見景抒

懷）

純純的愛

一直我們保有一份純純的愛

每週末夜晚　踏遍北市每一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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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來

除了默默的走　悄悄的談

從未有肌膚碰觸的衝動情懷

稚嫩的我們維持了

靦腆少年男女原始的保守心態

一次暗巷衝出野狗吠人的惡態

將嬌弱膽小的妳嚇壞

驚叫著藏進我胸懷

呵！撕裂那份存真

竟是那麼一次不期的意外

從此每次我們都有攜手談心的期待

寒天為保暖妳皮膚的冰冷

輕擁便自然地展開

妳自我解宭地謝謝呵護關懷

但還是保有一份純純的愛

高爾夫球場一片綠地無垠展開

擁坐草坪　擁滿月姐慈心的關懷

聆聽微風蟲鳴的自然百態

情不自禁地封緊了朱唇

雖然妳奮力想掙開

你怎麼可以如此不負責任毫不考慮將來？

傷心低泣淚流滿懷

指月盟誓　絕不辜負　何用疑猜

愛的許諾既發　無所顧慮　愛吻重新展開

圓山忠烈祠忠勇精神永在

坐擁祠邊灌木叢旁　飽浴月姐銀光憐惜關懷

此情此景　衣鈕不經心的散開

呵！首次瞻仰了酥胸的潔白

造訪妳桃園實習樓宅

好奇於成人遊戲情景

上街後牽著猶豫的妳穿過旅館招牌

雖然妳奮力拉緊最後一小層遮蓋

晶瑩白皙的玉體令人震顫地橫陳開

呵！那玲瓏豐滿的曲線只能出現在

畫家虛擬的題材

那聖潔光滑的仙姿　絲毫不染塵埃

呵！下凡的仙女　豈容凡夫失態？

最後還是固守了維護數年的純純的愛

一通來自高雄的電話打來

妳受孕的訊息令人驚呆

這可能是產科大夫的瞎掰

因為我們一直保有純純的愛

懷孕消息令人震駭

趕到高雄　滿臉淚痕不知如何安排

不甘心完璧摧殘於婦科手術臺

首次我們破壞了一直保有的純純的愛

假性懷孕報告掃除了陰霾

突顯了「錢醫」的醫德敗壞

因他的亂安排

平白地破壞了我們小心呵護的純純的愛

1959初春 於返北市火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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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廊

聽說妳隱居在松山

下了站　好不容易找到那地方

在門口看到了我　妳驚喜若狂

抓緊雙手　眼中閃過陣陣淚光

輕輕的靠近我身旁

比比Ｎ形蜿蜒而上的大長廊

指指山上一棟孤立的老木房

我知道　那就是妳遁居的閨房

跨進長廊　外面野草遍地觸目淒涼

每一轉角處是一個又一個空無一物的門檻

兩邊牆角看到的是無數個窗扉的殘缺不堪

偶爾看到長蟲溫馴地盤踞窗櫺上（長蟲：

蛇）

大白天走經這個鬼長廊

都會叫我恐怖驚慌

每晚要上大小夜班

妳是如何走過這二十分鐘路程的大長廊

山上空氣清涼

周邊田園山川美景盡覽

我耍賴的橫躺繡床

幻想著今夜上夜班時護送妳渡過大長廊

獨自返經彎彎曲曲的大長廊

陣陣蟲鳴伴著拂草野風習習輕響

玻璃破損的窗外盡是一片令人戰慄的黑暗

想她每日在此獨自來往

叫人能不憐惜心傷！

再幻想著隔天星期日天高氣爽

起個大早奔向她交班後返回必經的長廊

拖著疲憊身軀發現廊上的我時那微笑嫣然

令人如醉如狂　魂魄飄散

於是妳略做假寐後陪我到處觀賞

不慣那市塵的煩囂　蟄回山邊竹湖畔

迎向那純樸的大自然

妳平躺大地　仰望天空清純的蔚藍

我俯伏大地輕吮土壤的芬芳

我們在地上盡情的打滾忘我地狂放

黃昏後帶著滿身的髒亂

迎著路人迷惑的眼光

緊擁著走向那山上的仙鄉

1959仲夏訪信君 於松山肺結核中心

舊金山幻想曲

踩著彩雲　靜坐飛機上

妳奔向嚮往的舊金山

留給我太多太多難於承受的感傷

默默地在機場周邊徜徉

我夢想著陪妳踏上那陌生的異鄉

攜手漫步於金門大橋上

凜冽的海風　掠走披肩長髮的芬芳

知趣地飄進我驛動的心房

山頂老宅橫躺　展現誘人的古色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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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眺金山射出的燈光燦爛

