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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新知

淺談肌少症成因及治療

文／王淑慧

肌
少症（Sarcopenia）源自於希臘語：肌

肉（sarx）＋減少（penia），由字面上

解釋為肌肉量減少之意，特徵是肌肉質量減

少（圖1）、肌力下降或行動能力變差（如走

路速度變慢）。肌少症常見於老年人，隨著

年紀增長，肌肉質量、強度及功能會隨之減

少。肌少症不只影響老年人的身體健康、行

動能力、生活品質，還會增加跌倒風險、認

知功能障礙、罹病率、失能及死亡率。本文

將簡介肌少症的定義與成因、評估、預防與

治療方式。

肌少症之成因

大多數肌少症由多重疾病或風

險因子所造成，並非單一病因或病

理所能解釋。造成肌少症之成因，

如肌肉損傷、賀爾蒙的改變、久

坐、運動量減少、肥胖、營養缺乏

及老化等，皆會促成肌少症的發生

（圖2）。目前社會組成中老年人

比例持續提高，逐漸邁入高齡化社

會，肌肉組織，在30歲以後，每1年

減少1-2%，60歲以後，減少的速度

遽增。在老年人方面，因為大多帶

有多重慢性疾病（co-morbidity condition）或

是身體功能缺損（physical impairment）等因

素，所以身體動作的次數及幅度都會大幅減

少（disuse），如此一來更加速肌肉量的減少

及萎縮。患有肌少症的病人，具有肢體動作

施展不便、容易跌倒等問題，導致行為功能

下降、生活品質變差，除此之外，經常伴隨

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等相關疾病發生，

病人的預後多半不佳，增加照護的負擔，甚

至提高死亡的威脅。因此針對骨骼肌肉修

補、再生及功能恢復與增進的相關研究刻不

容緩。

圖1：MRI顯示年輕及老年者大腿肌肉質量。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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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少症之診斷及治療

臨床上診斷肌少症，主要依據下列三

項因素：肌肉量減少、肌力減弱及肌耐力減

低。這三部分可藉由醫學影像分析、手部握

力與走路速度的測定來進行評估。目前對於

肌少症並無特定有效的療法，多採取飲食與

運動雙向合併的治療方式，配合適當與規律

的運動及蛋白質、白胺酸（leucine）與維他

命D的補充，可以延緩肌肉量的減少及維持

肌肉質量與肌力。在藥物治療上，並無特定

藥物可用於治療，先前研究顯示類生長激素

（ghrelin）及睪固酮（testosterone）分別可以

增加肌肉量，但對於肌肉力量及功能並無顯

著提升，除此之外，生長激素治療會導致關

節炎、水腫及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生率等明顯

的副作用，故兩者在治療肌少症部份，目前

仍有爭議；所以積極的研發肌少症的相關藥

物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課題。目前還有其他藥

物正在進行研究及測試，如selective and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ARM)、myostatin、

activin inhibitor、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 等。

中草藥對於肌少症之效用

根據骨骼肌肌量減少、肌力或肌肉功能

減退等特徵及肌少症可能誘發形成之成因，

研究學者提出抗發炎（anti-inflammation）、

預防肌肉損傷（muscle damage prevention）、

抑制肌肉萎縮（muscle atrophy prevention）和

促進肌肉再生與分化（muscle regen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的物質皆具有治療肌少症的潛

力。

近年來研究顯示中草藥劑具有延緩肌

少症潛力，如：薑黃、五味子、枇杷葉、當

圖2：簡介肌少症之成因。Age Ageing. 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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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肉蓯蓉、黃耆、厚朴、人參等；目前，

本實驗室發現補骨脂（Psoralea corylifolia 

Linn）具有促進肌管（myotube）生成及分化

（圖3），進而增加肌肉細胞生成，根據初步

結果，我們將更進一步分析補骨脂的作用機

制，並利用動物模型來進一步驗證補骨脂對

於肌少症相關疾病的應用。

圖3： 補骨脂（Psoralea corylifolia Linn）促進肌管（myotube）
生成及分化。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2009年畢業，現任母校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助理教

授）

108年7~9月徵信錄

一 般 捐 款

日 期 姓  名 台 幣

108/7/31 黃靖雅
（黃丙丁校友女兒）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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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臺大癌醫中心醫院成為
癌症及安寧緩和醫療的典範

醫
學的目的是預防疾病、治好疾病及解除

痛苦，恢復健康。醫生的天職當然是把

病人救活，把疾病消滅，將痛苦解除，促進

人類的健康。但是「生、老、病、死」是生

命的必經過程，當生命已走到盡頭，死亡已

是不可避免時，醫療從業人員，包括醫師、

護理人員及所有的醫事人員，是否更應該以

最大的愛心及人性的關懷，來提供給每一個

病人沒有痛苦，能夠安詳有尊嚴往生的機

會？醫生要『救生』，也要『顧死』，醫師

照顧病人，應該是「從子宮到墳墓」“From 

womb to tomb＂！，從出生到死亡，而最後階

段的臨終關懷，更應發揮「拔苦予樂」的宗

教情操與人文精神。善生與善終是基本的人

權，治癒疾病及解除痛苦是醫者的天職，當

疾病已非人力可以挽回時，協助病人有尊嚴

沒有痛苦的為生命畫下完美句點。

1 9 6 7年西西里‧桑德斯醫師（D a m e 

C i c e l y  S a u n d e r s）在英國倫敦創辦 S t . 

Christopher’s Hospice，作為提供癌症末期病人

臨終安詳之照顧設施。這種代表人性化醫療

的制度，已在歐美多國，逐漸普及，於1973

年傳入日本。我國於1990年由馬偕醫院引

進，命名為「安寧病房」，1995年臺大醫院

開辦「緩和醫療病房」。

本人有幸於1994年10月應基督教馬偕醫

院創辦的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謝英皆董

事長之邀請，隨團到日本參訪大阪與東京等

地的安寧緩和醫療設施，並將參訪所得作為

台灣發展臨終關懷安寧照顧工作的借鏡。此

趟行程總共參觀四間安寧照顧病房的設施，

其中柏木哲夫教授主持的大阪淀川基督教醫

院安寧病房的軟體運作，與千葉縣柏市的國

立癌症中心東病院（National Cancer Center 

East）的硬體構造與環繞緩和醫療病房週遭的

庭園環境，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此425床

的國立癌症中心東病院，設有36床的緩和醫

療病房，使這家癌症醫療中心，成為國內外

文／陳榮基

日本國立癌中心東病院緩和醫療病房建築及

周圍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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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的典範。次年我在臺大醫院設立緩和醫

療病房，就是根據參訪這家醫院的心得。

感恩鴻海郭台銘董事長的永齡健康基金

會前後捐出200億元給臺灣大學，創建癌症專

科醫院［臺大癌醫中心醫院］，即將於2019

年底正式營運。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的鄭安理院長說，郭

台銘董事長除捐贈鉅額款項外，過去10年郭

台銘董事長也親自帶領團隊到全世界參觀癌

症中心，探訪新的醫療器材，他都有親身參

與也非常感動。鄭安理指出，臺大癌醫中心

醫院將有500床，將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專門

抗癌醫院，預計逐年完成500床的全數開放，

也計畫在2021年開始提供光子治療服務、

2022年開始提供質子治療服務。

期待這間5 0 0床的癌症醫院，可以成

為台灣的國立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並能效法日本國立癌症中心創設美

侖美奐的緩和醫療病房（http://profrcchenmd.

b l o g s p o t . c o m / 2 0 1 5 / 0 2 / b l o g - p o s t _ 1 2 .

html#links），打造為世界頂尖的癌症研究與

治療的典範醫院。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4年畢業，臺大醫學院

神經科教授退休，現任佛教蓮花基金會榮譽

董事長）

公告─徵求主任啟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徵求主任候選人　啟事

1. 候選人資格：從事醫學相關之教育及研究，並具有醫學教育理念之國內
外醫學院（系）教授。

2. 檢具資料：（1）個人履歷、著作目錄。（2）推薦信三封（由推薦人逕
寄本委員會，名單由候選人提供）。（3）對醫學系教學、研究及發展之
構想書。（4）被推薦人同意書。

 （註：本委員會未提供各項資料之格式。）

3. 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108年12月5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請將候選
人書面資料送達臺大醫學院醫學系辦公室（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轉

本委員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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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洪祖培教授：追思與告白

文／賴其萬

洪
祖培教授生於1926年9月29日，1950畢

業於臺大醫學院醫科（第四屆），卒於

2019年8月21日。他一生貢獻於臺大醫學院與

醫院，是台灣神經學的領頭羊，作育英才無

數。本人在醫學生與住院醫師時代接受洪教

授的教誨，希望能在這校友的共同園地「景

福醫訊」分享自己的追思與告白。

臨床教學的啟發

洪教授的床邊教學在臺大醫院可說是

獨樹一幟，每星期一次的病房迴診（記得當

時是每星期四下午），是住院醫師們最緊張

但也學習最多的時段。我們都先在病房會議

室，由住院醫師向洪教授報告這一星期的新

住院病人，以及討論舊病人的新進展，而後

再一起到病房看病人。報告病人的病史時，

洪教授常追問一些令人難以招架的細節，有

些到後來在病房看病人時，才發現為什麼洪

教授特別追問這方面的病史。一般而言，洪

教授雖然對住院醫師、學生，甚至主治醫師

十分嚴厲，有時甚至不客氣，但他對病人倒

是蠻和藹的，只是偶爾碰到有些不太合理的

家屬，他才會發脾氣。坦白說，當時是還沒

有電腦斷層、磁振造影的時代，許多臨床診

斷是完全靠病史的整理、神經學的診察技術

以及邏輯的推論，而他的床邊教學，包括他

神經學槌子揮棒的技巧、一些獨特的檢查方

法、精彩的臨床推理一直是我們最喜歡的學

習經驗。

我還記得一次不太愉快，但卻留下深刻

印象的病房迴診。那是一位右側中腦動脈栓

塞的病人，因為中風的部位是右側大腦頂葉

（parietal lobe）使得病人不只對其左邊的外來

刺激感覺異常以外，他對自己身體的左側完

全忽略，這是不多見的「半側忽略症候群」

（neglect syndrome）。但這位病人的床位卻

是安排在八個病床並列的大病房裡離門最遠

洪祖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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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角，他唯一可以感受外界刺激的右側卻

