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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治好我的病？  ◎楊明倫 

今年的中秋節，南佛羅里達州的台灣同鄉會在邁阿密海灘舉辦了一場別開生面的賞月活動。一群男女老

少乘著豪華賭輪，開懷敘舊，其中一位女士提到她的教會經驗。  

幾年前，她初到美國，人生地不熟，就到華人教會去認識一些同鄉，建立人際關係。教會的弟兄姊妹都

很歡迎她，也熱心幫助她們全家的生活起居。但是兩、三年過去了，她對基督教信仰仍是若即若離，雖不排斥，卻也不願受

洗讓耶穌做她生命的救主。  

有一天，她感到身體微恙，經過診斷，赫然發現是初期癌症！她恐慌至極，立刻準備開刀。開刀的前一夜，教會的弟兄姊妹

相約至她家探望她。眾人為她禱告，求上帝保護她，讓手術成功。  

但這位女士並不怎麼相信禱告。她對我們說：「我開刀能成功，都是醫生的手術高明，怎麼能迷信說是上帝的功勞呢？」  

無巧不巧，那晚坐在她對面的，正是蜚聲國際的血癌權威裴正康教授。裴教授目前任教於田納西州孟斐斯市的 St.Jude 兒童醫

院，在兒童急性 淋巴母細胞癌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二十幾年來所救治的白血病童不計其數。裴教授和我是台大醫學院

的同窗，當天正好人在邁阿密開會，便應我的邀請上船與 大家共度中秋。  

聽完那位女士的話，裴教授忍不住笑了開來。他說：「我們治療癌症，到了沒有把握，徬徨猶豫的時候，經常要靠祈禱才有

勇氣下藥、治療。」裴 醫師上教堂數十年，最近即將決志歸主。他的著作等身，世界各國癌症學會爭相邀請演講。這樣高明

的科學家、醫師，他的祈禱大概不能以「迷信」論之吧！  

裴教授的心情我很能瞭解。我是邁阿密大學小兒心臟科的教授，做心導管手術多年，對病人卻只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

因為哪一位病人能夠痊 癒，哪一位病人會再發作，哪一位病人會有手術併發症，我無法完全控制。面對這麼多的不確定，我

只能求上帝，讓我在手術的各項細節判斷正確，沒有閃失。這樣 說來，手術成功的話，功勞要歸誰呢？  

人在世間要能成功，得靠團隊精神，也就是要和別人建立良好的「關係」。有好的夥伴，做事就能加倍得益，正如夫妻是一

輩子同甘共苦的夥伴， 鄉親是共創基業的夥伴，上帝更是我們人生旅途不可或缺的夥伴。經由祈禱的手與感恩的心，祂可以

讓你雖然行經死蔭幽谷，也不懼怕。面對未知的明日，我們何妨 放下自己的衿持與成見，學習與永恆的上帝建立關係，體會

信仰所帶來的力量、喜樂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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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留級生的人生哲學  ◎楊明倫 

大學一年級時，班上有七十幾位本地生及三十幾位僑生，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雖說能考上醫學院的，多是來自各地的佼佼

者，但仍有人書讀得相當辛苦，不時在及 格邊緣掙扎，也不乏因不用功而遭到留級的命運。升上二年級之後，班上多了幾個

新面孔，有從別系轉來的，也有從上一班留級下來的。同時，班上也少了幾位同 學，一位是本地生，一位是僑生，都因為主

科不及格留了一級。  

一般看到的留級生，多是落落寡歡，神情漠然，或是自卑，或是自責，不容易與人相處。這也難怪有一位本地生留級幾次，

甚至到了神經異常的地 步。可是從我們這班留下去的這位僑生，他給我的印象總是笑容可掬，一副行所無事的樣子。由於他

當初從日本來臺灣讀書的時候，一句中文都不會講，我還教了他 一兩句寒暄的話，所以我們雖然不算深交，也是好朋友。後

來由於他接連不斷留級，終於失去聯絡，我都不曉得到底他畢了業沒有，許多班友甚至不記得班上曾有這 一號人物存在。醫

學系七年讀下來已經教我吃不消，長期煎熬，不能畢業，若不是有超人毅力，也該有令人佩服的磨皮功罷！偶爾在醫學院與

他不期而遇，總是感喟 他蹉跎光陰，忍不住搖頭嘆息。  

一晃二十五年，今年的北美臺大醫學院畢業校友會，本班特地擴大參與，與在日本開業久未相見的同學也聯絡上了，沒想到

這位一入學就留級的同 學也興致沖沖地全家報名參加了。現在他在日本的鄉間開泌尿科，家庭美滿，收入甚豐。他還是一如

以往，笑容可掬，一副憨厚老實的樣子。他說他總共留級五次， 竟然前前後後在臺大醫學院熬了十二年！在那兒待久了，連

醫學院的教授老師都變成他打網球的好朋友！前後五、六屆醫學系校友，班班都是他的同窗，難怪在校友 會會場上他招呼話

兒說不完，幾乎每個人都是他的舊識，都是一、二十年不見的老同學呢！  

他說他頭腦不好，別人讀一年，他要讀兩年。別人留級，自暴自棄，他則像龜兔賽跑裡的烏龜，平心靜氣，一步一步地向前

走。他一路上廣結善 緣，現在到哪個地方去玩，都有他認識的朋友。看病人有了疑難，各科權威都有他的舊識，撥通電話問

題馬上解決。要不是那幾年的留級，哪來這種福份！接二連三 的留級，不但沒有打倒他，反而造就了今日成功的他。  

人生境遇萬千，您當選取一個態度去面對，或是怨天尤人，或是達觀進取，結局自是不同。有感於這位留級生樂天知命的超

群 E.Q.(情緒智商)，並祝福他的成就，特為之記。  

 



                一位好牧者                    楊明倫  
 
六十年前﹐有一位六歲的小孩跑去台北的雙連教會做禮拜。在別人的眼中他

只是一個被人輕看的小朋友﹐那位雙連教會的牧師卻很歡喜的得著這位小慕道友﹐

就安排時間去探訪他的家庭﹐阿嘮這位小乖乖﹐與他不信教的爸爸､媽媽建立友

誼。 
 
這位小朋友漸漸長大﹐十六歲了﹐也開始帶領青少年團契。有人就說﹕“你

應該受洗禮﹐成為基督徒﹐才能帶領別人歸主。”  他想也是﹐但因為家裡面沒人信

主﹐父母親一定會反對﹐就相當躊躇。這位牧者就用平常與他的家庭建立的友誼﹐

取得他父母的諒解與信任﹐讓這位少年接受洗禮成為他們家第一代的基督徒。 
 
這位少年三十歲了﹐要到美國深造﹐親友們都到松山機場歡歡喜喜的為他送

行﹐這位帶他少年歸主的牧師也出現在送行的行列。他的飛機經過日本﹐住在好朋

友的家中玩幾天﹐遇到這位朋友的哥哥也是同一天早他一班飛機從台灣飛來﹐才知

道當天牧師也為這位朋友的哥哥到機場送行。當時已經是七十歲的這位老者為了送

他﹐整整在機場多等了兩個小時。 
 
這位牧師有一回會友過身﹐他帶亡者的太太去買棺材。棺材店的老闆問他死

者的身材有多高。牧師想一想﹐就二話不說爬進棺材裡面躺平﹐跟老闆說﹕“就這

樣比我還高幾吋。”  不喜歡為別人辦喪事的牧師很多﹐像這樣肯為會友買棺木﹐親

自躺到棺材裡量身材的牧師要去叨位找﹖ 
  
這位當年不嫌棄他幼小的牧師現在已經蒙主恩召﹐六歲的小孩也已年近六

十﹐長成了教會棟樑﹐結好果子。這位令人懷念的好牧人是誰呢﹖他就是民主前輩

彭明敏先生的舅舅﹐台大婦產科教授陳皙堯先生的父親﹐陳溪土川牧師。 
   
  



羅慧夫醫師的證道辭﹕第二次觸摸          楊明倫譯 

(Dr. Samuel Noordhoff: Second Touch)  《台灣教會公報》 

 

羅慧夫醫師 1927 年 6 月 29 日生於美國愛荷華州﹐是家中獨子。1950 年進入愛荷華醫

學院﹐1959 年 9 月 28 日，為了「疼上帝、疼患者」應馬偕醫院之邀，帶著太太與小孩以醫療

宣教士身分舉家來到陌生的台灣﹐直到 1999 年返美。40 年來羅慧夫以流利的台語行醫﹐腳步

踏遍全台，宣揚並落實他「身、心、靈」全人治療的觀念，在馬偕留下許多「第一」的創舉：

創辦了全台第一個加護病房、灼傷中心、自殺防治中心、山地巡迴醫療車、小兒麻痺重建中心及唇

在台塑企業王永慶的力邀下，成為長庚醫院創院院長，又創下許多第一，包括顱顏中心、顯微中心

家人同時也在這四十年中，見證了台灣歷史的縮影。1989 年 12 月他繼續以「一個唇顎裂手術只需

可以重建孩子一生」的信念，率先捐款成立「羅慧夫顱顏基金會」，巧手修補病人外表，巧心醫治

人性尊嚴。對一個基督徒來講，他做到「榮神益人」的境界。羅慧夫獲 1993 年吳尊賢愛心獎，19

貝爾獎美譽」之 Maliniac 麥林尼克獎特殊貢獻獎及衛生署頒贈 1996 年醫療奉獻獎，1999 年李登

章」﹐現為長庚醫院永久榮譽院長。 

 

羅慧夫醫師應謝陽一牧師之邀於 2003 年 4 月 13 日在邁阿密華人歸正長老教會作了非常令

觸摸 Second Touch ＂ ﹐茲將其證辭整理如下﹐與大家分享﹕

 

我的童年是在小農莊上度過的，生活很是簡樸。在那裡，家人的愛包圍我，我也學到責任感

基督徒家族，每天都要讀聖經，在家族的愛裡，我知道我是受到祝福而來的，我也要成為別人的祝

須將這份愛傳達出去。  

 

在 44 年前我剛到臺灣的時候經常看到痲瘋病人。他們因著痲瘋使得周圍神經壞死､失去觸

因為失去痛覺﹐他們被釘子釘到卻能行走一整天而沒有感覺。慢慢的他們就會失去手指､腳趾﹐再

整隻手､腳。 

 

基督徒也可能變成靈性上的痲瘋病人。因為工作壓力､忙碌生活､緊急事件以及經濟重擔等

的觸覺﹕感受不到祂的存在也不能體會有祂的歡喜。就像馬可福音第八章 22 節伯賽大的盲人一樣

一次觸摸他﹐他看見了﹐但看得模模糊糊﹐看人好像樹木﹐等到第二次的觸摸﹐才被治癒﹐樣樣都

我們成了基督徒﹐但許多時候我們就像痲瘋病人一樣﹐在屬靈上失掉感覺﹐需要耶穌的“第二次觸

命須要“第二次觸摸＂嗎﹖ 

 

改變我自己生命最大的事就是我學會每天早晨有一個“安靜時間＂與上帝同在。我在基督

對我非常重要。但我都是向上帝祈求怎樣進入醫學院﹐怎樣娶到好老婆等。我當外科駐院醫師最後

個人告訴我們一大早有一個“安靜時間＂的重要性。我就在我所定的時間和地點﹐準備好筆記本和

鐘研讀神的話﹐然後默想﹕祂在教我什麼﹐給我什麼啟示與鼓舞。然後把我所想寫下﹐靜下心讚美

及別人禱告。就像是每天早晨我在問上帝﹕“您今天要用我的生命來做什麼﹖＂ 

 

然後﹐有一晚在與我的一位婦產科朋友聊到將來打算的時候﹐我告訴他做為一個基督徒我

Grand_Rapids 到其他地方。因為在那裡你可以向任何一個方向丟石頭保證它會擊到一間教堂。幾
顎裂中心……。1976 年

、美容中心等。羅慧夫全

要一到二個小時，可是卻

殘缺心靈，喚起世人重視

94 年有「國際整形外科諾

輝總統頒「紫色大綬景星勳

人感動的證道﹕“第二次

與辛勤幹活兒。我們是個

福。因著上帝的愛，我必

覺﹐手指､腳趾潰爛脫落。

失去手的功能﹐然後失去

﹐讓我們逐漸失去對上帝

﹕他求耶穌摸他﹐當基督第

看清楚了。第一次的觸摸

摸＂才看得清楚。你的生

教家庭裡長大﹐所以祈禱

一年的時候﹐教會裡的一

鉛筆﹐打開聖經﹐頭五分

､感謝､認罪､並為自己

可能會離開密西根州的

星期後､這位朋友給了我一



封他朋友的來信﹐那是臺灣的一位老醫療宣教士希望有人能來接替他､讓他能夠早日退休返鄉。經過幾番書信往來﹐以及幾

個星期的禱告﹐露西(羅夫人白如雪)和我下了結論﹕因為我們沒有好的理由說不去﹐所以我們就去了。經由禱告﹐我們知道這

決定是對的﹐禱告使我們的心中有了平安及確信﹐因此四十四年前我們就來到台灣。這並不表示樣樣事情都很容易﹐到台灣

之後我要面對的是幾乎已經破產的馬偕醫院。 

 

那時候一位台語老師告訴了我們一個故事﹕一位住在山上的老公公扛著一堆很重的柴火要去溪谷下的村莊﹐山路崎

嶇﹐炎陽高掛﹐過了一個轉角看到一輛 thou-la-khuh(卡車)幾乎嚇他一跳。那個時代山上很少 thou-la-khuh。年輕的司機請

這位老歲仔爬上車背﹐載他到村裡。車子走了一程之後﹐這位司機從後照鏡看到老歲仔還是背著柴火站在車背､死命掙扎的

維持平衡。司機停車向他講(羅醫師用臺語講)﹕“老阿伯﹐請你將你的擔囥在車內底，坐落來好呣？﹐您免一直將它擔

咧﹗＂“böe 用得﹐＂老歲仔講﹕“您已經好心載我落山啊﹐我 bë-tàng 閣 kä 你增加我 e 負擔啦﹗＂ 

 

經常﹐我們的禱告生活就是那樣﹗我們靠主而活﹐卻扛著自己的難處沒把它放下。我自己就必須學著把重擔交給神﹐

不要自己扛著。經由禱告者及他人的幫助﹐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我要感謝禱告者以及許多熱心基督徒的幫助﹐讓馬偕終於

成為設備新穎的現代化醫院了。 

 

我另外的“第二次觸摸＂是從聖經經句裡頭得到的。路加福音第 24 章 13 節敘述門徒中有兩個人往一個名叫以馬忤

斯的村子去。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行。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了、不認識他。耶穌基督用了聖經的經文教導他們﹐從

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了。他們經過了二次的觸摸﹐眼睛這才明亮了、認出他來﹐心

中也才火熱起來。 

 

大約 20 年前（1981）﹐我得到一種無可救藥的怪病﹕疑似 -肌肉萎縮性脊髓側索硬化症（俗稱漸凍人）(註﹕羅慧夫

醫師一生歷經病魔纏身，包括結節性紅斑症（1962）、前列腺癌（1992）、前列腺癌復發（1997）)。我的肌肉逐漸衰弱﹐

全身抽搐。對我這位整天用手的整型外科醫生來說﹐這是一個生涯危機﹐這下子白紙黑字的經文﹐突然變成有祂深刻的意義。

我得過癌症，幾年前復發過一次，我不知道我的生命沙漏什麼時候漏完，離開的時候何時會到，但又如何？不論到那兒，我

總在上帝的看顧之下，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要知道耶穌基督自己也用經文與惡魔掙戰﹐神的話就是指引我們的明燈。在我生病的時候非常感激從各個角落來的朋

友送給我許多有用的經句﹐我都把它們珍藏起來﹐例如﹕ 

 

· 我必撿起災禍、使它離開你。(西 番 雅 書 3:18) 

· 他必在你所行的路上都保護你。(詩 篇 91:11 ) 

·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你們的相信，將諸般的喜樂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本著聖靈的能力、大有盼望。

(羅馬書 15:13) 

· 你不要害怕、因為我救贖了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渡過江河、

水必不漫過你．你從火中行過、必不被燒、火焰也不著在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是你的救主．(以賽亞

書 43:1-3) 

·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 篇 46:10) 

 

雖然我們可以從身邊神所造的萬物認識祂﹐沒有聖經的教導我們還是對神的認識矇矓不清。讀經的時候我們應該有充

份的時間﹐邀請作者在我們的肩上大聲讀出來。另外一種讓經句活起來的方法就是問我自己﹕今天神要告訴我什麼﹖ 



 

我的兒子 Matt 給我一本以時間先後為序的聖經讓我每日查經﹐這裡頭神告訴了我祂的事工如何演繹彰顯。聖經就是

神的話﹗在我最須要祂的時候聖經的確在向我說話。祂每天引領我的道路﹐祂解決我的需要。所以要得到“第二次觸摸＂ 就

要每天讀經﹐祂就是上帝給人類的情書。 

 

我還須要從與其他基督徒一齊敬拜中來得到“第二次觸摸＂。有人說有兩件事你不能獨力作到﹕第一是結婚﹐第二就

是做為一個基督徒。主日崇拜從來就是我“第二次觸摸＂的工具。音樂､講道､同工都讓我得到清楚的基督身體的形像﹕我

們都是一家人。我絕對忘不了 20 年前 TIC 的會友來為我的治癒按手禱告。他們說﹕“你不要自己為自己禱告﹐這樣太累了﹐

讓我們來為你禱告。＂那時候我想他們的信心比我還強。我深深的相信是因為神以及全世界那麼多的朋友為我特別禱告﹐所

以最後我的病好轉了。我們的屬靈家庭不只限於這裡的會友﹐還包括全世界呢。 

 

