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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106/11/16 王珮榮 500
106/12/7 林高德 3,600

106/12/20 黃志勳 2,000
邱仲慶 100,000

106/12/29 邱仕文 200,000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106/10/2 陳慧玲 30,000
106/10/20 楊成錦 10,000

蔡彥棠 10,000
陳永成 10,000
侯勝茂 100,000
蒲永孝 100,000
郭壽雄 20,000
吳啟欽 20,000
姚景昭 10,000
王榮德 100,000
林銘川 10,000
張峰銘 100,000
邱家勝 10,000
黃富源 5,000
梁友英 10,000
侯書文 10,000
賴錦德 10,000
簡崑山 5,000
洪焜隆 10,000
顧懷青 10,000
彭伊中 120,000
賴永章 10,000
黃英峰 1,000

106/10/25 陳光燦 10,000
106/11/1 王子哲 100,000

106/11/16 許聖美女士
（許瑞雲校友之女）

23,400

106/11/17 許郡安 10,000
謝豐舟 100,000
沈福全 100,000
林季珍 100,000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趙文元 100,000
106/11/22 陳德全 100,000
106/11/28 王廷明 12,000
106/12/20 謝國雄 9,000

呂燕林 3,000
鄧昭雄 10,000

謝新崧、傅蘭芝 500
周顯彰 200
鄭珣 200
陳鵬生 500
黃哲陽 1,000
邵婉如 200
鄭汾洲 500
王錦文 4,000
鄭敏夫 250
劉玲玲 500
張育文 500
韓李慧嫻 200
李彥輝 1,000
郭宏光 10,000
王信宏 100
莊哲男 2,000
馬鴻福 500

呂錫林、徐　蒓 30,000
葉炎林 1,000
王肇俊 500

賴明詔、翁惠瑛 20,000
106/12/29 陳為堅 10,000

沈樂知 20,000

醫　學　人　文　關　懷　專　戶

106年10~12月徵信錄

▲醫學校區新升等教授合照 ▲張院長與同仁共樂

▲新舊教師聯誼會進行移交

▲舊任教授聯誼會成員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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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癌症骨轉移

癌
細胞骨轉移，即自原發性腫瘤的癌細胞

擴散到骨骼。癌症骨轉移一直是臨床醫

師治療病人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這使癌症

的治療更加困難，亦增加了患者的死亡和腫

瘤復發的機率。本文將介紹癌細胞骨轉移的

成因以及分子機制，更分享我們初步的癌細

胞基因改造篩選實驗中所得之令人興奮的成

果。

癌細胞從原來的腫瘤（原發性腫瘤）沿

著血液或淋巴系統到達身體遠端的器官生存

下來，而且還擴散到身體其他地方或組織繼

續生長，形成新的腫瘤（即繼發性腫瘤），

這過程稱為癌症轉移（metastasis）。一直

以來，癌細胞如何躲過免疫細胞的毒殺，以

及為何某些癌症（例如乳癌、肺癌或前列腺

癌）偏好轉移至骨頭是癌症醫學研究人員亟

欲釐清的課題。

骨髓組織已被認知是個富含生長因子的

獨特環境，非常適合轉移性瘤細胞建群。在

成骨過程中，成骨細胞鋪設多種生長因子，

將其併入骨基質中（bone matrix）。因此，癌

細胞會釋放諸如TNF和RANKL等發炎因子，

直接刺激破骨細胞的增生與活化，使骨基質

分解以供給癌細胞生長所需的激素，更是造

成病人骨密度下降與骨折的元凶，在醫學上

被稱為溶骨性病變（osteolytic lesions）。這些

骨折部位尤常見於脊椎，股骨，肱骨及肋骨

等，若因而壓迫局部組織，造成神經功能損

傷，失去運動或排泄功能，大幅影響病人療

程的生活品質。因此，針對早日癌症合併骨

骼轉移的確診與高度骨轉移癌細胞的專一性

治療是未來醫療研發方向。

目前的治療方式仍以放射治療（電

療）、化學治療（化療）、荷爾蒙療法搭配

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s）為主。

放射治療以高能量射線摧毀癌細胞，殺死或

縮小癌腫，緩解痛楚。化學治療以利用強效

的藥物殺死癌細胞，透過摧毀癌腫或控制癌

腫生長。人體內某些天然化學物質（荷爾

蒙）會刺激部分腫瘤生長（例如雌激素可

加速某些乳癌的生長），而荷爾蒙療法則

有助阻止這些化學物質發揮作用。另外，

Bisphosphonate（雙磷酸鹽）為臨床上常見的

治療骨質疏鬆的一種藥物種類，主要是抑制

破骨細胞的增生，因此，這類藥物能夠有效

地干擾癌症骨轉移破壞骨頭的過程。但這些

不分敵我的治療方式常常使病人產生嚴重的

副作用，所以我們的研究團隊投入所有研發

能量於找尋具特異性的高轉移癌細胞表面蛋

白並透過癌症骨轉移動物模型，來初步評估

所篩選的標靶蛋白在癌細胞骨轉移的抑制作

用。更進一步與生技製藥合作開發新的抗高

度骨轉移癌細胞診斷與治療。

根據先前的研究結果指出，過量表現

修飾癌細胞表面蛋白的某特定醣化酵素會增

強癌細胞的惡性行為，如細胞轉移及爬行能

文／林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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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們將更進一步探討此醣化酵素與

癌細胞骨轉移的關聯性。我們利用基因

抑制方式有效地降低此醣化酵素在乳癌細

胞的表現量，並收集其細胞培養液與破骨

前驅細胞進行培養，再利用特殊化學染色

（TRAP）觀察破骨細胞分化的情況。初步

結果與我們預期相符，此醣化酵素確實與

癌細胞骨轉移有關聯性，我們將更進一步

分析其中的機制，並利用動物模型來開發

新的專一性標靶藥物。

延伸閱讀

1. Mundy GR. Metastasis to bone: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Nat Rev Cancer. 2002 Aug;2(8):584-93. 

Review.

2. Brown JE1, Coleman RE. Denosumab in 

patients with cancer-a surgical strike against 

the osteoclast. Nat Rev Clin Oncol. 2012 Jan

3. 骨科部主治醫師 楊榮森。轉移性骨癌的診

治。臺大醫院骨科 衛教資訊

4. Chou CH, Huang MJ, Chen CH, Shyu MK, 

Huang J, Hung JS, Huang CS, Huang MC. 

Oncotarget. 2015 Mar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科助理教

授）

圖1：簡介癌細胞誘導破骨細胞分化機制圖。

　 　改編自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12.2

圖2： 利用TRAP特殊染色觀察乳癌細胞培養液對破骨細胞之分化。圖右：對染色細胞進行

記數統計，乳癌細胞醣化酵素基因抑制組與基因正常組統計結果達顯著差異。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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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杏林

我的教學、研究、行醫

和著作的人生經歷

我
出生於台中近郊的潭子鄉下，我的學

生時代從小學到大學可以說一帆風

順。小學都是班上第一名，考入台中一中初

中部，畢業時全年第九名保送直升高中。高

中畢業時全年第一名，保送臺灣大學醫學

院。在臺大每學年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Top 

5%），得到免學費及書卷獎。臺大醫科畢業

時全班第四名，順利進入臺大婦產科當住院

醫師。當時住院醫師的升遷採用金字塔制度

（Pyramidal System）逐年減少人數，第一年

7人，第二年5人，第三年3人，總住院醫師只

留1人。離開臺大的同僚有的轉到地方醫院，

大部份走出國進修的路程。我很幸運留任

1965年的總住院醫師，一年後升任主治醫師

兼任臺大醫學院講師。

更幸運的是我以後教學研究的兩個場

所，臺大醫學院及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都

是第一流的醫學中心，有優質的醫學生，一

流的研究設備，優秀的老師和同僚，不論我

的學習或是我的施教都有好的成果。本文就

想依我從業的先後順序，敘述一些比較不尋

常，記憶猶新的經歷。

先從臺大婦產科住院醫師的工作與學

習說起。第一年，第二年住院醫師屬低年

級，第三年住院醫師和總住院醫師屬高年

級，整個團隊都是當年同甘共苦的伙伴。同

年次的住院醫師輪流到不同的工作單位，

如：產房、開刀房、門診部、產科病房及癌

症鐳療。不同級的住院醫師有一定的教育督

導，責任層次分明，也就是上司管下司，鋤

頭管畚箕，上命下遵，井然有序。因為住院

醫師們的日夜相隨，臨床經驗的獲得由上級

住院醫師而來的比來自教授們的教導要多。

口述的知識和一刀一針的學習最具效力。這

些同甘共苦的經驗，大家培養出很深厚的感

情。尤其是1965年我擔任總住院醫師，每天

都在教導低年級住院醫師使用產鉗或吸引器

助產，作剖腹生產，產科急診急救或處理子

宮外孕破裂大出血的病例。當時臺大醫院尚

無血庫的設備，往往召喚賣血的青年（俗稱

血牛），直接輸血給因失血過多而休克的病

患。只要是O型血型，陰性梅毒血清反應就算

合格。緊急手術常為子宮切除的大手術。低

年級的住院醫師經過短暫的急診處理考驗，

大家學得很快，熟能生巧，多能善盡職責，

充分發揮團隊精神。幸而大部份病患命大，

多能轉危為安。讓參與急救的住院醫師和護

士額手稱慶，有一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

屠」的快樂感。等到負責產房的主治醫師聞

聲趕到時，危機期間已過，一切恢復平靜。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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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杏林

