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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化道寫首詩：內視鏡POEM肌肉 
切開術治療腸胃蠕動異常疾病

腸胃道蠕動異常是很擾人的疾病，不同

器官的蠕動功能問題會造成患者長期

慢性的吞嚥困難、胸痛、腹脹、腹痛、噁

心、嘔吐、反芻、乾嘔、便秘、腹瀉、嚴重

營養不良及體重下降的情形發生。在傳統治

療上，除了找出可能的次發性問題來對其治

療外，大部分原發性或不明原因的蠕動異常

疾病都只能利用生活飲食的調整或藥物來治

療，其效果大多不彰；除了可能造成因長期

藥物使用產生耐受性（tachyphylaxis）失效

外，也可能發生藥物相關的副作用而停藥，

例如：metoclopramide造成的錐體外症候群

（extrapyramidal symptoms）、促蠕動巨環類

抗生素（macrolide）紅黴素（erythromycin）

造成心律不整（QT prolonged）等等。藥物無

效而且反覆嚴重發作者，甚至可能需要外科

手術來治療，這樣的患者生活品質通常都很

差。

消化道內視鏡於臨床上腸胃蠕動異常

疾病的應用，主要是排除器質性問題或腫瘤

造成的症狀，因此過去只有在疾病診斷上有

其角色。過去20年來，隨著內視鏡治療方式

的進步，除了應用於早期消化道黏膜或表淺

黏膜下層腫瘤的內視鏡切除術（例如：內視

鏡黏膜切除術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及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外，更發展藉由黏膜下隧道式內

視鏡切除術（submucosal tunneling endoscopic 

resection）來切除黏膜下的腫瘤，這種隧道

式的內視鏡技術，統稱之為「第三空間內視

鏡third space endoscopy」。顧名思義，即為

利用黏膜下剝離術（submucosal dissection）

方式，在介於一般「管腔內（ luminal）」

及外科「體腔內（縱膈腔mediastinum、胸

腔thoracic cavity或腹腔peritoneal cavity）」

之間的黏膜下層（submucosa）製造一個隧

道空間來做治療性內視鏡。經口內視鏡肌

肉切開術（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簡稱

POEM）的作法，首先將離括約肌一段長度

的黏膜切開（mucostomy），讓內視鏡進行

剝離以進入黏膜下層製造隧道，直至括約肌

處，接著將括約肌切開再將黏膜層入口利用

內視鏡夾關合。其整體併發症發生率大約

10~20%，包括術後疼痛、縱膈腔或腹腔氣腫

（pneumomediastinum / pneumoperitoneum）及

出血，但是絕大多數可以自行緩解或利用內

視鏡治療，術後通常1-2天即可經口進食，與

外科相比可以較快速恢復出院，且術後疼痛

感較低可獲得較佳的生活品質。以下將簡述

利用POEM技術在腸胃蠕動異常疾病的應用。

文／鍾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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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肌肉切開術治療「食道弛緩不能」

食道弛緩不能（achalasia）是常見的食

道蠕動異常疾病之一，患者通常有長期慢性

吞嚥困難、嘔吐及胸痛的症狀。傳統治療方

式包括內視鏡氣球擴張術（endoscopic balloon 

dilation）、內視鏡賁門肉毒桿菌毒素注射術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以及外科肌肉

切開術（Heller myotomy）。然而內視鏡氣

球擴張術或是肉毒桿菌毒素注射的效果維持

較短，甚至有些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其效果與

安慰治療（placebo）無統計學上差異；而外

科手術較具侵入性，病人術後恢復也較慢。

2008年日本醫師Haruhiro Inoue首度發表，在

人體利用經口內視鏡肌肉切開術（POEM）

將食道下括約肌做切開以治療食道弛緩不

能。過去10年的臨床研究數據顯示，其長期

治療有效性（臨床改善率80~90%以上）及安

全性（整體併發症約10%）與傳統外科手術

（文獻參考：Inoue H. Showa University Northern Yokohama, 2010）

圖A：術前食道-胃交接處境攣縮；圖B：於距離食道-胃交接處，近端（口側）約10公分處黏
膜下注射溶液；圖C：黏膜層切開（mucosal incision）；圖D：黏膜下層剝離術，製造隧道
（submucosal tunneling）直到食道-胃交接處（肛側）1~2公分處；圖E~G：內視鏡直視下切
開食道內環肌層（myotomy of inner circular muscle）；圖H：利用內視鏡夾將黏膜層入口關
合；圖I：術後食道-胃交接處鬆弛變大。（資料來源：亞東紀念醫院肝膽胃腸科鍾承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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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er myotomy）相當，但是術後疼痛比率

較低且住院天數較短，大大改善病人生活品

質；另外，針對傳統內視鏡或外科治療方式

無效或復發者，POEM仍可提供80%以上的臨

床治療成功率。

內視鏡肌肉切開術治療「胃輕癱」

胃輕癱（gas t ropa res i s）是迷走神經

（vagus nerve）、胃平滑肌、腸道神經元以

及Cajal間質細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受損，造成胃排空延遲引發的慢性症狀。患

者通常伴隨有噁心嘔吐、腹脹乾嘔或上腹脹

痛等症狀，傳統藥物治療及飲食習慣調整的

成效不佳，難治性胃輕癱併發營養不良甚至

需要住院接受靜脈點滴營養或外科手術治

療。2013年美國Mouen Khashab醫師也利用

（文獻參考：Yan J et al. Rev Esp Enferm Dig 2020 Mar;112(3):219-28.）

圖A：術前胃幽門攣縮；圖B：於距離幽門括約肌近端（口側）約5公分處黏膜下注射溶液；
圖C：黏膜層切開（mucosal incision）；圖D：黏膜下層剝離術製造隧道（submucosal 
tunneling）；圖E：黏膜下隧道至幽門括約肌（肛側）0.5~1公分處；圖F~H：內視鏡直視下
切開幽門括約肌層（myotomy）；圖I：利用內視鏡夾將黏膜層入口關合；圖J：術後胃出口
變大及幽門攣縮改善。（資料來源：亞東紀念醫院肝膽胃腸科鍾承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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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技術治療胃輕癱患者，將伴隨有幽門攣

縮（pylorospasm）的胃輕癱患者，實行幽門

括約肌切開術，以取代傳統外科幽門成型術

（pyloroplasty）或是胃繞道手術。最近統合

性分析（meta-analysis）顯示，POEM在胃輕

癱治療的臨床成功率80%以上，整體併發症機

率小於10%，中長期的追蹤數據也證明POEM

在胃輕癱治療是有效且持續的。與外科幽門

成型術（surgical pyloroplasty）相比，其臨床

症狀改善率、胃排空核醫攝影改善率以及手

術相關併發症發生率，無統計學上差異。甚

至接受胃電擊刺激手術（electrical simulator）

失敗者，利用POEM治療也仍有不錯的效果。

消化道內視鏡在腸胃蠕動疾病的應用，

已經不再侷限於疾病的診斷而已，利用POEM

微創內視鏡技術還可以提供長期有效且安全

的治療選擇。與傳統外科手術相比，其效果

不但相當，還有較低的術後併發症與較佳

的生活品質。但是確切的醫療有效度，未來

仍需要更多隨機對照試驗來與傳統外科手術

治療比較。消化道內視鏡的發展，除了與醫

療器材科技的進步有關外，更重要的是，內

視鏡醫師對於新穎技術的構想與在臨床實務

的應用。期待未來會有更多消化道內視鏡技

術，利用微創的方式廣泛應用於更多疾病的

治療。

（作者係母校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2011年畢

業，現任於亞東紀念醫院肝膽胃腸科超音波

暨內視鏡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誠徵主任兼所長

一、起聘日期：110年8月1日
二、應徵資格：
　　1. 藥理學相關領域之教授或副教授。
　　2. 具有卓越研究、教學成就、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三、檢具資料：

1. 請備電子檔，內含詳細履歷表，包括現職、學歷、經歷、榮譽、服
務、論文著作目錄、連絡方式（含 E-mail），及五位可供諮詢專家學
者之名單。

2. 簡述個人對於台大藥理學科（所）之認知、經營理念及未來目標和發
展策略之電子檔。

3. 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含）以上之推薦函（請推薦人直接郵寄
紙本至「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四、 截止日期：110年 5月14日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科主任遴選
委員會」

五、 聯絡地址：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藥理學科 
「臺大醫學院藥理學科主任遴選委員會」收 
傳    真：886-2-23915297 
電    話：886-2-23123456轉88328 
E- mail：momoshe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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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道人士的面面觀：胃鏡22面相

內視鏡是醫師探查腸胃道疾病的重要工

具，在健康檢查愈來愈普及的今天，

「早期發現（癌），早期治療（癌）」是大

家所期待的。但是實際上使用內視鏡診斷早

期胃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早期胃癌的

表現常常不明顯。要準確地做診斷通常可分

為兩個步驟：察覺病灶，以及辨別病灶；能

夠成功的察覺病灶便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現

在就簡單地和各位介紹一下內視鏡醫師怎麼

去完成這項任務吧。

要能夠成功的察覺病灶，我們可以從幾

個方面來努力，包括理想的事前準備（做胃

鏡前服用可以溶解黏液的液體，來增加粘膜能

見度以減少檢查的時間）；使用抗蠕動的藥物

（為了察覺微小的粘膜變化，我們需要細心的

觀察整個胃壁。然而在正常的生理狀態下，胃

腸是一直持續在蠕動的，蠕動會干擾我們的

觀察。因此在執行檢查前，使用藥物來減少胃

部蠕動是經常使用的方式）；避免視野盲區

（打氣把胃壁皺褶完整展開、清洗乾淨黏膜上

的黏液及泡沫、採用標準化的攝影流程來將所

有胃部內側明確定位）。

到目前為止，國際間已經發展出一些標

準化的流程，期待避免視野盲區，呈現出比

較完整的胃部內側觀察。歐洲胃腸內視鏡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ESGE）2001年所提的指引中，只建議胃部

至少要有基本的4個部位（賁門的反轉視圖、

胃小彎的上半視圖、胃角的部分反轉視圖、

胃竇視圖）。日本胃腸癌篩檢學會Japanese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ical Cancer Screening

（JSGCS）將日本原有的上消化道內視鏡系

統性檢查標準流程簡化，但是總數為20-40

張、加上繁複的過程，仍不容易為國際內視鏡

檢查所採用。但是統計上，較長的胃鏡檢查

時間、以及拍攝較多的照片，確實可以增加

發現病灶的機率。近年，日本的學者八尾建

史，提出一個最低要求的胃部系統性篩檢規

程Systemic Screening protocol for the Stomach

（SSS）（如圖）。在SSS規程中，拍照的順

序依照胃鏡檢查的順序進行，而我們把每一

個部位，以順時鐘或逆時鐘方式分成四視圖

（LC：胃小彎側視圖，GC：胃大彎側視圖，

AW：胃前壁側視圖，PW：胃後壁側視圖）

或略去胃後壁側觀察的三視圖。SSS規程提供

內視鏡醫師一個最基本的標準順序，去檢視整

個胃部黏膜：如果找到可疑的病灶，可以再針

對病灶進行更深入的觀察；SSS規程也提供了

內視鏡檢查品質管理的參考依據：如果有一定

的必要視圖，就可以降低檢查發生偽陰性的風

文／邱昱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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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下次看到胃鏡的報告時，大家就會更清

