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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授袍典禮
時　間：2018年9月15日
地　點：醫學院大廳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寫於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第38屆年會之前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自1980年成立以來，歷經三十八載，走過了非常光輝燦爛的年代，提供

北美地區校友一個聯誼與互助的園地，卻因時代的變遷，由盛而衰。從2009年開始，由於人力及物

力的不足，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再也沒有能力年年在美國或加拿大舉辦年會。2012年步入了存亡

的交叉路口，當年我戴著大紐約區分會會長的帽子，在韓明元理事長各處求助無門之際，毅然答應

承辦全美校友會。當時打算辦一場轟轟烈烈的最後一次年會，然後將北美校友會結束營業。想不到

驚動了一群熱心的美加校友，莊武雄醫師號召了許多北俄亥俄州分會校友前來參加大會，已故景福

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也在百忙中專程飛至紐約。他們一起攪和，說是校友會解散不得，讓我的大計

劃告吹。年會辦是辦了，卻不是最後一次。也由於他們的積極參與、鼓勵和推動，北美臺大醫學院

校友會才免於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諷刺的是，曾經打算解散校友會的我由於主辦年會「有功」，在2017年被推出來當理事長，負

責振興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當什麼角色演什麼戲，我於是從反派改演正派。

有過輝煌歷史的南加州分會沉寂了十幾年，在前任理事長邱義男醫師鍥而不舍的鼓吹下，終

於在2017年復會，此一令北美校友振奮的好消息實應歸功於復會之初幾位南加州熱心校友無私的奉

獻。更難得的是，復會還不到一年的南加州分會在蔡奇烈會長帶領下，初生之犢不畏虎，接下了主

辦本屆年會的重擔。在校友會「大老」張勝雄醫師與張和雄醫師的全力協助下，如虎添翼。他們的

熱忱、魄力和決心讓人感動，也值得其他地區的校友仿效。

去年大紐約區分會李勃興會長不眠不休、心力交瘁、汗淚流盡在紐約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全

美年會，今年北美校友又得以在南加州團聚。能夠連續兩年在美國舉辦北美年會，這是十年來的首

次。小弟任內無所建樹，卻躬逢其盛，何其幸哉！

隨著今年10月13日南加州年會的舉行，我將把火炬傳遞給熱心過人、活力充沛、才藝雙全、群

眾魅力十足的下任理事長黃瑞煊醫師。在瑞煊的領導下，校友會無庸置疑的將再創一番新局。回顧

兩年任內，除了要感謝理事們無條件的支持及各地熱心校友的協助以外，最令我感懷的還是景福基

金會已故董事長謝博生教授，與他雖然只有幾次短短的交集，卻已能深深感受到他虛懷若谷、公而

忘私和完完全全發自於內心的真誠，其偉大人格與風範將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謹祝這次在南加州舉辦的北美年會順利成功！

黃清煌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2017-2018）

寫於紐約

201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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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癬與皮膚疾病的免疫生物製劑治療

皮
膚是人體重要的免疫器官，免疫療法

的應用，在皮膚科相當普遍，不論發

炎性疾病，感染性疾病或是腫瘤性疾病，免

疫療法均有重要角色。廣義而言，幾乎所有

的皮膚病治療都或多或少是透過免疫機轉，

就算是抗感染殺菌製劑，如抗生素、抗黴

菌藥、抗病毒藥物，也常會有免疫作用，更

不用說是皮膚科常用的類固醇了。不過基於

篇幅限制，此篇文章主要是介紹近年來在非

腫瘤皮膚科疾病，較重要的免疫療法進展，

尤其是乾癬的抗腫瘤壞死因子、抗介白素

（interleukin）12/17/23，異位性皮膚炎的抗

介白素4/13/31療法，化膿性汗腺炎的抗腫瘤

壞死因子，以及天疱瘡的抗CD20單株抗體

rituximab。

一、乾癬（psoriasis）

無疑的，免疫療法在乾癬的治療進展，

在所有發炎性皮膚病中，是最讓人驚豔的。

而且至今為止，乾癬也是唯一有給付標靶藥

物的發炎性皮膚病。原本乾癬被視為表皮增

生疾病，更早期也曾被當作傳染疾病，不過

自從環孢黴素被偶然發現對乾癬有良好的效

果後，乾癬的治療已經全面轉向，可以說任

何治療，要達到有效控制乾癬，只能透過免

疫療法。

由表1中，可以看出乾癬的生物製技發

展，由核准時間及作用機轉，基本上可以分

成五個階段（作者個人意見），第一階段

的藥品，主要是透過抑制抗原呈現細胞及T

淋巴細胞間的作用，達到治療的目的，其中

alefacept是第一個被美國核准用於乾癬治療

的生物製劑，商品名Amevive（愛美麗），

Alefacept是一種LFA-3及IgG1的融合蛋白

（LFA3TIP），可選擇性地與記憶性T細胞

（CD45RO+）上的CD2抗原結合，而使這些

細胞死亡。Alefacept使用方式須一週一次到

醫院接受肌肉或靜脈注射共持續十二週，肌

肉注射需要加倍給藥。治療中每週測CD4數

值，低於250/mL則要停藥。第二療程需相隔

12周以上，且CD4細胞數值回復正常。每人至

多兩療程。此藥品的特性是作用慢，至少要2

個月才見效，但部分患者可能有長期緩轉。

於0.15mg/kg靜脈注射時，30%患者PASI 75，

也就是乾癬皮膚嚴重指標，改善至少75%，

停藥後12週，有28位患者（共228人）仍未

復發。復發患者可再接受下次注射療程，但

應至少相隔12週。此藥品也曾在台灣執行查

驗登記用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在治療的

第13週，改善50%及75%的比例（PASI 50及

PASI 75），分別只有14/34（41%）及1/34

（1%），雖然有達到PASI 50的患者在24週

時，仍有半數以上療效仍有50%以上，且除了

淋巴球數目下降外，並無明顯不良反應。此

文／蔡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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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在美國售價高達一年24,000美金，也就是

約90萬台幣。在台灣除臨床試驗外，也有少

數自費患者使用，每劑4萬元（15mg），但因

為在台灣的試驗療效頗差，在台灣並未核准

上市。作為第一個乾癬生物製劑，此藥品雖

然有話題性，但隨著更有效的藥物出現，此

藥品雖嘗試以延長注射療程，還有局部病灶

內注射來預期療效，但終於不敵現實，2011年

11月，在美國停止銷售。但每年約莫50萬的費

用，也成了之後乾癬生物製劑的標準費用。

Efalizumab，商品名Raptiva（瑞體膚），

則是另一個早期乾癬生物製劑，這是第一個

歐盟核准的乾癬治療生物製劑，之後也於美

國、台灣核准上市。作用機轉是與活化的T淋

巴細胞上第一型白血球相關抗原（LFA-1）中

的CD11a這種分子結合，使T淋巴細胞無法與

表1：乾癬生物製劑核准現況

作用機轉 歐盟核准日期 美國核准日期 台灣核准日期

Amevive愛美麗

（alefacept）

結合CD2而阻斷第三白血

球功能相關抗原（LFA-
3）活化

未核准 2003.01.31 未核准

Raptiva瑞體膚

（efalizumab）
結合第一白血球功能相關

抗原（LFA-1）
2004.09.20 2003.10.27 2007.06.05

Enbrel恩博

（etanercept）
抗腫瘤壞死因子 2004.09.30 2004.04.30 2005.05.12

Remicade類克

（infliximab）
抗腫瘤壞死因子 2005.10.16 2006.11.10 2015.09.01*

Humira復邁

（adalimumab）
抗腫瘤壞死因子 2007.12.20 2008.01.18 2008.08.19

Stelara喜達諾

（ustekinumab）
抗介白素12/23 2009.01.22 2009.09.25 2011.12.05

Cosentyx可善挺

（secukinumab）
抗介白素17 2015.01.19 2015.01.21 2015.08.26

Taltz 達癬治

（ixekizumab）
抗介白素17 2016.05.02 2016.03.22 2017.12.07

Lumicef立美西膚

（brodalumab）
抗介白素17受體 2017.07.20 2017.02.15

Tremfya特諾亞

（guselkumab）
抗介白素23 2017.11.23 2017.07.13

Ilumya
（tildrakizumab）

抗介白素23 2018.03.21

（*台灣只核准用於發炎性腸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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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皮細胞上的ICAM（細胞間附著分子）結合

而穿過血管跑到皮膚上引起發炎。

在一項556位患者的測試中，分別以皮

下注射一週一次自行注射每公斤體重1-mg

給藥，於12週時，27%至少改善PASI 75，

59%改善PASI 50。在24週時，43.8%可達

PASI 75效果，66.6%可達PASI 50效果。整

體而言，與alefacept相比，此藥品作用快，

約2週即可見效，但停藥復發較快，上述研

究中，停藥12週時比原先還要嚴重至少25%

的比例是3%。不過在台灣為查驗登記所執

行的臨床試驗，在12週時，則發現在49位受

試者中，只有32位完成試驗，且有13位是

因為不良反應而退出試驗，包括新發的乾

癬性關節炎及乾癬惡化。療效上，PASI 75

則為12.5%，雖然比alefacept稍佳，但高比

例的不良反應，讓此藥品雖取得許可證，

但在台灣並未上市，也無患者專案自費使

用。另外此藥品與國外相比，在國人也產

生高度的抗藥抗體形成（41.5% vs  5% & 

1.2%）。此藥品初期在國外使用並無不良反

應，但是在2009年4月，卻由於不斷發生的

致死性腦部感染PML（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因而全球藥品下市，

最後據推測，其發生率為每15,000人年有一

例，由於efalizumab在美國核准上市時，雖然

有2,764位患者使用過此藥，但是只有218位使

用超過1年，而PML產生似乎與長期免疫抑制

有關，也因此之後的乾癬生物製劑試驗，追

蹤時間從原本的半年，普遍延長到了目前的5

年，以確保藥物之長期安全性。

第二代的乾癬生物製劑，也就是腫瘤

壞死拮抗劑，此類藥品有別於第一代藥品，

最初上市時並非使用於乾癬，而是用於發炎

性腸病變及類風濕關節炎。因此乾癬相關安

全性及療效資料雖然其實並不算完全，但因

為累積了其他疾病的經驗，因此在乾癬治療

上，也迅速獲得接受。目前國際上有三種藥

品有乾癬適應症，分別是etanercept, infliximab, 

adalimumab，因為上市已久，這三種藥物國際

上也都有了學名藥出現。

Etanercept（Enbrel）恩博最早是於1998

年11月於美國核准於類風濕性關節炎使用，

是台灣最早核准上市用於乾癬，etanercept

是腫瘤壞死因子TNF接受器與IgG1的結合蛋

白，可與腫瘤壞死因子接合，而使腫瘤壞死

因子失去作用。使用方式一般是前12週每週

兩次50mg，之後為每次25mg，對乾癬皮膚的

療效，3個月時49%患者改善至少75%，6個

月時則為60%。藥物一般耐受良好，副作用

主要是注射部位不適。但有神經性疾病、多

發性硬化症者、嚴重鬱血性心衰竭者不應使

用。另外也須監測結核菌感染，並對潛伏性

結核患者也建議投予預防性藥物。etanercept

並未在亞洲進行正式的乾癬試驗，在台灣則

有進行第四期的試驗，分別是PRESTA以及

PRISTINE，分別是探討乾癬合併關節炎時的

劑量及療效，以及是否治療乾癬可以改善相

關全身性發炎指標。

Adalimumab是另一個腫瘤壞死因子拮抗

劑，與etanercept不同，是一種單株抗體，藥

品在台灣並未執行任何乾癬相關試驗，不過

在日本及中國大陸都有進行乾癬三期的臨床

試驗，整體而言，療效似乎與西方相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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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alimumab作為乾癬治療，與etanercept