緊貼著一面牆。洪教授當場對病房護理長大

聲怒吼，認為這種病人被安排到這種床位是

不人道的，是無法被接受的。他聲色俱厲地

責罵護理長，引起惱羞成怒的回應，更使他

怒不可遏，這場面給我留下永恆的記憶。也

許他苛責護理長的態度確實有待斟酌，但毫

無疑問地，他讓我們年輕學子學到了由病人

的角度去了解多少醫護人員不以為意的「稀

鬆平常」的小事，卻可以造成病人多大的不

便或傷害。我過去幾十年在國內、外帶著住

院醫師、醫學生看到了這類病人時，都忍不

住會利用這故事，喚醒年輕醫師照顧病人不

可或缺的「同理心」（empathy）。不過也

許因為親身體驗過「洪氏教學」的高壓之苦

而矯枉過正，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信「臨床

教學可以循循善誘，而不一定需要利用緊張

壓力，才可以教。」但是我也一直沒有機會

（或不敢）與他老人家討論我的看法。

洪教授的嚴謹性格也反映在我們與他一

起寫論文時所遭受到的挫折感。他有時會一

改再改，直到我們已經決定放棄時，他才勉

強首肯。不過以他的年紀，說真的在臺大醫

學院那年代的老師，大概很少有像他一樣對

英文的發音、會話、閱讀、書寫有那麼高的

造詣。

神經 vs. 精神 

我是成長於神經科與精神科還共存於

「神經精神科」的年代。我與林信男醫師是

1969年畢業的同班同學，我倆都因為想做精

神科醫師，而「不得不兼學神經科」地進入

洪祖培教授的麾下。但我卻在各種因緣際會

之下，因為照顧過一位以為是精神科疾病，

進行心理治療快一年才發現是腦瘤而無法原

諒自己的慘痛經驗，以及一位在急診處以為

是精神病的照會，卻被我診斷出「急性間歇

性紫質症」（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的興奮得意，在這種「push and pull」的機

緣下，我改變初衷決定走向神經科。在住院

醫師訓練期間，我與同科的學妹張燕惠醫師

（1971年畢業）結婚，而我們非常榮幸能有

洪教授當我們的證婚人。

1974年當我與林信男醫師完成住院醫師

訓練以後，當時正在醞釀分裂為「精神科」

與「神經科」的神經精神科破例地把我們兩

位都留下來當主治醫師，而隔年我在洪祖培

教授的安排下，得以「留職停薪兩年」的方

式於1975年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神經科

深造，而張燕惠醫師也申請到同一個大學醫

院接受兒童精神科訓練。想不到因為個人種

種原因，我們竟然沒有在1977年準時歸國。

隔年臺大醫院也正式成立兩個獨立的「神經

科」與「精神科」。

我在美國二十三年後，於1998年回國。

在第一年回國參加神經科年會以及精神科年

會時，我都受邀演講，而我選擇用同一個

題目「神經科與精神科：過去、現在與將

來」，呼籲國內當時已經分開多年的神經科

與精神科可以考慮在住院醫師訓練期間至少

能夠有三個月的交換訓練，因為這兩個科對

疾病的approach非常不一樣，但所研究的器

官相近，並且有些疾病因為這幾十年來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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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步，已經不再能涇渭分明地劃分界線。

我認為如果住院醫師訓練時，能夠有幾個月

的交換訓練計畫，相信這種「互補的」經驗

可以使學員的臨床或研究能力更趨完美。記

得當時精神科同仁對我的意見予以肯定，只

是因為人力的調配困難而沒有進一步考慮，

但同樣的呼籲在神經科我卻慘遭洪教授的當

眾羞辱。我一講完，他就上台說：「神經科

與精神科是不可能再合作了，好容易才離了

婚，不會想要再結婚的。」而且還加了一句

重話：「神經科與精神科還結婚的只有你與

張燕惠。」還記得當時的主持人朱迺欣教授

事後對我說：「很抱歉當時我實在無法化解

那尷尬的局面，害你在台上受窘。」但我也

很清楚地看得出，當時他老人家針對我未能

履行「留職停薪兩年之後回國」的諾言，表

達出毫不妥協的憤怒，而那經驗也使我遲遲

未能再進一步努力挽回師生之情。

後來在密西根韋恩大學醫學院教

學的1966年畢業的學長洪正幸教授回

國訪問時，在偶然的機緣下談及他最

景仰的醫學院老師就是洪祖培教授。

他認為洪教授的思考邏輯縝密，而他

每次回國一定找洪教授聊天，每次都

受益匪淺。我也告訴他，我過去在神

經精神科做了四年住院醫師以及一年

主治醫師，由洪教授的指導獲益良

多，但也坦言自己未能履行出國兩年

後回台的承諾所造成的心結。後來在

洪正幸教授的安排下，我第一次有機

會與洪祖培教授聚餐深談，而後才開

始慢慢恢復師生的往來。

2016年我邀請學長陳榮基教授為我的

書「杏林筆記2」寫序，想不到他的第一段

就提到我出國後未能即時回國貢獻所學的往

事，更提醒了我應該找個適當的公開場合對

自己未能實踐諾言表達歉意，同時也才能打

開這長年鬱積的羞愧陰霾。同年八月臺大醫

院舉辦臺大神經精神科主任林憲教授追思

會，林憲教授早洪祖培教授一屆，過去因為

長期「神經 vs. 精神」的心結，很少看到他們

彼此和顏悅色地對談。想不到在這追念儀式

中，我聽到洪教授帶著感性的稱呼林憲教授

「Ken-Chiang」，道出他對這位學長的仰慕與

友情。那種「一笑泯恩仇」的風度使我在輪

到上台追思時，面對這難得重聚一堂的師長

同事們，為自己遲了二十幾年才回國歸隊，

表示由衷的歉意，並深深一鞠躬。

而後我開始能較坦蕩地與洪教授有更好

的互動，同時也有機會謝謝他在林憲主任追

前排：洪祖培教授（中）、陳榮基夫婦

後排左起：胡海國夫婦、張燕惠、賴其萬、

　　　　　林信男夫婦、宋維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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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會裡的話使我打開心扉，說出我多年說不

出口的話。之後我有幾次到醫院拜訪他，或

一起在他家對面的「沾美藝術庭苑」餐敘，

相談甚歡。記得最後一次與洪教授的會面是

在他過世的前兩天，我在臺大醫學院開會後

去病房看他，他剛從加護病房轉出幾小時，

看得出很累的樣子，但他神智十分清楚。他

興奮地告訴我，他的新版病歷寫作已經出

版。我也告訴他，我認識的一位較年輕的醫

師今年在某醫學院負責「醫用英文」的課，

已經買到他的新版書，他非常高興。他那幾

天心跳都很快，持續在130左右，我與他約好

過幾天再來看他。想不到兩天後，洪教授的

大兒子洪啟文先生通知我洪教授已平靜地離

開人間。我當下LINE給我們一群仍然定期聚

會的當年在神經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

老夥伴們：「我們神經精神科九十出頭的老

師裡，洪P是最後走的。他晚年的quality of life

也是最好的，在過世半年內還出書，真令人

敬佩。」

洪教授，雖然我曾經有一段長時間讓

您非常失望，但我很慶幸，能在您人生的最

後幾年得到您的諒解。今年是我畢業五十週

年，在同學的聚會中我了解，遲早我們都將

面臨體力、心力無法繼續勝任我們對病人或

學生的照顧。我由衷地希望那時我可以告訴

自己，雖然我較原先的承諾慢了二十幾年才

回到台灣，但1998年回國以來的努力，我已

盡力彌補了自己四十年前「背信」所造成的

遺憾……。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9年畢業，目前為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現況（告別式

日期或親友告

知日期）

備註

10807 洪朝明 060MA028 醫科第24屆 108/7/7去世 康明哲醫師通知

10807 曾瑞鵠 037MA039 醫科第2屆 108/7/21去世
108/8/19家人告
知108/7/21過世
（9/22告別式）

108年7~9月份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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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a-洺
（某個八十五歲老伙仔的心聲）