楚這些彩圖的意義：其實就是我的胃專屬的寫

真集，這些不同的面相呈現，正是內視鏡醫師

精心拍攝的傑作喔。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4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內科部胃腸肝膽科研修醫師）

（文獻參考：Yao K. Ann Gastroenterol. 2013; 26(1):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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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胃腸外科─並見證TPN之應用

今年二月十四日上午，我意外接到一通

長途電話，是陳克孝醫師（M-59）從 

Medina, OH打來的。在電話裡他說，最近看

到我在景福醫訊寫的一篇文章，引起他的注

意。我與Dr. 陳已經有45年沒有聯絡了，上次

我們見面是1975年，「美國外科醫師學院」

（ACS）在舊金山舉行的大會。盛會儀式中，

我倆同時獲得FACS的榮譽頭銜（圖1）。這個

電話使我有點興奮，不由自主地想起半個世

紀前的往事：

外科CR，開刀能力最強
1964~65年我在母院當外科R1的期間，

陳醫師是我最佩服的一位CR。那時的母院外

科在林天祐主任領導下，住院醫師培訓制度

仿效美國教學醫院的pyramid system。該年外

科CR有四位，底下則有多名R3、R2、和最

junior的R1。與我同班進母院外科的R1就有9

人。1965年六月，我是第一個R1選擇離開母

院，出國前往Buffalo, NY。外科醫局還特別

為我開了餞別午會，會上林主任擔心我出國

後可能轉行，我無言以對。那年代因大環境

之故，偶聞外科醫生出國就改行麻醉或做復

健師者：記得我在clerkship時，認識母院一

位外科CR，他手術能力給我印象深刻。我曾

力薦他給江家一位宗親開刀，病患因嚴重胃

出血來到ER，經診斷後立即需要emergency 

gastrectomy。後來這位醫生出國，改行PM 

& R。然而我也發現，不少學長出國後仍然

一本初衷，以後成為美國或國際有名CT/CV 

surgeon，像Dr. 葉瑞亭（M-51）、Dr. 陳棋型

（M-58）、Dr. 邱智仁（M-59）、Dr. 姚思道

（M-61）等人。

談到CR的開刀能力，我很清楚記得1965

年在母院外科，有兩個緊急手術，都發生在

Dr. 陳克孝與我值小夜班之時：有個傍晚，

救護車從淡水高爾夫球場附近載來一位被小

文／江顯楨

The prevailing dogma in the 1960’s was that, “Feeding entirely by vein is impossible; even if it 

were possible, it would be impractical; and even if it were practical, it would be unaffordable.”

 – Dr. Stanley J. Dudrick (1935~2020), creator of TPN, recalling the skepticism of his p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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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陳克孝醫師攝於三藩市
（FACS /October 16,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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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球打到頭部而昏迷的農夫。Dr.  陳在X光

檢查之後，判斷病人顱骨裂痕與中腦膜動脈

位置交叉。他當機立斷，當晚為病人進行

“burr holes＂手術，打開顱骨，清除epidural 

hematoma，並把破裂的腦膜動脈止血。手

術後不久，病人清醒過來，真有如華陀的神

奇！另一個晚上，三更半夜ER來了一位急

性胃穿孔的年輕病人。那時母院的傳統處理

方式是由CR做切胃手術。Dr. 陳知道我將出

國，雖然我沒有告以詳情，我怎敢要求做任

何沒把握或不能勝任的手術？他說：「你出

國後就沒有這種機會，今晚就讓我帶領你做

emergency gastrectomy罷。」我一時愣住，但

勇敢接受了。感謝Dr. 陳的耐心教導，這是我

進入外科以來首次給病人切胃，全程還是在

局部麻醉之下進行的。術後病人恢復很快，

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胃腸手術，東西方兩樣情
且說我來美國不久，很快就看到一個

與臺大母院截然不同的現象。在這國度，

幾乎所有在開刀房做的手術，都不會使用局

部麻醉，哪怕它只是一個小手術。後來我在

Surgical Clinic of North America醫學期刊上，

赫然看到一篇論文，有人把歷年來臺大外科

的切胃手術做了一個綜合報導。文章強調所

有臺大的切胃都是75% subtotal gastrectomy，

而且全都是在局部麻醉之下完成，其中還包

括緊急手術。顯然這是當初高天成前院長從

日本帶回台灣的傳統作法，但美加兩國的外

科醫生認為「匪夷所思」。1966~69我平均每

年有3~4個月輪流到Kings County，接觸到不

同的社區病患。這裡外科老主任是Dr. Clarence 

Dennis，他主張truncal vagotomy & antrectomy 

(50% hemi-gastrectomy)/Billroth II retro-colic。

1970年我在Brooklyn VA做外科CR，做了不

少常規的Dennis式胃手術。以後離開紐約，

才注意到有人做selective或 highly selective 

vagotomy手術而不必切胃，但是我不知效果

如何？

當時在美國，理論上vagotomy是對付

胃酸過多而引起胃潰瘍的最佳療法。但是

因為這對迷走神經（vagi）管轄範圍太大，

若在食道兩旁做它們的切除，會使胃排空時

間（empty time）遲延，造成post-vagotomy

的輕癱（gastroparesis），所以他們要加做

一個drainage手術，那就是pyloroplasty或

antrectomy，但不必做到subtotal的程度。至

於對付首次胃潰瘍而急性穿孔者，他們尤其

保守，以前在臺大外科都一律做胃切除。在

同時代的美國外科卻不這樣，他們只給修

補（patch up）而已，非常簡單，頂多利用

大網膜之一角堵住破口，縫在胃漿膜上做個

加強。有趣的是，我追蹤這些病人，無一不

痊癒者。上述的胃潰瘍外科經驗，到70年

代下旬，由於境外來的H2 blockers藥物（如

Tagamet）橫掃美國，好像在一夕間整個世界

為之改觀，外科醫生若還談切胃，只剩total 

gastrectomy用以對付胃癌或大出血。再過幾年

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出現，胃潰瘍手術

從此被束之高閣，可免談了。

早期SBS模型，記憶猶新
1965年那時母院二東外科病房正好有

幾位病患，是在嚴重腸阻塞或其他原因，經

過外科切除大部分小腸之後，雖然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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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食，但都還停留在試用低脂食物的階段。

因為他們的營養吸收成了問題，都有瀉肚

傾向。當時我們外科的VS是Dr. 陳楷模（M-

56），在他授意之下，Dr. 陳克孝與我做了一

個臨床的“balance study＂，那就是觀察其

營養吸收及平衡的問題。我們把幾位病患全

天的排便，拿到醫學院的二號館。在那裡，

黃伯超教授教我們如何做脂肪的定量分析。

顯然這個研究計劃，不是短期或一蹴可幾。

奈何在R1的中期，我因個人環境因素，決定

出國，在台灣的論文無法交代，深以為憾。

這次與Dr. 陳的電話中，欣然知道後來有人

接手，論文最後以「短腸症」（Short Bowel 

Syndrome－SBS）發表於某醫學雜誌。我也

在2018年美國感恩節前夕，為響應母院之訴

求，捐獻一筆款項，作為二號館屋頂漏水修

繕工程之用，區區之意，同時亦表達我對黃

教授指導之恩。

在Brooklyn VAH的四年（1966~70），我

的指導教授Dr. Harry LeVeen是一位外科奇才

（innovator），他擁有一個動物試驗室，因此

時常發明一些創新的儀器和手術，譬如：用

於心胸大血管的縫線Tevdek1，用於橫切未打

開主動脈內膜的“plaque cracker＂2 等，不勝

枚舉。其中最著名的LeVeen shunt：為減輕病

人負擔，他把特殊管子置入有腹水病人的腹

腔，這個帶有幫浦的導管會自動把多餘腹水

輸入病人的靜脈系統。他還發明“small bowel 

bypass＂，把末端迴腸接到胃部，這就是當時

morbid obesity的外科療法。三四百磅重的肥胖

者，在美國比比皆是，用盡所有方法都無法

減肥，倒是Dr. LeVeen手術奏效，病人小腸變

成一個很大的blind loop。可惜這些病人瘦身

之後，全都患上嚴重的代謝後遺症，LeVeen

手術就等於人工製造SBS。（不同的是它可以

還原，把小腸重新置回消化道內，減肥功能

盡失。）70年代morbid obesity的手術終於被

gastric bypass取代，80年代後還可用「腹鏡」

來做。

營養支持，改善病患存活
與減肥手術正好相反的「外科營養支

持療法」，也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中葉的

美國，從最初的理論研究開始，到如今臨床

的廣泛應用，大約有40個年頭，正好與我從

事外科的生涯巧合。剛開始，美國醫界稱它

為「靜脈高營養」（IV Hyperalimentation－

IVH），後來正式定名為「全胃腸外營養」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簡稱TPN）。

也就是把營養要素，完全由胃腸外的途徑，

直接輸入血液循環裡來維持生命。現在世界

各國許多醫院或醫療機構，都設有專門的

營養支持團隊。甚至已經出現了全部一體

的行業來支持Home TPN的使用。這種靜脈

注射技術，已經挽救了全球千百萬人的生

命。TPN被視為外科的常規存械庫（routine 

armamentarium）中之一部分，它的運用和配

合，大大改善了外科病人的存活率。不但如

此，它也用來幫助治療各種成人、甚至嬰兒

患者的困難狀況。

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技術，

它是自17世紀Sir Christopher Wren以來期待已

久的夢想。其實，TPN的產生來之不易。回想

過去，開發TPN所遇到的主要挑戰，下列諸

項被認為是難以克服的，包括：要配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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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腸胃外營養液；要把基質（substrate）的成

分濃縮到等滲（isotonic）的5~6倍而無沉澱；

要證明長期使用「中央靜脈導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的實用性和安全性﹔要證

明長期輸注高濃度營養液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溶液的製備和輸送過程中，要保持無菌

