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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道與解剖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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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21年6月中旬，COVID-19病毒已感染
了176,693,988地球人，並造成3,830,304名病人往
生。能夠擠進負壓隔離病室接受趴姿或仰姿的高

通量氧氣治療的病人畢竟佔少數，而狀況差到必

須接受「氣管插管」(tracheal intubation)與呼吸
治療的病人更是不多。此時，負責執行氣管插管

的醫師除了戒慎恐懼之外，恐怕內心還是不得不

佩服發明氣管插管術的天才！

近500年前的1543年，在義大利北部的Padua
大學，一名義大利人Andreas Vesalius在他僅僅
才28歲時就出版了《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Seven books 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解剖圖譜一書，成為文藝復興以來
醫學史著名的人物之一。同樣是28歲時，筆者每
天卻還忙著從學校動物房牽著可憐的土狗去實驗

室生產碩士論文，想要成名八字卻還沒一撇呢。

在這本663頁(包括11張大型插畫及超過300
張精美插圖)的解剖圖譜巨作當中，Vesalius曾經
提到了「氣道處置術」這檔子事，例如，『把一

根管子放進氣管內，吹氣讓胸廓張起來……』。

那是在豬身上做的動物活體實驗(vivisection)(圖
1)。幸好當時還沒有IACUC，也不是人體研究，
否則IRB又要刁難了。至於Vesalius當時是怎麼麻
醉豬的、或是使用甚麼樣的神奇氣管插管工具，

則不得而知。至少有過相關實驗經驗的醫師都知

道豬的舌頭不好搞！顯然，在文藝復興期間，義

大利人已展現出還是有兩把刷子的，涵蓋了藝

術、文學、建築、醫學……各個領域，奠定了

日後的Maserati、Lamborghini、Ferrari等數不盡
的名車(以及Q彈可口的義大利麵)的良好學術基

礎。是的，專家看門道，成了歷史留名的人物；

非專家則看熱鬧，賺到好吃的港式烤乳豬，滿足

了口慾，筆者絕對是屬於後一類的。其實，這名

Vesalius並不是「一大粒」人，而是出生在比利
時(Belgium)布魯塞爾(Brussels)的Flemish人。低
地國界中的Flanders居民，講的是荷蘭語的一種
方言。布魯塞爾當時還是位處於神聖羅馬帝國的

疆域中的一個人口只有3萬人左右的城市。「神
羅」與足球界的小羅、大羅、C羅無關。若說神
羅既不神聖、又與羅馬無關、更稱不上是帝國，

也沒有實質的「羅馬人的國王」，皇帝與教皇也

必須共同存在、或是殺來殺去，那麼布魯塞爾就

有自行發揮的相對自由了。當然，只活了50歲的
Vesalius(1514-1564)是沒機會看到後來的「三十
年戰爭」，因此只能含恨繼續當個羅馬人，而非

真正的比利時人了。

比利時人除了以炸薯條(fritten)聞名之外，
還是有許多傑出的人才，包括出了這名世界級的

解剖大師Vesalius。文藝復興期間出了Leonardo 
da Vinci，不久之後 Vesalius也當仁不讓，亦展現
了結合醫學科學與藝術的成就，也因此後來讓

圖1 與Vesalius的解剖學只有一線之隔的烤乳豬。(出
處：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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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上了御醫―神羅的皇帝查理士五世(Charles 
V)的私人醫生，如同川普總統也有御醫―Sean 
Conley醫師。Vesalius如此懂得和皇室扯上關
係，一定是家學淵源！原來，不出所料地，龍生

龍，Vesalius他老爸是Habsburg王朝的 Margaret 
of Austria-Queen of Spain的私人藥師，可能當時
聯考藥師的錄取分數比醫師或牙醫師的高；老媽

則是出身有錢人家，顯然門當戶對不是華人專有

的。因此，Vesalius之母就堅持選擇落戶在布魯
賽爾靠近Coudenberg宮附近的好學區，猶如今
日地價高昂的蛋黃文教區。如此，小孩教育沒問

題，又可隨時看住老公，比利時的後宮肯定也

有佳麗三千。家中有兄弟姊妹四人，Vesalius仍
受了完整9年的天主教學校教育，如同台灣著名
的衛道中學、光仁中學。因此，算術、哲學、拉

丁文、第二及第三外國語、音樂、以及天主教

教義都是考試重點，如同現代的資優班教學。

Vesalius之母當然還是希望兒子能繼承老爸的衣
缽，搞個藥師專業，能讓家人繼續過個好日子。

因此，年輕時代的Vesalius只能被逼得在家好好
念書，若想偷偷跑去布魯塞爾北站的紅燈區風

流，絕對是棍子伺候。畢竟老爸書香家族最不缺

的就是書櫃林立的圖書，在家好好看書才是正

道！

年僅15歲的Vesalius就很神奇地入學比利時
最高學府魯汶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或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是筆者的母
校(圖2)！但筆者1988年才以30歲的高齡獲准入
學，真感汗顏。Leuven距離Brussels只有31.3公
里，若在E40高速路上奔馳，只需要20分鐘就可
以抵達，騎馬就很難說囉。兒子能闖進KUL如此
的名校念書，Vesalius老爸可是高興萬分，彌補
了他心中的那一點點小遺憾。這是因為Vesalius
的祖父母當初沒結婚就生了他老爸，一向保守的