近瞄山腰蜿蜒而下車燈閃閃

我倆緊擁月姐洒下的萬千金黃

妳癡迷的擁有了桃源仙鄉那斑舊小洋房

這邊我有我的事業　那邊妳有妳的夢想

雖說我的勤奮是真　妳的癡夢是幻

衡諸人生的短暫

唉！

也許妳的才是真我的是幻

1960暮夏懷念被逼婚遠走美國的信君

水戀

在那山上溫泉裡

穿著迷人泳衣

浴著月影　穿過水波　慢慢地

妳找到了我一起躲在池邊角落底

秀髮綴滿銀珠的髮髻

滿臉不停洒落的水滴

渾身濕淋淋的軀體

卻裹著一團熱火　令人窒息

夜深萬籟俱寂　聞不出蟲鳴鳥啼

識趣的月姐釋出亮光淡淡地

護著相擁池裡的人兒　無聲無息

只洒下一陣又一陣　無窮盡地顫慄

1960初秋信君返台　同泡恆春四重溪溫泉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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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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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參考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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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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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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江俊斌院長榮退獻言

臺
大牙科有兩位有名的「俊ㄅㄧㄣ」，

一位「文武ㄅㄧㄣ」，就是江俊斌院

長，另一位「雙木ㄅㄧㄣ」，是林俊彬前

院長，兩位「俊ㄅㄧㄣ」都當了院長，可

見「俊ㄅㄧㄣ」似乎是V I P的代名詞（博

君一笑）。

不久前，曾向江院長提起過，我在整

理舊物時，找到了江院長那一屆（包括江

院長本身）學生時代，病房實習時交給我

的病人daily care報告。一眨眼回到現實，

這時已是江院長屆齡退休之年了。

江院長於 1 9 7 7年自臺大牙醫學系畢

業，其後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並於1989

年取得該校醫學科學博士（D . M . S c .）學

位。他具有口腔癌及癌前病變的光動力與

冷凍治療、口腔病理學、口腔組織學以及

免疫組織化學等多項專長，最近對於疣狀

增生（verrucous hyperplasia）的研究論文

也聞名於世，尤其最難能可貴的是，他自

從臺大畢業以來，即不採開業、賺錢之路

去走，而一直沉浸於本系教學、研究與醫

療的學術環境中，且獻身於與開業距離最

遠的口腔病理學，樂此不疲，而且非常重

要的是，承接了關學婉教授創始的臺大―

不，是全台灣的―口腔病理學「學脈」及

傳統，以口腔病理學及口腔診斷學教學造

就無數優秀的臺大畢業生。

在我專任尚未退休的期間，我們口

腔外科同仁曾聯同口腔病理的關教授、

江教授加上當時年輕的口病健將王拯宗、

劉步遠兩位醫師（都曾留學哈佛），組成

每週的Ora l  S PC（ su rg i co -pa tho log i ca l 

conference），在每週所做的Biopsy或住

院病人的手術標本中，針對有教學意義的

案例，由口外住院醫師報告病例的Course 

& Treatment，再由口病的江、王或劉醫師

仔細解說病理學方面的 f i n d i n g s、變化及

其意義，類似醫學系進行的SPC或CPC方

式，我覺得非常有益，連我都常從這些討

論中新學到許多知識，特別是在Clin ica l -

Pathologic Correlations方面，是進行得非

常成功的OSPC，這點時至今日，我對以江

俊斌教授為代表的本系／本科口病同仁，

仍然是心存感謝的。

文／韓良俊

2017江俊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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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於口腔病理學的範圍和重

要性日益增加，所以口病的教科書也如

更早改名的口腔顎面外科一般，在十幾

年前即由Ora l  Pa tho logy，改成Ora l  and 

Maxi l lofac ia l  Pa thology，也許這一點讓

我對口腔病理學更增親近感，加上我本就

一直認為口腔病理學就是牙醫學／口腔醫

學極重要的基石，不只是牙醫系學生，即

使畢業之後在臨床工作之中，也應該隨時

翻閱口病專書，以便求得印證。基於這些

認知，我有幸曾於衛生署李明亮署長（我

南一中的同學）任內，也是江教授擔任口

腔病理學會理事長之時，把握機會向李署

長當面建議成立我國口腔病理科部定專科

的必要，而使口腔病理部定專科醫師制度

於2002年實現時，是繼第一個牙科醫師專

科的口腔顎面外科（1998年衛生署正式公

告，1999年開始有第一批部定專科醫師）

成立的第二個部定牙科專科。之後，到了

2009年，又增加了齒顎矯正科，構成在應

有9-10個分科的牙科專科之中，目前僅有

的3個衛福部部定牙科專科。

還有一件讓我益覺和他的「戰友、夥

伴關係」在增加的是，在2003年我協助牙

醫師公會全聯會剛開始規劃口腔黏膜檢查

的教育訓練計畫（試辦）時，即特別想到

邀請他和陳信銘醫師分別提供「口腔黏膜

疾病之鑑別診斷」以及「轉介個案處置與

管理」，我則提供「口腔癌篩檢―基本觀

念與現場實技」（含實際操作課程及示範

動作DVD），這三份教材後來在2006年由

全聯會受衛生署委託承辦訓練牙科醫師，

2007年增加訓練「非牙科、耳鼻喉科」之

各科醫師，2008年起每年則由國健署委託

各縣市衛生局接辦，並一直印製給牙科醫

師以及「非牙科、耳鼻喉科」之各科醫師

教育訓練之用，且改版沿用至今（如附錄 :