相比，療效是較為明顯的，但是感染副作

用，尤其是結核菌感染，也是較高的。另外

的問題則是抗藥抗體的形成，可能會讓患者

產生長期治療療效下降的現象，雖然此並非

全部的療效下降原因。此種現象似乎與藥物

間斷使用有關，另外如果早期合併免疫抑制

劑如methotrexate使用，似乎可以減少此現象

的產生。其他的安全性考量則與etanercept相

似。

另一個在國際上廣為使用的腫瘤壞死

因子拮抗劑infliximab，與adalimumab相同，

是一種單株抗體，靜脈注射，療效快而好，

但是因為劑量及安全性的考量，在台灣直到

2015年9月才核准用於發炎性腸病變，但因為

此時在乾癬治療上，已有多種更安全且療效

相似或更佳的藥物出現，在台灣並未取得乾

癬之適應症。

第三代的乾癬生物製劑是介白素12/23

的單株抗體，原本設想是抑制介白素12，

也就是抑制第一型T細胞，但在研發後期才

發現乾癬主要的機轉是透過介白素23，也

就是Th17細胞，且單獨阻隔介白素23對乾

癬的效果可能比同時抑制介白素12/23更有

效，也更安全。這一代的藥品，原本同時有

ustekinumab及briakinumab同時在研發，且

briakinumab比ustekinumab更有效，但研發後

期發現briakinumab產生了較高的中風及心肌

梗塞不良反應，因此briakinumab未能上市。

目前有人推測原因認為是此類產品會導致血

管壁的粥狀瘤斑塊溶解所導致，近期的影像

學研究也發現ustekinumab可以減少全身性

發炎現象。Ustekinumab的療效與第二代的

adalimumab相似，但由於明顯較不易引起結核

菌感染，因此在亞洲包括台灣，特別受到歡

迎，鼎盛期至少有占有7成的乾癬生物製劑市

場。除了原始的phoenix 1, phoenix 2外，在亞

洲也執行了三個獨立的三期試驗，在乾癬生

物製劑史上，是空前也可能是絕後。另外此

產品的試驗還有兩項特點，第一就是首次與

另外的生物製劑etanercept做對照性試驗，還

有就是有5年的樞紐試驗追蹤期。

第四代的產品是作用在介白素 1 7 及

其受體，目前已上市的共有三種，包括

secukinumab, ixekizumab, brodalumab，研

發中的產品還有bimekizumab。介白素17是

Th17所主要製造的發炎物質，算是最下游貼

表2
臨床試驗 全球REVEAL Study 日本試驗 中國試驗 

人種 90.9% 白種人 日本人 中國人

基礎PASI值
安慰劑組：18.8
Adalimumab組：19.0

安慰劑組：29.1±11.767
Adalimumab組：30.24±10.946

安慰劑組：25.6
Adalimumab組：28.2

16週療效
PASI 75: 71% (7%)
PASI 90: 45% (2%)

PASI 75: 62.8% (4.3%)
PASI 90: 39.5% (0%)

PASI 75: 87.4% (11.5%)
PASI 90: 70.0% (3.4%)

平均體重 93.2 Kg 70.1Kg 69.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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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乾癬發炎戰場的發炎物質，在主要的四個

三期試驗ERASURE, FIXTURE, FEATURE, 

JUNCTURE外，另一個CLEAR study更直接

與ustekinumab比較一年，證實其效果超越

ustekinumab。

ERASURE & FIXTURE的結果如表3

（secukinumab 300 mg）。

Secukinumab並未於單一國家執行獨立

的臨床試驗，台灣針對ERASURE所做的次

群組分析，似乎secukinumab在台灣患者的療

效略高於全球療效，從全台三家醫院招募的

51名中重度斑塊型乾癬患者中，15例接受安

慰劑治療，20例接受secukinumab 150 mg，16

例接受secukinumab 300 mg。數據顯示，台灣

慢性斑塊型乾癬患者療效快速良好。在第12

週，secukinumab 300 mg組有87.5%的患者、

secukinumab 150 mg組70%的患者、安慰劑組

0%的患者，達到PASI 75。另外Secukinumab

的三期研究所得到的五年數據也提供了

secukinumab長期療效及安全性的重要資料。

不過相對於三期試驗的結果，在上市後的經

驗上，不少學者卻報告了secukinumab長期持

續療效不佳的經驗，不過分析使用者，不佳

的療效似乎是因為許多使用secukinumab者之

前已經產生其他生物製劑反應不佳的現象，

屬於難治個案，而secukinumab前五周密集的

注射療程，雖然讓患者迅速達到改善，但在

16周達到療效高峰後，一旦效果開始減緩，

容易讓患者產生落差。

Secukinumab的問世，在實務上有三大

表3
試驗名稱 PHOENIX 1 PEARL 無 LOTUS

國家 美國、比利時、加拿大 台灣、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體重（kg） 93.7 73.1 73.2 69.9
基礎PASI值 20.5 25.2 30.1 23.2
12周PASI 75, %
（安慰劑）

67.1 (3.1) 67.2 (5.0) 59.4 (6.5) 82.5 (11.1)

12周PASI 90, %
（安慰劑）

41.6 (2.0) 49.2 (1.7) 32.8 (3.2)  (3.1)

試驗名稱 ERASURE FIXTURE 

國家、地區 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
美國、歐洲、澳洲、

加拿大、韓國、新加坡

體重（kg） 88.8 83.0
基礎PASI值 22.5 23.9

12周PASI 75, %（安慰劑） 81.6 (4.5) 77.1 (4.9)
12周 PASI 90, %（安慰劑） 59.2 (1.2) 54.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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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第一是確立了新的療效標準，由之

前的PASI 75提升到PASI 90，第二是對乾癬

與乾癬性關節炎都有效，第三則是較低體重

者（小於60公斤）也可以選擇使用半量（150 

mg）注射，效果與300mg足量注射相近。還

有一點，至少在學理上，secukinumab對於

結核菌風險更低。不過雖然有這些優勢，由

於上市較晚，在整體乾癬生物製劑使用人數

上，在台灣不只遠低於ustekinumab，甚至也

比adalimumab略低。

Ixekizumab是第二個上市的類似產品，

在乾癬的治療，主要是有U N C O V E R - 1 , 

UNCOVER-2, UNCOVER 3等三個phase III

研究，統計以 ixekizumab治療的患者多少

比例於12週達到PASI 75，同時也計算達到

PASI 90, PASI 100的比例，其中UNCOVER-2, 

UNCOVER 3加入了etanercept作為對照組。

這三個臨床研究中共收錄了3866人，是目前

最大型的乾癬cohort研究。患者baseline PASI

約在20。以無反應插補（Non-Responder 

Imputat ion）缺失值，統計UNCOVER-1, 

UNCOVER-2, UNCOVER 3於12週的療效，

89.7%患者可以達到PASI 75、69.9%患者可以

達到PASI 90、37.6%患者可以達到PASI 100。

延續先前secukinumab與ustekinumab的試驗

設計，ixekizumab也有相同跟ustekinumab的

對照性試驗，結果自然是較佳，在12周時，

ixekizumab與ustekinumab達到PASI 90的比例

分別是72.8%與42.2%。

另一個類似的產品是brodalumab，這是

介白素17受體的單株抗體，在台灣仍在申請

許可證過程，也是唯一台灣未參與試驗的介

白素17拮抗劑。此藥品在開發過程也可以說

是一波三折，因為在二期臨床試驗中，療

效讓人驚豔，但隨後三期試驗中有較高的自

殺個案，被懷疑與藥物對大腦有不良反應，

讓原開發廠商Amgen決定退出，在轉手其他

藥廠後，雖然最後產品也成功上市，療效與

ixekizumab相似，後續研究也並不覺得有自殺

風險較高現象，但相關的不良反應陰影仍然

籠罩，在美國也因此處方此藥物需要特殊風

險管控。

第五代的乾癬生物製劑，可以說是

第三代的改良版，也就是單純的介白素23

單株抗體。目前國外上市的有guselkumab, 

tildrakizumab, risankizumab則已完成多個三

期試驗，預計今年也會上市，排隊在後的還

有類似商品，如mirikizumab。就療效上，

guselkumab是比adalimumab及ustekinumab好，

risankizumab也是超越adalimumab的，這都是

對照性臨床試驗的結果，上市後的取代效應

是可以預期的，因為guselkumab與ustekinuma

同屬楊森藥廠，而risankizumab與adalimumab

同屬艾柏維藥廠。至於tildrakizumab則剛在

美國核准，因為療效較前兩種介白素23單株

抗體弱，藥品又是屬於印度藥廠，在行銷上

是否會以較低價策略則有待觀察。另一個值

得觀察的則是與第四代商品的比較性，這部

分其實已有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另一個值

得觀察的試驗，則是早期治療是否能夠改變

病程，NCT03020199就是這樣的試驗，比較

secukinumab 300 mg與中波紫外線對發病≤12

個月的患者，治療52周後觀察3年直到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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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位性皮膚炎（atopic 
dermatitis）

異位性皮膚炎的生物製劑是繼乾癬後，

最被高度重視的，雖然目前只有dupilumab成

功上市，但後續研發中的產品，也是相當熱

絡。Dupilumab是一種IgG4人類單株抗體，

它能專一性地鍵結於介白素-4（IL-4）及介

白素-13受體複合體上的IL-4Rα次單位，進

而抑制介白素-4及介白素-13的訊號，讓ＩgE

下降。Dupilumab可藉由結合於第I類受體而

抑制介白素-4訊號，以及藉由結合於第II類受

體而同時抑制介白素-4及介白素-13之訊號。

商品名度避炎（DUPIXENT），以皮下注射

給藥，成人病患的建議劑量為起始劑量600 

mg（300 mg注射兩劑），接著以300 mg隔週

注射一次，有趣的是每週注射效果並不會更

佳，但有些副作用反而更高。適應症是中度

至重度異位性皮膚炎且在接受局部處方治療

後未能獲得適當控制或不適用該療法的成人

病患。DUPIXENT有3項隨機、雙盲、安慰劑

對照的多中心試驗，SOLO 1, SOLO 2及合併

類固醇的CHRONOS。

試驗收錄研究者總體評估（IGA）分數

≥3分、濕疹面積與嚴重度指數（Ecze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EASI）≥16分（量表為0-72

分），以及體表面積（BSA）最小≥10%的患

者。三項試驗在16周時的療效（與對照組）

分別為

IGA 0分或1分：38%（10%）、36%（9%）、

39%（12%）

EASI-75：51%（15%）、44%（12%）、69%

（23%）

EASI-90：36%（8%）、30%（7%）、40%

（11%）

因為生物製劑的昂貴，在臨床上往往被

作為二線治療，因此廠商也設計了一個口服

環孢黴素cyclosporine無效者使用dupilumab的

試驗，稱為Café，因為口服環孢黴素是目前唯

一多數國家核准用於異位性皮膚炎的非類固

醇系統性用藥，不過因為美國與台灣並未核

准此適應症。Café收案條件較嚴重，EASI至

少要20，但治療期間必須搭配外用類固醇，

結果顯示（與對照組）IGA 0分或1分：40.2% 

(13.9%）、EASI-75：62.6% (29.6%）、EASI-

90：45.8% (12%），也就是dupilumab效果似

乎與之前cyclosporine無關。一般使用兩周即

有明顯止癢效果，而EASI的改善在四周時也

開始有統計意義。

在安全性上，與異位性皮膚炎相關的皮

膚細菌及單純皰疹感染是下降的，但是過敏

性結膜炎及鼻炎反而是有小幅增加的。

其他異位性皮膚炎發展中生物製劑

還有單純介白素13抑制劑， leprikizumab, 

tralokinumab，以及止癢為主的介白素31抑

制劑nemolizumab，但初步看來效果都未能

超越dupilumab。此外介白素22抑制劑被寄

予厚望，特別是成人型患者，因為有較高的

Th22/Tc22細胞，希望能避免異位性皮膚炎

慢性化。此外口服藥物JAK抑制劑，也讓人

期待，包括JAK抑制劑如JTE-052, baricitinib, 

PF-04965842, upadacitinib, ruxolitinib都有資

料發表，其中PF-04965842被美國FDA認定為

異位性膚炎突破性治療。另外以降低酸性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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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抗介白素-5單株抗體藥物mepolizumab

