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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聽損的評估及治療

文／吳振吉

一、前言

兒童聽損的預防、診斷及治療，在公

共衛生及臨床醫學上，皆是相當重要的議

題。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甫於2 0 1 8年3月針

對Deafness and hearing loss所公告的最新資

料，全球約有4.66億人其聽損達到「失能」

（disabling）的程度，其中0.34億為兒童病

人。未獲及時處理的兒童聽損，將會阻礙兒

童的身心、社交、學業乃至未來職涯的發

展，不僅對於病童的健康及生活品質有重大

影響，在經濟層面上，對於國家整體的醫療

支出及社會成本，也構成極大的衝擊。

我國在兒童聽損的預防、診斷及治療，

近年來也陸續達成幾個重要的里程碑。如我

國自2012年起逐步落實「全面性新生兒聽力

篩檢」，篩檢率至2015年已超過98%，凌駕鄰

國日本及韓國，達到歐美先進國家的水準。

在治療方面，我國自2017年7月起，也通過在

重度聽損兒童植入「人工電子耳」（即「人

工耳蝸」）的健保補助，對於病童及其家人

的幫助極大。

臺大醫院在婦幼醫學領域向來為國內重

鎮，在兒童疾病的臨床及研究上，一直以來

皆居於國內的領先地位，在國際上亦享有卓

越的聲譽。在兒童聽損領域，近年來則由於

院內師長們的大力支持、以及院外相關研究

單位及慈善團體的持續挹注下，耳鼻喉部、

復健部、基因醫學部及兒童醫院各科室等跨

科部的醫療資源獲得進一步的整合，使得本

院在兒童聽損的臨床業務及研究動能上，得

以呈現穩健的成長（圖1）。以下即針對兒童

聽損在評估及治療上近幾年的進展，作一概

略性的介紹。

二、兒童聽損的分類與成因

聽損是兒童相當常見的臨床問題。人類

耳朵由外耳、中耳及內耳所構成。聲音由外

耳收集，振動耳膜後經由中耳的三個聽小骨

傳入內耳，由內耳耳蝸的聽覺毛細胞接收聲

波刺激後，將聲波轉換成電流，再經由聽神

經將電流傳入腦部，進而產生聽覺。

臨床上，聽力損失可分為「傳音型聽

損」、「感音型聽損」及「混合型聽損」三

類：「傳音型聽損」由外耳及中耳的病變所

致，「感音型聽損」由內耳及聽神經的病變

所致，「混合型聽損」的病變位置則同時包

含上述二者的病變。

兒童的傳音型聽損，以「積液性中耳

炎」及「急性中耳炎」為最常見的病因，

然而此類傳音型聽損是可逆的，亦即，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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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炎痊癒後，聽力即會恢復正常。臨床上

較需吾人注意及處理的，毋寧是兒童的感音

型聽損。在台灣剛出生的嬰兒每1000人中，

約有2-3人患有中至重度感音型聽損，而若

合併計入輕度聽損及較晚發病的聽損，則感

音型聽損在總兒童人口中的比例甚至可高達

1-5%。

兒童感音型聽損之成因可大致區別為

「遺傳性聽損」及「非遺傳性聽損」兩大

類。導致兒童「非遺傳性聽損」的原因包

括：子宮內感染（如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或梅

毒感染）、黃疸、早產、腦膜炎、腦炎、周

產期或新生兒期嚴重缺氧、使用耳毒性藥物

等。由於醫療的進步使得周產併發症及感染

可以得到控制，一般而言，已開發國家如台

灣，兒童感音型聽損約有2/3可歸因於基因

因素，即所謂「遺傳性聽損」。會導致兒童

「遺傳性聽損」的基因眾多，近20年已發現

超過100個聽損基因，可能與兒童聽損的發生

有關。

過去十多年來，臺大醫院耳鼻喉部及基

因醫學部致力於兒童聽損的遺傳研究及國人

基因檢體庫的建立，發現國人感音型聽損兒

童的基因變異，以GJB2基因、SLC26A4基因

及粒線體12S rRNA基因等三個聽損基因最為

常見。最近，本院更進一步應用「次世代定

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技術，研

發兒童聽損的基因診斷平台，突破了傳統基

因檢測方法僅能掃描少數聽損基因的技術瓶

頸，目前已可一次同時掃描160個聽損基因，

不僅進一步提高兒童聽損的基因診斷率，也

有助於確認聽損的病理位置，預測病人的聽

損病程及治療成效，達到「個人化精準醫

療」的目標。

三、兒童聽損早期診斷及處理的重要

性

語言的學習與聽力發展密不可分，3歲以

前是兒童聽覺發展的重要階段，語言發展則

是4到5歲，有些兒童語言發展遲緩，實際上

圖1：社團法人兒童慈善協會2017年底捐

贈臺大兒童醫院成立「聽力守護計畫」，

相關經費將運用於兒童聽損的基因檢測及

建立完整的聽能及語言復健訓練。左起：

臺大醫院耳鼻喉部黎慧妤聽力師、臺大醫

院復健部張綺芬語言治療師、臺大醫院耳

鼻喉部吳振吉醫師、臺大醫院復健部盧璐

醫師、臺大醫院耳鼻喉部柯政郁主任、臺

大兒童醫院吳美環院長、兒童慈善協會李

正媛前理事長、洪珮珮理事長、李佳瑋社

工師、羅俊卿秘書長及潘仕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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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聽力障礙所致。而三歲以前，又以前6

個月的聽力對語言的正常發展最為關鍵。美

國學者Yoshinaga-Itano等人的研究顯示，輕、

中度聽損的兒童若能於6個月大前予以診斷治

療，將來可以達到較正常的語言和其他身心

發展；反之，若遲至6個月後才予以診斷，將

造成其語言和社會技巧發展的明顯遲緩。

遺憾的是，和其他很多先天性疾病一

樣，兒童聽損的早期發現及診斷，有時候

並不容易。根據統計，在我國實施「全面性

新生兒聽力篩檢」以前，重度聽損病童確診

的年齡平均為一歲半，輕至中度聽損病童確

診的年齡則為3歲半至4歲，此時都已錯過語

言學習之關鍵時期，往往導致這些聽損兒童

因為聽力和語言能力的缺損，而影響身心、

智能和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造成一生無法

補救的遺憾。因此，兒童聽損的早期診斷與

治療極為重要。根據美國「嬰兒聽力聯合委

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Infant Hearing, 

JCIH）的建議，臨床上兒童聽損應於出生後3

個月內確診，並應於6個月內開始聽能復健治

療。

四、兒童聽損的處理

經診斷為感音型聽損之兒童，應及早選

配適合的「助聽器」，及早予以聽能復健訓

練，勿錯失語言學習之關鍵期。一般而言，

若病童之聽損程度小於65分貝，配戴助聽器

後，經過良好的復健及學習，可以發展出接

近正常人的聽能技巧；若病童之聽損程度介

於65-90分貝，經過復健及學習後，雖然聽

能、語言的表現仍會有構音的錯誤，或某些

腔調的不正常，但是仍然可以達到有效聽辨

聲音、了解語言的能力；若病童之聽損程度

大於90分貝，且若未使用人工電子耳，其學

習後的聽能和語言表現的變化較多，也較難

預估。臨床上雙耳極重度聽損，經配戴助聽

器仍無有效發展聽力語言的病童，必須儘快

植入人工電子耳，以免錯過聽力語言發展的

關鍵期。

應注意的是，許多家長的錯誤觀念認

為，輕度聽損不會影響兒童的學習，事實上

目前的研究證實，即使是輕微聽損，也會使

兒童在學習方面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在比

較嘈雜的環境下或聽較遠的聲音都會比較吃

力，且平均的智育成績要比正常的小孩差。

另外單側聽損的病童，目前也被證實各方面

的學習表現也較差或遲緩，可見並非中、重

度聽損兒童才需復健，輕度聽損也應積極介

入處理。

「人工電子耳」是一種小型電子儀器，

它可以幫助重度聽障者獲得可用的聽力，增

進與人溝通的能力。耳蝸好像一台鋼琴，不

同的琴鍵會發出不同的聲音，耳蝸毛細胞的

小纖毛彈奏不同的和弦給聽神經，不同的和

弦組合代表不同的字，如果這些小纖毛或毛

細胞受損或退化，聲波訊息就無法傳到聽神

經，也就聽不清楚聲音或是根本聽不到。人

工電子耳就是代替耳蝸毛細胞和小纖毛的作

用，先將聲音轉變成電訊號，直接刺激聽神

經纖維後，再傳到大腦聽覺中心，使重聽者

能有效聽到聲音。人工電子耳與助聽器不

同，目前市面上的助聽器，其實只是音量放

大器，功能只是讓環境中的聲音變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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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還有足夠的殘餘耳蝸毛細胞和小纖毛，

才能將聲波訊息轉換成電訊號，而傳遞到聽

神經。極重度聽損者因為沒有殘餘耳蝸毛細

胞和小纖毛，助聽器的幫助不大，所以配戴

助聽器無法有效聽到聲音的重度聽損病人，

植入人工電子耳是最好的選擇。

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約需住院4-5日，

植入手術後約兩週開始調節設定語音處理器

（開機），病童即可開始接受語音聽知覺

復健訓練。每一位人工電子耳植入者對聽到

的聲音的感覺不盡相同，許多因素都會影響

人工電子耳使用者所聽到的聲音的感覺，許

多植入者描述聲音聽起來像機器人的聲音，

有些人描述聲音聽起來像在水中說話般模糊

不清，有些人則認為聲音聽起來與失聰前聽

到的聲音相同。經一定時間的語音聽知覺復

健後，多數人工電子耳使用者可熟悉經由此

種裝置所聽到的聲音，並發展出新的聽覺技

巧，而增強與人溝通的能力，甚至可毋需借

助讀唇亦能了解別人說話的內容。

臺大醫院耳鼻喉部已建立一套完整的

聽力學、影像醫學及基因醫學的檢查流程，

協同確診先天性或遲發性聽損兒童的臨床評

估，針對於新生兒聽力篩檢未通過的幼兒，

進行早期診斷與早期介入，使聽損障礙不致

惡化，降低社會成本。針對不同程度的聽損

有不同介入諮商，對於輕中度聽損兒童有助

聽器與聽能復健的介入；重度與極重度聽損

兒童則有完整人工電子耳諮商，評估流程完

整的聽能療育與聽能創建課程，使聽損兒童

皆能獲得全方位的聽力照護。

五、聽損兒童的聽語療育

胎兒的聽覺系統在懷孕的第26周已經發

育完全，外界的聲音可以通過媽媽的子宮傳

入胎兒的耳朵，促進聽覺神經系統的成熟。

研究顯示，新生兒不但可以對環境的聲音

反應，可以區辨媽媽的聲音或胎內常聽到的

音樂，甚至可以區辨只有細微差距的各種語

音。而對語音區辨的能力也會在一歲前更趨

成熟，進而與概念結合，發展出語言能力。

但嬰幼兒神經系統的特色是用進廢退，在神

經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適當的感覺刺激，

神經系統就會發展不全甚至萎縮。聽覺系統

最早成熟，所以影響最為嚴重。因此聽損兒

童即使藉由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改善聽力，

圖2：臺大醫院的電子耳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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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經過密集的訓練，才能重新發展出

