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克醫院實習心得報告 

陽明醫學系六年級 侯明欣 

2015-04-06 ~ 2015-07-11 

目錄： 

(一)  人物篇 

獨立自主的醫學生 (Independent Medical Students) 

擁有驚人醫療知識的病人 (Knowledgeable Patients) 

(二)  教學篇 

心臟科會診 (Consultative Cardiology) 

內科加護病房 (Med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產科 (Clinical Obstetrics Subinternship) 

新陳代謝科會診 (Metabolism and Endocrinology) 

醫學倫理課 (Medical ethics) 

(三)  文化制度篇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Career plan) 

信任 (Credits) 

值班制度 (Seven to seven─Night shifts) 

每個人都在洗手 (Everybody is washing hands─Someone is watching you!) 

來自醫學生的回饋 (Feedback from medical students) 

(四)  在北卡的生活 

(五)  回到台灣之後 

(六)  給和信醫院的感謝 

 

  



(一)  人物篇 

 獨立自主的醫學生 (Independent Medical Students) 

Organized Chart rounds 

Marisa Dowling是我遇見的第一位美國醫學生，她剛結束第三年的研究升上四年級。我曾經跟她去接

過一次急診胸痛的病人，他的作法是先拿出一張白紙，將 admission note上的標題先列出來，然後

花 20-30分鐘把病歷系統內重要的資訊分門別類的填到紙上，包括病人過去心臟科相關的病史、心

臟科相關的用藥、基本實驗室檢查數據、一系列的心電圖與 Cardiac marker變化、過去心臟超音波

與心導管的紀錄等等，甚至可以在問診之前先列出幾個鑑別診斷和治療計畫。當下立刻感覺到她整

理資訊不但快速、有條理、抓出關鍵資訊的能力也特別的好。 

Always introduce all of the colleagues in the room  

進去病房之後雖然是她主問診，但在她介紹完自己之後，接下來跟病人介紹我的名字，也示意我來

個自我介紹。問診結束之後，她轉過頭來問我是否有要補問的問題或補做的身體檢查，當下我感受

到滿滿的感動，覺得她真的是一位很貼心的好同學。但後來發現，其實杜克從上到下，無論是主治

醫師/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都習慣在開始之前介紹病房內所有的團隊成員。下個月我輪調到產科

實習，驚覺她們的要求更為嚴格，如果想要參與該位孕婦的自然產，必須一大早跟著住院醫師和助

產士去到病房，讓她們正式的將妳介紹給這位母親，否則是不能夠貿然的進入產房參與接生的，目

的是為了保護病人的隱私權與安全感。 

Oral presentation as a commo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她整個問診的過程是非常流暢且有自信的，而且幾乎沒有漏掉任何的項目，在談吐之間展現出一種

落落大方與泰然自若特質，並且一邊將資訊填入她的表格內。問診結束之後她直接按照這張紙上的

順序報病人給住院醫師聽。美國醫學生非常熟練 Presentation的技巧，因為這是大家共同的溝通語

言，無論是住院醫師報給主治醫師，主治醫師之間互相討論，會診其他科的醫師，或是夜間交班，

大家所用的 Format都是一樣的，溝通系統非常具有一致性，她們從二年級就開始練習這一種醫學語

言，在未來數十年之內不斷的練習與運用。在 Presentation中必須要提供大家相關的重要訊息，從

聆聽 Presentation的過程中就可以知道妳考量到哪些鑑別診斷，以及是否掌握到關鍵資訊。讓醫學

生練習 Presentation不但可以增加醫學生對於照顧病人的參與度，也可以考驗醫學生對於病人資訊

的掌握度，更是未來與其他醫師建立溝通的橋梁，但目前在台灣還沒有被普遍推行。 

美國醫學生很重視寫病歷這件事，儘管醫學生寫的病歷無法成為正式文件，有時老師學長太忙也不

一定會看，但她們仍然會自我督促。她們不斷訓練自己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寫出一份有品質的好病

歷，因為成為住院醫師後幾乎每 20分鐘就必須要完成一份完整的 Admission note。 

Study and patient care is the only mission 

美國醫學生是不需要做雜事的，她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接新病人並且密切注意自己手上病人的狀況。

在美國我最喜歡的制度是住院醫師會讓醫學生獨自先去看病人再回來一起討論，因為這樣可以爭取

到練習與思考的時間，還可以藉由正式口頭報告說明自己的計畫，獲得最即時的教學與回饋，回去

後再努力用功念書，在每一科基本上做的事情都是ㄧ樣的，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樣的學習生活很單

