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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活動

九
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本會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

學大樓101講堂舉辦”海峽兩岸養生醫學中西醫

結合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

究員陳可冀院士主講「中西醫結合未來趨勢」、中華民

國物理治療學會理事長簡文仁物理治療師主講「保健康

自己來」、大陸福建中醫學院杜建教授主講「中醫養生

現代醫學觀」、中西整合醫學會監事長李春興博士主講

「睡眠與養生探討」、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系張

世良副教授主講「從臨床論中醫養生方法與原理」、中

國醫藥大學針灸研究所許昇峰博士主講「經穴養生探

討」、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何宗融博士主講「導引與

養生中西醫學探討」、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高尚德教

授主講「中醫養生方藥與醫案之探討」。研討會最後在

主持人高尚德教授的結論下，圓滿結束。

英國中醫藥考察報告

中國醫藥大學  張永勳教授　高尚德教授

98年9月20日

98年2月，英國國際文化交流促進會葉乃琳會長及

英國註冊中醫師協會Tony Booker會長率領英國中醫藥

相關團體組成中醫藥交流訪問團來台訪問並拜會本校，

對本校及國內中醫藥之發展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極力

邀請本校組團到英國交流。

本次訪問團團員經校長核准，包括中醫學院高尚德院

長、教師培育發展中心關超然主任、中國藥學研究所張

永勳教授、針灸研究所許昇峰助理教授及中藥資源系張

文德助理教授，一行於9月5日早上搭乘長榮班機經泰國

曼谷於下午8時許抵達英國倫敦，葉乃琳會長前來接機並

親自開車接送至飯店休息，並與提早抵達之關主任會合。

▲ 楊思標理事長開幕致詞 ▲ 杜建教授專題演講

▲ 張世良副教授專題演講 

▲ 陳可冀院士專題演講

▲ 何宗融博士專題演講 ▲ 學術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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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到倫敦大學藥學院參加英國國際文化交流