聽辨能力，進而獲得口語的學習。

聽覺技巧與語言的發展密切相關，聽力

損失的兒童在聽覺系統處理聲音訊號上有所

改變，所以會影響語言發展。聽損兒童配戴

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後，並非立刻接收到正

常的聽覺訊息，仍需經過多次調整，才能達

到適合個案的聽覺效果。接著就必須透過密

集的訓練，提供聽覺系統豐富多樣及不斷重

複的訊息，以增進發展出兒童對聽覺訊號的

察覺、分辨、辨識、理解等等聽覺技巧，利

用各種策略提升這些聽覺技巧的精熟度，以

提升聽損兒童的聽覺能力；並進而與認知概

念結合，發展出兒童的語言理解與表達溝通

能力。

根據國內統計，至少有1/3的聽損學童

合併其他障礙，包括：學習障礙、過動、行

為情緒問題、視力問題、腦性麻痺、心臟疾

病、癲癇等等。瑞典的統計也顯示有62%的聽

損兒童合併語言、視力、智能或其他神經性

障礙。此外，多數聽損兒童屬於感覺神經型

障礙，也常伴有運動協調及平衡障礙。所以

對聽損兒童的療育除了聽能訓練外，尚應包

括全面的發展評估及治療，才能收到最好的

效果。

目前國內聽損兒童復健訓練資源有限，

多數孩子在配戴助聽器或接受人工電子耳手

術後，都是到國內僅有的雅文基金會或婦聯

會接受聽力技巧訓練，也有少數個案在助聽

器公司接受訓練，但粥少僧多安排困難，而

且對有合併多重問題的個案就難以處理，也

難跟醫院端或後續語言治療訓練配合。

臺大醫院復健部對發展遲緩兒童的全

面發展評估與療育已經有多年經驗，也提

供聽損兒童完整的全面發展評估及全面性的

療育。最近在臺大兒童醫院及院外慈善團體

的支持及資源挹注下，投入更多的人力及經

費於聽能及語言復健工作，發展出一條龍的

服務模式，納入所有於臺大醫院接受聽損評

估的兒童個案，提供完整的聽能及語言復健

訓練。除直接訓練孩童外，更著重教導家長

居家訓練技巧，落實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理

念，以達密集及持續訓練的效果；並針對不

同年齡層或程度的個案，設計各種不同的治

療方案及教材，開辦各種親子課程或工作

坊，以發展長期治療方案。

六、結語

臺大醫院在兒童聽損的評估、診斷、

諮詢、治療及復健，向來居於國內的領導地

位，相關臨床服務及研究成果，亦獲得國內

外肯定而享負盛名。近年來隨著社福資源的

挹注以及雙耳重度兒童聽損納入健保，於本

院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之案例，每年呈

現穩定成長。而為因應此一趨勢，本院近年

亦積極擴充並整合聽力師及語言治療師等人

力資源，並擴展人工電子耳之廠牌，以提供

病人更完善的諮詢及選擇。身為國家級的教

學醫院，我們將繼續秉持優良傳承，為病人

提供最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9年畢業，現任母校

耳鼻喉科臨床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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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大醫學系最佳教師、主

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文／倪衍玄、蕭伊芸

由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最

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醫

師獎2名，經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師

獎）以書面票選，以及醫學系七年級實習醫

師於今年3到4月期間，經過1個多月的網路公

開票選，並在選拔委員會的督導下（該委員

會是由楊泮池教授、戴東原教授、許美慧醫

師、陳博光教授、倪衍玄教授等5位委員所組

成），投票結果終於揭曉。今年（2018年）

由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賴逸儒教授榮獲北

美校友基金會最佳基礎教師獎；外科許文明

教授、精神科高淑芬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金

會最佳臨床教師獎；外科部黃慧夫醫師、病

理部吳振都醫師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醫療服

務獎（最佳主治醫師獎）；外科部陳榮宏醫

師、環職部魏志阜醫師榮獲林和惠醫師紀念

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2018年6月8日星期五下

午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廳所舉辦之

「106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中，

邀請到北美校友基金會莊武雄理事長出席頒

獎；以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游正博教授

出席頒獎，並為與會貴賓、老師、畢業班同

學及家長闡明「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

會」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創立最佳

教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的宗旨與由

來。並請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達對獲獎師

長由衷的感謝與恭賀之意。

倪衍玄主任致詞

莊武雄理事長頒給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賴

逸儒教授最佳基礎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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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們特別訪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

發表感言；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賴逸儒

教授：「謝謝校友基金會和同學們的鼓勵！

也謝謝醫學系外科，安排我講授四年級的臨

床醫學整合課程，連結之前負責的三年級解

剖學與胚胎學課程。或許是這個關係，同學

們票選時多了點印象加分。大體解剖學對於

醫學生有三重意義。首先，解剖教育是習醫

的起手式，對於剛接觸醫學院專業課程的同

學，就像學習另一種新語言般陌生。適度的

放慢講課速度，重覆常用的專有名詞，搭配

臨床實例的印證，可以協助同學慢慢熟悉內

容。再者，解剖實習時面對不同大體老師之

間的結構差異甚或異常，可以提醒同學將來

行醫時須考慮並尊重病患間的個別差異。最

後，透過大體老師捐贈的倫理省思，可以培

養醫學生的同理心與人文關懷。在網路世

代，新工具與資訊隨手可得，學生不見得

要苦苦背誦每個解剖名詞。今後將搭配新的

影像教學軟體，協助同學透過理解、實作與

臨床連結來學習解剖學這門基本的醫學語

言。」外科許文明教授：「學生的成就是老

師最大的榮耀，學生的肯定是老師最大的成

就。十分感謝本年度醫學系畢業同學的支

持，票選本人為本屆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臨

床教師。獲得此獎個人甚感光榮，也必成為

鼓舞本人在臨床教學持續投注心力的最大動

力。不論得獎與否，本人也深信本院所有的

臨床教師都是學識豐富熱衷教學的好老師，

值得大家肯定。未來個人將一秉初衷努力貢

獻所能，指導後進成為才德兼優的好醫師，

不辱母校做為全台學子心中第一大學的美

名。」

精神科高淑芬教授陳述「身為精神科臨

床教師能被學生認同是多麼令人感動啊！謝

謝你們。每年日復一日，看過、教過每位醫

學生就準備迎接新的一屆了，回想每三週二

小時的醫六小組討論，彼此自我介紹，腦力

激盪選定主題，靈活善用角色扮演，提問、

討論、評（辯）論等技巧，深入習得多面向

的精神病理、臨床技巧、倫理思辨及研究倫

理，課後意猶未盡，彼此分享選科和未來住

院醫師訓練的擔心和期待。每週的門診教學

包括簡介和示範評估診斷流程及門診後的熱

莊武雄理事長頒給外科許文明教授最佳臨床

教師獎

莊武雄理事長頒給精神科高淑芬教授最佳臨

床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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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討論，也許是學生們可以觀摩自閉症和注

意力不足過動症患童的唯一機會。由於我們

對腦所知有限，因此在精神科的課堂，特別

著重精神疾病的腦科學（認知、影像、神經

生理和基因）的教學，希望能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帶領學生在現今腦科學時代不缺席。時

光飛逝，恭喜各位同學完成七年的學業，鵬

程萬里，莫忘母校，我的大門永遠為你們開

著！」

獲得最佳主治醫師獎的外科部黃慧夫醫

師表示：「現在台灣的醫療執業環境遠較過

去險惡，病家對醫療人員常有過度的期待，

法院的醫療見解又是另外一套。導致醫療人

員有時會動輒得咎。我誠心的告誡年輕醫師

多了解現況，並且期許你們走向更美好的未

來。」

病理部吳振都醫師：「在此鳳凰花開、

驪歌輕唱的時刻，意外地喜獲醫七同學網路

票選得獎的殊榮；不由聯想起近數年來，為

滿足自動自發、求知慾強、渴望探索lecture和

microteaching外病理奧秘的同學們，配合考期

外的週六上午，讓同學們深一層地瞭解標本

的處理流程，以及踏入Intern，PGY，住院醫

師階段前，親手練習操作檢體密封袋打包技

巧，進而培育能落實對醫療品質與SOP盡心負

責的態度。與此同時，除了分享著莘莘學子

們沉浸於知識泉源中的喜樂之外，也深深地

感激著他們予我的肯定；更強烈地體會到：

當付出是出於自願、不求回報時，就會心情

愉快的努力持續下去，無怨無悔！」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獎的外科部陳榮宏醫

師：「感謝學弟妹給我的肯定，這讓我知道

我們的一些努力也許有幫助到你們。各位來

到外科病房時，學習目標跟住院醫師稍有不

同，我希望你們可以看過各種刀的開法，然

後能夠跟病人說明手術的輪廓，也要學會縫

合，不會來到外科卻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以

前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遇到願意教學的學

長姐都會很感激，現在只是把這樣的精神延

續下來；加上黃俊升主任也很重視學生的學

習，帶起了外科的教學風氣。外科的師徒傳

承是很重要的，期待各位繼續學習，也拉著

下面的學弟妹一起成長。」

環職部魏志阜醫師說：「非常感謝同學

莊武雄理事長頒給外科部黃慧夫醫師最佳主

治醫師獎

莊武雄理事長頒給病理部吳振都醫師最佳主

治醫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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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厚愛，非常驚喜和感恩能有這個機會代

表科部領獎，是科部師長同仁的熱心協助，

讓學員們可以獲得更佳的教學內容；實習

時，受到許多師長和學長姐的幫助，也因著

受到這樣的照顧，我也希望能把這份感情持

續地傳遞下去。醫療服務是一整個團隊的合

作呈現，每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實習的

點點滴滴，現在也都歷歷在目；祝福各位學

弟妹畢業愉快，鵬程萬里，更重要的是好好

享受行醫的每個時光，並把這份愛繼續傳遞

下去。」

今年陳建仁副總統特別受邀蒞臨本系

的畢業典禮，以「醫者的兩足」發表專題演

講，其中提到有「智慧」就可以喜愛真理、

明辨善惡；有「慈悲」就可以同理包容、愛

己愛人，以此勉勵與祝福畢業生成為一方上

醫。此外得獎的優良教師，也讓大家看見本

院師長在致力臨床服務與學術研究外，對於

醫學教育及自我精進的熱忱與堅持。從獲獎

教師、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的感言中，都能

深刻體會到他們熱心、積極及謙虛的態度，

足為同仁及學弟妹之楷模。期許大家以獲獎

人為榜樣，共同謀劃未來臺灣全民的健康福

祉。

（作者倪衍玄係母系醫學系1986年畢業，現

任母校醫學系主任；蕭伊芸現任醫學系技

正）

游正博教授頒給外科部陳榮宏醫師最佳住院

醫師獎

游正博教授頒給環職部魏志阜醫師最佳住院

醫師獎

北 美 校 友 會 活 動 公 告
時　　間：2018年10月13至14日
地　　點：洛杉磯聖蓋博希爾頓酒店舉行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年會會長：蔡奇烈會長 ntumcaasc@gmail.com (e-mail)
歡迎校友撥冗參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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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醫科這一班（1961-1968~2018）
五十年重聚經驗分享：