（aseptic） ﹔最後還要預測、避免、和糾正

新陳代謝的失衡或紊亂。根據美國醫學會雜

誌（JAMA 1978, 239:192），TPN與麻醉科學

（Morton 1846）、無菌抗腐（Lister 1867）、

抗生素（Fleming 1928），並列為19世紀以來

了不起的醫學進展。後來也有人把TPN、重症

監護、開心手術、和器官移植，都列入現代

外科之重大發明。

年輕好奇，TPN發明之始
今年（2020）三月四日，我在《華盛頓

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上看到一則訃

聞。Dr. Stanley J. Dudrick是美國醫界所公認

的TPN發明者3，被譽為TPN之父。今年一月

18日他去世了，享年84歲。記得54年前我在

Brooklyn VA，就聽到Dr. LeVeen提起過他，

說他是摯友Dr. Jonathan Rhoads在 U Penn的高

足。1960年代後期，Dr. Dudrick幾乎是由他一

人單槍匹馬，研發了TPN。當患者無法通過口

腔接受食物或流液時，他成功地把營養物質

繞過了腸道，也就是將液體的碳水化合物、

電解質、脂肪、礦物質、蛋白質、和維生

素，通過靜脈直接注入病人的循環系統。我

很難想像，這些挑戰和任務竟然是由一位好

奇的外科住院醫師來承擔。他居功厥偉，卻

從未拿TPN去申請任何技術專利，只希望這技

術可以普遍獲得使用。舉凡腸胃道失靈（像

SBS）或需禁食超過兩星期，嚴重胰臟炎、大

幅燒傷的病人、早產兒…等，皆受其惠。以

下特別介紹Dr. Dudrick不平凡的故事：

 過去，有許多使人衰弱甚至致命的病

況，這一切都起源於所謂的「嚴重營養不

良」（severe malnutrition），卻都沒有得到醫

學界的重視。當Dr. Dudrick在U Penn醫院遇到

病人無法解釋的死亡時，他才20多歲。當時

是一名外科住院醫生，與導師Dr. Rhoads商量

後，他首先對小獵犬進行實驗，使用TPN技術

使六周大的幼犬一直存活到成年。然後，他

運用TPN成功治療了六個成年人。1967年，

他對一個3磅半重有小腸阻塞的新生嬰兒使

用TPN。六個星期內將孩子的體重增加到6

磅半，直到她的腸胃系統正常運轉。Dudrick

在1977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圖2）

回憶說：他的第一個成人例子是一名52歲的

婦女，身高5英尺2，胃手術後體重下降到49

磅。她通過TPN，每天從500卡逐漸達到3,000

卡。在兩個月內，她的體重達到了79磅，再

一個月後，她被送回家吃東西，體重達到了

100磅。Dudrick說�「營養是她唯一獲得的治

療，沒有藥物，也沒有甚麼花俏的手術。」

終於見證，TPN廣泛應用
Dr. Dudrick的去世使我回憶起60年代在

母院外科病房的那些SBS患者。那時在台灣不

可能會有人對IVH或TPN產生任何的構想。坦

白說，臺大醫學生雖然有最好的頭腦，我們

所受的傳統教育，似乎缺乏西方教育creative 

mind 的培養。畢業十年之後（1973），我來

到 Phoenix VA主持心胸外科，那時TPN外科療

法呼之欲出，但是還沒上路。我對嚴重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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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科住院病

人，在開刀的

前後，通常會

把CVP Line和

A-Line給他們

裝上。其實那

時的CVP Line

並非要做營養

的輸入，而是

要繼續在 ICU

監測他們手術

後 的 液 體 平

衡。A-Line則

是準確測量血壓和動脈blood gas，包括O2、

pH、和呼吸/代謝的平衡。1975年我獲得FACS

後不久，又被授予ACCP的Life Fellow，翌年

取得美國公民資格和亞省醫師執照，遂獨立

出來開業，我有機會觀察到不同年紀和性別

的各種病人。

以後數十年開業期間，TPN已經普遍應

用於臨床。記得在Glendale的雷鳥醫學中心

和Sun City的Boswell紀念醫院，看過無數的

外科病人當中，有許多病情至為嚴重，我終

於見證到TPN之應用。在此，我僅舉兩例：

一位中年男子是冷氣機私家公司的老闆，

Crohn’s症的慢性病人，他買不起昂貴的醫

療保險，卻患有長期嚴重的小腸瘻管。另一

位老者是Phoenix交響樂團退休的雙簧管吹

手，他半夜超級嚴重的絞痛是腹部主動脈內

膜硬塊剝落，堵住腸系膜動脈而引起小腸的

急性梗塞。幾乎所有的小腸都發紫和潰爛

了。這兩位病危病患，前者為慢性，後者為

急性，每人都經過我兩次以上的開腹手術。

術後我替他們裝了鎖骨下靜脈直通上腔靜脈

導管（前者為Hickman catheter，後者則是 

“Portacath＂）。手術雖告成功，病人卻接近

死亡。術後他們有嚴重的SBS，其倖存全靠手

術後TPN的營養。

後  記
即便是在退休之後，我也見證到TPN在

維持早產兒營養的應用。提到「中央靜脈導

管」，就想到在紐約市Cornell NY-Presbyterian 

醫院的NICU：目擊醫師團隊在直視下用臍靜

脈給我們小外孫Danny做TPN，後來又在超音

波測探下置入 PICC Line4於股靜脈。時為2015

年嚴冬，此事歷歷在目，終生難忘。（見

「奇蹟嬰兒」－景福醫訊第34: 3, p15~19）。

前年（2018）歲末，我們再度經歷到同樣的

情景：同一個醫療團隊也給我們的小外孫女

Calla做TPN。兩位早產兒現在都發育良好，

一切正常。Amor Vincit Omnia!

最近幾個月來因為新冠病毒（Covid-19）

在全球肆虐，美國受害甚鉅，大家都居家避

疫。紐約市空空盪盪，繁華不再。我女兒在

MSKCC一週有四天在家上班，女婿則每日在

疫情最嚴重的NYU醫院工作。孫子們侷促家

裡，在雜亂的房間苦中作樂（圖3），因為小

學、幼稚園、托兒所、甚至於兒童遊樂場全

都關閉，無處可讓他們伸展。而我們自己也

整天關在Phoenix家裡，快發瘋了！哪兒都不

敢去，遑論飛往紐約？愛莫能助，祖孫現在

只能在視頻上見面。所幸女兒全家和我們一

樣健康如昔，祈望病毒的夢魘早日結束。

Dr. Dudrick with a patient 
in Houston 1977 (Courtesy 
of The New York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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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60年代大多數心血管外科醫生使用Tevdek® 

是一種表面塗有Teflon的Dacron縫線，用於

心胸血管之縫合。它是另一個Dr. LeVeen早

期的發明，也是「開心英雄」Dr. C. Walton 

Lillehei之最愛。

2. 「內膜斑塊破裂器」（“plaque cracker＂）

使用於主動脈閉塞症。它從腹膜外、橫切

未打開的主動脈內膜，然後通過下游左總

髂動脈的一個橫切開口，把所有要丟棄的

內膜擠出。這手術失血量少，過程非常迅

速。

3. Dr. Dudrick於1957年在U Penn得MD學位，

1972年他30歲時，成為UT Houston醫學院

外科創始主任。1994年加入耶魯大學擔任

外科教授，2012年為賓州Geisinger醫學院外

科教授。他是「美國腸胃外和腸內營養協

會」（ASPEN）首任主席和創始人，並且

是Oley基金會（TPN患者支持小組）重要成

員。

4. PICC就是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的簡稱，導管從上肢或下肢的周邊靜脈、

經皮插入，並推進「中央大靜脈」（central 

vein）－也就是上腔靜脈或下腔靜脈。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美國心胸外

科專家，現已退休於鳳凰城）

我們的外孫女Calla（一歲半）與她的小哥
哥Danny（五歲）（2020年4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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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道結石的手術治療

前言

泌尿道結石是泌尿科常見的疾病，根據

流行病學的統計，世界各國的盛行率約介於

1% to 20%[1]。在台灣盛行率大約是10%，大

部分結石好發於男性，男性病患人數約是女性

的三倍。雖然結石是泌尿科常見的疾病，但成

因目前還未有一個清楚完整的定論，可能與個

人基因、體質、飲食習慣及後天環境因素的影

響有關。一般來說，治療尿路結石的方式，主

要分為非侵入的治療，如觀察療法或藥物排石

治療（Medical expulsive therapy）、體外震波

碎石術；或侵入性的治療，如、輸尿管鏡碎石

術、經皮穿腎取石術、傳統切開取石術、及腹

腔鏡或達文西機械手臂取石術。隨著內視鏡光

學技術的進步，過去傳統手術幾乎已經被無傷

口或小傷口的微創手術取代。臨床尿路結石

的評估，除了基本的病史詢問及影像學檢查

外，更重要的是根據結石的大小及位置選擇適

當的手術方式。2020年歐洲泌尿醫學會對於尿

路結石有詳盡的臨床指引及建議，本文主要介

紹當前尿路結石的微創手術及回顧目前歐洲泌

尿醫學會對於尿路結石處理的建議。

常見結石手術簡介

體外震波碎石術（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

自從1980年代德國Dornier公司發表體外

震波碎石機之後，利用體外震波的方式處理

結石已是目前非侵入性處理碎石的常用選項

之一，主要的原理是使用電磁原理或火花放電

的方式產生震波，再利用幾何原理將震波集

中，接著以適當介質傳導至結石，最後產生機

械能來擊碎結石，擊碎的結石再經由尿液排

除。因具非侵犯性、輕度麻醉或免麻醉、免

住院、台灣健保給付等優點，所以病人有很

高的接受度。結石清除率依照結石的大小、位

置、及硬度而有所不同，整體而言，小於一

公分的結石，每次體外震波碎石的結石清除

率，大約介於70%至80%[2]。目前歐洲泌尿醫

學會建議使用傳導凝膠、適當的震波頻率及術

後藥物來增加結石清除率。

雖然體外震波碎石有多項優點，但並非

每個病人都適合，例如孕婦、肥胖者、嚴重

尿路感染、阻塞性尿路、無法停用抗凝血劑的

病人皆不適合體外震波碎石。此外，雖然為非

侵入性的治療，但仍有少部分的併發症，如血

文／何承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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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尿路感染、殘餘結石再成長及少見的腎旁