促進會主辦之台灣中醫藥研討會，由本校團員向英國

中醫藥團體介紹台灣中醫藥現況，由藥學院Michael 

Heinrich教授主持。我駐英國代表處張小月大使、文化

組林文通組長、科技組胡昌智組長也到場指導。首先由

張小月大使致詞，除歡迎團之到訪外，也感謝Tony會長

及葉會長對兩國中醫藥交流之貢獻。

研討會首先由Heinrich教授介紹英國植物藥研究開

發情形，接著由關主任介紹活血化瘀中藥之研究，再由

張永勳教授介紹台灣中藥品質管制現況，包括本校過去

所參與中藥品質管制研究計畫、中藥化學規格之建立、

台灣市售中藥材薰硫磺之現況調查研究、台灣市售中藥

農藥殘留之研究及最近參與之中華中藥典再版編修及中

華中藥典彩色圖鑑編修，最後也介紹本校2006年和2008

年主辦國際傳統醫藥交流研習之情形，最後由許昇峰主

任介紹台灣針灸之教育及研究現況。

用完簡餐後，由張文德博士介紹台灣中藥資源及植

物代謝體學之研究，高尚德院長介紹台灣中醫之教育

包括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之體制，也介紹中醫學

院所屬各研究所之概況，特別是中醫學院近年之研究發

展概況，最後由關主任介紹PBL教學，都引起了聽眾很

大的興趣，經熱烈討論後，近6時許才結束一天之研討

會。晚上由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文化組林文通組長宴請團

員及英國貴賓，結束第一天之行程。

9月7日早上由葉會長及Tony會長陪同參觀手術及草

藥博物館，該館由原近150年歷史之聖湯姆斯醫院原址

改裝而成，館內陳列各式早期手術、消毒器具，可看出

當時的外科麻醉消毒技術，另外也有許多早期藥局常用

之各式生藥及調劑台。

下午拜會西敏大學 (Westminster University)，由

該校Geoffrey Petts副校長接待，先請團員享用英國式之

下午茶後做簡報，西敏大學由1838年成立之Polytechnic 

Institution發展而成，有多年之歷史，目前有22,000個

學生，其中1/4為研究生，全校約有5000名國際學生來

自全世界150個國家。該校設有健康整合學系(School of 

Integrated Health)，設有解剖、瑜珈、中醫、草藥、營

養、同類療法及運動治療等幾大學程供修習，中醫課程包

含針灸，由歐洲知名學者Volker Sheid教授主持。

隨後也參觀該系之草藥調劑及針灸之見習問診等，

最後由高院長與西敏大學健康整合學系主任Jane Lewis

簽署合作備忘錄，晚上由西敏大學宴請訪問團團員。

9月8日由Tony Booker會長及Herbprime公司左適媛

總經理及何朝華經理陪同參觀英國皇家KEW植物園，香

港浸會大學趙中振教授也剛好到訪，一併參訪。由該園

中藥鑑定及資源保護中心Christine Leon教授親自接待

帶領參觀。因Leon教授曾於2001年應邀參加本校主辦之

國際中藥品質管制研討會，也在多次國際研討會上常常

見面，特別熱情招待。首先參觀Jodrell實驗室之植物

化學、DNA鑑定研究，接著參觀圖書館，該館收藏全世

界植物相關圖書及期刊，特別是一些珍藏二、三百年之

早期資料，也包括台灣植物分類之專書。再由該園標本

館館長帶領參觀植物標本館，該館是全世界目前植物標

本收藏量最大之標本館，有700萬種，包括近35萬種之

模式標本，目前每年也有近10萬種之新增標本。

接著參觀中藥鑑定及資源中心，由中心主任Leon教授

介紹，Leon教授因10幾年前曾被諮詢做中藥中毒之鑑定，

而開始接觸中藥，該中心十幾年來每年定期到大陸收集中

藥標本，Leon教授也曾應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

究所聘為講座教授一年。Leon教授對中藥界誤用、混用之

情形也相當重視，與本校中藥所這方面之研究交換許多意

見。Leon教授也分享她參與一些中草藥中毒鑑定之經驗，

也介紹他參與CITES部份中藥品種資源利用情形。團員對

一位英國教授對中藥鑑定這麼投入，都留下深刻印象。

中午由園方安排簡餐後，由副園長M. Simmonds教授

主持座談，Simmonds教授二月份曾隨團赴台訪問，首先

由蓋氏及湯姆斯醫院毒理室主任邵廷蘭女士介紹該醫院

概況及該院長期與KEW植物園合作做中藥中毒之鑑定，也

介紹英國中醫制度之概況。目前約有3000位執業中醫，

並成立中醫諮議委員會，重視中醫藥之安全使用。

接著由KEW植物園Bob Allkin教授介紹如何安全有

效利用植物學名。首先介紹KEW植物園植物分類團隊，

包括：80幾位植物分類專家及中藥鑑定及資源保護中心

15位研究團隊，也介紹該園目前可提供之資料庫及網路

分享資源，也表達樂於與台灣中醫藥合作。

接著由張永勳教授介紹台灣中藥品質管制現況，包

括本校過去所參與中藥品質管制相關研究，特別是台

灣市售易誤用、混用中藥之研究，最後由香港浸會大學

趙中振教授介紹香港中藥研究概況，也介紹中藥飲片標

準，包括中藥炮製之重要性等。

座談會中，大家都希望未來能加強彼此之交流與合

作。

下午4：3 0，由該園森林及園藝組組長T o n y 

Kirkham博士親自開10人座車，帶領參觀園區，園區外

圍共約5公里，栽培植物種類相當豐富，最後，近6時在

教學園區下車由Leon教授帶領，介紹一些草本及中藥相

關品種後，結束一天非常豐富之行程。

8日晚間，由ICE英國國際文化交流促進會葉乃琳會

長夫婦在家中宴請訪問團團員，台中市胡志強市長妹妹

胡薇莉及妹婿饒鋼先生作陪。

9月9日早上拜會教育部駐英文化組辦公室，由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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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組長接待，高尚德院長並與英國註冊中醫藥學會Tony 