在我四年臺大婦產科醫師生涯中感

到悲痛，終生難忘的就是參與急救兩例稀

有而嚴重的羊水栓塞症（Amnio t ic  F lu id 

Embolism）。第一例是我當第三年住院醫

師值夜班時擔任婦產科魏炳炎教授接生的助

手，很不幸地臺大史無前例的生產中合併

症，產後大出血、呼吸困難導致休克的急

症，發生在臺大醫學院長魏火曜的女兒，外

科洪慶章醫師的夫人，藥學系魏如圭講師身

上。雖然即刻動員醫院各方面專家，包括血

液科劉禎輝教授等搶救，終告失敗。此事震

驚全院也使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非常傷

心。病理解剖證明患者肺部有嚴重的羊水內

含物栓塞，造成全身血液失去凝固的功能。

無獨有偶的，翌年我擔任總住院醫師時，第

一年住院醫師林永豐醫師接生的婦人也發生

同樣大量產後出血休克，搶救無效，病理解

剖同樣證明是另一例的羊水栓塞症。此事雖

為50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

1966年至1969年我在臺大婦產科擔任

主治醫師兼任醫學院講師期間，另有兩個差

事。由魏炳炎教授介紹到在台北的美國海軍

醫學研究所學習組織培養，病毒分離和染色

體分析的新科技。另外每星期有兩個半天到

台北公保門診看診。我在住院醫師期間在陳

皙堯教授指導下作周產期胎嬰兒死亡率的統

計，母死亡率的統計，產中子宮收縮狀況的

連續性描繪。在魏炳炎教授指導下作雙胞胎

的臨床研究。在主治醫師期間我除了給醫學

生上課外，也指導醫學生，住院醫師作周產

期胎嬰兒死亡率的後續統計，產科出血合併

症，子宮破裂等等研究。在美國海軍研究所

我作了許多染色體分析研究，包括習慣性流

產，男女性器官畸形病例，子宮頸癌，子宮

內膜癌，卵巢癌的染色體。結果和美國約翰

霍金斯醫學院Howard Jones大教授發表的結果

完全相同。在臺大七年共有16篇論文都發表

在台灣婦產科協會雜誌或台灣醫學會雜誌，

只有一篇「台灣雙胞胎發生頻率」發表在美

國權威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我的事業到了這個階段走到十字路口。

我在公保門診頂著臺大醫師的大名，就診病

人非常踴躍，每半天30個病人很早就掛滿。

當時我岳母洪金雀醫師在台中開設「洪婦兒

科醫院」，我如果想走開業的路，可以接替

她退休後的場所，一定會成功。可是我更想

走教授的路，我正沉迷於染色體分析及產前

診斷這門新科技，當時在台灣已沒有高手可

以指導。只好辦理留職停薪，申請到紐約州

立大學南州醫學中心的研究員，在Valenti副

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大規模的羊水細胞培養和

染色體產前診斷研究。就在紐約觀看美國太

空人登陸月球的報導的1969年夏天，開始了

留美深造的工作。我們最先發表了鑑別男性

胎兒的羊水細胞螢光染色點（Y-染色質，相

對於女性胎兒的Sex Chromatin）。後來又首

度發表多發於猶太人的Tay-Sachs Disease的產

前診斷，登載於英國著名期刊Lancet，轟動

一時。為了遵守魏主任出國兩年後返科服務

的承諾，我於1971年9月回臺大婦產科擔任講

師，1972年1月接獲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主任

Raymond Vande Wiele教授來函接受我為第三

年住院醫師兼細胞遺傳學研究員的職位，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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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72年2月赴任。在哥倫比亞當住院醫師，

要和競爭性強且巧言善辯的德國人、英國

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後裔平起平坐，並不

好過。好在臺大的臨床經驗和研究基礎，使

我有能力和他們一爭長短。在哥倫比亞有許

多副教授指導的特別門診，如生殖內分泌，

高危險產科，高血壓妊娠，糖尿病妊娠等

等。每週都有和新生兒科一起開會的病例討

論，我學到很多，對我以後在芝加哥大學任

教的工作，成了很周全的準備工作。

1974年我轉到同在紐約市的愛因斯坦

醫學院專攻周產期醫學（Perinatology）或稱

Maternal-Fetal Medicine（包括高危險性產科及

胎兒醫學）。當時美國婦產科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y）剛成

立三個次專科（Subspecialty），Perinatology

便是其中的一個。指導教授為該醫學院婦產

科主任休曼教授（Harold Schuman），另一為

助理教授撒拉那（Luis Saldana），他們也正

在學習此領域的新知。休曼指定我每週讀一

個議題，然後每星期一早上8點至11點三個鐘

頭，我講給他們兩人聽。之後再就疑難處相

互討論或翻閱教科書。休曼稱此為牛津教學

法（Oxford Teaching Method）。這樣兩年累

積下來，妊娠合併症，胎盤、胎兒的生理、

病理都瞭如指掌，我於1976年通過該次專家

的筆試，1979年通過口試，成為獲得該次專

家資格的第一個亞洲人。這兩年我們也做動

物實驗及用Prostaglandin誘產的研究，並有8

篇論文發表。

1 9 7 6年春天，我赴費城參加婦科科

學研究學會（S o c i e t y  o f  G y n e c o l o g i c a l 

Investigation）的年會，並發表論文。芝加哥

大學由哈佛大學聘來的新婦產科主任亞瑟赫

伯斯特（Arthur Herbst）教授和產科部主任

阿鐵夫莫亞（Artef Moawad）教授也去參加

該會。他倆雙雙約見我並誠懇地邀請我到美

國一流的芝加哥大學任教。那時全美國只有

60位受過正式的周產期醫學訓練的人才，各

醫學院競相爭取。紐約附近的幾個醫學院都

有意聘請我，最後我選擇了芝加哥大學從事

醫學研究及教學。1976年至1980年擔任助教

授，1980年至1987年擔任副教授，1987年至

2001年退休擔任正教授的職位。芝加哥大學

每年有105位醫學生，其中70位於六年級時輪

流到婦產科實習，其餘的到其他附設醫院實

習。我除了給他們講課外，也要帶領他們在

門診部，產房，開刀房，病房迴診，和參加

各種討論會。婦產科住院醫師每年六位，四

年共24位，當然要有更實際的臨床指導，並

經常做三位住院醫師的導師，經常討論學術

及生活上的問題，也指導他（她）們作研究

論文。產科部每年錄取周產期研究生一名，

由多位產科教員共同輔導。這25年期間我

一直負責高危產科門診（Obstetric High Risk 

Clinic），輔佐醫學高危門診（Medical High 

Risk Clinic）。後者由高血壓內科教授林海

馬（Marshal Lindheimer）和一位婦產科同僚

先由羅因松副教授（Richard Lowenshon），

後由菲力比教授（Mike Philipe）負責。兩個

高危性門診的記錄都用電腦儲存，便利以後

做各種研究的資料庫。產房及住院病人的照

顧，每個月由兩位主治醫師（一位研究員或

助教授，另一位副教授或正教授）帶領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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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從事醫療工作。每位教授每年輪到兩個

月的臨床服務，其餘為研究、開會、著作的

時間。我每年外出講學，參加美國及國際會

議，再加上一個月的休假，總有三個月不在

醫院。25年受教於我的住院醫師有150位，婦

產科訓練的周產期研究員（修習兩至三年）

有16位，另外由東方的韓國、中國、台灣而

作為跟隨我從事周產期醫學研究的客座研究

員共有8位。2001年我退休時被芝加哥大學聘

為終身榮譽教授。

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時代，即以「胎

兒成長遲滯症」作為研究的中心議題。在

1970年代以前，輕體重新生兒都一律以早產

兒看待，後來慢慢認知其中有三分之一，

並非早產而是在子宮內成長緩慢的一群高危

險性胎兒，成因很多，最常見的是有高血壓

的妊娠。如果在產前或產中沒有特殊照顧，

則發生合併症或死亡率大量增高。後來我的

研究更擴充到胎兒成長過大，尤其是糖尿

病妊娠導致巨大兒（Macrosomia）的出生。

接著幾年來由動物實驗及臨

床研究漸漸認知在子宮內促

進成長荷爾蒙不是成長激素

（Growth Hormone）而是胰島

素（Insulin）。我遂與芝大的

內科主任，糖尿病專家魯賓斯

坦教授（Arthur Rubenstein）

合作測定臍帶血及羊水中C -

蛋白（Connecting Peptide，係

由Proinsulin分離出Insulin及

C-pep t ide兩份子）含量，因

C-peptide不被胎兒新陳代謝消

耗，可以當作胰島素分泌量的最佳指標。我

們的研究對象分三組，即糖尿病胎兒，正常

胎兒，成長遲滯胎兒，而以高分泌胰島素，

中度，及低度的假說進行。結果證明我們的

假說是正確的。1980年發表這個研究結果時

轟動一時，引起國際婦產科，小兒科學界的

關注，祝賀及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飛來，

難以招架。另一項突破性的研究結論為避免

糖尿病巨大兒，糖尿病的控制要在妊娠31週

以前完成。到我退休為止，我發表了88篇研

究論文，在美國及國際發表演說210場，出版

了兩本胎兒醫學的英文教科書。

1980年代及1990年代我因參加國際性

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或學術演講曾到過

埃及的開羅，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英

國的倫敦和諾丁漢，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比

利時的布魯塞爾，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俄國

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澳洲的雪梨，日本的

東京、大阪、京都和福岡，中國的北京、上

海、西安等城市。我曾返台四次作為期一個

林靜竹教授出版的兩本書

左：「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2010年出版

右：「愛心集，林靜竹文集第二集」Create Space 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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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客座教授，臺大（1982, 1989），長庚

（1984），國防醫學院（1988）。我曾於

1984年到日本十個醫學院作兩星期的巡迴講

學。1993年參選臺大醫學院院長，有六位臺

大教授及六位美國教授參加。第一輪由遴選

委員會選出五位，其中四位是臺大醫學院教

授，海外僅留我一人。之後以副教授及正教

授投票方式進行，我這位人地生疏的海外校

友只能跑在最後。1996年成功大學校長到芝

加哥找我見面，邀請我參選第二屆成大醫學

院長，並請成大北美校友會長為推薦人。第

一輪遴選委員會推出三人，經過治校理念及

學術演講，面談等程序後，遴選委員會提兩

位候選人給校長選聘，我又落入第二名的命

運。1999年參選新設馬偕醫學院籌備主任

時，在演講、面談後我放棄第二次會談，禮

讓對手我臺大醫學院同學，聖路易大學的高

銘憲教授。至此我想回饋台灣參與醫學教育

改進的理想終成泡影。

在我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期間有幾件小事

值得在此一提。我在日本講學認識曾任東京

大學婦產科主任的阪原正一教授（日本皇后

的婦科醫師）和中林正雄教授（日本太子妃

的產科醫師）。在一次箱根的國際會議酒會

中和日本第二皇太子秋荻宮，太子妃紀子面

對面暢談。有一位韓國女子和她的丈夫都在

芝加哥大學研究所進修，我曾照顧該女子產

前檢查，妊娠七個月時，他們獲取學位，即

將回國。因有胎兒成長遲滯之嫌疑，我吩咐

她要找專門的醫師照顧。她回答說：「我父

親會妥善安排」，原來她的父親是當時韓國

的總統盧泰愚。有一位芝大婦產科的住院醫

師非常優秀，我是他的導師。後來他專攻婦

癌專科，到別的醫學院就職，20年後（2012

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當醫學院院長。這些

記憶在我心目中永不褪色。

一般人都認為醫學院教授都要在教學、

研究和醫療三項都有出色的表現，我認為還

有另一個使命就是要著書立說。我在芝大任

教期間曾出版兩冊我專業的英文教科書：

「子宮內胎兒成長遲滯症」McGraw Hill, New 

York, 1984和「高危險性胎兒」Springer Verlag, 

New York, 1993。有人問我在美國出版教科書

的感想，我說：「我當醫學生用的是英文教

科書。如今我在美國當教授，應該寫英文的

教科書給美國醫學生，受訓中的住院醫師，

研究員及訓練後的開業醫師。這樣投桃報

李，也算是人生一樁樂事」。退休後我繼續

寫中文的書：

‧「留美夢，台灣情，林靜竹文集」前衛

2005，425頁；

‧「台美生涯70年，林靜竹回憶錄」前衛

2006，505頁；

‧「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2010，245頁；

‧「台美人生命腳跡」［和七位台灣同鄉

合著］Create Space 2016（A Division of 

Amazon），245頁；

‧「愛心集，林靜竹文集第二集」Crea te 

Space 2017（A Division of Amazon），320

頁。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大學榮譽教授，現定居於加州東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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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的情詩（四）

