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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代定序簡介與皮膚疾病基因檢測

皮
膚病可謂千奇百怪，以前遇到很罕見

很複雜的遺傳性皮膚病，無法作診斷

時，除了做文獻查詢，與詢問對類似病症經

驗豐富的醫師之外，就只能看運氣好不好，

是否在一兩個候選基因上檢查出有突變來，

但有時候一個種類的皮膚病就可能有一、二

十個以上可能的致病基因，例如魚鱗癬。還

有一種情況是，只能知道是那一類的疾病，

但不知道致病基因有那些。以往受限於人力

物力，沒辦法對太多的基因作檢測。所幸，

現在有了次世代定序的技術，讓我們在基因

檢測上，由「蒸汽時代」邁入了「電氣時

代」。

次 世 代 定 序 （ n e x t - g e n e r a t i o n 

sequencing），又叫做大規模並行定序，是一

種同時可以定序大量DNA（或cDNA）片段

的技術。它運用在偵測突變，可分為偵測生

殖系突變（germline mutation）與體細胞突變

（somatic mutation）兩類，另外，它也可以用

在定序cDNA，以測量基因的表現量。由於用

於皮膚病診斷仍是以DNA定序為主，因此以

下內容以介紹DNA定序為主。

次世代定序DNA序列，在實驗上的操

作，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1）抽取DNA，

（2）定序庫製備，（3）上機定序。由於產

出的序列非常多，數以百萬計的序列要分

析，只能借助生物資訊工具。以找尋病人的

突變點位為例，從序列Fastq檔，回貼參考用

的標準基因體序列，得出BAM檔，再經由變

異識別方法產生VCF檔。VCF檔經過註解，

就成為可以直接查看與判斷的檔案。與參考

基因體不同的DNA序列，且其序列達到一定

以上的比例，則可稱之為變異（variant）。

變異是否有意義的判斷又是另一番功夫，現

在有美國醫學基因學院（ACMG）所提出的

guideline可以依據，把變異是否具有致病意義

的程度分為五類：致病，可能致病，未知意

義，可能良性，與良性。

隨著次世代定序的日益成熟，除了檢

測疾病的基因突變，它已拓展至更多的臨床

使用，例如血液中的腫瘤細胞定序偵側（液

態切片）、檢測HLA基因型、人體微生物群

與藥物基因體學等。但目前運用在臨床最多

的仍是偵測疾病的基因突變，主流的方法是

「目標區域定序」與「全外顯子定序」，做

於偵測基因突變，前者是針對懷疑致病的基

因群做定序，後者的意義則是把大部分會做

出蛋白質的基因都作定序。由於這樣子高通

量定序技術的出現，發現了許多過往不知病

因的皮膚疾病的基因變異，至少已有二十個

以上的遺傳性皮膚病由此被找到致病基因突

變，包括因EGFR突變造成的一種上皮發炎

症候群，一種由GJA1突變引起的「角化－少

毛－白甲症候群（KHLS）」，以及某些鑲

文／洪楨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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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型體細胞基因突變的皮膚病，這指的是只

有部分體細胞有突變的情況，例如皮脂腺母

斑的HRAS基因突變。除了找疾病的未知基因

突變，次世代定序的另一個用途是高效地定

序已知致病基因，做為診斷的輔助工具，例

如結節性硬化症，有些病人的皮膚結節等臨

床特色不夠明顯，輔以基因檢測能更精確診

斷，其致病基因已知是TSC1與TSC2兩個基

因，然而這兩個基因都很大，共有64個外顯

子，若用傳統的Sanger定序，要花蠻長的時

間，且花費又已經比全外顯子定序還來得貴

了。

介紹了次世代定序的優點之後，來說

說其限制。雖然包括臺大在內的幾家醫學

中心，乃至生技公司，都有發展此類的研究

應用，但實際要從定序結果，直接連接到疾

病，仍不是那麼容易。在我們分析的經驗

中，常遇到的問題有幾個：第一、有些變異

仍無很好的判讀，例如有些病人的基因變異

在一般人中沒有，但也沒登錄在疾病的突變

資料庫中，很難說這個變異就是致病的突

變，而且這類變異在一般人中為數不少，絕

對沒辦法通通當作致病突變。這類的突變在

ACMG guideline上有對應的意義層次，但若沒

達到判讀致病的標準，可能要進一步做細胞

或動物研究才能解答了。第二、有找到一些

被紀錄為有意義的變異，例如說病人帶有某

文獻報告過的致病基因變異，但是其對應的

臨床表現，與病人實際臨床上看到的相差甚

遠，不禁讓我們懷疑，這只是一個「過客」

突變。第三、定序過程的錯誤，包括定序本

身的混亂、系統性錯誤、與福馬林固定石蠟

包埋組織較易有的C變T倒轉。系統性的定序

錯誤很多無法靠增加定序深度來解決，這部

分還有賴於定序過程的改善，例如為了避免

PCR放大特定錯誤序列的結果，可以在定序引

子加上特殊的標籤，來矯正原本偏差的突變

比例。第四、鑲嵌型體細胞突變，由於只有

疾病處才有突變，因此取得病變組織至關重

要。第五、定序的廣度有局限，雖然全外顯

子定序有人號稱最佳已可以覆蓋99%以上的目

標外顯子，但對於同源區域、重複區域，以

及富含GC的區域，其定序覆蓋度仍有局限，

此外，定序覆蓋深度在外顯子之間也不一定

很均勻。第六，次世代定序對點突變、插入

及缺失型突變的偵測效力較好，對DNA序列

的拷貝數變異與結構變異的偵測力則沒那麼

好，目前主要以生物資訊方法改善。第七、

有意義的突變點位不一定只在外顯子中，因

此全外顯子定序抓不到這樣子的突變，需做

全基因體定序，但所需的花費高很多，也要

有很強的分析能力。

次世代定序的技術仍在發展中，已經有

號稱第三代的定序儀器供研究用途了，生物

資訊分析也不斷在演進，未來應該可解決上

述的大部分問題。之後的發展會很重視把次

世次代定序整合進病人的照顧之中，把病人

的種種臨床與實驗室數據與基因變異結合，

不僅將大大地影響醫療的決定，更能回過

頭來完善疾病突變資料庫，若再引入人工智

能，就能成就更強大的智慧醫療。次世代定

序在皮膚疾病的運用上，仍有極大發揮的空

間，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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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醫院皮膚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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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漾在變革水域中的醫師專業
文／江顯楨

“…the hospitalist story offers hope, demonstrating the capacity of the system to 

undergo transformative, even disruptive, change.＂          ［…管家醫師的故事提供了希

望，表明（美國醫療）體系能夠轉型，甚至是破壞性的變革。］

－ Dr. Robert Wachter,《華爾街日報》(WSJ ), 2016

正
值美國國會辯論Obamacare存廢，甚囂

塵上之時，接到了8月份景福醫訊（第

34卷第8期），其中有一篇關於台灣「社區

醫療照護」的文章，數次提到hospitalist。

畢竟，論醫療環境與民俗，台美差異甚大：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早在李登輝時代就納入

健保，人民生病都往醫學中心或大醫院去

擁擠排隊掛號求診，門庭若市，想看「名

醫」或知名教授；而Obama的「平價健保」

（Affordable Care Act）是否延續，尚在未定

之天，很可能一夜之間夭折，三千萬人被退

保。雖然美國到處有大小不同的區域醫院、

獨立門診、Urgent Care、Ambulatory Care、

私人診所等，各專科／次專科人才濟濟，看

病不必擠。諷刺的是，這擁有世上最先進醫

學研究、醫療技術、和醫護機構之經濟大

國，聯邦政府Medicaid卻一直面臨崩盤危機，

Medicare信託基金財務也屢告拮据。於是在20

年前，「管理醫療」和DRG摧生了一個怪胎

產物hospitalist。直到今天，它的風評仍然是

毀譽參半。

我也好奇探究了台灣有關hospitalist的

報導。原來早在2009~2010年，母院外科加

護病房主任柯文哲醫師倣效美國先例，首次

把hospitalist模式引進台灣，設立急診後送

病房來舒解門診和急診病人之擁進。為兼

顧社會正義、人道關懷、和科學管理，還

以「德蕾莎」之名把hospitalist意涵發揚光

大。繼臺大之後又有台中榮總、台南奇美等

醫院跟進。到2015年，台灣的美式「醫院

醫學」（Hospital Medicine）改稱「整合醫

學」；Hospitalist的定義也從一個特殊的醫師

專業，改稱為「專責一般醫療主治醫師之照

護制度」。在中華民國衛福部醫事司把台灣

的醫師納入勞基法之前夕，整合醫學之推廣

是要維持和配合「分級醫療、雙向轉診」的

最高核心原則。詳讀景福醫訊該文，其議題

和討論重點集中在hospitalist與社區醫護的整

合，字裡行間也強調景福謝博生董事長倡議

的「全人照護」。據說有高達九成的病人對

hospitalist制度表示滿意。民眾對健保滿意度

也都在八成左右，而醫界對健保滿意度則始

終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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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本正源，為「新科」釋義

千禧年以來，在美國醫療體系中，出現

了兩個爭議性甚大的變化。那就是：Hospital 

Medicine和Concierge Medicine。我曾經分別

在景福醫訊先後介紹過 1。在這之前，美國

《世界日報》周刊總主編常誠容女士來電邀

請，為我啟用一個每週兩千字的專欄「杏林

脈動」。兩年內，我一共寫了百餘篇有關醫

療和醫學論述的文章，給北美洲廣大的中文

讀者。記得第1195期是介紹hospitalist，事情

原由如此：1996年是我的sabbatical，作客於

新罕普夏州小城Exeter。有一天在哈佛MGH圖

書館瀏覽，偶然看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NEJM）的一篇文章，是UCSF醫學院（圖

1）兩教授Wachter & Goldman首提hospitalist醫

療模式的概念，覺得它很有創意，且有典範

轉移之勢。當時hospitalist還是個嶄新名詞，

1996年以前出道的醫生，鮮有知其底細者。

據說歐洲與加拿大，七○年代就有專顧住院

病人的醫生。而美國的hospitalist至九○年代

中期，才像雨後春筍到處滋生。

1997年，美國內科醫師學院（ACP）出

版的《醫學辭源》（Medical Meaning: 

A Glossary of Word Origins）為這新名

詞下定義：Hospitalist指的就是正式合

格就業的專門醫生，他們的操作僅限於

病人住院期間的急症照護。它的中文翻

譯，似乎還沒有人找到一個適當字眼。

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把它直譯為「醫

院醫師」，叫起來拗口，且與「院內專

家」一樣太過籠統而意不明確；台灣

譯它為「駐院醫師」，有意要與受訓中

的「住院醫師」做個區別；有人翻它為「醫

院專家」，但這又與醫院的行政專家混淆。

其實，從一開始我就在搜索枯腸，有一天突

發奇想，若有所悟。原來hospital與hotel字

出同源，拉丁文hospitale在英文是hospital，

也可以是旅館，而法文hôtel也可以是醫院。

Hospitalist之於hospital有如Maitre d’ hôtel之

於hotel，兩者皆具hospitality的特色與功能。

Maitre d’是管家或總管，把hospitalist譯成「管

家醫師」，雖不中，不遠矣！就把它當做一

個暱稱，讓我介紹今日美國hospitalist制度如

下：

「醫院醫學」，重塑醫師角色.