最新的今年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主辦「106年

度非牙科、非耳鼻喉科口腔黏膜檢查教育

訓練」通知）。而自2013年衛福部又開始

「牙醫師參與戒菸服務計畫」時，江院長

又慨允聯名提供「吸菸與口腔健康」的教

材，這也是我們兩人一直維持「戰友、夥

伴關係」的緣由。

20140731院長暨牙科部主任交接典禮

20170118臺大牙科與日本新瀉大學齒學部

學術合作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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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一點讓我非常佩服而常自嘆

弗如的，乃是江院長是一位虔誠而佛學修

養很深的佛教徒，因此他奉行素食，常見

在各個熱鬧的宴會上，大家盡情享受美味

的葷食之際，他卻一心不亂地，享用他另

備的素食，絲毫不受葷食大餐的色、香、

味誘惑，這點是我們這些凡人無法企及

的。現在，從我這年紀看來，江院長還可

算是年輕「腦」壯，切望他願意在退休之

後，仍繼續發揮他豐富的學養和極佳的人

緣，為臺大牙科（包括系、部、所）、為

台灣口腔醫學不斷的發展，貢獻他的學識

和「才情」（台語）。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附錄

各位講師：您好！

感謝各位百忙之中撥冗幫忙此次教育訓練課程，本次教育訓練課程將於106年7月1日

（星期六）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旁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地下1樓101會議室舉辦，相關交

通資訊如附件，

課表如下：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名單
時間

（分鐘）

08:20~08:30 報到

08:30~10:10 口腔黏膜疾病之鑑別診斷 臺大醫院江俊斌教授 100

10:10~10:20 休息

10:20~11:10 口腔黏膜健康檢查的基本觀念與現場實技 臺大醫院韓良俊教授 50

11:20~12:10 檳榔的健康危害 臺大醫院韓良俊教授 50

12:10~13:30 休息

13:30~15:10 口腔黏膜檢查分組實作（分3組）

‧臺大醫院韓良俊教授

‧臺大醫院陳信銘醫師

‧桃園醫院曾建福醫師

100

15:10~16:00 轉介個案處置與管理 臺大醫院陳信銘醫師 50

16:00~16:30 記名測驗（70分以上合格）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30

講義會依先前上課內容印製給學員，若需修正請與我聯繫，再次感激各位在公共衛生上

的貢獻及辛勞，辛苦了謝謝！

　敬祝　順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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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豆 山

小
時讀唐詩，王維的詩，平易近人，含

意深遠，詩詞優美，一下子就能熟

記，乃至終生難忘。

活了六、七十年，只知道這紅豆是可

愛多情之物，並沒有親眼見過。直到有一

天，遠在美國舊金山開業（神經內科）的微

研所同學錢超群用信封寄來一粒紅色漂亮的

豆豆，約一公分大小，晶瑩剔透。形似心

形，猜想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紅豆」。查

一下「狐狗」，果然沒錯，就是它。錢說那

是在某一年他前往大陸雲南旅遊時在地上撿

到的，因為知道我對栽種植物蠻在行，就寄

給我試試看。當即種下，每日照看，時時澆

水，三個月後竟然發芽了，真是喜出望外。

經過二年多的精心照顧，竟然長成三，四公

尺大的小喬木，並在五、六月開花結果，到

九月底已可收成。只見豆莢中，粒粒精緻閃

亮的紅豆，真是漂亮。馬上寄回三粒給錢，

讓他見識我的厲害。此後每年開花結果，親

朋好友，見此莫不驚喜。既然如此討喜，又

富詩意之物可以繁殖成功，我這二千多坪的

山坡地何不多種些。如今已種成二十幾棵，

將來把它種成紅豆山，豈不也是人生一大樂

事？

（作者係母校微生物學研究所1970年畢業，

現任母校微生物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文／朱健次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王維　