也有試驗進行中。除此之外用於蕁麻疹及

氣喘的抗IgE的藥物Omalizumab及乾癬用藥

ustekinumab也曾試用於異位性皮膚炎，但療

效不顯著。異位性膚炎的生物製劑目前屬於

起飛期，但最終是否能與乾癬一樣，百花齊

放並全面翻轉乾癬治療，仍待觀察。因為異

位性皮膚炎的病程本身起伏較大，外用類固

醇的使用仍然相當重要，由允許或要同時併

用外用類固醇可見端倪。

三、化膿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化膿性汗腺炎是一種會造成疼痛的慢

性發炎性皮膚疾病，此疾病的主要特徵為身

體特定部位出現多處反覆發作的結節、膿瘍

與廔管，最後產生疤痕。其中又以腋窩、鼠

蹊部、乳房下方與臀部、肛門生殖器等發作

部位最為常見。皮膚切除是目前唯一根除方

式，抗生素治療則只有中度消炎效果。目前

推測其病理機轉可能與免疫功能異常攻擊特

定部位毛囊有關。Adalimumab這種抗TNF-α

抗體，可用於治療多種發炎性疾病，也是唯

一核准用於化膿性汗腺炎治療的藥物，此適

應症的核准，是基於兩項第三期臨床試驗，

PIONEER I與PIONEER II。兩項為期36週、

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共計納入633位的中至重度患者。研究設計包

含兩個治療階段，第一階段為前12週，第二

階段為後24週。兩項試驗皆在第一階段將患

者隨機分配至adalimumab治療組（每週一次）

與安慰劑組。12週後，原本接受adalimumab

治療的患者在第二階段時會被重新隨機分配

至每週一次adalimumab治療組、每兩週一次

adalimumab治療組或安慰劑組；至於在第一階

段接受安慰劑治療的病人在第二階段時則全

數接受每週一次adalimumab治療（PIONEER 

I）或安慰劑（PIONEER II）。

試驗的主要評估指標為第12週時達到化

膿性汗腺炎臨床反應（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clinical response, HiSCR）的病人比率；定義

為與治療前相比膿瘍與發炎性結節數量減少

50%以上，且無新的膿瘍或廔管產生。試驗

結果顯示，不論是PIONEER I或PIONEER II

試驗，adalimumab治療組在第12週時達到

HiSCR臨床反應的病人比率皆顯著高於安慰

劑組（PIONEER I: 41.8% vs. 26.0%, P=0.003; 

PIONEER II: 58.9% vs. 27.6%, P<0.001），

且治療反應並不因患者是否持續使用抗生素

（PIONEER II）或治療前的Hurley stage而有

所差異。

在安全性方面，主要還是感染，但就

第一階段來看，adalimumab組和安慰劑組在

PIONEER I試驗中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比率皆

為1.3%，而在PIONEER II試驗中的比率則分

別為1.8%和3.7%；至於第二階段的嚴重不良

反應比率在兩個試驗中皆≤5%。

雖然adalimumab可有效治療中至重度

化膿性汗腺炎，但相較於adalimumab用於其

他疾病的治療，化膿性汗腺炎病人的疾病改

善幅度似乎較小，且達到症狀完全緩解的機

會不高。儘管如此，相對之前的藥物治療，

adalimumab仍可顯著改善患者的症狀，且嚴

重不良反應的風險並未明顯高於安慰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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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治療是努力的方向。另外，作為術前

治療，以減少手術範圍，是另外治療的方

向。有鑑於adalimumab的成功上市，其他藥

物治療也在研發當中，例如抗介白素17的

secukinumab、bimekizumab, CJM112另外介白

素-1受體抑制劑anakinra、介白素-12/23抑制劑

ustekinumab、介白素23、介白素36抑制劑也

有可能加入戰場。

四、天疱瘡（pemphigus）

天疱瘡是一種嚴重免疫性水泡疾病，因

為產生攻擊自體皮膚或黏膜的上皮細胞間的

黏合蛋白，引起表皮破損，患者常因感染或

是傳統治療，尤其是高劑量的類固醇的副作

用而致死。在這次文章中所介紹的所有疾病

中，天疱瘡是唯一還沒有生物製劑被核准用

於治療的，但是Rituximab其實已經被廣泛使

用，也被不少學者建議做為第一線治療，搭

配短期類固醇使用。美國FDA也認定此種治

療是天疱瘡突破性的治療。一個法國衛生部

所贊助的試驗中，隨機比較90位患者，給予

口服prednisone（1.0 or 1.5 mg/kg per day）

12或是18 months，或是1000 mg靜脈注射

rituximab（第0及14天）、第12及18月時給予

500 mg，合併prednisone 3或6個月（0.5或1.0 

mg/kg per day），在24個月時，給予rituximab

組不只完全痊癒停藥比例高（89%比34%），

而且副作用更少。在實際使用上，雖然平均

患者維持一年後仍會復發，但比較長期高劑

量類固醇的風險，rituximab仍然是相當值得期

待的治療，也希望此適應症能早日被核准，

進而被健保給付。

五、結論

免疫療法，尤其是生物製劑的出現，

讓皮膚病的治療有了巨大的進展，尤其是

乾癬的生物製劑使用，幾乎成了所有中重

度乾癬的黃金治療準則，但眾多的生物製

劑已成為紅海，更新的藥物如介白素-23單

株抗體mirikizumab、介白素-17AF單株抗體

bimekizumab或是口服藥劑如tyk抑制劑，能否

再創高峰，還是已到盡頭，仍待觀察。至於

異位性皮膚炎的藥物治療，似乎正在朝類似

的步伐邁進，雖是一片藍海，但異位性皮膚

炎的機轉似乎不像是乾癬，單一發炎物質決

定一切，短期內來看外用類固醇仍有不可取

代的角色。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皮膚疾病，

生物製劑的使用也都漸露曙光，如化膿性汗

腺炎有adalimumab，omalizumab也取得慢性蕁

麻疹適應症。Rituximab雖然尚未取得天疱瘡

適應症，但其臨床角色已經備受肯定。相信

隨著疾病機轉的澄清及藥物的進展，免疫療

法，尤其是生物製劑在皮膚科疾病的使用會

更普遍，但是高昂的藥費及較為罕見皮膚病

的試驗難度，也仍會是難以克服的難題。不

過隨著藥品專利的過期，藥價的顯著下降仍

是可以期待的，例如C肝藥價的快速滑落，而

最近tofacitinib在印度也被判定專利過期不能

展延，1/10價格學名藥也迅速出現。伴隨更安

全有效新藥的研發，固然可喜，但如何尋求

可負擔的藥價，對於政府或是個人，都是刻

不容緩的議題。

（作者係母校皮膚科教授，兼任附設醫院皮

膚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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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壞死因子與
B 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

B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

染可造成人類急性與慢性肝臟壞死性炎

症。亞洲地區一般成人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為慢性B型肝炎帶原者。台灣在全面推行B型

肝炎疫苗注射後，雖然可能斷絕B型肝炎之持

續傳播，然而目前全台可能仍有近四百萬已

經成為慢性帶原者。

B型肝炎病毒的有效清除需同時依賴先天

性與適應性免疫的調控。先天性免疫細胞可

誘導被感染之肝細胞產生第一型干擾素（type 

I interferon）直接對抗病毒，並且可藉由產生

促炎症細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促進適應性免疫細胞的局部募集與成熟。然

而，在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時，對B型肝炎

病毒專一性之免疫反應受到抑制因而無法清

除被感染的肝細胞，導致B型肝炎病毒的持續

性（HBV persistence）。至於如何有效的清除

B型肝炎病毒以及為什麼有些情況下有些人無

法有效的清除B型肝炎病毒則仍然不太清楚。

目前由所得的研究結果顯示可能取決因素是

宿主是否能對於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引發並產

生有效的免疫反應來清除病毒。尤其在於是

否能引發對於B型肝炎病毒的先天性免疫反應

（innate immunity）之能力。

在先天性免疫細胞產生之細胞因子中，

抗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可支持對B型肝炎病毒專一之細

胞毒殺型T細胞（HBV-specific cytotoxic T 

cells）的作用，以降低B型肝炎病毒在肝內的

複製，並清除細胞內B型肝炎病毒顆粒。將

HBV-specific cytotoxic T cells取出並授受移轉

（adoptive transfer）至B型肝炎病毒轉基因小

鼠（HBV-transgenic mice）的模型中，TNF-α

可在不殺死受感染的肝細胞情況下，抑制肝

內B型肝炎病毒的基因表現與複製。TNF-α

基因剔除小鼠（TNF-α knockout mice）的模

型中，也顯示會降低HBV-specific cytotoxic T 

cells數量，而造成無法有效清除病毒。在急性

B型肝炎病毒感染之黑猩猩，B型肝炎病毒在

大量T細胞浸潤至被感染肝細胞之前，即已大

量被清除。這些證據皆顯示先天性免疫細胞

因子TNF-α對B型肝炎的清除非常重要。

對於這些疑問，我們實驗室利用所建

立之B型肝炎病毒感染小鼠動物模式，以高

壓靜水式注射法（hydrodynamic ingestion）

將B型肝炎病毒DNA表現質體（HBV DNA-

expressing plasmid）轉染（transfect）至一系

列與先天性免疫相關sensor和effector基因缺

陷的小鼠，追蹤其B型肝炎病毒量清除的情

況。此種動物模式可以模仿在人類感染中的

狀況以及所引發的免疫反應。在此種小鼠的

病毒持續感染模式中，發現只有TNF-α基因

文／許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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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小鼠會大幅增加B型肝炎病毒帶原率，

並且延長B型肝炎病毒持續性時間。另外，

將B型肝炎病毒DNA表現質體轉染至正常小

鼠時，若持續給予可溶性TNF受體（soluble 

TNF receptor, Etanercept）皮下注射，亦可

發現在持續使用anti-TNF之下，這些正常免

疫活性（immunocompetent）的小鼠大幅增

加B型肝炎病毒帶原率，並且延長B型肝炎

病毒持續性時間。這些注射可溶性TNF受體

的小鼠，其肝內CD8+細胞毒殺型T細胞呈現

PD-1high與CD127low的耗竭性表型（exhausted 

p h e n o t y p e）。這些耗竭性表型的T細胞

（exhausted T cells），無法有效進行細胞毒殺

作用，亦無法有效分泌促炎症細胞因子，因

此無法有效清除B型肝炎病毒。

臨床上，抗腫瘤壞死因子製劑用於許

多自體免疫性疾病，包括類風溼性關節炎

（RA），僵直性脊椎關節炎（AS），以及乾

癬與乾癬性關節炎等風濕免疫疾病。也為這

些風濕發炎性疾病的治療帶來了突破性的進

展。因此目前在臨床上的使用也大為普遍。

但當病患同時合併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時，

其長期安全性目前仍未可知。就目前各種動

物實驗模型的結果發現，阻斷TNF-α會降低

B型肝炎病毒清除率，增加B型肝炎病毒帶原

率，以及增加B型肝炎病毒量；因此這意味著

在使用抗腫瘤壞死因子製劑時，B型肝炎病毒

量可能會增加，造成慢性B型肝炎病毒的再活

化。在臨床的使用上必須注意，並需與肝膽

腸胃專家共同配合，一起預防及治療。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學院免疫所及內科教授）

國立臺大醫學院復健科誠徵專任教師一名
一、資格：

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中華民國復健科專科醫師資格。
3. 具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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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年內代表著作。
 （以上資料表件請自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下載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個人對未來教學與研究理念。
4.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三、截止日期：108年2月1日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四、未來工作地點：臺大醫院總院復健部。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臺大醫院復健部主任室
　　　　　『復健科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六、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7650黃小姐
傳真電話：02-23825734