去年（ 2 0 1 6）正好是美國「醫院醫

學」誕生20週年，社會評論有褒有貶。在

九月份的NEJM就有兩篇「透視」hospitalist

的專文。褒的一篇是「從零到五萬人之增

進」（Wachter: Zero to 50,000 -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spitalist）2。貶的一篇是

「全面醫療之衰退」（Gunderman: Hospitalists 

and the Decline of Comprehensive Care）。「管

家醫師」開始原是為住院病人提供全天候的

圖1：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醫學中心在

Parnassus高地，是孕育Hospitalist 醫療模式

概念之處（UC官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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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醫療照護，現在該模式幾乎無役不與，

已擴展到產科、骨科、和神經科等領域。目

前在美國擁有200病床以上的醫院，十家當中

9家有「管家」的醫師。平均每個「管家」醫

生團隊有七到八名主治醫師。「管家醫師」

之所以會這樣快速增長，似乎是一些趨勢的

聚合。這包括全國醫院正面臨著減縮病人住

院時間的壓力，需要安排隨時可以派用上場

的「駐院」醫生，而不是等待社區醫生來進

行迴診，然後啟動病人出院的醫囑。這項新

穎的工作也正好為關心生活方式的年輕醫生

提供了可預測的時間。加上記載病史的病歷

全都「雲端」電子化，使得陌生人也能夠參

與患者的照顧。

說來「醫院醫學」本是一個年輕的專

業，許多醫生在完結訓練進入職場時就成

為「管家醫師」，他們平均年齡是37歲。

它也是一個「躁進」（restless）的專業。現

在，「管家醫師」進入醫院手術室去照顧病

人，又在醫院外頭進行病人的急後處理。

所有這些舉動都為他們贏得許多新名銜，

哪怕這些名銜叫起來有多彆扭。諸如：加

護病房的intensivist、夜間的nocturnist、分

娩的laborist、亞急性的subacutist、過渡期的

transitionalist，甚至護理設施的SNFist3等，不

勝枚舉。「管家醫師」不太擔心下列諸項給

付制度的煩瑣枝節：正在轉向中「以價值為

基礎」（value-based）的醫療服務、「包裹

支付」（bundled payments）、以及「責任制

的醫療組織」（簡稱ACOs）的「撙節共享」

（shared savings）等4。從一開始，這些方

法背後的價值觀，像是團隊照護、使用成果

數據和議定方案，都是他們培訓的一部分。

根據最新Medscape報告：近四成的「管家醫

師」現在都已納入ACOs。早期「管家」領

域只攸關內科，後來延伸到兒科，再延伸到

家庭醫學。換言之，專業專長不停衝擊，並

刺激新任務和新專業的成長。然而它的動機

一致，那就是：企圖以最低成本提供最佳醫

護。

交班問題，可能造成錯失

最有爭議的是「管家醫師」要共同處

理院內的外科病人。這是一個質量和效率的

問題，因為他要確保在外科醫生離開手術室

時，提供病人「急後」（postacute）所需要

的醫護。根據2014年9月的「醫院醫學報告」

（State of Hospital Medicine – SOHM）：九家

醫院中就有一個「管家」團隊參與了手術後

的銜接。這種照護模式非常雜亂，雖然整合

降低了服務成本，但從患者死亡率、再入院

率、或住院時間來看，它和傳統模式並無明

顯差異。一些以醫院為基地的專家們也採用

了「管家」模式。例如，「分娩專家」就是

全天在醫院工作的Obs/Gyn醫生，他們讓社區

的同業專注於婦科會診，不必來醫院照護妊

娠病人；醫院內的外科醫師可以代替社區的

同業，負責院內的急性照護；醫院內的神經

科醫師，可為急診科病人提供中風護理，而

讓神經學家留在診所看預約病人。理論上，

這種模式相當不錯。

但執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意外後果頻

頻出現。所謂的「放手」（hand-offs）變得

更普遍，只要患者醫護的信息不能傳遞給下

一個接班人，紕漏就會發生。特別是，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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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基層PCP的切換是個「罩門」（Achilles’ 

heel），可能造成錯失。有些PCPs表示：病人

住院而他們卻沒接到通知，又聽到患者的藥

物被更改，這些都令他們沮喪和擔憂。醫學

數位化之後溝通容易多了。因此，對於有關

醫護過渡時期的大量信息，SHM倡議一項叫

做Project BOOST的切換清單5。重點就在於病

人每次住院或出院時的醫護過程。今日美國

過渡醫生或SNFists是「管家醫師」發展最快

速的部分。根據SHM：三成的人員在postacute

部門工作、到門診病房或醫院外、甚至在安

寧居家照護慢性病患，這實在有悖「醫院醫

學」原來的定義。調查發現：五成八的「管

家醫師」說o.k.，四成二的人認為不該如此。

公司合併，壓力造成倦怠

「管家醫師」所得的薪資比一般PCP的同

行好。根據 Medscape：54%的「管家醫師」對

他們的薪資相當滿意，而「非管家」內科醫

生的滿意度則為45%，略遜一籌。根據Salary.

com：「管家」的薪水平均是210,420美元，

而「通勤」的內科醫生則為188,583美元。話

雖如此，管家的收入可能「灌水」，因為大

部分都是由醫院補貼（subsidies），它可以

「水漲船高」。一旦醫院的底線受到威脅，

補貼就會減少。為獲得價值回收，醫院必須

將更大的報銷額與生產力掛鉤。根據SHM：

現在大型「管家醫師公司」正在鞏固地盤，

有兩宗數十億美元的交易動見觀瞻。醫院推

動這些公司為醫師們處理複雜數據、提供順

從（compliance）教育與監督、並發展專業領

域。此外，未來這些公司可能必須在ACOs和

包裹式付款的安排下，分擔財務風險。

根據 2 0 1 4年一項研究發現， 4 3 . 8 %

的「內科管家醫師」精神疲勞而生倦怠

（burnout）。同年JAMA內科醫學研究報告：

「管家醫師計畫」面臨越來越大的生產壓

力，來補償收入的下降或履行新任務。倦怠

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典型的工作時間

表，即工作7天的「收縮期」（“systole”），

然後休息7天的「舒張期」（“diastole”）。這

「7對7」模式頗受年輕醫師歡迎，但對年老

的醫師來說，這非常累人，難以適應。引用

這些理由，Dr. Wachter去年在SHM年會上承認

「7對7」模式是個「錯誤」，而「7對7」的

時間表迫使醫院支付比正常工作週更高的補

貼。控制成本的另一種方法是將更多的醫院

工作轉移給「開業護理師」（NP）和「醫生

助理」（PA）。有這些非醫師專業人員的幫

助去執行病患處理，「管家醫師」可以專注

於診斷和制定治療計畫。由此觀之，醫師的

作用正在改變中。

專業認證，至今仍不完整

與大多數的其他專業不同（它們是基

於器官或疾病），「醫院醫學」是基於服務

場所也就是醫院。而且由於專業如此新穎，

目前「管家醫師」還沒有自己的培訓計畫。

它繼續接受其他專業的住院醫師計畫培訓，

根據SHM：他們七成多的人有過一般內科

醫學、九成的人有家庭醫學、六成的人有兒

科、和近八成的人有其他專業之培訓。醫界

對「醫院醫學」的評鑑始終採取保留態度，

因此到今天它還不能成為醫學中的獨立專

科，也不能算是內科醫學中的次專科。「美

國醫學專業委員會」（ABMS）一直沒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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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它。然而，在2009年，內科和家庭醫學委

員會共同創造了一個途徑，專門測量「管家

醫師」技能的再認證。它們批准了「醫院醫

學重點實踐認可」（Recognition of Focused 

Practice in Hospital Medicine – RFPHM），有

些醫院已經採用這一途徑來作「管家醫師」

的認證。

誠如13年前我在《世界周刊》有感而發

所做的結論：「問題的癥結在於醫療模式的

重點置放何處？如果重點是促進醫療機構的

經濟，和醫師人員的方便，而忽略『醫病關

係』的連續性和對病人的關心，那麼它力圖

上升為專科的可能性就不樂觀。病人從這些

『管家醫師』得到的服務，就可能被視成一

種『陌路人』的施惠，就像是被他的家庭醫

師推進醫院的『旋轉門』，然後再被自動收

回一樣，［筆者按，台灣的雙向轉診也有可

能如此。］這種感受絕非當初提倡者所能意

料。面對今日管理醫療『市場推進式』的制

度，醫病關係已經轉型。如何在每日醫療作

業上，保持一個較有人性或人道關懷的醫病

關係，將是這些『管家醫師』們最大的挑戰

和考驗。」

後記

我個人自美國的外科專業退休以來，遇

到兩次與「管家醫師」實際的親身經驗：一

次是2005年在鳳凰城Mayo Clinic，岳母帶著嚴

重的心臟病入院，接受婦癌複雜手術。除了

有半打以上的專科／次專科主治醫師來巡房

外，一位「管家醫師」獨來獨往，看來他對

病情似有涉獵，卻無暇與我溝通，所幸並無

大礙。另一次是2013年，在鳳凰城最大的醫

學中心St. Joseph Hospital，岳父因遭車禍重創

緊急住院，神經外科、骨科、一般外科醫生

均提供「片段式」服務。包括殿後的「管家

醫師」見樹不見林，居然全都忽視病人持久

不降的超高血壓，雖經我一再提示與託付，

未作處理，導致次日在院內的急後病房腦幹

中風（pontine stroke），殘廢至今。這使我懷

疑他們到底是「看病人」的醫生，還是光來

「看病」的醫匠。

作 為 一 個 病 患 家 屬 兼 「 護 衛 者 」

（p a t i e n t ’ s  a d v o c a t e），我有時不禁感

嘆，這整個美國醫療體系是「去人性化」

（dehumanization）的極致。「醫院醫學」好

像是照顧醫院經濟利益的醫學。Wachter還曾

經引用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管理制度為鑑，

認為它是美國「管家」制度之典範，難怪有

人謔稱「管家醫師」為“Toyota MD＂。也有

人故意把這類醫師稱之為“doctor du jour＂

［法文：du jour是當天的意思，暗示他們是

當天上場的醫師，有如「本樓特餐」（house 

special）上桌的菜色。］可見在醫療市場他

們所扮演的角色，對病患來說永遠是「陌路

人」，怎麼可能會有比較持續、或久而互信

的醫病關係？美國醫療體系還在變革之中，

資本主義工商掛帥的社會，缺乏的正是人道

關懷與全人照護，我認為這是「全面醫療」

不可或缺的兩個因素。

適逢母院雙甲子之慶，五年來景福持

續推動台灣「醫學人文關懷計畫」，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我衷心支持，祝其成功。

註釋

1. 兩篇拙文―「近年美國發展最快的醫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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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談到Hospitalists；「也談美國有爭議

性的醫療服務」談到Concierge Doctors。

分別刊登在《景福醫訊》第22卷第3期及

第12期（2005年3月及12月）

2. 目前在美國執業醫師的人數，根據Wachter 

& Goldman：20年之內，Hospitalists從零

升到五萬，（實際上是52,000人，逼近小

兒科的55,000人。）這數目已經超過心臟

內科的22,000人，（心內科在過去是內科

中人數最多的次專科）；現在hospitalists

數目僅次於一般內科醫師的109,000人和家

庭醫學的107,000人。

3. SNF是Skilled Nursing Facility簡稱。

4. ACOs是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s簡

稱，是美國聯邦政府Medicare/Medicaid中

心（CMS）的新設計，讓醫療提供者志願

參加。其目標為shared savings，這是在傳

統的「論量計酬」（fee-for-service）條件

下，轉向到value-based的省錢計畫。「包

裹支付」則是政府或保險公司一次就付掉

某醫療事件（episode）費用的總額，包

括醫生們、醫院、手術、及其他所有費用

而不再單獨支付。因此也可能是大夥兒的

shared loss。

5. SHM是Society of Hospital Medicine簡稱；

BOOST是Better Outcomes by Optimizing 

Safe Transition的縮寫，Project BOOST就

是「優化安全過渡以獲得更好結果」的切

換清單。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美國心胸外

科專家。現已退休於鳳凰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徵求專任教師人選1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助理授教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8份。
2. 五年內代表著作3篇（共8份）。
 以上資料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第8項：醫學院系科所中心新改聘教師應送資料、
證件一覽表）（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及研究理念。
5. 相關資料應於107年7月23日 中午12點前送達甄選委員會。