休閒旅遊

2017年11月‧第34卷第11期 25

加拿大洛磯山脈冰原之旅（下）

我
們在Banff Avenue（班芙大街道），

Mountain Cascade（變型山）自由參

訪一小時。（圖32~33）。導遊安排大家在

Bamboo Garden, Thai/Chinese Food Restaurant

（near the corner of Banff Avenue and the Mount 

Royal Hotel）吃午餐。

下午車子駛往Field Town（平原鎮）、

Morley Flats及Yoho National Park（優鶴國

家公園），平原鎮是加拿大橫貫太平洋鐵道

（Canadian Pacific Rail, CPR）的重要火車

轉運要站，也是電影「齊瓦哥醫師（Doctor 

Zhivago）」拍攝火車行進景像的地方。經過

文／周松男

36

T h r e e  Va l l e y  L a k e 
Chateau（三峽湖湖濱花

園城堡渡假酒店）及正門

大樹。

簡靜香在Banff鎮上唯一的時鐘街角前攝

影留念

32

Mountain Cascade（變型山）就在Banff 
Avenue的正前方（簡靜香教授是研究

Cascade of signal transduction的國立陽

明大學生化專家）

33

Glacier Park Lodge（冰河公園客棧）：

招牌依舊，但已歇業了。

35

Emerald Lake（翡翠湖），湖水恰其

名，如翡翠般的漂亮。

34

Emerald Lake（翡翠湖）（圖34）（湖面積2.2 

Km×1.5 Km；大於Lake Louise的1.5 Km×0.5 

Km）及Golden Town（黃金鎮）兩景點後，

到達「冰河公園客棧」（Glacier Park Lodge）

（圖35），此地方過去是公路旅客常住的客

棧，目前己停業。沿途順道在Revelstoke（灰

熊鎮）休息片刻。（Mr. Revelstoke是位銀行

家，Canada BC省要建CPR鐵路向他借錢，因

此將此鎮命名為Revelstoke）。但此地方原住

民是灰熊族，所以中文譯名也採用灰熊鎮。

在Three Valley Lake Chateau進用晚餐後，

就住進Three Valley Lake Chateau（三峽湖湖濱

花園城堡渡假酒店）（圖36）。酒店正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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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歷史頗為悠久的大樹，它是種植於公元1126

年。

第5天 2015.7.10（Friday）
清晨六時一大早就吃早餐，因此我們

在早上五時就起床在美麗的湖濱花園城堡渡

假酒店散步（圖37）。七時離開Three Valley 

Lake Chateau急著趕路，趁早抵達加拿大太平

洋鐵道建築的歷史景點“The last spike（最後

一根釘子）＂，固定鐵路的最後一根釘子在

1885年11月7日正式釘上後，加拿大CPR鐵路

東西兩段才正式貫通（圖38A、圖38B）。離

開此景點後繼續參遊Merriet Lake, Swan Lake, 

Boat House及Kelowna City（水怪城），UBC

大學分校就設在水怪城，Kamloops city也設

有Thompson River University，人口約21-24

萬，因此Kelowna與Kamloops競爭BC省的第

三／第四大城（第一是Vancouver，第二是

Victoria）。車子在公路旁的Fresh fruit market

停下，讓我們休息半小時，購買當地盛產的

新鮮cherry。

接著遊玩Vernon（威隆市）、靜湖，威

隆市是BC省的第五大城市，人口也只有11萬

之多。靜湖卻是BC省最大湖。我們也特別參

觀Summer Hill Winery葡萄酒廠（圖39），酒

廠品酒解說員這樣介紹：冰酒（ice wine）要

35磅的葡萄才能製成375 ml的冰酒；Red/white 

wine只要3-5磅的葡萄就能製成750 ml的紅酒

或白酒。

中午在King Dragon Restaurant（金源酒

家，authentic Chinese food）吃完了午餐之

後，車子沿著水怪湖（奧克那根湖）繞過，

在14:10抵達Merritt市加油站路的Information 

Centre休息片刻，就一直趕路兩小時於16:00

到達Fraser Valley休息站，休息二十分鐘後馬

上繼續趕路，車子抵達飯店已是17:30，先進

去飯店（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urrey, BC, 

Canada）（圖40）安頓行李之後，

再步行到「利源海鮮餐廳」吃自助

式中式晚餐。

第6天 2015.7.11（Saturday）
早上離開旅館後，車子載大

家登上停靠在海港邊的“Spirit of 

Vancouver Island＂渡輪，渡輪在海

上航行約八十分鐘，於十一時抵達

溫哥華島港口（Port of Vancouver 

Island），上午先到島上維多利亞市

區的 “Zero Mile, Zero Kilometer”、

Royal Museum of British Columbia、

Empress Hotel（女王大飯店）及

Parliament Building（卑詩省議會大

37

清晨五時在湖濱城堡渡假酒店散步。

左起：松男、靜香、吉祐

38A

The Last Spike（最後一根釘子）on 
November 7, 1885.

打上CPR鐵道的最後一根釘子

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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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等著名景點遊玩（圖41~44）。下午再到

布查特花園（The Butchart Gardens）逛兩小

時（圖45~46）。回程改搭乘另隻渡輪（Spirit 

of British Columbia ferry）。七點住入旅館

（Sheraton Guildford Hotel, 15269 104 Avenue, 

Surrey, BC, Canada）後，才出來吃自助式晚餐

（Oriental Buffet, 15140, 101st Avenue, Surrey, 

BC, Canada）

第7天 201.7.12（Sunday）
9:00-12:30 Vancouver City tour

First, the tour guide Ms Vivi (She came 

from Tainan, Taiwan) sent 2 guests to Vancouver 

Airport for departure. Then she sent other 6 

guests to visit hot spots of Vancouver City, 

including Staney Park, China town, Gas town, 

Steam Clock, and English Bay.（圖47~49）

40

Four Points By Sheraton旅館入口側

邊漂亮而醒目的指示牌

41

維多利亞市的中心起點“Zero Mile, 
Zero Kilometer＂

42

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的正

門入口

從約二百公尺遠處拍攝E m p r e s s 
Hotel的外景

43

Parliament Building（卑詩省議會大

廈）

44

Vancouver Island上的“The Butchart 
Gardens＂聞名於世，花園內擠滿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45

靜香喜歡在可愛的花圃與小樹林中拍

照相片

46

Staney Park的原住民圖騰木柱

47

Vancouver舊China town區範圍的電

燈鐵柱均漆上紅色，與白人區的綠色

電燈柱做識別與區隔。

48

39

參觀Summerhill Winery葡萄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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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Lunch at Grenville Island/Public 

Market. After lunch, the tour guide Ms Vivi 

sent another 4 guests to Vancouver Airport for 

departure again. She dropped me and my wife at 

Vancouver Airport in the front door of “Fairmoun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She said to us 

unpolitely: “This station was my final destination, 

no more service for you and your wife.”