五十七年的回顧、感想與建言

我們這一班入學的同學來源

我們這一班1961年入學，1968年畢業。

入學的同學來源有：全台灣高中名校保

送生16名（註：台灣高中生保送進入大學的

制度，自1968年停辦。），全國大專聯招錄

取42名，及世界各地僑生甄試入學及轉系等

33名，總計醫科入學人數為91名。

醫科七年間修課範圍

我們大學期七年間修課範圍分為兩部

份，前二年為理學院醫預科，後五年為醫學

院醫科課程，七年選修學分共計約303學分。

舉例而言，1961~1963臺大醫學院醫科

（理學院醫預科一年、二年）課程（老師）

包括：三民主義（楊希震）、國文（何定

生）、英文（虞爾昌）、中國近代史（張基

瑞）、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黃祝貴）、德

文（劉士湘）、拉丁文（龔士榮）、微積

分（乙）（施拱星）、普通物理學（劉燕

溪）、普通化學（陳發清）、分析化學（張

苕旭）、有機化學（張錦得）、普通動物

學（王友燮）、比較解剖學（陶心治）、

普通植物學（楊寶瑜）、普通心理學（湯

冠英）、體育（A組：談廷芝；B組：高振

聲）。

臺大醫學院醫科（1961~1968年）在

臺大醫學院（大三～大七）修習科目

之單位主管

醫學院院長 魏火曜教授 解剖科 余錦泉教授

生化科 董大成教授 生理科 方懷時教授

病理科 葉曙教授 細菌科 嚴智鍾教授

公共衛生科 陳拱北教授 藥理科 李鎮源教授

寄生蟲科 黃文賢教授 內科 蔡錫琴教授

外科 林天祐教授 眼科 楊燕飛教授

耳鼻喉科 杜詩綿教授 皮膚科 陳登科教授

放射科 姜藍章教授 泌尿科 謝有福教授

小兒科 魏火曜教授 牙科 郭水教授

麻醉科 李光宜教授 婦產科 魏炳炎教授

神經精神科 林憲教授

實驗診斷科 楊思標教授

本班同學的特色

臺大醫學院教授、同學的父子檔：余

錦泉教授（解剖學科）／余仁；陳烱霖教

授（小兒科）／陳鈴津。同學姻親檔：李博

文－吳重光－鍾明達。

周松男代表全班報告（2018.4.14臺大醫學院101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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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本屆還有幾點特殊的地方：（1）

大一到大二時，轉出一位（李雅明）到物理

系。同時，由土木系轉入一位同學（曾敏

雄）。（2）浪子回頭（直到2018.4.20才知道

的訊息）：大一到大二時，傅小達重考到臺

大土木系，註冊到土木系上課兩個星期後，

才回醫科來。他同時佔有兩個學籍，好像非

法。當時沒有電腦，所以過了幾星期，醫科

才叫他回來註冊。（3）壯志未酬：區繼昌、

許英純同學（1966.2.19.醫科五年上學期寒假

告別式）。

大學時代醫學院老師宋瑞樓教授、魏

火曜教授的教誨與叮嚀

回 憶 起 在 臨 床 診 斷 學 （ C l i n i c a l 

Diagnosis，醫科四年級下學期）的課堂上，

宋瑞樓教授以「醫師的責任」勉勵我們這

一班同學，他說：「忍耐、耐心、醫德，

加上使徒的一股熱心，才能成為一個好

doctor！」，這句話影響深遠，終生受用不

盡。

醫學院魏火曜院長（小兒科教授），在

教我們小兒科實習的臨床課（醫科五年級上

學期）的一句話，他說：「到了某個年紀，

腦子空空、肚子（胃腸）空空是最幸福、最

健康的。」這句話充滿哲學與生命的道理。

我們這屆同學畢業後，最終執行

physician career的地點

根據臺大五十六學年度（ 1 9 6 7 . 9 ~ 

1968.6）畢業同學紀念冊，第271~273頁記

載，我們1968當年醫科畢業同學總計86名。

目前已知過世同學12人（1961以後）：

區繼昌、許英純、鄭明海、楊尚舜、林和

惠、陳勝英、陳可芳、楊孟棪、陳安泰、陳

重興、陳正雄、陳增志。

我們這屆（1968年）同學畢業後，最大

的特色是絕大多數直接往美國接受住院醫師

訓練。最終執行physician career的地點，很

高比例在國外，只有約四分之一（21/86，

24.4%）的同學是在台灣執業或上班，其他

四分之三同學旅居國外（65/86，75.6%）。

2018.4.1畢業五十年以後，現在仍繼續工作

的時數（% working now，5個工作天共十個

時段），平均每星期工作46%（range: 0%～

100%）。保持每週工作100%的人數，仍高達

四分之一。

我們這屆（1968年）同學，畢業後

傑出表現與成就

本班同學畢業後，每一位同學在國內外

不同領域，都有傑出成就。其中最顯赫是班

上有三位同學（賴明詔、陳定信、陳鈴津）

榮登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樣高比例的三大院

士（3/86=3.5%），在臺大醫學院的院史上，

可說是空前創舉。

其他重要成就與貢獻包括：

賴明詔：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

陳定信：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世界科

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

士。

陳鈴津：開發全世界第一個以非蛋白質的醣

分子為標靶而核准上市的癌症免疫

治療藥物（anti-GD2抗體）。

宋瑞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院長、成大副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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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文博：國際皮膚病理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Dermatopathology）秘

書長及理事長各三年。國際皮膚

科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Dermatology）會員委員會主席及

榮譽主席各約十年。曾到世界六大

洲約三十個國家講學或擔任客座教

授，順便參觀研究各國的國家公

園。

林哲男：林口長庚兒童醫院院長；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兒童醫院創立院長；衛生

署署立桃園醫院院長。

余仁：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院長。

游正博：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所所長；林口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

譯癌症研究所所長；台灣幹細胎研

究學會創始會長；Advisor for Stem 

Cell Program, Kumamoto University, 

Japan。

黃富源： 衛生署（今稱衛生福利部）副署

長（2 0 0 0 ~ 2 0 0 2）；醫療奉獻獎

（2015）。

林俊龍：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2008年～

迄今）；美國加州北嶺醫學中

心（Northridge Hospital Medical 

Center）院長。2008獲行政院勞委

會頒贈『人力創新獎標竿領導人

獎』，被喻為『以人為本的醫療傳

奇』締造者（2008）。

葉弘宣、黃龍雄、吳安琪、陳盛茂：本班部

落格、網站、攝影師終身志工。

本班的成長

畢業後舉辦的幾次重要重聚

（Reunions）
1993 25週年 台灣環島；

1998 30週年  Lake Tahoe & Napa Valley, 

USA；

2008 40週年 Hawaii Cruise, USA；

2018 返校參加臺大醫學院121週年院慶暨景

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4.13~4.14）；

2018 50週年 台灣環島（4.15~4.20）

1968.6.17 實習醫師、畢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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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25週年團聚（分別在美國及台灣兩地舉辦）

畢業25週年在美國團聚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21屆畢業生25週年

同學會，攝於1993年12月26日台北臺大

醫院正門。（陳定信提供）

1998 30周年團聚（8.1~8.5)

臺大醫學院醫科1968年畢業30週年紀念

美國太皓湖（Lake Tahoe）1998年8月3日

2008 40周年團聚

40周年（2008 Hawaii Cruise, USA）



2018年8月‧第35卷第8期 15

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報導

臺大醫科1968年畢業校友捐贈／獎

勵alma mater的項目

（1）醫學人文館：「第五展示室」。

（2） 醫學院中庭：「台灣水牛石雕（黑膽

石）」。

（3） 醫學院二樓「杏園」內「半月軒」：

「直立老爺鐘」。

（4） 踴躍捐款，贊助臺大醫學院「醫學圖書

館空間改造」：42位同學捐款，總金額

高達NTD 4,830,000.（April 13, 2018統

計）。

（5）「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總計受

獎人數48位，使用經費約新台幣242萬

元。

（6）陳安泰同學設立：

「國立臺灣大學校友

陳安泰醫師研究獎學

金」。總計獲獎人數

124人，核發金額新

臺幣992萬元。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感想

1. 陳定信：堅定信念無怨無悔老友重聚不亦

樂乎。

2. 余仁：I came to US after 1 year military 

service. 1st 3 years for PhD in Physiology & 

2nd 3 years for clinical training in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I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5 years & 10 months after my 

training. I was Department Chairman at Univ. 

of California Irvine School of Medicine for 

30 years.

3. 徐博琴：五十年前，我們懷著純真的理想

和宏大的志願，走出校門。這一世紀，

不管我們選擇那一條路，我們都是全力

2018.4.13陳定信同學代表本班，接受張上

淳院長頒發的「捐款感謝狀」。 
2018.4.13（星期五）本班同學返校，參加臺大醫學

院121週年院慶活動。

醫學人文館 ：「第五展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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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赴，艱辛奮鬥，期望能達到我們自訂的

目標。一轉眼，我們都是“年長族＂。

我們若回顧過去，我相信每位同學都能很

淡定的說：我這一生沒有虛渡（life well 

lived）。我們的生命旅程雖已近黃昏，但

是黃昏還是很美、很長。希望我們能惜

福、惜緣、維護身心健康，享受這美好的

黃昏及兒孫福，和將來的同學會。

4. 賴明詔：我們都是幸運的一代，在不同領

域享受成功的果實，特別感恩早期的教育

對我一生的影響。

5. 周松男：臺大醫科七年同窗的求學生涯及

超過五十七年的友誼，是我終生珍貴而快

樂的回憶。

6.吳安琪：與諸位同窗七年，三生有幸。

7. 陳明恭：感恩。

8. 趙英明：研究方面：一無所成。教學方

面：一點點。服務方面：很熱心而且很快

樂的幫助病人50年。

9. 姚繁盛：感恩父母養育及師長教誨，最感

恩賢內助全力照顧兒女家庭，感恩身體健

康能跟同學畢業50年後重聚。知福、惜

福、再造福，共勉之！

10. 廖益亨：夕陽無限好，惟有在黃昏。黃昏

最美麗，屬於有閒人。

11. 林瑞金：世間一切事，因緣果歷然。悟者

改變突破之，或看破放下之。

12. 程薇：受到母校師長們的培育，能和醫界

的菁英們為同班同學，我何其有幸！

13. 許美慧：每日生活在自己所擁有的時光，

讓生命更有幸福感。

14. 陳文龍：希望各位同學健康快樂，家庭和

睦。期待五十年的重聚。

15. 王海旭：受到母校的栽培，五十年後，仍

然能孜孜不倦，為患者服務，感恩，再感

恩。

醫學院二樓「杏園」內「半

月軒」：「直立老爺鐘」。

踴躍捐款，贊助臺大醫學院

「醫學圖書館空間改造」。

（2018.4.13.陳定信同學代

表本班接受頒獎）

醫學院中庭：「台灣水牛石雕（黑膽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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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林俊龍：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