三、相關資料請參考本科網站http://www.ntuh.gov.tw/Ped/default.aspx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臺大醫院小兒部15樓主任辦公室
　　（小兒科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

電話：(02)2312-3456轉71526 李小姐
傳真：(02)2314-7450
email：lmhuang@ntu.edu.tw 或 00475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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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症 免 疫 療 法

對
癌症之治療傳統上有手術，放射治療及

化學療法；近年來又有免疫療法加入。

也許讀者對此療法不甚瞭解，那讓我簡介如

下供參考：

定義

顧名思義乃利用自身免疫系統來抵抗

疾病，由於被認知對某些癌症有裨益病人乃

受重視。免疫療法可單獨也可和其他療法併

用。

也就是使癌細胞之生長停止或慢下來，

或阻止癌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再又幫助免

疫系統作用來破壞癌細胞。

要知道癌細胞由於乃自體細胞變異，不

易被認出為侵略者，因此曾是健康細胞不再

是正常細胞，可憾免疫系統不能辨別出，因

而此危險細胞能生長／分化／擴展於全身。

類別

可分成兩大類別一為增強免疫反應另一

乃促進免疫作用，目前有下列：

1. 單株抗體：有些附在癌細胞之特殊蛋白

質，即人工合成免疫球蛋白用來對付癌細

胞之很特殊部位，有些則使得細胞能使免

疫系統能找到加以破壞癌細胞如已上市之

Rituximab、Trastuzumab等。

2. 免疫關卡check point抑制劑：即對T細胞

免疫檢查點之調控，也就是能使發出信

號到PD-1或CTLA-4受容器予以混亂，使

癌細胞無所遁行而被認出為侵略者，致

激起免疫系統反應。目前有兩種，一為抗

PD-1，此藥物可讓免疫系統能全力來認出

癌細胞以對付之；也就是PD-1機制原本是

免疫系統之自身保護法，用來避免慢性炎

症等出現過強反應傷害自己。但PD-1被癌

細胞騎劫後，癌細胞帶有「免死金牌」，

因而避開免疫系統之追擊。抗PD-1免疫

治療乃封鎖此機制，逆轉免疫系統「走漏

眼」及放生癌細胞。目前有pembrolizumab

（肺癌／頭頸癌／實體腫瘤／黑色素

瘤)，nivolumab（肺癌／腎癌／淋巴瘤／

黑色素瘤），atezolizumab（肺癌／膀胱

癌），後者通過抑制PD-L1和T細胞表面

之PD-1及B7.1受體結合，解除彼等介導之

T細胞免疫抑制作用，進而誘導T細胞活

化而重建自體對腫瘤細胞之監測及攻擊能

力。另一為用抗體阻斷CTLA-4之通路如

Ipilimumab。

3. 嵌合抗原受體CAR-T修飾的T淋巴細胞治

療（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 Tcells）：通

俗而言，T細胞好比我們體內之警察，我

們為他們配備了定位導彈系統，當細胞再

次回輸患者體內，配新裝備之細胞警察能

精確找到腫瘤細胞，然後消滅它們―對血

液腫瘤如B細胞白血病，B淋巴細胞癌，骨

髓瘤等較有效（附註）。

附註： 剛寫完此文收到「時代雜誌」2017年8

月21日專文介紹費城賓西凡尼亞大學

中心乃世界癌免疫療法之先驅，提及

五歲女孩於2015年接受CAR – T治療急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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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淋巴性白血病於該中心兒童醫院目

前追蹤知已痊癒。又賓大也於2010年

成功對一位新澤西男性監獄警察之成

人白血病給予此項治療，七年以來尚

未見復發；只不過發生了暫時性高熱

呼吸困難且有腎衰竭跡象進了加護病

房，本以為沒救卻奇蹟般生存下來。

後來此現象也發生在其他病人才知到

此種副作用，如今賓大和Novartis藥廠

合作正在申請於美35所癌中心施行此

治療法。

4. 體外啟動TIL：也可助免疫系統去破壞癌

細胞。有兩類，一為干擾素interferon它可

助免疫系統抗癌，使癌細胞生長慢下來

如interferon Aefa-2a、interferon Aefa-2b、

alferon(2a)。另一為白血球介素interleukin

助免疫系統產生某種細胞來破壞癌，有

interleukin-2、IL-2, aldesleukin等用以治療

腎癌／皮膚癌包括黑色素瘤。其中細胞激

素cytokines乃協助身體認出癌細胞來產生

免疫反應。

5. 癌症疫苗：即使免疫系統暴露於抗原，來

激發免疫系統認知，來破壞此抗原或有關

物質。有將流感疫苗植入於體內對疾病開

始免疫反應。可用以預防及治療。

6. 其他免疫療法：此乃非特別生產來對付癌

細胞，但間接可以刺激免疫系統因而對癌

細胞有較好之反應。

臨床試驗：有如其他疾病之臨床試驗

也分三階段恕不在此討論

副作用

雖然不會如化學療法引起脫髮／血球

異常及細胞中毒等。但因免疫檢查點療法也

是會攻擊健康之組織及器官，免不了有疲勞

／發燒／發冷／噁心和注射部位局部反應，

甚至肺炎／結腸炎／肝炎／胰腺炎／皮疹及

內分泌疾病包括甲狀腺異常和腎上腺功能不

全。

至於CAR-T細胞免疫治療，也會對其

相對應抗原之正常細胞產生殺傷力；還有因

被其他大量殺傷之腫瘤會引起病患體內產生

大量細胞激素，因而產生風暴發高燒等副作

用。

這些副作用容易用類固醇、抗組織胺來

治療。

效果

和化學療法及放射治療相比，沒法很快

立竿見影測量出。由於身體之抗癌作用可能

在改善前會有惡化要有心理準備，醫師說此

乃延遲性反應在免疫療法上常見。有時腫瘤

細胞會縮小或保持安定而非全部消失即所謂

局部反應，許多時候此類反應會延續多年而

給對其他治療束手無策者有一線希望如肺腺

癌，對沒有EGFR化學療法無用武之地時免疫

療法或乃惟一希望。

研發

癌症免疫療法持續擴大及找出各種治療

法之現況，因此也不例外不落後他療法。研

發人員不遺餘力找尋新且更有效力之單株抗

體或和其他藥物併用，來對付癌細胞，也想

設法製造出癌疫苗及其他方法來刺激並促進

免疫系統來抗癌。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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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治癒多數陽痿的台版陰莖血管手術

台版陰莖血管手術沿革

1985年在臺大醫院泌尿科，開啟治療

陽痿台版「陰莖血管手術」之旅［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87: 182-

187, 1988］，臨床應用驗出陰莖解剖學一連

串破綻，質疑陰莖教本正確性？1991年在美

國加大舊金山分校（UCSF）恩師呂福泰教

授（Tom F. Lue）／唐納國（Emil Tanagho）

主任的實驗室中埋首解析，促成命根子「白

膜」解剖學的終極解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Research. 4: 117-129, 1992］、

與人工陰莖植入術關聯［Journal of Urology. 

151: 1205-1208, 1994］及陰莖彎曲矯正術之

關鍵［British Journal of Urology. 79: 36-39, 

1997; Journal of Andrology. 24: 35-39, 2003］。

1992年回台後再接再厲，質疑傳統「陰莖血

管解剖學」，僅由單一「深背靜脈」（Deep 

dorsal vein）回血專責堅硬勃起的「陰莖海綿

體」（Corpora cavernosa）正確否（圖1）？

感謝母校醫學院的資源，在謝院長博生老師

主政期，上百人體證實應為「深背靜脈」一

條、「海綿體靜脈」（Cavernosal veins）二

條與「動脈旁靜脈」（Para-arterial veins）

兩對，而且三種靜脈都有各自的「釋出靜

脈」（Emissary vein）直通「陰莖海綿體」

（圖2）［Journal of Andrology. 24: 921-927, 

2003］。好似全台交通圖：傳統堅稱全台一

高而已？其實被忽視的二高（兩條哪）、省

道與濱海公路都是獨立的，只是交通流量

較小［Arab Journal of Urology. 11: 384-391, 

2013］，其在流體動力學的不可替代地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drology. 28: 88-92, 

2005］也曾讓我們雀躍。將「陰莖海綿體」

比如「水庫」、「釋出靜脈」等同水壩「洩

洪道」，期待滿水庫只有緊閉洩洪道；同樣

地，祈求堅硬勃起，結紮「釋出靜脈」才有

效，已以解凍人體模擬流體試驗［Journal of 

Andrology. 33: 1176-1185, 2012］能為臨床手

術背書。

1986年台版陰莖血管手術法的「陰莖靜

脈截除術」即在白膜外緣紮住「釋出靜脈」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87: 1187-1190, 1988］，此法全然迥異，歐

美只能借助電燒、紮住「深背靜脈」近端或

部分切除靜脈諸法。1986年接受「台版陰莖

血管手術」35例，30例是「陰莖靜脈手術」

受術者，其中5人不滿30歲，迄2013年4人尚

能自然行房。術法20餘年屢屢在台灣改進，

手術的顯微與精緻化、忌用電燒與外科新器

械之精進，把男性功能重建術推向造福人群

的境界，最進步的「台版陰莖靜脈截除術」

在2012年8月14日榮獲美國專利［http://www.

google.com/patents/US20110271966.］，2017

年分析其成績，323位受術者除2人外，均明

文／許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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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進步，他們讚譽有加（表1），此適用大部

分痿君子之千錘百鍊「逆向」歐美療法，應

否推廣？

歐美陰莖血管手術始末

醫學史上，鮮少像「陰莖靜脈手術」

（Penile venous surgery）是否能治療陽痿？

爭論超過一世紀，1873年義大利Francesco 

Parona［Parona F. Giornale Italiano delle 

Malattie Veneree e della Pelle, [in Italian] 

1873］，1895年美國Henry Raymond與James 

Duncan，1902年Joe Wooten開始執行「靜脈

手術」［Texas Medical Journal 18: 325-328, 

1902］；儘管1980年代「陰莖靜脈手術」在

歐美雷厲風行［Journal of Urology. 133: 796-

798, 1985］，不少泌尿醫者咸認陽痿隱疾，

一刀足矣，誠然吹皺一池春水？哀哉，1996

年「美國泌尿科醫學會」回顧文獻［Journal 

of Urology. 156: 2007-2011, 1996］，發現

「陰莖血管手術」（Penile vascular surgery）

效果令人失望，而且術後陰莖麻木不仁與不

可逆變型，宣布：為顧及正義不宜再進行；

有此「臨床指南」，舉世醫學會樂於引用，

迄今不變，因為手術根據的陰莖血管解剖學

是傳統的，術法跨世紀「擇善固執」？吾人

追根究底：證明術者必用的電燒是「元兇」

［Journal of Andrology. 25: 954-959, 2004; 

Urology, 86: 1129-1136, 2015］，傳統「陰莖

血管解剖學」過度簡單是第二罩門。試想陰

莖麻木是「神經」（Nerve）被傷，變型是

「膠原」（Collagen）受損，分明手術對象是

「血管」，被無辜殘害的對象是「神經」與

「膠原」組織，是否該檢討手術方法而非撻

伐手術本身？徵結在術者未經顯微小動物訓

練血管操作技藝，逕行「陰莖血管手術」，

難怪結果如此。筆者1999年迄今已為57例島

外已受「陰莖血管手術」的患者［Journal of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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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logy. 31: 450-456, 2010］施行「台版

陰莖靜脈截除術」，他們主要來自歐、美、

澳，因此筆者強烈主張：原「陰莖血管手

術」方法應被譴責、鄙棄。感謝美國醫師哥

思訂（Irwin Goldstein）的貢獻，「陰莖動脈

手術」已被適度平反［Journal of Urology. 182: 

643-648, 2009］，我們的「陰莖動脈手術」

1986年至2006年僅24例，樣本嫌小，雖成績

雷同，愧與比較。「歐美版陰莖靜脈手術」

理應繼續沉淪，敬請舉世檢驗「台版陰莖靜

脈截除術」，2011年迄2017年，筆者已為舉

世現場示範手術5次，歐美權威們：只讚嘆、

無助廣大的痿君子，虔誠希望此技術傳播地

表，尤其是年輕醫者。

台版陰莖靜脈截除術

此為終極手術法，美國專利與商標

（USPTO）網站詳示［Physiological approach 

to penile venous stripping surgical procedure for 

patien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http://www.

google.com/patents/US20110271966.］：以台

版「陰莖血管解剖學」為開端，其次是「針

灸輔助局部麻醉術」（Acupuncture aided 

local anesthesia）［Translational Andrology and 

Urology. 2: 291-300, 2013］。感謝中華先賢發

Table 1. Chronological refinement in penile venous stripping surgery methods since 1986

Methods
Patients Presentation Follow-up 

period
(years)No.