At 13:00, she even did not answer the phone 

calls 4 times from Prof. Lee CY Gregory. Finally 

I asked her to contact Prof. Lee to come to the 

front door of “Fairmoun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to pick-up us.

At 13:45, Prof. Lee came to pick-up us at 

Fairmount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14:00-14:50 Visited “Richmond’s BEST 

Value Riverfront Home-buildings”

15:15-16:45 Visited Richmond’s fish port, 

Blenz Coffee.

We talked and discussed about monoclonal 

antibody for OncoLock Co. Ltd., and future 

investment to OncoLock Co.,.

17:15-19:00 Visited “Designers’ Outlet 

Centre in Vancover Airport”

19:30 Tour-guide Mr Alex Chiu（邱新豪

先生）brought my lost luggage to Prof. Lee, then 

transferred it to me at a Shopping Mall.

20:00-21:30 Dinner at Kirin Seafood 

Restaurant, hosted by Prof Lee & Maria.

21:45-22:15 Night tour at Q.E. Park（圖

50）

22:35 Prof .  Lee & Maria  sent  us  to 

Vancouver Airport for departure to Taiwan.

2:00 July 13, 2015 Take CI-031（華航班

機）at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職為臺灣

大學名譽教授，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

Steam Clock at Gastown前照相留念。左起：楊

博雄夫人（楊博雄攝影）、葉興琮夫婦、葉寬正夫

婦、周松男夫婦

49

晚上十時登機前，抽空到夕陽餘暉照射下的溫哥華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Queen Elizabeth Park）夜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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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與冰島自助旅遊

冰
島（Iceland）一直是我嚮往的地方，白

日夢冒險王（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電影中的壯觀風景，就是在冰島拍攝

的。劇中男主角原本是平凡的員工，從來沒

有做過比較特別的事，後來為了找尋一張遺

失的照片，因緣際會跑到遙遠的國家冒險。

看完這部電影，我也幻想著像男主角一樣，

離開繁忙的工作，去國外冒險。但是冰島這

麼遙遠的地方，一直找不到時間與機會去旅

行，漸漸的也就忘記了。直到最近在facebook

中看到幾位朋友分享冰島的照片，才想到自

己應當把握當下，想去就去不再拖延，所以

今年暑假就與家人一起去冰島自助旅遊。

決定好要去冰島旅遊時，距離暑假還有

5個月，去過冰島的朋友建議要及早訂房，於

是趕緊安排行程。我曾經有多次自助旅遊的

經驗，算起來已去過28個國家，並且在13個

國家租車自駕旅遊過，所以對於安排行程不

會害怕，可以規劃行程，提早感受到旅遊的

喜悅。

根據維基百科，冰島面積為10.3萬平方公

里，人口約為32萬，首都是雷克雅維克，首

都附近的西南地區人口占全國的三分之二。

冰島是一個多火山、地質活動頻繁的國家。

內陸主要是平原地貌，境內多分布沙質地、

冷卻的熔岩平原和冰川。冰島雖然位於北極

圈邊緣，但有墨西哥灣暖流所以氣溫適中。

國民擁有國家提供的健康保險和高等教育等

北歐福利系統。2014年冰島位於聯合國人類

發展指數的第13位。

冰島比較熱門的旅遊方式是租車環島，

但是冰島面積是台灣的3倍大，最好要安排

兩週的時間環島，才不會太累。台灣沒有

直飛的班機，至少要在歐洲轉一次班機，通

常會選擇英國或荷蘭轉機。因為擔心離開工

作太久，影響醫院作業，最後決定經由荷蘭

轉機，先玩荷蘭並調整時差，再去冰島，

冰島只去南部，總共請假6天，荷蘭住宿兩

個晚上，冰島住宿六個晚上。機票是先由

Skyscanner網站搜尋，找到雄獅旅遊網的有位

最低票是最便宜的（訂票後30分鐘內要完成

付款），而旅館是在Booking.com網站預訂，

租車選擇網路上推薦的Blue Car Rental。

荷蘭的交通非常方便，只要購買好類似

悠遊卡的OV卡（ov-chipkaart），就可以方

便搭乘各種公共交通工具。阿姆斯特丹市區

（圖1），交通便利，有許多餐廳與商店，真

的是轉機絕佳的選擇地點。我看到不少台灣

也有的無樁式共享單車oBike，也借了車騎。

能夠使用同一個App，在全球租借自行車，

實在是方便，難怪源自新加坡的oBike會流

行。這次旅遊的照片皆使用iPhone拍攝並上傳

Google相簿保存，Google相簿還能自動將多

張照片合成全景圖（圖2，Van Gogh Museum

文／李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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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公園），一隻智慧型手機就可以具有許