“拙
文＂預備於畢業六十週年，也就

是2020刊出的，………詩人『阮

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勇壯＂通到八

十歲，總是其中所“誇口＂的，不過是“勞

苦、憂愁＂。………求祢教示阮怎樣“算：

家己的日子＂，互阮得着“智慧＂的心』

（詩篇90：10）

早已85歲的a-洺，身體“膦膦 lam-lam＂，

該真感謝上帝的恩惠！

咱台灣諺語『好額無三代～好額無過

三代』顯示：咱先祖的“智慧＂，也啟示：

“第三代＂最容易“變質＂的警語→？令

我“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基督徒

無三代～基督徒無過三代‧所謂最容易“變

質＂的關鍵：第三代』。因為我是基督信徒

第三代（從父系：莊石斌醫師，我是第三代

信徒；從母系：陳淑女醫師，我也是第三代

信徒，所以我非常非常“在意～儆醒＂→？

台灣諺語『會生得“子身＂，勿會生得“子

心＂』警語→？做為“父母＂該“認真～嚴

肅＂地思考！英國諺語『鐵鍊的“強度＂在

於“最弱＂的一環‧The strength of chain in 

the“weakest ring＂』→？咱信徒生活，最弱

的一環在於“信仰生活＂！→？該養成“信

仰生活＂的習性！………我總認為：『飯前

的感謝及禮拜日做禮拜的習慣』有助於培植

“感恩＂的習性！

十幾年前，女兒（媳婦）說『幼兒的

“信仰教育＂遠比“知識教育＂更為要緊～

更為重要！』智慧語，也憶起：紐約警察總

長『3000名少年犯中，上過“主日學＂的，

僅是“個位數（我已忘了確實數目）＂，所

以認為：“主日學＂是預防“少年犯＂的唯

一方法～良藥』→？不知咱台灣警政～教育

界各位女士先生們………

1955大學二年級『醫學心理學課程』，

陳雪平教授（當時任圖書館長）曾經提到

“獨子Only son＂在心理學上，『易於“受

寵‧孤癖＂傾向』。“Only son獨子＂這詞

刺到我的“痛點 Achilles tendon＂，因為我是

“獨子‧only son＂兩位姊姊兩位妹妹………

記得：我在Intern或病理學研究生時，報刊：

老師陳雪平教授被聘當任“教育部長＂，之

後就再也沒有“醫學心理學課程＂了，真是

非常可惜！

因為我“相狗＂，老母叫我：a-洺～a-

狗洺～a-狗～金狗～壽洺之序，所以我真喜

歡狗，臥室裏就有9隻狗，“相狗＂的a-洺

文／莊壽洺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2

也算的話，有十隻狗呢！………何況台灣諺

語『狗來，富；貓來，起大厝』………法國

名作家Stael夫人『我閱讀“人＂越多，就是

越喜歡“狗兒作伴＂The more I see of men, 

the more I like dogs』～比林斯Billings甚至說

『狗，是在這地球上，比愛自己“更愛人＂

的唯一東西‧A dog is the only thing on the earth 

that like you more than he loves himself』。美

國幽默智者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有一句“金

句＂『如果你拾起瀕於“餓死＂的狗，並使

之“生氣勃勃＂的話，牠準不會“咬你＂，

這就是“狗與人＂之間的主要區別‧If you 

pick up a starving dog and make him prosperous, 

he will not “bite you”; that is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 between “a dog and a man”』………

“狗＂沒有“歹狗＂，唯一例外是“走

狗＂；不過“走狗＂不是真實的“狗＂，而

是“人＂呢！如留學美國時期，所謂打“小

報告＂的馬先生與陳先生→？『你真卑鄙，

居然“恩將仇報＂‧It is mean of you to bite 

the hand that feed you』………令我憶起：

KMT被KCT趕出中國，“走頭無路，欲退無

步＂，逃命來到台灣，受到“善良古意＂的

台灣人“善待～養育＂，卻萬萬“沒想到～

更不會料到＂：“恐怖～狠毒～邪惡的KMT

集團，口說“同胞～同胞＂卻借着『二二八

事件（起因：殘狠的警察“刣死〈槍殺〉＂

賣烟的台灣婦人』，卻蓄意“屠殺全台灣

的菁英＂及之後“白色恐怖＂近五十年之

久………真是非常非常“殘狠～恐怖＂可謂

空前絕後！→？自卑情結 inferiority complex：

極少數“文化族群 Chinese＂統治～欺壓絕

多數“文明族群  Formosan＂之非常過度‧

病態的反射‧反應！→？請問您“還敢＂相

信“忘恩負義‧毫無人性＂的Chinese KMT

嗎？………一次還不夠嗎？→？台灣話“包

死無救＂！………詩人也是哲人G Santayana

『不能牢記“往事＂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的！』。

英國諺語『貓有九條命（貓耐命），同

屬“哺乳類＂的“犬科‧狗科＂――a-狗洺，

不是貓科，只有一條命，“吃老＂剩無半條

的半條呢！………

台灣人，咱台灣人，“視錢如命＂的台

灣同胞啊，嘛卡“差不多＂咧！………美國

智者詹姆斯『“大學教育＂的目的是教導人

“辨認＂：甚麼樣的人是“好人＂！』→？

咱台灣“幾萬～幾拾萬～百萬＂讀過“大

專＂的兄弟姊姐們也該“醒醒＂吧！

或許有人：『a-洺～a-洺，你讀過册～讀

過大學～研究所，閣做過：老師～教授～主

任………你怎麼說？！』………

a-洺～a-狗洺的我，只好：『我是a-狗

洺～是“狗洺＂………汪！～汪！～汪！』

以此做為本文“結語＂

※“拙文＂經過十幾次修改，顯示a-狗洺的

IQ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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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內響起：

母親是山～母親是海～母親是河～母親的名叫台灣

母親是良知～母親是正義～母親是你咱的春天。

二千萬粒的蕃薯仔子～勿會當叫出母親的名，

台灣豈彼hiu呢歹聽～互咱心寒起“畏寒kua＂

母親是山～母親是海～母親是河～母親的名叫台灣

母親是良知～母親是正義～母親是你咱的春天

二千萬粒的蕃薯仔子～呣通靜靜呣出聲，

勇敢叫出母親的名～台灣啊～台灣啊

你是母親的名！

咱台灣“欠缺＂的是“疼心＂！？‧呣是“IQ智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曾任母校病理學科教授，現已退休）

臺大醫院吉祥物徵選活動開始囉！

第一名獎金20萬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為展現臺大醫院願景使命與核心價值，以更活潑及貼進民眾的表現方式讓民眾

更了解臺大醫院，特舉辦「臺大醫院吉祥物徵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https://www.ntuh.gov.tw/activity/mascot.aspx

◎投標（投稿）期間：自即日起至108年11月22日17時00分止。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4

楔子（白袍典禮前，主持人謝式洲教授致詞內容）

白袍，很輕、也很重。

白袍是專業素養、責任與信任的象徵，醫學系的同學在一至四年級完成許多通識、人文、

與基礎醫學的課程後，正式進入各臨床學科見實習前，老師們為同學穿上白袍，代表另一個的

學習階段的開始，也表示同學需負更多的專業責任，在習醫的漫長過程中，這是一個提醒同學

莫忘習醫初衷的重要里程碑。

恭喜各位同學即將披上白袍進入臨床各科見實習，接受另一個階段的挑戰。在進入臨床實

習前，以四個T來勉勵叮嚀同學：

一、Thanks：感恩。要時時懷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親的栽培至今，感謝基礎老師的指導紮

根，感謝臨床老師的引導，感恩無語良師的指導等等…。

二、Teacher：要有“The patient is the teacher＂（病患是老師）的概念。現階段你們的專業能力

與素養，當然與病患因你穿上白袍後所賦與你強烈的信任感，是不成比例的，所以要好好

的prepare自己，珍惜每一位病患給予我們學習的機會。

三、Team：要有“Team work＂（團隊合作）的精神。在執行醫療行為的每一環節都是很重要

的，缺一不可，因此要尊重每個 team member的專業，互相合作、勉勵。

四、Temperature：溫度。人和人之間的溫度是任何高科技所無法取代的，即使是手術刀也可以

是有溫度的。

披上白袍是謙卑的開始，希望同學能以謙虛的態度，傾聽病患的聲音，時時鞭策自己所學

之不足，恭喜你們也期待你們，加油，110的同學！

成大醫學系的第一次白袍典禮是在2002年當年擔任教學副院長的林其和教授建議舉辦，第

一次的白袍典禮的特別演講嘉賓就是韓良誠院長，事隔十年後，在2011年，韓良誠院長又再次

受邀在第十次白袍典禮擔任特別演講嘉賓，殷殷勉勵學子。

我是民國七十七年成大醫院開院時來當第一年的外科住院醫師，記得當年rotate到急診室

時，即常常看到韓院長參加急診的晨會及迴診，指導年輕的各級醫師，尤其注重「臨床問診」

及「身體診察」，到現在三十幾年如一日，令人敬佩！在這三十幾年，也因韓院長曾多次轉介

新白袍人　AI 之外？（上）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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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給我及因負責多年醫學系學生事務，而與韓院長有許多密切的互動與交流，對於韓院長對

病患的細心檢診，對指導各級醫師的醫學教育的堅持與投入，堪為後輩醫師之典範！

因此，在去年本人接任醫學系系主任後，深覺應該再請韓院長給同學勉勵提醒習醫之道，

所以於今年2019邀請韓院長在成大醫學系M110級，第十八次的白袍典禮，第三次擔任特別演

講嘉賓！

韓良誠醫師簡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主任謝式洲）

韓良誠醫師，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日本國立千葉大學醫學博士，夏威夷大學老年醫

學部門及哈佛大學老年醫學教師受訓結業。曾於1973年設立台南地區第一所加護病房。

現任韓內科小兒科診所院長，臺大醫院內科部及成大醫院急診部兼任主治醫師暨臨床教

授，國立成功大學諮議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傑出校友，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董事