我更從小組聚會中得到“第二次觸摸＂。我知道每禮拜的小組聚會須要恆心與執著﹐它有時很累人但卻很值得。平信

徒及個人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以與大家分享﹐我從分享的經驗與別人的困難中獲益良多。我們為彼此及彼此的家庭代禱﹐關

懷､分享愛心。 

 

就像伯賽大的盲人一樣﹐我們能從“安靜時間､聖經經句､主內大家庭裡＂得到“二次觸摸＂ ﹕ 

He touched me, Oh he touched me 

And, Oh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He touched me and made  me whole (羅醫師唱詩歌並為譯者解圍說譯者不用在此跟著譯唱) 

 

主日崇拜之後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用台灣長老教會系統典雅的台語演講﹐與大家分享他過去四十年來在臺灣及全世界

所照的相片﹐介紹他為主所做的事工。他說﹕“在台灣的這四十年，我不斷經歷到，我給出去的愛總會從病人､同事､以及

無數的朋友那兒再向我湧來。看著小病人成長、上學、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更是喜悅無比﹐讓我更加深信「愛能彌補

（Love_Makes_Whole）」＂ 。 

 

會後大約 30 位的南佛州台美人聽眾深受感動﹐紛紛為羅慧夫顱顏基金會捐款。您若有心﹐也請捐款(可免稅)寄至﹕

Noordhoff Craniofacial foundation 6314 Royalton Drive, Dallas, TX 75230  http://nncf.org  ncf@ncf.org.tw   這個基

金會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義工﹐善款百分之百用到全世界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需要醫治裂脣的貧病兒童身上。 

 



 「送愛到海地」 

 

「全盟」美國佛州支盟楊明倫會長本人道援助精神，經於 2004 年

十月十日至十六日以台灣及美國友人名義率醫療義診團前往我邦交國

海地進行義診。該團係由楊明倫醫師與其邁阿密大學醫學院小兒心臟科

專科駐院醫師 Serge Geffrard（海地裔美國人）共同發起，善心來自 G

氏本年五月返回海地目睹無情洪水造成逾三千人死亡慘況，以及當地缺

乏醫療資源困境，希望籌組義診團為其祖國奉獻心力，嗣並獲得楊醫師

大力支持(他目前也在一個終生學習的機構 Landmark Education 學習

如何從事社區服務)，隨後在取得我國政府、佛州台裔美人及各界人士

善心捐助與支持後，兩人開始進行募款､招募志工，以及設立網站

(www.projecthaitiheart.org) 。短短數日即有該院小兒科第一年駐院醫師 David Lowe（牙買加裔美國人）、小兒加護病房護

士 Danielle Jean（海地裔美國人）以及牧師 Henry Jules（海地裔美國人）等三人熱誠響應加入，共同組成五人之海地義診

團。其中，醫師 G 氏､護士 L 氏及牧師 J 氏通曉海地語，可以協助醫師與病患間之相互溝通。牧師 J 氏係糖尿病患者﹐每天

要打胰島素﹐由於他過去經營過房地產﹐又曾任邁阿密政府機關的社工人員﹐並在美國､非洲兩地一共建立五個教堂﹐所以

他在海地裔美國人中相當知名。行前採購經由國際慈善組織提供的快過期但未過期的打折藥品(藥品絕對不能過期﹐否則經過

海關所有藥品會全數被沒收) ﹐並由該團向邁阿密消防隊等單位募捐得來多箱清潔用品､牙刷牙膏､小玩具﹐小孩衣物等﹐

裝滿十大箱行囊(飛機托運行李每人兩件) ﹐個人衣物僅能置放于手提行理 。謹將該義診團行程簡述如下： 

 

（一）十月十日（星期日）上午搭機前往多明尼加首都 Santa Domingo，因海地北部受到颶風「傑恩」重創影響，飢荒

引起多起民暴事件，該團決定住宿多國 Jimani 鎮（距離海地約三英哩遠），每日搭車越過邊境進入海地南部進行義診，取消

前往首都王子港拜會我駐海地大使館及海地衛生部行程，並先行投保「緊急保險」以備不時之需。Jimani 鎮沒有餐館﹐水電

或斷或續(只有冷水﹐甚至發生洗澡半途打上肥皂就停水的尷尬場面)﹐旅館也異常簡陋(一下雨有的房間就淹水﹐而且沒有紗

窗﹐睡覺前要先打蚊子--該地仍有瘧疾﹐所以每天身上要噴上一曾厚厚的防蚊劑)﹐但是所有團員都甘願做､歡喜受。由於 Jimani

鎮沒有餐廳﹐特情商在 Jimani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牧會的牧師 Medino 家中由牧師娘每天供應早晚餐 (多明尼加人﹐自願全家

來此偏遠地區服務﹐精神令人感佩) ﹐中餐則以餅乾解決。每天一行出診的車輛也由牧師接洽安排(一輛七人座的老爺旅行車

擠上八人﹐大熱天又沒有冷氣﹐還得裝上所有醫療用具及藥品)﹐在此一併感謝他們的愛心。 

 

（二）十月十一日（星期一）該團即在位於 Jimani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為非法海地移民子女設立的簡陋小學義診，幫該校

學生進行健康檢查，嘉惠五十位學子。學校老師僅有一人﹐她若生病學校就停課。老師本身為災民﹐不但所有房產均被沖走

並喪失許多親人﹐最近又剛產一女。看她一面授課一面用母奶脯育三個月大的嬰兒﹐令人心酸。她們全家也由牧師供應三餐﹐

抵付薪水。學校由幾片木板草草釘成﹐只能遮陽､不能庇雨﹔僅有椅子､沒有桌子﹐更沒有廁所或遊戲場所。經詢問獲知該

學校系由一位美國善心人士按月捐一百美金維持。當日下午一行轉往五月洪水災區勘災，目睹當地洪荒過後遍地殘垣之淒慘

景象。當時半夜兩點半開始下傾盆大雨﹐全村居民都在睡覺﹐三個鐘頭後雨停﹐由于山上沒有樹木﹐水土保持不良﹐馬上山

洪暴發﹐瞬間淹沒整個村落﹐幾乎沒有一個人逃避得及﹐令人聞之喪膽。另並結識來自田納西州同為醫療義診團之國際醫療

聯盟 International Medical Alliance (係一非政府組織 NGO﹐為世界性的醫療人道援助團隊)。他們定期來此奉獻(有連續 27

年供應數萬海地學童營養午餐的記錄)﹐並於五月份洪災時親眼目睹一千八百具屍體堆積一處的人間慘狀。該組織已於 Jimani 

鎮購地﹐擬興建醫院房舍照顧海地及多明尼加須要醫療照顧的窮困病患。海地係由黑人立國﹐于今兩百週年﹐離政治清明尚

有一大段距離﹐民不聊生。全國所有設施﹐包括學校､醫院﹐百分之八十都是由國際非政府組織供應。我們遇見的國際醫療

聯盟內有一位海地裔的美籍外科醫生﹐本來在王子港開業﹐有一天駕駛著自己的開刀車(Mobile Operation Clinic) 出診﹐碰



上海地軍人攔路打劫﹐在槍孔對準他的威脅之下﹐乖乖將整個車輛交給類似土匪的政府軍﹐萬幸還檢回一條性命。他於是下

決心結束海地業務﹐加入國際醫療聯盟﹐現在就在 Jimani 看病﹐他也經常往王子港出診開刀﹐但是當天就回來 Jimani 居住 
(僅一小時車程) ﹐避免危險 。 

 
（三）十月十二日（星期二）該團進入海地南部 Fonds Paisien 鎮由另外一個 NGO(美國奧瑞崗州教會聯合會組成的慈

善機構) 設立的學校診所進行義診，嘉惠八十位病患。這個組織在當地的惟一負責人係一位 24 歲大學教育系畢業後隻身來此

的美國女生 Sara ﹐住在不很安全的王子港﹐為海地人愛心服務已達兩年﹐她大底通曉海地語﹐權充我們的翻譯。雖然行

前關照所有團員﹐不要吃任何沒有煮過的食物(包括沙拉､冰塊､現榨果汁) ﹐刷牙也要用罐裝水﹐團員中還是有人拉了肚子。 

 

（四）十月十三日（星期三），該團自多國通過層層為防止海地偷渡客而設立的關卡及兩､三個小時顛簸路程後，終於進

入落後偏遠之海地及多國邊界 Patey 8 （八號部落），由於當地衛生狀況極糟，爰先發放寄生蟲藥及維他命予當地民眾，再進

行看診作業，嘉惠一百五十位病患。看診前雖然先發放號碼﹐但是人潮推擠吵嚷﹐經常沒法進行診療﹐要再三請求他們排隊

安靜等候號碼﹐才能繼續。看到有六十歲兔唇患者一輩子未曾開過刀﹐也看到腿上長個大癤瘡的小孩﹐可惜沒帶外科器械﹐

不能當場排膿﹐只好給予強力抗生素﹐希望對他能有幫助。診療以口服藥物為主﹐避免針劑﹐以避免醫療糾紛。 

 

（五）十月十四日（星期四）該團前往更為落後難行之 Patey 39 （三十九號部落），距離 Jimani 市雖僅一小時車程距離，

途中多處路段卻僅能步行，當地沒水沒電、物資缺乏，民眾居住于簡陋茅屋﹐人畜雜處﹐蚊蠅環肆﹐滿地糞便﹐環境衛生極

其不良。住民多屬文盲﹐許多人不但不會寫名字﹐甚至連自己幾歲也不知道(一位生了五個小孩的未婚媽媽說她才 15 歲﹐令

人難以相信)。兒童也多赤身裸體(一位衣不蔽體的大女孩來應診﹐本團團員就將一件綠色的手術衣給她穿上)﹐沒有學校﹐也

沒有教會(教友星期天得步行 4 小時才能抵達教會做禮拜)。他們盜砍樹木﹐以為薪材﹐並用以製造煤炭販賣維生﹐難怪一下雨

就是洪澇､土石流為患。雖然平常他們不願被外人照像﹐可以理解﹐但是由于該團前來義診﹐該村酋長就未禁止我們攝影﹐

獵取類似國家地理雜誌上刊載的原始部落珍貴鏡頭。 

居民病症多屬於寄生蟲､肌肉痛(過勞) ､營養不良及皮膚病（疥瘡、皮膚癬及化膿）等。許多人主訴腹痛﹐問他是飯前

或是飯後痛﹐他們都說是飯前﹐吃飽了就不痛了﹗也常有人主訴頭痛﹐Geffrard 醫師說這多因長期食物缺乏血糖過低所至。

也有媽媽主訴小孩頭髮顏色變黃﹐原來是蛋白質缺乏的一種症狀(過去在教科書讀過﹐今日才智親眼目睹)。附近部落聽聞義診

團到來，多數扶老攜幼舉家前來看診，人潮絡繹不絕，至少嘉惠一百多位病患。由於道路不平﹐下雨就有可能回不去﹐而且

每天傍晚都有雷陣雨﹐所以五點以前就必須結束診療﹐未受診者就致送小禮物平撫他們的失望情緒。海地人一下雨就在馬路

邊接雨水洗澡﹐有趣的是車輛經過車燈一照﹐各個洗澡者就用毛巾遮住重要部位。有天我們在多裔牧師 Medino 家吃飯﹐外

面在下雨﹐問他他的兩位讀國中的女兒去哪了﹐他說就在馬路上洗澡去也﹗真是入境隨俗﹐節省水資源。 

（六）十月十五日（星期五）該團攜行藥品幾告用罄，幸獲得 International Medical Alliance 免費提供醫療物資，再度

回到海地內 Fonds Paisien 鎮看診，嘉惠八十位病患。該團每日進出海地邊界﹐所幸有時與國際醫療聯盟同行﹐他們與海地

境管人員相熟﹐所以沒受刁難﹐否則聽說會索取陋規才會放行。 

（七）十月十六日（星期六）上午自 Jimani 搭六小時汽車直接開到多國機場﹐搭乘美航班機，經過兩小時飛行終於順利

返抵邁阿密，結束為期一週成功的義診行。此行親眼見到許多善心人士放棄都市奢華﹐美式安逸﹐願意在貧苦偏遠的第三世

界犧牲奉獻﹐如羅馬書第 12 章第一節所述﹕「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更讓同行諸君學到謙卑的心﹐並深感此行所得遠比

微小的付出多得許多。 

 

楊明倫係小兒心臟科醫師，邁阿密大學小兒科教授。過去創辦並主編南佛州台灣同鄉會月刊﹐並擔任過南佛州台灣同鄉

會會長及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區域理事，從事對美國國會草根外交工作。現運用本身專業奉獻予醫療落後地區，號召臺美人社

區募款賑災(在此十二萬分的感謝臺美人以及外交部給予他的精神及財物上的支援)､並親身前往天災人禍頻仍、環境險惡之海



地以臺灣､美國友人名義提供醫療服務，踏出佛州台美人回饋國際社會之第一步。楊君服務的醫院內海地裔美人﹐更深受臺

美人此次 Project Haiti Heart 「送愛心到海地」感動﹐自動印製 T 恤﹐發動募捐﹐也要求行動參與下次義診。目前楊君更積

極籌劃進行明年二月及六月的第二､三次義診行動，號召更多台裔美人及各界人士發揮愛心力量，繼續送愛心到海地，並且

規劃建立醫療院所提供海地民眾更完善之醫療照顧。 

如蒙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Caribbean Heart Menders  Re: Project Haiti Heart.支票請寄至Project Haiti Heart, PO 
Box 680751, Miami FL 33168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WW.projecthaitiheart.org  



台灣駐美副代表蔡明憲博士的見證與心路歷程   楊明倫    12/02 

 

台灣駐美副代表蔡明憲博士與夫人於 2002 年 4 月來美國履新近一年之後﹐於 11 月底 12 月初專程訪問南佛州。蔡博

士於 11 月 30 日晚在竹林飯店席開 11 桌的拜訪南佛州僑界﹐演講呼籲大家寫信給聯合國及美國國會議員､媒體﹐要求中國

撤除威脅台灣的 400 顆飛彈。 

蔡明憲博士過去的經歷包括﹕加拿大台灣同鄉會總會長﹐加拿大聯邦政府財稅部審計員﹐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研究

學者﹐以及美國加州，紐約州，紐澤西州登錄律師。他在美加一共居留 27 年﹐於 1990 年黑名單解禁後放棄美國工作以及加

拿大護照﹐鮭魚返鄉﹐在臺灣的政界注入一股清流﹐終於十年有成。他是台灣教授協會會員﹐歷任民進黨國大黨團發言人､

幹事長､總召集人﹐國大代表，民進黨國大黨團顧問﹐民進黨(中國政策委員會)委員﹐陳定南參選省長､林俊義參選市長及洪

奇昌參選立委競選總部幹事﹐台灣文化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司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委員﹐立法委員等。後來競選台中

市長失利後﹐出任台灣駐美副代表。這樣豐富的人生歷練﹐讓人不禁要問﹕他的心路歷程到底是如何呢﹖南佛州臺灣同鄉有

幸﹐經謝陽一牧師邀請他在 12 月 1 日歸正教會的文化講座向大家做一個見證式的演講﹕ 

蔡博士於 1941 年出生於台中﹐自小在東海大學山腳下的農村長大﹐窮苦出身﹐台灣大學法律系畢業後到加拿大留學。

做為一個基督徒﹐他一直在思考上帝要他在這個世界上做些什麼。他特別記得聖經彌迦書第六章第八節﹕“耶和華已指示你

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什麼呢﹖只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行。＂1979 年國際人權日(12 月 10

日)他與 20 幾位基督徒自美加返國﹐一下飛機﹐行李就被翻箱倒櫃的搜查﹐讓他覺得莫名其妙。原來臺灣發生了所謂“未暴

先鎮＂的美麗島事件﹐不數日百多位臺灣的菁英､牧師､平信徒被軍警抓走﹐全台風聲鶴唳。接下來的幾個禮拜他們就去探

訪為了台灣的民主自由而受難的家屬們。返加前他們與長老教會總會執行長高俊明牧師聚會。高牧師勉勵大家為台灣禱告﹐

一齊分擔苦難､共享榮耀。眾所週知﹐後來高牧師也被牽連入獄。 

他回到多倫多在禱告中感受到神要他回到家鄉做工﹐與她同擔苦難。所以他在 1982 年回台﹐到臺南神學院教憲法﹐

閒暇就到偏遠原住民教會傳道。在校教書期間他本人､學校以及家人都不時受到情治人員的監視和騷擾。一年後簽証到期﹐

出境後就被登上黑名單﹐不准再入境教書。他後來搬到美國加州執業律師﹐1990 年當選民進黨僑選國大代表才能再入境台灣。

1991 年他有機會面見李登輝總統之時﹐要求政府向 228 受難者及遺族道歉､並全面廢除黑名單。這些都在以後的幾年間逐一

實現。他在臺灣與民進黨人士草擬新憲法﹐服務選民﹐幫助殘障人士﹐在政治､社會上為公義吶喊﹐為不義疾呼。如同路加

福音第三章 17 節所述﹕＂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擄的得釋放､瞎眼的的看見､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蔡副代表家庭美滿﹐夫人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兩位子女也都成家立業。現在他當了外交官﹐更給了蔡博士一個成

長的機會。他經常提醒自己﹐做為一個基督徒要能讓人聞到基督徒的香味﹐來影響整個社會。最後﹐蔡博士(他在教會時也叫

做蔡長老)講一個笑話勉勵大家﹕有一位牧師和巴士駕駛兩人一同來到上帝的面前聽候審判。上帝命令牧師下地獄﹐但是讓巴

士駕駛上天堂。牧師當然不滿､喊冤﹐說﹕＂我服侍您一生﹐為什麼結果倒不如一個巴士駕駛呢﹖“上帝說﹕＂你講道的時

候大家都在打磕睡﹐那位巴士駕駛開車的時候每個人都在祈禱。當然他可以上天堂囉。＂ 



敬悼李鎮源院士﹕ 追憶李院士走出象牙之塔的第一步         11/12/01 

 

 慟聞李鎮源院士辭世,心中不禁淒然.李院士一生潛心學術研究造育英才,成就享譽國際.然而李院士於七十五高齡之時毅

然走出學術的象牙之塔,參與不記其數的民主運動,對于臺灣影響尤其深遠.追憶李院士走出象牙之塔的第一步,應該是始于一九

九零年的三月學運,他的參與台北中正紀念堂的教授學生靜坐運動.  