多功能，讓自助旅行更加便利，時代進步真

快。

荷蘭必遊的景點羊角村很漂亮（圖

3），可以自行駕船，租自行車，享受悠

閒的生活。我們訂的民宿B&B De Galeriet 

Giethoorn，房間很大，四人住八人房，小女

兒睡得很舒服，一晚含早餐只要160歐元（圖

4、5）。

飛往冰島的班機相當熱門，雖然提早5

個月前就訂機票，還是只訂到最晚的班次，

要當地晚上11:30才到達冰島，其他時間的班

機價格貴許多。原本擔心這麼晚抵達陌生的

機場會不方便，到了後發現半夜的機場還是

很熱鬧，機場商店大多是24小時營運，而且

夏天的冰島日照時間長，雖然是晚上11:30，

天空還是有一點點亮光。整個冰島就像一個

大型度假村，而機場就是入口，充滿歡樂氣

氛。

冰島我最喜歡的一間民宿是Jaðar Holiday 

House（圖6、7），這間地圖上找不到的旅館

很特別，要經過荒涼的道路才能到達，全家

住在獨棟木屋，與世隔絕。然而這間旅館雖

然位置偏僻，民宿主人準備的早餐卻很豐盛

2

1 3 4

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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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圖8），真想一直住在這裏，利用網路

的傳輸，遠距上班。

黃金瀑布（Gullfoss，圖9）非常壯觀，

水濂洞瀑布（Seljalandsfoss，圖10、11）可以

直接走進去瀑布裏面，這些都是去冰島一定

要去的地方，畢生難忘。

冰島的主要道路，路況都很好。往本土

最南端的地吼雷海岬（Dyrhólaey，圖12），

車子要爬升一段陡峭的碎石砂礫路，且路邊

沒有任何防護，與下山的車相會時覺得驚險

刺激，這次租用四輪傳動休旅車，就是為了

冰島多變的路況準備。山上視野極好，風很

強，被強風吹得站不穩（圖13）。附近黑沙

灘海邊有火山岩區特有的地質景觀，玄武岩

柱狀節理（Reynisdrangar Cliffs，圖14）。

夏天是冰島的旅遊旺季，雖然價格較

貴但白天時間很長，天氣好，可以健行欣賞

壯觀的風景。漫步在號稱世上最美麗的峽谷

（Fjaðrárgljúfur，圖15），吹著涼爽的風（大

約攝氏12度），實在享受。雖然冬天有機會

看到極光，價格也便宜，但我覺得還是夏天

才是最佳旅遊季節。

冰島之旅最令我期待的行程是冰河健行

（Skaftafell，圖16），有名的科幻電影星際

效應（Interstellar）中黑洞附近的冰凍星球就

是在這裏拍攝的。另外一個有名景點冰河湖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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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ökulsárlón，圖17、18），更是許多電影取

景的地方，例如蝙蝠俠：開戰時刻（Batman 

Begins）。冰島真的是人間仙境，連黃昏

時（大約晚上9點）路邊的小河都很美（圖

19）。

藍湖溫泉（Blue lagoon，圖20）是這趟旅

途最後一站，這次只有玩冰島南部，期待儘

快再有機會回來冰島，往冰島北部出發。

最後分享一些心得與建議：

1. 夏天冰島的旅館很熱門，需要很早就訂，

還好Booking.com非常方便，而且訂房大多

可以免費取消，這次行程全部使用這個網

站訂房，非常滿意。

2. 冰島地方空曠，不少地方網路收訊不好，

還好Google map有離線區域導航功能，才能

順利完成行程。

3. 冰島天氣變化很快，沒有太陽時很冷且常

下雨，要準備防風防水衣服及鞋子。

4. 信用卡要先向銀行申請好預借現金密碼，

自助加油刷卡時才能認證通過。在冰島信

用卡很普遍，這次旅行如果沒有換冰島幣

現金，其實也沒問題。

冰島旅遊很方便，旅途中可以看到來自

歐美各國不同年紀性別的旅客，而且是專心

享受旅行，不會隨時低頭滑手機。希望這篇

遊記，可以增加大家對於冰島自助旅行的興

趣，早日實現冰島之旅。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臺大

醫院影醫部主治醫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影

醫部主任）

17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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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關丈夫教授與臺大醫學院