Booker會長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由林組長做見證，這

是有史以來台灣與英國進行中醫藥合作的第一份文件，

深具意義，此次參予簽約及本團訪問英國之活動也在為

我駐英國代表處網站上公告。

接者前往 Chelsea Physic Garden 參觀，該植物

園成立於1673年，為倫敦歷史最悠久之植物園，園區栽

培近5000種植物。

下午參觀Gateway Clinic，該診所附屬於 Lambeth

醫院，為英國醫療保險NHS所支持之一所中醫診所，為

患者提供針灸、中藥、氣功及飲食療法，該診所早期

由提供HIV患者輔助治療而來。目前提供一些西醫較困

擾之疾病，如頭痛、偏頭痛、癌症、放射性療法之副作

用患者之治療，唯須經由西醫轉診，保險才會給付，患

者看診完全免費，由倫敦附近臨床中醫及針灸師輪流看

診，駐診醫師並由NHS給付費用。

傍 晚 轉 往 英 國 國 立 中 薩 大 學  M i d d l e s e x 

University中醫針灸學系參觀，由該校自然科學系主任

Celia Bellet 女士及中醫針灸部學術組程銘釗主任接

待。中薩大學近年成立3年制之中醫藥針灸課程，共有

學生100多位，也參觀其針灸實習組及中藥房之調劑設

施及院區附近之小藥園。

9月10日早上由葉會長帶領參觀倫敦郊區歷史悠久

之古蹟 Kenwood House，也參觀倫敦大橋之景點。

下午五點半訪問團拜會會我駐英代表處，由張小月

大使親自接待，並接受中央社駐英特派員黃貞貞小姐之

專訪，晚上由大使宴請團員，一同出席晚宴的也有多位

英國中醫藥界人士包括Tony會長，英國針灸學會Mike 

O’Farrell會長及Kew 植物園兩位教授等。

9月11日(週五)早上，由Tony Booker及葉乃琳會長

帶領，開了兩個半小時的車，到Bristol參觀Bristol大

學植物園，由該校副校長Leon Hall教授出面接待，植

物系Simon Hiscock教授、植物園園長Nicholas Wray

及中藥部安東尼．哈瑞森主任及數位全英中醫中藥聯

合會同仁作陪。該校植物園有近150年歷史，面積廣達

1.77公頃，栽培近4500種植物，8年前該園與英國中醫

中藥聯合會合作，闢建中藥園區，種植300餘種常見中

藥，做為中醫中藥聯合會會員及英國數家中醫藥科系學

生實習之用。由哈瑞森主任做該校植物園的介紹，隨後

由Hall副校長等陪同參觀園區，團員對園區在英國能栽

培這麼多中藥品種相當驚訝，也拍攝許多植物圖片。

晚上由台中市胡市長妹妹胡薇莉及妹婿饒鋼先生夫

婦在家中宴請訪問團團員，葉會長夫婦也作陪，團員對

他們夫婦促成兩國中醫藥界彼此交流所作之努力表達敬

意與感謝之意。

9月12日一早由Tony會長及葉會長陪同到倫敦大學

Royal Holloway校區參加英國針灸學會今年之中醫藥針

灸年會。開幕式由Mike O’Farrell會長主持，共有來

自英國及歐洲地區近500人報名參加，O’Farrell會長除

報告會務外，也特別介紹來自台灣的團員。接連兩天之

研討會依不同主題以workshop的方式分六個會場同時進

行，較偏重一般基礎之理論及臨床教學，讓參與學員能

實際學習到所需要之知識與技術，現場也有二十幾家醫

療器材、針灸器材、中藥及英文中醫藥圖書之展示，相

當熱鬧，也驚訝發現中醫藥在英國有這麼蓬勃之發展。

晚上大會晚宴，席開三十幾桌，Tony會長並帶本團團

員逐一向與會貴賓致意，做了成功的中醫藥外交工作。

9月13日白天自由活動，部份團員參加研討會或拍

攝藥用植物，於傍晚趕往機場，搭晚上九時許之長榮班

機返台，結束近一週之訪問。關主任於第二天轉往西班

牙參加另一場教育展，繼續辛苦的旅程。

訪問團在英訪問期間，得到英國文化交流促進會葉

乃琳會長及英國註冊中醫學會Tony Booker會長兩位全

程陪同，葉會長並親自開車接送，Herbprime公司左適

媛總經理及何朝華經理熱心安排，台中市胡市長妹妹胡

薇莉及妹婿熱心接待，我駐英代表處張大使小月，文化

組林文通組長，科技組胡昌智組長全力支持，使訪問工

作能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這次本校英國中醫藥訪問團一行計五人完成幾項任

務：

1. 對今年2月份來訪之英國中醫藥訪問團作回訪，促進

交流。

2. 訪問英國中醫藥學會(RCHM, Regis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倫敦大學藥學院(School of 