（1997-2002年）。

韓院長長期投入醫學教育，與成大醫學院之創立發展，淵源深厚。1991年捐助成大醫學院

石泉廣場之陶壁醫師誓詞，為每年成大醫學生進入臨床實習前的宣誓地點。2007年與成功大學

合作，促成「老年學研究所」的成立。2016年更提議並催生在成大建立國家級的老人醫院，為

台灣老年醫療的重要推手。

韓良誠院長並以「奉獻全人教育」的精神致力中學教育，長期擔任台南市私立光華女子高

級中學董事長，因此獲頒教育部之「弘道獎」。多年以來，更投入奉獻台灣醫學教育，特別強

調「醫師本能」之發揮及「身體診察」之重要性。視病如親，潛心投入醫療服務，也長期投入

老人服務與婦幼福利工作，韓院長實為全方位的「醫界典範」！

今
天的主持人謝式洲教授，成功大學蘇校

長，以及從第一排到最後一排，主辦單

位所邀請的每一位來賓，都是我心目中的貴

賓，大家午安。

在今年的一月十一日，謝式洲教授親

自到成大急診部辦公室找我，要我在今年

成大的白袍典禮來跟各位同學講勉勵的話。

當時我真的不敢接受，因為過去我已經在成

大的白袍典禮講過兩次話了，何況我最近真

的很忙，所以我起初婉拒了謝教授的好意。

但是，當我意識到謝式洲教授很誠懇的表

情，我自己回頭思考，瞬間覺得恭敬不如從

命，也就勇敢地答應下來。因為在這麼重要

的慶典講話，對我來說也有一定的壓力。不

過，還好，謝教授做事情就是這樣，他在兩

個月前就有計劃地來邀請我，使我有充分的

時間可以準備。但是就因為有充分的時間準

備，如果講不好的話，壓力也大。我為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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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曾經答應過的事情盡力做好，也花了一

些時間用心地準備過，因此，希望今天藉這

個機會，可以給穿上白袍的每一位同學一些

勉勵。在一個多鐘頭之前，今天我所看的

OPD最後第三位，這位病人的家屬，過去曾

經在成大接受過謝教授開刀，他知道我今天

是應謝教授的邀請來做演講，他就對我這樣

談起：「過去在成大，我真的很少有機會碰

到過像謝教授這樣的好醫生。」他還再進一

步說：「我女兒過去接受他的開刀，他不僅

在應該探訪病人的時間會來巡視，另外，幾

乎每天只要他做完工作，甚至他開刀開到晚

上九點、十點，回家以前還會去病房探望。

並且，不只是去打個招呼就走，他還是會關

心病人的傷口、疼痛的地方有無紅腫或熱

痛、還會伸手去觸摸，讓我們家屬非常的感

動。」。另外，也有病人告訴過我說：「待

在病房覺得很孤單無助，並且有恐懼感的時

候，就常常會意外地碰到謝教授出現，這對

我們家屬以及病人來說，確實是一種非常好

的強心劑…。」。這一類的話，我自己從很

早的時候就常常聽到病人對我談起。並且謝

教授從住院醫師時代升到教授，他的態度仍

然一直都沒有改變，對病人的態度始終如

一，所以我自己也一向把他當作我的典範在

學習。像謝教授這類的老師，其實在成大還

有不少位，今天我不便一位一位提起，但是

至少成大的醫學教育風氣是非常好的，特別

是黃崑巖教授過去所建立的人文氣息，恐怕

在其他的醫院是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我

覺得各位能夠在這裡接受醫學教育，是一種

福氣。

我剛才講過，謝教授他在一月十一日就

來邀請我。記得我以前曾經碰到過，一直到

演講的前一天才告訴我，要我在隔天做很重

要的演講。所以這一次謝教授給我兩個月的

時間，雖然還是有壓力，但是對我來說，確

實是有時間可以好好地做準備。

各位曉得2012年，國際顯微重建移植學

界的大事是，成大的謝式洲教授以「暫時性

異位移植搶救瀕臨無法再接植之斷臂」，這

不但是顯微重建移植醫學界的一項突破，並

且也提高我們成功大學醫學院在國際上，甚

至是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這些都是謝教

授，他認真工作，做好醫生本分得來的。正

如他所講的：「肢體截斷再接手術本身即是

有一定挑戰性難度的顯微手術，但常常更困

難的卻是要做出暫時性異位移植的決定」，

並且他過去一向的行醫態度是：「只要有一

線希望，永不放棄」。

過去天下雜誌也出版過一本書，是謝

淑惠老師寫的〈永不放棄〉，各位有興趣

的話可以去看一看。謝式洲教授曾經在他的

文章寫到：「…要培養專業技能以外的人

文素養，因為那也是大學專業訓練的一部

分。」，其實從第一任創院的黃院長，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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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強調人文素養對於醫學系學生以及醫生

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講的，謝教授以「暫時性異位移植

搶救瀕臨無法再接植之斷臂」的報告文章的

標題。謝式洲教授在病患情況非常危急時，

為搶救完全截斷撕脫的整隻上臂，將斷臂顯

微移植暫時接合在鼠蹊部上，利用血流保存

這個斷肢，然後待病患生命現象穩定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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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斷臂從大腿移回上臂再接植。結果功能還

能恢復到這個程度，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當

時國內以及國際媒體廣為報導，為我們成功

大學醫學院在國際上，甚至台灣在國際上提

高了很多的能見度。這些榮譽都是謝教授他

認真工作，做好醫生本分得來的，是非常難

得的成果。

林其和教授他人很客氣，現在他坐在

第三排的最左邊。其實2002年那時他是醫

學院副院長，在他首創的成大白袍典禮，曾

邀請我來這裡演講，當年他給我的題目是

〈臨床診斷的藝術〉。在舉行白袍典禮前，

只要碰到我，他就說：「韓醫師，你在演

講中的每一句話都將會影響這些學生一輩

子。」，演講當天，他還跟我一再地這樣提

起，讓我覺得戰戰兢兢的。在我認識他之

後，特別是在他當院長期間，我只要碰到一

些有關醫學教育的問題時，就會去請教他，

請他給我一些建議。有一次他送給我這一本

Educating Physicians。這本書的內容中，對

我印象比較深的一段話，請讓我在這邊跟各

位分享-“Today's Practice, Yesterday's Legacy, 

Tomorrow's Challenges.＂-。今天在座的，有

很多穿白袍的老師，特別是臨床醫師，他們

今天之所以能夠給病人看病，不是他們有什

麼先天的能耐，而是他們從過去很多的基礎

研究者、基層前輩醫師、臨床教授、老師、

其他的同業…，從他們那裏學來的。請各位

一輩子不要忘記這些前輩們，他們留給我們

的遺產。另外也要用這些經驗和遺產，來承

擔明天我們要面對的挑戰。今天我們有機會

給病人開刀、治療、開處方…，這些都是許

許多多同業前輩們留下來給我們的，很珍貴

的遺產使然的。

2002年我做第一次白袍典禮演講的時

候，引用了諾貝爾獎得主 Professor Bernard 

Lown在1996年出版的這一本The Lost Art of 

Healing書中的這一段話。同學們開始學看

病人時，一定要重視history taking和physical 

examination的重要性。“A Brit ish study 

showed that, 75% of the information leading to a 

correct diagnosis comes from a detailed history 

taking, 10% from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5% 

from routine tests, 5% from all the costly invasive 

tests, and, in 5% no answer is forthcoming.＂，

從以上這一段話，各位應該也要進一步了

解，並且努力學會怎麼樣好好接觸病人、好

好了解病人，這時history taking就有很高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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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以及學問在裡面。各位從今天開始，要

透過病房實習、看書、討教…，慢慢一點一

滴地來學習並累積多一些經驗。比如說，如

果在面對各種接受不同教育層次的人時，你

應該怎麼樣開口做 history taking、怎麼樣進

一步給病人解釋該病人所患的疾病的patho-

physiology，或者和很多不同職業與不一樣的

宗教信仰的人時，怎樣取得他們的合作與信

任…等等。這些零零總總，有時不是書上就

可以學到的東西，都需要靠各位自己慢慢用

心去學習、體會。

第一次白袍典禮演講過後，林啟禎教

授在中華日報他的專欄寫了這一段話：「價

值觀在錯誤引導下，傳統的技術當然要失

傳了，臨床診斷藝術不再受重視，恐將瀕臨

絕跡」。他希望醫界要省思的是，「病史

探詢 history taking」、「身體診察 physical 

examination」是過去最有用的傳統的，診斷疾

病的方法。

在2012年我曾經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

衛生署邱文達署長，內容中主要是提到，

醫界把「身體」翻譯成「理學診察」是不對

的，應該是翻譯成「身體診察」。我相信過

去一定也有不少人持有相同的想法，並且也

曾經建議過有關單位，因此才促使當年的衛

生署，從2012年起，把所有的公文都改寫成

「身體診察」，不再寫「理學診察」了。醫

師一定要養成的看病習慣是：經過「病史探

詢」加上「身體診察」又再進一步做「邏輯

推理」，最後才下「診斷」。但是最近醫界

漸漸不再重視這些最有用的診病步驟，反而

偏向過度依賴高科技影像檢查以及AI，其

實前者才是最好，並且也可以藉以拉近醫病

關係的「遺產」，後者是無法拉近醫病關係

的。可惜的是，前者最近正慢慢地在消失跟

弱化，這也是林啟禎教授所擔憂，而在中華

日報上投稿的目的。林啟禎教授以及在座林

其和教授，他們都是我們成大很好的老師，

可以給同學們當「醫者典範」。典範不一定

要在外國找，其實在國內，在我們成大，現

在在座的，就有很多位。

※成大醫學院白袍典禮特別演講（2019.3.9.）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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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夜書懷」：記紐約與費城之行