醫學論壇

2018年9月‧第35卷第9期 13

從三個醫師的故事談貝賽特氏病

前言

貝賽特氏是一種表現多樣的自體免疫

疾病，一般為人所知的症狀是口腔與生殖器

的潰瘍，眼睛的虹彩炎，與常常出現於下肢

的結節性紅斑或者與年齡不符的青春痘，更

少見的表現可以有血管發炎或血栓，頑固性

的腸道潰瘍或者可怕的腦幹侵犯。除了多變

的表現，更因特殊的地理分布而有絲路病的

稱號（圖1），分布於北緯三十度到四十五

度間，常見於地中海盆地與東亞，少見於非

洲撒哈拉以南或美洲。HLA-B51與此疾病相

關，但是基因學的研究提供有趣的線索，例

如部份美洲原住民HLA-B51的比例高但貝賽

特氏病少見，經研究美洲原住民的HLA-B51

的基因與西伯利亞東部相近，而與中部不

同，推測可能與人類遷徙過程中主要組織相

容複合體（MHC）區段基因重組有關1。追溯

古往今來醫者處理這樣少見而多樣性的

疾病的歷史，或許可給大家帶來一些啟

發。

張仲景（150-219）
張仲景是東漢末年名醫 2，以傷寒

雜病論得名，這是中醫史上第一部理、

法、方、藥具備的經典。主要的成就是

總結兩漢以前醫經學派與經方學派，

《漢書藝文志》中，將漢之前的醫學典

籍總結為重視經絡針灸的醫經派，與重視本

草湯液的經方派二者；這兩大傳統的發展，

形構了漢之前的中醫體系。醫經派的主要代

表著作為《黃帝內經》，而《湯液經法》一

書，在漢書藝文志的分類中，屬於經方一

派。傷寒論中所使用的方劑，被認為主要援

引自已失傳的《湯液經法》。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是他一生最大

的成就。但除此之外，人們對他所知不多。

據《傷寒雜病論序》中的自序；「建安紀年

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

寒十居其七。」。東漢末年一般定義為西元

184-220，自十常侍之亂到曹丕竄漢，動亂頻

繁，當時他應是三十出頭的熱血青年。目睹

家族中過半人口死於疾病，這樣的傷痛引發

了他發憤學習醫學的決心，「乃勤求古訓，

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

文／吳建陞

紅色部分為路上絲路（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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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

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

卷。」。從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序，從

為王粲看病的逸事也可略知仲景之風采：

「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

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

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嫌其言忤，受湯而勿

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

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

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

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二事雖

扁鵲、倉公無以加也。」

可見古今以來病人不遵醫囑的情況，連

神醫也無可奈何。

狐惑病一詞見於《金匱要略》百合狐

惑陰陽病脈證治條例。《金匱要略》其實主

要是《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原著當時

戰亂散佚只餘下傷寒論，失傳後又失而復得

的雜病部分編輯為《金匱要略》。百合是某

種造成神智恍惚的精神病，狐惑症狀與貝賽

特氏症相似，陰陽病似乎是某兩種熱病。想

像中狐惑病應該在東漢也不是常見疾病，經

驗累積不容易，在當時醫學的情況下，除了

採用舊方子治療以外，可能還要加上一些創

意。《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相關敘述

如下：

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熱默欲眠，

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為惑，蝕於

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

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甘草瀉

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

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病者脈

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

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

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雖然相關描述看來真的是很像貝賽特氏

症，目赤如鳩眼尚可意會，然而甚麼是面目

乍赤乍黑乍白則很難想像，七八日目四眥黑

也很難理解，而且並未提及反覆的病程。依

照貝賽特氏病多變的表現，要了解此病的全

貌，仍有待近代醫學會議與文獻制度累積眾

人智慧方才可能。然而可以向張仲景前輩學

習的應是悲天憫人的胸懷，與亂世也不可動

搖我們努力求知的心。

大長今與中宗大王（1488-1544）
朝鮮王朝的中宗大王（見圖2，所處時

代約當中國明朝中期，日本室町幕府後期）

因為大長今一劇而為亞太區域韓劇粉絲所熟

知 3。據劇情他的病情似乎部分符合狐惑病

或是貝賽特氏病。他的一生也是命運多舛，

因為前任同父異母的樂山大王施行暴政，因

此在政變中被擁立，然而他的岳父因為擁護

舊王，因此被殺，他與王后被拆散；因為個

性仁厚，除去前任的許多暴政，因此受到愛

戴；然而個性優柔寡斷，因此朝內兩派勳舊

派與士林派群臣爭權，這些不知是否受到他

的疾病影響？甚至任內南有三浦倭亂，北有

女真威脅，是否壓力會造成病情加重？

朝鮮國建立醫女的制度，選擇聰慧童女

入宮學習醫學4。主因是宮內女眷眾多，然而

當時男女授受不親，因此由醫女問診脈診，

由男醫官開方治療。然而過去女權不彰，制

度在中宗前任燕山君在位期間被破壞，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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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被逼參加貴族官員宴會助興，甚至淪為

醫妓，可說是欺人太甚。中宗大王繼位後得

知這樣的情況，非常震怒，下令禁止這樣的

情況，不知是否是身為病人，感念醫女的照

顧，所以也關心這樣的情況？

中宗國王所罹患疾病與醫女長今在正

史上記載有限，在維基百科並未直接提到狐

惑一詞，而在大長今劇有提到口腔潰瘍，此

外從劇中醫官說怎麼會有這樣的病推論，雖

然沒有言明是甚麼病，如果想成外陰部潰瘍

似乎也說得過。而視力減退，與虹彩炎的表

現可以符合。醫女長今從被認為誤治到她治

療被認同，應是皮膚及黏膜病變轉好而被肯

定的。劇中長今雖然一時地治好中宗的狐惑

病，但歷經多年後，中宗終而不治。如正史

《李朝實錄》中宗實錄中看到的紀錄：

中宗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辛卯：上

不豫。政院問安，仍啟曰：「昨命王子、駙

馬、內宗親外， 令勿問安， 而臣等居近密之

地， 故敢問安。」傳曰：「知道。予證，大

概則似歇，然大便�不通，故方議藥耳。」

傳曰：「予證，女醫知之。」………女醫長

今言：「去夜煎進五苓散二服，三更入睡。

且小便漸通，大便則如舊不通，今朝始用蜜

釘。」

如果大王不舒服，大便不通真的是貝

賽特氏病的腸道併發症，對照如今所見貝賽

特氏腸道重症造成堵塞穿孔的威力，可以想

像醫師伴君如伴虎的心情。隨著對醫師的信

任，中宗甚至將醫女長今封號大長今，然而

此舉在男女不平等的時代應該會讓她四面樹

敵，想來現在的女醫師應該是幸福多了。

貝賽特醫師（1889-1948）
貝賽特氏病的症狀曾在古希臘希波克拉

提斯的文獻與1922年的文獻中提及，然而最

後因貝賽特醫師（圖3）主張這是一個獨立的

疾病，並非結核菌或者梅毒的特殊表現，最

後讓大家認同5。

貝塞特（Hulusi Behçet）醫師是土耳其

人，1889生於君士坦堡，1948年死於心臟

病，是土耳其的皮膚科醫師與科學家，他的

個性有些神經質，容易失眠，也有腸炎與心

絞痛。他愛好文學與藝術，也有相當的幽默

感。他在1937年描述了因他得名的貝賽特氏

病。他的父親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官員，

幼年移居大馬士革，早年喪母。第一次世界

大戰時（1914-1918），他擔任軍醫的工作，

負責皮膚與花柳病的工作。一戰後鄂圖曼土

耳其帝國瓦解，他於1918-19先到匈牙利的布

達佩斯，之後到德國的柏林精進醫學知識。

回到土耳其後，他一面開業，一面在大學任

2

朝鮮中宗（圖片來

自維基百科）

3

貝賽特醫師（圖片來自維

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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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1923他與一位政治家的千金結婚，育有

一女。1933，伊斯坦堡大學教育改革，貝賽

特醫師建立了皮膚科與花柳病部門，他對於

研究、寫作、討論的好奇顯示他知性的特

性。他在國內與國際的學術活動相當活躍，

德國病理學家Schwartz評論:「這是一個世界

知名的學者，除了在土耳其」，他又補充

「因為他總是在國外發表的他的發現」。

他對梅毒的研究興趣始於1922，對利什

曼原蟲的研究始於1923，對於黴菌感染的研

究也讓他於1937在布達佩斯受獎。他也主持

與參與許多期刊，也出版了梅毒的專書，在

學術上相當活躍。關於貝賽特氏的觀察與研

究，始於1924-25的一個男性病案，此病案在

伊斯坦堡與維也納的各醫院尋醫，這個病人

反覆有虹彩炎的發作，在當時可考慮地的鑑

別診斷包括梅毒、結核菌、鏈球菌造的虹彩

炎，在反覆的手術後，這個病人完全喪失的

他的視力。1930年，一個婦人被轉介至貝賽

特醫師的門診，她有口腔與生殖器的潰瘍，

也有眼睛的症狀，這個病人持續被追蹤至

1932，貝賽特醫師透過切片生檢希望得到微

生物學的證據，例如梅毒、結核菌或黴菌，

但是一無所獲，他也曾照會知名的眼科醫師

Murat Rahmi與Iggescheimer。1936年他遇到

第三個男性病人，他有口部潰瘍，在背部的

廣泛青春痘，陰囊潰瘍，眼部病變，發燒與

腹痛，1936年他在會議發表，以一個梅毒專

家的立場，認為這是一個新的疾病而非梅毒

之特殊表現。眼科學界很快的接受這樣的想

法，但是皮膚科直到後來才接受貝賽特氏症

並非過去疾病的特殊表現。1938年，他發表

更詳細的論文，同時間也有比利時、義大利

的醫師發表類似的的病案，這個疾病才被廣

為接受。不過他於去世前七年離婚，不知是

否是過於投入工作的併發症呢？

結語

張仲景生於東漢末年亂世，女醫大長今

生於男女不平等的時代背景，貝賽特氏醫師

生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衰亡前後，死於風濕

科神奇的1948年（LE細胞、類風濕因子與

糖質類固醇用於臨床治療）。類固醇發現以

後，貝賽特氏病的一些重大併發症才有強效

的治療。到了2007，日本通過腫瘤壞死因子

在貝賽特氏病虹彩炎的適應症，之後腸道併

發症的適應症於2013通過，而神經病變與血

管病變的適應症於2015年通過。如果這三位

名醫生於現在，不知會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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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推動兩岸醫學交流
十年致力於貴州農村醫療事業發展

台灣養生保健協會名譽理事長

楊思標　簡介

台灣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學士，1953年獲日本新瀉大學醫學博士，為台灣胸腔內科

知名權威學者，尤專長胸部X光片判讀，對肺結核及肺癌研究、診斷與治療，有獨特的

技巧與貢獻。

楊思標歷任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教授、臺灣大學醫學院醫技系及實驗診斷科主任、

省立台中醫院院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Downstate醫學中心客座教授，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副院長、院長，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中沙醫療團團長、臺灣大學名譽教授、財

團法人台北病理中心執行長。1983年，楊思標接掌臺大醫學院院長，1984年8月在附設

醫院實施專勤制度，完成編輯《楓城四十年》，於1985年榮退。楊思標退休後服務杏林

之精神仍不減當年，貢獻其所學及數十年之醫務行政經驗，在花蓮接掌佛教慈濟護專校

長，主持校務，培植護理新軍。現任台灣養生保健協會名譽理事長。

楊思標 情繫大陸鄉村醫療

文／周飛月

貴州農村醫療發展

2016年11月7日，時值立冬，97歲高齡的

楊思標不畏年邁和嚴寒，再一次專程來到貴

州講學，同時將他70多年的知識積累成果―

兩張光碟附件贈送給貴州衛生系統。這是一

次凝聚黔台兩地同胞親情和兩岸一家親的醫

學交流。

1989年，楊思標第一次來大陸進行醫

學交流，在此後的20多年時間裏，一直為推

動兩岸醫學發展貢獻力量。特別是2007年第

一次前往貴州考察後，便與貴州結下不解之

緣，近10年來，楊思標始終牽掛貴州農村醫

學事業，為貴州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盡心盡

力，令在貴州省的台胞鄉親和黔東南的從江

縣、黎平縣人民深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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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貴州三次赴民族地區送關愛