血腫等。

根據健保署的統計，接受體外震波碎石

術病人平均利用次數約為1.4次[3]，約10%病

人需要進一步使用侵入性的手術解決結石問

題，因此臨床上必須跟病人解釋可能的併發症

及再治療的不確定性。

硬式輸尿管鏡碎石術（Rigid 
ureterorenoscopic lithotripsy）

經尿道的泌尿科內視鏡手術已有二十年

以上的歷史，早期的輸尿管鏡，因為器械管

徑過大，所以併發症的發生率相對過高[4]。

隨著器械的改良和使用技巧的進步，利用內視

鏡經由人體自然孔道處理尿路結石的方式，

已成為泌尿科醫師一項不可或缺的技術。目

前最常用的硬式輸尿管鏡管徑約8Fr.，甚至有

可通過輸尿管狹窄的極細輸尿管鏡（4.5Fr.）

可供選擇，輸尿管任何部位結石均可採用硬

式輸尿管鏡來達到碎石目的。除了輸尿管鏡

的進步，碎石的工具也有不錯的發展，過去

效率不佳或容易造成輸尿管受損的氣動碎石

（Pneumoballistic lithotripsy）、親水性電擊

碎石（Electrohydraulic lithotripsy）及超音波

碎石（Sonotrode lithotripsy），逐漸被鈥雷射

（Holmium-YAG Laser）所取代，鈥雷射因具

有能量快速被水吸收且不易造成輸尿管受損的

特性，可減少碎石的併發症及提升整體碎石的

效率，目前在臨床上廣泛的使用。與體外震波

碎石術相比，輸尿管鏡碎石術有更佳的結石清

除率（60-100%）[5]，且可經由一次性手術完

成。此外因無傷口及住院天數短，帶給病患侵

入性碎石手術更佳的選擇。

軟式輸尿管鏡碎石術（Flexible 
ureterorenoscopic lithotripsy）

由於受限於角度的關係，硬式輸尿管

鏡通常只能處理輸尿管內的結石，對於腎結

石，過去只能靠震波碎石或經皮穿腎的方式

處理，隨著光纖科技的進步，過去幾年逆行

性腎內手術（retrograde intrarenal surgery）也

有很大的進展，目前的方式主要是以輸尿管通

道鞘（access sheath）建立安全的通道，利用

可彎曲180~270度的軟式輸尿管鏡，進入腎盂

及各腎盞進行結石清除，因此解決硬式輸尿管

鏡無法轉彎進入腎臟的困境，近十年，軟式輸

尿管鏡在結石治療所占比重逐年增加，根據國

外很多醫學中心的統計，在腎結石的治療選項

中，軟式輸尿管鏡已經超越體外震波碎石成為

主流。此外碎石工具也有一些進展，近兩年高

能雷射（Moses laser）的發明也使雷射碎石的

效率提升不少，搭配清晰影像的軟式輸尿管

鏡，過去只能利用經皮穿腎方式處理的較大結

石皆可迎刃而解。雖然軟式輸尿管鏡可以處理

大部分的腎內結石，但還是有可會產生一些

的併發症，例如血尿、輸尿管狹窄及受損等

等，整體的發生率約介於4-5%[6]，使用較親

水性的輸尿管通道鞘及預先放置輸尿管導管可

以避免發生。

經皮穿腎取石術（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PCNL）

自從1976年由Fernstrom與Johannson完成

首例經皮穿腎取石術後，傳統的開腹破壞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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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取石的方式已少見。過去一些較大或較複

雜的鹿角結石，需要靠開腹剖腎的方式來處

理，但隨著經皮腎造瘻取石方式的出現，不

僅減少併發症，也縮短病人的住院時間。雖然

逆行性腎內手術的發展迅速，但針對一些軟式

輸尿管鏡無法處理的結石，最終仍需要靠經皮

腎造瘻的方式處理。一般來說，利用似吸管的

鐵管或氣球擴張器來建立經皮造瘻管道，再以

氣動碎石或雷射碎石的方式處理，相較於軟式

輸尿管鏡而言，可以更有效率的處理結石。

一些文獻指出[7]，無術後管路的經皮穿腎取

石術適用於一部分的病人，如無腎盂穿孔、

無明顯出血、無剩餘結石、無泌尿道阻塞問

題等等，因無需放置術後腎造瘻管，所以增加

術後的病人滿意度。雖然經皮穿腎取石術效率

較佳，但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嚴重的併發症，如

出血、感染、周邊器官受損等等，術前及術中

詳盡的影像學可以減少周邊器官受損發生的機

率。

泌尿道內視鏡手術的進展

迷你經皮穿腎取石術（Mini- 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 Mini-PCNL）

傳統的經皮穿腎取石術必須建立約24 Fr

至30 Fr的通道，雖然清除結石的效率極佳，

但是術中出血量較多，術後也比較容易有出血

併發症，以及留下較大的傷口。近年來，由於

內視鏡的發展及雷射效能的提升，經皮穿腎取

石手術逐漸走向更小傷口，迷你腎臟鏡使用約

16 Fr至20 Fr的通道，較小管徑的傷口可以顯

著減少出血併發症及傷口疼痛且加快術後復原

的速度，病患術後復原期通常很短，常可以在

手術隔天出院[8]。針對一些複雜的鹿角結石

或腎盞結石，也可以建立較多迷你孔道來提升

結石清除率。受限於軟式輸尿管鏡角度的問

題，有些極端的角度的腎盞結石，軟式輸尿管

鏡未必能達到完整的結石清除率，近期文獻指

出[9]，介於1至2公分且位於下腎盞的結石，

使用軟式輸尿管鏡與精細腎造瘻取石術有類似

的併發症發生率及相近的手術時間，但迷你腎

造瘻取石術有較佳的成功率。雖然較小腎造瘻
可以減少併發症，但相較於傳統經皮穿腎手

術，仍有較長的手術時間。

內視鏡聯合手術（Endoscopic Combined 
Intrarenal Surgery, ECIRS）

承上所述，軟式輸尿管鏡的優勢在於可

以檢視每個腎盞，缺點是對於下腎盞結石或

兩公分以上的結石處理效率較低；反之，經

皮穿腎取石術的優點在於處理大結石的效率較

高，缺點是單一孔道及硬性的內視鏡，可能無

法觸及所有的腎盞。近年來，一項結合軟式

輸尿管鏡碎石及經皮穿腎取石術優點的手術

被提出，取名為內視鏡聯合手術（Endoscopic 

Combined Intrarenal Surgery, ECIRS）。藉由

特殊平躺截石擺位（Galdakao-modified supine 

Valdivia postion），可以同時進行軟式輸尿管

鏡及經皮穿腎取石術兩項手術，適合用於治療

佔據多腎盞的困難腎結石，相較於單獨使用軟

式輸尿管鏡手術，內視鏡聯合手術可以增加清

除結石的效率，結石碎片可以藉由腎臟孔道立

即取出；反之，相較於單獨使用經皮穿腎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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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內視鏡聯合手術可以檢視所有腎盞，增

加結石廓清率。近期一篇系統性回顧的文章證

實與單用一項手術相比，聯合內視鏡手術可以

增加結石清除率及減少併發症發生[10]。

結石手術處理原則

由於各項結石手術的蓬勃發展，使得

以往需要侵入性手術治療的病人有更多的選

擇，2020年歐洲泌尿科醫學會臨床指引針對不

同的位置及大小給予不同的建議。針對腎結石

而言（圖1），經皮穿腎取石術仍然是處理大

於2公分結石的標準首選，小於2公分的結石則

可選用軟式輸尿管鏡或體外震波碎石，考量到

碎石的效率，介於1至2公分的下腎盞結石，若

病人有嚴重肥胖、狹窄腎盞通道、較硬的結石

等不利體外震波碎石的因素，建議以侵入性的

內視鏡治療較佳。輸尿管結石方面（圖2），

大於1公分的結石，不論近遠端，皆建議以輸

尿管鏡碎石術為優先考量，近端可採用經尿道

逆行或經皮穿腎順行的方式處理，小於1公分

的結石則輸尿管鏡或震波碎石皆可。雖然侵入

性的治療有較佳的結石清除率，但也有較高的

併發症發生率，臨床上還是需要根據病人實際

狀況做適當的調整。

結語

過去十年，泌尿內視鏡影像、碎石機及

取石工具皆有明顯的進展，內視鏡治療結石的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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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也越來越少，回顧目前歐洲泌尿醫學會對

於尿路結石處理的建議也都傾向利用自然孔道

的方式處理結石，目前軟式輸尿管鏡技術也在

推陳出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研發出更有

效率、更安全的內視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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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NL: What Makes it Better? Surg J (N Y) 

2020. 6(1): p. e19-e23.

10. Cracco CM, S.C., Endoscopic combined 

intrarenal surgery (ECIRS) - Tips and tricks 

to improve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Turk J Urol, 2020. 46(supp.1): p. S46-S57.

（作者係2003年畢業於臺大醫學系，現任於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泌尿科主任）

臺大醫學院藥學系誠徵教師數名
（111年2月1日或111年8月1日起聘）

(一)應徵資格：
申請者須具開創性、獨立性及團隊合作精神，且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專長為生藥、藥物分析領域，具有相當於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之資歷者。
2. 專長為藥物化學領域，具有相當於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之資歷者。
3. 專長為大分子或細胞藥物開發領域，具有相當於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之資歷者。
4. 專長為藥劑學領域，具有博士後一年以上之研究資歷或藥廠實務經驗者。
5. 專長為中西醫藥整合相關研究，具中醫師資格並獲博士學位者。
以上相關資歷計算，以至起聘日期為準。

(二)起聘日期：111年2月1日或111年8月1日
(三)檢具下列資料：除推薦函外，請寄電子檔

1. 個人履歷。
2. 三年內（108.2.1～迄今；108.8.1～迄今）代表性著作（最多五篇）。
3. 五年內（106.2.1～迄今；106.8.1～迄今）著作目錄。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學經歷證件。
6. 三封推薦函（由推薦人逕寄送電子檔或紙本至藥學系）。
7.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前6項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四)截止日期：�111年2月或111年8月起聘者，請分別於110年6月30日(星期三)或110年11月1日
(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達本系。

(五)文件寄送： 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藥學系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召集人 
沈麗娟 主任    收 
E-Mail：ljshen@ntu.edu.tw 
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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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淺談新冠肺炎COVID-19的診斷

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

新冠肺炎COVID-19，自2019年年底於

中國爆發群聚以來，迄今已造成全球超過1

億人感染，並有超過2百萬病患死亡。各國

關於COVID-19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從早

期病毒溯源和病毒感染史建構，逐漸發展到

近期的疫苗效果評估和免疫反應的探討。而

在SARS-CoV-2的檢驗方面，兼具較高敏感性

（sensitivity）及特異性（specificity）的診斷

工具，特別是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為基礎的核酸檢驗，仍

然是大多數國家用來確診新冠肺炎的主流。

在疫情爆發之前，多數病毒的PCR檢驗相較於

臨床常使用的快篩，需要較多的人力執行和

較長的周轉時間（Turnaround Time, TAT），

意味著檢驗需要消耗的資源較多，採檢後也

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夠得到報告。但面對疫

情來勢洶洶，在送檢量驟增的同時，TAT也須

維持在合理的範圍內，對於執行檢驗的單位

是一大考驗。如何在保持準確性的同時縮短

TAT，是新冠肺炎檢驗的主要發展趨勢之一。

SARS-CoV-2在生物學上的分類與2002

至2003年左右造成疫情的SARS-CoV 同屬冠

狀病毒科（Coronaviridae）中的乙型冠狀病

毒屬（Betacoronavirus），為一單股RNA病

毒。SARS-CoV為所有可感染人類的冠狀病

毒當中與SARS-CoV-2親緣關係最相近的。同

其他冠狀病毒，其核酸所轉譯出來的蛋白質

分為結構性（structural）及非結構性（non-

structural）。結構性的蛋白主要分四部分：棘

蛋白S（spike）、封套蛋白E（envelope）、

膜蛋白M（m e m b r a n e）以及核殼蛋白N

（nucleocapsid）。非結構性蛋白則包含10多

種不同的功能性蛋白質，幫助病毒完成生活

史。現有的檢驗方法即根據這些抗原蛋白質及

其對應的核酸序列做設計，以下即簡單闡述新

冠肺炎的現有相關檢驗。

病毒培養

用細胞進行病毒培養（cell culture for 

viral isolation）為所有病毒檢驗的黃金標準，

但是SARS-CoV-2病毒培養有一定難度，而且

必須在BSL-3生物安全等級的實驗室操作，所

以無法在一般醫療院所普遍使用。

分子檢驗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R e a l  T i m e  R e v e r s e 