Age
(Year)

Time period
Op. time 
(hours)

IR*
 (%)

SR* 
(%)

Anatomy blueprint [Reference]

Ligation 8 22-58
Jun. 1986
Aug. 1987

0.5-2.0 <50.0 0.0 5.0-17.0 Multiple ligation of single DDV*

Stripping 23 19-68
Sep. 1986
May 1987

2.0-5.0 80.0 52.5 5.0-32.0
Venous stripping as much as 
possible 

Stripping 245 19-83
Jun. 1987
April 1991

2.2-3.1 67.8 NA 6.0-32.0
Venous stripping under local 
anesthesia since 1988 

Stripping 1207 22-82
May 1992
Aug. 1997

2-3 69.7 57.6 8.0-32.0 Single DDV* with its branches

Stripping 615 23-83
Sep. 1997
July 2000

2-5 85.0 64.6 8.0-32.0
IIEF* available since 1998
Suspected penile venous anatomy

Stripping 378 19-81
Aug. 2000
Nov. 2003

2.1-5.0 90.4 76.6 5.1-8.2 Sure penile venous anatomy 

Stripping 235 20-91
Jan. 2004
Jan. 2009

2.1-6.2 90.8 77.8 DDV*, CV* & PAV*

Stripping 103
Feb. 2009
Jan. 2011

4.2-8.0 88.7 68.7 Without well-trained assistant

Ultimate 323 20-75
Feb. 2011
Mar. 2017

0.5-6.5 95.9 88.3
Unpubl ished data ,  u l t imate 
method of USPTO patent 

Total 3137 19-91 1986-2015 0.5-8.0 ＜50-95.7 0-85.3 5-32.0
* The DDV, CV, PAV, IIEF, IR & SR are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deep dorsal vein, cavernosal veins, para-arterial veins, international 

index of erectile function, improvement rate and satisfaction rat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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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針灸術，1988年開始選用的穴位包括合谷

（LI4）、手三里（LI10）、曲池（LI11）、

內關（PE6）及神門（H7），讓局部麻醉注

射過程中，逾半數受術者自覺針灸手部脹疼

感勝過陰莖部位，迄今數千例僅1例外，讓患

者術後立刻如常活動。精密的陰莖神經阻斷

術，首推「背神經近枝阻斷術」（proximal 

dorsal nerve block），加上「周陰莖基部組

織阻斷」（peripenile infiltration）及「陰莖

海綿體」與「尿道海綿體」交界處精準的注

射即可提供大部分陰莖手術所需的局部麻醉

［Journal of Andrology. 28: 200-205,2007］；

但如果進行人工陰莖植入術，則需難度更高

的「陰莖腳阻斷術」（Crural block）與「海

綿體神經阻斷術」（cavernous nerve blo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drology. 2004; 27: 

147-151］，否則不能完全消除術中擴張陰

莖海綿體所引發的疼痛。命根子是個感性排

行榜冠軍的器官，想到這麼敏感的部位被施

術，病人常緊張不堪，但術中不感痛楚，而

常常自嘲術前的擔心白費了，曾有患者受術

時萬分緊張，陪同「呷好到相報」的朋友受

術，見友人焦慮，立刻譏笑，果然「術前膽

寒、術後勇敢」。而這種局部麻醉功夫，沒

見識過的醫師不相信，我們對於這個精密微

小的解剖結構如何能精準操作，注射到應該

注射的位置，均拜破解陰莖微細解剖之賜！

否則誠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 9 8 5 年 起 於 臺 大 醫 院 ， 除 了 多 項

相關檢查，雙套海綿體造影術（ D u a l 

pharmacocavernosography）是關鍵檢驗

［Translational Andrology and Urology. 4: 398-

405, 2014］，確定局部麻醉發揮作用以後，

率先包皮環切，不傷到陰莖「淺背靜脈」，

看起來像鰻魚苗的透明淋巴管也應保留，將

淺於「巴氏膜」的組織往後推剝，以「擠牛

奶的手法」（Milking manipulation）擠壓「陰

莖海綿體」，在於「釋出靜脈」的出口處打

洞，仔細將「釋出靜脈」貼近「陰莖海綿

體」處用6-0尼龍線結紮好，切勿使用電刀。

把「深背靜脈」的主幹以「類似拔河的手

法」（Pull through maneuver）截除；經3-5個

「洞」作，迄陰莖基部，同法截除「海綿體

靜脈」，游離的兩靜脈幹當導引。在恥部縱

向切開長度約3.5公分的傷口，接續「深背靜

脈」及「海綿體靜脈」欉，往深部截除，通

常「深背靜脈」及「海綿體靜脈」各有6-9與

5-8分枝應結紮，迄「恥骨下角」（Infrapubic 

angle）為止，全程有76-132個結紮，用6-0尼

龍線或5-0羊腸線縫好傷口。紗布鬆緊適度地

包紮好陰莖幹，使其宛如勃起狀。包紮中以

姆指及食指分別置放於病人龜頭部3及9點鐘

位置，輕拉陰莖幹，以免陰莖體回縮。一週

拆線前，均需如此包紮。

此術為唯一痊癒陽痿的外科自然療

法，2 0 1 8生殖百科全書（R e p r o d u c t i o n 

Encyclopedia）邀稿：第四冊「生殖醫學」

（Reproduction Medicine）的第87章「陽痿

的血管手術」（Vascular surgery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排版中，本文是內容節稿。

（作者係醫學系1985年畢業，栩仕診所、顯

微功能重建暨研究中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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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談「爭論芝麻小事」

讀
了7月13日（2017，蘋果論壇）前資

政彭明敏先生的〈爭論芝麻小事〉一

文，深有同感。長久以來，我一直覺得很

納悶的是，為何英文名碰到台灣的媒體，

其發音就會「走精」？川普vs.特朗普（中

國媒體譯法）是一最新的顯例，其他還有

很多，隨便舉幾例，即如下述：

‧卡斯楚―明明是C a s t r o，為何後面的

“tro＂會唸成“楚＂，實在百思不解。

‧希拉蕊―明明是Hillary，後面的“ry＂ ,

為何一定要弄個代表女性的“蕊＂，而

非是正確發音的“里＂？

‧茲卡―其實原文是Zika病毒，怎麼唸，

“Zi＂也不應唸成“茲＂。

再看更新的三例：

‧巴布‧狄「藍」―這位去年的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明明是叫B o b  D y l a n，

“ l a n ＂怎會唸成現譯的“倫＂呢？

還 有 ， 所 謂 「 阿 凡 達 」 ， 其 原 文 是

Av a t a r，哪裡有“凡＂的音，明明是

“va＂啊！

‧芬普尼―汙染到雞蛋的這種農藥之名

稱，8月間幾乎每天皆可在媒體看到、

聽到，但查其原名 f i p r o n i l，即使以拉

丁語讀法，也絕無“ f n ＂的發音，然

則“芬＂音從何而來？我也百思「無

解」。

由此可見，彭先生文末所評「中國

媒體顯得認真嚴謹，尊重英語正確發音，

台灣媒體則較懶散馬虎不嚴謹，不尊重正

確英語發音」，雖可嘆，卻也似乎有些道

理。其實，除了這些發音的問題之外，在

台灣使用的中文名詞也常見亂用情形，顯

得「懶散、馬虎、不嚴謹」（彭之語），

以下另舉四例：

‧內科―大家看到這二字，一定會馬上想

到是醫院裡或診所的「內科」，麻煩的

是在台北還可指「內湖科學園區」，明

明可另取名「湖科」，以避免與已有的

「內科」觀念混淆，但偏偏名不出此，

這不就是「懶散、馬虎、不嚴謹」嗎？

尤有甚者，大家還可在醫院內和街

頭巷尾診所的牙科招牌，看到所謂「贋

復牙科」一詞，這更是典型的「懶散、馬

虎、不嚴謹」之一例，因為只需稍做「伸

手之勞」查查字典，即可知「贋」字不只

是稍有「假的」字義，更多的是用在「偽

造」，如「贋幣」、「贋畫」、「贋品」

等等，有極負面的價值判斷在內，而堂堂

正正的醫療團體及人員，竟然拿這樣糟糕

的字，來往自己臉上貼髒泥巴？以致這樣

的團體懵然自我淪落為「偽造集團」而不

自知，其「懶散、馬虎、不嚴謹」之程度

令人浩嘆！

文／韓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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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還有，雖然高鐵和桃園機捷都

有所謂「直達車」，但實際上高鐵至少

有停板橋、台中，哪裡是「直達」左營？

而機捷則到機場前也有停兩站，更不可稱

為「直達車」。又，現在到處可見的「乾

洗」設備，那真的是「乾」的嗎？沒看到

有液體噴出嗎？所以與其說「乾洗」，不

如稱其為「噴洗」，更符合事實！

以上所述都是我們台灣社會習於「懶

散、馬虎、不嚴謹」，以致安於「不求正

解」的壞現象，亟待匡正，不知大家以為

然否？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病 理 學 科 暨 研 究 所 徵 才 公 告
公告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病理學科暨研究所

公告內容：誠徵病理學科教師1名，擬聘助理教授級（含）以上職位，預定起聘日期為
　　　　　2019年2月1日。

一、應徵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取得中華民國病理專科醫師資格，具滿2年以上（至起聘日期止）臨
床服務、教學或研究相關工作資歷者。領有經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外國之病理科（解剖病

理）之專科醫師證書者，亦得應徵，惟需自起聘日期一年內取得中華民國病理專科醫師

資格，如未能取得，本科（所）得逕行解聘。

2.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服務熱忱。
3. 具申請部定助理教授級（含）以上職位資格者。

二、凡具備上述資格，有意申請者，請檢附：

1. 履歷表（請註明聯絡電話、傳真、住址及電子郵件地址）。
2. 中華民國病理專科醫師證書影本或國內外相關工作證書影本。
3. 學位證書影本及其他可供參考之證明文件。
4. 最近五年內已刊印發表或已被接受之代表作。代表作應發表在SCI期刊內，且為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或資深作者。

 資深作者僅限於申請教授職缺者。
5. 五年內著作、相關創作抽印本或影本，及歷年著作目錄。
6. 教學相關經歷或有關臨床服務資歷證明與成果之文件。
7. 針對未來職位之理想與規劃計畫書一份。
8. 推薦人二人之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推薦人以相關領域之教師，或申請者服務機關之
長官為限。申請者須請推薦人於收件截止時間前直接將密封之推薦函寄達臺灣大學病理