天主教教會是不准這樣的「先上車、後補票」造

就出來的小孩念大學的！宗教界的封建遺毒，難

怪後來發生了宗教戰爭。

與Vesalius相比，筆者15歲的時候還在國中
的非資優班鬼混，整天與同學大玩官兵捉強盜的

遊戲，在校園裡跑來跑去，無非是想吸引女同學

的注意罷了。但同樣年齡的Vesalius此時卻已在

魯汶大學當大學生，修了三年的藝術、哲學、拉

丁文、希伯來語、及希臘文。19歲時，Vesalius
為了學醫，再轉去當時是醫學重鎮的巴黎大學就

讀。那個年代的醫學科學仍遵循1300年前古希臘
的Galen of Pergamon與Hippocrates以降所傳下來
的「絕對真理」，包括很多醫學知識都只是來自

解剖猿猴類(或是狗、羊、馬之類的)的動物實驗
觀察所得。當然，誰能把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

誰就有資格坐在解剖教室的高高教席上，動嘴而

不必動手。反正真正去弄髒雙手的是在台下雇來

的專業屠夫們，他們負責切割分離組織與器官，

同時由助教依序指示屍體解剖的部位(圖3)。由
於從古希臘傳下來的知識是(不容爭辯或挑戰的)
絕對真理，醫學生們是不准質疑或發問。唯一只

允許討論的是翻譯本身是否有誤，而不准質疑解

剖的科學性！這讓筆者想起學生時代上三民主義

課的時候，我們也是不准提問諸如「民生主義的

圈圈大、還是社會主義的大？」之類的傻問題。

在巴黎大學求學期間，Vesal ius的解剖老
師Johann Guinter von Andernach相當前衛開
明，他准許醫學生自己動手學習。在其著作

《Institutiones anatomicae》當中，這名老師曾描
寫到21歲的Vesalius是一名學養能力兼備，完全
符合現代ACGME六大核心能力，同時還具有解
剖學天分的學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隨後

因為神羅與法國兵戎相見，Vesalius必須逃難躲
回魯汶大學繼續學業。巴黎距離魯汶只有332.3
公里，若在A1上面寶馬，僅需3小時51分即可抵
達。這也是為何筆者在魯汶求學時期，周末卻可

以現身在巴黎左岸咖啡館區；但是當年身無分

圖 2  將近 8 0 0年歷史的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

大學(Universi ty of 
Leuven)。筆者身為
校友與教友，卻從未

注意到聖母瑪麗亞懷

中抱的是小耶穌 (取
材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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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Vesalius只想當一名具有真材實料、文武雙全的
解剖大師，而不是只懂拉丁文與希臘文、動口不

動手的老學究。(出處：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圖4 Vesalius成名作的梗圖。他故意置入穿著神羅
長袍 ( togas)的遠古三聖Galen，Ar is to t le及
Hippocrates也在觀看Vesalius動手解剖的景象。
(出處：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文，只能在外面觀望別人喝咖啡、聊是非。一年

後，Vesalius順利取得了KUL的醫學士學位，並
當起解剖學助教。

為了想當一名真正的臨床醫師，一名刀光

血影的外科醫師，而非屠宰場式的解剖屠夫，

Vesalius申請進入當代世界著名學府Padua大學
(Padova或Paduani University)，這間大學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排名第五)，傑出校友
包括Mikołaj Kopernik(波蘭的哥白尼)與William 
Harvey(英國的哈維)，真是太厲害了。即便強將
如雲，很快地大家就發現到Vesalius的解剖知識
與能力比授課老師還厲害，強龍毫不謙虛地就

壓過了地頭蛇，校方只好立即授予他醫學博士

學位。此時Vesalius才23歲，並獲聘為Padua大學
解剖與外科教授，但不是咱們所說的那種部定

教職喲。當年外科學(surgery)並非顯學，也連帶
地解剖學就沒能引人重視了。除了用動物做實

驗材料，當然Vesalius也沒忘記人體才是個終極
素材。但如何才能取得無語良師呢？他在魯汶

時就已經注意到用偷的(白天叫借，晚上才叫偷)
不啻是個好方法，尤其是被處死、曝屍的囚犯

沒人愛，沒人會注意到屍體已從人間蒸發了。

同時，Vesalius也體會出一套精彩的教材教法才
能流芳百世。猶記筆者大二時用的是《Sobotta 
Atlas of Anatomy》，還只能買盜版的，真是慚
愧。而解剖圖譜這檔子事，還得感謝Vesalius的

先知灼見，在1538年他就已建立了一套圖文並茂
的解剖圖譜《The Six Anatomical Tables》作為典
範轉移，嘉惠後世學子。此書很快地就引起當地

一名法官的讚賞與重視，開了後門，特別允許

Vesalius把處死的犯人們(其中以男性罪犯居多)都
給剖了。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經過實驗觀察發現的