文／戴鐵雄

贈信君卿卿……

愛的真諦情的詮釋

一朵鮮花一份情

千粒花蕊千份意

花卉默默無語

願能善解花意

花神悄傳情詩

願能捎來笑意

珍惜有限的今日

緬懷無垠的將來

願迎接眉飛色舞

願永別皺眉神傷

緊擁溫馨美好

永保高雅美貌

讓笑靨永存

讓青春長駐

永遠的冰鴻2000情人節送信君鮮花

至愛

午夜夢迴

穿簾月光映顯

偷偷爬上秀髮銀絲

膽怯地惜瞄

惱人時光在

素潔白沖嬌容點出

淡淡褐色斑點

放肆地

迷人櫻唇　遙吻猶

微哂輕鼾沉迷於

濃醇的夢境

不知情地

遲暮突閃腦海叫人驚起

攬鏡自賞　面對

滿頭白髮鏡中人　一抹苦笑

浮上嘴角返顧

夢中人　呵！

天生愛美的她…

光陰女妖別耍心機

莫妒嫉　休得意

再怎麼塑　怎麼捏　永遠　搶不走

我心中至愛的美姿豔麗

1993、11、24夢迴 於信君枕邊

遲暮

像個稚真的少女　弄丟她心愛的娃娃

迷失的人玩光了歲月的寶庫

燦爛的陽光　照不亮褪色的黑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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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煦的月影　撫不回逝去的年華

爬上高崗極目遠眺

捉不住半絲飛逝的光陰

輕輕漫步沙灘　洶湧波濤

捕不牢浪花挾走的時光

拖著微駝的背影

輕挪蹣跚的步履

於黃昏來臨前

盡情地享受綺麗夕陽的餘暉

（至愛的情人：再過三十年，這將是妳我

的寫照，抓住眼前的彩霞，盡情地享受人

生吧！）

1994.04.12夜 於恆春

人生

赤裸的小小天體，揮舞空空雙手

初睜雙眸，一瞬間，無從選擇地

闖入花花世界萬花筒

參與一場短暫的遊戲人間

爬爬坐坐的天真，牙牙學語的無邪

累積失敗又失敗的，危危站立

搖搖擺擺，跌跌撞撞的蹣跚起步

稚年，裸裎相對的兩小無猜

童年心機全無的家家酒

這一切美好善良，孕育自

一陣兩情相悅的繾綣

兩心互許的炙情

轉眼間，純真少年掉入大染缸

染出人生舞台的種種角色…

善良、進取、卑鄙、偷竊、狡詐、謊語…

純潔無瑕小心靈

裂解成多少

好人、壞人、強人、弱勢、聰明、愚惷…

於是，爭名奪利競相上演

叢林野獸弱肉強食嘴臉

優勝劣敗嗜血人生醜劇

一再展現…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演好台上角色，沒甚麼好計較

人生如櫻花

花開亮麗，那堪一陣風雨

瓣瓣花蕊飄落滿地，化做春泥

人生短暫如過路雲煙

權位財富是虛，造福大眾才是永恆

人生無常

幻如悠悠白雲，出沒不定，變化萬千

像似水上浮萍，隨波晃蕩，飄流四方

生命是條繃緊琴弦，歷盡

滄桑人海，悲歡離合，興衰榮辱

剎那間弦斷音消，一切回歸塵土

留下萬千美好回憶

不帶走半片雲彩，不挾走半節弦音

像陣輕風，來時偶然，去時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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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揮手，瀟灑的走

唯一帶走的，依然是

兩手空空

（眼見兒女成家立業，孫兒女輩繼續茁長

有感1995.10刊於景福醫訊）

時光

午夜夢回

夢境美景連綿、多彩多姿

霍地醒起

執筆速描夢幻仙境

苦於久未弄墨

詩情韻味，終飄渺無處覓

追不回丁點謎樣畫意

終日勞碌

際遇起伏多波

驀然驚覺

攬鏡欲尋回昔日時光

苦於眼神老花

瀟灑英姿，早迷矇成追憶

尋不回丁點青春年華

冰鴻1993.11.12

深夜

細雨淅瀝

黑夜御著冷風

悄悄佇立 

綴滿雨珠的

窗前

燈光斜照

射出淡淡金黃

月琴半擁

纖指輕撥

思想起情韻

緩緩流逝

低頭筆耕燈下

偶然抬頭

眼神交會

一語不發

眼角魚尾　飄浮

笑意

1996.01.05深夜，冷風偷窺室內的溫馨，信

君　妳喜歡偷窺我倆的冷風嗎？

獨處

送她登機回來

寂靜裹滿門扉

坐上潔淨沙發

關掉電視

關掉錄音機

品一口茶壺中初泡的濃茶

拿起報紙瞥見

在窗旁熟睡的白貓

捲起的窗簾穿入

暖暖的午後冬陽

桌上花香襲來

放下報紙

關小滾開的瓦斯

再沖泡一壺濃茶

瞧一瞧蝸行的錶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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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意的輕撥一聲

單音的琴絃

櫻花

偎依櫻花樹下

隨著微風

片片飄落花雨

灑滿併排櫻花隧道

輕輕踩上

散落地面花瓣

感嘆櫻花宿命的短暫

嬌豔時的決然飄零

只留倩影供追憶

微風輕滑樹梢

五瓣紛紛飄散墜地；分不清

是微風吹崩櫻花，或

櫻花自行崩裂

低頭端詳踩扁花瓣腳跡

不知道

是把光陰與花蕊一起踩碎，還是

光陰從花蕊腳跡間流逝

（註：攜妻東瀛賞櫻抒懷）（96.04景福醫

訊）

報復

開車迷路

匆匆

遲到

小外孫女生日宴

「阿公老人癡呆症

迷路了」

阿嬤笑著解釋

趕緊　將這

第一次罵我的話　裝進

罐子裡　加上

防腐劑　變成

木乃伊　刻上

她的名字　牢牢的

封起來

等到

很老很老了打開

瓶蓋

一小口一小口

慢

慢

咀嚼忘記了的

陳舊回憶

1995記於孫女 戴妍生日

賀卡掀起的漣漪

不知是善意

抑是惡作劇

也不問我倆鶴齡已幾許

老去的心靈能否經得起

昔日熾烈戀情重現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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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青杏五十」年青小姊弟

以「一張年輕快樂的賀卡」的贈與

無端地攪弄起

這久已平靜了的心湖底漣漪

喚醒了早已褪色的昔日戀情的回憶

是那麼突然　那麼強勁底

襲亂了我心靈的韻律

也因裝不進太多突發的熱情

而嘆息

而顫慄

於是我偷偷將這張年卡深藏起

不叫那復燃的強烈戀火

向另一個寧靜的心房襲擊

免得嬌弱的玉體無法承受起

無法承受起

1980.01.02夜接獲一群青杏編輯群學弟妹於

編輯慶祝青杏創刊50期時，發現「聲音」

那首詩是我的作品，仰慕之餘共同造訪已

婚我倆於恆春戴外科，返北後一起寄來一

張賀卡，有感而寫

時光倒移

不要問也不要眨動那美眸的惑疑

就那麼閒逸地靜坐著

默默地凝睇我一如往昔

讓我捕捉昔日戀情的點點滴滴

從那熟習的雙眸底

不要動　也不要發出任何話語

就那麼柔順地靜坐著

悄悄地我走近妳一如往昔

讓我輕輕地依枕在妳地秀髮底

將沸騰的熱情化成一縷縷柔情蜜意

飄進妳深情的心湖底

都是「青杏五十」十一位年輕小姊弟

「一張年輕快樂的賀卡」攪的局

擾亂了光輪運行的軌跡

可愛的光陰正迅速地倒移

不要挪動玉體

甚至是愛的目語

也不要發出任何聲息

包括那愛的低噫

否則將帶動飄移的空氣

阻滯時光的倒移

呵！

鐘錶已停頓在昔日的時序底

空氣也凝結在那裡

窒息吧　窒息

使愛戀的靈體纏綿在一起

使癡戀的「泥男泥女」

緊緊地黏合成一体

恆久恆久底

永不分離

1980.01.03夜被賀卡攜返昔日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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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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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皇后大橋附近的滄海桑田

2017年四月有三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兩老

在“Big Apple＂紐約市度過。因為女婿被

紐約大學（NYU）的Langone醫學院院長指派

到阿布達比（Abu Dhabi）―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United Arab Emirates）的首都，去參加國