Pharmacy, University of London)、西敏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中薩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並聯合舉辦台灣中醫藥研討會，在我駐

英張代表小月及辦事處數位同仁見證下，由團員向英

國人士介紹台灣中醫藥發展概況，發揚中醫藥。

3. 與英國中醫藥學會、西敏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備忘

錄，另英國針灸學會也正積極辦理簽約事誼。與英

國皇家Kew植物園專家座談並出席英國中醫藥針灸年

會，充分與英國中醫藥界作交流。

4. 未來英國中醫藥學會及英國針灸學會將組團來台做

中醫藥及針灸短期研習，繼續與本校做交流。

5. 本校學生也可組團赴英國遊學，除相關大學外，也

可利用皇家Kew植物園及英國許多植物園之資源做中

醫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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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動 ■   特 ■   輯

▲  高尚德院長與西敏大學Lewis主任

簽署兩校學術合作備忘錄

▲  台灣中醫藥研討會倫敦大學藥學院

Heinrich教授致詞

▲ 張小月大使出席台灣中醫藥大會

▲ 英國倫敦大學藥學院前合影 ▲ 西敏大學Petts副校長致歡迎詞

▲ 西敏大學門前合影

▲  台灣中醫藥研討會張小月大使致

歡迎詞

▲  與張小月大使合影於會場

▲  高尚德院長贈送西敏大學Petts副

校長禮物

英 國 中 醫 藥 考 察 報 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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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Kew座談之專家合影 ▲  駐英代表處文化組林文通組長見

證中國醫藥大學與英國中醫藥學

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  參觀英國NHS保險給付之Gateway

中醫診所

▲  與中薩大學Bellet主任及程主任

合影
▲  拜會駐英辦事處與張小月大使合影 ▲  Bristol大學Leon Hall副校長陪

同參觀中藥藥園

▲ 出席英國中醫藥針灸年會 ▲  英國針灸學會O’Farrell會長主

持開幕式並介紹本團團員

▲  高尚德院長贈O’Farrell會長禮物

▲ 與英國皇家Kew植物園專家座談▲ 參觀Kew植物園之Jodrell實驗室 ▲  與Kew中藥鑑定中心Leon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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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古代自唐末五代起，即有書院，而歐洲在中世