真理越多，接著又要向所謂的(教廷的)絕對真理
挑戰，這是極其危險的舉動，有小命不保之虞，

例如後來的Giordano Bruno就慘遭極刑。Vesalius
相當滑頭，好漢不吃眼前虧，他深知向宗教法庭

挑戰猶如飛蛾撲火，是不值得之舉。畢竟睜著

眼、昧著良心說『肝臟只有5葉、下巴是由兩根
骨頭構成的、靜脈放血療法真有效、男人的肋骨

比女人少一根、精索與大腦之間存在一根連通管

道』又怎樣，總比下地獄之前被火燒或是被砍頭

要好得多。

第一版大而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精品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是於1543年在
Basel印刷出版的，內容包括300多張插圖(圖4)。
Basel現在是瑞士的一個城市，以製藥與文化聞
名。當然，如此巨量的精美細緻的圖譜顯然不是

一個人能獨自完成的。很蹊蹺地，至今竟無線索

指出有哪些藝術家是在背後幫忙捉刀的，但極有

可能是借重Jan van Calcar與威尼斯畫家Titian等
藝術家之手。尤其是此圖譜賣得很昂貴，筆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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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記得當年購買Sobotta也是很揪心的，出書的
利潤只跑去Vesalius一個人的口袋裡？如同筆者
也買過《時間簡史》放在書架上，以彰顯氣質，

當時除了的王公貴族及政客商賈搶著購買這套巨

作，醫師、學者們、與大學圖書館也爭相搶購。

估計Vesalius至少賣出了500套，獲利匪淺。
 Vesalius所做出的貢獻，堪稱醫學科學的典

範轉移，兼具前瞻創新、跳出既有框架思考、歷

久彌新、影響深遠的基本特性(圖5)。如同其他
學術創新、爭議與看法，有人贊同Vesalius出版
的圖譜所做的細膩的解疑與剖析、挑戰傳統與權

威、不畏強權與勢力。畢竟，與保守主流派作

對，甘冒被網軍圍攻，被學術界孤立，這絕不

是凡人能承受的。但也有對手(包括曾經教過他
的解剖老師)不爽，批評他是忘恩負義、戲謔傲
慢、魯莽奸詐、自大無知、厚顏無恥、喜中傷他

人、愛歪曲真理、褻瀆上帝。其實，Vesalius也
許真愛上帝，但他更愛真理與名利！

結 語
魯汶大學與魯汶市的居民顯然都以Vesalius

這名校友為榮(圖6)。Vesalius這個姓氏其實是
拉丁文的拼法，布魯塞爾用的荷蘭文則是拼成

Andreas Van Wesel。Wesel的英文則是weasel，
那就更讓Vesalius的敵對勢力雀躍不已了，因為
Vesalius如同向雞拜年的黃鼠狼一般奸巧！深具
野心、時時不忘在媒體打知名度的Vesalius仍依
循其家族傳統，娶了個有錢的富家女，是布魯塞

爾的Anne van Hamme，並生了一位女兒。同時
他也常來回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之間。歷

史上有個閒言閒語，傳說Vesalius犯了一件難以
饒恕的罪孽。事情是這樣的，他在替西班牙某

個貴族治病時，該病人不幸往生了。Vesalius想
對往生者進行屍體解剖以查明病因，可謂用心良

苦。因此在說服家屬同意之後，Vesalius毫不遲
疑地拿起了刀子就往下砍，果然是有骨科醫師的

味道。出乎意料地，大夥兒赫然發現該往生病人

的心臟仍然在跳動。當然那時還沒發明心電圖，

也不懂ACLS，是否是pulseless electrical activity
也無從證明。總之，屍檢瞬間變成了謀殺案，

Vesalius即將面臨死刑的懲罰。所幸當時他有貴
人相助，身為Vesalius的老闆―西班牙國王(King 
Philip II)全力護航，下詔聖旨讓Vesalius免罪，
但必須到耶路撒冷及西奈山走一回，誠心懺悔一

下就可以了，不必砍頭啦。國王都開了口，眾臣

還敢說些甚麼呢？無奈，Vesalius運氣不佳，就
在去耶路撒冷朝聖的回程上，死在希臘的一個小

島(island of Zakynthos)，死因不明，並被亂葬在
島上，得年49歲。傳說可能是因為颶風沈船或是
Vesalius得到冠狀病毒之類的傳染病，歷史上存
在不少的陰謀論來解釋現代解剖學之父的死，包

括被國王派出的暗殺團滅了口(Jamal Khashoggi
地下有知)、被家屬雇殺手報了私仇等等說法。
無論如何，雖然解剖大師死的不明不白，而且版

稅還沒收過癮，但至少Vesalius沒被其他的法醫
們給剖了，也算是有了個善終！

圖5 Vesalius似乎很想當骨科及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出處：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圖6 Vesalius死後還是不會被人輕易忘記的。這是筆
者年輕時常去串門子的魯汶大學的宿舍Home 
Vesalius，位於Andreas Vesaliusstraat。不遠
之處則有一個叫Vesalius的小酒吧。至於同學
名字叫做Vesalius的，還真不少。(Maps data: 
Googl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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