際學術研究交流活動。該國已設NYU分校，

女婿是本校醫學院分子病理實驗室主任，多

少負擔一點兒延伸教學和外交的事務。在他

出差的期間，我們幫忙照顧兩個稚齡的小外

孫。五年來，女兒在史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癌

症中心（MSKCC）工作，他們一家住在羅斯

福島（Roosevelt Island）。公寓的空間夠窄，

所以我們每次來紐約，都寄寓曼哈頓「上東

區」Affinia花園客棧，每天早晚兩次乘坐「羅

斯福島纜車」（tramway―簡稱“Tram＂），

往來於曼哈頓區與該島之間。纜車沿著「皇

后大橋」（Ed Koch Queensboro Bridge）之北

邊高空行走，這也是「紐約客」通勤系統的

一部分。

紐約市一些有名的地標大家也許很熟

悉。從地圖上看，這個大都會是由海灣和

巨河環繞的三個主島所組成。五個行政區

（borough）中面積最小、摩天大樓最多而

人口最密的曼哈頓區居中，它西邊以哈德

遜河與新澤西州分隔，東邊則以東河（East 

R i v e r）與長島的布魯克林―皇后兩大區

（Brooklyn-Queens）為界，這兩巨河的下

游都有潮汐河口。羅斯福島是東河中一個

狹長的小島，（此島南北長兩哩、東西寬

僅800呎），它把這段東河分為東西兩航道

（channels）。實際上，Tram只橫跨東河的

West Channel（圖1），而「皇后大橋」則從

20世紀初就橫跨整個東河、連接皇后區的長

島市與曼哈頓區，兩個橋墩正好築在羅斯福

島上。一百年後，這個「懸臂性」的雄偉建

築被指定為「國家歷史土木工程地標」。經

過紐約前市長郭德華（Ed Koch）時期多年的

大幅整修，市長大名因此被加懸於Queensboro

大橋上。

高空纜車，東河風光一覽

自從2012年女兒全家從波士頓搬來紐

約，我們每年來這裡兩次。乘Tram和坐地

從Tram上看東河West Channel，左邊是

曼哈頓上東區，右邊是羅斯福島（淺色

是碼頭）

1

文／江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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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都是老人半價。曼哈頓島端的纜車站是

在第二大道與59~60街的交接口，遊客用地

鐵MTA的MetroCard就可以乘，最近的地鐵

站為Lexington大道／59~60街、百貨公司

Bloomingdale的地下層；而在羅斯福島端，

纜車總站附設Red Bus站，免費提供環繞羅斯

福島的巴士服務。這個通勤纜車系統，每輛

Tram一次可載客一百多名。從二樓高度急昇

到海平面250呎（約30樓高）。乘坐其上可以

飽覽曼哈頓「上東區」和Mid-town東區風景

和天際線（圖2），並將東河上的風光盡收眼

底，因此成為許多國際遊客造訪紐約之一行

程。一個有趣的小插曲：2014年臺北市長柯

文哲（醫－86）在上任前也來搭乘過，還為

了隨從弄錯纜車站位置而發飆：「這種錯誤

若發生在臺大外科，就會死人。」Wow! 其實

59街或60街都沒有錯。

羅斯福小島上寧靜優雅的氣息，完全將

紐約市的繁忙屏除在外。廣闊的綠地，提供

民眾休憩踏青的空間。它在美國殖民時期被

稱為Blackwell’s Island，上世紀的三○年代，

更名為「福利島」（Welfare Island）。這段時

期，據說有幾個相當大（一千床以上）的醫

院在此建立，都是慢性病的護理機構、精神

病院、和傳染病（天花）醫院。回憶我當年

在紐約市SUNNY Downstate – Brooklyn VA醫

院當外科住院醫師的歲月（1966~1970），此

島尚默默無聞，難以想像這滄海桑田。1971

年，島的稱呼改為一位已故美國總統的名

字，從此這裡的住宅建築林立，大多是經由

「城市開發公司」出租的公寓。此時需要有

連接到曼哈頓之間的通勤系統，因此，政府

興建的纜車於1976年正式營運；通過東河海

底隧道的地鐵也於1989年在羅斯福島設站。

（這是紐約市最深的地鐵站，軌道在街面

下，深達100呎）。

羅斯福島，浴火鳳凰重生

古稱Blackwell’s Island一度是集中囚犯和

野外避難之所。20世紀是島的變革時期，行

人與汽車前往此島的唯一路線是透過1955年

啟用的一個垂直升降橋，該橋在島的北端，

橫跨東河的East Channel，連接皇后區Astoria

的街域。在這個橋建立之前，車輛無法直接

進入該島，因為1909年通車橫跨東河的「皇

后大橋」位處「福利島」中部上方，並沒有

提供讓車輛直接進入該島的交流道（圖3）。

根據歷史記載，「皇后大橋」過去曾經設置

單軌電車，從曼哈頓或皇后區的來客、搭乘

電車到達大橋的正中央後，必須坐電梯向下

才能抵達島嶼。聽說私人汽車要抵達島上的

唯一方式也是要經由「皇后大橋」特有的電

梯，然後下降至地面。這種做法顯然是要把

從Tram上看曼哈頓東區天際，遠處淺藍

色一柱擎天的建築是去年完工的世界最

高公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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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島」與附近的兩個大島做相當程度的

隔離，以避開有身心障礙之病患。單軌電車

在1957年停運，電梯系統也在1970年之後被

完全拆除。

在七○年代初期，羅斯福島上的住宅區

規劃並非為了讓汽車通行而設計，雖然後來

島上開始出現不少汽車行駛，但還是有許多

區域保留為無車區。21世紀千禧年後這地區

變得更「仕紳化」：舊社區重建後地價及租

金上升，引致高收入人士遷入，並取代原有

低收入者。1976年，康乃爾大學宣佈，與以

色列理工（簡稱 “Technion＂）合資組建的

科技學院（簡稱“Cornell Tech＂）要從曼哈

頓區遷來羅斯福島。2014年，「皇后大橋」

之南的舊醫院被拆除，新校區建設於焉開

始。這創新的科技校園計畫第一階段今夏已

落成，預計20年內完工，它將在12英畝上建

成200萬平方呎的公共空間，供學術社區的

2,500人使用。銳變為新型的城市校園後，將

可媲美加州的矽谷―Silicon Alley vs. Silicon 

Valley東西競秀，這也是前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卸任之前，撥良地捐巨款時所

作的願望。

「通俗文化」vs.風土人情

愛看電影的老影迷也許都知道，許多

好萊塢的電影都是以紐約市為背景而拍攝。

到目前為止，起碼有一打以上的電影和不

知數的電視劇以「皇后大橋」或羅斯福島纜

車為背景，甚至於以它們為主題。我所知道

最特別的有兩部，一是由史特龍（Sylvester 

S ta l lone）主演的1981年驚悚片「夜鷹」

（Nighthawks），將纜車描繪為聯合國代表

被扣為人質的恐怖目標。另外一片，羅斯福

島纜車還是2002年電影「蜘蛛人」（Spider-

man）與惡魔「綠地精」最後打鬥的著名場

景。據說，拍攝這兩部電影曾導致Tram停擺

了幾個星期，真是不可思議！談到這纜車，

我們已經有幾百次來回的經驗。每一次單程

乘坐Tram只不過是五分鐘而已，靄齡就是有

這種能耐，也很有社交技巧，她總會在這麼

短暫的時間，在Tram上與一些年齡相若的女

士們寒暄。經過這些交談，我們也藉此機會

稍為了解此地的風土人情。

這些人士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來

自世界各國和國內的遊客。包括一些紐約他

區的住民、周末跑來羅斯福島休閒，或假日

來此度假的群眾（猶太家庭成群結隊來的尤

多）。另外一類則是羅斯福島的居民，包括

上班族（工作在曼哈頓中城的NYU，上東區

的Cornell、MSKCC、Rockefeller大學等機構

的研究學者和醫護人員）和退休族。有兩個

現象頗為特殊：其一，我們經常看到一些褓

自皇后區鳥瞰（c. 2010）：羅斯福島在

東河中央，對岸是曼哈頓高樓區，左上

方河濱有一淺綠白邊長方盒子型建築就

是UN（照片摘自網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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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帶著小孩或推著嬰兒車過東河，孩子嬰兒

通常是白人而褓姆則大多是來自南美洲、亞

洲和非洲國家的女性。我們碰到過一些從薩

爾瓦多、蒙古、西藏、肯亞等地來的褓姆。

其二，聯合國總部（UN）就在中城42~48街

之間，離大橋不遠，許多外交官員或各國代

表團家屬，選擇羅斯福島為居，最著名例子

是前UN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和前UN婦

女署執行主任Michelle Bachelet（現在是智利

總統），都曾居住於此。

琴師故事，電影印象深刻

這次我們已經看不到Rockefeller大學在

東河邊的一排海牆，換來的是一排流線型的

模塊平台新建築，這使人想起1956電影「琴

韻補情天」（Eddy Duchin Story）。我知道

該電影的最後幾個外景就是在此地拍攝。青

年鋼琴家Eddy從波士頓跑到紐約市，巧遇富

家女，一見鍾情而結縭。兒子Peter出生後母

親病逝，Eddy受刺激過度竟對兒子憎恨，

乃雲遊四方。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應徵投入

海軍。越島作戰時看到許多戰區孤兒，觸景

傷情而思念兒子。戰後回國，見到的Peter已

12歲，聰明可愛，也彈一手好琴。他的褓姆

Chiquita原籍英國，青春貌美。不久Eddy患上

奇症，據醫生判斷只有一年可活。這秘密不

容許他不告訴Chiquita。此女一片痴心，早已

慕名愛此琴師，甘願嫁他，並努力替他父子

謀幸福。Eddy日常在樓中彈琴忽然音斷，可

憐短命死了。Peter從此自立，並原諒了他的

父親。

「琴韻補情天」的故事（鋼琴家Eddy由

泰隆鮑華飾演）和音樂（有蕭邦和李斯特古

典鋼琴曲的爵士變奏）令人蕩氣迴腸。我相

信琴師不幸的遭遇―妻子死於產後併發症發

生在附近的康乃爾「紐約醫院」，他後來得

到的不治之症―急性白血病（AML）是當時

「紀念醫院」（即今日之MSKCC）所作的診

斷。雖然從電影本身和他的自述，並沒有得

到特別的說明。Chiquita知道Eddy不久於人

世，悲傷之餘，仍然下定決心與他「海枯石

爛」，這是一個撼動人心的畫面（圖4）。我

們在紐約期間，有一天在曼哈頓康大醫院河

邊Esplanade有樹蔭的人行道散步，Walk down 

memory lane，了解這是當年他們海誓山盟的

地方。我們看到背後FDR Drive高速公路，仍

是車水馬龍，潮汐起落的東河，不捨晝夜，

依然滾滾逐流。但是「皇后大橋」與醫院之

間的那道古老黑色海牆，終究被Rockefeller的

新建築取代。

含飴弄孫，閒來恬適自娛

我們兩個聰明可愛的稚齡外孫兒，也就

是四歲大的Luke和剛滿兩歲的Danny，這次

給我們一個新的印象。好動、愛玩、不停講

話是兄弟倆相同之處，我們發現Luke比較害

「琴韻補情天」1956年電影故事中

的一幕，大橋在望，對岸就是「福

利島」（照片摘自網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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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很「認真」、對陌生人持保守態度；小