  一九九零年的三月十五日,首先是兩百餘名臺大學生集體前往台北中正紀念堂靜坐抗議,要求國民大會停止開會並以更

合理的方式選舉總統.這項呼聲獲得臺灣各地民意支持.於是其後數日成千的大專院校學生教授紛紛加入,在中正紀念堂以靜

坐､絕食的方式,要求當時執政的李登輝總統當局解散國民大會,廢除臨時條款.當時我任教臺大醫學院小兒科並于藥理科做實

驗,一天下午大約四點,我至藥理科邀約幾位教授(鄧哲明､黃德富､蘇銘嘉等)一齊前往會場為學生教授打氣.在走出基礎醫學大

樓之時,正好迎面遇到李鎮源院士,於是順便邀請他加入我們的陣營.沒料到李教授一口答應,並說﹕ “我這幾天已經去會場外

面巡過幾次了.＂我們一行有了李院士加入,一時軍心大振.在到達會場之後,特地向主持人交代有一位望重士林的李院士也在

我們的行列.我們站在會場入口,等候主持人一一廣播通報我們的姓名及服務單位之後,才在群眾的鼓掌聲中魚貫入場,進入教授

靜坐區.   

 此後接連數日李院士都不間斷的前往現場,從傍晚坐到深夜,聚神凝聽持續不斷的演講(臺大醫學院麻醉科黃芳彥教授以

及藥理科鄧哲銘教授都曾上臺慷慨激昂的發表演說).李院士雖然不發一言,好像沒有引起在場太多人的注意,其實在場的有心教

授們已經悄然記住每天來參與靜坐者的熟面孔,注意那些教授願意在國民黨主政的高壓控制之下不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當時

多數的教授們對於時局雖然關切,但多是明哲保身保持緘默,所以過去在學術界根本不知誰是同志,誰是敵人.經過幾天靜坐,這

才發現同志真是不少.參與這幾日學運的有心教授們就是日後成立臺灣教授學會的種子.   

 同年五月,李登輝總統提名郝伯村為行政院長,引發了知識界反對軍人干政運動.此時李院士是更是自動自發的前來台北市

的新公園參與靜坐.由於李院士是所有來參與靜坐的學界人士層級最高者,他也就這樣被各大專院校的教授們 “發現＂出來.

到了一九九一年,當各界發起組織一百行動聯盟,反對並要求廢止箝制人民思想自由的刑法一百條時,總領隊的人選自然就想到

這位學術界最具聲望而且願意站出來的李鎮源院士了.從此以後十年,李院士走出學術的象牙之塔,孜孜矻矻為臺灣前途奮鬥的

歷史, 相信所有關心臺灣民主化運動的人士都耳熟能詳了. 

 

於時代不允許之時李院士能沉潛學術,成為世界聞名的蛇毒學大師.於人生的最後十年,一波波的臺灣民主改革運動,都留

有李院士不遺餘力奉獻生命的蹤跡.我輩何其有幸,能親炙李院士這樣的偉人,一代風範,高山仰止矣.        



上醫醫國  -- 記“攜帶禁藥案”台大醫學院教授簽名聲援始末 

並賀沈富雄醫師當選立法委員   楊明倫 

 

        台灣立法院四十多年來第一次全面改選,全球囑目。台北市南區獲得第一高票當選的是海外獨派大

將沈富雄醫師。這個開票結果摔破許多專家眼鏡。沈富雄醫師過去雖然在醫學界卓然有成,但是他在台灣政

壇上的知名度並不高。他的僅有的一點知名度還是拜國民黨所掌控的情治單位弄巧成拙給捧出來的。 

 

        話說 1991年 1月 12日,海內外反對運動長年支持者的著名腎臟醫師沈富雄,於中正機場入境時被

台北市調查處逮捕,移送桃園地檢處。罪名是 「違反藥物藥商管理法」。另外又指他涉嫌私藏槍械,但百查

不出,只好作罷。檢查官偵訊後將他收押禁見七日。接著一連串的高額保釋金,地毯式搜家,目地在取得沈醫

師與反對黨往來的資料。又對他查稅、查帳、禁止出國,並企圖除他戶籍,真是花招百出。消息傳來,震驚一

向保守沈默的醫界,舉國一片譁然。所謂的〝禁〞藥,只不過是血液生成因子Erythropoietin ,衛生署核

准進口的是子廠的產品,而沈醫師攜回的是母廠的產品。沈醫師攜帶此藥回國,目的是以低價位抗衡國內的高

價位,以嘉惠病患,大不了課稅或扣押藥品,何須情治單位擴大解釋為攜帶〝禁〞藥,謀取利潤何須勞師動眾,

七日禁止接見﹖情治單位之心,路人皆知!直讓醫界人士大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所有沈富雄醫師

的師長、同學、同事,都了解這位沈才子寧願拋棄美國功名,返鄉服務,連榮膺傑出青年都絕對有餘,而情治單

位卻反過來毀他清譽。次日衛生署為此發表聲明,早先說明沈醫師攜回的不是禁藥,後來又改口配合檢調單位

他沒有說那不是禁藥。醫界人士並非一如過去噤若寒蟬。首先發難的是海外他的同學們,立刻聯絡十幾個社

團兩百多人登報聯署抗議,這一波的抗議聲援,馬上在台灣醫界蔓延開來。 

 

        1988年,我辭去美國教職返回台大小兒科服務,適逢台灣剛剛解嚴,四十年來的高壓統治下的種種

不合理現象導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無日無之。知識分子連名聲援社會運動,聯署信是此起彼落,有支持尤清

選縣長,反對興建核四廠,要求七號公園保留案,抗議老國代不退職案,黃華案,以及羅益世案等等,各大專院

校教授學生們運用傳真聯署聲明,抗議並要求各項改革。由於理念相同,我與社運人士時相往來,各種聯署案

在台大醫學院的聯絡就常電傳過來由我起頭。這次也不例外,聖路易市小兒科朱真一教授將他所發起的這封

致李總統,郝院長,呂法務部長及張衛生署長的公開信傳來台,託人交給我,言明怕大家受到壓力,聯署與否並

無所謂。 

 

        早幾天尚未發起聯署,已有教授醫師關切著急地互相詢問怎麼還沒有行動,本科主任更問我怎麼還

沒有開始發起簽名﹖前次羅益世案和平表達國是意見者無罪的公開連署信內,台灣學術界率先簽名的72人中

台大醫學院的教授醫師就佔了三分之一.等我一收到朱教授傳來的聯署信,就義不容辭的立刻開始進行。 

 

        台大小兒科的每天早上的會議,大小教授、主任、學生人人到齊。醫界龍頭大老小兒科榮譽教授魏

火曜教務長年逾八旬,仍每日參加,他可貴的不僅是耳聰目明,更是思想開通前進,任何簽名只要有魏老領軍

一定事半功倍,於是我循往例,第一個找他。他詳閱聯署文,沈吟半晌,狀似遲疑,沒料這全是我多慮,他在推

敲最合適的字句呢!魏老刪去「張衛生署長」,認為這事與她無關。他並劃去「台灣人民」字句,再簽上他的

大名,我喜出望外,因為雖然大部分的教授醫師主動簽名,但有的教授有所顧忌,但是一看魏教務長的大名赫

然名列第一,也就欣然下筆,就這樣一路勢如破竹。本來剛開始簽名的時候還有人擔心我會碰一鼻子灰呢!由

於大家簽名踴躍,後來決定台大醫學院限制在講師級以上的人員,對於其他熱血聲援的醫護人員只好心領了。 

        台大醫院找人不,易除了晨會及門診,否則往往不見蹤跡。在門診時間內找人簽名,必須抽空閃進,

算秒簽名道謝而退,以儘量減少打攪時間,然而幾乎沒有一個人簽名有所遲疑。簽名聯署還大有學問呢,前次



「和平表達國是言論無罪」聯署文發表之後,婦產科一位外調的李教授還傳話過來責怪這種好事怎麼沒找他

簽名,另外有的人則可別自討沒趣,碰一鼻子灰,還雙方尷尬不已。收放之間,全憑平日詳細考察及同志「倒相

報」此人屬於「那一國的」,真是此中學問大矣!為了不讓任何人坐失此一大好表態機會,我決定全面進行,

努力找人,以免對想簽名的失敬。策略上是除了門診外,就是一間一間的研究室挨戶拜訪,或是坐鎮台大醫院

中央走廊販賣部,由於舊台大醫院(西址)地理位置特殊,任何人走來走去必得行經中央走廊,在此守株待兔,

正好以逸待勞。見到尚未簽名的則立即趨前禮貌問候,並拿起簽署文,懇請簽名支持,若再找不到人,則打聽斯

人行蹤,那時適逢農曆新年,各科忙著辦忘年會,倒給我一個機會找到一些任教他院的大教授們。除了絕大部

分的科系主任都簽上大名之外,連台大醫學院前後五任院長都簽名到齊了! 

 

        記得在1990年二月學運時,中正廟裡萬人靜坐抗議老法統尸位素餐霸佔國會殿堂之時,我正與藥理

科同仁相偕走過仁愛路到現場聲援,遇到李鎮源教授,於是大夥一同邀他加入行列,他不僅一口答應,還說早

幾天他就過去看了數回,他那時帶頭整隊進入靜坐區,一坐數小時,聆聽教授學生一一上台發表憤怒的心聲,

使我深深感動。這一次我到研究室找他,他忙不迭地問現在沈到底如何了﹖他說他一看到報紙 就與衛生署聯

絡想要了解案情,又說沈君是他推薦赴美攻讀藥理博士的。一副急切關懷的胸範,真令我油然生佩服之心。後

來100行動聯盟李鎮源教授走出象牙塔,以行動關懷台灣的前途,開醫界聯盟之風,良有以也! 

 

        當然一樣米飼百款郎,有些教授仍不敢簽名,有的藉口說這是法律事件,應待法律解決,有的支唔而

去,有的簽了名又要劃掉,以免影響到他的地位與安全。有一位年輕教授,更於大清早就叫研究助理於敝宅敲

門,要求劃掉前一日的簽名。可歎台灣的情 治單位一日不中立,台灣的知識份子就一日不能有免於恐懼的自

由。可喜的是這樣的教授不到十名,不但如此,不敢簽名的還被其他的醫生教授恥笑瞧不起,時代在變,情治單

位倒行逆施,天怒人怨,無怪乎秀才都要造反了。 

 

        由於爭取時效,實在找不到的也只好作罷(在此向他們致歉),至此倒已洋洋灑灑的一百八十名囊括

全台大醫學院所有科系,已經造成了台大醫學院有史以來最大規模的聲援連署事件。同時全國各大醫院同步

的聯署活動也接連傳來捷報,高興的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經由婦產科葉光芃醫師等人的大力協助,從院長以降,

幾乎百分之百完成簽名! 

 

        海外接著有更多的團體,包括美國醫師人權協會、發明造血因子的林福坤博士本人、美國國會的參

眾議員、美國腎臟醫學界,國際關懷科學家委員會以及美國科學家促進都會致電李總統表示關切此事。總而

言之,幾乎沒有一個醫界人士相信他是有罪的。 

 

        雖然如此,最後承審法官折騰了半天,仍然擇惡固執,採用最高法院七十一年度之決議對「禁藥」作

廣義的解釋將沈富雄醫師判刑兩年,緩刑三年。大概是攝於情治單位的淫威曲意承旨的結果。沈醫師想做、

該做、能做的事情那麼多,那有那種美國時間去落入台灣的司法情單位圈套,繼續玩上訴的遊戲呢﹖  

 

        兩年過去了,沈富雄醫師也於椿腳環伺,金牛動員的艱苦作戰中,漂亮地嬴得立法委員的選舉,我們

除了高興國家社會前途多了一分光明之外,並願與所有的台灣人分享他畢業25年(1990)的自述：「來美蟄伏

了三十年,可學可考的,能賺能教的,該憤怒該示威的,傳統對一個有社會良知的台大醫科畢業生所能期盼的,

我都按步就班一一照辦了。漸漸地,我領悟到這一盤棋是下不去了。於是我揮揮衣袖,心懷著幾片雲彩,違背

了〝危邦不入,亂邦不居〞的古訓,奔向那世人所詬病的貪婪之島,也是我魂牽夢縈的故鄉。我知道這是此生

最後的一次掙扎! 



        四年來讓我感到快慰的是我終於能和孕育我的土地起呼吸和他的子民同擔苦難,這種落實感與歸屬

感不是佔床率或新台幣所能衡量的。 

 

        但是,逝者如斯的無奈令人惶恐,去日無多的迫切使我心驚,我給自己下的處方不是養生求福,不是

秉燭夜遊,而是絕不懈怠,永不退休,把自己的餘年獻給我的最愛,一場高難度,多風險,低回收,卻關係著子

孫萬代福祉的一場戰鬥,願老同學們知我罪我,與我一起共勉。 」。 

 



◎     返臺講學、助講劄記     ------     楊明倫   ◎ 1995 

 

 這次承蒙亞太地區小兒心臟學會的邀請回台開會，適逢四百年來我國第一次「省長」開放民選，以及台

北、高雄兩院轄市市長三十年來再次開放民選。11月4號到18號的整個返臺行程，除了緊湊的醫學演講以及

與同事親友言歡之外，觀察與參與這次的選舉，，尤令內人和我倍感興奮。 

  

 現在台灣有所謂的「地下」民主電臺，民眾與主持人突破國民黨的電子媒體封鎖，在空中水乳交融打成

一片談論時事，造成一種嶄新型態的民主群眾運動。其中台北有一臺叫做寶島新聲 (ＴＮＴ)， 係由台灣教

授協會教授部份出資開辦的，正好＜外省人＞臺灣獨立支援會每星期有一次，邀請一位認同臺灣的外省族群

的朋友，上臺談談支持台灣獨立的心路歷程。 我應陳師孟教授的邀請，與節目主持人以一個鐘頭的時間，由

聽眾 Call in 談論臺灣的種種問題。短短的一個鐘頭內聽眾不斷的打電話進來，結果應聽眾要求再延長半

小時。甚至節目完了還得花一個小時的時間留在電臺與聽眾在行政電話裡溝通。這種熱情實在令人感動 。 

 

  由於生平第一次參與這種性質的Talk Show 一方面很是興奮 ，一方面也有點靦靦 好像言談之間沒

有很暢快的騷到癢處，回來後一直想下一次應該怎樣改進。果然七天以後機會來了，外獨會南下台中，星期

六晚先在台中公園為陳定南助選辦一場演講會。我也不打草稿的上台講了20分鐘。人生的第一次總是備感回

味，第一次站台「助選」，不比醫學演講，沒有幻燈片助威，最怕了無結構。好在沒討人嫌，反應似乎不差。

教授站臺，說理有夠，煽動力不足，為其缺點。 星期天早上我們外獨會一行人分赴兩家民主電臺。我去的是

台中望春風。發現他們才開台不久，工作辛苦，人手不足，財力有限，但仍努力的在教育喚起民眾民主的意

識。當晚望春風臺只有重播，沒有節目。我就自告奮勇聯絡了台中的醫師朋友兩人一齊主持了一個半小時的

「診治臺灣」的節目。雖然勞累，但像吃了古巴咖啡，興奮不已。節目完後竟然接到久違的台大校友打電話

來電臺約到家中暢談呢! 