Transcription PCR（RT-qPCR，以下簡寫為RT-

文／康竣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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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為可定量的PCR，其原理為在原本的

PCR引子之外再加上一條與目標核酸序列互補

的探針（probe），其上帶有可發出螢光訊號

的分子。當目標序列存在且被聚合酶作為模

板複製時，探針被分解使其上面的訊號分子

發出螢光，藉由偵測螢光強度即可知PCR的產

物量，並從標準曲線推知初始病毒濃度。在

SARS-CoV-2之前，其他可定量的病毒檢驗如

CMV、EBV等等皆是使用同樣的原理。但由

於SARS-CoV-2目前並沒有經認證的標準濃度

病毒液來做標準曲線的校正，僅使用陽性的病

毒液以及陰性對照來作檢驗的品管，因此檢驗

的數值僅能視為半定量，而檢驗結果報告亦只

呈現陰性或陽性兩種結果。

臨床上，RT- P C R仍是目前用來診斷

SARS-CoV-2的最重要檢驗，因其敏感性及

特異性皆高，可達95%以上甚至接近100%。

迄今許多國家各自生產不同的RT-PCR檢驗用

試劑，其所使用的模板核酸序列片段稍有不

同。以台灣來說，最早疾病管制署（CDC）

所提供檢驗單位的RT-PCR，使用三種蛋白的

核酸片段作為引子的目標：E蛋白、N蛋白以

及RdRp（非結構性蛋白）。特別一提的是，

S蛋白在病毒免疫學的研究上有其重要性，

但幾乎不被用來做為RT-PCR的目標序列。S

蛋白位在冠狀病毒的最外層，是與細胞受器

（receptor）結合的部位，其序列及蛋白質結

構決定冠狀病毒可能感染的細胞種類及傳染

力，但是易於發生突變，也因此不適作為RT-

PCR的模板使用。

檢驗的周轉時間（TAT）是目前應用RT-

PCR的一個重要難題。雖然RT-PCR的大部分

步驟都可自動化，但因使用的呼吸道檢體狀況

迥異，包含痰液、漱口水、肺泡沖洗液、鼻咽

拭子等等，在檢體放入自動化機器之前仍需要

人工進行檢體的處理。而機器抽取核酸和執行

PCR的時間（大約需35~40個循環）並無太大

彈性，整個檢驗完成可能花費6~8小時左右，

當檢體量多時還需分批進行。有研發廠商開發

出商品化的「SARS-CoV-2快篩」檢驗，仍以

RT-PCR的核酸檢驗作為基本原理，透過特殊

的設計使其能夠在數十分鐘內完成報告，屬於

point-of-care test（POCT）。其敏感度及特異

性不亞於原本的RT-PCR甚至更佳，但是檢體

的類別有所限制，成本也較為昂貴，在臨床上

目前大多作為RT-PCR的輔助。對於短時間內

無法進行一般實驗室檢驗的偏遠醫療單位及

診所，或是檢驗人力不足的情境如夜班門急

診，有很大的幫助。隨著疫情的延長，許多生

技及醫材的廠商陸續開發出以PCR為基礎的快

速檢驗，相信未來的篩檢會更有效率。

抗原檢驗

Lateral flow assay（LFA），即一般所認

知的「驗孕棒型」的試紙檢驗，屬於一種酵素

免疫分析法（Enzyme Immunoassay, EIA），

為現在許多病毒快速抗原檢驗所使用的方法

（俗稱的「快篩」），也算一種POCT。至

今已有許多研發單位嘗試開發出LFA原理的

SARS-CoV-2抗原快篩產品，不過在現行的

台灣，可以使用的時機比較有限。原因在於

LFA檢驗的敏感性（sensitivity）普遍不高，

與採檢的技巧有很大的影響。2017年的一篇

review文章（Bruning A, et al. Clin Infect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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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分析了包括流感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等抗原LFA的檢驗結果並作了meta-

analysis，發現這類快篩檢驗的敏感性在不同

研究中從4.4%到100%不等，而綜合統計這些

快篩的敏感性平均大約是60%~70%左右，也

就是說有很高比例的「偽陰性」存在。以台灣

目前的措施，不漏掉任何一位確診病患的情況

下，LFA暫且沒有太大的使用空間。

抗體檢驗

抗體在感染後一段時間產生，在臨床使

用上可以做為是否曾經感染的指標，IgM和

IgG則分別可以提供急性或是過去感染的資

訊。對於慢性感染的病毒，不同的抗原部位所

產生的抗體，則可以幫助了解身體免疫以及病

毒的活化狀態，比如常用的HBV和EBV血清

學檢驗。

SARS-CoV-2的抗體檢驗，在各國陸續發

現有「無症狀感染者」後被廣為討論。對於

病毒量較低的感染者，即使是敏感度高的RT-

PCR也可能因為檢驗值低而呈現偽陰性，此時

抗體檢驗便能彌補PCR檢驗的不足。因免疫細

胞在受抗原刺激時會被活化增生，如果是具臨

床意義的感染，在病原體少的狀況下也還是可

以產生足以被偵測到的抗體量。在台灣也曾施

行過幾個較具規模的SARS-CoV-2抗體研究，

主要目的是試圖了解在未確診的民眾中是否有

潛在的抗體陽性之曾感染者，並估算可能的比

例。

LFA也可以應用於血清抗體檢驗，目前國

際上現有的SARS-CoV-2抗體快篩LFA所測的

抗體主要有IgM和IgG，少數可測IgA。部分研

發單位在設計LFA時將IgM即IgG的結果合併

為同一條band，只要任一種抗體存在即會呈現

陽性。但LFA本身結果大多為人工肉眼判讀，

有時會有敏感度不夠的疑慮。因此，亦有大型

自動化機台的廠商開發出利用生化檢驗儀器來

檢驗SARS-CoV-2的試劑，其原理是化學冷光

（微粒酵素）免疫分析法（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Immunoassay, CMIA或

CLIA），基本上與LFA類似，都是利用抗體

抗原的結合，再以二級抗體或化學物質呈現訊

號。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研發出抗體檢驗的廠

商，絕大多數以N蛋白作為試劑上的抗原，僅

有較少數使用S蛋白甚至是其他部位蛋白，原

因是因為在已感染者的體內發現anti-N的抗體

量是相對較多的，使用N蛋白做抗原的敏感度

會較高，而一些突變型的S蛋白構型可能會改

變。

然而，從抗體研究的結果看起來，SARS-

CoV-2所引起的免疫反應可能與從前我們認知

的理論不太相同，意味著抗體檢驗在臨床中

扮演的角色也會有所不同。傳統上多半估計

抗體開始產生時間為感染後的10~14天左右，

又以IgM先產生。但目前研究發現在新冠肺炎

的確診者，有部分遲至症狀開始後的第四週才

能從血清中測得抗體，不論是用LFA或自動機

台的檢驗皆然。也就是說，懷疑感染者若要

用抗體檢驗來做診斷，需要考慮3~4週的「空

窗期」。這使得這個檢驗在臨床上變得難以

應用。另一方面，抗體檢驗也常作為疫苗效

果的指標，像是HBV、VZV、MMR等等。但

目前的抗體檢驗是否能用來評估新冠肺炎疫

苗的效果，仍有待商榷。就目前的認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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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抗體必須是「中和性抗體」（neutralizing 

antibody），其結合的目標抗原是病毒的受器

結合位（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以

SARS-CoV-2來說就是S蛋白上的某幾個特定

胺基酸序列。現有的抗體檢驗所驗出的anti-N

或anti-S抗體是否可以反映中和性抗體的量，

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12年畢業，現任附設

醫院檢驗醫學部研修醫師）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本國護理師證書

2. 具護理學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3. 具護理臨床經驗及教學熱誠者，能勝任護理教學及臨床實習課程

4. 擬應徵職級需符合臺大醫學院各職級教師聘任送審規定 
(相關規定請參閱:臺大醫學院人事組 https://www.mc.ntu.edu.tw/person/Index.action：
常用法規/教師聘任升等第13點「本院教師聘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暨送審論文

績優研究評分辦法」)
5. 婦產科護理專長尤佳

6. 教學場所包含臺灣大學本部及雲林分部

（二）檢具資料：

1. 履歷表（含個人資料、學歷、經歷、專長領域、擬應徵職級及聯絡電話、E-Mail）
（使用表格如以下※14）

2.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護理師證書影本

3. 已有部定教師資格者請檢附影本

4. 教學計畫書及未來研究計畫、研究領域（使用表格如以下※14）
5. 五年內（即2017年2月1日以後）送審論文目錄表（表格下載如以下※15.16.17）及

論文抽印本或影印本，請自行標註主要代表著作(上述1-5項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一

份，郵寄至本所，並請另附電子檔寄至：hyl@ntu.edu.tw）

6. 推薦函三封。

※ 請至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址 https://www.mc.ntu.edu.tw/person/Index.action：下載「常

用表格/專兼任教師新改聘」所標示之「14.15.16.17項表格」，表格檔名如下：

14. 教師新(改)聘推薦表  
15. 論文目錄表Ⅲ-1 (須為SCI或SSCI)
16. 論文目錄表Ⅲ-2 (最近五年內論文目錄)
17. 論文目錄表Ⅲ-3 (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三） 截止日期：2021年 6 月21日(含)下午5點前截止收件（含紙本及電子檔） 
起聘時間：2022年2月1日起聘

（四）收件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胡文郁主任收（請註明應徵專任教師）

（五） 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435  李小姐 
傳真專線：(02)232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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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老宅憶往日逝去年華