山。

17. 洪朝和：許多令人尊敬的師長的典範，成

為眾多同學的共同標地，同樣再成為後輩

的典範。

18. 葉弘宣：畢業五十周年　前記

咱們臺大醫學生，離校一晃五十年，

今逢院慶百年會，大家相聚約在先。

同學分散台美加，各自成家又立業，

難得偶有台北聚，也是忙裏匆匆別。

首先台北領導人，定信先開高層會，

再向彼岸釋善意，半世紀事猶可追。

春暖花開有共識，四月十三來敲鐘，

各路人馬會杏園，文龍慷慨樂作東。

隔日十四星期六，還有校友研討會，

松男更有話要說，本班同學邀相隨。

四月十五星期天，全班一起環島遊，

六天五夜雖嫌短，美好記憶將長留。

　　　　畢業五十周年　感言

巍巍臺大招學子，淘盡各路英雄。

成績平平終畢業，此身依舊健，

幾度生涯過？

七十耋老庭園中，慣聽鳥叫蟲鳴。

拈花惹草自開懷，一生多少事，

都在部落格。

19. 傅小達：五十歲月，過如飛箭，日重聚，

歡憶往惜，甜酸苦辣，盡回眼前。

杏園培訓，受益終生，報告上蒼，此心足

矣。

20. 李博文：此生中，很大收穫是與大家同

窗，同進同出，同歡樂。希望依據Big 

Bang“爆炸＂，“重聚＂循環進行，在下

一輪，我們五十年畢業聚合重現，相同時

間，相同活動，相同人群。

21. 吳重光：50年前同窗的老同學見面常問退

休沒？每個人有不一樣的生理和心理年

齡，也要考慮私人開業和吃公家或公司頭

路不一樣。

對75歲的老人，籠統說來，我以為退休之

間有以下分別：

不退不休，無視他人的存在，折磨自己。

不退也休，卡位專家，羞羞。

退而不休當義工，敬佩的良心人。

也退也休，祝福您，應該啦。

我們為何而來？為何而別？

我們這班同學畢業後，分散到在台灣及

全球各地，每位在不同的領域都有傑出的成

就，主要是得力於母院的教育及栽培，大家

心存感激。

如今回憶起當年全球各地（台灣與海

外僑生高材生）不遠千里而進到臺大，真

正是抱著「為追求理想而來，為實現理想而

別」。

母校的危機

今年（2018）及最近幾年，臺大校總區

及臺大醫學院、臺大醫院，接連發生幾件負

面的事件，不免讓資深的校友們憂心忡忡。

不久之前，在2018年2月22日上午10時30

分，於臺大校總區行政大樓舉行臺灣大學新

春團拜，適逢臺大新任校長聘任案，教育部

遲遲不發給「準當選人管中閔先生」聘書，

四位歷任前校長孫震、陳維昭、李嗣涔、

楊泮池連袂出席，排成一列，聲斯力竭的針

對教育部的「拔管案」發表高見，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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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校長（現任臺大醫學院景福基金會董事

長）楊泮池教授講得最好，他只簡簡單單的

說了一句誠懇而語重心長的話：「危機就是

轉機。」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善哉！善

哉！這就是大學教育的最崇高指標。臺大何

時才能產生智德雙全，無私的校長？

當年我們奉為求學、做人及生活準則的

標竿「臺大校訓：敦品 勵學 愛國 愛人」，

其中最重要的「敦品」及學術倫理，是否已

經遠離大家而去？指標性的臺大校長傅斯

年、錢思亮等人已離我們遠去，不復存在；

「傳道、授業、解惑」的三大教師職責，也

所剩無幾了。

建立臺大醫學院的「院訓」？「景福

精神」又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是否要嚴肅的去思考建立我們

臺大醫學院的「院訓」？

如果是要建立院訓，那麼要進一步問：

我們真正需要的臺大醫學院的院訓會是什麼

呢？「景福精神」又是什麼呢？

這些深度的問題，也許可以從「景福

基金會」前董事長謝博生教授的最後一本專

書「從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認識景福精神，

2017年8月出版」，獲得最佳答案：「遵循學

術倫理完成社會責任」。

對母校院的建言：學術倫理不管，如

何深耕研究？

最後，我們臺大醫學院畢業的1968這班

校友及母校資深退休教授們，將對母校臺大

醫學院及臺大醫院提出深切而誠懇的建言，

我們衷心寄望母校能持續保有領航台灣醫學

研究龍頭地位的實力與品格，這也是身為臺

大醫學院校友可以從母校得到的唯一「永遠

榮耀」。

校友對臺大醫學院的建言：

持續「研究第一的精神」；

改正「論文造假的風氣」；

端正「師生倫理的關係」。

校友對臺大醫院的建言：

追求醫療科技的研發與創新；

調高醫師執行健保醫療業務收入的（合

理）分配比例。

健保給付醫師×11-12%＝入醫師帳戶

（臺大醫院醫師資料，2018.3月）

健保給付醫師×16%＝入醫師帳戶（台

北三軍總院醫師資料，2018.3月）

古來忠言逆耳，出自於讀書人內心的個

人意見，不一定所言全對，但總是寄望母校

可以做個反省改進的參考。

最後本人謹代表1968年畢業的臺大醫科

全班同學，感謝諸位校友在「景福校友返校

日」（2018.4.14）聆聽畢業五十年這班代表

人的演講。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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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洪婷瑩、賴慧玫、梁君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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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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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論文之誠信與質疑

文／江顯楨

“Deceased respondents no longer pose a risk” ― Letter from ORI1 to a whistle-blower (2013)

「已故的被質疑者不再構成風險」―2013年美國「學術倫理辦公室」給舉報人的信

在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簡稱Hopkins或JHU）（圖

1）的Boeke實驗室裡有一位名叫Daniel Yuan

（袁時恩―譯音）的美籍華裔醫生科學家。

從小家住佛羅里達州Gainsville，長大念麻

省理工，有統計學專長，後移居馬里蘭州

Baltimore，在JHU得MD學位後獲得美國兒科

和小兒胃腸專科的認證，當過Hopkins醫院兒

科醫師和助理教授。1993年以來，Dr.袁廣泛

展開他的工作領域，對基礎醫學有興趣而改

行。就在2001年加入JHU分子生物學與遺傳

學教授Jef Boeke主持的實驗室，為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ociate）。他是統計學專家，在

JHU工作前後有十年的經歷。最初他的責任就

是依照Dr. Boeke的授意，為SLAM計劃2開發

「數據集組」（datasets），這一個「計算基

礎設施」（computational infrastructure），將

可用來管理SLAM產生的大規模數據。

早期（2002~2011）的SLAM受國家衛生

研究院（NIH）挹注將近五千萬美元。從2005

年起，Dr.袁發現Boeke實驗室的酵母遺傳學研

究，使用的方法和數據有問題。他屢次向Dr. 

Boeke報告：首先是2006年一位博士後研究員

（postdoc）Dr. Pan寫的研究論文，投到Cell 

雜誌前被發現有嚴重瑕疵，Boeke不甩，反而

對袁降級處分。明眼人皆知JHU要袁閉嘴，

哪知袁不是個省油的燈，拒絕保持沉默。

兩年後（2008）另一位來自臺大的postdoc

林育誼醫師投到《基因與發展》（Genes & 

Development）的研究論文，也被袁指出瑕

疵，Boeke不悅，但忍到2011年才解雇他。據

悉2006年發表在Cell的那篇論文，蹉跎七年後

Boeke才以“erratum＂勘誤了事，但錯誤信息

已被引用319次。2011年以來，袁槓上JHU，

委託律師興訟，告非法解雇並求償，同時向

NIH舉報實驗室負面的情事。

圖1：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老醫院

正面）（JHU官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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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自戕後，神祕電郵

2012年8月8日是台灣的父親節，38歲、

家有妻幼的林育誼被發現死亡在母院八樓的

辦公室。明顯是注射過量藥品自殺，之前有

人看到他跳樓未遂。Dr.林（醫－98）是罕見

的優秀學者、Hopkins博士、母校生化所助理

教授、國內抗老化蛋白研究權威。輕生的動

機撲朔迷離，據Taipei Times說是「工作壓力

太大，至少有一打的研究計劃正等著他做結

論」。噩耗震撼海內外景福校友，筆者從美

國《華郵》（Washington Post）報導得到的印

象，好像這與一篇論文有關：2008年林在JHU

領銜研究的論文刊登在2012年2月的Nature雜

誌，共同署名的作者12位包括首席Boeke教

授。《華郵》指出，林死後數小時，有人從

林的帳號發出一通e-mail給袁，顯然指他為幕

後兇手，袁收到後驚愕，惴慄不已。

筆 者 也 從 「 撤 銷 論 文 觀 測 站 」

（Retraction Watch）3的連續報告中，進一

步瞭解《華郵》新聞。美國科學促進協會

（AAAS）4對此報導也作評論，A Tragic Tale 

of Two Postdocs暴露了JHU醫學研究所的內幕

和NIH的官僚作風。當初Dr.林宣稱發現兩種

抗老蛋白（HDAC1和p300）可調控人類長壽

基因AMPK，這革命性的發現是全球首見，可

進一步解開老化之謎。論文在Nature發表後，

Hopkins與臺大還分別發佈新聞稿，並舉行記

者招待會慶祝此一盛事。不過，該文的研究

結果卻一直遭到Dr.袁的質疑，他認為Boeke

和林的研究方法大有問題，結論無法複製。

有爭議的論文已被引用24次，在2013年11月

被Nature撤除，除林外，其餘11人統統簽名同

意。AAAS說，「林是否有錯，也許永遠不得

而知。然而袁為捍衛實證科學付出高價，卻

很清楚：他被JHU解雇後就一直找不到研究工

作。」

「科學工廠」，生產力的掙扎

JHU的Boeke實驗室就像一個「科學工

廠」（“Factory Science＂）5。計算機化的

設備產生大量數據，應用統計學的先進技巧

對這些數據統計分析，希望挖掘一些隱藏的

信息。換句話說，它有「高通量、低投入而

無輸出」（“high throughput, low input & no 

output＂），實驗的成功通常要經過不同模

型來確定。當Dr.袁重組了其他人做出的數據

時，The numbers didn’t add up! 他認為實驗室

裡的一些postdocs為達成預設的目標，有意或

無意觸犯了科學研究的倫理，所以得到錯的

結論。據了解，Boeke對酵母菌基因體的研究

在學界有很高的評價。自2007年起，實驗專

注研發一套方法體系，希望找出酵母基因的

交互作用，並推論到人類基因。JHU每年接受

NIH研究經費撥款（grant）約六億美元，其中

Boeke實驗室拿數百萬，因此要與時間競賽交

出成果。袁負責分析實驗數據，倍感壓力。

一位資深女研究員也表示，她在兼顧袁

的訴求和「生產力」之間掙扎。正值Dr.袁

對方法體系愈來愈存疑的同時，Dr.林卻準

備運用酵母基因體的這套體系做論文基礎，

拓展到人類基因體。袁說，林曾邀請他協助

分析數據，但他認為研究方法不妥而拒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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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人在實驗室很少互動。當林的論文