 

 星期一中國醫藥學院演講完畢下台南到成大演講。晚上的重頭戲就是應國代許瑞峰兄之邀在安平天后宮

為省議員候選人黃昭凱站臺。由於演講場全用臺語，首先大家有點擔心我的台語不夠輪轉。但是在一位台南

一中的老師講完之後，輪到我講，反而全場觀眾全神灌注，看我遠來的和尚賣什麼膏藥。講到精彩會心之處

觀眾也不忘給我掌聲鼓勵。在場有人竟說:「比宋楚瑜講得還好。」眼看時間已到竟然還沒全部講完。難怪

妻笑我站臺站上癮了。 

 

 星期二有幸與成大友人到台南七股濕地海邊見到230幾隻來台過冬的黑面鷿鷺。黑面鷿鷺高貴典雅，與

世無爭。但是人類大舉破壞大自然的生態，讓牠們瀕臨絕種，全世界只剩400餘隻.，實在令人憂心如焚。有

識之士在臺灣成立濕地保育協會，真須要各界大力予以支持。之後又開車到台南芒果路樹成蔭，自然行成綠

色隧道的玉井遊玩, 以及參觀公立的左鎮菜寮化石館(不巧逢整修中閉館)。再到新成立的私人大地化石礦石

博物館參觀。在這裡見到林林總總的大型化石，真是大開眼界。 

 

 原來臺灣甲仙菜寮一代及澎湖海溝都盛產化石，館中的展出真是世界級的瑰寶。不但是國際學者夢寐以

求的研究材料，也是臺灣史前史的國寶。政府在這方面保存不力，過去幾十年幸有民間有心人的努力收藏，

才有今天的私人博物館。在此筆者特向陳濟堂館長伉儷道謝及致最高的敬意。美國有化石保育法案，鼓勵民

間以不破壞大自然的方法採集化石，但私人擁有的標本有義務向博物館報備，並提供展示研究。臺灣是到了

制訂化石保育法的時機了。 

 



 當晚兼程南下高雄左營明德新村活動中心為張俊雄助講。趕到時李鎮源院士剛剛講完。我特地去與他再

一次的握手致敬。因他還得趕赴高雄競選總部參加募款餐會，沒空晤談。看他老人家全神投入為臺灣民主化

努力打拼，實在令年輕人汗顏。由於是場名嘴如林，其實也不勞我這隻菜鳥獻醜，我趁此機會趕去梓官鄉蚵

仔寮天后宮為省議員候選人楊秋興站台。他第三次參選，無錢無勢，憑一股為臺灣民主而奉獻的熱忱兩度競

選皆不幸敗北。以前我在台大任教時因為診治他兒子捷勳的心臟病而認識。每次看到他抱著心臟衰竭的小寶

貝苛護備至的來到台北看病，與他言談之間，可以看出他對自己親子的無盡關懷，以及對臺灣無私的愛心，

使我衷心的祝他這一次能順利當選，為民服務，以償宿願。很巧的是在這個海角一隅竟然碰到舊識盧修一及

戴振耀兩位立委也來助講, 當然時間匆忙也不克敘舊。真是全國總動員，投入選舉戰場。 

 

 星期三在高醫演講時差點沒把講稿拿錯，把心律不整的治潦方法講成為甚麼我們要把臺灣變青天。中午

演講完畢直奔小港機場，飛回臺北，準備返美之前一晚抽空與家人聚餐見個面(可以想見行程如何緊迫)。沒

想到竹南娘家的親戚打電話來責問為何不回家看看，同時親戚工廠的50位員工也可以趁機去拉票。這可打動

了我的心弦，於是兼程下竹南，聯絡了客家人的大作家李喬，以及苗栗競選總部的宣傳車，在星期四上午邀

約里長(內人的親戚)，召集附近耆宿及場內員工，聲嘶竭力的助選起來。演講完畢11點趕往台北打包行李，

晚上七點上飛機依依不捨的飛回美國。 

  

 話說回來返台正事。這次的亞太地區小兒心臟學會第一次在臺灣開會，我上午七點抵達台北，中午開始

開會，與邁阿密時差足足十二小時，但因為演講者都是一時之選。內容之精湛，連我在美國開會也鮮少見過。

使我毫無時差困難的連續聽了三天的精彩演講，恭喜台大小兒科呂鴻基教授及所有工作同仁了不起的組織與

策劃，才促成這次會議的成功。對開國際會議，筆者對會場有一點小小的建議，就是廁所應準備衛生紙，並

做好消毒除臭的工作。否則老外一蹲下如果沒有因不習慣而昏倒的話，不但一股異味而且發現沒有衛生紙，

教他如何收拾殘局? 對於晚宴，也希望注意千萬不要叫燕窩、魚翅等菜，以免難於啟齒解釋菜色。台北有許

多的餐館公然以魚翅燕窩為招牌名，也應該考慮更改，以免再招國際非議。 

 

 短短的兩個星期，三次上電臺談政治，助選演講四次，以及六場醫學演講，實不勝疲憊。其實幾乎在臺

灣大部份的人都在關心臺灣的政治，臺灣的前途實在處於大變革的時刻。我感到一般人一方面雖然不滿意國

民黨執政的貪污腐敗，但是也不盡放心讓民進黨執政，這深值兩黨警惕。在此臺灣的兩黨政治猶待上軌道，

人民的民主素養更盼提高之際，盼望大家記得選舉的結果固然重要，選舉的過程其實對臺灣的民主化來說更

具意義。 



 



 



 









經導管電擊法治療心律不整的臺灣小孩第一例軼事  

楊明倫 

 

 一九九零年當全世界的心臟電生理學的專家都在發展並學習經導管治療心律不整的手術之時､臺大醫院心臟外科的林芳

郁醫師以及省立桃園醫院內科的駱惠明醫師也在做動物實驗,將電導管放入狗的心臟喜式束的部位再外接電擊器,嘗試著以電

擊法產生心臟傳導阻隔.我當時任教臺大小兒科,  也在我的專業領域臨床電生理學上努力耕耘,  希望有所建樹. 

 

 有一天 馬偕醫院的陳明仁醫師送進來一位五歲大的小孩子.  他曾經斷斷續續哭訴肚子疼一年,  一直察不出原因,這一

次作了心電圖,才發現是陣發性心跳過快,一分鐘可以超過兩三百下.經過幾種基本的抗心律不整的藥物治療無效後,轉診來臺大

醫院.  經過我的診斷,證明這是所謂的異位性心房心跳過速, 通常藥物治療效果有欠理想.我心想也許可以嘗試用電擊法經導

管治療這種的心律不整.於是經家長同意,  就把這位許小弟弟送進導管室. 

 

 一齊站上手術臺的有:中國醫藥學院的張正成醫師,以及高雄醫學院的戴任恭醫師.當時他們正奉派來臺大,學習小兒心臟

科次專科,  在外頭焦慮的等待的人,除了他的父母以外,還有他的牧師---原來許小弟弟本人以及他的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經

過打鎮靜劑放導管等等的手續以後,進入右心房尋找病灶.不在這裡,再由右心房經由卵圓窗進入左心房經過一陣搜索,突然在心

房尾端處一經碰觸,心律就恢復正常,這表示病灶就在此地!導管立即停止移動.於是打電話向有動物實驗的林芳郁醫師緊急問明

外接電極的方法後停一下手術到外面再向家長說明情況剖析利弊.經家長同意之後,開始由牧師帶頭祈禱, 

  

 由於過去我只從雜誌上讀過, 但不曾試過經導管治療心律不整,心中有點猶豫,只有祈求上蒼保祐.  經與兩位都是基督徒

世家的張正成以及戴任恭醫師討論過後,三人一起靜下心低頭同心祈禱,為了這個小孩希望上帝祝福. 然後接上電極, 喊一聲

“ Clear (眾生且退) ", 以一百焦耳奮力一擊, 小病人雖在昏睡, 也身體一震. 我們也心頭一震, 緊張的注意銀幕, 還好血壓

正常(心臟沒有破裂﹗),心跳竟然也恢復正常了. 接著為了防止再發,又補強一擊,鳴金收兵,興奮的向在外頭等待的家長牧師們

宣佈手術成功,小孩安然無恙. 

  由於許小弟弟的病例據我所知是當時全球類似手術的年齡最小案例,於是在臺大醫院公關室召開記者會高興的發佈消息

(後來發表於1992美國心臟雜誌).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刊出這個醫學突破的消息,其中有一家報社報導非常負責,同時去採訪臺北

榮民總醫院.上面說榮總成人心臟科陳適安大夫已經作了一百例了﹗這可嚇了我一跳,當時臺大,榮總素少往來.我立即播個電話

向陳大夫請益,聲明願意前往學習.他非常願意與我分享他的經驗,於是我就抽空不時前去觀摩.他當時還是第三年駐院醫師,我

已經是臺大副教授了.後來我在作臺大小兒科第二個用電擊法治療心律不整的病歷(心室過早興奮綜合群,一位六歲小孩),就請

他蒞臨指導.後來臺大成人心臟科第一例用電擊法治療心律不整的病人(從澎湖來的心室過早興奮綜合群患者),則是我與內科一

同上刀受術成功的.  

 

 本來藥物治療無效的心律不整病例都是經外科開刀治療,自從用電擊法(後來進步為用無線電波)治療心律不整發展成功

以後,這就變成第一線治療方法.本來電生理學是一個冷門的學科,現在則是鹹魚翻身,變得大行其道.我也因緣際會,成為小兒科

這方面的前行者.陳適安教授今日已是世界聞名的電生理學大師了. 至於 許小弟弟呢﹖後來聽說隨家人去了泰國, 曲指一算, 

於今應該已是十五六歲的青年了. 

     

Young ML, Dai ZK, Chan CC, Chen MR. Catheter fulguration ablation of a left atrial ectopic atrial tachycardia in a 

child. Am Heart J 123(1):253-254, 1992.  



釣魚博士傳奇   楊明倫                 6/02 

 

 幾年前有一天﹐我的親戚聽說有一個臺灣人在釣魚橋上一釣就釣到幾十條鯧魚﹐我們想大概魚群來了﹐當晚全家都興衝

衝的前往﹐一直釣到半夜就是沒半條。經同鄉介紹﹐後來才有幸認識這 一位來自臺灣的釣魚奇才。 

 大約十多年前剛來到佛羅里達州不久﹐他仍是釣魚的門外漢。喜歡釣魚但經常槓龜。有一天他釣到半夜﹐看到兩個人前

來釣魚﹐沒幾刻鐘﹐冰箱就裝得滿滿的準備收竿。這讓他開了眼界。他馬上幫忙這兩個人抬冰箱﹐並向他們虛心求教。這終

於讓他找到入門的師傅﹐開啟了他釣魚的新紀元。 

 其實這位同鄉的釣魚傳奇始於幼年。大家下田摸魚﹐滑溜溜的鱔魚就只他一個小孩掠到。在海濱摸蜆﹐人家踩不到﹐他

則是一腳下去就夾起一個。他釣魚久了﹐只要聽氣象報告﹐就料定今天是有魚､沒魚。他只要一出現在橋上﹐認識他的人都

爭相走告﹕ “那位會釣魚的人來了﹐今天一定有魚群出現＂。但是通常整個橋上幾十個釣客癡癡地等魚﹐還只有他一人一

條一條一直來﹐有時還是一次三隻﹐連線都快被拉斷了﹗有一次他的女兒在學校聽到一位同學說﹐昨天碰到一個人好厲害﹐

釣了一整箱的魚。問他那個人開甚麼車﹐說是開白色的箱形車﹐原來那人就是他的父親。 

 他善於觀察大自然﹐最明顯的例子就是他捕捉沙蚤(SandFlea)的絕技。沙蚤沒得買﹐要靠家己去掠。捕沙蚤並不簡單﹐

要在海潮退下的一瞬間觀看水面反光﹐反光粼峋﹐就表示沙中有小動物活躍﹐就要立刻奔上前用長柄沙蚤網將沙斛起﹐篩選

沙蚤。別人通常一隻也捉不到﹐他則是沒半小時就撈一籮筐。難怪撈不到的人抱怨整個海灘的沙蚤都被他一個人捉光了﹗有

趣的是捉沙蚤的地方在州立公園﹐有時裸體的男女泳客也蹲下來看他捉沙蚤﹐害他差一點就手足無措。 

 在同一個地方釣久了﹐海底那裡有石頭他都清清楚楚。他告訴你那裡不要拋線﹐你若不聽﹐丟下去保證釣到石頭。你若

向他請教﹐他會先教你要買多粗､多長(八到十尺)的釣竿﹐用多少磅的釣線(25磅)﹐多大的鉤子､多重的鉛錘(六盎司三角錐)。

倘若不合標準﹐釣不到不說﹐釣到也是斷線､脫鉤﹐或是拉不上橋來。綁線､鉤餌也有技巧﹐否則魚來吃也是白餵。拋線也

是學問﹐一個不好﹐甩出去纏到別人的線﹐一定讓你塗､塗､塗。魚兒上鉤﹐更要有大將之風﹐平穩持續的收線﹐沉著應戰。

總之﹐跟他當學徒﹐就得從幫忙看釣竿學起。功夫不夠﹐絕對不能出手。不自量力﹐就像臺諺所謂 “無彼號腳倉欲食彼款的

瀉藥＂--自討苦吃。 

 不同的季節釣不同的魚﹐不同的魚用不同的餌﹐有不同的綁線方法。金鯧在每年的九月到三月出現﹐在吹東南風有小浪､

海水混濁的白天釣﹐用沙蚤當餌﹔Mackeral在冬季迴游到佛州﹐用現捉的小沙丁魚當餌。加吶魚Snapper則經常在夏天的夜

晚出現﹐用切成一小片的魚肉當餌。懂得訣竅﹐才能在橋上稱雄。別人幾年才釣到一尾好魚﹐他則是幾乎每次都釣到法定的

上限(例如金鯧每人每天限釣十隻)。去年他總共釣上三百多鎊﹐甩竿都甩到腕關節炎了。  

 您若在橋上走一遭﹐看每個人用的釣具﹐綁線的方法﹐一看就知道誰是他的徒弟。認識他的人都對他畢恭畢敬﹐我家小

孩一提到他都說他是釣魚博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橋上也其他武林高手﹐譬如職業性的釣魚郎(低收入戶者領有州政府核

發的商業釣魚執照､釣魚數目沒有法定上限)﹐他們輕輕鬆鬆一次又一次的將一至三條的金鯧拉回來﹐技術好像超過我們這位

臺灣同鄉﹐其實不然。只是他們的釣竿更粗､更長(十二尺)﹐一甩就是三､四百尺﹐這樣才能丟到更遠的地方讓害羞的金鯧安

心用餌。咱的釣魚竿與它相比﹕親像 “瀾鳥比大腿＂﹐沒得比。 

 喜歡釣魚的人很多﹐會釣魚的人很少。看過釣魚博士的絕技﹐才知道箇中學問深邃﹐自己只是門外漢。從前的釣魚完全

不得其法﹐只是荒廢光陰﹐而且一荒廢就是數十年﹗一想及此﹐不禁悚然而驚﹕人生有許多層面﹐許多人每天只照自己的舊

方法過﹐完全不知道自己不對﹐成為人生的門外漢而不自知﹗各位朋友﹐那裡去尋得名師指點人生呢﹖ 



南佛州的古董博士傳奇       楊明倫    11/02 

 