文／戴鐵雄

陽光不復尋

父親於民前三年出生於賣「醬料」（如

豆腐乳、醬瓜等）維生的窮苦家庭。自幼天

資聰穎，但因當年統治台灣的日本人將台灣

人列為「三等公民」，所以台灣子弟只能

就讀長老教會等所創設的中學校，在南台灣

只有台南市的長榮中學及長榮女中，念大學

者有如鳳毛麟角，只有少數大地主子弟始能

獲致。因此父親小學畢業後，因成績特優，

由老師推薦他到東港街「保甲事務所」充當

「給事」（工友）。因工作認真反應快，故

十八歲時就被提升為「保甲書記」，也就在

當年憑媒妁之言，與素未謀面十六歲的母親

成親。父親因剛由「給事」升為「書記」，

故結婚時尚理平頭，其身高不及五尺，致新

婚洞房時差點被母親誤認為鄰居小孩誤闖洞

房而逐出房外。這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而結婚的封建思想時代才會發生的趣

事。對現代的青年男女而言，是件不可思議

的鮮事。

日本人登台後，以血腥鎮壓方式消滅

反抗份子，並將反抗日本人，卻在地方耍

流氓的地痞惡霸拘往火燒島管束，對善良百

姓偶犯小錯者，以嚴刑鞭打方式統治。因此

當時台灣人「怕打而不怕關」，因為被關，

可以吃「無錢飯」，關不了幾天就出來了，

被鞭打可是會痛好幾天的。父親因職務上關

係，與日本警察互動密切，因此常能替誤觸

法條的老百姓說情而免於鞭刑，故深獲街坊

敬仰。但父親卻說在「公門好行善」而不居

功。

母親替父親生下三女四男，我排名男

孩老大。母親忙於家事，哄小孩工作就全

落在父親身上。弟妹們乳幼時一個比一個愛

哭，父親雙手一抱，左右搖晃，來回不知幾

趟的，一直搖唱到睡著為止。然後輕輕抱到

床邊放下，但一離開父親的溫懷又哭了，得

從頭再來過，有時實在搞不過小傢伙，只好

抱著小嬰兒上街搖唱去。父親怕熱，晚上在

家中喜歡光著上身只穿長及膝蓋上的內褲，

這時也就如此穿著日本木屐（長方形輕厚木

板，上有入型木履鬃，下面在前後橫著釘上

二塊豎立小長方形木板的木履），「嘰咯嘰

咯」的環繞著東港的主要街道又唱又搖的。

父親在東港可是一位無人不識的大名人，因

此在路上可得跟碰到的每一位街民打招呼，

甚至抱進朋友的廊下聊天。如今事隔六十

年，父親赤裸上身穿內褲抱著弟妹在街上遊

走的形象猶恍如眼前。



校友小品

2021年4月‧第38卷第4期 25

每年過年可是我們小孩們的大日子。除

夕夜七個小孩排隊輪流領取祖父母及父母分

別賞賜的壓歲錢。第二天新年元旦，穿上新

衣鞋，小傢伙們就跟著父親到親友長輩家拜

年領取紅包去（母親則在家裡等著給上門拜

年的下輩們發紅包），雖都是在紅包內裝著

小錢，但積少成多，對我們小孩子來說可是

一筆不少的收入。回家後父親可不會將紅包

沒收，由我們自己花用，但總不忘記提醒我

們把花剩下的紅包錢，等過完年後存到東港

信用合作社（當年叫信用組合）我們自己的

帳戶去。這可養成我們兄弟們長大後不亂花

錢又懂得儲蓄的習慣。

父親自奉甚微，沒有抽菸喝酒賭博的

嗜好，因此有時與日本人上酒家，因不會喝

酒而常常都是藝妓們「糟蹋」（欺負）的對

象。賣藝不賣身的藝妓們常常主動投懷送抱

強餵父親喝酒，若不喝可以，條件是要父親

當眾抱緊她們，不會喝酒的父親，十有八九

大概都選擇後者。一半原因可能是因為父親

長得俊的關係吧。這些可都是日本警察上我

家喝酒作客，酒後微醺時取笑父親的話題。

也就因為父親的薰陶，使我長大後懂得節儉

及養成菸酒不沾的習性。

父親天生膽小保守，雖然生活長大於東

港漁村，但終生不會游泳，也不准長男的我

下水，使我至今猶不諳水性。父親因保守，

所以把用剩的薪水全部儲存在信用組合，以

致除了祖傳老家外，沒有添置任何不動產或

投資事業。台灣光復後因陳儀行政長官政府

之貪污無能導致通貨膨脹，二二八事變後，

使幣值貶損，造成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台幣

一元的後果，使父親頓成窮人一族，而一度

將父親擊倒。好在母親靠其靈巧縫紉術賺錢

維持家計，才又鼓使父親重新站立，並幫我

完成了半工半讀的臺大醫學院學業。在家中

經濟極度困難中，要維持一家十多口生活所

需及弟妹們學費，又每月要湊出新台幣一百

二十元幫我的伙食費，至今猶能體會四十多

歲壯年而已滿頭白髮的父親的辛苦。也因而

使得一輩子不會騎單車（膽小而未學），也

不肯花錢坐車，無論多遠都用雙腳走路的父

親，健壯的身體每況愈下，終於染上心疾，

而於七十多歲就離開了我們，也拋下一向相

依為命，以父親為生活重心又不識字的母

親，度過寂寞思夫的二十多年。如今在兒女

孫兒輩紛紛送我父親節禮物，祝福我父親節

快樂的時辰，猛想起父親暇時帶我上高雄五

層樓（日本人之菊本百貨）坐老式電梯，小

心的抱我坐上上下搖動的電動木馬時，父親

溫暖有力的雙手及守在木馬前專心的關注我

時，那疼愛慈祥的眼神。而今音容不復尋，

不禁令我憶起應該是頌讚「父親」的西洋情

歌：「你是我的陽光，我獨擁的陽光，當天

空灰黯時，您賜我快樂，鼓勵保護我。您從

不知道，我有多愛您想您，所以請上帝不要

拿走我的陽光，致我陽光不復尋。」（曲名

You are my sunshine）思至此，不知何時已淚

眼模糊，心傷難抑。

毛線衣

小時候，媽經常帶我到故鄉的海濱玩沙

跑浪；現在她還是喜歡在傍晚「起風」時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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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走往沙灘觀沙望浪，不過卻大異其趣，為

的是觀看，岸邊海沙在強勁海風吹襲過後，

被刮亂，再度整合，重新定位而在沙面上浮

現的波浪型縱走、橫行或環狀的痕跡，所塑

造成的象形狀阿拉伯字，去揣測、研擬出數

目字，以尋求明牌；隔天晚上一定打電話告

訴我她的成績： 

「雄仔，昨晚海沙『浮字』真準，我簽

中三字『軸仔尾』」；或「唉！昨晚慢了一

腳步，海沙被風吹亂，浮字不清楚，瞎猜不

準，摃龜囉」。

自從爸過世後，孤零零的留下一向以

爸為生活中心，一輩子依仗良人的媽；請

她北上，她會搬出一百個理由反對，其實她

不說，我們也知道，她就是要守著舊宅，不

肯離開與爸廝守了大半輩子的窩。媽一個人

在家閒著無聊，每期必簽六合彩，雖然不識

字，不知甚麼時候學會的，卻十個阿拉伯數

字都認得，所以傍晚「起風」時到海邊察看

被海風吹撫過的海沙浮顯出的「沙浪」，撿

取辛苦判讀的數字，研究拼湊成彩碼後就滿

懷發財夢，高高興興的去簽注；因此研究中

彩號碼就成為她生活的一部份，反正每期小

簽五十元就可以讓媽的日子過得有喜、有

樂、有期盼，所以我們都有問必答的告訴她

新買車子的「大牌」號碼、出國日子、年終

獎金數目等，供媽在「迫牌機」時有更多

「資訊」參考研究。

不知道聽誰說，晚上九時過後打長途電

話有打折，所以經常過了晚上九時十分就從

東港打電話到基隆來，聽到我叫一聲「媽，

妳好！」，就搶著說她的重點：「六合彩

的成績」或從小吩咐到大的「無代誌啦，穿

乎燒，吃乎飽」等就掛斷，簡單明瞭。我知

道媽主要目的，只是希望聽到我叫她一聲

「媽」，知道我平安而已。多少次告訴媽，

她一個人留在老家，我們有多不放心，媽說

她身體硬朗得很，自己一個人無拘無束，自

由自在得很，又有老農年金享用，你倒不必

寄那麼多錢來，多留些給媳婦孫兒們使用，

出門可不能太寒酸，不過也不要讓年輕人養

成奢侈浪費壞習慣----，最後又會繞回原點：

出門在外，一切小心----。

終究放心不下，趁著到南部出差機會，

回到東港老家探望母親。走進家門，立即看

到滿頭白髮，坐在塑膠椅上，駝著背，專心

一志，一針一線地在替我鉤織毛線衣的媽媽

的背影，這情景，不禁令人憶起念大學時首

次放寒假，坐上晨五時臺北開的普通列車，

點燈時才抵達東港，一進家門，在昏暗的燈

光下，眼簾裡映入的也是戴著老花眼鏡，一

針一線的編織漁網的媽的背影；當年媽才剛

年過四十，佝僂著身子，坐在矮凳上，我卻

發現，媽的雙鬢上已罩上白霜幾許，額間皺

紋也加深一層；我知道，媽白天忙於幫人縫

製修補衣物外，晚上還得加工編織漁網，賺

取微薄工資，以償還因籌措我念大學的註冊

生活費而向親友告貸的債務，當年我因衷心

感激與不捨而眼眶泛滿淚水。如今，第二度

又讓我看到令人感恩、悸動，淚濕滿眶的背

影。聽到腳步聲響，回過頭來發現是我，高

興又疼惜的說：「要回來都不通知一聲，怎

麼又像小時候一樣，受了委屈，看到媽就哭

了。來來，讓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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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沒事，剛才沙子吹進去，現在沒