Danny則比較膽大、有笑容、對陌生人持友善

態度。他們的這些性格特徵，很自然地在羅

斯福島地鐵站進出口處流露出來。一個陽光

和煦的下午，三點剛過，靄齡和我去托兒所

把兩孫兒接回家，他們回家拿到了各人自己

的kick scooter（踢滑板車）就想要到戶外去

玩。我們打算從公寓走到Duane Reade（註：

美國東部一個通俗的藥房名），靄齡想要去

那「藥房」買些牛奶之類的日用品。沿途從

公寓走廊到外頭小徑的路程，Danny已經先

後向兩個陌生過路人自動說Hi。Luke想去河

濱碼頭玩，他要在那兒滑溜板車（圖5），

Danny卻無論如何不離開地鐵站出口，他要等

媽媽的出現（圖6）。

現 在 紐 約 市 的 「 第 二 大 道 地 鐵 」

（SAS）已經完成了從63街到96街車站的第

一期工程，這是百老匯快車Q線的延長。它十

年前動工，今年（2017）春天才正式營運。

有趣的是，這段短短只有三站的地鐵，因為

各種因素干擾，從規劃到現在竟延宕了一個

世紀！不過，對女兒每天的通勤，除纜車外

如今又多一個選擇。她可以從羅斯福島地鐵

站乘F線，一站就到Lexington大道／63街，在

同一月台換Q線，往北再一站到第二大道／

72街，步出車站很快就到MSKCC。此段地鐵

開張不久，我們躬逢其盛。一個週末上午，

女兒帶領全家大小出門，乘地鐵前往「西安

名吃」小館用膳。電車乾淨不用說，車站更

是美侖美奐，這種經驗前所未有。此次紐約

之行，我倆垂老，所幸身體硬朗，尚能到處

跑，動輒往來紐約與鳳凰城之間，迢迢千哩

猶若咫尺。心坎裡有個念頭：暮年餘生，多

與孫兒們共處（圖7），當惜分陰，於願足

矣。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Danny堅持要去地鐵

站出口等媽媽回家

6

L u k e想在河濱碼頭滑溜板

車，（左上方對岸Rockefeller
平台新建築隱約可見）

5

祖孫兩代在羅斯福島東河邊

櫻花樹下合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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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 u n t v i l l e的春天

一日看盡長安花

幾個禮拜前的一個周末，大女兒一家

人回來Napa家團聚，也與她先生倆去鄰近小

村，Yountville的一家餐館共餐。

回來後她說，鄰座一對遊客問她哪地

來，在得知她“having been raised in Napa＂

後，felt quite amazed。因為，他們起初以為她

是外國來的遊客。

Yountville往往是外地遊客參訪Napa酒

莊、葡萄園的First Stop。如果跟三、四十年前

相比，它可以說是脫胎換骨，變成一個北加

旅遊渡假的熱點。

圖文／葉弘宣

風格獨特的小城“ad hoc＂家庭式餐廳

退伍軍人的家 葡園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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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我們從美東，冬天風雪

嚴寒的水牛城，搬來北加州，四季如春的

Napa。那時北鄰的小 town，Yountvi l le的

住民才兩千多。根據隔年（一九七九）的

Census Report，這裡（Town of Yountville）

的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為加州所

有城市鄉鎮中最低者（“the poorest town in 

California”,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report 1979），原來，幾乎一半的住民，是

二次大戰、韓戰的退伍軍人，他們大多住在

“Veterans Home of California Yountville＂。

說實話，除非有親戚或朋友到訪，我

們很少去那裡，雖然只有十幾分鐘的車程。

如果會去，也是儘量避開星期假日，避開人

潮。

今天，四月廿一日，不是星期假日，

我見春暖花開，又心血來潮，找個春遊好去

處。我倆再度一起去那兒走馬看花。

Bouchon Bakery（法國麵包），星期假日總是大排長

龍。

它的Sparkling Wine著名

“French Laundry＂，聞名國際

的餐廳。

避開假日，避開人潮。



校友小品

2018年1月‧第35卷第1期 21

“Sidewalk Judge＂的塑像 今天沒有星期假日的長龍

各式各樣，任君選擇。

George Yount，早期定居者的事蹟

十九世紀的“Milestones＂ 小城街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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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何時會再去那裡？那應該是來日再

有外來訪客的時候。

輕鬆的走一回，想起，“春風得意馬蹄

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已退休）

社區中心 V市場

1870德裔葡萄酒商所建 走馬看花後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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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江　行

2014年8月下旬，我參加一個基督徒旅行

團，從台灣飛到雲南麗江。全團36人，大

多數具有醫療背景的資歷，由蕭牧師領隊去

麗江，為山區偏鄉且貧病困苦的百姓和兒童

做義診服務，一面傳揚基督教福音，一面順

道旅遊中國西南邊境的風光。

8月22日，星期五，上午7點，我們在桃

園機場集合，原來預定30個名額，最後卻來

了36人，全部登機，搭乘華信航空班機，直

飛目的地雲南麗江。上午11點抵達麗江機場

（圖1），領出行李，隨即坐上一部大巴士

（萬達客運）上路。在車上導遊為我們介紹

麗江獨特而重要的信息：麗江地區屬於全國

唯一的納西族自治縣，是國家5A級風景區，

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多項世界遺產

紀錄，其中最負盛名的有三項：

1.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麗江古城（大水車

是古城地標）。

2. 世界記憶遺產→東巴古籍文獻（又稱活象

形）。

3. 世界自然遺產→三江並流（怒江，瀾滄江

和金沙江在此匯入長江）。

聽著聽著正有趣，巴士已來到一家餐

廳前面，大招牌寫著「昌和酒樓」，大家在

這裡用過午餐，立刻動身起程，因為要到前

方「摩梭族」的大本營「瀘沽湖」，還有好

幾個小時的路要走。這時車子開始進入山區

（圖2），常常經過一些小村落，會看到路旁

幾個農婦肩負重物或彎腰種菜，也不時遇見

牛馬成群在馬路上漫行（圖3），使司機不得

不停車等它們穿過馬路，這已成為摩梭族部

落的特殊景觀。

車子大概開了七個小時，終於來到一

個熱鬧的地方，這是瀘沽湖的轄區，叫「寧

1 2

文／李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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蒗」，屬於縣級行政中心。大家飢腸轆轆，

在附近餐館吃過晚飯後，便住進當地一家預

定的「摩梭園酒店」，兩人分配一個房間，

我與團員之一的游牧師在一起，一直到行程

結束。

8月23日，星期一，清晨6點多起床，看

到外面瀘沽湖畔景色很美，出去拍了幾張照

片（圖4）。七點半有全團每日必行的晨更和

靈修，8點早餐後，全體坐巴士到半小時車程

的縣轄永寧鄉衛生院，做第一次義診活動。

本來是要在當地一所醫院做義診，因逢醫院

大整修，改到鄰近的衛生院進行，當地政府

已做了宣傳，而且是免費看病和拿藥，所以

院前廣場早就排了長龍人陣（圖5），估計有

兩三百人，以老弱婦孺居多。於是我們全團

開始動手，分工合作，加上衛生院人員的幫

忙，很快就有了一個掛號處，五個一般科和

一個眼科的診療位，以及一間藥局。在人員

與設備的限制下，一般科醫師要內外婦兒四

科全看，掛號處兼量血壓、體重和體溫。藥

局的工作人員最多也最忙。就這樣大家忙到

中午，吃過便當，休息半小時，再繼續看診

到下午4點多，仍有不少病患前來求診，因時

間關係，我們不得不結束當天工作。前來看

病的民眾大多數是肌筋，骨頭或關節的慢性

病，以肩背腰桿疼痛為主訴，女多於男，也

有很多眼疾患者，因為老百姓都要在外從事

勞力負重的工作，曝曬在強烈陽光之下。

回去旅館的路上，我們在一家預定好，

有「摩梭族」特色料理的餐廳品嚐黃金湯頭

的松耳鮮魚，燉土雞和山豬肉。這家餐廳生

意不錯，除了我們這團佔用了五桌，還有好

幾桌其他食客正在或等待用餐。在我旁邊幾

張餐桌之間，有一塊小小的土丘，正在焚燒

著什麼東西，散發出陣陣特殊的香氣。導遊

告訴我們，這土丘禁止跨越，否則會倒楣，

是當地的風俗之一。他又說了一段非常有趣

的摩梭族獨有習俗：「走婚」。原來摩梭族

是一個母系社會，老祖母是家族裡的最高權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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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青年男女結婚後，丈夫大部份時間留在