做生意要講緣份﹐尤其是做古董生意。逛跳蚤市､古董店﹐只要眼力好學問高﹐有緣千里來相會,碰上價值連城的古

董﹐要是碰巧老闆不識貨﹐一轉手就可以發財。沒眼力的話﹐就是寶貝擺你眼前﹐無緣還是對面不相逢。 

話說南佛州有一位做古董生意的臺灣人﹐憑著他的好眼力與扎實的學問﹐跑遍大江南北﹐幾年來著實賺進了數百萬。

這位傳奇人物原來在南佛州開旅館﹐十年前為著興趣賣掉旅館﹐在古董秀場擺攤買賣中低價位的日本古董､景泰藍､象牙､

仿中國的名家瓷器等。那時日本古董假的少﹐以明治到大正時期 1896 到 1920 年代的外銷工藝品為主﹐大家喜歡貨就轉得快﹐

讓他稍稍賺了些錢。 

後來他到波士頓､鱈魚角各地小拍場﹐他們常有一些人家頂的貨拍賣。有一次在他們的 12 月目錄裡看到有一個看似

民國仿不起眼的花瓶﹐估計是 19 世紀的產品﹐估價 800 到 1200 元。他和朋友前去﹐一看﹐竟是 18 世紀乾隆年的製品﹐就

叫朋友幫忙舉牌﹐從 500 元開始起叫﹐與一位從紐約來的人競標到兩萬元才成交。東西搬到旅館讓他晚上興奮得睡不著﹐半

夜還爬起來看。他直接開車把貨送到紐約 Christie 的中國部門鑒定。負責人眼都看呆了﹐正是“清乾隆黃地洋彩吉祥花卉鋪

首耳大尊＂(1736 到 1795 年間大清乾隆年製)﹐估價 20 到 25 萬﹐但是他們也不敢確定﹐又找香港的負責人來看﹐估價提高

到 30 到 60 萬﹐當然估高不一定賣得出去。這花瓶立即送到香港 2001 年春拍。沒想到一直競標到美金 130 萬，是預估價的

四倍﹗買方加 15%共付 150 萬。我們這位古董博士扣除手續費一轉手淨賺 100 萬﹗ 

像這樣買賣古董發大財的故事著實不少﹐在 1991 年一位泰國古董商用 275 元在紐約買下一個宋朝的哥窯﹐放在床頭

睡了一個月才送到蘇士比﹐他們不收﹐Christie 說要送去台北故宮鑒定。沒想到故宮半夜三點打電話來證明是真品﹐後來賣

了一百一十萬美金﹗ 

這位同鄉在肯薩思市的小拍場用了 2100 元買到一個日本的“彩繪描金觀音菩薩像＂﹐大概是乾隆嘉靖年間的佛像。

2001 年送到紐約 Christie 拍賣﹐預估 5000 到 7000 元﹐結果兩萬六成交。買下的人次年到香港拍賣竟賣出十萬美金﹗他也

曾在費城 NEWHOPE 小拍場用一千元買到一對大清康熙年製白釉花觚﹐自己留下一個﹐另一個估價 25 到 35 萬港幣﹐他又

用 300 元買到了一個雍正粉青花觚(估價 12 到 15 萬港幣)﹐真是點鐵成金。 

在美國的新英格蘭區﹐南部佛羅里達州也是古董寶藏相當豐富。因為美國人嚮往在氣候暖和的地方養老﹐笨重的傢具

在北方就地賣掉﹐容易扱帶的古董在搬家時才放在身邊。百年以後﹐不識貨的子孫回來清理遺產就當破銅爛鐵賣了。經手的

古董店老闆也不識貨﹐尤其是東方古董。有一次﹐這位古董博士剛好停車在一家西棕櫚灘的古董店前﹐一推進門就看到一個

大明萬曆五彩花觚﹐觚口稍有瑕疵﹐但他一看就確定是真品﹐花了 3000 元買下。果然經鑒定是 1573 到 1619 年間的古董﹐

估價 10 萬美金﹗他也在奧蘭多冬季公園(WINTERPARK)發現一個底下有打洞的花瓶(曾經被老美用來作燈座)﹐老闆開價

90﹐他用 80 元買下﹐這赫然是清乾隆釉裡紅倧形尊﹗經過蘇士比這尊花瓶替他賺進一萬五。另外﹐他也花了 300 元買到光

緒仿乾隆的一對碗﹐後來只賣了一千元﹐稍稍賺了一點。 

買賣古董要想發財就要真貨用假的價錢買﹐假貨用真的價錢賣﹐就是因為這樣古董市場才膺品充斥 (聽說中國景德鎮

及廣東古河區是假貨的主要產地)。憑我們這位同鄉的一身的膽識﹐也曾在中國三次買到假貨。臺灣的古董百分之九十也是膺

品。吃虧上當﹐就全當繳交學費。古董鑒定﹐要想入門﹐光上博物館一定不夠﹐ 那裡只能看不能摸﹐應該多去拍賣行觀摩﹐

久了﹐就能一窺堂奧､稍識真偽。 

俗話說﹕“先知在家鄉都是寂寞的＂。他老婆本來就嘀咕他放著好好的旅館生意不做去買賣古董﹐做這種吃不飽餓

不死的生意。這下發了﹐才知道老公還真有一手呢﹗這種三年不開張開張吃三年的生意也挺有意思的﹐於是他也開始向老公

虛心求教起來。老公也體恤做太太的辛勞﹐有次他買到一對有暗花龍的朗金小瓶﹐在拍賣場沒人搶﹐只花了 250 元買進﹐回

來查資料估價三到五萬﹐兩個小瓶全都送給太太了。其實老公喜歡古董﹐老婆也就越老越值錢﹐這挺讓太太放心的。 

他的一生充滿了奮鬥﹕父親是公務人員﹐家中五個小孩﹐自己半工半讀賣印刷機自五專美工科夜間部畢業﹐86 年因

親戚關係來美國合夥做旅館生意﹐89 年因機緣開始買賣巴西化石､奇木古董。然後憑著興趣 93 年起賣掉旅館開始專業古董

買賣﹐不到十年工夫﹐已經揚名立萬闖出字號﹐尊他為古董博士實不為過。就是因此﹐他在拍賣場上倘若見到好貨還得請朋



友舉牌﹐以免被別人認出是他在出手﹐就會來搶標。像他這樣把嗜好和事業相結合﹐不但為他個人帶來財富﹐同時也為世界

珍貴的文化遺產做了保留的工作﹐也是功德一樁。有興趣的同鄉﹐何興乎來﹖ 

佛州不只是有遊樂區﹐更有無數的古董珍藏等著您來發掘。佛羅里達主要的古董集散地有﹕Havana, Jacksonville, St. 

Augustine, Micanopy, High Springs, Mt. Dora, Tarpon Springs, St. Petersburg,Sarasota,及 DaniaBeach.來來來﹐下回您

若經過這些鄉鎮﹐可別錯過﹐拿起電話號碼簿﹐按圖索驥﹐也許您就是下一個古董傳奇的主角呢。 

 

 



「世界性的台灣二二八事件」 -- 楊明倫 -- 

 

    1992年的2月28日,在佛羅里達州最南邊Homestead著名的熱帶水果、香料公園裡,有著來自台灣、中

國、泰國、土耳其、斯里蘭卡、寮國、印度等二十餘個亞洲國家的團體參與文化展示活動。會場上美國、台

灣(中華民國)、中國、泰國等國的國旗並排展出,迎風招展。台灣攤前的大大的英文字〝Taiwan〞,以及台

灣同鄉輪流在攤位前穿著斗笠、簑衣,笑臉迎人,告訴遊客：「我們從台灣來,歡迎品嚐台灣小吃」,不僅招徠

了許多顧客,更吸引了媒體的注意,紛紛前來拍照。 

 

    今年的2月28日南佛州台灣同鄉會及南佛州台灣人公共事務會除了忙著舉辦亞洲藝術節的台灣攤位外,

特地在上午10點靜下心來,手牽手,由世賢姐帶領大家做一個禱告,祈求上帝安慰受難者家屬的心靈,並帶領

我台灣建立公義和平的新社會。 

 

    到了11點,忽然有對遊客夫婦佇足於台灣攤位前,向穿著笠帽、簑衣的永順兄親切攀談起來。老太太說：

「今天是你們台灣很特別的日子,2月28日。」這個開場白可真嚇了永順兄一大跳。一個連台灣人都不一定很

清楚的日子,這一對老外夫婦怎麼會知道呢﹖老太太說：「我並沒有特別記得,只是忘了我以前在那一本書裡

看到過。」原來兩夫婦是猶太裔美人,他們身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殺,於是對世界各地

大屠殺的記錄及書籍均有涉獵。其中有一本書就是記錄台灣的二二八大屠殺。老先生說：「身為猶太人,我

們能記得各種令人難過的日子。」,老先生接著又說：「目前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人類各種衝突和戰爭,據統計

有一百二十幾個,人與人之間不能和平相處,真是可怕,我們應該牢牢記住歷史上的教訓。」,我們除了向他們

感謝竟然替台灣人記得這個很特別的日子,並稱讚這兩位老夫婦的學問真是淵博,老太太連忙說：「噢!不,

我們只不過是關心而已,並沒有特別的研究。」他們早已退休,在邁阿密附近居住。 

 

    發生在46年前的二二八事件,對整個台灣以及台灣人的心靈影響深遠,四十年來台灣人民噤若寒蟬,直到

最近平反二二八事件才有所進展,二二八不只是台灣局部性的紀念日,它的意義是世界性的,滿清入關屠殺漢

人,納粹屠殺猶太人,日本人屠殺中國人,韓國政府軍殺害學生,到最近的波士尼亞內戰屠殺回教徒,都是各族

群之間不能以平等有尊嚴的方式彼此互相尊重所產生的仇恨與衝突。 

 

    我們除了希望政府制定二二八為台灣的國殤紀念日,以早日撫平這個歷史上的傷痕以外,更應時常紀念

並警惕全世界的人民不要再有類似的悲劇重演。讓台灣的二二八成為世界性的二二八,讓充滿仇恨、錯誤的

二二八事件成為有愛心、公義的二二八紀念日。 



中國歸中國，台灣歸台灣       楊明倫    美國邁阿密大學小兒科教授 12/01 

 

不久前，隨海外僑界醫藥衛生專業人士回國參訪發現： 

(一) 機場入關驗護照處分成兩區，本國人 (Chinese Passport)  及外國人 (Foreign Passport) ：照理說，本國人不只華人，

尚包括台灣的原住民，他們全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非華人，用 Chinese 不就等於將他們排除在本國人之外？另一方

面，海外華人分屬不同國籍，怎可並列本國人？敝人認為用 Residents (本國人) Visitors ( 外國人)，也是一個辦法。正

本之道護照正名「台灣」就不會混淆了。 

(二) 政府機關會議室正面是國父遺像，正對面是早期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遺像，左邊是蔣經國遺像，右邊才是現任總統陳水

扁的肖像；假如所有前總統肖像都應列入，為何缺嚴家淦、李登輝總統，何厚威權統治的兩蔣而獨漏台灣民主之父？肖

像太多實非國人之福，只列現任總統即可，否則一個房間有五、六面牆壁也不夠用。 

(三) 中華民國新聞局的局徽，是以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覆蓋於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共和國的一葉秋海棠之上，

以此代表我國的新聞局，似乎無視於政治現實，與中華民國實際上主權所及的領土不符。今夕何夕，不宜再用昧於國際

現勢的圖樣做為局徽。 

(四) 新聞局放映自己拍製的精美影片招待來賓。在介紹台灣的經濟起飛，出現的鏡頭竟是「中國信託」中文信用卡，以及英

文「China Trust」的畫面；介紹國軍的軍容盛大時出現的竟是具有「中國」兩字的飛彈，不禁令人啼笑皆非，不知新聞

局有意無意之間，到底是在為中華民國宣傳，還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本人深感不解，執國家宣傳牛耳的新聞局為

何不錄用有台灣字樣的「台灣銀行」或是中文是「中華民國」的國防武器的鏡頭，讓國際友人能清楚的認知，走訪的到

底是哪一國。 

(五) 新聞局致贈外賓的手冊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a Glance) (2001 年 6 月出版) 介紹中華民國，第一頁出現一面地圖

包括台灣與中國的東部。在中國領土上面註明的英文是 Chinese Mainland，不知這是不是所謂的「弄巧反拙」？全世界

都知道中國正式的國名並不叫「中國人的大陸」(Chinese Mainland)，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種專供外賓參考的官方宣傳，只能貽笑國際。這一類的宣傳手冊，必須一起檢討改進。 

(六) 許多政府官員在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仍有不自覺脫口而出「中共」或「大陸」，而不是國際間的正式簡稱「中國」。

也這種舊式口語，大家習以為常、不以為意，本人期期以為不可。因為這也許就是我國國民自我認識不清的主要原因。

此外，打開電視收看新聞時各台播報氣象報告也是「今日『全省』各地的氣候是這樣的」為什麼不帶頭說出「今日『全

國』各地的氣候是這樣的」，以免在口語上落入「台灣是中國的一省」的政治圈套。 

(七) 總統府大門一進入就是權威統治者蔣介石的半身豎像，再往上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半身豎像，豎像上方再放置一個藍

色的國民黨的黨徽；也有人狡辯那不是國民黨的黨徽，那是國徽(請看國民黨總部的黨徽便知虛實)。本人建議何不將之

改為中華民國的國旗，以免混淆視聽。至於門口的「蔣公銅像」，現在的民主時代「扁政府」應該拿出道德的勇氣，將它

捐贈台灣的歷史博物館。不應讓台灣想要改革掉的蔣家政權象徵，繼續留在總統府歡迎嘉賓。 



邁阿密僑委會正名 --- 台灣正名的一小步          楊明倫 

 

 據報載行政院要統一機關的中英文名稱，僑務委員會名稱的英譯，原本採用的

OverseasChineseAffairsCommission，研議朝 OverseasCompatriotAffiarsCommission 來思考。鄙人在此向大家報導一件

今年在邁阿密發生的故事﹕ 

 由僑委會支持成立的全僑和平民主聯盟佛州分盟於邁阿密召開 2003 年會員大會時﹐特別邀請了兩位一向支持台灣

的國會眾議院台灣聯線的成員來做專題演講﹕一位是俄勒岡州的吳振偉﹐另外一位是佛州本地的德義奇(Peter_Deutch)。吳

振偉大家耳熟能詳。德義奇眾議員與我們邁阿密的台美人有深厚友誼﹐曾於今年八月在國會發言要求美國政府正式承認臺灣。 

 兩位眾議院演講完畢在大會結束時﹐全僑和平民主聯盟為感謝他們對台灣的支持﹐特致送每人獎牌一面。送給吳振

偉的一面上面寫著“華人之光＂﹐署名“中華民國僑委會＂。送給德義奇的一面﹐除了感謝他的文字之外﹐上面卻署名的並

非僑委會的官方譯名“Oversea_Chinese_Commission＂﹐而是“Oversea_Taiwanese_Commission＂﹗這當然是考慮德

義奇應我們邀請來支持台灣﹐倘若接到一面署名海外中國人委員會致贈的感謝牌﹐豈不讓他莫名其妙﹖  

 

台灣外交部駐邁阿密辦事處那次當機立斷､有擔當的更改僑委會不合時宜的英譯﹐讓台灣的名稱堂堂正正的呈現在美

國友人之前﹐令人由衷欽佩。我建議外交部不要在改名的議題上又扭扭捏捏﹐研議一個又讓外國朋友看不懂的

OverseasCompatriotAffiarsCommission﹐大大方方的用我們邁阿密辦事處早已正式使用的

“Oversea_Taiwanese_Commission＂﹗ 

  



一個十歲的的小孩問: "我國在那裡 ?"      楊明倫 

 

1991年我帶著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回臺灣讀小學三年級. 有一次他回家滿臉疑惑的問我: "奇怪, 我不

是美國人的話也應該是臺灣人, 為甚麼老師說我是山東人?"  我費了大半天功夫向他解釋, 籍貫就是爺爺

的出生地,是一個爸爸也沒去過的地方.   

 

又一次可憐的他更糊塗了:"奇怪, 老師說臺灣在我國的東南方, 那我國在那裡呢?"對阿, 我怎麼沒

想過這問題. 我國在國際上是叫作中國?台灣?臺澎金馬? 還是中華台北?好像甚麼都不是. 電視上一下子

說我國世界奧運會一個金牌也沒, 一下又說我國現在各地的天氣是這樣的:"北平二十度, 上海二十五度." 

奇怪, 為甚麼北平上海的是我國各地的一部份但是它們拿的金牌就不是我國的?我國的範圍怎麼連國家電視

臺都搞不清呢.  

 

後來,我才發現,搞不清楚的不只我的兒子.  我國的總統先生李登輝四十年來第一次終於鼓起勇氣說

外蒙古早已不屬於我國. 我正想要恍然大悟, 不料我國的行政院長郝柏村先生馬上氣急敗壞的更正:"外蒙

古是我國的固有領土." 我想既然連他們英明的老人家們都爭不明白,我國的小小電視臺及滿朝文武百官那

有人敢去假裝明白呢?我這做爸爸的又怎麼去讓一個十歲的的小孩瞭解呢.  

 

我國不先界定, 怎麼去選""我國"的總統? 他們說華僑要有選舉權, 海外華人那麼多誰才是"我國"的海外

僑民? 大家都說我國應該要加入聯合國, 請問我國到底包括那些地方呢?           





您可以選擇    楊明倫 譯                         12/01 

 

您讀了這篇文章之後﹐希望它能打動您的心﹐然後﹐您可以選擇你的明天如何開始。邁可是一種您最希望討厭的人﹐

因為他永遠有好的心情而且總有好話可說。當人家問他﹕你好嗎﹐他總是說﹕再好也沒有了﹗ 

 

他是天生的領袖。假如他的員工心情不好﹐邁可會告訴他朝好的方面想。他的那種態度總是讓我驚奇﹐有一天我問邁

可﹕� 我真不明白﹗你不可能甚麼時間都是樂觀的。請你告訴我你的密訣﹖邁可說﹐ “每天早晨我一醒來我就對自己說﹐

你今天有兩個選擇﹕你可以選擇有一個好心情﹐或是...選擇有一個壞心情。我選擇有一個好心情。＂ 

 每次壞事發生﹐我都可以選擇﹕我真倒霉﹐或者...我要從失敗中學習﹐我選擇從失敗中學習。 

有人來向我訴苦﹐我可以選擇﹕接受他們的訴苦﹐或是...為他們點出人生的光明面。我選擇為他們點出人生的光明面 

我抗議說﹕ “邁可﹐沒你說的那麼容易﹐＂ “就那麼容易﹐＂邁可說﹕ “人生就是一直在選擇。當你把它看個

透﹐你的每個遭遇都是在選擇。你選擇如何對你的遭遇反應。你選擇別人如何影響你的心情。你選擇有好的還是壞的心情。＂ 

基本上來說﹕你如何度過你的一生､全靠你自己去選擇。   

 

我思索著邁可的話語。不久之後我離開了塔台公司開始創業。就與他失去聯絡﹐但是在我生命的過程中面對選擇或是

須要反應之時﹐我都會記得他的話語。 

幾年以後﹐聽說他發生意外﹐從６０尺的塔台摔下。經過１８小時的手術和幾個星期的加護病房﹐邁可背上釘上了釘

子出院。六個月後我看到邁可。當我問他你好不好﹐他說﹕ “再好也沒有了﹗要看我的疤痕嗎﹖＂我說不用﹐但是我問他､

當意外發生的時候他在想甚麼。 

“第一件事我想的是我快要出生的女兒。＂邁可說﹕ “然後﹐當我扒在地上﹐我記得我在想我有兩個選擇﹕我可以

選擇要活﹐或是... 要死。 我選擇要活下去。＂ 

“你當時不怕嗎﹖你有沒有失去知覺﹖＂我問。邁可說﹕ “救護人員很了不起﹐他們不停的告訴我說､沒事。但當

他們推我進急診處的時候､我看到醫護人員臉上的表情﹐就開始感到非常害怕。他們的眼神好像在說他已經無藥可救了。我

知道我必需採取行動了。＂ 

“你採取了甚麼行動﹖＂我問。邁可說﹕＂當時有一個高大的護士提高嗓門問我﹐我有沒有對任何東西過敏﹖＂我

回答說﹕ “有﹐＂所有的醫生及護士都停下來等我回答。我深呼吸一下﹐然後說﹕ “地心引力。＂  

在他們的笑聲中﹐我告訴他們﹕ “我選擇要活下去。就當我還活著快幫我開刀吧。別當我已經死了。＂感謝醫生們

嫻熟的技術﹐邁可活了過來。但是這也要歸功于他這令人驚嘆的態度。 

 