純目標也很明確。反觀在台灣實習真的辛苦得多，實習醫學生常常只有在要做 Procedure時才會被

記起，反而不會被 Call接病人，以致於我們還必須要常常提醒自己說，自己花了大半天在做的事情



一點都不重要，真正該追求的東西在另外一個地方。對於該如何面對這些大量的無意義勞動我自己

其實花了相當久的時間去調適，前前後後的時間可能長達一年，直到現在才找到一個比較舒適的位

置。因此，美國醫學生所擁有的學習環境確實令人感到羨慕。 

Force myself to be a “American style” student 

美國醫學生能夠擁有這些學習機會，很多時候也不是白白得來的。在心臟科會診時，所有的新病人

會診都只會傳到住院醫師的呼叫器，他們有時也不一定會記得有醫學生，常常自己就把病人看完

了，所以我們也需要盡量待在住院醫師的旁邊打病歷，這樣才能在呼叫器響起的同時跟住院醫師要

到新病人。 

在外科系的時候處境常常更為艱困。我記得在產科前幾天，住院醫師一口氣就把病人全部報完了，

我幾度試著想講幾句話，但她們每ㄧ句話中間幾乎沒有空隙，直到我終於找到機會問了一個問題，

老師才驚覺：「原來你有看這個病人呀! 抱歉我們都太忙了，以後你要自己跳進來我們的對話喔!」

剛好我這個月是 SUBINTERN，必須在所有學長姐都沒空理我的狀況下試圖去幫忙，包括更新工作日

誌、開醫囑、打會診電話、追蹤病人、向其他醫院調病歷等等，因為我的動作不夠快，有時這些事

情就會直接被學長姐做完，所以每天都孤單的賽跑著，想證明自己也是有能力可以把事情做好。ㄧ

開始我常常不知道該怎麼幫忙，有些事我被期待獨立完成的我卻沒有信心，有些事我主動幫住院醫

師做完的卻不小心越線了，因此也需要不斷的察言觀色，試圖了解每個人的性格，並主動發現他們

的需要。除此之外，自己之前也因為不知道每間產房內只能待一位醫學生，被住院醫師拒絕過好多

次，我想如果我是在台灣遇到相同的挫折大概就會回宿舍念書了，但此趟來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

再加上一種不想認輸的心情，希望自己能夠和美國醫學生一樣積極努力，才能夠在這一個月支撐著

自己去克服不斷湧來的挫折感。 

經過這一個月，發現自己在 Clinical ward skill上面成長很多，從原本只能照顧三到五床，到現在可以

進步到十床的程度，也比較知道在被放生的時候該如何自我學習，覺得是自從當醫學生以來，最受

磨練的一個月。也由此體會到，美國醫學生並不完全取勝於優良的教學，她們很多時候也會遇到困

難的環境，但同時仍要展現出過人的積極態度，才能夠拿到學習的機會以及讓老師留下印象。 

Must Pre-round 

因為早上晨會時醫學生必須要報病人，所以醫學生一定都會提早半小時到一小時先去收集病人的資

料，最辛苦的時候是外科，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要出門。以我自己的經驗，要達成這件事情必須要在