母家，照顧自己和姊妹的小孩，並幫忙家

務，妻子則外出工作，賺錢養家。就這樣一

代一代傳承下去，可說是另類「男主內，女

主外」的社會風氣。

當大家大快朵頤之際，一位年輕美麗

又高挑的姑娘，聽說是老闆的女兒，走上

台向大家問好歡迎，接著獻唱了兩首摩梭族

歌謠，歌聲嘹亮高亢，贏得很多掌聲。我們

享受了眼（美女），耳（歌聲），鼻（香

氣），口（美食）四福之後離開了餐廳，本

來安排要去觀賞當地頗負盛名的「篝火」

秀，也就是營火大會，不巧遇雨而取消，很

可惜。不過導遊趁機來個機會教育，就「篝

火」緣由，說了一段外國的相關故事：1605

年11月5日，英國天主教徒Guy Frankers反抗國

王James II的迫害，率眾攻擊議會大廈，事敗

被捕，受酷刑而死。後人紀念他，立法訂11

月5日為「篝火日」，延用兩百多年，至1859

年廢除。然而Guy Frankers的畫像與面具，逐

漸演變成英國及其他地方今日抗爭遊行或罷

工活動的標記。聽完故事，大家回到摩梭園

酒店，當晚自由活動，有些團員互串門子聊

天，有些到樓下大廳或戶外走動，包括我在

內的多數人則在自己房間看電視。

8月24日，星期日，今天要到同屬永寧

鄉另一處更偏遠的小村莊義診，所以晨更與

早餐後，大家辦理退房。上午8點半，同一

部巴士來將人員和行李全部載往一處臨時義

診場所，也就是永寧鄉洛水村委會的廣場。

洛水村又叫落水村，位於瀘沽湖畔，沿途車

窗外可見瀘沽湖的部份景觀，很像台灣的日

月潭。從導遊的描述裡，我們對瀘沽湖有了

大概的認識：瀘沽湖位於川滇交界處，海拔

2,600公尺，面積50平方公里，平均深度50公

尺，最深90公尺，湖水清澈，透明度達11公

尺，湖形貌似台灣日月潭，但面積大兩倍，

四周高山多，山路之險峻也頗似台灣的清境

和力行（馬烈巴）。瀘沽湖是摩梭族人的世

居地，人口大多聚集在洛水村和里格半島，

湖面不時會出現族人的「豬槽船」，那是他

們的運輸貨船。

約莫經過一小時的顛簸車程，到了義

診場所，等待看病的民眾也是很多，我們除

了中午休息一小時，在附近食堂用餐後，一

直忙到下午三點半，趕緊結束看診，驅車到

瀘沽湖畔一處遊客不少的景點，下車尋幽拍

照，這裡有垂柳小徑，的確是好風光。可惜

的是這一帶公用廁所很少，簡陋又骯髒，還

要收費一塊錢人民幣。因臨時更改行程，我

們提早離開湖畔，於下午5點來到「藍天愛兒

童之家」參訪。這是一所孤兒院，由院方相

關人員帶我們參觀，回顧歷史，並解說內部

設施，教育活動和孤兒們的生活狀況。我們

在此停留一小時，之後投宿在瀘沽湖區一家

旅館「天寶大酒店」。在酒店內吃過晚飯，

一看時間還早，我與游牧師及郭老師相邀出

去逛街，看看小鎮夜景，沿街道兩旁都有小

販在賣東西，吆喝喧嚷，熱鬧非常。在街上

隨時會遇到一些同團朋友，手上都提著一包

包水果零食，品嚐著當地不同的口味。回到

旅館，我打開電視，剛好看到在南京舉行的

青奧賽。那夜很晚才就寢。

8月25日，星期一，在旅館只住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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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就辦理退房，因為我們要從瀘沽湖

開七個小時的車程，再回去麗江，參加當晚

麗江市政協為我們所辦的歡迎晚宴。上午8點

半出發，兩小時後路過一個小鎮，叫「戰河

府鎮」，匆匆駛過，並沒看到特殊之處。中

午在一家餐廳「龍錦山莊」用餐後，繼續前

行，於下午5點抵達麗江市區，直接住進當

地最豪華的「宮房別墅酒店」，分配房間，

稍事整裝，隨即下樓謁見市政協及其隨從，

雙方就座，寒暄致詞後，大家開懷暢飲，氣

氛融洽。宴會尾聲，賓主互贈紀念品，盡歡

而散。因時間未晚，團員們相邀朋友，步行

到不遠的「束河古鎮」遊夜街。只見商店林

立，燈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路旁也擺了

不少攤販，出售紀念品或食物。我們越走越

遠離旅館，覺得腳累了，時間也晚了，我與

幾個朋友便搭了計程車回到酒店休息。

8月26日，星期二，宮房酒店的早餐特

別豐富，有中式、西式、日式，還有豆漿，

咖啡和牛奶，隨你取用，大家都吃得點頭叫

好。8點半按時出門，要去鄉下玉湖村做第

三次義診活動，其行政區全名是麗江市玉龍

縣玉湖村，屬於納西族人居地，一路上都可

看到大片草原，牧養牛羊牲畜。當車經一處

叫做「玉川寨」的風景區時，可以遠遠眺望

「玉龍雪山」，導遊趁機介紹說：「玉龍雪

山」高5,596公尺，屹立在麗江古城西北方，

常年雲霧籠罩，飄渺無蹤，卻被當地人尊稱

為「仙山聖境」，表示與麗江人信仰的緊密

連結。張藝謀導演曾在海拔3,100公尺的雪山

高原上，搭建世界最高劇場，拍攝了「印象

麗江」電影，傳誦麗江千古情，描寫馬幫首

領與族人在茶馬道奔波的艱苦生活，轟動一

時。在車上導遊也提到幾處有名的景點：如

虎跳峽、洱海石林、香格里拉、松贊寺等，

因時間與空間所限，未能遊覽。

車子抵達玉湖村，停在玉湖小學操場，

我們就在幾間教室和走廊上擺設掛號處，門

診間與領藥房，開始義診服務，直到下午三

點，終於把大量病患看完，大多數也是肌骨

系統和眼科毛病的老年人。現場偶而會有一

兩位縣級幹部官員來巡視，並順便看診，聽

說是咳嗽的老菸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從

台灣來，在麗江做生意的婦人，也因皮膚過

敏來就醫。

從玉湖國小回到宮房酒店，大部份團

員都換了房間，稍事整理，大家又上車，來

到四天前一下飛機就來此吃午飯的「昌和酒

樓」。原來是雲南省政協在這裡設晚宴要歡

送我們，感謝我們這義診團千里迢迢，從台

灣來此為偏鄉老百姓做義務醫療服務，我們

全團更感到莫大殊榮，能得到省政協官員的

招待，於是雙方互贈禮物，熱烈交談，賓主

盡歡。

接下來是此次麗江行的最後一晚，也是

最高潮的時刻，因為全體團員以及兩位市級

領導要一起去暢遊最負盛名的「麗江古城」

（圖6）。車子開到古城前的停車場，導遊簡

略指示參觀方向與路線，並約好最後在地標

「大水車」前集合回旅館。於是大家分散開

來，各自找幾個好友，三三兩兩漫步在夜市

裡。我初遊古城，興奮又好奇，早已備好數

位相機，備份記憶卡和充電器，要大拍其照

一番。走在寬敞鋪磚的街道上（圖7），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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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繹不絕，兩旁商店鱗次櫛比，很多販售銀

器，鮮花或糕餅的店舖，特別是專賣東巴手

鼓的店裡還有年輕貌美的姑娘在拍鼓彈奏。

整條長街燈火通明，屋宇紅牆灰瓦，古色古

香，燦爛夜景，令人流連忘返。

我常常駐足忘行，停下來拍照而落後人

群，不知不覺我竟走單了，找不到自己團隊

的人，正在心裡慌張，幸好遇到晚宴中認識

的當地官員顏主任，所以緊跟著他，邊走邊

談，他帶我沿著從前的茶馬古道慢慢的走，

途中他指著道旁不遠處一座籬笆圍牆說：

「那是有名的黑龍潭公園，有一段誘人的傳

說…」，走著走著，夜色中一座巨大的輪狀

物已出現在眼前，這就是著名的「大水車」

（圖8），直徑約有七八公尺，緩慢的轉動

著，把底部的潭水不斷的拉起片片水幕，後

面一座高牆上刻寫著：「世界文化遺產，麗

江古城，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于木府，江澤

民」，牆面在暗淡的燈光下，不時照映出晃

動的遊客身影。這時，很多團員已在此停留

相候，等待全員到齊，一起回旅館休息。

8月27日，星期三，是麗江行的最後一

天，所以昨晚大家都把行李打包好，今早例

行晨禱和早餐後，團體辦好退房。上午9點，

上車開往麗江機場，途經「三義」收費站，

特別引我注目，因為台灣也有一個「三義」

的村莊在苗栗，以木雕聞名全省。到了機

場，我們搭乘上午11:55起飛的華信班機，於

下午3:40抵達桃園機場，結束了六天五夜的雲

南麗江行程，留給我的是終生難忘的旅遊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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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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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
中譯本出版緣由與經過

在
母院創立雙甲子的2017年年末，台大景

福基金會景福醫訊雜誌社出版創院早期

高木友枝校長著作《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

礎―台灣島之衛生條件》中譯本，具有重要

的意義。我能在卸任基金會董事長職務之前

促成本書的出版，讓個人在景福的服務有了

完滿的句點，內心覺得十分欣慰。本文謹就

本書的出版緣由與經過做簡要說明，並提出

一些閱讀心得與諸位校友、同學分享。

高木友枝是母院前身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的第二任校長，他在1902年4月至1915年4

月擔任校長期間，為母院建立了長遠發展的

基礎與珍貴的學院傳統。高木友枝校長特別

重視人格教育，他每年都要對畢業生訓勉：

「養成人格為先務，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

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

務。」這樣的教育理念就是台灣現代醫師早

期培育制度的核心價值。高木友枝校長於

1907年至1913年之間主持建造的台灣總督府

醫學校校舍，即是現今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

座落的「二號館」古蹟建築。他於1909年創

立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友會」，就是現

今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景福校友會）的最早

前身。高木友枝任職總督府醫學校校長時，

以開明包容治校，尊重台灣文化，不禁母

語，不准歧視，深受學生敬愛，他在台灣醫

學教育領域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高木友枝校長是我內心崇敬的醫學教

育家，對於他的思想、行動及志業精神的體

悟與領會，深深影響到我在臺大醫學院院長

任內推動的教育改革。為了體現人文教育理

想，我於2012年1月接任景福基金會董事長之

後，就與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合作，共同進

行蒐集與臺大醫學院創院早期師長校友的思

想、精神、言行相關資料的工作，希望透過

資料的累積與研析，探索「景福精神」的內

涵及它所形成的價值體系和組成元素，以促

使景福精神的傳承及創新成為臺灣醫學人文

教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此外，並委請景

福醫訊雜誌社出版《景福叢書》，希望這一

套叢書成為後輩景福人和在校年輕學子認識

景福精神的系列讀物。當時，我就有蒐集高

木友枝校長這本原來以德文撰寫的著作，並

將它從德文翻譯成中文，列入《景福叢書》

之一的想法。

高木校長1943年於東京過世，目前可以

聯絡得到的家屬是他外孫的遺孀板寺慶子女

士，住在東京都武藏野市的小金井修道院，

身體仍然健朗。2015年4月，我帶領臺大醫學

人文博物館體驗學習群的幾位同學前往探望

文／謝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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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93歲的板寺女士，一方面讓下一代的年

輕學子向她表達敬意與對高木校長貢獻於台

灣醫學教育的感念，另方面也藉此次拜會向

板寺女士表達將高木校長的著作譯成中文在

台灣出版的構想，她當即表示樂觀其成。該

構想雖然得到高木校長家屬同意，後續的中

譯工作卻因為不容易找到適當的譯者而暫時

耽擱下來。

去年（2017年）8月，陳振陽教授將周

烒明教授送給他的本書英譯本寄給我，並建

議由景福基金會翻譯成中文，我立即表示贊

成，並請他代為向周教授探詢相關事宜，這

時才得知，此書英譯本已由旅美學人林靜靜

博士與周教授譯為中文。於是，我透過林博

士協助，獲得周教授同意將中譯版權授予台

大景福會景福醫訊雜誌社在台灣出版發行，

是以景福基金會得能夠順利出版高木友枝校

長這本著作的中譯本。

本 書 的 德 文 版 本 最 初 由 德 國 C . C . 