我從他那裡學到﹕每一天､我們都可以選擇過一個完全的人生。 

總之﹐您選擇的態度決定一切。別為明天煩惱﹐明天再去煩惱明天。每天有每天夠多的煩惱。今天就是昨天你所煩惱

的明天。 



http://www.mc.ntu.edu.tw/staff/common/publication/newsletter/No.26(92.6)/schoolmate.htm 

領導的新境界   美國邁阿密大學小兒科教授  楊明倫 

  

    俗話說: “二十年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十年後看山不是山﹐看水不是水﹔再十年看山又是山﹐看水還是水。” 

就是說你用不同的眼光去看人生﹐你的人生境界就會不同。我們生命中的問題出在那裡﹖問題就出在我們用不正

確的眼光去看問題﹐做出對問題不正確的反應﹐不正確的反應又引發新的問題﹐這樣就在問題的不斷發生中輪迴。

因此﹐要促進自己的成長﹐就必須揚棄不正確的看問題的眼光(人生觀)﹐用新的眼光看問題﹐讓自己進入一個新

的境界。 

 

  如何發展新的看問題的眼光呢﹖第一步﹐就是要改變您日常生活中�傾聽�的方式。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每天都

會接受到許多的資訊(刺激)﹐對這些刺激作出適當或是不適當的反應﹐就會決定我們這一生是成功或是失敗。這

第一步 “接受資訊”﹐就是 “傾聽”。有正確的 “傾聽”態度﹔才能做正確的反應﹐才能走上人生成功的道路。我們

可以說､一個人如何傾聽､就決定他的一生﹐一點也不為過。 

 

  傾聽有幾種層次﹐從最差到最成功的傾聽方式分為五種﹕1､馬耳東風式的聽。2､假裝在聽。3､選擇性的

傾聽。4､注意的聽。5､用心靈去正應式(Proactive)的傾聽。什麼是正應式 的傾聽呢﹖舉個例子﹐反應式(Reactive)

的傾聽者常說﹕ “我早就知道了。他就想找我麻煩。你還想叫我怎樣嘛。老子就是這樣。我一 看到他就氣。我

非得做它不可。我作不來。我必須如何如何。”正應式的傾聽者則常說﹕ “再來想一想有沒有其他的辦法。換一

種方式來做看看。我可以選擇我自己的態度。我選擇去做。我能夠。我比較喜歡如何如何。” 

 

  一件事情的發生﹐必有他客觀的事實､以及他對這個事實的主觀解釋。倘若一個人活在反應式傾聽的境界﹐

就會經常把客觀的事實和他主觀的解釋混作一堆。這種人往往輕率下結論﹐自以為是﹐故步自封。相反的﹐正應

式的傾聽者會把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解釋分開﹐不輕易對一個發生的事實作主觀的解釋。 

 

  記住﹕你所做的解釋並不是事情唯一的解釋。往往你所做的解釋是錯誤的解釋。所以聽話的時候不要預設立

場､不往壞處想﹐而且要存感謝､同情､有興趣的心去傾聽。聽人說話的時候要想﹕ “他講這些話到底是想幫我

什麼﹖”靜心傾聽去了解對方﹐而非急著去回答對方。我們去看病的時候﹐總不希望醫生還沒有將病情問個清楚

就把處方給開好了､不是嗎﹖ “先診斷後開處方”就是正應式傾聽的態度。” 

 

  傾聽的時候一定要讓對方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讓他暢所欲言。不要讓對方感到劍拔弩張､伴君如伴虎。倘若

有所爭執﹐也要想辦法化解衝突﹐而且傾聽的時候一定要兩眼注視對方﹐專心誠意的聽﹐說不定這樣可以化偶然

的相遇(對話)為人生(或事業)轉捩的契機。 

 

  有 一本書 ( 7 Hab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提到處世的七大原則﹕1､凡事要有正應式(Proactive)的思

考。2､事情還沒開始作以前要先預期結果。3､作任何事情都有優先順序。4､要思考雙 贏原則。5､先要求了

解對方再去要求對方了解自己。6､互相合作。7､精益求精。其中第一個原則﹕ “凡事要有正應式的思考”就是

要從有正應式傾聽的態 度開始做起。七大原則概述如下﹕ 

 



一､凡事要有正應式的思考﹕我們每天的生活都要經過無數的接受刺激與做出反應的程序。 
    

 也許大家沒有注意到､在刺激和反應之間存在著無窮盡的可能﹐老天給我們的最大的禮物就是讓我們有一

個自由選擇的能力。每次遭遇刺激﹐我們都可以選擇我們面對它的態度。面對不愉快的事﹐你可以生氣﹐也可以

冷靜思考。亞理司多德說﹕ “任何人都可以生氣﹕那很容易。但是要生對人的氣﹐達到適當的程度﹐在適當的時

間﹐對適當的目的﹐用對的方法﹐那可是大不容易。”大部份的生氣都是達不到亞理司多德所謂的該生氣的境界。

因此﹐絕對不要輕易動怒。 

 

         不要動怒﹐有一個方法﹐就是心存寬恕。要知道﹕犯錯是人之天性﹐寬恕是最高美德。    人非聖賢﹐孰能無

過﹖寬恕別人很難做到﹐尤其要寬恕的對方是你的敵人的時候。王爾德說﹕ “永遠寬恕你的敵人﹐對你的敵人來

說沒有比這樣更大的懲罰了。”長壽的訣要有：「少發怒、散散步、長食素」之說。飯不可以多吃，話也不能亂

講，當我們在氣頭上時，千萬別開口，    因為氣話往往是傷人感情最深的。 

 

  反應式思考的人常會感到沮喪。正應式思考的人則會在任何情況下發現契機。海倫凱樂一輩    子眼盲耳

聾﹐但她的正應式的思考讓她有一個豐富的人生。她說﹕ “當一扇快樂之門關閉時﹐另      一扇門會打開﹔但是經

常我們只看見關著的門﹐卻沒看到為我們打開的窗。” 

 

  技巧上如何訓練自己達到凡事能做到正應式的思考呢﹖有一個方法﹐就是在你的腦海裡時常    裝上一個

情緒紅綠燈。遇到情況､紅燈立刻亮起來﹕停一下﹐靜下來﹐想好再行動。黃燈﹕    想一下問題在那﹐你有何感

受。設下正面的目標。想有何解決的辦法。想我這麼作有何後果。然後才讓綠燈亮起來﹕採取最好的方法開始行

動。 

 

二､事情還沒開始做以前要先預期結果﹕最好的例子就是前美國總統克林頓﹐他是很好的管理人才﹐    但是

是一個很壞的領導者﹐做不正當的事(偷情)。要想討細姨､包二奶﹐想一下最後的結果是什麼﹖譬如說要爬到牆

頭上﹐假使梯子放的牆壁不對﹐每爬一步只是讓我們更快接近錯誤的方向。    遲早你要下樓梯把梯子放在對的牆

壁去重新出發。 

 

  尚未出發的時候要先想好你人生的標竿是什麼﹖人生標竿的定義就是﹕你內心深處最渴望的   事。當然你

的人生標杆要符合基本原則(不能燒､殺､淫､虐)。靜下心慢慢想﹕假如我有無限的財富﹐我想做什麼﹖我最快

樂的事是什麼﹖對我來說我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是什麼﹖我對這個世界   會有什麼貢獻﹖我希望世人記得我什麼﹖

我的長處是什麼﹖倘若人生的大方向沒有錯﹐其他的人   生小起伏就沒有那麼重要了。 

 

三､作任何事情都有優先順序﹕天下的事都可以劃分列入下列四個象限﹕一､緊急又重要(急件､截止  日期､

有些電視節目､趕飛機等)﹔二､不緊急但重要(人生標竿的設定､人際關係的維修､運   動､待處理事務)﹔三､緊

急但不重要(電話鈴､有些電視節目)﹔四､不緊急也不重要(垃圾郵件､有些電視節目)。這四個象限﹐那一個象

限應該優先處理呢﹖ 

 

         一般直覺的認為﹐第一象限�緊急又重要的事�就是要給予優先處理的事。其實用這一種眼光看問題的人通常

生活充滿壓力﹐每時每刻都忙著救火､精疲力竭。你若要享受一個沒有壓力的人生﹐必須要把第二象限 “不緊急



但重要的事”列為第一優先來處理。一人一天只有 24 小時﹐第   四象限 “不緊急不重要”事先不要做﹐才能有時間

處理 “不緊急但重要的事”。 “不緊急但重要 的事”做完了﹐ “緊急但重要的事”自然就減少了。 

 

  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的境界不同點就是看問題的角度不同﹕我們應該用 “重要性”而非緊  急性”的眼光面

對事情。譬如你有許多大､小石頭和沙子想將它們放到一個罐子裡頭﹐你若先放沙子再放小石頭﹐大石頭就放不

進去了。反之﹐你若先放大石頭﹐再塞小石頭﹐然後再將沙子塞入縫隙﹐將罐子搖兩下﹐不但所有的東西都裝得

進去﹐說不定還有空隙呢。大石頭代表的就是人 生中所遇到的 “不緊急但重要的事”﹐小石頭代表 “緊急但重要

的事”﹐沙子代表 “緊急但不重要的事”﹐空隙代表 “不緊急也不重要的事”。時間的安排若能把握住這個優先順序

原則﹐就能讓你活得輕鬆愉快。     

  緊急 不緊急 

重要 

(I) 急件､截止日期､有些電 

    視節目､趕飛機等 

    (壓力) 
  

(II)人生標竿的設定､人際關 

    係的維修､運動､待處理 

    事務實 

    (一切在掌控之下､少危 

    機､平衡､有遠見) 

不重要 
(III)電話鈴､有些電視節目 

      (失去控制､短視) 

(IV) 垃圾郵件､有些電視節目 

      (不負責任､依賴別人) 

  在此我們必須提到時間管理的原則﹕凡事要分工合作。不要樣樣指導﹕去作這個､去作那個。不信任式

的監督會讓自己壓力太大。下放權力，相信下屬，適當的授權是解決忙碌的最好辦法之一。 

 

  要獲得雙方的信任﹐就要定期向情緒銀行存款。什麼是向情緒銀行存款呢﹖要了解對 

    方､要體貼､要守信用､要事先講明我們彼此期待的是什麼､要有正直的操守。反之﹐就是在提 

    款。倘若向情緒銀行提款﹐補救之道就是要真心誠意的道歉﹐才能繼續保持友誼﹐贏得對方的信 

    任。 

 

四､要思考雙贏原則。處理一切事情､不是你贏或是我贏､而是希望大家都贏。倘若不能雙贏､不一 

    定要當場做出結論。雙贏的根基﹕要有正直的操守､成熟的人格與富足的心態。正直就是言行和一﹐在他人不

在眼前的時候也對他忠心。成熟的人格就是在勇氣與體恤之間能夠達到平衡點；不成熟的人常常是莽撞﹕有勇氣

行動而不知體恤別人﹔或是鄉愿﹕只知道體恤別人而缺乏勇氣向正確的方向邁進。富足的心態就是愈與于人己越

有﹐愈與于人己越多﹐不會覺得這個世界資源有限﹐一定要你爭我奪自己才能生存。 

 

五､先要求去了解對方再去要求對方了解自己。不要一天到晚抱怨別人不了解自己。 要知道了解別 

    人﹐操之在我﹐是自己可以做到的範圍。要求別人了解自己﹐操之在人﹐不是自己可以控制得了    的。我們在世有

許多事我們都關心﹐但我們不一定對那些事情具有影響力﹐倘若精力都放在你所    關心但不具影響力的範疇﹐往往

徒勞無功。不如你把精力貫注在你關心而又可以掌控的範圍﹐才能有所成就。  

 

六﹐互相合作。別花精神去數說別人的罪過﹐與人相爭､彼此猜忌。要知道兩個人可 以意見不同但可 

    以都是對的。每個人都以他自己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尊重彼此的差異就是互相合作的基礎。我    們台美人在面對

數不清的政治､宗教上的爭議的時候﹐尤其要記住自由的真締就是不那麼確定誰才是對的 。你就好比是人生交



響樂團的指揮﹐周邊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團員﹕有的人演奏小提   琴﹐有的人吹大喇叭。個別的樂音也許聒噪﹐但

是好的指揮就能善用各人的專長演奏出美麗 動人    的交響樂來。  

 

七､精益求精。有一個人用鈍齒的鋸子鋸木頭﹐忙得要命﹐卻徒勞無功。有人建議他 為何不先去把鋸    齒

磨利﹖他說﹕ “我忙著鋸木頭﹐那有時間去磨利鋸齒呢﹖”一定 要抽出時間讓自己身､心､靈    長進﹐要多讀書﹐

培養自己的才能﹐要能每天進步。人生才能事半功倍。  

 

     要知道你自己本身也許是你終生的良伴﹐或是你一輩子的敵人。改變自己﹐不要讓自己每天與自己作對﹐

讓你自己一天比一天更成熟。 “生命是上帝給你的禮物﹐你如何度過你的一生､就是你還給上帝的禮物。” 運用

你的所學過一個豐富的人生﹐就是你還給上帝最好的禮物吧。 



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的對外櫥窗中華工藝館企待正名        

 

來到臺灣的外賓在聽取簡報､參觀施政﹐以及觀光遊覽之餘﹐免不了要購買一點代表臺灣的禮物留做紀念。因此﹐位於

台北市徐州路“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所屬的對外櫥窗“中華工藝館＂﹐ 就成為許多政府單位接待外賓的其中一站。依據

敝人觀察﹐雖然“中華工藝館＂ 內展售的商品物美價廉﹐令人喜愛﹐但頗多並不是真正臺灣製造的手工藝品﹐多數為在東

南亞甚至中國製造､臺灣販售。更大的問題是“中華工藝館＂ 英文名字叫做“Chinese Handcraft Mart＂ ﹕一個堂堂的

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英文名字叫做 Taiwan Handcraft Promotion Center) 竟然在大大方方的推廣“中國的＂手工藝品﹐真

是令人氣結﹗這可不免讓來臺參訪的老外大吃一驚。 

 

臺灣朝野正在積極的推動正名﹐外賓每天走訪的地方﹐必須首先正名﹐“中華工藝館＂ 改名“臺灣工藝館＂ ﹐此其

時矣。(邁阿密大學小兒科教授楊明倫醫師) 

 



※  客家文化的危機 ※                    ─楊明倫─ 

 

 1992年(第25屆)美東台灣人夏令營的第一屆全美客家山歌比賽 、客家演講比賽、 由李彥輝醫師主

持。山歌比賽分成團體組及個人組兩種。團體組只有一隊參加，個人組只有兩位報名，我在高中時新竹中學

的室友教過我一條客家的「楊梅小調」，於是自告奮勇臨時報名，竟然抱回第一屆全美客家山歌比賽殿軍的錦

旗一面，好不令我這新臺灣人啼笑皆非。 

 

 客家演講比賽因沒有人報名臨時改為客家語翻譯比賽，由李醫師出50題(如驕傲、聰明、骯髒等辭組成

一篇文章)，每題兩分，總分100分。結果連比賽得到第一名的都不及格，考到46分而已。客家文化不受客

家人的重視，實在令人浩嘆，已經可以說客家文化是人類文化中的瀕臨絕種文化(Endangered Species)。 

 

 現在在台灣不會說台語差不多別想作生意或是插政治，台語的努力推廣，至少有它的誘因。客家話就沒

那麼幸運，除了在客家庄以外幾乎沒有市場。不要說移民海外臺灣人第二代會說客語的鳳毛鱗角，第一代說

的客語也已支離破碎。想起小學時苗栗、新竹的客家同學好友們親切熱心的教我客家話，三十年來眼看客家

文化逐漸式微，無奈大勢所驅，有誰能力挽狂瀾呢？ 

為亂倒垃圾作證賺大錢   

-- 楊明倫 -- 

    邁阿密的遊輪觀光業，世界首屈一指，從邁阿密出發，到巴哈馬的一日遊、到加勒比海各群島的數日遊

或是遠渡重洋的一月遊，各種路線及遊玩方式，吸引了全世界無數的觀光客。1991年有一對夫妻從密西根來

邁阿密參加遊輪之旅，享受人生難得的輕鬆寫意的假期。當這位先生於回航之際，在甲板上靜靜的欣賞月輪

高掛，海浪起浮之時，忽然看到一袋一袋的垃圾被工人往海裡扔下去，哈！一共倒下20袋的垃圾呢。他立即

叫太太帶錄影機，把這些鏡頭記錄下來。 

    他在回航後把這個事情通知了海關的官員，然後回去密西根。等了半年之久，完全不見海關官員有何動

靜，於是他決定把那卷錄影帶在電視節目上發表(I witness video 我的見證錄影)。這一招果然有效，

邁阿密聯邦法官馬上依1988年的禁止遊輪往海中傾倒垃圾的法律，起訴遊輪公司。 

    由於罪證確鑿，這家「公主遊輪」公司立即承認有罪，公開為污染海洋道歉，並願接受50萬元美金的罰

款。 

    這對夫婦以及另外四位從聖路易來的遊客，一齊作證看到這次往海中傾倒垃圾事件。所以，這六個人可

以均分罰款的一半，25萬美金。各位同鄉來邁阿密坐遊輪，不要忘了帶錄影機啊！ 

 



 
  http://www.fapa.org/letterstoeditor/2003/miami0413.html 

Miami Herald  Letter to the editor 

April 13, 2003 

To the Editor: China's recent apology ("China apologizes for lack of a timely alert", 4/5/03) for months of suppr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SARS and imped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searchers from accessing areas from which the deadly 

virus originated, is simply too little too late. Although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enter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recent days, the lives of countles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Dade County, have already been needlessly 

jeopardized. 