事了」。

「沒事就好，先去洗把臉，媽去煮碗蛋

湯」。

說完，匆匆忙忙走進廚房，從小，每次

假日返鄉，這可是媽的第一個動作，雖然早

跨過五十大關，膽固醇已悄悄纏上身，這一

只蛋無論如何是非享用不可的。

從側門走入後院，驚奇的發現，媽辛苦

栽植修剪的黃花綠草全不見了，只留下爸親

手栽植的「烏皮樹」及媽喜愛的「雞蛋花」

樹高聳兩邊，滿園遍布二、三十隻雞群，

公、母、老、中，小，雛雞都有，妙的是，

群雞中夾雜著二十來隻超敏感的麻雀，與多

隻神出鬼沒，動作敏捷，掠奪雞飼料的老鼠

快閃部隊，都相安無事，賓主盡歡的在共享

媽提供的雞飼料美餐。

「雄仔，蛋湯好了，快進來吃，免得涼

了」。

「媽甚麼時候養那麼多雞了」。

「從阿姨送我六隻小雞開始」。

「媽怎麼連麻雀、老鼠都養了」。

媽笑笑，沒答腔，可是媽又能怎麼樣？

老鼠沒得吃可會「偷」小雞的，我知道媽笑

笑，可包含幾多妥協與無奈。

餐桌上除了雞蛋湯外，還有年幼時我最

喜歡的「媽媽手路菜」：沾上麵粉攪混雞蛋

的油炸甜年糕及把白土司沾雞蛋、麵粉後進

油鍋的法國土司餅PAN CAKE（媽說的，不曉

得在法國是不是真的有這一道點心），享用

這麼多蛋餐，返北可不知道要跑幾圈操場，

才能消耗掉這些過多的膽固醇。

我坐下來還沒有動用蛋湯，媽立即迫

不及待的報告她輝煌的戰果：上次，她花

了兩天功夫，研究海沙「浮字」後，參考電

視上歹徒開了幾槍，偷窺雞園中飛下來多少

麻雀，及老鼠出沒幾次，拼湊成一組號碼，

中了十萬元。現在有四隻母雞正在抱蛋，每

隻所孵數目不一，這些將是下期要下注的彩

號。

阿狗嫂走了，她兒子把阿狗兄留下的

舊宅及一甲多田地都賣光了，噯！我可又

少了一位好朋友。有人要來買爸爸留下的三

分田，我把他給回絕了，並不是因為聽說那

塊地將來可蓋房子，土地一定會增值，重要

的是，噯！我怎麼可能賣爸爸的東西（我知

道，說東扯西，媽在暗示我，媽百年後，爸

爸留下的一切，絕不能動！）。聽說「鹹埔

仔竹橋」就要改建成鐵筋混凝土橋，若是真

的，將來就不必怕被洪水「刮」走，以後也

不會再被拿來當選舉支票了。鎮公所正在鼓

勵捉野狗，以免到處隨地大便，無故咬人，

快步緊跟機車猛吠，害得機車騎士因緊張驚

嚇而摔得人仰「車」翻；所以每捕獲一隻狗

交給鎮公所，可獲得獎金三百元；可是大家

寧可被狗咬，讓野狗到處隨興大便，污染環

境，也不願意去抓狗領取獎金，理由是：

「阿彌陀佛，不能殺生」。我想大概只有吃

「安非他命」的才有可能去捉狗領獎金。上

次下大雨，加上海水倒灌，「新街護岸」崩

了一角，街路都淹水，漁塭也「崩塭」，滿

街都可捉到虱目魚，「塭頭家」可大「了」

錢了---。

媽知道，從小，我吃東西時都很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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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會還沒吃完就半途離開，因此要跟我說

話，就是最不喜歡聽的，甚至是要罵我，這

個時間我最能全部聽進去；所以就乘機將堆

積良久的見聞，一股腦兒傾洩出來。看我用

完餐，立即拿來編織一半的毛線衣往我身上

比對，然後嘆了一口氣，幽幽的說：

「媽要幫你編織一件毛線衣，可是年

紀一大做甚麼事都不順手，花了三年多了，

還無法替你鉤好這件毛線衣，肩膀處鉤了

又拆，拆了又鉤，無論怎麼弄，都是寬寬鬆

鬆的，不成個樣子，今年冬天你又沒毛線衣

穿了」。本想告訴媽，我有很多冬衣，但話

到唇邊，又硬吞回肚裡；緊擁滿懷母愛的溫

馨，心頭湧上一陣熱，腦海裡漂過「慈母手

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惟恐遲遲

歸，誰說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心中吶喊

著，媽，謝謝妳！

午餐時，媽突然端出二粒香噴噴的肉粽

放在我面前，迎著我狐疑的眼光，媽得意的

說：「自從中了大彩，我就知道我將好運連

連，端午節快到了，我預感你可能會回來，

所以提早包了你自小喜歡吃的，媽親手包的

粽子」。

感到喉頭一陣熱，心想「這趟若又被

旁務牽累而改變行程，媽雖不會說甚麼，內

心肯定會大感失望」，我立即著手享用這份

意外。剝開粽葉，馬上看到經媽泡過糖水，

色澤光鮮嫩美的花生，咬在口中，月桃粽葉

經蒸煮後分泌出的汁液發出的特殊香味及香

菇、肥肉的甜美，充溢著濃濃的媽媽味；令

人回想起幼時站在媽身旁看媽邊包粽子，邊

說一段又一段七娘媽、虎姑婆、蛇郎君、牛

郎織女等，小朋友最喜歡、百聽不厭的民間

故事情景。

「怎麼不說話，不好吃嗎？」

「好吃，與小時候吃的一樣好吃；媽的

手藝一點沒走樣，與我所懷念，幼時的『媽

媽粽子香』一樣」

「還跟小時候一樣的嘴甜討媽喜歡」。

媽得意的笑了笑。

午後訪友回來，媽雙手輕壓著擺在大

腿上，已經拆掉長袖的那件未完成毛線衣，

面向電視機，平靜的午睡在半躺式折合型

藤椅上，小黑狗趴睡在媽的腳側；小黃貓在

窗檯上捲縮著身體，浴著從白紗窗簾穿進的

午後暖陽，靜靜的沉緬夢鄉。心想，此情此

景，應該就是獨居的媽，平日最寧靜舒放的

時刻。媽畢竟年紀大了，坐在電視機前雖然

說是在看電視，其實絕大部份時間應該是電

視在看她。不忍打破這份溫馨、祥和，輕躡

腳步，緩緩的投身沙發中，閉上雙眼，往事

如雲煙，輕輕的在腦際浮現：幼時念國小，

正值日治時代二次世界大戰物資缺乏時，大

家都打赤腳上學，媽以靈巧的十指，一線一

線的幫我縫製「包仔鞋」讓我有鞋穿，上大

學時因家中無餘錢購置棉襖，媽日夜趕工為

我編織毛線衣，雖然式樣古董不時髦，穿起

來有如鄉巴佬，不過讓我感受到的是濃濃的

親情與如海深的母愛。現在媽又像年青時一

樣，替這個已當上阿公的寶貝兒子編織毛線

衣，真的是，在母親眼中，兒女是永遠長不

大的呀！

媽睜開眼睛發現我，高興的說：「我還

以為你離開了呢」。



校友小品

2021年4月‧第38卷第4期 29

「媽看電視怎麼就睡著了」。

「噯！以前爸爸還在時，看電視都是

爸在替我解釋劇情，現在爸走了，不識字

的我，看電視只能用猜的，很吃力，當然容

易睡著。哦！那一串粽子，等一下就帶回去

給媳婦及孫子吃，要放在冰箱裡，免得壞

了」。

我當然唯唯諾諾的答「是」。

「哦！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前些日子土

水師『泰仔』告訴我，我那棵『雞蛋花樹』

及爸爸的『烏皮樹』根將來會把房子弄翻，

媽可告訴你別聽他的，我絕不准任何人動它

們（媽不放心，又再一次借題發揮，提醒我

不能毀損爸媽的東西）」。

我知道媽的意思，就算她怎麼樣了，

也不准動這兩棵永遠象徵她倆在一起的「靈

樹」。

終於向媽告別了，像幼時上學時一樣送

到門前路旁，一再叮嚀：「路上小心，要穿

乎燒，回去後，肉粽馬上要冰著，到家馬上

打電話告訴我」。

媽知道我雖忙，有空總是會回來看她，

所以不會問我下次甚麼時候回來。

「我知道，媽也要保重，再見！」。

「一路小心！再見」。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恆春鎮

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110年1~3月份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現況(告別式日期 
或親友告知日期)

1100321 謝維銓 040MA024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醫科

110/3/21過世

. . . . . . . . . . . . .  110年1~3月徵信錄 . . . . . . . . . . . . .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台幣

110/1/12 陳恒德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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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我家兄弟永遠的敬友— 
莊永明先生

文／韓良俊

今天，我以非常沉重、悲痛的心情來參加

我家兄弟多年來的好友、敬友莊永明先

生的追思會。幾個月前，我們曾經在臺大醫

院相遇時，他還一再告訴我，很擔心他的眼

睛會失明，那時我一直安慰他，卻完全想不

到，他還有更令人震驚的病痛，一發作就使

他這麼快就辭世！

四十多年前，他寫《台灣第一》後，再

寫《台灣紀事》時，需要查閱原版的韓石泉

著《六十回憶》，他說：「韓家輾轉得知消

息，主動寄了一本含有〈六五續憶〉的《六

十回憶》再版本給我」，並說仍記得當年拆

閱此書時的興奮情況。

後來，我們結識為友之後，一直互相以

「敬友」（而非畏友）相稱，因為家兄和我

都很敬重他。及至二○○八年我整理、完成

先父《六十回憶》的編註，將由望春風文化

公司出版時，我想到要請人寫序的第一位，

就是莊先生，聯絡之下，他馬上答應並說：

「做為韓良誠、韓良俊的『敬友』（此為

韓氏兄弟對我的溢詞，我借以回敬）……我

責無旁貸的答應作序」（註），很快寫成了

〈重現台灣史真言 再顯台灣人尊嚴〉序文，

而且在文末還特別註明：「――原稿作於一

九九七年九月廿五日；二○○八年九月廿三

日高鐵四一一車次的7車7E號往台南旅途中，

修改此序。」原來，我本來是計畫在一九九

七年先父百歲冥誕時出版此書，並拜託過他

寫序了。後來因故延期，但他早在那一年就

已先寫好序，並留著等了我們足足有十一年

之久！由此可見，他是如何的重視「朋友

情」，而且做事又這麼細心、有計畫。

另一次，家兄良誠和我兩兄弟於二○一

四年，將曾經在臺大醫學院的《景福醫訊》

寫過的雜文收集、整理，出版《景福兄弟耕

心集》時，當然又想到請莊先生寫序，他同

樣很快地就提供〈景福兄弟  耕心有成〉的

序文，並寫道：台南和台北「兩個地方，沒

有『時空差距』，同是台灣文化底層深厚之

地；我的老家『大稻埕千秋街店屋』已經被

台北市政府明定為『市定古蹟』，它開業的

年代，正巧是韓石泉創業『韓內科』的一九

（ 本文係依2020年8月23日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懷念莊永明追思會」

之講詞，再加以補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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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如此巧合，該是天意。」這一次我