一定的壓力下才有辦法完成，像是在北榮系統下很少人會聽 Clerk或 Intern報病人，所以在沒有壓力

的情況下很難逼迫自己提前一小時起床到醫院，但這其實是醫學生培養責任感與 Primary care很重

要的步驟。看到這裡儘管只是二年級的醫學生都很努力的超早到醫院，就覺得自己大六離開和信之

後不夠努力的督促自己而感到汗顏。 

Know what he wants and what to learn 

當我剛去到新陳代謝科時，我和新認識的 Clerk學妹聊著為甚麼選到新陳代謝科來實習，沒想到旁邊

的 NP姊姊(杜克醫院專職調血糖的 DM Queen!) 在偷聽我們講話，聽我們講到想學調血糖，熱情的

她馬上湊過來給了我們一場振聾發聵的教學，還帶著我們去聽她給護理師演講該如何處理 DKA。從

這次的經驗發現，如果能夠再事前就知道自己想學甚麼並且主動表達，常常有驚人的收穫。這一切

都讓我回想起當初來到和信的第一天，陳呈峰老師跟甚麼都不懂得我們分享著外科該學些甚麼，歷

歷在目彷彿昨日一般。 

Choose appropriate textbooks 



在這裡我發現以前大四的臨床區段都念錯書了。之前老師推薦的書都是各科的聖經，細節太多以至

於無法表達重點，對於兩個禮拜就要考一次試的醫學生不可能讀得完。事實上真的適合學生念的書

其實是標註”Clerkship”的參考書或是書名上有”Pathophysiology”字樣的書，這些書很適合拿來預習，

裡面有必須的前備生理學知識，可以讓實習的第一天快速上手。杜克的圖書館有一間房間內擺滿了

這一類的參考書，每一套都有三十本左右，讓去到該科實習的同學可以借來看，但要歸還之後才能

借下一科的書，我目前念過的每一本都很棒，回到陽明之後也很幸運的在圖書館找到某幾本同樣的

書，有機會的話可以再介紹給學弟妹，或是建議圖書館多買幾本。除了參考書之外，如果需要處置

的細節，國外的大家幾乎也都很依賴 Uptodate，遇到甚麼 case馬上上網查，這時真的很羨慕外國人

快速的閱讀能力，一篇 Uptodate或一篇 Review五到十分鐘就看完了，還看過主治醫師直接把

Uptodate印下來給病人當衛教單張，甚至印 Review paper給教育程度更高的病人。 

 

 擁有驚人醫療知識的病人 (Knowledgeable Patients) 

在這裡的病人普遍的對於自己的疾病與用藥相當的了解。當我第一天走進一位 70歲的老奶奶的房

間進行問診時，她不但可以直接告訴我她所使用的利尿劑以及氣管擴張劑的學名、劑量、使用頻

次、以及這顆藥是在治療甚麼疾病，這位奶奶的超能力讓問診的我驚為天人!  我在台灣每次像病人

詢問用藥時，最幸運的狀況是病人不但有把所有的藥都帶來而且藥都還原封不動的裝在原本的藥袋

裡，然而這種狀況少之又少，否則大家的回答通常是「有ㄧ顆圓形粉紅色的和ㄧ顆綠色的」，或者直

接把問題丟還給我「病歷都有寫為什麼還問!」，反而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像是ㄧ個沒事先做好功

課的學生。到底是甚麼不可思議的力量讓ㄧ位美國阿嬤達成這不可能的任務呢? 

 

1. 昂貴的藥物：美國昂貴的醫療眾所皆知，每個月的藥價花費可能有數百美金，病人對於自己所吃

的每ㄧ顆藥都是斤斤計較的。病人拿到醫師的處方籤之後，會自己去藥局買藥，這個「麻煩」的

過程會加深病人對於藥物的了解與印象。 

舉例：心房顫動的病人必須服用抗凝血劑以預防中風，Google上顯示新形抗凝血劑 Dabigatran

ㄧ個月的藥費是 US$246，折合台幣 NT$7380。 

2. 每次的回診都是ㄧ次小考：當我在新陳代謝科的門診時，常常遇見甲狀腺切除後回診的病人，每

ㄧ位病人都在服用 Levothyroxine (人工合成的甲狀腺素)，這顆藥特別的是它必須在早上空腹時

服用，而且不能與鈣片和維生素同時服用，因為食物和這些營養補充品都會干擾它的吸收；除此

之外，醫師建議使用”Synthroid”，認為其他的學名藥的成分不如 Synthroid來得穩定。因此，老

師交代我ㄧ定要問病人以下幾個問題：你現在吃的劑量是多少? 你是怎麼服用這顆藥物的? 你

用的是哪一個廠牌的藥? 不只是第一次門診的衛教，儘管是回診追蹤十年的老病人，同樣都必須

通過這一串問題的檢定，因此，很多老病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地告訴我標準答案。從這裡發現，病

人就像是醫學生一樣，儘管同一個 Topic已經被教過無數遍，最後還是會忘記，因此衛教也必須

要不斷不斷的重複，並且經由病人自己的口說出來，才能算是成功的衛教。回到台灣後的第一個

月去到北榮的免疫風濕科，很驚訝的發現林孝義主任儘管門診都掛到 150號，常常從早上八點

看到晚上十點，但他都會要每個病人念出他所開的藥的名字，說明藥物的作用和副作用，有時也

會考考他的 SLE小病人類固醇都怎麼吃。這場景和我在杜克所見到的一模一樣，當下覺得非常

非常感動，儘管在病人這麼多的情況之下，我們只要堅持，就可以做得到。 

3. 衛教單張必須精確：事實上，藥品資訊的精確性比想像的重要，舉例來說，遇到急性腎衰竭病人

其中一個值得懷疑的原因就是 NSAIDs，但是台灣的病人最多只能夠回憶起好像有吃過止痛藥，

但是常用的止痛藥有 Acetaminofen, NSAID, Ultracet，因此常常只能問到半套病史無法下出確切

的診斷。這也是為什麼當外國病人講出藥品學名時能夠讓我感動到幾乎流下眼淚。除此之外，我



們必須讓病人了解這顆藥是用於治療甚麼疾病，台灣的藥袋上面都有註明這項資訊，但常常因為

同一顆藥可以同時用於很多不同疾病，甚至有些是 Off-label use，藥袋上列出所有的 indication

常常會讓病人被搞迷糊。舉例來說，我母親吃的奎寧(用來治風濕免疫科的疾病)藥袋上面寫的是

治療瘧疾，吃的鎮定安眠藥(Clonazepam)上面寫的是抗癲癇。因此額外的多加說明是有必要

的。 

4. 英文是她們的母語，病人有能力可以念出學名或商品名，儘管他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但對於醫