這
真是無法想像的悶熱！今年七月，根據

國家氣象局的報告，全美各地共有四

十幾州氣溫高升，並且打破1880年以來的最

高記錄。聽說那年的美國總統叫做 Rutherford 

Hayes，但是現在有誰會去留意那位已經死寂

的古代總統？我只知道最近幾年，自從川普

當政以來，天氣越來越熱。這位頭額上方頂

著「一片如雲」永遠染金的招牌髮型、喜歡

裝勁而有霸氣、在半夜凌晨搞「推特」的總

統，過去是一個擁有鉅富的地產大亨。他老

愛討價還價，任性善變而詭異的作風，搞亂

「前朝」既定的秩序。打擊非我族類，高呼

「美國優先」口號。他不惜退出一些像「巴

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ccord）的國際

公約，他否認「地球暖化」的事實。我們對

他沒轍，只好也跟著他捲入世俗的紛擾，真

是何苦來哉！

極端氣候，出門難受

正在這個炎熱的夏天，靄齡和我去了

一趟紐約。這是三個多月前就安排過的計

劃。當時我們倆答應了女兒 Sarah，要配合

她在七月18號在費城的學術演講。過去七年

來，她一直都在紐約紀念醫院史隆凱特琳癌

症中心（MSKCC）工作，去年臘月中旬，

我們的小外孫女 Calla Snuderl（名叫「史佳

蘭」，別號「葛安」），提早出生於  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小Calla住在NICU

的期間，我們雖然在場，卻無能為力，幫不

上忙。那時Sarah照常上班，一方面也給嬰

兒哺乳（其實是：先泵母乳，然後再裝瓶餵

奶），等嬰兒出院回家，她才正式請了產

假。

這次我們住紐約的期間，Calla 已有六

個月大，長得健康，白皙可愛。7月17日上

午，我們要前往費城。因為這是帶她出遊

的首次，我們擔心極端氣候會影響到她。再

加上出城的前晚，紐約市突然莫名其妙地斷

電。聽說曼哈頓中城地鐵停駛，使我們緊張

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從女兒住居的羅斯福

島（Roosevelt Island）到曼哈頓中城的 Penn 

Station，原可坐F線地鐵，不必換車。竟然因

為部分的地鐵車站電梯失靈，害我們在炎陽

下多走了許多冤枉路。幸好我們早有心理準

備，也虧得Sarah很有信心和能耐，祖孫一行

四人，終於克服了一些前所未料的困難，趕

上了數月前早就定好的「美鐵」（Amtrak）

快速火車。

學術演講，一帆風順

快車裡有空調設備和寬敞舒適的座位，

我們入座，頓時解除了心身所負的重擔。一

個多鐘頭後，快車就進入費城。我們準備

在此地四天，翌日（7月18日），downtown 

文／江顯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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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ott Hotel Conventional Center 有一個

全國性會議。這是由婦科的腫瘤醫師們

（gynecologic oncologists）主辦，Sarah 要以

病理專家作專題演講。會後還有一些社交聚

會（Q & A），所以我們倆老整天就在旅館

的房間裡，幫忙看顧 Calla。看來 Sarah 的演

講獲得不少好評，下面這張照片（圖1）是

她 UA 醫學院老師 text 給她的。他們不期而

遇，他是台下聽眾之一，發現他過去的學生

在台上 panelists 中間。會場手冊指出所有教授

當中，她是最年輕的演講者。

當天他們討論的是女性生殖系統的腫瘤，

有各式各樣比較少見的肉瘤（sarcoma），這

是她近年來研究的專題。會上她有一些新出

爐的報告，婦科腫瘤醫師們對此興趣盎然。

Sarah 最近接受聯合國世衛組織（WHO）的

邀請，被選為女性生殖系統腫瘤的病理專

家，作為 Author/Editor，明年她將替 WHO

作新版的婦癌分類。現在女性肉瘤的問題

特別受到國內和國際的關注，因此她常受邀

發表演說。下次的全國性會議將於今年9月

10日至14日在鳳凰城舉行。Sarah 和她的導

師 Dr. Esther Oliva 都是被邀約的嘉賓。來自

MGH 的 Esther 是哈佛醫學院的病理教授，她

也是我們長孫 Luke 的 godmother（七年前Luke

出生於MGH）。當然，靄齡和我一定會親切

款待 Esther，視她猶如自己家人。Welcome to 

Phoenix!

睽違已久，老友來訪

正好我的臺大醫學院老同學李彥輝博士

就住在費城巿郊，第三天清早，他夫婦倆特

地來Marriott看我們（圖2，圖3），並計劃下

午要在中國城的餐廳款待我們（圖4）。睽違

將近廿年，我們相聚甚歡，連小 Calla 也感受

到祖父執輩喜氣洋洋（圖5）。儘管熱浪籠

罩了整個美東一帶，包括費城在內的地區，

我很高興能在彥輝兄的帶領下，進行一次精

彩的城市觀光之旅。Sally（即李彥輝夫人林

少光博士）則笑說，你們這麼興高采烈，好

像這是年輕學生們躍躍欲試的「實地考察」

（field trip）。可不是嗎？這回是我在美國

生活50年，第二次來費城。我終於探訪了著

名的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自由鐘

（Liberty Bell）（圖6）、富蘭克林博物館

（Benjamin Franklin Museum）（圖7）和他安

息之所（圖8）。看到歷史古蹟，不虛此行。

但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他們兩位賢伉

儷都很健康和快樂，他們當下的生活是在一

個滿意和知足的階段：他們的孩子們都學有

專長，事業成功；孫子們也都就讀名校，前

途無量，這些都令人羨慕不已。相對來說，

我們目前五個孫兒女，畢竟年紀尚幼，有的

還在襁褓之中，需要呵護和貼身撫養。平常Sarah在台上panelists教授們的中間

1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2

父母上班工作，孩兒們就被送到學校或托兒

所。出現緊急狀態時，我們就去做褓姆。雖

是「備胎」，卻也曾被譏笑成“helicoptor 

grandparents＂。另外，靄齡同時還有一位年

邁多病的母親，除了給她安排最好的「長照

設施」之外，我們何嘗不曾想過（也確實做

過） :多給老人一點精神層面的慰藉。這就

是我以前所說「新老一族」（“The new old 

age＂）的苦衷，遑論其他。

費城之旅，令人難忘

彥輝兄熱情不減，堅持要帶我去看費

城的名勝古跡，我也盛情難卻。但是我們的

城市觀光，流連忘返，靄齡又得回房間去幫

忙照顧小嬰兒，讓 Sally 一人留在 Marriott 的

Lobby 久等，我對她感到抱歉。這次我「實地

考察」，收穫不少。但我必須說，當我們在

尋找老Ben的博物館而迷失方向時，我幾乎要

在炎熱的陽光下虛脫而昏倒。幸好就在彥輝

頻頻問路之際，我看到附近有一家酒店，於

是我要求進入酒吧去買點水，為了解渴，我

連續喝了五杯冰水，彥輝一口不喝，我頻頻

勸他喝，都被拒絕。他甚至和調酒師笑我，

說我「來自鳳凰城，卻不能忍受費城夏季偶

發的熱浪」。我說，「好吧，李彥輝你說對

了，那兒每年有三位數的高溫，還連續長達

百天以上。但是老兄，你可以在熱浪來襲

時，不停行走，沒有水的補充也能支撐。你

就像在沙漠中的一匹駱駝。」（這只是開玩

笑。）

流連忘返，下午四點在中國城餐

廳吃「午餐」。

4

連小Calla也感受到爺姥輩快樂的

心情

5

作者與李彥輝醫師攝於費城

Marriott 旅館大廳

2

林少光、杜靄齡

3



校友小品

2019年10月‧第36卷第10期 23

當我們從費城返回紐約的那天，紐約市

氣溫高達106度。在高濕度的情況下，感覺

就像116度。夜暮低垂之時，氣溫漸趨正常。

幫 Sarah 把小 Calla 安頓下來之後，我們就準

備回曼哈頓的旅館。正在去地鐵站的路上，

天空突然烏雲密佈，瞬間雷電交加，大雨傾

盆而下。我們兩老雙雙被淋得像落湯雞。幸

好今晚F線地鐵運作正常，避開下班時間的

rush hour，車廂內已不擁擠。沒想到當我們

匆匆上車，對面座位有一位衣冠楚楚白人中

年男子，起立讓位給我們。我擁著靄齡並肩

而坐。過了東河海底隧道，一站就到了曼哈

頓的 Lexington Ave/63 街。下車時，那位男士

也下，他突然向我們輕輕地說：“You are the 

most adorable couple!＂這句恭維的話，使我心

怦動了一陣子。臨睡之前，它居然又在我的

耳邊縈繞。

我們累慘了，當晚在旅館房間下榻休

息，昏睡過去。一覺醒來，不知東方之既

白。

後語

三個星期後，回到鳳凰城，它的氣溫

也一點不見得涼爽。但我們早已習慣了它

的乾熱。剛開始我還有點擔心靄齡的身體狀

況，雖然她沒有什麼嚴重的抱怨。在今年三

月和六月的時候，她曾經發生過兩次意外的

氣胸。為此，她在 Mayo Clinic 接受胸腔外

科手術。矯正過後，沒有任何後遺症。這次

平安旅行回來，也證明她的肺功能正常，應

該毫無問題。到家之後，靄齡立刻保持做她

日常家事，並且在有空調的室內行走，（通

常是在跑步機上，早晚兩次。）我則仍然在

日出之前，黎明即起，每天做一些院子裡的

工作。其實，我認為適度的運動對老年人來

說，應該是好的。我們正努力保持身心的健

康。偶而晚間，我若思潮澎湃，不能入睡，

就起來整理一下旅行途中未能完成寫作的文

稿。

（作者係母院醫科1963年畢業，美國心胸外

科專家，時寓紐約曼哈頓上東城Affinia花園客

棧）

參觀富蘭克林博物館

7

轉角處，乍見富蘭克林

之墓（April 17, 1790）

8

參觀自由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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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忽視的「楓情萬種」