紀1088年開始設大學（大約宋朝）。中國書院有如孔子

《論語》所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居以

求志，行義以達其道」。書院繼承漢晉私學名師隱居著

述，授業傳道的傳統風氣。來到義大利，走幾次歷史悠

久的大墄巿之後，即想深入拜訪歐洲中世紀著名大學。

到米蘭參加開會前，知道全世界成立第一所大學波隆那

大學（Bologna University）成立於1088年，及帕多瓦

大學（Padova University），成立1222年，兩所皆有

醫學院，且具有歷史悠久的解剖博物館，這二所大學皆

在米蘭附近，故特別安排前往波隆那（Bologna）及帕

多瓦（Padova），前往大學溫故解剖學歷史，有如陶淵

明桃花源記，進入中世紀大學，拜訪醫學大師。

二、�波隆那大學（Bo l o g n a � U n i v e r s i t y）

（Università�di�Bologna）

波隆那位在義大利中部，波河平原南端，是艾米利

亞－羅馬涅州（Emilia-Romagna）首府，和波隆那省的省

會，是佛羅倫斯（Florence）(徐志摩以義大利文Firenze

稱翡冷翠)和威尼斯（Venice）之間的重要通道。早期是

古羅馬殖民地和城巿。12世紀即為自治都巿，13世紀後半

作為義大利南北的交易重站，且繁榮興盛的城巿。1506

年併入教皇轄地，成為教皇領土，1860年歸屬義大利。

波隆那大學（Universit墄 di Bologna）是全世界歷史

最悠久的大學，創立於1088年（至今1021年）（宋朝960-

1279年）（第一個法律學院）。當時聚集語法學、修辭學

和邏輯學學者共同評註古老的羅馬法法典。在12-13世紀

是研究民法和宗教法規的主要中心，吸引歐洲各國大學

生。1200年成立醫學系和哲學系。醫學系是完成世界首次

的人體解剖。1158年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一世（Federico 

I）頒布法令，規立大學不受任何權利的影響，作為學術

研究場所享有獨立性。14 世紀開始，醫藥、哲學、邏輯

學、天文學、修辭學等人文學科開始發展。西元1364年神

學院創立。15世紀創立希臘，希伯來研究學創立。16世

紀實證科學開始蓬勃，此後開啟波隆納大學醫學領域的

黃金時代。18世紀工業革命時代來臨，波隆納大學致力

於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前，波隆納大

學始終維持其全球文化學術領域的中心領導地位。

1988年9月18日波隆那大學建校900年之際，歐洲

430個大學校長，在波隆那廣場共同簽署歐洲大學憲

章，正式宣布波隆那大學為歐洲「大學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拉丁文），即波隆那大學是歐洲所有

大學的母校。波隆那大學是法學、政治學、文學、哲

學、醫學和工程學系的綜合性大學。

1999年6月19 在波隆那大學教室，歐洲29個教育部

長共同簽署《波隆那宣言》，確定歐洲高等教育和共同

推動提高歐洲大學競爭力的重要改革計劃，預計2010年

完成，包括歐洲國家的大學教育制度相容。

今日波隆那大學有10萬在校生，為義大利最多學生

的大學，23個學系，235個專業，教師2,500人（正教授

540人，預備正教授100人，副教授740人，預備副教授240

人，研究人員700人）。研究所90個。國外留學生3,600

人。短期留學生一年1500人。波隆那大學每年通過交流計

劃到外國留學、實習和完成畢業論文的學生有2,300人。

波隆那大學有30個博物館和一個植物園。博物館較

著名為天文博物館、地質博物館、礦物博物館、物理博

物館、動物博物館、人類博物館、解剖博物館和病理博

物館等，以致波隆那大學又被稱為「博物館大學」。醫

學院的網址:http://www.medicina.unibo.it/

波隆那大學較著名的師生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年）、馬爾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

1694年）、伽伐尼（Luigi Galvani)（1737-1798）及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等。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年）。1496-1506年在義大利波隆那大學，帕多瓦大學

和費拉大學學習天文、法律學、數學、神學和醫學。哥

白尼在波隆那大學與天文學家諾瓦拉（1454-1540）學

習。哥白尼是第一位提出太陽為中心「日心說」的天文

學家，他的著作《天體運行論》是現代天文學的起步

點。1503年在費拉拉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506年

回到波蘭，首先作教士及醫學研究，工作之餘才研究天

文學。在弗倫堡30年間，他建一個小天文台，後來稱為

「哥白尼塔」。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指出地球不是宇

宙中心，而是繞著太陽的普通行星，且自身以地軸為中

心自轉。1543年哥白尼臨終前出版《天體運行論》。

馬爾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年），

畢業於波隆那大學，留校教授邏輯學，並開業行醫。馬爾

比基從事解剖學研究和顯微觀察。藉著顯微鏡進行人體解

剖學的教學研究。1661年他藉著顯微鏡觀察青蛙肺的毛細

拜訪義大利波隆那大學及帕多瓦大學醫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　張永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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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證實哈維提出存在的毛細血管的看法。哈維認為連