Meinhold & Sohne出版社於1911年在德勒斯

登（Dresden）發行。將本書由德文翻譯成英

文的工作由周烒明教授一手促成，英譯者是

Mary Nagle Wessling女士，英譯本由周教授擔

任編輯顧問，於2016年7月由美國加州Many 

Names Press出版，著作權歸屬周教授所有。

由於周教授的熱心與毅力，本書才能由德文

譯為英文，並讓中譯本得能問世，他的貢獻

讓我十分敬佩。

本書原是台灣參加1911年於德勒斯登

舉辦的萬國衛生博覽會時，高木友枝博士彙

整政府資料所撰寫的報告，書中內容呈現了

1895年至1910年之間台灣島的衛生狀況以及

日本政府的治理措施與改善政策，書中各章

的內容及表格列出了完整而詳細的行政衛生

統計數據，令人印象深刻。我認為，當年的

治理者以科學方法建立客觀的統計資料，據

以擬定合乎社會狀況的公共衛生政策，並以

實證的數據輔助政策的落實執行，才奠定了

今日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近年來，台

灣人口結構改變，少子化與高齡化對社會產

生了全面的衝擊與影響，而空氣污染、食品

安全、新興傳染病則造成了新的公共衛生課

題，如何因應這些新的挑戰是政府、公衛醫

療專業與社會大眾共同關心的問題，本書所

呈現的這一段百年前的歷史紀錄，可以提供

諸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啟發。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為本會名

譽董事長）

本書中譯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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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友枝著「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
─台灣島之衛生條件」閱讀感言

一、引言

2017年12月10日接到謝博生董事長的

要求，替這本書寫一篇「閱讀感言」。恭敬

不如從命，謹寫感言與大家分享。西哲西塞

羅曾說：一個人如果不知道出生以前的事，

那他永遠是一個小孩。二十一世紀，人類最

大的威脅是「失智症」，忘掉了自己以前的

事，最是可悲可憐。臺大醫學院日治時期的

歷史，在林吉崇教授的啟蒙及努力下，漸漸

明瞭了。以前被刻意遺忘的歷史，在後繼許

多人的努力下，陸陸續續被挖掘出來，我們

可以說是漸漸長大了。

之前，在謝董事長的期待下，我把臺

大醫用細菌血清學教師對台灣防疫的貢獻

整理，發表於景福醫訊2017年第8期及第9

期。讓我們對日治時期前輩於教育外，在保

護全民健康及防疫所做的貢獻，有一個大

致的輪廓。在撰寫的尾聲，接到前輩周烒

明醫師，透過好友邱江彬先生送來英文版

「The Foundation of the Public Heath System in 

Formosa 1911. Tomoe Takaki, editor」。這本書

是高木友枝在1911年發表於德國萬國博覽會的

德文版翻譯為英文。翻譯為英文是周醫師想

讓世界上懂英文的人能瞭解，日治初期台灣

的公衛狀況。我拜讀之餘，收穫非常多。同

時，我覺得應該把它翻譯成中文，嘉惠眾多

的中文讀者。

二、英雄所見相同

台灣日治時期醫學史，以發表的年份，

依順序如下：

1. 高木友枝（1911）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

礎――台灣島之衛生條件。（德文）

2. 堀內次雄，丸山芳登（1946）於過去半世

紀之台灣醫事年表。（日文）

3. 丸山芳登（1946）日治時期台灣公衛業

績。（日文）

4. 小田俊郎（1974）台灣醫學五十年。（日

文）

5. 林吉崇（1 9 9 6）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

（上）

6. 洪有錫（2000）翻譯小田俊郎⑷之著作

7. 張秀蓉（2012）編註堀內次雄、丸山芳登

⑵及丸山芳登⑶之著作。

從上列可看到高木友枝的著作一直還

沒中文版出現。這是真正描寫台灣日治時期

醫學活動史的第一本書（雖然吳文星教授在

介紹小田的著作時，稱小田的書為第一本專

書）。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希望把這本書翻譯

成中文，但是缺少了行動，在讀完周醫師送

我英文版書後，即轉送一本給謝董事長。並

建議由基金會請人翻譯及出版。而事實上，

謝董事長很早就有請人由德文翻譯為中文的

文／陳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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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既然有英文版，如由英文版翻譯為中

文版可能更快，如此，則需擁有版權的人同

意。我乃透過邱先生詢問周醫師。回答是很

高興由景福基金會出版。事後我才知道，周

醫師已在美國請公衛系校友林靜靜博士譯為

中文發行。周醫師並把版權無償授予景福基

金會（好人）。在這裏我的感覺周醫師與謝

董事長（貴人）兩位英雄所見相同。兩位都

具有good intention。要幫助台灣人知道台灣

事。

三、描寫台灣醫學活動史的第一本書

本書內容描述日治1895至1911年間，台

灣進入近代文明醫學的轉變。由於各方面特

別是衛生的改善，出生人口逐漸增加，死亡

人口逐漸下降。在當時傳染病是最主要的死

因，其中鼠疫及瘧疾更是罪首，日本的努力

下，讓這些傳染病可以受到控制。從書中也

可以看到鴉片與毒蛇是兩個重要問題。也敘

述當時台灣的落後狀況，包括下水道、污水

道、食物管理、墓地、火葬場、監獄等。並

敘述日本政府如何協助改善。是一本非常值

得拜讀的歷史書。

四、結語

高木友枝在我的淺見是影響台灣公共

衛生醫學的三位主要貢獻者之一。另二位

是山口秀高，1899年創立了總督府醫學校及

堀內次雄，1915年接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

長並曾任總督府研究所及中央研究所衛生部

長。高木友枝1902年繼山口為第二任醫學校

校長，並創辦台灣醫學會雜誌。他並在1909

年創辦總督府研究所，1921年創辦總督府中

央研究所，1919出任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

（任內推動日月潭水力發電）。我在閱讀文

獻時發現王敏東先生著「影響台灣醫學的日

本人」書中，找不到這三位。後來發現王先

生只是由台北帝大醫學部（1936）開始撰

寫。日本治台是1895年開始，希望未來學者

撰寫歷史要由1895開始，才不致於讓這段歷

史變成空白。

五、感謝

能有這本書，首先要感謝由德文翻為

英文及英文翻為中文的推手，周烒明醫師。

周醫師大我將近二十歲，1957年臺大醫科畢

業，與大家所熟悉的林瑞祥教授，呂鴻基教

授等為同班同學。他在年輕學生時代即以傑

出的小提琴演奏而聞名。感謝他的贈書及接

受我的建議由景福基金會出版。

要藉此感謝這本書的第二位推手謝董事

長。謝董事長以教育著稱，從擔任臺大醫學

院長之後就做了非常多的醫學教育工作，這

本書將會嘉惠未來眾多醫學相關的學子。我

要感謝好友邱江彬先生（化工系畢業）。他

是1977年臺大交響樂團團長，之後成為終生

好友。他是目前周醫師最接近的樂友，透過

他我們與周醫師能有效聯繫。感謝林靜靜博

士，她是公衛第二屆畢業生，幾十年前，她

在媒體記者與專欄作者的傑出表現，令我印

象深刻。我要特別感謝她讓我對中文版做了

一些修改及協助最後的呈現。景福基金會王

亮月小姐長期的協助，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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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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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德捷奧音樂之旅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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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曼、孟德爾遜、華格納、貝多芬、海頓、舒

伯特、莫札特等所作的悅耳動聽噲灸人口之

著名音樂。也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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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國勞動節後秋高氣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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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出發到法

蘭克福九月廿二日由慕尼黑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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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此附上有關旅遊計劃包括行程費用

等，歡迎大家偕眷攜朋帶友踴躍向晨光旅行

社 (02)2517-6111登記 李醫師團（依序編號）

―英漢姓名／電子郵件址／通訊處，聯絡電

話（就算同行也要每人填且以護照上名登

錄）及所需房間數―單人房，雙人房，三人

房。

因名額有限15-42人*，請即日起三月一

日前預約報名，若成行會將資料彙轉到Gate1

由它來處理付款等事宜。人數多少來之差價

乃在分擔45座空調巴士，差價1000美金呢

＊估價二人同房一間，支票付現減5%

陸上遊*  人數 美金

 15~19人 3,599元

 20~29人 3,119元

 30~39人 2,739元

 40~42人 2,599元

 單人房多加1,090元 

＊包括12夜4星級住宿免費運送一件行李，2

晚餐（到過者―建議其他自理較好），所

有門票／入場券／船票，機場接送，地陪

導遊（小費另付）及空調觀光巴士

機票―臺灣出發  已請在臺北之晨光旅

行社代辦―臺北市建國北路 2 段 9 9 號 1 4

樓之1 (02)2517-6111 傳真(02)2501-1249  

sck0818@yahoo.com.tw

國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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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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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527-0257，hiko108@hotmail.com

155 South Spring Mill Road, Villanova, PA 

19085, USA

欲知詳情請覽http://hiko108.blogspot.

com/2017/10/2018.html2018［德捷奧音樂之

旅］

附註：［預定行程］

九月九日（星期日）出發去德國法蘭

克福；九月十日（星期一）抵達法蘭克福

機場接去市中心，開始市內觀光，夜宿法蘭

克福；九月十一日（星期二）法蘭克福一埃

森那赫一威瑪：巴哈出生地，巴哈博物館欣

賞私人演唱會。續去威瑪―哥德／席勒／李

斯特／里查斯特勞斯；九月十二日（星期

三）威琪瑪／歐德福來回：步行到歷史性市

埸聖喬治教堂（巴哈受洗地）馬丁路德家，

續往威琪瑪乃巴哈家族發跡地；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威瑪―萊比錫：參觀李斯特宅及