學科暨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三、截止收件日期：請於2018年7月31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送達。
將上述除推薦函外之各項應徵資料備妥一式五份寄送至：100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
東址三樓病理部「病理學科暨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聯絡人：梁景雅小姐

電話：(02)2312-3456 ext.65462　傳真：(02)2393-4172　電子郵件：ntupat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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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台會年會南美遊輪旅遊記

2017年世台會年會在Holland America的

Ms Zaandam遊輪上於3月21日至4月4日

圓滿完成。遊輪是由阿根廷首都Buenos Aires

出發，繞道南美洲南端Cape Horn，再回到智

利的舊都，也是出海口的Valparaiso。沿途由

大西洋沿岸烏拉圭的Montevideo, Port Stanley

（到Falkland Islands）停靠上岸。再於進入

Patagonia地區阿根廷與智利交界的海灣停靠

Punta Arenas和Ushuaia（世界最南的都市）。

繞過Cape Horn後再由智利的太平洋沿岸北

上，其間可以觀賞Sarmiento Canal及Chilean 

Fjords欣賞風景，也停靠Puerto Montt，最後抵

達智利首都Santiago的出海口Valparaiso。

其實我曾於1992年及2015年兩度旅遊南

美，以Iguazu Falls為中心的幾個大都市：智

利的Santiago、Valparaiso，巴西的Sao Paulo、

Rio de Janeiro、巴拉圭、烏拉圭的Montevideo

及阿根廷的Buenos Aires都曾玩過，相當熟

悉，也寫過遊記「二度遊南美」分別登載於

「太平洋時報」及「景福醫

訊」。此次較興奮的是初到南

美洲南方靠近南極的Patagonia

地區，有不同風味的感覺。享

受遊輪上生活，和同鄉論談台

灣的前途，真是不虛此行。

遊輪的設備及活動

此次遊輪Zaandam（圖1）上旅客有1,500

人，包括台灣同鄉261人，艦長為Christopher 

Turner。因該輪於2017年3月30日繞過太平洋

與大西洋交界急流的Cape Horn特發給旅客

每人一張證書留念。該輪停靠Valparaiso之

後會繼續向北航行秘魯、中美洲、墨西哥到

加拿大的溫哥華，再轉向西航到阿拉斯加。

客房在一樓、二樓、三樓（有窗戶），六

樓、七樓（有陽台）。餐廳則在八樓輪船兩

側（自助餐）及四樓、五樓船尾（有侍者點

菜）。三樓最外的甲板繞船一周，可以觀景

或走路運動，也能接到船頭甲板上觀景。四

樓、五樓在船頭部有兩層的大廳，每晚八點

有音樂、歌唱、舞蹈表演。四樓有辦公室、

畫展、相片展示區、特別餐廳，有電影院，

也作為廚藝教學的場所，五樓也有圖書館、

旅客會見場所、鋼琴音樂室、一個小型講堂

（Hudson Room）。一個小賭場

也像是在五樓，也有教導電腦

新技巧的地方。八樓的船頭部

則有游泳池、打乒乓球、健身

房。九樓則有擋風玻璃的觀景

區，八樓游泳池兩邊也是旅客

的觀景區。

文／林靜竹

遊輪Zaandam的外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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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台會的節目是安排在船沒有靠岸的日

子舉行。演講都在船頭四、五樓的大廳。接

著會有船上舉辦的陸上遊的地區說明。世台

會的討論則部份在Hudson Room舉行，同鄉都

很踴躍參與。

我們大部份的午餐與晚餐在五樓的餐

廳，前食（包括水果、蔬菜或湯），正餐

（牛豬雞魚）及甜點，有很多選擇，侍者親

切週到，天天飽食愉快。晚上的大場表演精

彩，我從不缺席。舞蹈有阿根廷Tango、Bolas

和Tap dancing；音樂有classical pop hits、opera 

classic等。多次有影片演出兩極北極熊、企

鵝等動物的生態。我也看了幾場電影，Inside 

Earth Documentary、La La Land、Sully、Out 

of the Dark、Motorcycle Diaries等。其中Sully

是演Sullenberger和副駕駛因遇到鳥的襲擊破

壞兩個引擎，無法回到Laguardia機場而迫降

Hudson River的故事以及之後的調查證明他們

的機智和技巧，救了機上所有人員生命的英

雄事跡。La La Land則為今年獲得奧斯卡多

項金像獎的音樂舞蹈影片。3月29日是看冰山

的日子。大家都準備看這難得的景觀，可是

等到8:00 AM天才漸漸亮起來，最初看不到雪

景，只看到遊輪兩側都是連綿的山丘和平靜

的海洋。9:00 AM以後我們在船頭的甲

板上看到山上的積雪，冰河，和瀑布

往下流（圖2）。大家爭相拍照。之後

更看到多處冰山崩裂和海上漂流的浮

冰，算是全程最佳的景觀。但是和多

年前在阿拉斯加看到遊輪近觀的冰山

相比，此次算是小巫而已。3月30日遊

輪向南極繞行，搖動厲害，窗外波浪

起伏很大，有少數人跌倒受傷，很多旅客回

房休息，當晚的大廳表演也被取消，船長當

晚宣佈由大海駛入海灣，繼續前行，風浪才

漸平息，恢復寧靜。此次參加者台南女中校

友眾多，在船上拍照留念（圖3）。

陸上遊景點

此次陸上遊世台會和東灣同鄉都是由阿

根廷的正大旅遊（Hung’s Tourismo）安排。遊

輪停靠點的陸上遊則由世台會收費，輪船公

司安排，有些地方很享受美景，有些地方感

到失望。總而言之，遊輪旅行都需要陸上遊

的配合才能錦上添花。此次遊南美洲南部是

屬於偏遠地區，更覺得珍貴。

東灣有八位好友，黃東昇、韓淑真、柯

耀宗、郭好美、張雅美、吳學榮和筆者，韓

淑清先一日抵達布宜諾斯，於3月20日下午到

布市北郊拉巴達河出海口的Tigre Delta，在河

內乘坐簡單遊艇在拉巴達河內繞一圈，涼風

徐徐，大家邊談邊看兩岸富人夏天的別墅。

有些很簡陋，也有幾間富麗堂皇。河中有快

艇、遊艇、運輸船及河上公車（River Bus），

來來往往。當天晚上到一家大型探戈劇場，

作者夫婦在遊輪上背向冰

河

2

台南女中校友合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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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及觀賞兩個小時職業舞孃及舞師的探戈

表演，在牛排美食及紅酒助餐的半醉眼光

下，觀看變幻多姿的舞蹈，看得眼花瞭亂。

阿根廷的探戈舞是世界最原始，也是最精緻

的（圖4）。其間也穿插男女歌唱和一位體態

矯小的女演員表演爬絲巾，在空中旋轉的特

技。有一位穿晚禮服的女歌手，唱“Evita＂

博得最多掌聲。

3月21日我們八個人於早上十點乘車到

離市中心半個小時抵達Pampas的農場。這是

白人和原住民混血的Gauchos所經營。他們飼

養馬、羊、雞、鴨、兔子等等。他們的男人

擅於騎馬，喜愛農村生活，食品都是自給自

足。我們首先去馬場騎馬，由Gauchos騎士領

隊及殿後，中間旅客的馬排成一行，緩慢行

走，大概繞了一圈要15分鐘來回，參加騎馬

的都很興奮，淑真、淑清姐妹也加入行列。

中午在農場午餐有香腸、烤雞、牛排、啤

酒、紅酒佐餐。有一位中年美男子抱著吉他

邊彈邊唱，唱出許多南美情歌助興，贏得很

多掌聲。有一女子，時而和他搭配跳舞。這

些活動和其他遊客共四十人左右一起享受。

下午飽食之後觀賞三位Gauchos騎士做種種馬

術表演。

3月22日是世台會舉辦的布宜諾斯

城市遊，9:00AM共有六部汽車出發，

首先到五月廣場（May Square），有

粉紅宮之稱的總統府，就是阿根廷女

強人Evita（為當時總統Juan Peron的第

一夫人）演講的地方。這個廣場有市

長大樓，天主教堂（為現任教皇Pope 

Francis過去工作的地方）。這個廣場

有許多當媽媽的婦女丟下圍巾以紀念她們失

蹤的年輕兒子。我們接著去國會大廈的San 

Martin Square，車子行經世界最寬大的7月9日

大道（Avenia 9 de Julio）。我們也到移民聚

集的貧民區（La BOCA），然後到San Tieno 

Market出售種種藝術品，並有男女招攬生意的

色情區。午餐自費帶到幾家餐館，人擠人花

了兩個小時吃一頓午餐。

3月23日遊輪停靠烏拉圭首都蒙德維帝

亞（Montevideo），我們第五車是一位導遊

Soledad，以相當流利的英文說明烏拉圭的國

情，歷史和特色。我們從港口出發，在車上

觀看蒙市的各種建築。第一次下車是看國會

廣場及Independent Square，看到烏拉圭獨立領

袖騎馬的銅像。第二次下車是看他們的大市

場，農產品，藝術品，各色各樣商品充滿街

道兩邊，我買了香蕉充飢。第三站參觀有水

牛群銅像的公園（圖5）。第四站到一個大旅

館的餐廳午餐，也是等了很久才上菜，牛排

很硬難吃。最後到海濱，風景優美，算是今

天最好的景點。

3月28日下船去Punta Arenas，這是麥哲倫

海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進入南極的門

戶，屬於智利的港都。20世紀巴拿馬運河開

布宜諾斯探戈舞劇場的招

牌

4

作者於Montevideo的水牛

雕像前留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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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之前，曾為太平洋通往大西洋必經之路。

我們首先去參觀戰船紀念碑，這是葡

萄牙水手Fernando de Magallanes的戰船複製

品。戰船上有隊長和掌旗者站在船頭，相

當威風。船尾有士兵，和羊等家禽動物。船

的外觀有水手的雕刻附於船身。我們繼續到

Croatian Square參觀。據說Magallanes最後被

菲律賓的土人殺死。

其次我們去參觀Nao Victoria Museum，

這裡展示當地土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態。收藏

許多鳥類，走獸和土人（圖6）。據說當時侵

入的白人（大概是指西班牙及葡萄牙）很殘

忍，將土人消滅，佔為己有。最後我們到位

於Cerro de la Cruz，分發三明治午餐，從那裡

可以欣賞到這個城市全景，垂直的街道和多

彩的屋頂（圖7），這是麥哲倫海峽和火地島

最引人的美麗景色。

3月29日下午遊輪停靠阿根廷的最南都市

烏斯懷亞（Ushuaia），是世界最南的都市。

首先到火地島國家公園（Fire Land National 

Park）的幾個景點參觀。在車上年輕的女導

遊，一直在指出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公園內

能看到的動物、鳥類。可是我們從車窗能看

到的是茂密的森林，樹葉由綠變黃，其間有

少數變紅。汽車由曲折的土路蜿蜒慢

行，有時要等待和反方向行駛來的車

子會車，幾乎相碰。沿途可以看到海

及大小山丘。最高峰Oliva Mount也有

積雪的地方。我們看了三個地方，因

時間有限，只下車15至20分鐘趕緊拍

照。其中兩處有山峰海水，樹木呈現

綠、黃、紅、紫各種顏色。可能受急

風摧殘，也看到枯木和傾斜的樹。景色有些

類似加拿大洛磯山中的Louise Lake的感覺，可

是沒有Louise Lake的壯觀。有一處大家在木

板走道上行走，但是景觀並不出色。可惜我

們沒有機會看到Ushuaia這個南美洲都市的市

貌。

4月2日要去探訪智利南部湖大區的港口

城市蒙特港（Puerto Montt）。因為遊輪停在

海中，要靠接送小船（Tender）分批接送上

岸。我們的汽車上了高速公路就直奔另一城

市Puerto Varas，這個小城市位於Llanquihue湖

濱，有一個小公園，從這裡可以看到遠處的

城市建築。當天天氣很冷，我們就躲進一家

小旅館喝咖啡取暖。

接著去蒙特港是個較大的城市，智利

重要的經濟收入在此，是智利南方發展迅速

的城市。包括農業、林業、漁業，尤其是鮭

魚養殖是其收入的大宗。據說城市中有重要

住宅區、商業區、政府建築和大教堂可以參

觀。可是我們都沒去，大家花很多時間在一

所旅館的地下大餐廳等待吃午餐。餐後去看

Market，乃是街道兩旁的小店，出售各種人工

手藝品及紀念品，再去魚市場。

Punta Arenas博物館內展

示的當地土人

6

麥哲倫海峽和火地島最引

人的景色（多彩屋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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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有半日遊Valparaiso是此遊輪我