體質人類學研究
─台灣人從哪裡來？

台灣人哪裡來？
台灣人究竟起源自哪裡？有一說是來自

非洲，認為人類在約700萬年前誕生於非洲，

經過演化，至16萬年前才出現現代人類的直

系祖先―新人，自5萬年前左右才遷出非洲，

移居世界各處。而台灣的祖先就是在距今約2

萬年前，從亞洲大陸東南部沿海經由當時還

相連的陸棚遷居至台灣。

此外，也有語言學家透過古語詞彙尋找

語系起源，發現在台灣竟有20多種歧異度高

的南島語，且保留許多古語特徵，據此推論

南島語族可能即由此擴散開來的。

根據考古研究，則發現約6千年前出現在

台灣的大坌坑文化很有可能是來自中國東南

沿海，之後所發展出來的獨特南島語族祖先

型文化，並在繩紋紅陶文化時期開始向外擴

散。根據幽門桿菌基因變異性的特性（目前

發現至少有7種基因型），幽門螺旋桿菌會隨

著宿主人類遷移，但其毛利型只在太平洋島

嶼與台灣的原住民身上有發現，這項發現與

語言學的結果不謀而合，南島語族可能是由

台灣擴散出去的。

再從遺傳學來看，分析粒線體DNA的

結果，推測台灣原住民可能是台灣最早住民

的後裔，因為分析其DNA原鄉大多為東南亞

島嶼與中國南部；而海岸族群原住民的DNA

則與東南亞島嶼住民有許多共同點，表示這

些地區自古以來可能持續有基因交流。透過

DNA的分析比較，與古今骨骼標本進行體質

人類學分析，甚至如果能夠發掘出舊石器時

代的人骨進行體質人類學分析，也許就能解

開台灣人的起源之謎。

台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沿革
體質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大分支，專門

研究人類生理構造，偏重人類演化、人類的

生物性，以及人與環境、文化的交互影響。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類演化與現代人遺傳學

的研究。

　　面對人類起源、人類的遷徙遺跡等亙古謎團的挖掘，科學家及考古學家費盡千辛萬苦收集化

石、骨骼、石器等事物企圖拼出完整拼圖，然而畢竟古代遺物太少，實難將空白處一一填補。但體

質人類學及族群遺傳學的研究將有助於解開謎團。

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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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先聲

台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在日治時期之前

鮮有研究報告，1895年後，日籍學者陸續來

台，方才開啟了這方面的研究，而在台北帝

大醫學部解剖學科成立後，才開始有系統、

有計畫且大規模地展開體質人類學研究。

1936年，金關丈夫教授擔任台北帝大

的教授，與森於菟教授一同負責醫學院的籌

設。

金關教授（1897~1983年）是日治時代

相當著名的解剖學、人類學、考古學家，也

是奠定台灣人類學研究的先聲，當時他在台

北帝大擔任解剖學第二講座的教授，主要負

責解剖學教學，課餘時間全力從事台灣各族

群的「人類學」研究，長期投入台灣原住民

體質研究及古代遺跡的挖掘，並以「測量」

及「觀察」兩種方式進行人體測量，包括活

體測量及骨骼測量（主要測量顱骨）；另

外，他也從事血型、手腳紋理、軟部織組之

人類學研究，以及各種族學童的身體發育等

研究，對台灣的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貢獻良

大。

即使在戰後，金關教授不得不返回日

本，但其門生余錦泉、蔡滋浬及蔡錫圭等位

教授仍承續其志，持續研究並發表論文。

二、透過新法探尋新線索

二二八事件後，金關教授在返回日本

前，將歷來收集之數量龐大的骨骼標本全數

捐給臺大醫學部並委由蔡錫圭教授保管，不

過由於曾歷經四次重大搬遷，並未受到良好

保存，以致部分標本受到損害。

至1995年時，這批骨骼標本才由時任

醫學院院長的謝博生教授提撥專款，委請蔡

錫圭、盧國賢兩位教授與日本學者土肥直美

教授協助清洗、整理、登錄，並正式於2000

年成立「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有系統地陳

列、保存這些珍貴標本，以供後續研究。

雖然金關教授在臺北帝大醫學部任教期

間，與其學生已針對這批骨骼標本相繼發表

過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及論文，但蔡錫圭教

授接手保管後，透過新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討

各種族間遠近關係及其遷移與鄰近島嶼居民

的關係。2008年8月，蔡錫圭教授邀請多位日

本學者一起合作，透過新的方法與技術做進

一步的研究與發表相關研究報告。

其他追溯人類的起源與遷徙的方法

一、DNA分析

1987年，美國學者分析經由母系代代相

承的粒線體的粒線體DNA後，發現人類所

有族群都可追溯到20萬年前的同一位非洲女

性。之後進一步分析只能經由父系遺傳的性

染色體―Y染色體分析，獲得同樣的人類起源

於非洲的發現，並提升區辨各族群的能力。

透由分析各族群的粒線體DNA而獲得數

百個遺傳標記，提供了詳確的人類的遷徙路

徑，可描繪出人類如何從非洲遷徙至美洲。

為了獲得更進一步的遺傳證據，研究人

員也開始探尋人類身上的微生物，如細菌、

病毒、蝨子等，試圖透過檢查它們的基因是

否也有類似人類移動的遷徙模，藉此復原過

去人類的擴散遷移路徑。

二、碳定年法

碳14是一種不穩定、放射性非常微弱

的碳同位素，當宇宙射線進入大氣層，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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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層中的氮，就會形成具有放射性的碳14