Just as lamentable, although less reported by the media, is the second major way that China has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the 

WHO to respond to epidemics: the exertion of political pressure on WHO members to block the organization from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its 23 million citizens. This is harmful to both Taiwan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Taiwan needs free and 

unimpeded access to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event, minimize, and 

eradicate such disease in a timely fashion. 

The global health and epidemic control system is like a fishing net, and Taiwan's absence from the WHO marks a great hole 

in that net. 

 

Ming-Lon Young, MD,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Miami, Miami, FL 



※  古錐的昆不老  ※             ～ 楊明倫 ～ 1994 

 

 第一次見到昆不老 (Coen Blauum) 的人都會問他奇怪他怎麼那麼年輕？他說：『我的名字叫昆不老

當然不會變老了。』他是荷蘭人，來美國主修國際法，並對臺灣政治發生興趣，因緣際會，加入臺灣人公共

事務會，為臺灣人在國際舞台上努力。這次因為南佛州臺灣人公共事務會應邀參加眾議員德義志先生(Peter 

Deutch)的募款餐會，有國會多數黨領袖Mr. Dick Gephardt前來機會難得。所以南佛州臺灣同鄉向華府

求援，請他來助陣，順道向同鄉們講解草根外交的運作方式。 

 

 昆不老經常川梭國會議員之間，有一次他遇到一名議員提到臺灣的民進黨，說，國府的外交官告訴他這

是臺灣的共產黨，讓昆不老啼笑皆非。昆不老以他的專業所學了解台灣現況，認同台灣應求獨立的國格，但

僅僅因此與臺灣執政的國民黨外交理念不同，至今尚被政府禁止入境臺灣，這在講求『臺灣命運共同體』的

今日，實在是政府當局的不當且又不智之舉。他說雖然現在已經有了女朋友，但因為臺灣還沒有獨立，何以

家為？希望大家一齊努力，幫他早日成家。他將來的希望是在臺灣加入聯合國之後，他可以效法他的祖先當

安平港的總督。 

 

 這次來聽昆不老所作『台灣與聯合國』演講，以及參加草根工作訓練的南佛州臺灣同鄉有三十人。專家

講解果然不同，同鄉們多有所獲，讓大家實在不虛此行。第二天昆不老由李嵩義會長作陪，乘坐氣墊船暢遊

有名的沼澤鱷魚保留區國家公園。當晚順利的見到 Mr. Gephardt 與他交談，讓他了解臺灣加入聯合國的

必要性，請他支持聯署德義志眾議員也聯署的第166決議案：『臺灣以臺灣為名加入聯合國』。昆不老風塵

樸樸到各地呼籲國會議員支持臺灣加入聯合國，他熱愛台灣，支持台灣，臺灣政府應將昆不老請為上賓，聘

為顧問才對。 



※    東西方的教育    ※                      ～ 楊明倫 ～ 

 

 一對西方夫妻與他們的三個小孩一起去動物園玩。三個小孩大呼小叫，忽東忽西的亂跑，一不如意就哭

鬧不停，原本該是一個輕鬆悠閒的假日，搞得大家滿肚子氣草草收場。同時間一位東方女性也帶著她的三個

小孩在動物園玩，很明顯的，這位媽媽並沒有一再叮嚀，但孩子們似乎知道要怎麼做。就像母鴨帶小鴨，這

一家人都享受了一個愉快的下午。 

 

 東方人要小孩子聽話，服從，西方大人則要傾聽小孩子的心聲，與小孩子合作，互相配合。這樣長大的

小孩，東方人看來就很順傱，有教養，西方人則獨立而具叛逆性。 

 

 東方人家庭中講究長幼有序「口仔郎有耳沒嘴」。在學校更注重「嚴師出高徒」「不打不成器」。西方

人在學校裏卻很少體罰。雖然也有類似的俗諺：「Spare a rod, spoil a kid」.以美國為例，全國有２２州及

華府禁止體罰。他們體罰學生的次數，全美國在１９８０年為１千伍百萬人次。1990年降至61萬4千人次。 

 

 佛羅里達州是否體罰由各郡自行決定。有四分之一的學區禁止體罰。1992年全州平圴學生受體罰人數

為1.3%，但其中有一個華頓郡特別高，32.6%學生受過體罰，其中一所中學甚至高達50%。這個數目字雖然

駭人聽聞，但似乎在當地還深獲學生及家長的支持。不願子女受到體罰的家長可以通知校方。而學生若犯了

校規也可自行選擇處罰的方式：打三下或是下課後留置教室。令人驚訝的是多數的學生選擇接受體罰。 

 

 日本的學校體罰似乎也很普遍，電視上還報導過一所高中的學生，在接受老師體罰之後還得畢恭畢敬的

說「謝謝」。適當的體罰也許能達到教育的目的讓學生收拾起野性頑皮專心向學。體罰如不適當除了造成身

體的傷害。也造成心靈的傷害。有的小孩因為懼怕體罰而視上學如畏途。有的懷恨老師而思有日報復反擊。

教育家胸懷理想，手持教鞭，調教學生不可不慎。 

 

 美國由於人種複雜每個學生的生活背景各不相同，在學校裏。老師就得慎選教材。基本上各個學校或各

科老師可以選擇教材讓學生閱讀。並且讓學生就所上的內容到圖書館去找資料寫報告。這種教學可讓學生有

多元化的價值觀，有活潑的思考方式。這一點就讓許多死啃硬背部訂範本教科書的台灣學生羨慕極了。 

 

 在台灣由於升學的壓力存在，學生除了在學校裏每週甚至每天練習考試，複習考試之外，放學後更往補

習班深造，身體只要還撐得住，家長就陪著兒女全力以赴。甚至從小學一年級起，連看醫生都不敢請假，怕

缺席了以後功課趕不上。月考剛完，本該歇息一會的，沒想到孩子反而提醒家長：「不行、下次月考馬上要

到了。」這樣全家緊張兮兮，到了月考一完，成績發佈，最重要的消息是誰考第一名，誰考第二名。相競爭，

比長短。除了學校有體罰，在家裏更變本加厲，少一分打一下，少兩分打兩下。深怕兒女不能成龍成鳳。這

樣的教育完全以「功名」為目標，好端端的青少年，被畸型的教育機器折磨成眼光短淺，身體虛弱的「國家

主人翁」。無怪乎為了兒女的教育，有那麼多的台灣人「出亡」海外，希望兒女受到「真正」的教育，長大

成身心健全的青年。 

 

 雖然東方式的教育有它的優點，但是服從權威，習於教條也相對的造成了東方人民主素養不足，不但不

善於表達自己，而且不善於爭取自己應得的權利。美國的學校從小就注重自我表現，學生常被要求上台去show 

and tell﹝展示及說明一件東西或一樣事情﹞。讓大家從小養成自信，對外完善的表達自己。美國有許多的考

試不僅有筆試，還有口試。東方人對筆試都應付裕如，一到口試，在外頭等重考的大部份都是東方人。這是



東西方的教育差異造成東方人在西方社會生存的障礙，凡是旅居異邦的人都有深切的體認。 

 

 今日世界各國人口往來頻繁，台灣有些地方實應擷取西方長處，如何讓我國未來的公民也能有多元化的

價值觀以及活潑而具創造力的思維，實在是當今教育界最重要的課題。 
 



** 波多黎各的借鏡 ** 

                                                             -- 楊明倫 --  

    波多黎各和臺灣有些地方很像。臺灣有人想獨立，波多黎各也有人想獨立。臺灣的情治單位監視臺灣人

的思想，波多黎各的情治單位也監視波多黎各人的思想，尤其是主張獨立的人，更是從小記錄起，與誰交往，

講些什麼話，做些什麼事，讀些什麼書，寫些什麼文章，可以說是巨細靡遺，點滴不露。 

 

    隨著民主潮流的開放，臺灣人可以公開主張獨立了，臺灣的部份情治單位的「資料」據說也迫於社會輿

論的壓力而「銷毀」了。波多黎各在這一點卻與臺灣不一樣。 

 

    1992年波多黎各的法院判決波多黎各的情治單位，因為人民思想，主張的不同而被跟監、搜集資料，屬

於「違憲行為」。這些資料不僅不能銷毀，而且必須原封不動的歸還當事人。 

 

    這下可好了，所有這些情治單位狗屁倒皂，見不得人的事情，無法被毀屍滅跡了，過去六十年來，因為

主張波多黎各獨立，而到處謀職碰壁，在公司、學校不能昇遷的人，正好抱回家一箱一箱，如同臺灣的「人

二資料」，慢慢發掘在他們的身邊，誰是政府的奸細，誰在出賣他們。這些秘密資料總共13萬5千份。這證

實了自1930年來，波獨人士即受到自己政府的跟蹤、抹黑甚至殺害。 

 

   長期以來，美國在波多黎各的公司或是波多黎各的各級學校，在雇用人員之前都會要求波多黎各的情治單

位提供安全資料，確定此人不是波獨人士。許多人因此失去工作機會或是不得昇遷。 

 

   波多黎各情治單位曾經要求法院不公布這些資料，但被法院拒絕了。不但如此，法院並命令情治單位，公

布這些安全資料內線民的身份。這些從事違憲的情治單位也遭裁撤，一些線民在身份被曝光之後被迫辭去黨

務或公職。 

 

    有的人搬回六大箱的資料，卻發現其中最重要的部份，有關其親人被謀殺的部份卻不見了。這證實了波

多黎各仍在繼續掩飾一些見不得人的罪行。波多黎各的法院，不僅在這一事件裡，為波多黎各的異議人士伸

張了正義，平反了冤屈，更讓從事卑鄙工作的線民，付出他們應受的代價。同時法院要求受害人謹記耶蘇基

督的精神，不要心存報復，以免造成更多的痛苦事件。 

 

    波多黎各在這一方面，真的與臺灣很不一樣呢。 



 

** 大 自 然 裡 的 垃 圾 **        - - 楊 明 倫 - - 

 

        台灣的大自然所受到的數十年來工業化的浩劫,若非政府與民間長時間共同努力實難復原。但是另

一破壞大自然景觀的因素 - -垃圾,只要大家肯做,絕對可以立獲改善。   

 

      大概是公德心不夠,台灣的山林只要遊蹤可及莫不充滿垃圾,愈近大都會區尤甚,遊客遠看青山綠水,

乘興而來,近看滿目污穢,讓人敗興而歸,好像專程來憑弔山水似的。有心人雖然在過去發起「把垃圾帶下山

去」的「淨山運動」,但是丟的人遠比撿的人多,成效不彰,加上森林內合法、非法的遊樂區餐飲業所製造的

大量垃圾絕非個人之臂力可以清除。 

 

        清除之道當然得靠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首先應做徹底的垃圾清運工作,將山林河谷做到一塵不染,恢

復本來面目。 所需經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應由在山林河谷的營利業,以及登山健行、烤肉者分擔(如環境

清潔稅或登山證、釣魚證等)。之後,就得靠所有台灣人的努力,每個喜愛大自然的人或團體,負責領養一座山

林、一條河谷或一片海濱,於徜徉原野之時幫忙撿拾垃圾以回饋大地。 

 

        生活於髒亂之中的國民很難為自己的國家自豪。環顧鄰邦日本,我們實有愧色。新的政府新的內閣,

或許有其他政治垃圾待清,但是大自然垃圾的清除花費不多又可以立竿見影,希望立刻就能進行,好讓台灣重

享美麗島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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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來到佛羅里達州                       楊明倫                7/02 

 

 歡迎您來到佛羅里達。到一個地方遊歷﹐必須知道當地的風土人情。在此小弟不揣淺陋﹐搜集一些資料﹐向各位介紹一

下佛州的歷史典故﹕ 

 大約兩千五百萬年前﹐佛羅里達自海中慢慢升起。但是有幾次海洋又淹沒整個陸地。幾經浮沉﹐佛羅里達半島地下都是

石灰岩咕咾石﹐充滿貝類化石。1513年JuanPoncedeLeon首先發現此地﹐他以為這是一個島嶼﹐開了六天船尚未開到盡頭﹐

於是下船登陸﹐稱它為PasquadeFlores(Florida)。佛羅里達先有法國移民﹐再來是西班牙人﹐英國人﹐然後是大批的美國人。

位於佛州東北的StAugustine是美國最古老的城市。在1763年法國戰敗將加拿大交給英國﹐英國那時奪得哈瓦那､與西班牙

交換佛羅里達。1783年西班牙以巴哈馬與英國換會佛羅里達。1821年美國與西班牙立約以德克薩斯交換佛羅里達。1835年美

軍與Seminole印地安人打仗其酋長Oseola豎停戰旗入美軍陣地時被俘。1842年SemnoleWar結束。約四千印地安及黑人被徙

置阿肯薩斯。在1845年佛羅里達與愛荷華同時創州。土地54,861平方英里(約臺灣的四倍)﹐那時人口只有六萬六千人﹐現在

已經一千六百萬了。(您知道臺灣是那一年被西方發現､稱為福爾摩沙嗎﹖答案見後) 

 佛州全長四百英哩﹐其尖端是美國唯一的亞熱帶區﹐可以種植臺灣常見的果樹﹐如柑桔､楊桃､釋迦､蓮霧､荔枝､龍

眼､芒果､鳳梨､芭菈､椰子､甚至珞梨､波羅蜜。除了農業﹐佛州還盛產磷礦﹐世界一半的磷礦產自中佛州的Mulberry﹐

鎮內有一座PhosphateMuseum﹐展出不少挖礦挖出的遠古動物的化石。這裡缺乏造山運動﹐全州最高不超過325英尺﹐沒有

高 山 ﹐ 只 見 一 望 無 際 的 平 原 ､ 沼 澤 。 充 沛 的 雨 水 與 陽 光 ﹐ 讓 佛 州 博 得 SunshineState 之 名 。 位 於 邁 阿 密 西 南 的

EvergaldeNatioanlPark ﹐ 是 美 國 唯 一 的 濕 地 公 園 ﹐ 要 觀 賞 水 鳥 ､ 鱷 魚 ﹐ 得 花 上 一 整 天 的 時 間 。 從

BiscayneNationalUnderwaterPark到KeyWest的海洋景觀､珊瑚世界﹐更是美不勝收。中佛州Oseola的州立公園有聞名的

天然湧泉(例如OrangeCity的BlueSpring﹔奧蘭多的Wekiwa Springs)﹐值得一去再去。  

 佛州于1935年由州政府通過選取 Stephen Collins Foster的 "Old Folks at Home" 作為州歌(獨唱﹕Way down upon 

the Suwanee River, far, far away. Here is why my heart is turning sobber, here's why the old folk stay. All up and down 

the whole creation sadly I roam, still longing for the old plantation, and for the old folks at home.合唱﹕All the world am 

sad and dreary everywhere I roam; Oh, darkeys, how my heart grows weary, far from the old folks at home." 佛斯特本