又
到禮拜天，今早，來到昔時工作的地

方，走走看看。

就如往常，停在這棵 Sweetgum 樹下。

正值晚冬，楓葉凋落殆盡，赤裸裸的，

只見一隻飛鳥，早已靜靜地站在枝頭，就等

我來。

有三十五年的光陰歲月，我從旁走過，

來來去去，不下萬次。

春天，長出青綠的楓葉，夏天，枝葉

扶疏，供你遮蔭，秋末，季風吹出楓紅，冬

天，落葉後，懸掛著串串的萌果，別有一番

風味。

此時，也想起母校醫學院，校園裏的楓

香樹。

同是Liquidambar屬，台灣的是楓香樹

（Liquidambar formosana）；美洲的名稱

Sweetgum（Liquidambar styraciflua）。

母院的校園，一直有「楓城」之稱，因

為，那裏有很多楓香樹。

然而，在醫學院區的五年時光，我卻忽

略了它的存在；

只顧「讀冊」，準備考試，那來的閒情

逸緻，去欣賞那裏的「萬種楓情」，院裡的

一片「楓香」。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曾任職加州

NAPA內科，現已退休）

圖文／葉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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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杜 鵑 紅（二）

夢裡

妳輕輕地說

我們去杜鵑花城

那裡有我們留下的青春

走出羅斯福路

越過得記純吃茶旁的天橋

繞過街角的博士書店

我等在　華燈初上的校園前

那排圍牆邊的白千層

斑駁的樹幹如剝落遠去的歲月

而枝椏上

仍長著終年常青的綠葉

圍牆外全城冰果店的燈光

從水圳兩旁垂柳的枝葉中依稀可見

隨著暮色漸深變得更明亮

終於　妳來了

穿著那件青色的長裙

裹著清秀明媚的倩影

誰在圖書館挑燈夜讀

誰倚窗凝望

見過金燕子嗎

書中的顏如玉今晚來不來

那個三千青絲近腰際　一抹傲氣貫百骸

冷艷如霜的冰山才女

風有些涼

吹過椰子樹梢

發出沙沙的聲響

像流浪者不斷低吟的鄉愁

杜鵑叢裡　蟲鳴窸窣

鳳凰木下　細語隱約

「見到妳　讓我想起一首詩」他說

「見到你　讓我想起一艘船」她說

「舒適的船」

「不　一艘沒有方向的船」她說

「妳喜歡風嗎？」

「喜歡」

「風無所不在　常常不知方向」他說

今晚活動中心很寂靜

彈首曲子吧

如果貝多芬今夜來訪

也許會譜出另一個熱情的樂章

那個彈鋼琴的姑娘蔡采秀說

鋼琴奏鳴曲熱情裡的音符

是沙漠的塵沙

偶然被風吹起

著魔似地在空中飛揚

然後留下清晰美麗的軌跡

文／黃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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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

花叢的露珠閃耀著晨光

傅園裡矗立的白色紀念碑

像永恆的牧羊人

默默地守望著來去匆匆的學子

幾輛自行車從椰林大道奔馳而過

那麼輕盈

載著夢樣的年華

也許有一天

我又回到這熟悉的杜鵑花城

某個節慶

某個黃昏

當那如旋律般的駱駝商隊

在夕陽裡　穿過那片風起風落的塵沙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為家庭

科醫師在洛杉磯執業）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檢驗醫學科
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教師壹名

一、應徵資格：

1. 需具有教育部認定之大學醫學士資格。
2. 需具有國內外臨床病理專科醫師資格。
3. 具獨立研究能力與教學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相關學位證明及相關專科醫師證書。
2. 五年內著作目錄並附重要著作抽印本。
3. 未來教學、服務及研究計畫概要。
4. 學術相關人士推薦函兩封。
5.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6. 需符合臺大醫學院專任助理教授級（含）以上教師聘任送審規定。
 （相關規定請參閱https://www.mc.ntu.edu.tw/person/Fpage.action?muid=2041&fid=1368）

三、截止日期：109年01月15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四、聯絡地址：10002臺北巿中山南路7號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周文堅主任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394／傳真：(02)2322-4263
E-mail：ntulab62150@ntu.edu.tw

六、預定起聘日期：109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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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德 波 音 樂 之 旅

前言

東歐共產國家於1989年後紛紛解體，除

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有流血外，其餘國家均

和平移交政權。其中波蘭乃早在1980年11月以

華勒沙Lech Walesa為首之團結工聯Solidarity

成立，1981年底到1983年7月全國實施戒嚴，

取締團結工聯。1988年5月發生大規模工潮，

1989年2月執政之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聯

舉行圓桌會議促成團結，工會合法化改行總

統制和議會民主。1989年6月4日舉行大選，

團結工聯大贏，掌握改選之眾議院35%及參

議院99%席次，選舉出首位非共產黨總理。12

月29日通過憲法修正案更改國名為「波蘭共

和國」及國徽。1990年元月波蘭統一工人黨

解散成今日之民主左翼聯盟，而舉行總統選

舉，華勒沙當選首任民選總統。

至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

國」則在1989年發生了天鵝絨革命Velve t 

Revolution，後來在全民公決中有九成以上

要求開放言論及結社自由、釋放政治犯，因

此捷共被迫答應選舉，結果由社會不同人士

組成之「公民論壇」大勝，瓦茨拉夫哈維爾

Vaclav Havel當選首任總統，捷共慘敗被迫

交出政權。且半年後宣佈解散而分成「斯洛

伐克民主左翼黨」和「捷克及摩拉維亞共產

黨」，如今之捷克已分成「民主捷克」（首

都布拉格）及「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

拉法），政府組織很類似美國總統、參眾議

院，甚至任期改選方式也師承美國。

談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89「民

主德國」（即東德）政局劇變，五月開始大

批公民利用匈牙利開放奧匈邊境之機逃入

「聯邦德國」（即西德），十月份多地爆

發示威遊行要求解除出國旅行限制和新聞自

由，10月18日東德領導人―「德統一社會黨

總書記」昂納克Erika Honecker辭職，11月9日

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全長約168公里之柏林

圍牆倒塌（期間約有5,000人翻牆，有136~245

人喪生），11月28日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提出有關東西德統一之十點計劃，12月

「德統一社會黨」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

黨」傾左，1990年2月13～14日東德總理莫德

羅首訪西德，3月18日東德人民議會自由選

舉選出「東德基督教民主聯盟」之德梅齊埃

為總理，5月18日東西德於波昂簽署關於建立

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之國家條約，8月31日簽

下東西德統一條約，9月24日東德退出華沙組

織，10月3日東西德合併（東德之十四專區改

制為五州併入聯邦德國）。

坦白說捷克、德國及波蘭在納粹統治下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為英美飛機所炸，布

拉格、萊比錫、德勒斯登及華沙幾乎全毀―

尤其華沙之舊城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炸平，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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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所見乃戰後人民依照當初所拍下之照