發表於Nature，袁質疑實驗室判定「基因互

動」（“hits＂）的數量門檻太低，熟悉資料

數據的他重新分析，得到結論是a handful of 

“hits”，絕不可能多達論文誇稱的878次。袁

要求Nature登出他的質疑，沒想到林已自盡。

袁向負責調查研究操守的ORI報告，得到回信

居然說「已故的被質疑者不再構成（浪費政

府公帑的）風險」。2014年Dr. Boeke轉移陣

地到紐約大學Langone醫學院，揮別他28年在

Hopkins的生涯。到目前為止，袁的質疑成了

絕響，對JHU的訴訟（包括上訴）也被法院駁

回。

形塑時代上醫，需要誠信

接到今年四月母校寄來的景福醫訊（第

34卷第4期），拜讀雙甲子院慶一些長官們

的頌辭之際，赫然看到一篇以「形塑時代

上醫」為題的文章，是特刊編輯吳寬墩教授

（醫－80）寫的。文中提到，「現今（台

灣）的醫學教育仍以科技的學術成果，作為

『良師』的標準。功利主義的驅使，終於爆

發去年嚴重的論文造假事件，值得醫學院所

有師生深刻反思。」他還說，「但願一群有

優秀腦力的醫者，能踏出如何獲利、如何登

上國際期刊、如何增加業績的窠臼，共同成

為時代的上醫。」其為文也，發人深省，感

慨系之。事實上早在去年11月，我們牛家班

（醫－63）藥理博士李彥輝兄就以「論文造

假之避免」為題，與我和少數朋友e-mail討論

過。他說，「論文爭議東北亞多，或與語言

及文化有關。」

根據美國ORI對科學研究論文行為不端

（research misconduct）所下的定義：製造正

在組成的數據、結果，記錄或報告，即所謂

的虛構（fabrication）；故意操作研究材料、

設備或過程，竄改、省略數據或結果，即所

謂的造假（falsification）；撥用他人的想法、

過程、結果或詞語，而不註明適當來源，即

所謂的抄襲或剽竊（plagiarism）。研究行為

的不端並不包括無心之過和意見的分歧。一

般來講，騙局以圖片誤植最容易露餡，不同

來源的相同照片或異常同源的圖像，可能是

舞弊的指標。即使論文已被發表、甚至被引

用，若一旦被抓包，也會遭到撤除。照道理

說，領銜作者或「通訊」作者，和排名殿後

的指導教授、也就是計劃主持人或首席科學

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 ― PI），都應該負起

連帶責任。

醜聞案何其多，記憶猶新

2014年，美國科學家雜誌The Scientist

選日本、南韓、臺灣各一論文造假案為該年

十大最「令人難忘」的前三名醜聞。該年一

月，有關製作STAP萬能幹細胞「世界首例」

的兩篇論文登在Nature，幾天內就引起爭議，

PubPeer6許多讀者指出數據有異。領導研究

的33歲日本女科學家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是留美早稻田大學博士，曾被傳

媒視為首位日本女性諾貝爾得主的有力人

選。最終因為無法複製結果，論文被撤。同

年秋天，RIKEN（理研―日本最負盛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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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經過縝密調查，否決

Obokata論文的結果，認為她造假。一年後早

稻田取消她博士學位。Obokata的同事還包括

哈佛教授Charles Vacanti不久退休，她在日本

的指導教授笹井芳樹，醜聞爆發後竟上吊自

殺身亡。

美籍韓裔科學家Steve Han（韓東平）是

愛荷華州大（ISU）生醫科學助理教授，根據

美聯社報導：2013年12月，他把人體血液成

分滲入兔子的血液，使正在動物試驗中的疫

苗看起來好像已經展示了人體抗HIV活動。由

於這個明顯的積極成果，韓的研究團隊從NIH

獲得1,900萬美元的grant。後因涉嫌偽造數據

與虛假陳述，韓被聯邦政府逮捕，並以重罪

起訴，求刑四年。認罪後被大陪審團判處57

個月監禁，罰款720萬美元。咸認為極保守

的Iowa共和黨聯邦參議員Sen. Grassley對此案

影響甚大，他與當時ORI主任David Wright作

風迥異。前者嫉惡如仇，後者不贊成對中程

度犯罪的科學家施以峻法，認為監禁和罰款

過重不啻置當事人於死地（professional death 

penalty）。後來Dr. Wright也從ORI職位求去。

臺灣論文造假，制度使然

2014年最大的醜聞是屏東教大陳氏兄弟

偽造帳號「自審」論文案。它被香港中文大

學教授檢舉，60篇研究論文被英國SAGE一口

氣撤銷，引起國內軒然大波，連前教育部長

也被迫下台。發生後不久，Nature 登了一篇長

達2,400字專文，探討「同儕審查」之疏漏，

提及此「自審」詐欺案為警戒，國際譁然。

然而臺灣的沆瀣一氣造假之風，方興未艾。

由科技部（前國科會）經濟部等跨部會合作

的第一期「能源國家型研究計畫」，投資五

年近200億，委託臺大母校主持。呂姓研究助

理抄襲造假的論文投稿國際期刊，計畫主持

人被「冒名」列為第一作者，竟不知情。七

年來陸續刊出的6篇論文至2015年全遭撤銷。

至於母校去年嚴重的論文造假事件，

實際上，涉嫌的11篇已跨越十年（2006~ 

2016）。其中9篇都是同一指導教授的「博

士論文」，他在這期間向科技部申請9筆計

畫，共取得一億500萬台幣。另外，校長不

幸被牽連共同掛名的4篇也都是2004~2006

投稿美國知名雜誌的癌症論文，聽說大多是

「圖片誤植」。為避免影響以後學術發展，

校長說臺大目前已經「亡羊補牢」，引進美

國ORI軟體，用來協助學者檢查論文。但歸

根究底，有人認為臺灣論文造假是太重數量

而忽略品質的制度使然。眾所周知，教授升

等需靠年資，若論文發表在國際頂尖雜誌，

如Nature、Science、Cell、NEJM 等「影響係

數」（Impact Factor）很高之期刊，升等就會

加快。這也可能助長功利效益的追求，使一

些人背離研究的基本誠信。

網路時代，出版vs「淪亡」

過去較為封閉的學術社會，出版平台的

使用相對穩定。對學術機構的守衛者來說，

用它來對哪位學者，給予或拒絕tenure和升遷

與否，端視有沒有論文發表於頂尖的或同儕

審查的雜誌。換句話說，研究論文的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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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學界裡仍然是成功保位和獲得晉升的命

脈。自上世紀末九○年代以來，學術研究的

過程和成果、以及它對社會的影響起了急速

變化：網路時代的來臨、數位工具的強勢、

撼動了將近一個世紀之久的傳統概念。學者

們得熟悉利用數位媒體（軟體和硬體）、尊

重版權和智慧財產權、和正確使用出版平台

的通路。今日，不管是美國的NIH或臺灣的科

技部，資金來源愈來愈緊繃，學者們向政府

申請grant的競爭卻愈來愈激烈。「不出版就

淪亡」（Publish or Perish）的心態，變本加

厲。

在網路數位時代，學者若要造假容易多

了。這是國際問題，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的學

者都發生過，但似乎以東北亞國家（中台日

韓）尤甚。2006年，韓國科學家黃禹錫發表

在Science 關於人體幹細胞克隆（clone）胚胎

研究的論文被查出明顯造假，Science 期刊社

為此成立調委會。他們發現，例行的步驟審

查對蓄意造假無能為力。因此建議論文呈遞

之前先做一些品質管控，隨機對數據材料等

進行審計（audit）。發現有爭議性的將受更

嚴格審查。Nature 也跟進。筆者認為：學術機

構有義務保護科學家的既得利益，當然不喜

歡聽到負面消息；政府機關則有責任保護廣

大民眾的利益，因此應該更嚴於督察科學研

究論文之不軌，並保護舉報人。話說回來，

平時利用教育來促進研究學者的高度責任

感，才是治本之道。

註釋

1. ORI是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的簡稱。

1992年5月在NIH設立，屬美國「衛福部」

（HHS）管轄。它制訂政策與規範，來偵

防以及調查科學研究的不當行為。ORI定

期出版它本身的研究發現，並提供相關教

育。

2. SLAM是Synthetic Lethality Analyzed by 

Microarray的簡稱。這計劃的目的之一是

研究突變的遺傳相互作用，並用這種研究

方法從酵母菌延伸到較高等的生物。

3. Retraction Watch是2010年8月推出的部落

格，由兩位科普作家Dr. Ivan Oransky和

Adam Marcus撰寫。

4. AAAS創建於1848年，是世界最大的非營

利科學組織。它定期出版Science雜誌。

5. 「科學工廠」（“Factory Science＂）

是南非生物科學家諾獎得主Dr. Sydney 

Brenner的雋永警語。

6. PubPeer是public（大眾）和peer review

（同儕評審）英文字精髓部分的組合。網

站初創於2012年，評審討論「出版後」行

為不端的論文。三年後改為匿名運作，

但它的評論只能使用於可以公開驗證的事

實。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退休美國心

胸外科專家。時寓紐約市曼哈頓上東區Affinia

花園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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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各國世界名歌

一、蘇格蘭：父母頌【友誼地久天

長，驪歌，Auld Lang Syne】
1. 怎能忘懷父母恩情　心中能不歉悵

昔日呵護豈能遺忘　親情地老天荒

親情萬歲　父母萬歲　親情流芳

舉杯望月　齊聲歌頌親情地老天荒

2. 我們曾經被迫遠走在異鄉的土地上

我們也曾苦盡甘來　到處奔波煩忙

親情萬歲　父母萬歲　親情流芳

舉杯望月　齊聲歌頌親情地老天荒

3. 我們也曾一起生活　歡笑在旅途上

但如今卻天人永隔　子欲養親已亡

親情萬歲　父母萬歲　親情流芳

舉杯望月　齊聲歌頌親情地老天荒

4. 我們過去同甘共苦　容我們相扶望

讓我們來舉杯歌頌　親情地老天荒

親情萬歲　父母萬歲　親情流芳

舉杯望月　齊聲歌頌親情地老天荒

原歌：《魂斷藍橋（蘇格蘭）梅阡詞》

1.