人並沒有來過佛州﹐但他以藝術家的想象力把北佛州的這條美麗河流r唱得世界聞名了。Suwanee River有船屋出租﹐您可以

全家幾天晝夜泛舟﹐享受遠離塵世的樂趣。佛州的州花是OrangeBlossom﹐州樹是SabalPalm﹐州鳥是Mockingbird模倣鳥﹐

州魚是大嘴鱸魚﹐州動物是doedeer﹐州脯乳類是海牛Manatee﹐州貝殼是horseconch﹐州長是共和黨的JebBush。本州國會

眾議員有十位加入臺灣政團Taiwan Caucus。 

 這次美東南區臺灣人夏令會開會的所在地奧倫多是由早期與Seminole印地安人打仗的志願軍囤墾創立。由於財源困難﹐

美國政府為了開源開始出賣土地。在1881年費城的Disston以一畝25分的價錢買下中佛州四百萬畝來開發。1890年從北方下

來的移民更用一畝一元的價錢買下大批土地﹐種植柑桔。1960年中迪斯耐集團悄悄的買下兩萬七千畝地﹐營造了全世界最大

的娛樂王國。 

 夏令會的主辦單位是位於邁阿密的南佛州臺灣同鄉會。古早古早以前﹐一位沉船水手被Tequesta印地安人救起來(他們

至少在此居住了兩千五百年)﹐與他們在Okeechobee湖邊同住(全美第二大湖)。印地安人叫這個湖為Mayaime湖(Tequesta語

意思是甜水)﹐以後這個字就變為Miami。到1800年邁阿密變成西班牙移民建立的漁村﹐對外交通全靠船隻。接著一些北佬為

了尋找溫和的氣候來到這裡。邁阿密的先驅JuliaTuttle說服了HenryFlagler把鐵路延長到邁阿密﹐接著中､南美洲國家紛紛

發生動亂﹐到1960年間古巴移民湧入﹐形成今日邁阿密西語裔佔總人口多數。本來Flagler的鐵路一直通到KeyWest﹐準備直

達古巴。但1935年的大颶風把所有的地基都沖毀了﹐所以今日才以公路聯結所有小島﹐從邁阿密直通KeyWest(開車要三個

半小時)。KeyWest是 美國最南 端﹐有一位 熱愛故鄉的 同鄉何秋金 先生在島上 最熱鬧的大街DuvalStreet上開一 家

SeafoodBuffet﹐歡迎大家去奉茶。 

 邁阿密有許多臺灣社團﹐其現任會長､負責人如下﹕臺灣同鄉會會長洪榮隆､副會長莫月嬌﹐會訊(月刊)主編黃利美﹐



公共事務會會長許獻暉﹐南佛州臺灣文化基金會會長林大森﹐臺灣廠商聯誼會會長吳北財､副會長徐彩惠﹐臺灣商會會長傅

張美惠､副會長林日榮﹐佛州國際大學臺灣同學會會長吳詩瑩﹐邁阿密大學臺灣同學會會長周小茜﹐東南區臺美專業年青協

會佛州負責人廖宏毅﹐聖光臺福教會牧師施治能﹐華人歸正教會牧師謝陽一﹐慈濟功德會會長蔡長治﹐中文學校校長林常時。

臺灣政府駐邁阿密辦事處處長陳忠､副處長謝俊德﹐僑委會秘書楊修瑋﹐臺灣貿易中心主任龔維新﹐僑務委員曾水福。至於

這一次東南區臺灣人夏令會總召集人則是許清政先生。許兄勞苦功高﹐希望大家以掌聲加以鼓勵。 

 

 (答案﹕1590年一條葡萄牙船經過臺灣﹐船上的航海員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驚嘆 "Ilha Formosa" ﹐意即 "美

麗之島")。  



※   西佛州化石之旅    ※                      ～ 楊明倫 ～ 

 

 沙魚牙齒、駱駝骨頭隨處是寶的西佛州，連在地天霸同鄉都不知道，只好有勞我(南佛州同鄉)越俎代庖，

為文介紹。說到化石就想起小學在新竹國小就讀時，校長老師帶領全班同學涉水過溪尋覓化石的喜悅。又聽

說中國戈壁的恐龍化石國寶被不明究裡的無知民眾用做中藥磨粉吃掉，深覺扼腕可惜。也許我頭腦食古不化，

喜舊厭新，逛街專喜在舊貨市場、古董店裡發思古之幽情。對於化石具有上億年的歷史，當然更是愛不釋手。

(內人通常家規甚嚴，平常不准亂花銀子，惟對本人此一嗜好有意無意之間卻鼓勵有加，或思年齡日增，越近

古董級，越得有此嗜好的先生喜愛?) 閱報得知天霸附近有一條河叫和平溪 (Peace River)，流經一片古生物

化石區，溪底甚多化石及遠古印地安遺物。 其海邊Venice Beach, Appollo Beach海水沖激沙灘，更是化石

俯拾皆是。便加入化石協會，搜集資料，擇次日四腳爬行，摸骨去也。 

 

 從Mulberry, Bartow, Wachula, Brownville 到Arcadia沿著和平溪通稱骨頭谷(Bone Valley)。此地以

南係一萬年前才浮出海面，所以很少化石。骨頭谷在五百到一百萬年前的冰河時期至少浮出、潛入海洋前前

後後三十次，就成為美國少數的幾個古生物化石區之一。Mulberry在天霸市往東約半小時可達，盛產磷礦，

開採當中許多化石因而出土。當地市政府就蓋了一所小小的磷礦及化石博物館以為展示(10am-4:30pm星期

二到六)。展出物中有一個鯨魚脊椎骨化石上還嵌著一個大鯊魚牙齒，據推測係遠古海底鯊魚吞喫鯨魚時牙齒

脫落，雙雙成為歷史的遺跡所致。博物館邊一堆砂礪可讓遊客尋覓化石。小巧玲瓏的小鯊魚牙齒化石翻撿便

是，讓大家享受擁有化石的樂趣。 

 

 Brownville 小鎮Brownville Road 西行到和平溪前有一條向南土路通往一小公園。停車後走土路往橋

走150碼可見一水中浮洲，涉水不過數呎深‧ 浮洲邊用簡單工具如小鏟篩網就可篩撿化石。能浮潛者可加15

磅重要帶以防水流沖走‧Wachula 橋的南邊 ，Arcadia 橋下，以及Waccasassa River (US 19 &98交會口

的橋下)也有大動物的化石‧ 倘若有獨木舟更可深入河道，您的化石之旅更將無遠弗屆(馬溪Horse Creek、

彩虹溪Rainbow River的化石得靠獨木舟朔溪而行去搜尋)。建議想深入探險的人士可以加入化石協會(天霸

Terry Sellari813-968-6820; 邁阿密305-856-8261)。 

 

 不喜歡摸爛泥的化石同好可以在Venice Beach 的海邊撿拾鯊齒。海邊便利K商店有賣長柄篩具($13

元)，篩取化石或貝殼專用，來此一遊不可或缺。倘若您會潛水，尋獲大的鯊魚牙齒(4-5英吋)，一只可值市

價$250元呢! 

 

 此地的化石不包括恐龍(六千五百萬年前恐龍盛行時佛州是個海洋)，但有的是駱駝、Mastodons、

Sloths。因為礦區、河床、海濱的化石採集不會破壞環境生態，化石採集便被有條件的允許。另有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希望透過有此愛好的人士撿起大自然的瑰寶 (Arts by God), 以免化石在自然界風化消失。中佛

州得地利之便，那裡的學童一年約有五千人由學校帶隊，到礦區尋找大自然的歷史。一些自小對化石產生興

趣的人長大成為有名的化石學者。 

 

 佛州法律規定除了鯊魚牙齒、植物以及無脊椎動物的化石外，在佛州公有土地上買、賣、或搜集其它化

石的個人，以及大量的(同一地採集超過一磅) 或系統性的採集 (如用機械或同一地一年總計超過24小時採集) 

的人士必須先申請許可証(每年$5元)。每年還有責任必須申報一年之間在那些地方搜集到那些脊椎動物的化

石‧倘若發現特別化石，或新發現化石區還得立即通知州政府。依據法律印第安遺物一律不得採集。這幾點

深值臺灣立法者借鏡‧  



 整個骨頭谷一望無垠的草原沼澤，牛馬成群。路邊小鎮整潔可愛，古董小店價格便宜，也讓人流連再三。

此行欣與天霸好友晃達及其岳父母同車出遊 (郭維租醫師夫婦來此小住片刻)。素仰郭醫師於二次大戰中赴日

就讀東京帝大，一生服膺無教會主義矢內原忠雄的教誨，在國內發揮基督博愛精神，從事醫療服務。今日有

緣聽其口述臺灣早期歷史，一路並聆聽他們帶來的臺灣歌謠，實人生一大快事，特為之記。 





南佛州觀「光」指南                   -- 楊明倫 -- 

 

     在台灣的時候常常聽說歐美等地有許多天體營,進去的人全身赤裸,讓人一覽無遺。有一位牧師要到天

體營講道,他入境問俗,一絲不掛的站在台前,只是用一頂帽子遮住下體,他講道講到興奮之處,一時忘了用手

托住帽子,但是奇蹟發生了,帽子竟然掛在那兒沒有掉下來。 

 

    南佛州陽光普照,亮麗的海灘最適合遊客追逐戲水,不論何時都是遊人如熾,許多天體人士更是毫不在意

地在此徜徉,任人觀「光」,年輕的、年老的、黝黑的、白嫩的、男的、女的,幾百個人體,各種顏色、形狀、

尺寸,可說是應有盡有,這種「裸體」趨勢在近年來尤甚,只要您攜帶一個小望遠鏡,在邁阿密海濱最南角,以

及Haulover Beach最北角,保証看個夠。 

 

    南佛州只有戴德郡法律上不禁止公共裸體,但是公園管理處說他們並不鼓勵裸體遊客,他們希望海濱是

適合全家人出遊的地方。由於海濱綿延無盡,您可以在「穿衣」或「不穿衣」的地方任一區度過假期,所以一

般說來自是相安無事,很少人抱怨。 

 

    歐洲的旅遊通報常警告歐洲觀光客在佛州裸體是要受到處罰的。1970年,佛州Virginia Key可以裸體,

但是後來通過法律禁止。邁阿密海灘也有法律禁止,但是南邁阿密海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准許遊客上空,以招

徠歐洲遊客。 

 

    記得去德國世台會開會的台灣同鄉說,在德國鄉村河濱公園遇到下了班的淑女,把騎著的腳踏車放好,在

公園一角的陽光下選好位置,然後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脫下,整整齊齊地摺疊起來,直到一絲不掛,然後再自

然地躺於綠油油的草地上。南佛州海邊少了那一點歐洲幽雅的文化氣息,但卻多了拉丁文化浪漫的粗擴風味。 

 

    南佛州天體俱樂部正式成員有550名,他們積極爭取法律上的認可,雖然佛州律法第800條之三禁止在公

共場所進行猥褻性裸露行為,但是戴德郡的警察局法律顧問曾對所有警察發出一份備忘錄,指出「裸露本身與

猥褻不同」。因此,只要您在公園內行為端正,裸體並無不可。理論上這些天體人士可以在戴德郡的任何公園

進行天體浴,但是這個俱樂部的成員說他們並不是暴露狂,他們只是要享受無衣無束的自由。「不穿衣服的自

由就如同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全世界的人面前裸體,那種感覺是無可比擬的」。 

 

    佛州天體論者更以增加觀光收入來遊說州政府開放裸體。許多歐洲遊客避開佛州而去就近的牙買加或聖

馬丁就是因為這裡不允許裸體之故。佛州的裸體海灘正式的只有兩處：Cape Canaveral國家海濱及Santa 

Rosa郡的Eglin空軍基地。這兩地都屬於聯邦政府,而聯邦政府不禁止裸體。 

 

    您要來南佛州觀「光」嗎﹖別忘了每年7月14-15日是全國裸體周末,南佛州台灣同鄉竭誠歡迎所有台灣

人來此觀「光」,同時也藉機為國增「光」一番。 







 

佛州邁阿密大學兒童心臟科楊明倫教授印象小記 

 

【大紀元 1 月 7 日訊】【大紀元記者李

華邁阿密報導】「寧鳴而死，不默而生。」

當這句話從楊教授說這句話的時候，我

不由停下了手中的正在進餐的刀叉，抬

頭望著他。 

那是一個星期六的早上，在陽光明媚的

邁阿密城一個地道的小古巴餐館裡，我

和全僑民主聯盟佛州支盟會長、邁阿密

大學小兒心臟科代理主任楊明倫教授及

夫人一起進早餐，並向他們討教在中共

即將崩潰的大局下，如何借鑒台灣走過的路，以幫助推進大陸的民主進程。 

當 我問楊教授怕不怕中共打壓時，他隨口便說了一句：怕甚麼呢？「寧鳴而死，不

默而生」啊！不知為甚麼這話讓我心微微的震了一下。這是宋朝著名文人、諫官范

仲 淹說過的一句話。美國自由主義者亨利柏區可 Patrick Henry 也說過一句類似的：

「不自由，勿寧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以前我以為能說這樣話

的男子，應該是倔強剛烈、錚錚硬骨的形象，可眼前的楊教授，卻是那麼的儒雅清

涼，微帶笑意的眼角常隱隱透出憐天憫人的 慈悲之意。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楊明倫教授祖籍山東，生於台灣豐原，台大醫學系畢業，美國約翰霍普金斯大學公

共衛生學碩 士，現為邁阿密大學兒科心臟病學教授，並任該系代理主任，發表過多

篇學術論文，同時也是南佛州台灣同鄉會會刊創刊人、主編；全僑民主聯盟佛州支

盟會長； 「送愛心到海地計劃」共同創辦人；及邁阿密大學台灣學生會指導教授。

楊教授的太太林素芬，台灣大學畢業，現在邁阿密從事房地產工作，兼任南佛州台

灣同鄉會 會刊社長；有兩個孩子，均是美國長春籐名校畢業，一位走法學，一位正

往醫學的領域學習之中。 



 

楊教授全家福：當年幸福快樂，如今依然和諧美滿的一家 /(大紀元) 

我 記得那天早上楊教授說過一句給我印象很深的話， 「It's not how long you live, but 

how you live.」（重要的是，不是你能活多久，而是你怎麼活。）當時是楊教授和楊

太太跟我解釋為甚麼他們堅持不吃抹黃油的麵包：因為長此以往，人就會逐漸發福 

而不自知，而肥胖，是很多疾病的根源。「例如一個人每天多吃 3 公克的東西認為

無所謂，而且也許短期內看不出有何影響，但等 10 年他的體重增加了 10 公斤後 再

來注意飲食可能就晚了。既然這樣，為甚麼不從現在就開始注意一點一滴的節制

呢？」楊教授說，這就是「防患於未然」。治理社會也是一樣，如果看到不好的現 像，

就一定要站出來制止，否則若抱著事不關己的態度，日積月累，等世風已下的時候

再來挽救恐怕就已經晚了。 

楊教授在海地為當地民眾義診 /(大紀元)

他 曾撰文記載台灣立法委員沉富雄醫師當選前所遭遇之風波以及台大醫學院教授

如何聯名簽名聲援之始末，描述了台大醫界在治病救人的同時對國家前途的關心和

付出 的努力。文中楊教授引用從政後的沉富雄醫師的自述表達了他對「上醫醫國」



之古訓的理解：「……讓我感到快慰的是我終於能和孕育我的土地一起呼吸和他的

子民 同擔苦難,這種落實感與歸屬感不是占床率或新台幣所能衡量的……逝者如斯

的無奈令人惶恐,去日無多的迫切使我心驚,我給自己下的處方不是養生求福,不是秉 

燭夜遊,而是絕不懈怠,永不退休,把自己的餘年獻給我的最愛,一場高難度,多風險,低

回收,卻關係著子孫萬代福祉的一場戰鬥…… 」 

孔子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楊教授顯然已得其道。 

台灣的今天，大陸的明天 

「上 醫醫國」的思想，使楊教授在推動台灣民主進程的同時，也格外關注大陸的民

主發展。他說，今天大陸異議人士所遭遇的種種磨難，當年台灣被獨裁統治的時候

人們 也都不同程度的遭遇過。「當初在台灣成立民進黨之前，每個參加的人都是抱

著隨時被抓的心情、寫好了遺書才去的。民進黨宣佈成立的時候，外面就圍著一圈

的警 察……」 

楊教授說，正是因為無數人的付出和努力，台灣才有了今天。同樣，為了幫助大陸

的兄弟姐妹們爭取人權和自由，他也甘冒風險。 

「以 我的個性，如果生在中國，我一定是中共的「異己分子」。但是我不怕中共的

威脅，打壓，以致暗殺。古人云，「寧鳴而死，不默而生」。中共的任何動作，對

我而 言都只會變成好事。如果在美國他們威脅我，那正好給我機會以活生生的例子

向我那些議員朋友們證實我所說的關於中共邪黨的結論；更增加我繼續從事推動自

由民 主運動的決心。」 

 

張富美僑務委員長向楊教授頒發的嘉獎狀，讚揚其「人飢己飢人溺己溺」的人道精



神 /(大紀元) 

「人活著只是幾十年的時間。但人類歷史是數千年以至更久遠。人的一生就那麼長，

死在床上和死在街上有甚麼兩樣。但死，可以輕如鴻毛，也可以重如泰山。而最關

鍵的，對於一個基督徒來說，死，意味著回家——能死而無憾的，堂堂正正的回家，

這種死，求之不得！ 

那麼，對於中共可能作的一切手腳，可能施展的一切伎倆，又有甚麼可怕的呢？」 

傳媒的意義和使命 

當我告訴楊教授，大紀元時報在美國已經有 10 個分社，目前正準備在邁阿密設立辦

公室時，楊教授顯得很高興。 

他說， 「中文媒體一定要幫助中國的百姓發出聲音。否則，共產黨一直說自己對人

民如何好，而外界的人也真以為人民很順從它。因為沒聲音，外界就永遠不會知道

中國發生的事。 

「我很欽佩大紀元的精神，因為做這份報紙不是為自己，而是真正為整個社會。正

是有這麼多人不斷地在一點一滴的做，世界才有希望。 

「當初台灣沒有開放黨禁報禁的時候，人們只能在地下工廠印報，辦地下電台，因

為只要發現了就一定被抓。但大家仍是堅持有錢出錢，有力出力，才最終走過了最

艱難的時期。 

「很多歷史事件的發生，看起來偶然，其實是人心的改變所然。 

「當年甘地在印度倡導的「不合作運動」不是也引來了當局的血腥鎮壓嗎？但事件

經過很多記者的報導，特別是聯合新聞社記者的不懈努力和幫助，最 終不用一刀一

槍，使印度實現了和平演變。大紀元正在起著同樣以至更大的作用。其實媒體的作

用更甚於原子彈。因為他改變的是人心。」 

告別楊教授夫婦回來，我更深深的感到作為大紀元記者所肩負的責任。我相信，多

一些人有機會和楊教授接觸，這世間就一定會多幾個敢於「寧鳴而死，不默而生」

的人。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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