楊思標教授是台灣知名的醫學界前輩，

自2007年5月開始，他3次前往貴州黔東南關

心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

2007年5月，應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

（全國臺聯）的邀請，楊思標教授率高雄博

正醫院院長沈永訓、敏盛集團總裁楊敏盛、

台灣中山醫學院董事周明仁、台灣亞洲大學

教授楊志良、台灣養生保健協會秘書長李春

興等一行前往貴州省黎平、從江兩縣等少數

民族地區考察，途中他們獲知2005年感動中

國十大人物之一的貴州從江縣鄉村醫生李春

燕的感人事蹟，馬上就號召大家為李春燕捐

款5,000元人民幣，以解她當時面臨的困難。

同時，楊教授看到當時貴州省農村基層醫療

資源不足，提出協助建立自給自足、永續發

展的基層醫療體系的計畫，幫助貴州民族地

區改善醫療衛生狀況。回台灣後，楊思標教

授立即著手籌備捐款的有關事項，這項計劃

得到了沈永訓、楊敏盛、李春興等台灣朋友

的大力支持。

2008年5月，受全國臺聯邀請，楊思標

教授一行赴江西南昌考察，為儘快落實對貴

州農村醫療的幫扶，楊思標教授一行不顧旅

途勞累，邀請貴州省台聯、黔東南州委統戰

部、州衛生局的朋友們赴南昌，商談援助從

江、黎平縣衛生事業的有關事宜。返回台灣

後，楊思標多次召集他的學生們商討捐款事

宜，制定了詳細的實施計畫籌措捐款，並派

他的學生、時任台灣亞洲大學副校長的楊志

良教授專赴從江、黎平縣考察。在全國台聯

的大力支持下，2008年12月，貴州省台聯與

台灣養生保健協會在北京簽訂了在貴州黔東

南實施助醫計畫的協議。協議確定由台灣養

生保健協會捐助210萬元，幫助黎平縣、從江

1.肺結核之臨床X光進展與診斷(Clinicoroentge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iagnosis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再改訂版

胸部 光判讀之指引( d l f d )之教學光碟片〈 〉之2.胸部X光判讀之指引(Guideline of CXR Reading)之教學光碟片〈CD〉之

序言
親愛的各位讀者

肺結核病患之診治要點為；配合其臨床、胸部X光〈CXR〉之表徵(Clinicoroentgenological Manifestatation)作
出CXR之判讀而懷疑肺結核者〈最好住院一周〉，即以痰盒內之痰液以單塗抹片〈direct smear〉作結核菌
AFS檢鏡檢查而呈陽性者即通報〝確診〞而投予HRZE(第一線抗結核菌藥劑)外，連陰性者也試投予HRZE一周，AFS檢鏡檢查而呈陽性者即通報 確診 而投予HRZE(第 線抗結核菌藥劑)外 連陰性者也試投予HRZE 周
觀察服藥五天內，臨床症狀有改善者，即通報〝疑似〞再投予HRZE三周，而服藥四周後〈一周服藥六天〉
回診時再照CXR發現肺結核病灶有改善者即通報〝臨床確診〞而繼續按規定投藥六個月，且服藥一、二、四、
六個月回診時所照CXR發現肺結核病灶消失或變為纖維鈣化性病灶，即通報診治六個月〝完治〞〈結核菌培
養當然早已變陰性〉。肺結核之診治工作如果按照如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一次完治之原則處理，不只養當然早已變陰性〉。肺結核之診治工作如果按照如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一次完治之原則處理，不只
台灣、中國大陸甚至包括華人世界之肺結核可期望十年內被控制。

另外，思標二十年來發現不只台灣，連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下之一般內科醫師，包括將畢業之醫學生，均
已喪失正確判讀 之能力 這完全受美國醫學教育模式 對各專科醫師之工作範圍不得超過各專科以外的已喪失正確判讀CXR之能力。這完全受美國醫學教育模式；對各專科醫師之工作範圍不得超過各專科以外的
規定，致使現代的醫師不像1970年代以前之老醫師，臨床診療時將病患當做一個生命體，包括對病人之問
診‧身體檢查、臨床檢驗、儀器檢驗等全責負起診治之職責，這才是符合醫師之醫學倫理。

有鑑於斯，思標最近已出版上記二種教學光碟片〈CD〉，將無償提供台灣、中國大陸及華人世界各地之醫
學院醫學系、一般內科〈家醫科〉、學士後中醫學系及其教學醫院老師之教材，及醫學生、一般內科醫師
自習之用途以利世界各地肺結核之早期控制及一般內科醫師及醫學系、中醫學系畢業生CXR判讀能力之提昇。

著者 楊思標 敬識
201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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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興建25個村級衛生室。衛生室建設於2009

年3月動工，2011年5月建成投入使用。

2011年9月，楊思標教授與楊敏盛、沈永

訓、李春興等人第二次赴貴州黔東南從江、

黎平縣鄉村，瞭解衛生室使用情況，與宰便

鎮、德順鄉衛生院的醫生們進行座談。交談

中，得知醫生們都不會判讀胸部X光片的實際

情況後，令他很意外，當即決定要對從江、

黎平兩縣的衛生人員進行培訓。回台灣後，

楊教授開始著手撰寫、整理他在胸部醫學教

學、臨床診斷方面積累了70多年的資料，並

製作成教學光碟。兩年後，楊教授完成了第

一張胸部X光教學光碟的整理和製作。

2013年10月，楊教授第三次來到貴州省

從江縣，為從江縣、黎平縣、榕江縣、丹寨

縣、麻江縣21個鄉鎮衛生院的近200名醫護人

員進行結核病防治教學培訓，第一次將他從

事結核病教學70年的成果無私奉獻給貴州衛

生系統作為培訓教材。楊教授的培訓課程給

從江、黎平縣的醫生們很大幫助，他們說，

我們不僅學到了楊教授講授的胸部X

光的診斷知識，更從楊教授身上學到

了從醫的本份和一名醫生所應具備的

醫德與認真執著的精神，有了這種精

神，我們會更好地服務家鄉人民。一

位受培訓的鄉鎮醫生說：“台灣先進

的醫療技術和管理經驗讓我們受益匪

淺。＂受貴州醫學會的邀請，楊思標

教授還在貴陽為貴州省人民醫院、貴

陽醫學院的100多位醫生進行了胸部X

光判讀的專題講座。目前，從江縣的

村級衛生室服務能力逐年增強，受益

群眾逐年增加，每個村的衛生室門診人次平

均達到5,000餘人次，村醫待遇由2012年的每

月300元增加到現在的每月2100元，極大地改

善了當地人民群眾的就醫條件，實現了常見

病、多發病等病不出村的目標，滿足了群眾

的就醫需求。

再次簽約為貴州醫療事業助力

自2007年至今，楊思標教授始終關注著

貴州民族地區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始終牽

掛從江、黎平縣村民健康和就醫問題。

十年來，楊思標教授每年都會致電給

貴州省台聯工作人員，詢問衛生室的運轉情

況，瞭解衛生員的工作和收入情況，一直牽

掛著在那裏工作，擔心衛生人員太少，不能

滿足村民們的看病需求，擔心由於工資收入

太少，農村衛生室留不住人才的問題。當得

知近年來大陸大力發展農村衛生事業，貴州

農村衛生人員的工資收入已經得到較大提高

2011年從江縣宰送村衛生室前與村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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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後，楊教授十分高興。在楊教授一如

既往地關懷下，為更好地幫助貴州農村醫療

衛生事業的發展，在2014年全國台聯舉辦的

臺胞社團論壇上，貴州省台聯會長曾力群與

李春興簽署了助推貴州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

合作協定，進一步明確台灣養生保健協會幫

助貴州農村醫療事業的計畫和目標，雙方同

意發揮各自醫學優勢，挖掘自身潛力，促進

黔台醫療、醫學教育、養生保健等領域的交

流合作，推動台灣養生保健事業在貴州的發

展，更好地為兩岸醫學發展和兩岸同胞的健

康作出貢獻。

為落實幫助貴州基層農村醫療事業發

展的計畫，促進黔台兩地衛生事業的交流

合作，在楊思標教授和楊敏盛的關心和資助

下，同年，貴州從江縣、安龍縣6名基層醫務

人員赴台灣敏盛醫院進行了20多天的學習培

訓。主要就《醫院經營績效管理》《醫療爭

議事件之預防管理》《醫院質量管制工作方

法》《品質指標設定與管理》《醫院人力資

源管理》《病人安全及異常事件管理》《5S

推動經驗與分享》等相關十餘項課程內容進

行學習。這次的學習培訓對基層衛生醫務人

員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參加學習的6名醫務

人員告訴我們，此次赴台的收穫，不僅僅是

醫院的管理知識和技術知識，還感受到了醫

學人文精神，回來後，他們都在自己的崗位

上為醫院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得

到了醫院同仁們的好評，向同事傳授最先進

社區服務理念和管理經驗。

90多歲高齡再次赴民族地區送真情

2013年，楊思標教授回到台灣後，將更

多精力傾注到撰寫培訓貴州農村衛生人員的

資料整理工作中，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楊教

授完成了第二張光碟的撰稿及製作，並確定

第4次赴黔東南對基層鄉鎮衛生室醫生和有關

人員進行培訓。

同年11月7日，貴州省衛計委領導與楊

教授、李春興博士見面座談，楊教授向貴州

省衛計委贈送了兩張教學光碟，並表示，

光碟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複製給

向貴州省衛計委贈送醫學光碟

向貴陽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贈送醫學

教學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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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的教育課程使用。貴州衛計委領導非

常感謝楊教授對貴州醫學事業的關心和無私

奉獻，並表示，這是兩張非常珍貴的教學光

碟，一定會讓其發揮好積極作用，不辜負楊

教授多年來對貴州的真情厚誼。

11月9日，楊思標教授專程前往凱里黔東

南州民族職業技術學院，為200多位醫學專業

的老師、醫生和學生義務講授胸部X光片和

CT片判讀的專題講座，從江縣、黎平縣的農

村衛生室的20名醫生也專程趕來聽課，並與

楊教授進行了交流。參加講座的醫生和同學

得知講課的楊教授已經97歲高齡，並且是第4

次來到黔東南民族地區後，大家十分欽佩。

據介紹，從江、黎平縣的25所衛生室建設成

功投入使用後，兩縣近3萬多村民享受到了新

的醫療衛生服務，從江、黎平縣的鄉親們都

很感謝楊教授和他的學生們為兩縣衛生事業

所給予的關愛和付出的真情。有位同學說，

很為楊教授這種情繫貴州鄉村衛生事業的精

神感動，為他這種無私的學術精神所感動，

為他多年來一直心繫黔東南醫學事業的發展

的情懷所感動，為他付出的愛心所感動。一

位來自從江的醫生說，楊教授90多歲還專程

到黔東南義務講課，我們沒有理由不好好工

作，為家鄉的醫學事業和村民的健康做出努

力。講座開始前，楊教授向學院贈送了他的

兩張光碟，這是他70年來不斷研究和探索的

教學成果，他希望這兩張光碟能幫助教學的

老師和鄉村醫生，在胸部X光、CT片判讀診

斷方面更好地服務當地百姓，解除百姓的病

痛，造福於民。隨後，楊思標教授、李春興

博士與黔東南州民族職業學院院長、有關專

楊思標多次走訪貴州多個貧困地區，了解

當地醫療衛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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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老師們進行了座談交流，他詳細詢問了