還特別問他，他的頭銜要怎麼寫，他的回答

是「台灣文史工作者」，可見這就是他一生

的志業，而他也完美地實踐、完工了。我覺

得還有更巧的是，「我的老家」台南韓內兒

科診所，也已於二○一六年三月十七日被台

南市政府指定為「台南市歷史名人故居」

了。當天莊先生還專程南下來參加在韓內兒

科診所內的「韓石泉博士•韓莊�鸞女士紀念

室」舉行、由當時的賴清德市長主持的頒證

儀式，並且在致詞時說，將來如果要在這紀

念室舉行「台南文史講座」的話，他很樂意

每個月都來南開講呢！

最後，我想請各位看三張照片，那是二

○一四年九月二十日，我決定捐出莊先生好

意交給我保管了十多年的《韓石泉醫師傳》

他的親筆手稿，給台灣文學館時所照的。

第一張是原名《韓石泉醫師傳》，後來

於2005年由遠流出版時重新命名為《韓石泉

醫師的生命故事》一書的封面。讓我很高興

的是，莊先生和遠流編者決定、採用了我所

攝、得意的照片，做為該書的封面。

第二張是我抱著「送女兒出嫁的心

情」，於2014年9月20日在赴台南的高鐵上和

莊先生厚厚之手稿的合影。

第三張則是當天於國立台灣文學館捐贈

典禮上，我們兄弟和翁誌聰館長、莊永明先

生在台上交接手稿時的合影。（感謝台灣文

學館提供此照片）

謝謝各位！

[註]

莊永明先生更已在他出版於2005年的

《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一書之作者序

〈「明仁之人」，為傳記史〉中寫道：「當

時我欲以台南韓石泉醫師為『鄉土紀事』」

三百六十六天紀事的『傳主』之一，卻苦於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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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他的著作《六十回憶》可參考，因知悉

彼時陳癸淼被派任為台南市代理市長，乃向

他求助，希望其透過行政系統，為我找到韓

氏後人。陳代市長出於為民服務，馬上交

辦，約一個星期後就有了好消息。我不僅接

到了韓家的贈書，也因此認識了韓家昆仲―

韓良誠與韓良俊，後來且成了『敬友』。」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62年畢業，現任母

校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誠徵專任教師數名

應徵資格： 具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及兩年(含)以上博士後研究經歷或

教學經驗，必須能勝任臨床病毒學或臨床細菌暨黴菌學(含實驗及實習) 之教

學與研究，及醫學檢驗、生物科技相關領域之教學。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2021年06月30日(週三)下午五時止。

起聘日期：2022年2月1日(本系可依徵求情況作調整)。
申請資料： 1. 個人資料（含學、經歷）。 

2. 最高學歷及相關證照證書影本。 
3. 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至多五篇。 
4.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 
5. 至少二封推薦函（須含推薦人住址、傳真、電話）。

以上1-4項所有資料須以紙本一份於上述申請期限內送達收件地址;另將電子檔於申請期

限內郵寄至 yalancheng@ntu.edu.tw
推薦函請推薦人以email方式寄達 林亮音主任 lilin@ntu.edu.tw 及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收件地址： 100台北市常德街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亮音主任收

電　　話：+886-2-2356-2799 
連  絡  人：鄭雅蘭助教 yalancheng@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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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日凌晨，母親黃素梅女士因

癌症離開我們了，仍帶著對兒孫一絲絲的不

捨。

母親出嫁時，父親還是軍校畢業沒幾

年的低階軍官，嫁妝兩只皮箱，住入簡陋眷

舍，數十年來相夫教子、勤儉持家，先父方

薰之官至陸軍少將，母親亦於娘家親友博得

「將軍夫人」之美名。育有三子皆有所成，

偉宏為臺大醫學院教員、偉光為公司負責

人、偉達為師大教員，皆為社會中堅。

母親是一位活躍的水墨畫家，專精花

鳥。當最小的兒子考上大學，不再需要督

促學業，且家計無虞時，年已四十過半的母

親才開始拜師學藝，她比任何人都要加倍投

入，迅速的習得作畫技巧即可靈活表現，而

且可以用更為淺顯平易的方式傳授給入門

者，因此習畫10年就開始擔任各學校社團的

指導老師，教學相長，曾多次應邀至美國、

大陸、日本、韓國等地進行展演及文化交

流，聲名遠播。近年來國內舉辦大型國際學

術會議，也會請母親現場繪水

墨小品贈送與會佳賓，促進國

際友誼。

母親平生好勝、好強、

重顏面、重家庭。三年前得知

乳癌多重轉移復發後，時時掛

在嘴邊，激勵自己好好生活下

去的願望是「我要看著孫子長

大。」「我要看著孫子大學畢

業」「我要看著孫子結婚。」

看著她挺直腰桿、志氣滿滿的

如此宣言，令旁觀者都相信她

可以用意志力克服病魔，可惜

身上的癌細胞如同本人一般頑

憶 慈 恩 與 感 謝

文／方偉宏

2016年筆者在台北舉辦APFCB 2016大會，特邀母親黃素梅
女士提供水墨畫摺扇為與會贈品，並當場為來賓提字留念，
APFCB理事長Dr. Leslie Lai特前來致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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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每一季至半年就需要換藥，雖然身體因

病情變化日漸虛弱，然而每每又做出新的心

理防線，絕不自暴自棄。

這三年中母親癌症的治療都被安排在臺

大醫院，在門診、住院的過程中，母親與醫

護同仁也有許多互動，母親常常拿出近日畫

作或小品贈送給照顧她的醫護，看到畫時的

讚美，對母親也是一劑鼓勵良方，讓她暫忘

病痛之苦。

對於照顧過母親的臺大醫院醫護同仁，

深深表示感謝。特別要感謝母校附設醫院腫

瘤科林季宏醫師及團隊，三年來為母親的悉

心診治，林醫師不疾不徐耐心問診，讓母親

覺得十分麻吉（match），很放心的順從他的

醫囑。林醫師對於每次母親帶到診間的近期

畫作、小品總是多看幾眼、不吝讚美有加，

讓母親覺得很有面子，這些對母親作品的肯

定，更添增了日常生活的活力。

治療腫瘤需要經常性的抽血檢驗，感謝

檢醫部的同仁的協助，特別是許呈安和趙元

筆者母親黃素梅女士於「隨緣居」示範水
墨揮毫。

母親黃素梅女士得意之作台灣特有種「帝
雉」，現於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永久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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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兩位組長，對母親的親切招呼。感謝急診

部的同仁，每當母親病情產生變化，都是先

送到急診部協助緊急處置。

感謝疼痛門診孫維仁醫師，調配合宜

的止痛藥，讓母親免於因腫瘤轉移到脊椎

骨所產生的難耐痠痛。感謝腎臟科吳允升醫

師團隊，將母親從尿路感染造成急性腎衰竭

救回來，讓我們能多陪伴她過了一個中秋和

春節。感謝家醫科程劭儀醫師及緩和醫療同

仁，讓母親的最後幾天能免於痛苦，安詳的

走過。

感謝血液透析中心的醫師及護理師團

隊，在母親最後半年多的照顧，當母親初排

入固定的洗腎班表時，劉蕙婷護理長很熱情

的稱呼母親為「很有氣質的奶奶」，這個稱

呼讓母親十分受用，原本不太能接受臥床數

小時的血液透析，只要看到護理長就讓她很

安心，直說要送給她一張自己得意的作品。

在母親走後我前往血液透析中心，向劉護理

長感謝透析中心團隊半年來對母親的照顧，

也完成了母親早早就交待給我的這份小小心

願。

感謝何肇基醫師三年多前母親初到院

時的協助，減緩母親呼吸窘迫的症狀，並

確認母親是乳癌復發多重轉移後，轉介到乳

癌治療的專家。在院區常常碰面，同時會關

心我母親情況的幾位同仁，也要表示深切的

感謝，感謝檢醫部徐思淳醫師幾次母親病危

時，為我解釋急病中的幾個緩解病徵的方

案，感謝環境職業醫學部蘇大成醫師提點我

如何照顧高齡的病人、外科葉啟娟醫師對安

寧緩和末期病人的照顧建議。

全球仍籠罩著疫情肆虐陰影，看到媒

體報導許多地區、國家因為疫情讓許多親屬

無法為往生者辦追思後事。對於身處防疫周

全的台灣，能夠盡心照顧病老長輩，也能盡

力完善後事，甚感慶幸。母親的一生功德圓

滿，僅存之遺願則期待母親在天之靈，能夠

保佑著我們兄弟好好教養孫子長大。幾個孫

子大學畢業、結婚時，我們必然會到父親和

您的靈前祭告。願您安息。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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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觀念中，內視鏡是一類特殊的檢查，早期類似魔術師表演吞劍的方式，把一根直管放入

上消化道；現在的纖維軟管彎曲自如，可以更方便地從口部或肛門置入內視鏡進行檢查。眾

所周知，以胃鏡可用來篩檢早期胃癌，近年的國際趨勢已朝向影像標準化的方式來記錄，本期邀請

邱昱舜醫師，將胃鏡標準化後的各個面相，以簡單的篇幅介紹。然而隨著消化外科前進最小侵襲性

手術，消化內科近年利用內視鏡進行治療的範疇也往前擴展。這次也特別邀請治療性內視鏡表現優

秀的鍾承軒醫師，就目前內視鏡進行肌肉切開術之臨床應用，以圖文並茂的方式，為校友介紹這類

非外科進行的內視鏡治療術。

這一期的「醫學論壇」也有外科前輩們的回顧與分享，都屬於外科系列精彩的文字表述：由江

顯楨醫師分享胃腸外科發展上的一些歷史片段，同時回顧全胃腸外營養TPN的臨床應用，從成人的

短腸症到新生兒的營養支持；而何承勳醫師深入淺出的介紹泌尿道結石的手術治療，包括早期的體

外震波碎石術、傳統侵入性取石術，到近年微創以及內視鏡聯合手術的進展。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這一年多來，雖然全球已經開始往接種疫苗的下一步邁進，但是每天依然不

斷地有新病例的診斷。如何進行這個世紀瘟疫的檢驗診斷，我們邀請了康竣閔醫師介紹新型冠狀病

毒（SARS-CoV-2）的現行檢驗概況，包括媒體常提到的RT-qPCR以及抗體檢測，讓校友們對這隻

病毒能更多一分認識。

「校友小品」的部分則是充滿著溫情：戴鐵雄醫師回東港老家探視母親湧現的心得點滴，對父

親的思念之情躍然紙上；韓良俊醫師追念故友風範的小品，在在發人省思；還有方偉宏主編以感恩

的心，追憶母親的慈恩，並表達對相關醫療團隊的感謝。

感謝校友們的熱心支持與投稿，感謝各位編輯委員

的耐心指教與協助，更感謝亮月小姐的細心叮嚀與幫忙。

在這辛丑暮春，謹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出入平安、萬事如

意！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醫學院附設癌醫中

心醫院檢驗醫學部主任、暨醫學院附設醫院胃腸肝膽科主

治醫師）

文／鄭祖耀



時間：2021年4月10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 
101講堂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2021 年 景 福 校 友 返 校 聯 誼 會

時間：2021年4月9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解剖所　
柯又仁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24週年院慶典禮

施宏澤 102講堂



2021年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活動合影

時間：2021年4月10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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