片、圖片甚至油畫和記憶，一磚一瓦慢慢重

建使之和1944戰前一模一樣（包括街道、地

板、門框、雕刻、磚牆顏色、雕花壁畫、窗

戶及屋頂均很考究）。

難怪重建後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此假之「古城」列為世界重要一級古蹟―區

內正中心廣場有一尊美人魚雕像為華沙之精

神指標，也是保護神。故事眾多有云乃男性

Wars有云為女性Sawa，為了紀念而將此城市

命名為Warsaw即美人魚男女合體之名字。場

內聚集了紀念品店、咖啡廳、餐館更有美麗

花店畫展，重建後之古城房子有如上帝不小

心遺落之積木隨性而好看，場中有舊王宮更

令人讚嘆技匠之不凡功力。另有一柱子上之

銅像來紀念國王，更有舊城牆可使人攀爬，

附近有間Freta門牌16號乃居禮夫人之故居及

博物館（可惜有部份在裝修中）。

此次東歐音樂之旅所到達處乃昔日為納

粹佔領被英美炸毀，1944後成為共產國家之

捷克、東德及波蘭屬地―包括布拉格Prague、

萊比錫Leipzig、德勒斯登Dresden、哈雷

Halle、威瑪Weimar、艾森納赫Eisenach及華沙

Warsaw等處。

為了說明解釋方便先列行程如次：

5月31日（星期四）下午搭美航728班機20:30

離費城經轉英航856往捷克布拉格Prague。

6月1日（星期五）19:25抵達布拉格，隨之

打的（即搭計程車）往入住地鐵站附近之

Hostel Florenc。

6月2日（星期六）早餐後搭地鐵去市南古城

Vysehrad逛一天。

6月3日（星期日）搭的去Best Western Meteor 

Plaza，託放行李後搭地鐵去東城遊―包括

大教堂、廣場、古鐘樓後，跨過查理士橋

到西城―尼克萊大教堂、市政中心、捷克

參議院、皇家花園、大廣場及勝利像。搭

地鐵回旅館和David Nelson教授及其他團員

同去U Medvidku歡迎宴。

6月4日（星期一）搭電車上布拉格古城堡

Prague Castle，巧遇剛在維也納「舒伯特國

際合唱競賽」得金質獎及大會評審團特別

獎之「新竹尖山嘉興國小義興分校原民部

落泰雅族合唱團」，入內參觀聖St Vitus大

教堂後，搭電車下山午餐於Konira，隨後參

觀捷克音樂歷史博物館，搭電車回於旅館

附近Vabene晚餐。

6月5日（星期二）Katka導遊市區包括查理

士大學、古書店Knihy Books，到查理士

橋東側折回古市場廣場，午餐近拍莫札特

Amadeus之拍攝地之Hybernia，晚步行去國

家劇院觀賞Verdi「茶花女La Traviata」歌

劇。

6月6日（星期三）搭電車去Antonin Dvorak

音樂博物館，先聽領隊之友美籍D a v i d 

Beve r idge教授解說Dvorak之音樂，午

餐Kolkovna。夜欣賞Donizetti「Viva La 

Mamma」演唱於Estates Theater。

6月7日（星期四）搭火車五小時經Dresden去

萊比錫入住中央火車站附近日本人經營之

Westin Hotel後，逛附近環區步行街晚餐名

餐廳Auerbachs Keller不少名人聚集處。

6月8日（星期五）導遊市區包括原華格納

舊居及讀書處，萊比錫大學及音樂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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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Grassi。夜晚到Thomaskirche參加巴赫

音樂節開幕式演唱Bach/Schuman/Bach/

Mendelssohn名曲。

6月9日（星期六）Gudula Esquinazi導逛市

內購物街、大劇院萊比錫大學、入教堂參

觀，午餐Arabian Coffee House，夜晚於美

侖美奐有275年歷史但重建現代化有空調之

Gewandhaus觀賞韓德爾Handel之名作。

6月10日（星期日）步行去參觀孟德爾頌博物

館Mendelssohn Museum包括畫作及樂器示

奏，午餐Pepper House，夜巴赫音樂節演

唱會Keyboard Concert－Bach/Shostakovich

「Salles de Pologne」於Thomaskirche。

6月11日（星期一）參訪巴赫音樂博物館Bach 

Museum並入內參觀Thomaskirche。

6月 1 2日（星期二）搭火車去德勒

斯登D r e s d e n，導逛古市區。於

Sophienkeller午餐後等15:00-15:45入

內Semper Opera參觀後休息片刻搭車

回萊比錫。

6月13日（星期三）搭火車去Halle市

參觀Handel Museum，夜欣賞Andras 

Schiff recital－Bach/Beethoven於

Gewandhaus。

6月14日（星期四）參觀萊比錫

藝術館（Klinger）內有貝多芬

雕像，登頂萊比錫大學眺望四

週，午餐後參觀古市政廳博物

館Old Cityhall Museum，夜聽

美西北大教授解說巴赫音樂後

入Thomaskirche欣賞巴赫音樂St 

Matthew “Passion”。

6月15日（星期五）團體音樂之

旅結束，行李暫留旅館後搭火車去Pirna中

經Dresden到達後乘LG巴士約一小時到達

Graupa華格納Wagner故居博物館，傍晚回

到Westin會報尼爾遜Nelson教授（沒料到

沒注意到下午八時前應入住附近Hentshels 

Apt，幾經Nelson教授打長途越洋電話周折

改住Travel 24）。

6月16日（星期六）搭08:49火車於10:07抵達

威瑪Weimar，入住A&O。行李託放後乘

巴士去市中心廣場再步行去李斯特博物館

Liszt Museum又去哥德花園Gothe Garden、

哥德博物館Gothe Museum及席勒博物館

Schiller's Museum，走逛河後搭巴士回住旅

館。

捷克參議院 莫札特彈過之鋼琴

孟德爾頌故居博物館 Grassi內貝多芬石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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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星期日）搭08:39火車去艾森納赫

Eisenach到Hotel Konig放好行李後，徒步去

馬丁路德Lutherhaus再去瓦堡Warburg內之

巴赫出生地及巴赫及路德受洗St George教

堂。

6月18日（星期一）搭08:03火車經萊比錫9:09

接著10:16去柏林11:29到達12:37乘T－45

去華沙於19:00抵達，兌換波幣後打的入住

Hosapartments Center City。

6月19日（星期二）於旅客中心搭160公車去

古城，先去居禮夫人紀念館回到古城晚欣

賞蕭邦鋼琴演奏。

6月20日（星期三）參加Chopin Pass搭Van去

市郊參訪蕭邦故居後回市內參觀蕭邦博物

館Copina晚餐後回住處。

6月21日（星期四）打的去機場乘英航847之

11:50航班於13:35抵達LHR打的入住機場附

近但交通不便設備不好之London Heathrow 

Airport Rooms #2。

6月22日（星期五）打的去機場搭美航729之

10:05於13:20抵達費城，妻子來接回久別三

週之溫暖家庭，向家人報平安。

由所列出行程此行參訪了巴赫、孟德爾

頌、韓德爾、德弗札克、華格納、李斯特、

蕭邦等博物館甚或包括出生地，也去了居禮

夫人、哥德、席勒、馬丁路德住居及博物

館，都很有規模內容充實有手抄樂譜書信、

相片文具、傢俱，更可按鈕點聽樂曲。大都

有英語翻譯。更欣賞了不少音樂會有管絃

樂、合唱、鋼琴獨奏及歌劇，也觀光了布拉

格及華沙古城，布拉格皇宮古堡及華沙古皇

宮等。

所到處，沒料到在布拉格及華沙英語很

是普遍（居民能聽能說）反而德國似乎沒如

此英語化。

至於美元兌換布拉格到處有，華沙尚可

但萊比錫卻多拒換，真不可思議。

艾森納赫故居前之巴赫立像

萊比錫巴赫立像巴赫受洗及部分骨灰

存放之Thomaskirche

華沙蕭邦博物館內他所彈過

之鋼琴

蕭邦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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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面，有地鐵、有電車、巴士公車

很是方便。

住處良莠不齊，尤其英倫貴而差，吃方

面尚可（菜單都有英譯，沒語言困難）。

所到處很注重觀光事業，除地圖外服務

人員通英語，尤其華沙備有各種語言介紹手

冊。不過演出場地除Gewandhaus外，尚不現

代化沒空調。

夜生活布拉格及萊比錫都成觀光不夜

城，人來人往，不過似沒酒吧但可喝啤酒。

此次音樂之旅2018年6月1日到22日主要

乃參加由富有經驗之北卡格林斯波洛音樂系

之大衛尼爾遜教授所組織率領之音樂旅（參

加6月7～15日在萊比錫舉辦之年度巴赫音樂

節，但也同時也提前於捷克布拉格參加德弗

札克音樂講座）且觀光昔日共產國家之

「捷克民主共和國」「德意志聯邦」之

東德及「波蘭民主共和國」，趁此機會

我個人還去了華格納、哥德、席勒、李

斯特之生長地，也拜訪了馬丁路德及巴

赫出生地之艾森納赫，甚至搭火車到波

蘭華沙參觀了蕭邦出生地及博物館，和

兩度奪諾貝爾獎之居禮夫人紀念館。沒

料到捷波卅年來很是國際化，努力學習

英語會說會聽，使我帶去之捷克及波蘭

語旅遊雙語手冊無用武之地；反而德國

人不大會說英語或許乃有意使之，有如

過去之法戴高樂時代？

末了對捷克、東德、波蘭之共產

國家於納粹統治被英美炸平後對重建

不遺餘力，尤其博物館或官方如Handel 

Museum或私人基金Wagner Museum，反

觀臺灣對鄧雨賢作曲家及鄧麗君歌唱家等不

很重視，連像樣之紀念、博物館都沒，真不

可思議。又見參訪客中日韓背包客多，罕有

臺灣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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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禮夫人故居博物館內她所

造之儀器

德弗札克博物館內布拉格古堡

韓德爾畫像

韓德爾故居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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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學生會

文／林尹筑

系學會簡介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成立於民國

六十一年。系學會的成立宗旨為維護公共衛

生學系學生之福利與爭取權益，系學會扮演

著學生與教師、系上事務之間的橋樑，傳遞

資訊、相互協助，同時也代表對外的窗口，

協助學生參與各項校內與校際間的競賽及活

動。

系學會的成員為公共衛生學系的學生，

現系學會幹部由正副會長各一人以及三個部

門所組成，分別為活動部、體育部及學術

部。活動部主要規劃活絡系上同學感情、娛

樂性質的活動，如系出遊、系鍋、送舊等；

體育部則負責舉辦系上體育、康樂性質的活

動，如大迎新、全國公衛盃、公衛學院盃、

系卡拉OK等；學術部則協助系上同學製作

全系教師、同學之通訊錄以及規劃學術性質

的活動，如杜鵑花節、學術講座、職涯發展

工作坊等，另外其他系上重要活動如公衛之

夜、公共衛生種子營等也是由系學會協助舉

辦，由這些活動中可以發現公衛系學生的創

意、熱情及活力，學生也可從中尋找知識與

樂趣，凝聚彼此情感。

大迎新

大迎新是系學會在學期一開始由體育部

舉辦的第一個活動，用精彩的表演開場歡迎

新生加入公衛系這個溫暖的大家庭，而活動

中安排系學會幹部介紹系學會的工作以及整

學年的活動，還有各系隊的時間，男女籃、

男女排、系桌、系羽、系壘、系棒、系網都

會在這個時間宣傳自己的球隊，場面十分熱

鬧，中間也會穿插各種小遊戲來讓新生們相

互認識，在活動最後安排的直屬時間，不僅

讓直屬學弟妹、學長姐間更加認識，還能夠

經驗分享彼此在大學生活上遇到的大小事，

陪伴並提供協助。

系出遊、系鍋

系出遊是系上一年一度由全系所有年級

的學生以及老師們一起出外踏青的活動，遠

離日常生活的繁雜，也藉由此機會讓全系同

學間、師生間彼此有更深入的認識，而享受

大自然的風景之餘，同時我們也會為身為公

衛人來設計具有意義的小活動，例如淨灘、

騎腳踏車運動等，讓彼此為大自然和自己的

健康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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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鍋同樣也是活動部舉辦的活動，由活