接動脈和靜脈的是毛細血管，可是哈維從未看過毛細血

管。馬爾比基用顯微鏡觀察連接肺動脈和肺靜脈的肺毛細

血管。馬爾比基也觀察昆蟲、植物等，以他名字命名有昆

蟲的馬氏管（Malpighian tubes），人類皮膚的表皮與真

皮之間的色素沉積層，稱馬爾比基層。人的乳頭及腎臟的

腎小管和腎小球也都是馬爾比基先觀察到。

伽伐尼（Luigi Galvani)（1737-1798），1737生

於波隆那，1757年畢業於波隆那大學，後在校擔任解剖

學教授，是醫師和物理學家。1780年發現青蛙的生物

電，以後引起在義大利帕維亞大學伏特（Alessandro 

Volta）教授（1745-1827）有興趣，證實是外部電流作

用引起青蛙抽搐，進而發明伏特電池（1800），引起電

學研究一系列重大發現如歐姆定律、焦耳定律等。

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在

1895年發明無線電為不需電線的通信方法。

前往波隆那，看到整座墄巿由一根根美麗歌德式拱

門廊柱建構而成，深深感到進入中世紀時光隧道，看到

古典文藝復興巴洛克柱廊。波隆那自古一直是義大利北

部政經中心。12世紀為自治都巿後，更因波隆那大學盛

名，成為歐洲學術文化的發展中心。當時王公貴族為彰

顯勢力紛紛興建高塔（高塔本來是觀哨站，具有軍事上

功用，但隨著時間演變，成尊貴的象徵，而且比賽，誰

建得最高）。全盛時波隆那即有多達200座，如今留存

13座，其中以巿中心雙斜塔為最著名（最高一座97.6公

尺，傾斜2.3公尺，另一座傾斜3.2公尺）。

波隆那的巿中心，有海神廣場及大學區。大學區特

參觀「人類解剖學博物館」及「產科醫學博物館」，標

示醫學模型圖鑑，規模及細膩勝於現醫學院解剖教室。

世界上最早進行人體解剖的「解剖學講堂」（Teatro 

Anatomico）值得參觀，為胡桃木打造的講堂，並有古

代醫師的雕像，正中央為大理石解剖平台，牆上高高的

講台由兩尊木雕的「忠枕大力士」支撐著。

另參觀巿政廳，建於13-15世紀，從自治時代至今

都是巿政府所在地，門口一尊巨大的雕像是教宗葛羅利

13世（Gregory XIII），他是波隆那人，其卓越的貢

獻，是將舊曆法修訂成現行太陽曆。巿政廳內有兩間美

術館，展示繪畫，也有圖書館。

三、�帕多瓦大學（P a d o v a � U n i v e r s i t y）

（Università�di�Padova）

帕多瓦大學（Padova）是義大利北部古都，是

威尼托州（Veneto）帕多瓦省的省會，位於威尼斯

（Venice）西方只有40公里的巴奇格萊思湖畔，離羅密

歐與茱麗葉的家鄉維羅納（Verona）70公里（茱麗葉家

族支持羅馬皇帝，羅密歐家族支持羅馬教皇）。帕多瓦

是義大利北部最古老的城巿之一。

帕多瓦大學（Universit di Padova）是帕多瓦巿巿

立高等學府，創建於1222年（宋朝960-1279年），由最

古老大學波隆那大學的1千名畢業生創辦，由學生自治管

理。建校初期，是一所民法和宗教學校。16世紀到17世

時是名望威極的歐洲最著名大學之一。有著名哲學家、

人文主義、科學家及醫學家等。哥白尼求學之地（1473-

1543年）、解剖學之父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4年）求學及教書之處。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教書的地方，他教過解剖學。

學校由法爾科內托（Falconetto）設計植物園，為

歐洲歷史最古老的一座，建於1545年。天文台建於1761

年。學校地質研究所及地質博物館相當著名。學校有法

律、政治、文學、藝術、哲學、教育、數學、物理、自

然科學、經濟與商業、統計學、藥學、農業、工程和醫

學等學系綜合大學。

解剖學家比利時人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曾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當時巴黎大

學固守經院主義的堡壘，以致再前往義大利，在1537年

帕多瓦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並被聘為解剖學及外科

學教授。維薩留斯在帕多瓦大學教授7年，於1543年出

版《人體構造》七卷。300張精緻木刻插圖。有3張全

身骨骼圖與44張肌肉圖。這一年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

論》提出日心說和地動說。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為近

代物理學之父，生於1564年於比薩，那年正好米開朗基

羅逝世（Buonarroti Michelangelo）（1475-1564），

而伽利略去逝之年1642年，正是牛頓誕生之年。他是

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近代實驗科學的奠基者之一，為

科學革命先驅。他最早使用望遠鏡觀測天體，支持哥白

尼的日心說。他通過理論分析與實驗推翻被奉為圭臬的

亞里士多德的力學體系，並建立近代力學。他工作中體

現「實驗－模型」思維方法成為至今實驗科學研究的基

石。伽利略為牛頓的牛頓運動定律第一、第二定律提供

啟示。伽利略1581（17歲）進入比薩大學修讀醫學，22

歲醫學院休學。26歲擔任比薩大學數學教授，在比薩斜

塔作自由落體實驗，發現自由落體原理。1592年前往帕

多瓦大學擔任數學教授（28歲），至1610年（46歲），

接觸哥白尼《日心說》，1610年發明望遠鏡。1616年第

一次宗教法庭判決（52歲），受到警告處分。1633年第

2次宗教法庭判決（69歲），被認定為異端，受監禁，

被迫公開聲明放棄哥白尼學說。1642年去世（77歲）。

血液循環理論的創始人為英國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早年就讀劍橋大學，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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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帕多瓦大學留學，1602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哈維