（14C），其與氧反應形成二氧化碳，隨後溶

解於水中。

所有的生物都會與大自然交流碳14，

碳14透過生物的呼吸作用而進入生物體內，

故而所有的生物體內都會維持定量的碳14，

如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時會吸入大氣中的二氧

化碳，一直到生物死亡了，無法再繼續補充

碳14，生物遺骸的碳14比例就會逐步減少，

約每隔5730年便減少一半，因此只要測出生

物遺骸（如骨頭、貝殼、穀物等）中殘存的

碳14濃度，即便推算出該生物體大概的年

齡，及其大概的死亡時間，此法即「碳定年

法」。

三、骨化學

「骨化學」（Bone chemistry）就是分析

骨骼中的化學成分，藉此推測骨骼主人生活

的年代及平日的飲食習慣，根據骨骼中各種

同位素的比例，可以知道個體當年生活的飲

食習慣，展現更完整的生活細節。

2 0 1 8德捷奧音樂之旅
各位景福人：

　　您好！先祝大家節日愉快！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聽甚至唱過巴哈、休曼、孟德爾遜、華格納、貝多芬、海頓、修伯特、

莫札特等所作的悅耳動聽膾炙人口之著名音樂，也許會想到他們生活過的地方去瞻仰尋找他們

的足跡，領會他們作曲時的時空背景環境心情更向他們致敬，感謝他們對音樂的不朽貢獻！

　　因此特選明（2018）年美勞動節後秋高氣爽時節，請很有口碑的附近Gate1旅遊公司為我

們量身訂作為期約兩週（9月9日出發到法蘭克福，9月22日由慕尼黑回程的德捷奧三國音樂家

之旅，參觀他們之故居／紀念館／博物館更賞聽些他們所創的著名音樂。）

　　茲此附上相關旅遊計劃包括行程費用等，欲知詳情請覽音樂之旅―景福版http://hiko108.
blogspot.com/2017/10/2018.html2018［德捷奧音樂之旅］，歡迎大家偕眷攜朋帶友踴躍參加。

台灣欲參加者即日起至2018年3月1日前預約報名，請先向景福會黃秀麗女士(02)23123456
＃67353登記（英漢姓名／電子郵件址／通訊處／聯絡電話，同行者每人也須填寫，且以護照

上名登錄，並告知所需房間數：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若成行將會將資料彙轉到Gate1
由它來處理付款等事宜。機票部分會請在台北之旅行社代辦。

　　國外欲參加報名者一經決定成行，我代表簽約後會提供帳號―wire tansfer，信用卡或銀行

本票寄到：

Mr.A.Zisling,VP-Group Sales Department
Gate 1 Travel，455 Maryland Drive，Fort Washington，PA 19035，USA
祝 全家福

李彥慧 2017.11.
李彥慧

610 527-0257，hiko108@hotmail.com 
155 South Spring Mill Road, Villanova, PA 19085,USA



編後語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36

文／陳世杰

又
到了一年的歲末，祝福大家這一年都過得平

安順利。本期的醫學新知「微波消融肺部

腫瘤」，主要在介紹局部腫瘤治療的最新進展，

透過不同能量的給予，可以把局部的腫瘤完全消

滅，同時也保留更多正常的組織器官，目前發展

已經非常成熟，可以同時合併化學治療跟標靶治

療，得以延長病人的壽命。

接下來的兩則醫學論壇，第一個，延續上一期的介紹，有關「新生兒科學的發展」，背後竟然

有這麼精彩的故事，有時候科學的進步，真的是需要有大人物的加持。

求學的時候，是母校的金字招牌照亮大家，畢業之後是大家用一輩子的努力，來光耀母校的培

育，感佩王佳文醫師，一生的堅持以提升基層醫療的品質並推動全人醫療的目標。

讀著讀著這一期的「醫學生的情詩」，可以感受到50多年前純樸社會的那種清純清純的愛，忍

不住小鹿又亂撞了起來，應該也讓大家又年輕了不少。

兩篇校友小品，一位是紀錄了牙科江俊斌院長，足以成為大家楷模的點點滴滴。另一則是大家

所熟知王維的詩「紅豆生南國…」，最後竟然超展開成紅豆山，真令人大開眼界。

冬天就快到了，來看看校友們都到哪裡休閒旅遊呢？「加拿大洛杉磯山脈冰原之旅」還有「荷

蘭與冰島的自助旅遊」，有沒有讓你心動呢？行百里路絕對勝過讀萬卷書，該開始規劃行動了。

而在壓軸乃出自編輯部整理醫學人文博物館展覽主題「台灣人從哪裡來？」的探究，正是本期

封面的故事。

最後感謝景福醫訊的編輯團隊，幫忙協助校稿，亮月小姐幕後行政協調，讓本期可以順利出

刊。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90年畢業，現任臺大醫學院放射線科副教授）

作者（左）全家福



NATMA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參訪 臺大醫院員工健行
時間：2017年11月7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7年10月22日 地點：大溝溪西畔步道

　　　碧湖步道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參觀醫學人文博物館 邱泰源理事長致辭



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卓越服務貢獻獎

時間：2017年11月10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台灣醫學會記者會 

時間：2017年11月8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