動部從設計活動內容、規劃場地到食材的採

買，都是精心挑選及規劃，讓全系的同學在

寒冷的冬天，一群人圍著豐盛的火鍋，那樣

的感覺特別的溫暖且滿足，是公衛系每年不

可錯過的活動！

杜鵑花節

杜鵑花節是臺大一年一度的校系與社團

博覽會，旨在讓高中學子認識大學校系及進

行生涯探索。學期的一開始，學術部便著手

準備一切杜鵑花節的大小事，在老師們與校

友學長姐的悉心指導下，擬出杜鵑花節的方

向，也製作出精美的紀念品與清晰易懂的科

系文宣，而公衛系的同學每年在事前會準備

完整且豐富的講解內容，在杜鵑花節當天積

極向前來參觀的學生、家長介紹公衛系，包

含科系所學、課程規劃、實驗儀器展示等。

除了同學的付出之外，許多老師也會親

臨現場給予回饋及指導，讓同學們能有更完

整的呈現與上場的信心，在會場上，老師們

提供民眾專業的諮詢，也讓公衛系同學在旁

聽的過程中吸收許多新知。而這樣的機會同

時也是大一、大二同學們代表公衛系面對社

會大眾的初體驗，在博覽會當天大家積極投

入講解，熱情地向高中學子和家長介紹公衛

系所學、操作實驗儀器，並在會前會後做場

地的佈置和復原，從行前作業及活動的表現

中，可以看見同學們的用心以及對公共衛生

議題的關懷。

公衛系出遊（2018年10月）

杜鵑花節（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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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學院盃

公衛學院盃是往年的公衛大樓盃，今

年改名為公衛學院盃，是由體育部在下半

學年所舉辦的體育活動，由整個公衛學院內

相關人員，包括大學部學生、研究所學生以

及院、系的教師以及院辦、系辦的職員，大

家一起歡樂參加的體育競賽，競賽項目有排

球、籃球、羽球、桌球以及趣味競賽，報名

方式採團體自由報名八到十五人一隊，成員

可以跨年級、跨系所、師生一起同樂，各競

賽規則也會特別做規劃，與一般制式的體育

競賽不同，目的是為了使每個競賽都可以讓

所有人參與，趣味競賽更會針對公衛系的特

色去做設計，每年都有不同的挑戰，除考驗

隊友間彼此的默契外，也讓院內的教職員、

學生們更加認識，凝聚院上感情，同時也鼓

勵大家運動可以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每個人

都可以快樂地參加也可以輕鬆地完成！

公衛之夜

公衛之夜是由系上全體同學共同呈現的

大型活動，由大二同學主辦，其他同學協助

參與，從視覺設計、節目編排，到活動當天

表演者精彩的呈現及幕後人員的傾力配合，

都是由公衛系的學生半年來用心地籌備所呈

現給大家的。

由主辦同學將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希

望藉由公衛之夜也將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

而從籌備部分，公關部拿到的每一筆資金、

每一份贊助，是許多大一和大二同學們踏踏

實實地在街頭走過，一步一步累積來的；宣

公衛學院盃（2019年5月）

公衛之夜（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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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部分從海報、粉絲專頁、節目單、佈景，

由一群人親手完成所有的設計，把公衛之夜

活動包裝的最美最迷人；而後勤部則是同學

們最強大的後盾，從場控、妝髮到道具，無

不盡心盡力，默默完成工作，呈現最完整的

表演。表演部分，每年的公衛之夜，都有五

花八們的表演類型，觸動人心且讓人沈浸的

樂團、華麗有趣又動人的戲劇、最用心且驚

喜、熟練又專業的舞蹈，甚至還有創新的唱

跳、炸場的說唱、悅耳的阿卡貝拉等，同學

們將半年來的努力都淬煉成精華，在這個特

別的夜晚帶給每位前來的觀眾最驚艷的一

面。

而這一年一度的公衛之夜，也讓大家感

受到公衛系學生們在學業以外的熱情、才華

和活力，今年的公衛之夜主題《夜衛央yay we 

young》代表著同學們年輕的氣息與膽識，以

及要讓觀眾有個難忘夜晚的決心，這樣的活

動也讓那晚的一切成為了台上台下所有人美

好的回憶。

送舊

送舊是活動部為每年即將畢業的學長姐

所舉辦的活動，大家一起吃個飯，細數四年

來的大小事，播放著學弟妹以及師長們祝福

的話，總讓人覺得四年的日子好短，還來不

及和同學們細數美好的點點滴滴；但四年的

日子又好長，長到我們把公衛人的態度和專

業裝滿，但是無論如何，所有人都在公衛系

這樣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裡成長茁壯，將這

些值得紀念的回憶好好收藏，也帶著這些祝

福往更好的未來前進。

公共衛生種子營

公共衛生種子營（簡稱公衛營）為臺大

公衛系每年暑假向臺灣各地高中生推廣公衛

理念所籌備的營隊。每年由同學發想，針對

公衛時事、學習的相關資源等去訂定不同的

主題，而今年的營隊主題為「再續前源」，

旨在探討能源利用如何與永續發展達成一個

平衡點，營隊期間除了邀請臺大公衛學院各

所的教授進行講座外，也參訪了自來水廠與

部分實驗室，還有實際操作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分析，使小隊員更加明白公衛中「以人為

本」的概念，並了解公衛人努力的目標。另

外營隊也會進行各種有趣的活動，搭配豐富

的課程內容，使小隊員更加認識彼此，當各

小隊化身為媒體、政府、台電等各機關單位

的決策者時，能夠透過團隊合作彼此交流意

見，討論出能夠永續發展能源的建康政策。

將近一年的籌備期間，由大二同學主

辦，召集公衛系大一和大二的同學，一起動

腦規劃行程、設計富創意性的活動，以及許

多工作人員在營前營後付出的努力與教授們

的全力的支持與協助，也讓一年一度的公衛

營完美結束，相信每年的營隊都能夠在每位

小隊員的心中撒下公衛的種子，期許未來慢

慢發芽、茁壯。

（作者係母校公衛學系四年級學生，前任公

共衛生學系系學會會長）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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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榮幸擔任本期執行編輯，在校稿、邀稿的同時，也感嘆時間怎

麼過得如此快，二年一次的執行編輯又輪到我了，在此要特別

感謝亮月的幫忙，壓縮放假的時間幫忙排版，再加上各位編輯委員

們的幫忙校稿與訂正，本期刊物才能順利完成。

在醫學論壇單元中，有鑑於目前人口老化比例劇增、老化帶來

的問題、身體病症如癌症、肌少症等，都造成病患生活品質不佳、

照顧者看護的負擔增加。臺大癌症醫療中心將提供500個病床，成

為全國規模最大的抗癌醫院，並陸續提供光子及質子治療服務，期

望臺大癌症醫療中心能夠嘉惠更多癌症病患，提高治癒機率，除此

之外，希冀能夠藉由癌症後期的安寧治療，使病患痛苦能夠降到最

低。在本期醫學新知方面，針對因老化造成的肌少症，研究及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筆者分享自己目前對於肌少症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發現中草藥補骨脂具有顯著增加骨骼肌細

胞的分化及生長，接續會進一步釐清補骨脂的作用機制，希望能夠對肌少症治療上，提供另一種治

療的新選擇。

在回顧杏林中，本期收錄了「悼念洪祖培教授：追思與告白」一文，藉此文章，向各位介紹

台灣神經學研究的先驅，並將一生奉獻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洪祖培教授，藉此互相勉勵。在校友

小品中，藉由「我認識的a-洺」一文了解一個八十五歲老伙仔的心聲。韓良誠校友「新白袍人AI之

外？」一文勉勵新白袍人的使命與責任；葉弘宣和黃英峰校友的「曾被忽視的『楓情萬種』」及

「當時杜鵑紅（二）」兩篇文章，喚醒大家並回顧當年校園風景及青春時光。江顯楨與李彥輝兩位

校友的旅遊雜記，文中縝密的介紹，豐富了我們的旅遊視角。最後，藉由「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學生

會」一文讓大家對於臺大公共衛生學系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最後希望大家會喜歡本期的內容。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2009年畢業，現任母校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助理教

授）

文／王淑慧



108學年度醫學系四年級白袍典禮

時間：2019年9月21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108年度員工登山健行活動

時間：2019年10月6日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整合醫學教學示範中心揭牌暨十週年研討會

時間：2019年10月5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