們世台會分批下船的日子。Valparaiso離智利

首都Santiago有一段距離，為其出海口，也

是舊首都，智利的國會在此城。我們參觀此

城的重要景點，國會大廈、維多利亞廣場、

Sotomayor廣場、Glorias Navales紀念碑，以後

沿著海岸線到達海邊花園城市Vina del Mar，

這裡有許多鮮花裝飾的街道、公園以及當地

著名的地標大花鐘。前次我們來Valparaiso

時，曾沿著海岸走一段路，看到山坡上有數

層美麗的房屋，景色優雅不輸舊金山山坡上

的房屋景緻，此次重遊倍感親切。

4月5日由楊玉麟帶隊美國的21位台美人

和羅益世帶隊的17位台加人一起去遊智利的

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此城由1950年代

開發，2010年地震後重建，舊城在西邊有不

少16世紀的建築古色古香，新城在東邊，許

多高樓大廈，兩邊由河底隧道相連。我們先

去舊總統府（今改為郵政總局），旁邊大教

堂和國防部大廈的一個廣場，然後步行到新

的總統府。前者我們看到憲兵及騎馬警衛，

後者有府前衛兵，用拒馬隔離，遊客不得

接近。總統府左邊有前Salvador總統（1908-

1972）的銅像。最後我們坐纜車（cable car）

上到有聖母像的山上，從這裡可以看到聖地

牙哥全城的景色。車子送我們到機場後，大

家道別，各自回家。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芝加哥大學

榮譽教授，現住北加州東灣）

世台會演講　作者與演講者合影

※對本次活動演講相關細節有興趣者，請與

筆者聯絡（cclinmd@gmail.com）。

右起黃東昇、陳茂雄、林靜竹，背景

為Punta Arena戰船紀念碑。

三位演講者，由左至右：宋岫書、陳

茂雄、楊宗澧。

作者夫婦和楊遠薰合影於Ushuaid的
Fire Land National Park

作者和羅益世合影於智利舊總統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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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東南亞記行（上）

一、緣起
2017年4月至6月前後七個星期，太太與

我從事一次返鄉省親之旅。這次計劃許久的

旅行，能夠有比較長的時間，是因為我自己

在2016年11月正式在職場上退休；一方面也因

為我們同一代的人，年事已高，也不曉得什

麼時候會離開這個世界，能在一起的時間不

多了，能聚一聚也好。此次回東南亞，離上

次返鄉己經相隔26年；當年的一些長輩，現

在都不在了。上次回去是1991年，趁參加世

界婦產科年會在新加坡開會之便，順便回家

看看；當年開業忙碌，前後只能停留兩個星

期。

二、新加坡（Singapore）
我們東南亞之行的第一站是新加坡。在

這裏有我幾個姪兒及外甥女，及內人的表弟

及家人。當年我離家時，有兩個還沒出生，

現在都已成家立業，事業有成。

新加坡又名獅子城；傳說中當年馬來

王子看到的可能不是獅子，而是馬來亞的老

虎。但名字是傳下來了。新加坡由幾百個大

大小小的島組成，最大的島就是Pulau Ujong，

是馬來字南端的小島的意思。中文文獻在三

世紀記載的［蒲羅中］指的就是此島。

英人萊佛仕爵士在1819年1月28日，到達

新加坡；認識到這個港口的價值，跟統冶此

島的柔佛蘇丹在1819年的2月6日簽了租約，

以後的發展，就是歷史了。

新加坡本身是沒有資源的國家。今天能

成為東南亞個人收入最高的國家及有效廉能

的政府，完全是事在人為，可以作為台灣的

借鏡。講到這裹，我不免要談到新加坡的立

國歷史，這跟我離開馬來西亞後不再回去也

有關係。

在李光耀帶領的人民行動黨贏得1959年

五月選舉後，新加坡除了外交及國防外，實

際上己經是在內政上完全自治的國家。李光

耀是很務實的政治家。他認識到新加坡資源

的短缺及國家的細小，他一直都鼓吹聯邦及

共同市場的觀念，所從在1963年8月31日，加

入馬來亞，與沙巴、砂勞越組成馬來西亞聯

邦。但馬來人有許多特權及政府的補助，譬

如說，不管如何，馬來人保證可進入大學，

不論讀四年或十年，畢業後保證有工作，而

且是一部之長，但可能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草

包。李光耀則說馬來西亞應該是馬來西亞人

的馬來西亞，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公平

競爭。爭議的結果，當年東姑鴨都拉曼帶領

的馬來西亞國會，在1965年8月7日，以126票

對0票，把新加坡踢出馬來西亞，在8月9日

正式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獨立之初，許多

人都不看好新加坡。在列強中求生存，新加

坡只能自力更生，發展工業、科技、電子工

業、國際貿易。今日新加坡國民收入是東南

亞第一位，有東南亞最大的煉油廠，電子工

業居第一位，在國防上學以色列，推動亞洲

文／張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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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結盟國家，有全世界首屆一指的港口及飛

機場，豈是偶然的？當年星馬分家，我己唸

中學，雖然己經考入大學先修班，是當年中

學生拿獎學金出國升學之路，也決定不唸，

私費出國升學了。

三、棉蘭（Medan）
棉蘭是印尼的第三大城，人口約兩百

萬，主要的經濟靠農業出口，像咖啡、煙

草、茶葉、橡膠等；是蘇門答臘島北部的首

府。新建成的Kuala Namu國際機埸是印尼第

二大機場，離棉蘭市中心約卅九公里，有火

車直達，在2013年7月25號開始營運。其港

口叫巴勞萬港（Belawan Port），開向馬六甲

海峽，離市中心19公里。棉蘭人口最多是當

地在巴達人（包括高魯人及麵大玲人），爪

哇人、馬來人、亞齊人，還有不少華人。這

是我太太的家鄉。有她最愛吃的印尼食物，

像Gado Gado（一種用各種蔬菜及香料煮成

的湯料）及Bika Ampon（一種用木薯粉，椰

漿及香料做成的甜點）。這是我們東南亞旅

行的第二站。從新加坡坐飛機到棉蘭約一小

時。我的太太親戚很多，在棉蘭我們只能停

留一週。此次女兒與我們同行，要上班，只

能請兩個星期的假，所以在棉蘭只能探望常

來往的幾位，然後帶著女兒去參觀巴達人住

的蘇北地區多巴湖（Lake Toba）及巴士多居

（Berastagi）。

多巴湖在棉蘭以南，約176公里。我們

是僱了一位專程司機，租了一部車，連三天

旅館費約美金六百廿三元。遊多巴湖及巴士

多居。巴士多居翻譯過來是米倉。多巴湖是

大約七萬年前火山爆發以後形成的天然湖，

是印尼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火山湖，長100

公里，寬卅公里，湖最深處約505米；是一

個非常美麗迷人的湖。湖中間有一個大島叫

Somersir。我們從棉蘭到多巴湖邊的Parabat，

在那裏連車渡輪到Somersir島的Tuk Tuk，住

在巴達人開的旅館，非常舒適美觀，就在湖

邊，風景迷人。此區住的都是巴達人。

談到巴達人，是印尼蘇島信仰基督教

的土著。當年沒有信仰基督教以前是吃人

族。自從德國宣教士把基督福音傳入後，把

他們完全轉變，成了和平的人，這是福音大

能的明證，改變人的生命。我們在這個島上

訪問巴達村及看了他們的表演及文物。巴達

人住的屋子很特別，屋頂像船的龍骨。在巴

達村，導遊是巴達酋長的後代。他向我們說

明巴達人是如何活殺人的，先把他們養胖兩

星期，然後帶到聚會處，開膛破肚，活活把

犯人還跳動的心臟摘下來分給其中分坐的各

部落酋長吃，肝臟也同樣處理，然後把頭砍

下，投到多巴湖餵魚。聽起來很恐佈的。



休閒旅遊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6

在米倉主要看那裡的瀑布，當時下著傾

盆大雨，我們停一下就走了。那裏有一個很

大的市場，賣的都是當地的土產，價錢卻不

便宜。因為下雨的緣故，所以也沒有去看火

山的噴火口。棉蘭氣候炎熱，米倉和多巴湖

則氣候溫和舒服，是消暑的好去處，怪不得

棉蘭人喜歡到這裡避暑。

四、雅加達（Jakarta）
雅加達，華人簡稱椰城。在荷屬東印

度公司時代稱為巴大維亞，人口在2014年約

一千萬。這裏是爪哇山大族人的領域。我們

在這裏吃了不少山大族的食物。沒有什麼特

別，與馬來餐差不多，喜歡炸魚，放香料，

味道較鹼。椰城的天氣悶熱，交通很亂，到

處塞車。幸好我們在這裡兩週期間，有我太

太的外甥女提供的專任司機及車輛，可以到

萬隆及茂物。現在中國大陸正在幫助印尼興

建一條從椰城通往萬隆的高速鐵路，希望建

成後交通會改善一些。

椰城的人喜歡夜生活，大排檔到處都

是。我內人的姪女半夜帶我們去吃棉蘭華

人來此開的餃子館炸餃子，非常美味可口，

倒是令我驚喜的。椰城的特色之一是餐廳很

多。這裏的華人都不在家裏舉炊的，每天都

在外面吃。這裏的甜點小吃也不少。在萬隆

有兩家百年的糕餅店，專做印尼有名的甜

點。椰城另一特色就是大商場（Mall），我想

世界最大的商場就在印尼，賣的東西可不便

宜，像美國B-J賣的Samsonite行旅箱，平價時

115美元可買到一套兩個（不同體積），那裡

小小一個就要賣350元美金。

在萬隆我們還參觀其國家公國。萬隆

在西爪哇，有東方巴黎之稱。因在山上，

所以氣溫宜人。此處也是山達人的天下，有

一個國家公園，能看的卻只一個火山景點叫

Tangkuban Prahu火山，意思就是倒翻的船，其

中有當地的神話故事，門票價格很不合理，

外國遊客收費是當地人的十倍，不值得一

遊。

在椰城外有一個地方叫Puncak意即山

頂，離椰城只有數十公里，但車行卻要3-4小

時。椰城的有錢人在這裡有別墅。我沾了我

太太小弟的光，他的老闆剛好出國，讓我們

用他的別墅三天。住在這裹，暑氣全消，氣

溫都在華氏七十度左右。附近有一個水上樂

園及一個水上市場，有山達人賣的土產，手

工藝及食品。萬隆（Bandung）的華人不少。

茂物（Bogor）則是我內人外甥女開的手套及

嬰兒尿布的工場所在地。她的工廠有兩千工

人，日夜不停；生產的尿布佔印尼市場百分

之九十。手套則銷到日本，法國等地。在這

裏我們參觀了茂物植物園，園中有世界有名

的屍花，可惜我們去的時候沒花。

印尼的華人有錢的很多，像我暫住

Puncak別墅的老闆，其飯桌的造價一套就是

美金一萬多，是當地極其名貴的木料作成。

椰城唐崇榮牧師的教會，其中的彌賽亞堂就

可坐六千人，堂中的管風琴至少要百萬美金

以上。唐牧師所藏藝術品有兩萬多件，有一

部份展覽在Sophila館，在教會的第七及第

八層，展出的藝術品中外都有，其中有一套

宋代皇帝喝酒用的雞缸杯，香港最近拍賣一

個就超過一億港元。有機會到椰城可以去參

觀，門票約美金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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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雖然在經濟上有成，在政治及軍事