恨今朝相逢已太遲，今朝又別離

流水嗚咽，花落如雨，無限惜別離。

白石為憑，明月作證，我心早相許，

今後天涯，願常相憶，愛心永不移。

儂為郎陶醉。春意濃，春心暖，無力柳葉

垂，

眼兒相望心相印，儂為郎陶醉。

2.

為君斷腸為君斷魂，諒君早知矣

恨重如山，命薄如絮，白首更難期。

白石為憑，明月作證，我心早相許，

天上人間，願常相憶，愛心永不移。

春日最陶醉。情切切，意綿綿，無言癡相

對，

但聞遠處歌聲傳，春日最陶醉。

二、意大利：我的月亮【我的太陽，

O Sole mio】
皎潔的月光　雪後重現笑臉

映照地上冰塊　顆顆變銀妝

廣闊的草原　奏著大地的呼喚

在月光照耀中　享受著自然

但在我眼中　閃爍光點

會使我心中　和煦溫暖

映照我眼睛深處　洞察一切　一切情感

原歌：《我的太陽（義）》

可愛的陽光雨後重現輝煌

映照花上水珠粒粒成金鋼

和暖的花園充滿玫瑰香甜

在日光溫懷裡飽嘗著慰安

文／李彥輝



校友小品

2018年8月‧第35卷第8期 25

但在我心中寶貴之光

仍使我眼中溫柔光芒

映照我心的內處驅散一切一切憂傷

三、奧地利：緬懷史特勞斯【藍色多

瑙河，Johann Strauss-An der 
schonen Blauen Donau】

坐著篷車　緩緩前行

她穿過小巷　又進入古城

如一匹駿馬　奪人眼影

有多少人們在您面前俯身鞠躬歌頌

啊當車駛入　中央墓園　我向您致敬意

那裡塑有了英俊的您　很是壯麗

兩邊綠地　多少偉人共眠在一起

您和他們同席　使這塊陵園富有生息

原歌：《藍色多瑙河（奧）》

1.

多瑙河多麼藍，多麼亮，

溪谷、田野，你總是平靜地流過。

維也納要跟你打招呼。

你這銀色的溪流

無論到那裡總教人滿心欣喜

你極美的河岸總教人滿心欣喜。

（2及3略）

四、韓國：客家郎、客家妹

【客家郎】

客家郎　客家郎　要去那裡徘徊背井離鄉

話別家人　獨身流浪海外前程路茫茫

要堅定你雄懷客家郎　不必怕　勇敢前邁

客家郎　客家郎　冒險的氣概廣闊大海

蔚藍的天空　好暢快你可曾聽到　故鄉的人

期待

客家郎　總有一天看到　心愛人來

【客家妹】

客家妹　客家妹　要去怎麼想

親人遠去　家園待理　孤單苦守閨房前程路

茫茫

要認清妳立場

客家妹　不必怕　努力前往

客家妹　客家妹　健壯的脊樑

綠山碧水　陣陣的茶香　好舒朗

你可曾聽到　異鄉的郎

盼望客家妹　總有一天看到　阿哥回鄉

原歌：《阿里郎（韓）崔東均譯配》

阿里郎，阿里郎　阿里郎喲

我的郎君翻山過嶺路途遙遠

1.

你真無情啊！把我扔下，

出了門不到十裏路，你會想家。

2.

春天黑夜裡，滿天星辰，

我們的離情話，千言難盡。

3.

今宵離別後，何日能回來，

請你留下你的諾言，我好等待。

五、臺灣：母親頌―李彥輝詞，鄧雨

賢曲【雨夜花】

1. 嬰兒來　嬰兒來　母親乃最痛苦　無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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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忍受肚痛　為孩出世　內心寬

2. 生日過　生日過　母親乃最沒空　從早到

晚　裏裏外外　替孩慶生　身體健

3. 上學去　上學去　母親乃最辛勞　妥善準

備　送子讀書　盼孩努力　學業淵

4. 遠外出　遠外出　母親乃最掛念　依依不

捨　打理行裝　等孩安歸　前途展

原歌：《雨夜花（臺）周添旺詞》

1. 雨夜花　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

見　暝日怨切　花謝落土　不再回

2. 花落土　花落土　有誰人可看顧　無情風

雨　誤阮前途　花蕊墜落　要如何

3. 雨無情　雨無情　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

護　軟弱心情　給阮前途　失光明

4. 雨水滴　雨水滴　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給

阮　離葉離枝　永遠無人　可看見

六、 德 國 ： 古 榕 樹 【 菩 提 樹 ，
F.Schubert-Der Lindenbaum】

母校百年古榕樹，綠葉成蔭枝幹大

回憶童年時嬉戲，讀書在它樹蔭下

我對它發下誓言，默默在樹前留話

他日學成回家鄉，必對古榕樹來報答

必對古榕樹來報答！

原歌：《菩提樹（德）》

故鄉有菩提老樹枝幹密綠葉蔭繁

回憶我別離家園曾工作在綠茵邊

我對樹發下誓願並刻字在樹幹間

倘若是希望不能遂永遠誓不歸還

七、中國：桐花頌*（茉莉花，李正
帆編曲）

好一朵美麗的油桐花

好一朵美麗的油桐花

芬芳美麗滿山葩

又香又白人人拿

採過來在窗口掛

庭院到處插

油桐花呀油桐花

原歌：《茉莉花（中）》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芬芳美麗滿枝椏

又香又白人人誇

讓我來將你摘下

送給別人家

茉莉花呀茉莉花

* 有鑑於油桐花於5月在臺灣客莊遍地開於窮

鄉僻壤、堅忍不拔、孤芳自賞，很能代表客

家《硬頸精神》。因此每年5、6月特辦《桐

花節》來慶祝

八、 美國：哦 達旭Tashi，我愛孫
女【哦 蘇珊娜，S.Foster-Oh, 
Susanna】

我來自賓州維城　帶著禮物去看您

我趕去新澤西州　參加我孫女生辰

冬雪延遲了行程　內心卻意切情深

陽光溫暖了親情的心　達旭啊　莫擔心

哦！　達旭　哦　莫為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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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賓州維城　帶著禮物去看您

I come from V city, Pennsylvania, bring the gift 

to see you

I am in hurry to go to New Jersey, to attend my 

granddaughter's birthday party

Winter snow delayed my arrival, but my heart is 

joy and happy

Sunshine warms up our heart-felt, Tashi! not to 

worry

Oh! Tashi, O not worry me

I come from V city, Pennsylvania, bring the gift 

to see you

原歌：《哦　蘇珊娜（美）》

我們打從阿拉巴馬來，還帶著五弦琴；

要趕到路易斯安娜，去探望朋友們，

晚上起程大雨下不停，但地上挺乾凈，

太陽當空照我心冰冷，蘇珊娜別哭泣！

噢，朋友們，別�我擔心！

九、日本：思故鄉【遠藤實曲―北國

之春】

1.

依山傍水，民風淳樸，是我生長的樂園

使我想起了故鄉的春天，啊　故鄉的春之戀

桐花盛開茶樹美又香，白綠很好看

天涯海角走遍了，還是故鄉暖

好吃的水粄，想起就吞口嚥

吞口嚥

2.

山明水秀，花蝶飛揚

年歲漸大時，使我很想起故鄉的秋天，啊　

故鄉的楓葉山

童年的回憶，濃厚的鄉情，真不免心蕩

冬去春來，桐花怒放，還是故鄉棒

好吃的粄條，想起就覺口爽

覺口爽

原歌：《北國之春（日）呂遠譯配》

1.

亭亭白樺，悠悠碧空，微微南來風。

木蘭花開山崗上，北國之春天啊　北國之春

已來臨。

城裡不知季節變換　不知季節已變換

媽媽猶在寄來包裹，送來寒衣禦嚴冬，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2.

殘雪消融，溪流淙淙，獨木橋自橫。

嫩芽初上落葉松，北國之春天啊　北國之春

已來臨。

雖然我們已內心相愛，至今尚未吐真情，

分手已經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寧寧？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3.

棣棠叢叢，朝霧蒙蒙，水車小屋靜。

傳來一陣陣歌聲，北國之春天啊　北國之春

已來臨。

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沈默寡言人，

可曾閑來愁沽酒，偶而相對飲幾盅？

故鄉啊，故鄉我的故鄉，何時能回你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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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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集序文（自序）

近
年來台灣許多朋友紛紛舉辦新書發表

會，出版他們的傳記，盛極一時。這

些朋友，有的畢業後就留在台灣奮鬥，有的

是由美國回台灣打拼的台美人，在他們即將

退休之際寫出他們的人生成就與感想，令人

欽佩。最近我也接到不少贈書，豐富了我的

閱讀資料。古人韓愈說：「師者要傳道、授

業、解惑。」我覺得還要加上一個使命，就

是著書立說遺留後世，尤其是擔任過大學教

授者。在科技發達的今日，出版物容易傳播

四方，也能算是作者對世界人類的一絲貢獻

吧。

2005年我出版了一本文集「留美夢，台

灣情」收集了自1980年代到退休後幾年的文

章，和另一本「台美生涯七十年」我的回憶

錄，相互配合成為我七十歲的人生記錄。現

在我已年登八十有餘，乃將2006年至2016年

十年間的文章收集成第二文集「愛心集」。

此書是我的第七本出版書，也可能是

我人生的最後一本著作。此書內容包括介

紹七本書的序文，醫學常識及其他論述，教

會講道，人物懷念，旅行遊記，和本人上了

80歲的人生回顧。本書的封面是南美的伊瓜

蘇瀑布，乃是我看過最有性格的景觀。遠看

數十條水柱同時奔馳，近觀怒濤駭浪發出雷

鳴響徹雲霄，是上帝創造的偉大工程。封底

是舊、新兩棟臺大醫院影像。前者是日治時

代台北的經典紅磚建築，和總統府的建築齊

名，是我醫學生時代和住院醫師時代經常出

入的地方。後者是現代式的高樓大廈，是我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職之後，返台講

學及探訪師友的場所。本書的文章曾經發表

於台灣公論報、太平洋時報、臺大醫學院校

友刊物「景福醫訊」、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

會年刊和其他的刊物。作者非常相信「百聞

不如一見」的道理，在人物懷念及旅行遊記

兩篇文章中插入許多相片，盼望能吸引讀者

閱讀的興趣。

2016年我和七位北加州的朋友共同出版

一本由北加州東灣台灣長樂會發行的「台美

人生命腳跡」是由陳天令博士編輯的。我趁

機拜託陳天令博士編輯這一冊「愛心集」。

因為收集的文章各式各樣，非常繁複。陳博

士用很多時間細心編排，整理改正。這些文

章稿件在送出刊登於報章雜誌之前都是由教

會姐妹蕭如香女士打字整理。本書能夠及時

問世，全靠陳博士及蕭女士大力協助，是完

成本書的兩大功臣。愛妻韓淑清幫忙閱讀原

稿，給予積極的改善意見，作者在此向三位

表示由衷的謝忱。

本書承蒙三位朋友賜予序文，感到非常

榮幸，在此鞠躬致謝。其中兩位是臺大醫學

院校友，一位是黃世傑醫師，他是我台中一

中6年，臺大醫學院7年的同班同學，也是長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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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往來的摯友。另一位是被稱為文化醫師的