學院醫學專業的學生情況，希望他們學成後

回到家鄉，服務當地鄉親，他語重心長地與

老師們說，農村衛生院醫生一定要學會判讀X

光片、CT片，這樣才會較快診斷病情，不誤

醫治病人。11月10日，楊思標教授和李春興博

士還前往貴陽中醫學院二附院，與呼吸科的

醫生們進行了交流座談，並向該院贈送了他

自己的胸部X光片和CT片判讀教學光碟。

十年來，楊教授對貴州基層醫療傾注了

太多的時間和精力，4次到貴州黔東南捐建醫

療設施，無償傳授醫療知識，這份心繫貴州

的深情厚誼，凝結著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手

足親情，是兩岸一家親最生動的體現。

（作者曾任貴州省台灣同胞聯誼會秘書長，

現已退休）

參訪福建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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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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寄給謝博生教授的
最後一封信和一些資料

文／韓良誠

敬
愛的謝博生教授：

謝謝您寄來景福叢書⑨（2018.1.16寄

出），高木友枝校長著，周烒明、林靜靜合

譯的《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台灣島之

衛生條件》這本書。書中提到有關鼠疫之外

的其他傳染病，如Malaria、肺吸蟲病、釣蟲

症…，以及一些地方性流行病，如甲狀腺腫

大…的部份，看來特別的熟悉。

此外，譯者周烒明教授更引起我很大的

好奇與回憶。因為大約在30年前，他的兒子

Tony，在就讀Case Western Reserve醫學院三年

級時，曾經利用醫學生校外實習的機會，挑

選敝診所前來實習三個月，使我對外國醫學

院學生，也有「教學相長」的機會。這個機

會讓我在此後臺大PGY制度「上路前」，大

約十二年多之久的期間，對那些被指派前來

台南之二階段學程大五學生，合計13屆，共

155位學生的教學上（100學年度後停辦），

更有機會提前累積了一些經驗，也多了一些

信心與教學上重點的把握。（註：這段文章

中的一些文字與數字，是為了景福校友方

※本人自從1984年起擔任景福基金會董事至去年年底止，前後共34年。謝董事

長為了代表董事會對我表示謝意，於2017.11.22.，堅持「親自且專程」送感謝狀來台

南。當天他也順便參觀了新建、但仍在蒐集歷史資料中的「韓石泉醫師，莊綉鸞女士

庭園紀念室」，也一併看了一些有關先父的新的資料。另外，本人看完了他在近日

（2018.1.16.）寄給我的景福叢書⑨之後，曾寫了如下的讀後感言的信，並且也一併

把當天他在紀念室所看的一些資料，於2018.1.29.寄給謝董事長。非常意外的是，在

2018.2.5.驚聞謝董事長不幸別世。不知他在生前，對這封信和這些資料曾經過目否？

寫於20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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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閱讀與了解而加註的，原信中並沒有寫

到。）

這次，您寄給我這麼好的醫學歷史與人

文的書，看完之後，真的使我有些「相見恨

晚」的感覺。多年來，您對「醫學人文」的

用心，和「景福精神」的提昇所做的點點滴

滴，對景福校友的影響，將是一股「無形的

力量」，這是可以高度期待的。

最近，成大歷史系的許宏彬教授給了我

以下的信，其中部份內容如下：（已徵得許

教授同意在景福醫訊刊出）

計畫名稱：

醫療照護的跨界流動：

專業形構、國際援助與知識生產―年輕醫師

的煩惱與出走：探索戰後台灣大批赴美醫師

的專業發展與認同追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4-2511-S-005-001-MY2

許教授之計畫研究助理來函照登――

「計畫內容不只涵蓋戰後醫師養成與專

業培養過程，另外許老師也將研究擴展到戰

前與戰後醫師的比較，以及不同世代醫師的

開業問題上，並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韓石

泉醫師是計畫研究中相當重要的對象之一，

另外韓醫師您是戰後接受專業培育有成的醫

師，也是許老師計畫中所關注的戰後醫師對

象，剛好透過一次跟莊永明老師請教的機會

中，莊老師表示直接可以跟您聯絡，也因此

才冒昧直接跟您打電話聯繫，也非常謝謝您

的回應，先提供計劃已掌握的資料清單請您

過目，如有缺漏，還盼您指點，希望能有機

會跟您進行訪談，謝謝。」

此外，他說已經申請到了教育部的研究

經費，希望我能配合他的工作。他初步看完

了目前在家中先父遺留下來的資料之後，似

乎相當高興，我真希望能早日看到他的研究

成果。

同封附上先父日文書《死滅より新生》

（《從死滅到新生》）這本書的序文譯成

中、英文的部份，以及最近許教授寫給成大

醫學生的短文、日譯的《韓石泉回想錄》

（於2017年10月29日）在東京台灣文化中心

新書發表會時的短文、在美行醫的五弟良博

思念先父的短詩……，也請您一併過目，謝

謝！

資料（一）

府城韓內科：與時俱進的在地醫療

（作者：成大歷史系教授許宏彬）

民權路上有著許多有味道的老建物。

在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左轉，不一會就接上民

權路。順著民權路西行，你會經過幽靜的北

照片出處：許宏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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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殿，適合坐下來歇歇腳、吃塊好吃的「糕

仔」。續行，走過李安小時候常去的全美戲

院，左手邊便出現一間相當雅緻脫俗、綠意

圍繞的建築，這就是「韓內科醫院」。

韓內科醫院的創辦人為韓石泉醫師。

韓醫師1918年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後入

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內科服務，1919

年回到故鄉轉至總督府台南醫院內科。1928

年韓醫師於現址創立「韓內科醫院」，在

當時醫師人力稀少多兼看數科的情況下，

這是少數標榜專科診療的醫院。韓內科是

殖民後期府城重要的醫療機構，鄰近市場人

口稠密，韓石泉醫師曾自述開業初期「年富

氣壯，奮不顧身，以致病人蝟集，每天門診

不下百餘人……」，導致「中餐每延至下午

二三點鐘，一夜數次被病人擾醒，不分晝

夜，唯診療是務，以致自患胃潰瘍，時常出

血……」。此外，韓醫師也積極參與社會文

化活動，包括文化協會、民眾黨、台灣議會

期成同盟會等，亦為相當活躍的知識份子。

1935-1940年間，韓醫師攜眷赴日進修並取

得熊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返台後韓醫

師仍繼續於舊址韓內科開業，但醫院卻在

1945年3月的一次空襲中完全毀損。之後，

韓醫師亦曾於安南及台南市他址重新開業，

直到1949年方於現址廢墟中重建韓內科醫

院。可以看出，韓內科醫院的創建、興盛、

毀損與重建，實與台灣近代動盪的歷史脈動

息息相關。

1963年韓石泉醫師因急症突逝後，韓

內科便轉由其三子，1960年甫畢業於臺大醫

科的韓良誠醫師接手。韓良誠醫師原是位有

志於學術研究工作的年輕醫師，但於緊急狀

況下返鄉承繼韓內科，成為一位開業醫師。

雖然不像是成大、奇美或新樓一般的大型

醫院，但韓內科在戰後的發展，特別是其結

合在地社會脈動的取徑，令人印象深刻。首

先，韓良誠醫師延續對研究的熱誠，以在地

常見的寄生蟲患者為研究素材，於1981年取

得日本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其次，為了

解決台南地區急重症患者的需求，韓內科於

1973年成立台南第一間加護病房（臺大醫院

是1968年成立），直到1997年為止。最後，

有感於老年疾病的複雜性，韓良誠醫師也相

當早便投入老人醫療的研究，分別於1990年

及1993年赴夏威夷大學及哈佛大學進修老年

醫學，也進一步催生成大醫學院於2007年正

式成立全台第一個老年學研究所。

至今，曾有的加護病房任務雖已功成身

退，但韓內科仍日日看診不輟。如果你有機

會走進民權路韓內科醫院（現已改名韓內兒

科診所），或許會看見韓良誠醫師仍精神抖

擻的在院內看診及教學，在照護你我之餘也

將經驗傳承給下個世代的年輕醫師。

韓內科醫院（今韓內兒科診所）

地址：700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299號。

電話：06-2222303

資料（二）

醫學博士韓石泉生平概略

（1897.10.27.-1963.6.30.）

自14歲當台南州州廳工友時開始進行社

會服務，直到66歲（65歲8個月）絕不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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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毋寧是太短的一生，但確實在公、私雙

方，都充實地度過了波瀾壯闊、堅強又誠實

正直的人生旅程。除了長子良哲在剛滿1周

歲後不久就因病夭折，以及抗日導致牢獄之

災等打擊外，二戰時又遭受盟軍空襲大轟炸

（1945.3.1.，台南市），以致連長女淑英，

也在趕赴女子救護隊任務途中罹難，未及滿

18歲即因公殉職；醫院、住屋、重要資料等

所有財產全部燒失，他卻能以48歲之齡，且

在疏散地條件極差的困境下，完全自「零」

開始，以堅強的信念和虔誠的基督教信仰重

新昂然站起。

終其一生，除了與夫人莊綉鸞女士共

營37年美好的家庭生活、養育了7男4女共

11名子女之外，在醫療、教育、文化、政

治、經濟及社會公益（含「改革不合理的社

會」…）等多項領域上，奮力為台灣做出了

許多貢獻，並留給我們寶貴的人文遺產，以

及諸多啟示。

資料（三）

《由死滅到新生》

前言

由良哲的誕生，我們夫妻獲得了父母之愛的

啟示，

由良哲的死亡，另外得到對鄰人愛的啟示。

由良哲的誕生，我們警覺到肉體有限的生

命，

由良哲的死去，我們進一步獲示永恆的靈

命。

良哲將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良哲必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於此，良哲的死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良哲之所以誕生也就有其使命。

由於良哲的辭世，我們方始確實了解人生，

由一個良哲的死別，我們終於發現，

更多瀕臨死亡、受苦呻吟的良哲。

1930年5月16日

午夜一點鐘與妻慟泣記下

註： 韓良哲1929年2月10日生，1930年2月23

日夭折。

譯者：韓石泉博士次女韓淑馨

資料（四）

In Memoriam: From Death to Rebirth
Foreword

Through the birth of Liang-Che, my wife and I 

are transformed by the love parents feel for their 

child.

Through the death of Liang-Che, we are inspired 

to love our neighbor's child as our own.

Through the birth of Liang-Che, we keenly 

recognize the limited life of our corporeal body.

Through the death of Liang-Che, we strive to 

seek and ultimately find the eternal life of our 

spirit.

Liang-Che who awoke our wonder in life is 

now our eternal child, parenting our hearts. His 

untimely death holds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value and meaning to our lives.

Liang-Che's short life on earth has its mission. 

His death opens our eyes to the countless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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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 in this world, suffering and struggling on 

the edge of death.

Written on May 16, 1930, mourning with my wife 

one hourpast midnight for the loss of our child 

Liang-Che (Feb. 10, 1929 - Feb. 23, 1930)

Text translated by Dr. Hahn’s Granddaughter 

Chun-Fang Hahn, Ph. D.

資料（五）

Thought of my father
Bebe Liang-Po Hahn, M.D.

As I walked down this hospital hallway,

Long and lonely,

At this dead hour of the night,

I thought of my father.

I thought of his tired steps echoing,

In the middle of many nights,

Going downstairs to see his patients,

Who traveled long on foot,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seek his healing hands and kind heart.

I thought of his kindness, compassion and 

wisdom,

When I had a long and hard day,

I thought of my father’s many long and hard 

days.

As I journey down this path,

Less traveled.

I thought of my father’s journey,

Long and lonely,

I thought of many heart and bodies he touched,

Deeply and dearly,

I thought of my father,

Many days and nights.