上則沒有力量。我到達椰城的時候，當地法

院正在審理椰城省長鍾萬學的案子。他的罪

名是褻瀆可蘭經。他在競選連任，說錯了一

句話，［我是基督徒，可蘭經中沒有說回教

徒不可以選基督徒做省長。］如此被回教徒

極端份子煽動，被捕入獄。審問期間，天天

示威，要求法官一定要判他入獄，並揚言殺

他。他最後被四人法官團判定入獄兩年。這

是華人的悲哀！我到馬來西亞以後，看到報

載他決定不上訴，而判他入獄的四個法官，

個個都升官了。

在印尼三星期，從棉蘭到椰城，我內人

的大姐二姐都全時間陪我們。我們離開椰城

的時候，我太太的哥哥還抱病親自到機場送

行，實在令我感動。人生如夢，聚少離多，

我們實在要珍惜在世的日子。

（待續）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曾於新澤

西大西洋城開業，現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 誠徵 助理教授級以上 專任教師一名

壹、應徵資格

1. 具生物醫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且具備博士後研究一年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歷。

2. 具基因體學、蛋白體學或生醫資訊學之獨立研究能力、教學與服務之經驗及熱忱。

貳、檢附資料

1. 履歷表（含研究專長及相關教學經驗）

2. 提供所有論文著作目錄：

(1) 其中，自2014年2月1日以後出版之著作請標註：5-year impact factor, 5-year impact factor之
相關領域排名及%、被SCI引用次數。查詢方法請參見：https://goo.gl/YiXkMD

(2) 請詳閱下列聘任辦法（2018年5月16日有更新，請重新下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

聘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暨送審論文績優研究評分辦法https://bit.ly/2Imeqtc
3. 自2014年2月1日以後出版之代表性著作全文（至多4篇）

4. 未來教學及研究構想書

5. 提供有利審查相關資料，例如：學經歷證件影本

（上述第1至5項資料請依序以長尾夾裝訂2份郵寄至本所，並將電子檔寄至以下信箱）

6. 指導教授或國內外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請推薦人直接郵寄或e-mail至以下蕭小姐

及陳所長信箱）

參、起聘日期 2019年2月1日
肆、申請截止日期 請於2018年7月9日下午五時前送達

伍、聯絡資訊

Contact：蕭小姐

TEL：(02)2312-3456 ext.88653
FAX：(02)3393-6523
E-mail：sshsiao@ntu.edu.tw（推薦信請務必cc至陳所長信箱hfchen@ntu.edu.tw）

Address：臺北市10055徐州路2號5樓臺大醫學院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請註明應徵職級）

5F, No.2, Xuzhou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55, Taiw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Medical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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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極　歸　來

圖文／沈慰萍、鍾正明

為何去兩極

十多年前看一部記錄片March  o f  the 

Penguins（帝企鵝日記），就對於南極的特

殊的景觀及可愛堅忍的企鵝有特別的嚮往和

憧憬。以前認為南北極是非常寒冷遙遠危險

的地方，只有探險家才能夠去，但是後來從

朋友那邊聽說如果坐郵輪公司主辦的團體可

以舒適安全的暢遊兩極，不禁蠢蠢欲動。兩

極雖然人煙罕至，但因為是地球氣候暖化的

指標，常被媒體報導，看報導說北極熊，鯨

魚，企鵝的數目都因地球暖化而逐日減少，

更覺得需要早日去兩極體驗極區的景象和生

物。去極地旅行需要身體健朗，手腳靈活，

歲月不饒人，太老了就去不成了。因此我們

參加了Silversea Explorer遊輪探險團於2016年

一月去南極大陸西北角的南極半島參

觀，再於2017年7月去了在挪威本土以

北在北極圈內的Svalbard羣島去欣賞北

極風光。一月的南極和七月的北極都

是當地的夏天，氣溫在攝氏2到6度左

右，又是永晝24小時白天，很多極區

鳥類包括企鵝都在這時孵蛋育嬰，是

極地旅遊最好的時段。

千里迢迢到極地

去南極半島比較辛苦，我們先飛到南美

洲最南端的Ushuaia港口上船，花兩天時間渡

過800公里以風浪奇大出名的Drake Passage

（圖1）。連我這個平常不易暈船的人都受不

了船上不停的大搖大擺，趕快服用暈船藥。

不暈船時，觀賞在逐浪低空滑翔覓食的各種

長翅海鷗和漂流在海上的冰山也是一樂。

北極沒有陸地，由美俄、加拿大、格

陵蘭、挪威等國環繞（圖2）。我們去北極

圈內的Svalbard的旅程相對的就輕鬆多了。

從挪威奧斯陸天天有航班飛到Svalbard首府

Longyearbyen，再從那裡上船環著群島航行就

沒有什麼風浪。極地的景點沒有港口，要乘

遊輪提供的橡皮艇登陸。登陸或徒步旅行時

1

Drake Passage南美南端

到南極半島

2

北極圈由美俄、加拿大、格陵

蘭、挪威等國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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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需要涉水，船公司會租借乘客特別的橡

皮靴可以涉水踏冰行沼澤。景點的選擇要看

風速海浪浮冰的情況，還有動物出沒的地點

來決定。探險隊嚮導們會先登岸偵察，決定

安全才會讓乘客登陸。Svalbard島上居住了近

千隻北極熊，北極熊可以很危險，如看到北

極熊，乘客就不可以登陸。即使登陸嚮導也

會帶著槍以防萬一。所以極地旅遊不會有固

定的行程，行程也可能隨時變化。探險隊嚮

導們一季帶十多團，每團去的景點和看到的

景物也各異。

生物安保 Biosecurity

為了防範破壞極區的生態，船公司按

照規章在第一次登岸前對每個旅客的外衣

鞋子登山杖都要仔細檢視清理（biosecurity 

checks），上下船時鞋子都要浸藥水以防止不

小心攜帶動植物、種子，

或傳播病菌到極區，遊客

也不可以在極地留下任何

物品或採摘破壞任何東

西。

壯觀的冰山冰河

（Icebergs and 
Glaciers）

以前在阿拉斯加，冰

島，挪威等地看的美麗的

冰山冰河和南北極比起來

才知道小巫見大巫。極地

的冰山冰河不僅數目多，範圍廣，配上斜射

的陽光和奇特的雲彩，真是如夢似幻，像天

工的雕塑和畫布。冰河是千年積雪形成，緩

慢流入海上，冰河冰架前緣掉落到海裡就變

成冰山，有些冰山經過長年壓縮，失去了氣

泡折射出藍色的光線，再由風吹海水沖擊形

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在南極可以看到很壯觀

的板狀冰山（tabular ice）。冰凍的海水結成

的浮冰層（sea ice, pack ice）也被陽光照得

雪白發亮。這些浮冰給了極區動物棲息地。

在南極常在冰上看見企鵝跳上跳下，海豹打

盹，北極也看到北極熊和海象在冰層上漫

步。眾多海鳥飛翔或落腳在冰上，再加上冰

層冰山本身的漂流浮動，構成一幅美極了的

動畫。（圖3-6）

3

南極半島如夢似幻的風景

5

冰河入海

4

海冰環繞在Svalbard群島旁

6

這個冰山呈現奇特規則像蜂窩般

的形狀是由水流沖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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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企鵝

企鵝是南極的象徵，我們在南極半島看

到三種中型企鵝，chinstrap頰帶企鵝，Adelie

和Gentoo企鵝，這些企鵝比帝王或國王企鵝

小，平均身高70公分左右，但是身體比較矯

捷，這些企鵝每年十月，十一月上岸收集

石頭築巢生蛋，一次生兩個蛋由父母輪流孵

蛋。小企鵝一個多月後出生，身體覆蓋著保

暖但不防水的絨毛所以不能下海，要靠父母

輪流下海捕魚來餵食。幼鵝和成鵝的羽毛不

同，是由同樣的幹細胞在不同生態環境下做

成不同羽毛以適生存。

企鵝的食物主要是海裏的魚、磷蝦、章

魚等。小企鵝常成為海豹、賊鷗的獵物，所

以旁邊總有父母看守。同一類的企鵝會成群

結隊住在一起，但是吵架

打架聲此起彼落，非常喧

嘩。企鵝也會三五結隊出

遊下海，搭配他們整齊黑

白相間的羽毛真的就像在

行軍。（圖7-9）等到次年

二三月小企鵝長大換毛可

以下海，南極半島又回到

一片靜寂。

北極動物之王

―北極熊

要看北極熊除了到

動物園就要到北極區。我

們運氣不錯，上船第二天

就看到一對北極熊母子在享用被漂到岸邊的

白鯨屍體。公北極熊不冬眠，繼續走在海上

的冰層上獵吃小海豹，母北極熊則會冬眠節

省能量，在二月產子。幼北極熊前兩三年通

常跟著母親學求生技巧，但自己獨立後也是

生存不易。我們第四天上岸就看到一隻可能

是不久前飢餓而死的小北極熊。地球暖化造

成冰層減少對於北極熊的存亡會有很大的影

響。（圖10）

好奇友善的海象

我們在南極看到很多在浮冰上打盹的海

豹，在北極則看到很多海象在岸邊擠在一起

休息。Svalbard的海象在19世紀被大量獵殺

7

頰帶企鵝輪流登台展現歌喉

9

Gentoo企鵝通常一次生兩個蛋，

但平均只有一個小企鵝能存活下

來。

8

成群結隊的Adelie企鵝，前面棕

毛的是幼企鵝，但體型有時比父

母還大，常追逐父母要食。

10

北極熊母子在享用被漂流到岸邊

的白鯨屍體。大自然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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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取象牙、肉還有油，一直到1952年獵殺海

象被禁止，海象才沒有瀕臨絕種。公的海象

可以長到兩千公斤，海象雖然身體巨大，但

在海裡很靈巧，喜歡群居也很好奇。有一天

我們在岸邊看一群海象在離岸不遠處載沉載

浮，突然他們轉身向我們遊過來，打量了一

番後又掉頭遊回去。海象喜歡潛到海底覓食

海蜆、海參、蝦子等。海象的特徵是象牙和

性格的鬍鬚，公海象和母海象都有象牙，公

的較長。海象用象牙掘洞和從海裏爬到冰塊

上。海象鬍鬚內有許多血管神經讓海象識物

特別敏感，可以幫助覓食。19世紀末男士們

很流行留海象鬍。（圖11）

遨遊極區的海鳥

每年千百萬海鳥會造訪極區覓食繁殖。

極區海鳥的特徵是翅膀特別長，御風而行，

日行千里。有一種黑頭白身紅喙的北極燕

鷗，Arctic Tern，夏天在北極生蛋，冬天飛

到南極過冬，每年往返要飛七萬公里！（圖

13）身上的絨毛可以禦寒。

到北極的行程中我們有兩次觀看到大

群海鳥在陡峭的岩壁上繁殖孵育。一種是

Brunnich’s Guillemot，一種是kittiwake三趾

鷗。成千上萬的海鳥住在高聳的岩壁上或沿

著岩壁在天上飛和海上浮游，密密麻麻甚是

壯觀。海鳥可能是極地生存適應最成功的生

物。（圖12）

會變色的北極狐

在海鳥棲息的岩壁旁常可看到北極狐出

沒獵食。他們吃鳥也偷蛋吃，岩壁下可看到

許多蛋殼大概就是他們的傑作。北極狐的毛

夏天是棕灰色，冬天變成白色，融入於周邊

環境的顏色比較不易被發現。北極狐能在極

低溫生存是靠非常濃密多層的毛和較短和結

實的身軀以減少散熱。

難得一見的陽光

因為極區的夏天是永晝沒有黑夜，所

以看不到極光。太陽在極區不會升到頭頂直

射，斜射光範圍廣且柔和，是攝影者最喜歡

的光線。但是看到太陽的時間不多，天空大

多時候都是被濃厚

的雲罩住。偶爾晴

成群游泳的海象，複雜的鬍鬚幫

助他們水中識物。

11

密密麻麻棲息在高層岩壁的海鳥

12

13

北極燕鷗， A r c t i c 
Tern，夏天在北極繁

殖，冬天飛到南極過

冬，每年往返要飛七

萬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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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條狀的雲彩映在清澈的海水裏也會讓人