醫師作家，望春風文庫發行人林衡哲醫師。

第三位是聞名台美人女作家楊遠薰女士，

她長期撰寫北美洲各地台灣人的故事，也

常在台美人報章發表作品，我是她的讀者

粉絲之一。由他（她）們的推薦，大大增

加了本書的重量。

最後作者盼望讀者在本書中能找到多

篇喜愛的文章，或是和筆者的論述有同感

者，或是由文集中的遊記，對於讀者以後

的旅遊有助益的話，作者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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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書《愛心集》（左：封面，右：封底）

國立臺灣大學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應徵資格：

（一） 具有生物醫學相關專長之博士學位，並具博士後研究二年以上經歷者（以起聘日期
計）。

（二）有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熱忱者。

二、工作內容：負責本所相關領域之教學，未來研究主題必需以口腔生物科學相關之研究為主。

三、檢具資料：

（一）1. 個人履歷表。
2. 近三年主要代表作（至多四篇）及近五年著作全文（含表Ⅲ-1,2,3），一式七分。
3. 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畫書。

　　　以上資料請檢附電子檔（1,2項表格請至http://giob.ntu.edu.tw/下載）
（二）1. 相關學經歷證件影本。

2. 至少兩封推薦函。
3. 其他有助於了解申請者之資料。

四、截止日期：107年11月30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前寄達口生所辦公室。

五、預定起聘日期：108年8月1日。

六、聯絡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號，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朱雪華助教收

七、聯絡電話：886-2-23123456轉67016 朱雪華助教
傳　　真：886-2-2382-0785
電子郵件：hhch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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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學習人文精神
─金關丈夫故教授與九州大學參訪

今
年2月7日，人文學體驗學習群9名二年

級學生在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主任謝

松蒼老師的帶領下，圓滿完成在日本九州大

學（下稱九大），以曾任職臺大醫學院故金

關丈夫教授為主題的參訪。本次參訪是由醫

學院前院長故謝博生教授、財團法人臺大景

福基金會、醫學人文博物館（二號館）、蔡

錫圭教授與琉球大學土肥直美副教授等人協

助安排規劃，才得以成行，在此表達無限感

謝。

體驗學習群由醫學院前院長故謝博生教

授發起，醫學人文博物館指導，為同屆醫學

院學生自發組成，互相激勵激盪，透過典範

人物學習以增進人文涵養的學習團體。本次

前往日本有4名醫學系（許雋和、吳崇安、黃

昭英、賴韓旭）、4名藥學系（陳姿伶、陳鳯

婷、蔡孟珊、蕭廷翰）與1名醫技系（洪瑄

鎂）的學生。謝博生教授希望體驗學習群能

多認識臺大醫學院在日治時期的優良教師，

透過他們的思想與事蹟，來培養醫療人員的

人文情懷，所以這次特別規劃前往九州大學

參觀金關父子遺骨。但謝教授於參訪前二日

（二月五日）撒手人寰，令人哀痛不已，謝

松蒼老師與全體組員均懷抱著完成教授遺志

的心情赴日，內心憮然。

本次參訪的主題是金關丈夫教授（1897-

1983），對於解剖學、人類學，文理皆有涉

獵，與臺灣淵源極深，曾任臺灣總督府臺北

醫學專門學校教授（1934年）、臺北帝國

大學醫學部第二解剖講座教授（1936-1945

年）並留用為國立臺灣大學教授（1945-1949

年），為臺灣體質人類學研究先驅，展現對

臺灣史前遺址與原民文化、體質特徵的研究

熱忱，足跡遍布島嶼各角落，1949年回日本

後在九州大學等校執教，是日本人類學界不

可抹滅的一顆星，出版過《台灣考古誌》、

《南方文化誌》等書，並合辦《民俗台灣》

雜誌，於景福醫訊第34卷11期有相關介紹。

臺大醫學院蔡錫圭教授在戰後任金關教

授的助教，一同上山進行原民體質調查，後

來在教授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師生情誼深

厚，不僅協助與九州大學牽線，還在同學出

發前，帶領導覽基礎醫學大樓的體質人類學

研究室，見識到金關教授蒐藏的一部分人類

骨化石，也聽聞他充滿大愛的事蹟：戰後呼

籲學生不要排擠口音濃厚，從福建輾轉來台

的醫學院新進老師。在混亂的1947年3月，開

了又停的火車上為遭拳打腳踢的外省人出手

相救，慢慢地，金關教授的樣貌在筆者心中

成形。

文／105人文學體驗學習群（許雋和、吳崇安）、謝松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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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關教授在解剖學界宣布：希望我的

子孫死後能捐出骨骼以供研究，「這是你們

父親、祖父、曾祖父的遺言，請勿怠慢，確

實執行。」而金關教授的父親金關喜三郎同

樣捐出其遺骨讓兒子做研究。這項家族性的

骨質研究，正是由金關教授的徒孫，也就是

另外一位協助牽線的琉球大學土肥直美副教

授執行，成為父子兩代的「骨形態的遺傳性

及環境效果分解研究」的報告，而教授的長

子數年前過世，遺骨於日本久留米大學處理

中。因此筆者一行人2月7日早上在九大岩永

省三教授與兩位通曉中、日文的助手帶領下

見到金關父子遺骨，同日下午再一同前往另

一校區參訪九州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下稱

九大博物館）。岩永教授專長為考古學，現

任九大博物館副館長，對於我們一行非常友

善，2月7日一整天為我們導覽九大博物館。

下為筆者九大參訪之紀實與心中所感：

與九大相遇

一出地鐵，便感覺到空氣徹骨之寒。

再過一週就要迎接新年了，福岡卻仍接近冰

點，即使如此，九大醫學部的樹木已早一步

染上初春的綠意。在校園中漫步，只見如茵

綠草間巍立著醫學大樓，深具歷史的銅像、

碑石與現代化研究室交錯出現，彷彿這片土

地上的足跡不曾消褪，又彷彿一個過靜的嬰

孩，在新生的血肉裡乘載太多蒼老的記憶。

然而即便充滿歷史，金關教授的解剖教室已

不復原貌了，在新建築群的迷宮中，我們失

去了金關教授的蹤跡，若是重回此地，教授

本人也會迷路吧。如臺大，九州大學曾是帝

國大學，醫學部同樣比本部創建得早，兩者

相毗鄰。九大現有六個校區，其重心逐漸遷

往最新的伊都區。此行訪問的醫學部與舊帝

國大學校區皆在地鐵箱崎線上，嶄新的醫院

與古樸的磚砌校舍相互輝映，呈現出九大的

各種面貌。

2/7上午─見到金關教授

一所學校的內涵在於其是否認知到自

身在人類世界的角色，個人的內涵則在於其

是否為了塑造自己的人格作出行動。而所謂

學者於學校與個人之間，創造歷史也創造人

格。當我瞻仰金關教授的遺骨時，我相信我

見到了真正的學者。體驗學習群參訪之際，

金關教授與其父親的遺骨安放在未使用的醫

用量子線科學圖書室，有完整溫度與溼度的

監控，並聘有專門人員負責遺骨的保存與製

作。令人意外地，那間房相當不起眼，約莫

只有六坪大，上著鎖，隱身於研究大樓中。

望進去，兩口罩著白巾的棺木猶如兩張小禮

照片中兩具以白巾覆蓋的棺木中，上方為金關丈

夫教授的父親之遺骨，下方為金關教授之遺骨，

顧及金關家族之隱私，我們決定拍攝時不掀開

白巾；兩具棺木後方為九大岩永省三教授（右

六）、謝松蒼教授（右五）與105人文學體驗學

習群九名組員，攝於九大基礎研究B棟4樓醫用量

子線科學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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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誰也不知道長眠其中的不但是人類學的

巨人，更是臺大的重要前輩。「金關教授現

在就活在我面前。」岩永教授掀開棺蓋時，

有關教授的記憶斷片落葉般飛來。二號館展

間的金關教授、景福醫訊上的金關教授、在

部落測量頭圍的金關教授、在火車上為外省

人仗義執言的金關教授、在土井之濱進行挖

掘的金關教授……金關教授的遺骨好似所有

連結的終點，把所有展覽、所有故事、所有

想像綰和在一起，成為一個相互承繼的脈

絡。在這脈絡中，我似乎感受到金關教授的

意志。這意志隨著捐贈遺骨的祖訓綿延三代

不衰，其影響力更超越家族，讓所有學者感

受到他追求真理的強烈意念，並起而追隨。

對我而言，我重新明白了體驗學習的意義，

唯有親眼目睹金關教授的遺骨，才能感受到

讀過事蹟的真實性。那一刻，每個人都深受

感動。「金關丈夫」在我們的心中成為一個

獨一無二、至關重要的名字。他是活生生的

人物，而不是冷冰冰的知識。知識會被遺

忘，但是人物會隨著我們體驗時的震動深刻

地寫入我們的心靈，變成自我的一部份。謝

松蒼老師代表臺大醫學院帶領我們向金關教

授敬禮，敬禮中隱含著臺大醫學院對金關教

授創立解剖學科的感謝，也隱含著世人對他

捐出遺骨供人類學研究的崇敬。就這樣，我

們數次敬禮。岩永教授身子微微顫抖，卻仍

嚴肅地沈默著。此刻，一切語言失去了意

義。我們就這樣定定地望著金關教授的遺

骨，無聲無息。

下午─參訪九大博物館

日頭西斜，上午的感動尚未消褪，我

們再次陷入人類知識的稠重沼澤中。位於

舊校區的博物館群擁有極其豐富的館藏，舉

凡昆蟲、礦業、地質、工藝、農具、大氣、

漁業、獸骨、植物、古人骨、古文物等，不

限領域、不限數量，大至舊型煉銅爐，小至

學生運動的頭盔，九州大學一百年來都在積

累物質的記憶，為名字留下指尖的證據，於

是我們看到一戰英軍艦船使用的煤餅，看到

了繩文人的甕棺，看到了鏽蝕的造雨機……

其館藏浩豐近乎蕪雜，要在茫茫館舍內找出

特定的展品相當困難，然而它們總是在那

邊，就像有些記憶並未被遺忘，只是暫時想

不起來而已。無論如何，岩永教授自如地穿

梭其間，信手拾起便是一段解說，其中最讓

體驗學習群難以忘懷的當屬九大鴻博的人骨

收藏。九大的人骨大多來自日本本土，包含

土井之濱、廣田遺跡等等的考古探勘，他

們大多是由金關丈夫與永井昌文等教授收集

來的，並為渡來說提供有力的證據。走進展

間，成排高聳接頂的鐵櫃給我們以一種歷史

重負的壓迫感，燈光昏暗，甬道迫窄，架上

的硬紙箱泛著油黃的光澤，還沒看見骸骨，

這房間就先透漏出歷史的顏色與氣味。岩永

教授向我們說明，紙箱比起塑膠或其他材

質，有更強的吸濕、恆溫效果。我看見天花

板的角落有個積著灰塵的風口，教授說那是

空調系統，是控制溫溼度用的。的確，這間

房內有數千具骸骨，我們總得做些什麼來阻

止自然把它收回。有人說科學的課題是要對

抗自然，史學則是要對抗時間。的確，自然

的表象有時會蒙蔽真理，時間也會侵蝕事

實，然而我認為科學與史學的重點不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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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而是釐清與還原。它們都意在敘說自然