在帕多亞大學求學時，伽利略正好在同校，擔任數學教

授，哈維有無上過伽利略講授的課程，歷史上無資料記

載）。他的老師是法布里修斯教授（Fabricius），而法

布里修斯的老師是法墄皮歐（1523-1562年），而法墄皮

歐的老師正是維薩留斯。在1628年出版《心血運動論》

提出血液循環理論，但他未能說明動脈血與靜脈血之間

如何交換，直到哈維去逝前第4年，也即《心血運動論》

問世33年後，才由義大利生理學家馬爾皮基（Marcello 

Malpighi）借助顯微鏡的幫助，發現毛細血管，將動脈

和靜脈連接處作說明，血液循環的路徑才得全部證實。

到帕多瓦大學即要參觀世界第一座圓形階梯狀解

剖學教室，為圓型教室，有六個同心圓階梯層的胡桃

木欄杆圍繞，可放置屍體的長橢圓桌子，稱為圓型

「解剖學階梯講堂」（The Anatomical Theater），

建於1594年，由著名解剖學教授Gerolamo Fabrici 

d’Acquapendente設置。

伽利略華麗大廳（The Galileo Galilei Great 

Hall）值得參觀，這大廳在16-18世紀當作講堂，伽利

略曾在這裏教書，以致這大廳以他為命名。

四、結語

前往瑞士並參觀巴塞爾大學解剖學研究所，展示

「解剖博物館」。看到維薩留斯（1514-1564年）解剖

時留下來的一具全身骨骼，而在巴塞爾大學「藥學博物

館」，看到維薩留斯的著作《論人體結構》。看到西方

醫學，從蓋倫醫學維持1,500年，為之醫學經典著作，

然後在年青28歲維薩留斯的親自操作解剖，寫下眼見為

憑的人類解剖學，改變西方醫學。他到義大利帕多瓦大

學求學，由於在醫學院解剖學科親自操作解剖及細微觀

察並記錄，很快大學授予醫學博士，並聘任為解剖學及

外科教授。此次我前往義大利米蘭，參加國際會議後未

前往名勝古蹟觀光，追隨維薩留斯去看全世界最古老的

大學波隆那大學及帕多瓦大學醫學院，參觀醫學院的解

剖博物館。敬佩古人，在近500年前，開啟現代醫學的

大門。返回台灣之後，看到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謝博生

教授出版醫學人文叢書的《習醫路上》，讀到謝博生教

授與蔡錫圭教授到義大利，也前往帕杜亞及波隆那大學

探尋當年維薩留斯的足跡，作解剖學的朝聖之路。

參考文獻：

1.橋木浩：圖解科學史，易博士文化，2006
2.許燕春、鄭洪：人文中醫，羊墄晚報出版社，2006
3.謝博生：習醫路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2008
4.大地旅行家：義大利北部，秋雨文化，2004

波隆那大學解剖學講堂

（Teatro Anatornico）

波隆那大學產科醫學博物館 帕多瓦大學伽利略華麗大廳 

（The Galileo Galilei Great Hall）

帕多瓦大學圓型「解剖學階梯講

堂」（The Anatomical Theater）

（一）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邀請函
學會擬於98年12月6日(星期日)舉辦「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徵求會員"口頭報告論文"，
每人發表時間15分鐘，為了方便編輯作業，請欲發表論文的會員，將論文題目、論文摘要、單位、姓名等資
料e-mail至學會。
mail：society@cwm.org.tw
報名截止日期：98年10月20日

（二） 中西整合醫學會會員年度學術論文獎和中西整合醫學雜誌年度優秀論文獎於98年12月6日會員大會頒獎，欲
申請「97年度中西整合醫學會年度學術論文獎」，相關辦法請於學會網站下載。
報名截止日期：98年10月30日

（三） 凡符合本學會之「中西整合專科醫師」規定者，並修習本學會研討會三十學分，即可向學會報名參加專科醫
師甄試，報名截止日期：11月15日止。
甄試時間：98年12月6日（星期日）。下午 14:00～15:30
甄試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1樓討論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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