資料（六）

想起阿爸

韓良博自譯

當我走在醫院的走道上，

長遠又孤單，

在這深夜死寂的一刻，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

我想起了他那勞累的腳步聲，

在許許多多的深夜裡迴響，

走下樓去看顧他的病人，

他們從鄉下遠路走來，

為的是尋求父親的「鬼手」和「佛心」。

我想起父親的仁慈、熱情和智慧，

當我有個又長又苦的一天，

我想起了父親許許多多更長更苦的日子。

當我走上這一條少走的路，

我想起了父親的旅途，

長，遠，也孤單，

也想起了許許多多人的身子和心靈，

曾受到父親的安撫，

深深且柔柔，

在許許多多的白晝和夜晚，

我想起了“阿爸＂。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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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 照 片

文／南鄉泰

前
幾天，根據《路透》報導：「敘利亞

自由攝影記者Almohibany拍下了這令

人鼻酸的畫面（圖1）。照片中才2個月的小

嬰兒Karim，在內戰炮火中不僅失去了母親，

也與自己的左眼永遠告別，在還不會說話的

年紀，就已注定與殘缺的身體共處一生。記

者事後回憶起拍攝當下心情時仍十分激動，

「當我透過觀景窗，看到Karim時，便無法

控制地哭了出來」。他同時引述一在旁的難

童說：『我什麼事都不能做，除了等著被炸

死。』當這張獨眼嬰兒照片上傳推特後，震

撼全球，各國網友紛紛串連貼出自己蒙眼

的照片，聲援在無情戰火中無辜受難的民

眾。」由此可見一張照片的影響威力以及惻

隱同情之心的普世價值；我們當醫生的應該

是更敏感的一群吧，這使我想起埋藏心中多

年的另一張照片。

1997年，與朋友打網球時，不慎跌倒，

摔斷左手（Colles' fracture），被送到醫院急

診，上石膏後回家。因為心情不好就乾脆請

假兩個星期在家休息。妻看我無事可做，怕

我胡思亂想，患得患失，憂鬱症再起，知道

我以前曾經喜歡畫畫，於是架上畫架，放上

畫紙，給我畫筆，要我重新開始，畫什麼都

可以。我已經多年沒有作畫，打從我在醫學

院做學生的時候，已經停筆30幾年．一時不

知如何下筆，也不知要畫什麼。於是隨手抓

起身邊過時的時代雜誌，無意中，發現在裡

面轉載的兩張照片，讓我怵目驚心，震撼不

已。

是兩張報導當時的北非蘇丹連年嚴重

飢荒的照片。「我的天！」看著照片，我

內心驚駭嘶喊著，在此二十世紀末期，這世

界上竟然還有這麼悲慘的事情在發生．真是

令人難以置信，我立時想把它們畫下來做為

歷史見證。一張是幾乎就要斷氣的小女孩，

另一張是一對餓得只剩皮包骨的男女；我原

先想畫第一張的，但是那種慘絕人寰的悲劇

鏡頭，讓我連想到Rubens的名畫CHAINED 

PROMETHEUS，普羅米修斯慘遭巨鷹啄食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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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而始終無法平靜下筆。最後因為猶疑

自己可能表達不出那種氣氛，而只好放棄，

暫時作罷。我決定先著手另外一張，準備用

我的心底感受好好畫下。

那是兩個皮肉餓癟，瘦骨嶙峋的非洲

土人，一男一女，像是夫妻，兩人面上充滿

著疲憊、滄桑、無助、加上懣憤；他們那種

痛苦、絕望而又無可奈何的神情，讓我深覺

難過而感同身受。因此自己真的盡了心力，

用寫實的方式把它畫下來，花了整整兩天時

間，終於完成（圖2）。作畫當時，我腦海中

始終盤旋著世紀偉人史懷哲的從醫的故事；

據說他年輕時在歐洲進行Bach風琴巡迴演奏

會時，常常接觸並且看到、聽到有關非洲大

陸飢荒慘狀的報導而印象深刻。史懷哲在他

的自傳中，曾經提及他決心成為一森林醫師

時說：「這個計劃遠在我學生時代就已經形

成很久，一直留在腦海裡，我感覺到自己能

夠過著舒適的生活而眼睜睜地看著世界上有

這麼多人正在和憂慮、病痛、飢餓和死亡搏

鬥，這實在是件不可了解的事。為了將來有

一天能夠成為這些可憐人們所需要的醫生，

而能直接獻身為他們服務，現在先做醫學院

的學生，重新開始，也是值得的。」後來，

他果真奉獻一生，深入蠻荒，以尊重生命的

精神，發揮人性、人道、人文醫學的經典表

現，名垂醫史，令我景慕不已。想像著他也

許看到類似的照片，我將心比心，完成作

畫，自己尚覺滿意。之後，我還複製幾張，

準備若有人要就送，作捐獻救災之用。妻笑

我說：「誰會掛你餓死鬼的畫。」

幾年之後，兒子建議不如送給博物館，

於是我把史懷哲的學醫動機摘錄成附卡，連

畫一起，以“AGONY & DESPAIR＂為名，

送給景福。當時我只是想藉著整個畫面來

提醒世人，這世界上還有那麼多可憐的人

類，希望因此激發年輕的醫學院的學生，悲

天憫人的情懷以及濟世活人的抱負，不要忘

記學醫的初衷而成為能夠幫助他人的醫生。

我不記得最後是怎麼被接受的，只是原本一

度掛在醫學院人文博物館中咖啡店幾乎沒人

會注意到的牆角的，不曉得什麼時候被拿

走，然後就不見了。所以我想大概是沒有人

APPRECIATE（欣賞體會）我的良苦用心吧！

也許我必須承認自己只是暮鼓破鐘、突發奇

想、曲低和寡吧。

另外的那張照片，後來因為上班事忙，

不知放置何處，卻從此再也找不到了。不過

那悽慘的畫面，令我印象深刻，烙印腦中，

幾年來，仍然耿耿於懷，念念難忘。

一直到最近，因為找尋Steven Foster的資

料的時候，無意間從YouTube上面，在他的

歌曲“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的

video中再度看到那張照片（它）（圖3）。

轉眼二十年了，突然重新發現，我心裡當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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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興奮而再度激動；另一方面卻為了影片

上特意出現的字幕，感到震驚。因為上面寫

著那位拍攝那張照片的記者，雖然因為這張

照片，榮獲全球1993年度普利茲新聞攝影獎

的殊榮，但是四個月之後，他卻也因此罹患

嚴重憂鬱症而自殺了。這消息實在是令我感

到哀傷不已，難以接受。不過這張失而復得

的照片，也再度點燃我要用心把它畫下的願

望，同時也使我想起我應該把它鄭重地介紹

分享給我們的景福校友，讓更多的人知道，

已經是二十世紀末期，世界上仍存在著這樣

令人難以想像的慘慄而又殘酷的實況，這是

EXISTING FACT! REAL EVIDENCE! 正在此

刻，多少人類只因為生存或生活在wrong time, 

wrong place的命運，而遭受到完全不一樣的悲

慘境遇。顯然這世界不只是時尚、美食、煙

火，音樂派對狂歡，或抽脂拉皮瘦身整形等

等而已。

資料顯示，Kelvin Carter是一位南非的

攝影記者，他被派到非洲蘇丹採訪報導當時

傳聞已久，嚴重飢荒的情況。就在下機之

後不久，汗流夾背的他，在赤炎乾旱，酷熱

難熬的境況下，剛好在聯合國設立的難民營

前面，極度驚駭地看到這幅畢生難以置信忘

懷的一幕。這個骨瘦如柴，肚皮鼓脹，營養

極端不良，只剩皮包骨的小孩在地面上爬

行，似乎想到就近的供應站要東西吃，但眼

看已經餓昏得精疲力盡，奄奄一息，力氣用

盡而爬不動了；那時候，近旁後面，有一隻

禿鷹就停在那裡，盯著他，等他死亡，準備

隨時要吃他的樣子。這是一幕活生生上演的

人間悲劇，他用攝影機拍下這個言語無法真

正形容的鏡頭時，因深感震驚而淚眼盈眶，

事後對著同行的同伴喃喃不清地說：「你不

會相信我剛拍到的影像的！」我幾乎可以想

像他當時內心淌血，不忍按下快門的片刻心

境，但卻萬萬沒有想到，衝擊會是如此之

大，這一慘不忍睹血淋淋的畫面，竟然殘忍

地種下他日後無法擺脫的極度憂鬱因而輕生

自殺的遠因。不斷出現的影像，逼他留下遺

言：“ONLY THE DEAD HAVE SEEN THE 

END。＂而以瓦斯結束其年紀輕輕的生命，

震撼衝擊之大，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接受。我

當下立時停止VIDEO，重複仔細重複閱讀

字幕，一時鼻酸而落淚，搥心之慟，使我久

久無法釋懷，天底下竟然還有這種事情！當

然，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的感受不都一

樣，有的人可能看了毫無動心起意，仍然酒

肉朱門，有的人卻因此引發憂鬱而自殺。這

種極端存在的現賽，實在令人深思感嘆，這

就是所謂人生！？Prometheus是因為盜取火

種給世人而被懲罰，付出代價，故事令人遐

思，但最多只不過是一想像的神話傳說而

已。這些小孩何其無辜，卻蒙受殘酷無比的

災難，難道只是「命該如此」？事實上他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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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歷的慘劇悲況，豈只是人間煉獄，讓我

不禁擲筆而嘆：Les Miserables!

有人花天酒地，有人餓死路旁，我們算

什麼？ARE WE ALL DESTINED? 不禁懷疑

ARE WE JUST WALKING WITH OUR OWN 

FATE? 這難道都只是宿命使然？伏爾泰曾

說過：假若真的有造物者的話，那麼不是無

能，就是縱惡。怎麼會這麼不公平？這一切

不是很荒謬而令人困惑嗎？想來我們只不過

是好狗命？一切顯得莫名其妙！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今天，時空變化

越來越快，可笑的是，一般所謂核心的價值

觀念，也隨之瞬間而異。相信不久的將來，

AI和5G對於醫學系統的衝擊，更將是難以想

像。如何使醫師不致於淪為“MECHANICS 

OR EVEN ROBOT＂將是一種醫學教育的難

題。顯然的，每一個世代都有它藉口的特

殊理由；人們在生命洪流之中，面對狂瀾，

往往有無能為力的挫折感。以前學醫就像上

大學一樣，在沒有很多選擇的情況下，曾經

被視為是一種「類似特權」。其實，世界多

元，術業有專攻，行行出狀元，沒有理由，

非讀醫不可。如今不到百年光景，更是風水

輪流轉，大學生到處是，醫師之多也有如過

江之鯽，素質當然也就良莠不齊。當初各人

從醫的動機不畫相同，經歷學醫，為醫的過

程，一生行醫的結局，也當然不一。相信我

們之中，有些人在不知不覺的生活中迷失了

生命，在熙熙攘攘的眾生裏走失了自我，不

少曾經一度被認為菁英中的菁英者，（有些

確實是，有些不是）因為學醫，卻變成毫無

特色的平庸之輩，隨波逐流，白白浪費，令

人惋惜！

回過頭來，當年史懷哲決定學醫的動

機，是何等的單純而且明確高尚，他那種

悲天憫人的情懷，濟世活人的抱負，以及任

勞任怨的奉獻，在我心目中，可以說是我們

學醫者的典範，也該是為醫，行醫者所必須

具備的基本條件吧。過去如此，未來也應該

一樣吧。於此我再度想起家父以前曾經語重

心長地感嘆說過，經過一輩子四十多年的醫

師生涯，他深深地認為為醫之道無他，「奉

獻」而已。除非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懷，否

則是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醫師」的。

「醫者佛心」，我個人認為假如看到這

一張照片而毫無動心，不生同情惻隱的話，

只能說這種人缺乏對於生命最起碼的憐憫與

尊重，那麼為什麼選擇要學醫呢？我不能明

白。我認為至少在這方面，做醫師的本來就

該是不一樣。我只是想把這張照片呈現並介

紹給景福校友們，不管是剛開始踏入醫門的

年輕學子或已經身心俱疲的醫師們，讓我們

停一下，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忘記醫療是一

種志業，也是一項使命（A CALLING），否

則的話，就是從醫行醫一輩子，也終就會淪

為匠醫、庸醫之流了。我總覺得，雖然價值

觀己經大不相同的今天，SOMETHING STILL 

THERE, I BELIEVE。THE PAST IS REAL, 

AND PRESENT。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UCLA退休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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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2018年1~6月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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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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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197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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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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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2018年1~6月計畫執行內容：