看得如醉如癡，不忍離開甲板。

極地的變化和人類在極地

保護極地是世界人類的責任。1959年簽

的南極協定釐清南極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南極的活動是和平的，各國應合作做科學研

究，後來也加簽對南極環境和動物保護的各

種條例。

北極海是由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格

陵蘭島、挪威等國家環繞，很多島上面有原

住民所以較不易約束，要靠各個國家去管制

過度採礦取油或獵殺動物。

地球暖化造成極區海冰層晚形成早溶

化，影響靠在冰層上獵海豹的北極熊的食物

來源。磷蝦是企鵝、鯨魚、海豹、海鳥主要

的食物來源，估計每年在南極附近有五十億

噸的磷蝦一半以上被這些動物吃掉，剩下的

磷蝦再繁殖長回來，磷蝦的幼蝦附著在海冰

層下面吃浮游藻類並得到保護，最近研究指

出南極一些地區海冰層減少造成磷蝦數目減

少百分之七八十，對於其他海洋動物可能造

成深遠的影響。

極地的特殊環境氣候也對地球人類有重

大影響。如果南極的冰都溶化會讓地球海面

上漲六十公尺！

Svalbard在2008年展開了全球種子地窖，

利用北極凍原做天然冷凍庫保存來自世界各

地超過兩千萬的種子，是世界上最大的種子

銀行。

尾聲

從地球史上，我們瞭解地球生命是非常

昌旺，而且可以演化成不同的物種去適應新

的環境。但演化需要時間，需要經過很多世

代讓大自然慢慢選擇最適合的物種。但是人

類加速了環境和物種的變化，破壞了平衡也

造成一些生物的絕滅。人要如何和地球大自

然達到平衡是要深思檢討。

從兩極見識體驗了地球的美和生物的奧

妙適應的能力，也擔心這塊地球最後的淨土

能夠維持多久？

（作者沈慰萍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在

美國橙縣兒童醫院任小兒腫瘤科醫師；鍾正

明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為美國南加

大病理科敎授，研究皮毛的幹細胞再生和組

織模式的形成，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本校

發育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榮譽主任及教授）

與兒子共遊北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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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分院簡介
臺大醫療體系的第一家分院

臺
大醫院雲林分院前身為創立於1976年之

省立雲林醫院，1999年精省後改制為衛

生署雲林醫院。在行政院衛生署協助下，臺

大醫院2001年7月起派遣醫療團隊支援雲林醫

院，提升其醫療照護水準，並於2002年7月協

助雲林醫院通過「區域教學醫院」評鑑，使

雲林醫院成為雲林地區唯一區域教學醫院。

2002年行政院決議自2004年4月1日將雲林醫

院改制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成為臺大醫療體系的第一家分院。雖

然當時雲林醫院為1976年成立之老舊醫院，

基於為國家節省資源，臺大醫院同意優先就

地改造雲林醫院斗六舊址，連同籌設新建之

虎尾院區合併為雲林分院。斗六及虎尾兩院

區相距約15公里，行車時間約25分鐘。全院

病床數941床（急性一般病床541床、急性精

神病床50床、慢性精神病床110床及特殊病床

240床）。每月門診服務量超過 60,000人次，

每月住院服務量超過2,000人次。目前全院員

工人數及總收入如下圖所列，相較於2004年

改制初期成長超過二倍。

文／黃瑞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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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分 院 位 於 醫 療 資 源 相 對 缺 乏

區域，在歷任李源德教授兼任分院院長

（2004.04.01~2004.07.31）、林芳郁教授

（2004.08.01~2004.08.08）、黃世傑教授

（2004.08.09~2010.07.31）及王崇禮教授

（2010.08.01~2016.07.31）等幾位院長及全體

同仁的努力下，不管是在醫療硬體建設、醫

療人才引進、醫療品質提升及資源整合以及

與地方社區互動，都奠定紮實基礎。2007年9

月虎尾院區啟用，2011年通過教學醫院評鑑，

2012年以優等的成績通過醫院評鑑，2013年

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鑑，打破轄內既

往無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之窘境，使雲林縣

醫療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2015年以優異成

績通過教學醫院評鑑及醫院評鑑。2017年第

一次接受醫學中心評鑑實地訪查及五大任務

指標審查訪談，雖未能通過醫學中心評鑑，

但準備過程中全院同仁上下一心爭取榮譽，

儘管一時挫折，仍然不能動搖我們共同目標

―以高品質、值得信賴的醫療服務，堅定地

守護中臺灣民眾的健康。

當代醫學講究跨科部整合，

團隊合作是臺大醫療體系的核心價

值。2004年11月成立心臟血管醫學

中心，不論是心導管治療或心臟手

術，至少兩位主治醫師針對病人病

況攜手合作，一起治療病人。2007

年成立肝膽醫學中心及腫瘤醫學中

心更是團隊合作典範，任何一個腫

瘤病人的治療，包括內、外、腫瘤

內科及放射腫瘤科等醫師共同討論

對病人最有利的治療計畫。雲林地

區幅員寬廣且是嚴重老化的農業縣，不時有

重大車禍發生，2016年9月成立急重症醫學中

心及外傷中心，目的為整合到院前緊急醫療

救護、急診檢傷、啟動外傷團隊、評估後續

是否緊急手術及住院流程。2017年3月整合

婦產科及小兒科成立婦幼醫學中心及婦女健

康中心。2017年8月整合神經內外科、神經

放射科及復健科成立神經醫學中心。此外，

配合雲林分院整體規劃，除原有腫瘤醫學中

心外，也把耳鼻喉科及泌尿科的重點放在虎

尾，以紓解斗六手術室擁擠和病房不足的窘

境。2017年12月整合復健與職業醫學團隊成

立工作強化中心，提供職災勞工職業重建服

務。本院打造社區健康守護團隊，和雲林地

區基層醫療已建立互信互轉系統，實踐分

級醫療。更配合國家政策，積極由出院準備

服務銜接長照後續照護。本院努力爭取國家

級高齡醫學及社會福祉研究中心，為台灣高

齡未來面對的難題進行規劃。2018年與成大

斗六分院攜手合作，啟動「雙星區域聯防智

雲林分院改制14週年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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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醫療」計畫，雙方共享急重症醫療人力，

兩院的神經外科與整形外科，利用互聘兼任

主治醫師與報備支援方式形成醫療人力大水

庫，進行聯合值班與遠距醫療，這是台灣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院間互信合作的一大創

舉。目前也積極進行斗六院區燒燙傷加護病

房整建及籌備虎尾院區第二期醫療大樓及職

務宿舍新建工程。回顧過去，我們除了繼續

深化急重症醫療、創新服務外，2017年更放

眼世界推動國際醫療，在臺灣過去友邦西非

布吉納法索及南向政策重點國家印尼，都取

得重要成果邁向國際醫療新紀元。

本院對於教學與研究特別重視。多年來

對創新研究發展投入大量資源，並積極爭取

國家級計畫或國際研究計畫。為有效推動醫

療研究，使得院內同仁積極從事醫療研究，

本院提供院內計畫申請，加強臨床與基礎醫

學合作及醫療管理。除了保障具有分級認定

資格的教師，給予足夠的研究經費；研究者

若爭取到外部經費的計畫時，醫院也會給予

同額的補助，確保研究經費無虞；另一方面

也會優先協助新進醫師及各醫事職類同仁通

過院內計畫。此外亦透過產學合作模式，鼓

勵院內同仁結合大專院校學術研發機構之研

發能量，共同進行產業異質整合與關鍵技

術之合作研究，以激發產業的差異化並提高

附加價值，培植產業所需之優質研發人力。

為鼓勵同仁們在國際醫學期刊的發表，本院

設有論著獎金的機制，其中尤其重視對於新

進主治醫師生涯中第一篇發表的鼓勵，用以

啟發臨床醫師對研究的愛好與努力。另一方

面，為提升同仁專業能力並能夠充分發揮教

學能力，除安排各項教育訓練外，提升本質

學能。本院亦補助醫師及各職類同仁國內外

在職進修。本院秉持全人照護訓練的精神，

具體落實訓練醫學生、實習醫師、畢業後一

般醫學訓練醫師及住院醫師各級學員，使其

具備一般醫學知識、臨床技能、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及醫療專業等照顧病人的核心能

力，培養新一代優秀的臺大醫師。並經由師

資培育中心的課程，培訓臨床教師，增加實

證醫學、醫療品質、醫學倫理、醫學法律，

及加強人文及社會關懷等素養。期待優秀的

教師群能將本院塑造成為雲嘉南地區首選之

訓練醫院。

今年4月1日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改制14週

年！本院雖然地處偏鄉，屬於醫療資源相對

不足地區，但是，我們有很大的決心，達成

醫院願景使命。雲林分院有臺大總院做為最

堅強的醫療後盾，將持續提供民眾健康促進

的意識及優質的醫療，不斷精進醫療水準，

不自我設限，這就是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存在

於中臺灣的價值。

雲林分院簡介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5年畢業，現為母院

雲林分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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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政偉

本
期景福醫訊收錄了『雲林分院簡介―臺大醫療體系的第一家分院』。黃瑞仁院長將雲林分院

改制到目前的各項歷史沿革與院務成長詳細的呈現。醫學新知由洪楨邦醫師提供『次世代定

序簡介與皮膚疾病基因檢測』，介紹皮膚遺傳疾病的新一代檢測方法。江顯楨醫師的『蕩漾在變革

水域中的醫師專業』，討論hospitalist制度的推動對於醫師專業的影響。李彥輝醫師提供『癌症免疫

療法』一文，介紹新的免疫療法。許耕榕醫師提供『能癒多數陽萎的台版陰莖血管手術』，介紹台

版陰莖血管手術的沿革。韓良俊教授提供『爭論芝麻小事』。林靜竹醫師提供『2017年世台會年會

南美郵輪旅遊記』。張建強醫師的『2017年東南亞記行』，介紹了東南亞各國的風光。沈慰萍醫師

與鍾正明醫師的『兩極歸來』，介紹了南極與北極的風光。

感謝眾多的老師、校友、前輩提供豐富的稿件讓本期能順利出刊，也感謝王亮月小姐在編輯事

務上的幫忙。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任母院皮膚科臨床助理教授）



106學年度醫學系撥穗典禮

時間：2018年6月8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景福基金會黃國晉執行長贈畢業生禮物

畢業生代表致感謝詞

職能治療學系暨研究所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公共衛生學院 牙醫專業學院

護理學系 藥學系60屆六年制畢業生

各學系撥穗典禮
（攝影：各學系相片提供）

撥穗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時間：2018年5月29日（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