與時間的故事。人類學家喜歡說故事，從骨

骼的線索描繪人類的散佈，從陶瓦破片學習

遠古的信仰。金關教授亦是如此，他藉由土

井之濱出土的彌生人頭骨與繩紋人進行比

較，發現彌生人具有歐亞大陸的遺傳性徵，

包括臉高、身高等，進而推斷繩紋時代末

期，有一批人從朝鮮半島到達日本，聚集在

北九州、山口，甚至遠至近畿等地。教授述

說的這個故事，後來成為日本人起源論的根

幹，這就是渡來說。九大博物館內的展覽，

以靜態的展示物推演出日本人起源的動態歷

史。

返國所感

經過此次參訪，我不僅重新看待金關

教授，更重新看待體驗學習。在體驗學習

路上，我起初充滿疑惑與不安，我透徹地理

解他們，卻難以將其內化，總感覺抓不到人

物的精神。後來去了鹿港，那裏，風雨早已

離開不見天街。即使如此，在丁家古宅默思

許讀、施江南、謝巧烽醫師生活其間的情

景，我似乎與半世紀前的他們有了某種微弱

的聯繫，我首次體受到不屬於文字知識的學

習。此次訪日，這聯繫再度產生，並更加強

烈了。從金關教授無語遺骨中我體會到他無

窮的熱情：對生命的熱情讓他有勇氣闖蕩異

鄉，並產生跨越民族藩籬的慈愛；對藝文的

熱情讓他不侷限於專業，涉獵廣博外，還是

小說家與畫家；對人類學的熱情，促使金關

教授無私地捐出遺骨，用盡最後能力推進體

質人類學研究。如果要為他做出結論，我會

說這種熱情使他成為一個「人」――若他能

對異族的學生與受壓迫之人民付出關懷；如

果他能在文學、繪畫裡發現美，並在愉悅中

進行創造；如果他能不受常俗觀點框限，毅

然捐出遺骨，在選擇中體現他的主體性――

人文學意義上的人。此時，我又想起了謝博

生教授，如同金關教授一樣地照顧體驗學習

群的我們，一樣地鑑賞、感受著美，一樣地

決定著自己的人格。

同時，我感覺到一股永無止息的動力，

從金關的父親，到金關教授本人，再到他兒

子，以及兒子的兒子，他們的遺體在人類

的歷史也許微小，然而人類就在這謙卑的

偉大中推進了――這是一種傳承的力量，比

個人的力量更為巨大也更為久長。從賴和、

許讀、施江南、謝巧烽……，一直到謝博生

教授，再到今日領導醫界、貢獻人類的醫師

們，二號館裡似乎蘊含著一股精神，感染著

眾多的人。如同火篝點燃許許多多火炬，火

炬又相互引遞著。於是，火焰不滅，精神不

死。人物學習的對象已離我們遠去，然而其

精神依舊存續，不只在書籍中，更在承繼、

學習此精神的人之間，金關教授的精神是如

此，謝博生教授亦然。

回到台灣，看見醫學院大廳「無語良

師」的牌子下多了謝博生教授的名字，我知

道金關教授的精神被延續了。而不論迎接人

們的是什麼樣的未來，我相信，這火炬將久

久遠遠地被傳遞下去。

（作者許雋和與吳崇安係母校醫學系二年級

學生；謝松蒼係母校醫學系1983年畢業，現

任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教

授與附設醫院神經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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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醫療結合的典範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

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

院」（以下簡稱癌醫）係臺大醫學院新

成立的第二所附設醫院，座落於臺灣大學校

總區東南方校區原臺大醫院公館院區舊址。

規劃為地上15層、地下4層，可容納500床

住院病人規模之全台首家公立「癌症專科醫

院」，預計將於2018年年底正式對外營運。

癌醫是由永齡健康基金會創辦人郭台

銘先生，以一位癌症病人家屬的心情為出發

點，有感於提升癌症診療水準之迫切需要，

故投入熱心捐款新臺幣100億元，興建包含輻

質中心等先進設備之醫學中心級癌症專科醫

院，再以實物捐贈方式贈予臺灣大學。

癌醫的設立宗旨為「以服務病人為中

心，以發展研究為導向」。

硬體建築設計從一開始就以病人為主要

考量，打造貼心環境。入口大廳的「希望光

塔」將自然光導入，是標竿意象；整體景觀

更融入各式療癒元素，如大量的綠地、明亮

窗戶自然光線，暖色系裝潢等；輔以順暢的

動線規劃和最新一代的資訊面板指引，力求

打造最友善的就醫環境。

為了提供令人感動的服務，規劃初診

服務中心。從一開始，每一位癌症病人都有

個案管理師的幫忙，協助後續門診、檢查、

或治療時間安排及諮詢，不會無所適從。同

時，為了讓病人免去舟車勞頓及在醫院來回

穿梭之苦，設計整合門診。每個病人皆由特

定癌別的多科團隊針對需求提供個人化醫療

計畫。跨領域的團隊還涵蓋復健科、心理

師、營養師等，提供病人從治療到回歸社會

一貫的服務。

相對於臺大醫院是綜合醫學中心，癌醫

的定位是「癌症專科醫院」。除了成立輻質

中心，引進最先進的質子放射治療，癌醫尚

規劃了預防醫學中心及幹細胞治療中心，以

成為卓越、全面的癌症中心為目標。同時，

包括質子放射等尖端醫療儀器採開放性平

台，希望嘉惠更多病人也促進國內各中心甚

至國際間的研究交流合作。

未來癌醫就地利之便，將與臺灣大學

之各學院進行更密切的合作，讓臺大總區

東南校區形成一生醫研究軸。基礎研究可串

連理、農、工、生科等學院，資訊系統和醫

療器材的開發可與各機械或電機相關系所合

作。而基因分析、大數據等的爆炸性資訊更

是需要資訊和統計的專家。醫院主體完工之

前，鄰近的永齡生醫工程館已經啟用，主體

文／鄭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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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之後原民航局翔安大樓位址將新改建為

「癌症研究中心暨高速運算研究中心」，提

供橫跨乾式生物資訊實驗室、溼式實驗操作

實驗室，至動物模式實驗室的研究空間。希

望良好的空間和設備能夠吸引全球高端人

才，共同研發創新癌症治療，落實「華人頂

尖、世界一流」的建院目標。

癌醫和臺大醫院皆隸屬臺灣大學醫學

院，兩院間當然是如姊妹院手足般的合作

關係，是「一個團隊，兩家醫院」的經營模

式。先前臺大醫院的團隊已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臺大於癌症治療與研究領域的成就有目

共睹。目前於籌備階段，癌醫各科部人員均

已招募，並於臺大醫院各單位下進行精實的

儲備訓練，學習提供與臺大醫院同等級的優

質服務以因應屆時開院所需。未來這些儲備

人員，將成為癌醫的種子，讓最優質的醫療

服務能在癌醫傳承、深耕，進而開花、結

果，持續提供最好的癌症整合照護給全體國

人。

癌醫從2008年12月19日簽署「捐贈合約

書」起，許多的專家投入心力規劃，終於十

年有成，即將於2018年年底開始營運。癌醫

不僅僅是芳蘭路與基隆路三段155巷上一棟嶄

新的建築，未來將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就醫

經驗，也為研究創新帶來新的能量和開闊的

諸多可能。要成為令台灣驕傲，令國人感動

的癌症中心。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為臺大

癌醫中心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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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政郁

本
期的醫學新知邀請吳振吉臨床副教授，撰寫兒童聽損的評估及治療，希望藉由個人化精準醫

療，早期診斷出兒童遺傳性聽損，並儘快植入人工電子耳，以啟發兒童未來的無限可能，其

成本效益比將遠比長照2.0求個圓滿結局來得高。母院於2018年6月8日舉辦106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

撥穗典禮，並且頒發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基礎教師獎、臨床教師獎、醫療服務獎（最佳主治醫師

獎），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最佳住院醫師獎，讓大家看見母院師長在致力臨床服務與學術研

究外，對於醫學教育及自我精進的熱忱與堅持。周松男教授代表1961年醫科入學班，於2018年4月

14日在母院101講堂報告其五十年重聚經驗，分享五十七年的回顧，同學情深，表現傑出，令人羨

慕，對母院的建言雖忠言逆耳，卻是句句出自肺腑，期盼之殷，希望吾人後輩謹記在心。醫學論壇

有江顯楨校友的科學研究論文之誠信與質疑，直指Factory Science之痛，讀來令人驚心動魄，希望

研究人員要將誠信視為自己的生命。李彥輝校友再現其文采：和 各國世界名歌，包括蘇格蘭、義

大利、奧地利、韓國、台灣、德國、中國、美國和日本名曲，一面看一面唱，真夠詩情畫意。林靜

竹教授2005年出版了一本文集「留美夢，台灣情」，紀錄其七十歲的人生，如今將2006年到2016年

的文章收集成第二文集「愛心集」，真是可喜可賀，也完成其著書立說、遺留後世的使命。許雋

和、吳崇安等同學們的105人文學體驗學習群，在謝松蒼主任的帶領下，前往九州大學參訪，並瞻

仰金關丈夫教授及其父親的遺骨，深深感受到讀過事蹟的真實性，其內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封面故

事介紹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

醫院」，將在2018年年底正式對外營運，以

落實「華人頂尖、世界一流」的建院目標。

（編者系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耳鼻喉科教授兼主任）

攝於法國Mont-Saint-Michel



母院附設醫院

107學年度PGY不分科住院醫師職前訓練課程

時間：2018年8月1~3日　　　地點：302講堂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母院附設醫院

一級單位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時間：2018年8月1日　　地點：臺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時間：2018年8月1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母院附設醫院107學年度住院醫師開訓

時間：2018年8月1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院長及副院長布達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