內　　容 場數 參加人次

A、「博物館體驗學習」 52 483
A1. 臺灣人哪裡來

1. 107推甄生參訪 4 50
2. 107新生參訪

A2. 大腦、心智與學習

1. 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14 175
2. 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8 48
3.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2)」 13 89
4.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3)」 13 121

B、「人文學體驗學習」 26 234
B1. 本院學習群

1. 人文學體驗學習工作坊

2. 學習群系列活動 20 160
3. 景福精神的探索討論會

4.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討論會 6 74

C、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 7 74
C1.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1. 國泰醫院PGY 6 69
C2. 在醫療機構中建立關懷文化

1. 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參訪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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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 112 945
D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20 146
2. 分享學習群 49 325
3. 生命歷程回顧分享學習 30 350

D2. 高齡友善健康體驗工作坊

1. 「幸福老化、健康老化」分享學習計畫 5 39
2. 自主健康學習群 8 85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二名
壹、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2名
貳、應徵資格

1. 專長為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
2. 具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相關領域博士或醫學系學士學歷

參、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1份（可參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如以下※說明）或科技部
個人資料表）

2. 學經歷證件影本1份
3. 送審論文目錄表（如以下※說明）
4. 近五年內（2014年8月1日以後出版）與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相關之代表性著作至多四篇1份（含抽印本）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1份
6.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7. 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請簽名密封）
以上1-6項皆需提供電子檔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完成。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
　2. 論文目錄表Ⅲ-1送審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5年內論文目錄
　4.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肆、起聘日期

2019年8月1日
伍、申請截止日期

請於2018年11月30日下午5時前將參、「檢具資料」紙本各1份（含推薦函三封）及電子檔逕寄或送達。
陸、收件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 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2樓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收。
柒、聯絡資訊

聯絡人：何淑德小姐 E-mail：shuteho@ntu.edu.tw
電　話：02-23123456分機88762 傳　真：02-2393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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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新竹生醫醫院是臺大醫院第一家負責

規劃興建經營的分院

臺大醫院目前5家分院均是透過改制由

總院承接經營，而新竹生醫園區醫院是臺大

醫院第一家負責規劃興建經營的分院，行政

院於102年5月核定由臺大醫院規劃興建，原

核定總經費54.98億元，衛福部僅提供14億元

經費補助，其餘經費40.98億元由臺大醫院自

籌，經何弘能院長及楊泮池前校長多次向行

政院各部會爭取提高經費補助，遂於105年9

月通過修正計畫書，同意本案總經費由54.98

億元修正為67.04億元，臺大醫院僅需自籌

24.43億元，加上衛福部原已編列14億元，

由政府再行編列公共建設費及科技預算共計

28.61億元支應，大幅減輕臺大醫院自籌經費

之財務負擔。

建構為臺灣醫療照護與生醫發展的國

際櫥窗與卓越中心

臺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定位為「臺灣

醫療照護與生醫發展的國際櫥窗與卓越中

心」，係因所在地臨近高鐵及桃園國際機

場，可利用交通的便利性，建立優質健檢中

心及國際級特色醫療，利用新竹科學園區的

優勢，與國內相關IT產業合作，打造智慧型醫

院，建立遠距照護和健康雲端產業，共同開

發健康照護所需的IT軟硬體，並與本生醫園區

內的生技醫藥公司建立新藥及醫材研發的產

學合作管道，亦是國內生醫園區中最具備轉

譯醫學優勢的園區。

設立急重症治療中心，滿足大新竹地

區急重症醫療需求

本生醫分院除支持轉譯研究，協助創

新醫材及藥品研發為主，並提供一般醫療服

務外，由於急重症醫療及癌症治療是目前大

新竹地區民眾就醫之最大需求，相關之心血

管、腦血管等疾病亦是近年來國人十大死因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整體規劃鳥瞰圖

臺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急診入口示意圖

文／吳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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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幾名之重要疾病，因此生醫分院將以

前述幾項疾病之預防與治療為首要任務，並

朝可提供優質健檢、遠距照護及國際級特色

醫療等健康促進服務方向進行；同時提供急

重症醫療功能，預計設立腫瘤醫學中心、心

血管中心、腦血管與神經醫學中心及急重症

治療中心，以滿足目前大新竹地區急重症之

醫療需求。

開設之病床將優先提供生醫園區臨床

轉譯研究使用

本生醫分院共設置一般病床500床（內含

研究病床200床）及特殊病床228床，分兩期

開設，第一期先開設380床，包括急性一般病

床250床，特殊病床130床，開設之病床並將

優先提供生醫園區臨床轉譯研究使用，其餘

348床預定於第一期啟用後5年內開設完成。

第一期興建地下2層及地上8層之醫療

大樓，以提供臨床醫療用途為主，其設計建

築面積為10,639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為

76,694平方公尺，自106年2月起開工，並於

107年3月16日完成土木建築結構，並舉行上

樑典禮，截至107年5月14日工程實際進度為

31.873%，較預定進度超前1.714%，預計108

年6月完工及109年1月正式營運。

帶領生醫發展國家級轉譯研究中心，

建構大新竹為智慧健康城市

本生醫分院願景為「帶領生醫科技發

展的國家級醫學暨轉譯研究中心，並建構大

新竹地區成為智慧健康城市」，藉由與新竹

生醫園區中的生醫產業合作，研發創新醫材

及生技新藥，並結合新竹科學園區電子、資

訊、製造、光電等高科技產業的優勢，進一

步建構行動健康量測平台，將疾病狀況、飲

食及體適能等個人健康紀錄利用雲端技術運

用管理，建立健康促進及遠距照護之「智慧

醫院」，並匯集鄰近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發

能量，連結高素質的臨床醫學研究團隊，成

為「智慧園區」重要的一環，協助國家達成

生技產值倍增之目標，進而實現將大新竹地

區建構為「智慧健康城市」的理想。

（作者現任臺大生醫分院籌備處執行秘書）

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一期醫療大樓上樑典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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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秉寧

時
間飛逝，在暑假結束前經過一個多月

來的辛勞，總算將這一期的刊物編輯

完成了。非常感謝助理編輯王亮月小姐及各

位校友們的投稿，和諸位編輯們的協助，大

家努力之下，在一片忙亂之中，這期的景福

醫訊總算得以誕生。總覺得光陰似箭，不知

不覺很快的又輪值編輯，也不由得感覺到自學校畢業後的時間過得特別快，還來不及駐足，只留下

許多尚未整理卻又不斷湧入的回憶。

在本期景福醫訊中，除了在醫學新知方面，皮膚部蔡呈芳醫師從最近所發展並極受重視的免

疫生物製劑極速發展的創新領域：“乾癬與皮膚疾病的免疫生物製劑治療＂一文有深入淺出之介

紹。這些都是最近幾年對於皮膚乾癬自體免疫疾病治療上突破性的進展。且一代接著一代的更新，

以及嶄新的突破性治療。對於免疫生物製劑在自體免疫性發炎疾病，如乾癬性關節炎（psoriatic 

arthritis），發炎性脊椎關節炎的治療上有著極大的影響。這些進展都是近幾年來免疫學對於醫學上

的重大突破與貢獻。此外，在醫學論壇中，“腫瘤壞死因子（TNF）與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一

文。探討由最近anti-TNF生物製劑的大量使用中對於B型肝炎病毒感染可能的影響。同時，吳建陞

醫師的從三個醫師的故事談貝賽特氏病一文；其中所談的貝賽特氏病由於好發於當年的絲路一帶，

又稱絲路病。文章中追溯古往今來醫者處理這樣少見而多樣性的疾病的歷史，或許可給大家帶來一

些啟發。除此之外，主要內容還包含周飛月所寫的“楊思標　情繫大陸鄉村醫療＂對於楊教授二十

餘年推動兩岸醫學交流有深入的介紹；韓良誠校友所寫的“我寄給謝博生教授的最後一封信和一些

資料＂文中對於謝院長以醫學教育與醫療生態為己任的襟懷與奉獻，對於「醫學人文」的用心，和

「景福精神」的提昇所做的點點滴滴，對景福校友的影響，將是一股「無形的力量」令人無限懷

念。希望這期的景福醫訊中能帶來校友間更進一步的心靈上的契合與經驗分享。最後，還是要再次

感謝王小姐以及諸位編輯們的幫忙與努力。沒有他們，也就沒有這一期的成果。

（編者為本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本校醫學院免疫所及內科教授）

編者於捷克布拉格



醫學系授袍典禮
時　間：2018年9月15日
地　點：醫學院大廳

攝　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寫於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第38屆年會之前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自1980年成立以來，歷經三十八載，走過了非常光輝燦爛的年代，提供

北美地區校友一個聯誼與互助的園地，卻因時代的變遷，由盛而衰。從2009年開始，由於人力及物

力的不足，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再也沒有能力年年在美國或加拿大舉辦年會。2012年步入了存亡

的交叉路口，當年我戴著大紐約區分會會長的帽子，在韓明元理事長各處求助無門之際，毅然答應

承辦全美校友會。當時打算辦一場轟轟烈烈的最後一次年會，然後將北美校友會結束營業。想不到

驚動了一群熱心的美加校友，莊武雄醫師號召了許多北俄亥俄州分會校友前來參加大會，已故景福

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也在百忙中專程飛至紐約。他們一起攪和，說是校友會解散不得，讓我的大計

劃告吹。年會辦是辦了，卻不是最後一次。也由於他們的積極參與、鼓勵和推動，北美臺大醫學院

校友會才免於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諷刺的是，曾經打算解散校友會的我由於主辦年會「有功」，在2017年被推出來當理事長，負

責振興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當什麼角色演什麼戲，我於是從反派改演正派。

有過輝煌歷史的南加州分會沉寂了十幾年，在前任理事長邱義男醫師鍥而不舍的鼓吹下，終

於在2017年復會，此一令北美校友振奮的好消息實應歸功於復會之初幾位南加州熱心校友無私的奉

獻。更難得的是，復會還不到一年的南加州分會在蔡奇烈會長帶領下，初生之犢不畏虎，接下了主

辦本屆年會的重擔。在校友會「大老」張勝雄醫師與張和雄醫師的全力協助下，如虎添翼。他們的

熱忱、魄力和決心讓人感動，也值得其他地區的校友仿效。

去年大紐約區分會李勃興會長不眠不休、心力交瘁、汗淚流盡在紐約辦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全

美年會，今年北美校友又得以在南加州團聚。能夠連續兩年在美國舉辦北美年會，這是十年來的首

次。小弟任內無所建樹，卻躬逢其盛，何其幸哉！

隨著今年10月13日南加州年會的舉行，我將把火炬傳遞給熱心過人、活力充沛、才藝雙全、群

眾魅力十足的下任理事長黃瑞煊醫師。在瑞煊的領導下，校友會無庸置疑的將再創一番新局。回顧

兩年任內，除了要感謝理事們無條件的支持及各地熱心校友的協助以外，最令我感懷的還是景福基

金會已故董事長謝博生教授，與他雖然只有幾次短短的交集，卻已能深深感受到他虛懷若谷、公而

忘私和完完全全發自於內心的真誠，其偉大人格與風範將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謹祝這次在南加州舉辦的北美年會順利成功！

黃清煌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2017-2018）

寫於紐約

2018年9月11日



時間：2018年9月6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物理治療師節公益音樂會

時間：2018年9月12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醫院藝術饗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