李斯特音樂大學後去萊比錫巴哈小孩受洗地

席勒家，哥德／席勒國家博物館；九月十四

日（星期五）萊比錫：觀光華格納誕生地，

他住家，華格納博物館也參訪孟德爾遜家及

舒曼家中之博物館；九月十五日（星期六）

去布拉格：參觀查理士大橋及捷克音樂博物

館。傍晚沿伏爾塔瓦河搭船遊；九月十六日

（星期日）布拉格：到阿得卡尼皇家古堡，

參觀聖維特斯大教堂／古皇宮／聖喬治大廣

場，夜觀賞歌劇表演；九月十七日（星期

一）去維也納：中央公墓音樂家區禮拜貝多

芬／舒伯特／布拉姆斯／小約翰史特勞斯等

安眠處及莫札特紀念碑，再去莫札特住過處

包括繁華之套房，著名音樂家彫像及他們生

平被表揚牌匾；九月十八日（星期二）維也

納：參觀舒伯特出生宅及其博物館和海頓之

他住處／博物館／海頓紀念堂，晚上欣賞音

樂演奏；九月十九日（星期三）去薩茲堡：

先市內觀光―參觀史懷哲大道，經過莫札特

音樂大學，參訪市場廣場內之莫札特出生

地；九月廿日星期四［音樂之聲］旅，參觀

鄉村戲院及市場廣場之莫札特住家，到赫爾

布倫皇宮，節慶大宅院／莫札特廣場；九月

廿一日（星期五）去慕尼黑：坐上觀光巴

士，沿途看品納克藝術館／賀夫布勞宅院／

國家戲院／瑪莉亞廣場，芬堡王宮等；九月

廿二日（星期六）送到機場離德搭機回家。

補充

由於華航直飛有關，或會改由維也納離

歐，因此九月十七～二十二日行程或更改如

下：

9.17去薩茲堡，9.18在薩茲堡，9.19去林

芝（莫札特原誕生地），9.20去維也納，9.21

在維也納，9.22離維也納直飛臺北或費城而不

去慕尼黑。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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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成長中的臺大醫療體系

臺
大醫院創設於西元1895年，在即將邁入

第123年的時刻，也已跨出常德街、成

為擁有全臺南北5家分院的醫療體系了。

臺大醫院堅守教學、研究、服務三大

任務，百年來，不僅是守護國人健康的最後

一道防線，更是為臺灣醫界培育無數優秀人

才的重要基地。每年培育的醫療人才，在全

國各地開枝散葉，成為臺灣醫療界的中流砥

柱，為提升臺灣的醫療水準貢獻心力。

隨著本院培育的醫療人才數量愈來愈

多、全院醫療服務量快速成長、醫療技術

與設備的大幅進步、以及整合型照護中心的

設立必要，使得位於臺北首善之區的臺大醫

院，在這幾十年間積極地思考如何突破早已

無擴院腹地的瓶頸。除了重行整建西址舊院

區，對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區域做最充分的土

地利用外，臺大醫院在總院區已經增建了東

址大樓以及兒童醫療大樓，目前還積極地籌

建健康大樓，期望不斷的提升照護品質。

臺大醫院因為是醫學中心，我們的醫學

教育著重在急、重、難症及整合型的疾病診

斷與治療，然而對於社區醫療服務、地區醫

院、區域醫院等各種不同型態的醫療院所中

常見的疾病可能就未必有機會接觸，隨著醫

療環境的多元化，這方面的教學需求也亟需

擴展，才能因應臺灣社會多元化的醫療需求

與醫療環境。因此，從醫學中心層級拓展成

具備各個層級醫療院所的體系，將可提供師

生完整的醫學教育環境，讓我們的人才在更

完整的醫學教育體系下成長茁壯。

為了撙節經營成本與提升管理效率，政

府開始對部分經營不易的公立醫療院所進行

整併與改制，本院也因此承擔此社會責任。

在各個地方政府的積極爭取及主管機關的促

成下，行政院衛生署雲林醫院於2004年4月

1日起改制為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成為本院

第一家分院，國立臺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於

2004年8月1日起改制為臺大醫院北護分院，

財團法人北海岸金山醫院於2010年10月1日起

改制為臺大醫院金山分院，行政院衛生署新

竹醫院及竹東分院也於2011年7月1日起同時改

制為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與竹東分院。至此，

臺大醫療體系已成為擁有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與地區醫院的完整醫療體系。

文／何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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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所承接的5家分院中，雲林、

竹東與金山分院均是位在醫療資源相對缺乏

的區域，臺大醫院接受政府指派，承接這

些有醫療需求、但沒有足夠醫療人力的醫療

機構，即使有些分院在經營上會有虧損，但

總院依舊秉持的提供優質服務的理念，支援

各個分院的營運，同時作為各分院最堅強的

醫療後盾，肩負其後送與轉診病人的醫療責

任。而醫學生與體系員工在總院及各個分院

的歷練，不僅有助於培育多元化的才能與思

維、培養悲天憫人的胸懷，對當地醫療品質

的提升更有著莫大的助益。

除了現有5家分院外，2013年5月30日行

政院核定由本院負責規劃興建新竹生物醫學

園區醫院，並於2014年5月核定其為本院之分

院。生醫分院擬設置一般病床500床及特殊病

床228床，第一期興建之醫療大樓以提供臨床

醫療用途為主，預計108年6月完工、109年1

月正式營運。屆時本院大新竹三分院將進行

業務分工與整合，也期待生醫分院發揮被賦

予之使命―「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究為主要

任務，並能兼具急重症功能」，擴展本院現

有之研究量能，並提升我國新醫療器材與新

藥之研發轉譯醫學能量，進而增進我國新藥

及新醫療器材研發之國際競爭力。

臺大醫院承載著國人的滿滿的期許以及

所有師長校友們的期待，臺大醫療體系的成

形，一方面把臺大醫院的價值觀與理念推展

出去，一方面也落實社會責任的承擔，將臺

大醫院高品質的醫療與優秀的醫療人力帶到

臺灣各個角落，讓老幹新枝共同打拼，從臺

灣頭服務到臺灣尾。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院長）

董 事 長　楊泮池暨全體董監事
執 行 長　黃國晉
副執行長　張皓翔　　　　　　　敬賀
　　　　　詹鼎正
　　　　　蔡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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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高興及榮幸擔任本期醫訊的執行編輯。本期景福醫訊中的科學新知主要是探討近年來在臨

床疾病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癌症骨轉移」，近年來癌症已是國人致死原因之首，其中癌

症骨轉移更一直是醫師在臨床治療上所面臨到另一個更大的難題，癌症骨轉移造成癌症治療的複雜

性及困難度，也因為如此，同時也提高了患者的死亡和腫瘤復發的機率，希冀可以藉著具特異性的

高轉移癌細胞表面蛋白的尋找，作為標靶蛋白及開發新的抗高度骨轉移癌細胞治療，期待這些研究

成果能對臨床診療提供新的思考與協助。

在「我的教學、研究、行醫和著作的人生經歷」文章中，藉著林靜竹教授自身經歷的分享，勉

勵大家在各自領域中，如能以平實適性及安之如貽的態度面對日常生活、工作上的諸項事宜，同時

能以努力不懈的方式完成每一項工作及挑戰，必將創就一番成就與天地。

本期景福醫訊以戴鐵雄醫師以「醫學生的情詩」一文傳遞出，醫學生不僅在專業領域中表現突

出外，在人文與文學造詣更是不容小覷。「紐約皇后大橋的滄海桑田」、「Yountville的春天」及

「麗江行」三篇小品與景福之友分享異地特色及景緻，文中詳盡如實的詳述，如同身歷其境。

本期景福醫訊謝博生教授以一文仔細描述，高木友枝校長所著「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台

灣島之衛生條件」中譯本的出版緣由及經過；藉由陳振陽教授讀後心得之分享，了解「台灣公共衛

生體系的基礎-台灣島之衛生條件」一書之撰寫對於治理者擬定合乎社會實際狀況之政策及醫療措

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此書奠定了今日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在目前層出不窮的社會問

題、公共衛生課題及食品安全等爆發的時代，希冀能夠藉由此書提供目前執政者有新的想法與啟

發。

本期景福醫訊封面故事中，何弘能院長藉由此文為大家詳細的介紹臺大醫療體系發展與茁壯的

過程。自1895創院迄今，臺大醫院現有5家分院，位於台灣各處，臺大醫院秉持著努力不懈的工作

態度，同時進行臺大醫療價值觀與理念的推展、及落實社會責任的承擔與執行，結合高品質的醫療

人力與品質，為全台灣民眾服務。

最後要感謝一同編輯此期景福醫訊的主編、各位編輯及助理編輯王

亮月小姐的辛勞與幫忙，讓本期醫訊能夠順利出刊，最後敬祝大家心想事

成、身體健康！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2009年畢業，現任母校解剖學

暨細胞生物學科助理教授）

文／王淑慧



醫學校區教師聯誼會望年會
時間：2017年12月29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106/11/16 王珮榮 500
106/12/7 林高德 3,600

106/12/20 黃志勳 2,000
邱仲慶 100,000

106/12/29 邱仕文 200,000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106/10/2 陳慧玲 30,000
106/10/20 楊成錦 10,000

蔡彥棠 10,000
陳永成 10,000
侯勝茂 100,000
蒲永孝 100,000
郭壽雄 20,000
吳啟欽 20,000
姚景昭 10,000
王榮德 100,000
林銘川 10,000
張峰銘 100,000
邱家勝 10,000
黃富源 5,000
梁友英 10,000
侯書文 10,000
賴錦德 10,000
簡崑山 5,000
洪焜隆 10,000
顧懷青 10,000
彭伊中 120,000
賴永章 10,000
黃英峰 1,000

106/10/25 陳光燦 10,000
106/11/1 王子哲 100,000

106/11/16 許聖美女士
（許瑞雲校友之女）

23,400

106/11/17 許郡安 10,000
謝豐舟 100,000
沈福全 100,000
林季珍 100,000

日期 姓名
金額

（台幣）

金額

（美金）

趙文元 100,000
106/11/22 陳德全 100,000
106/11/28 王廷明 12,000
106/12/20 謝國雄 9,000

呂燕林 3,000
鄧昭雄 10,000

謝新崧、傅蘭芝 500
周顯彰 200
鄭珣 200
陳鵬生 500
黃哲陽 1,000
邵婉如 200
鄭汾洲 500
王錦文 4,000
鄭敏夫 250
劉玲玲 500
張育文 500
韓李慧嫻 200
李彥輝 1,000
郭宏光 10,000
王信宏 100
莊哲男 2,000
馬鴻福 500

呂錫林、徐　蒓 30,000
葉炎林 1,000
王肇俊 500

賴明詔、翁惠瑛 20,000
106/12/29 陳為堅 10,000

沈樂知 20,000

醫　學　人　文　關　懷　專　戶

106年10~12月徵信錄

▲醫學校區新升等教授合照 ▲張院長與同仁共樂

▲新舊教師聯誼會進行移交

▲舊任教授聯誼會成員獻唱



臺大醫院臨床心理中心十週年慶活動

時間：2018年1月5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2017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頒獎典禮

時間：2017年12月29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頒發醫院特色醫療組類由臺大醫院總院、新竹分院代表領取一金一銀一銅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