師蒐集資訊很有幫助。在台灣同ㄧ種藥物就有好幾家不同廠牌，還各自取了中文名，因此醫師所

熟悉的是英文學名，而病人記得的是中文商品名，雙方所掌握的資訊有很大的差異，如果不是常

見的藥物常常會造成溝通障礙，如果該藥物是在另外ㄧ家醫院拿的而本院沒有進，查詢醫療系統

可能也找不到對應的藥物。 

 

很多台灣的醫師或許怕病人產生不必要的困惑，會將所說的言語簡單化，讓病人只要有明確的指令

可以遵從就好(例如：現在就是住院作檢查!)，或者是告訴病人完全依賴自己(例如：就相信我們就

好!)，但是表面上順從的病人，往往私底下仍然有非常多的疑惑，而這些疑惑更容易在另外一個人

去問診的時候顯露出來。比如說，最近回台灣後遇到一位病人，因為腎臟病和腸胃道出血的關係，

有著嚴重的慢性貧血，然而她卻恰好是 Rh陰性的血型，血液裡面又有好多抗體會攻擊輸進來的紅

血球，因此，儘管大量的輸血對她而言卻起不了作用。我們去查房時她面帶憂色以及挑戰的語氣跟

我們說：「主任跟我說盡量不要輸血! 都快要沒血了怎麼可以說不要輸血?」我們當然知道老師的意

思是輸血不是很有用的方法，但是台灣的病人在面對疾病的焦慮之下，顯然都有斷章取義並自己補

上小劇場情節的習慣。但我相信美國病人的「理性」並不是憑空而生的，背後是ㄧ連串不厭其煩的

解釋與教學，以及邀請病人一同學習。我記得在杜克的很多醫師在解釋完病情之後，都會說一句

話：「你認為這是個好計畫嗎? (Is it a good plan for you?)」透過這句話醫師把醫療決策權重新交還

給病人，讓病人學習參與決定，更深入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以及所服用的藥，這對於台灣的病人也

是ㄧ項很重要的學習。 

除了門診的衛教之外，住院病患的藥物記錄也相當完整，護理師都會跟病人重新核對過ㄧ次藥物，

詢問病人前ㄧ次看診開立的藥物是否還有在吃，重新把藥單編輯過ㄧ次，沒有再吃的藥物會標

記”Not taken”，這份記錄可以直接匯入 Admission note裡面讓人一目了然。我覺得這個流程在台灣

格外重要，因為病人常常在外院另外拿藥，或是會自行停藥，因此，任何從本院病歷或是雲端藥歷

獲得的資訊都必須再重新向病人確認過ㄧ次，透過這個動作，可以避免很多住院期間因為少開或多

開某些藥而造成的錯誤。 

 

  



(二)  教學篇 

 心臟科會診 (Consultative Cardiology) 

杜克心臟科會診 

杜克心臟科會診(Cardiology consults)的另一個名字叫作 Cardiology Teaching team，由此可見它的

功能不只是會診，也擔任主要的教學任務。組成是ㄧ個主治醫師+二個住院醫師+三個醫學生，每天

都會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會診，其中有一半來自急診一半來自各科的病房，我們不需要處理病人所有

的問題，只要回答 Primary team提出的問題即可，常見的問題包括： 

1. 病人因胸痛來到急診，請問是否是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目前要用甚麼藥物治療? 要不要

排 stress test? 哪一種 Stress test? 要不要做 cardiac cath? 

2. 病人因為變喘來到急診，但病人同時有 CAD, Chronic heart failure和 COPD病史，請問是哪一

個疾病的惡化是主要原因? 後續要收到哪一科病房? 

3. 病人有新診斷的心房顫動，要給予哪些治療? 要 cardiovert嗎? 適合給 anticoagulant嗎? 

4. 外科病人要進行手術了，但病人有嚴重的心臟科病史，他的心臟功能允許他做手術嗎? 

5. 產科病人有 Marfan syndrome合併 Aortic dissection，但是寶寶尚未足月，需要心臟科共同參與

該何時生產的評估 

這些問題看似明確，Uptodate和小麻上都可以找到簡單準則，但實際上的臨床情境卻有千千百百

種。舉例來說，同樣是在急診 Report chest pain + EKG no change + Cardiac enzyme negative 的

三個病人，最後一個人回家，一個人做 stress test，另一個人直接推去做 cath! Why? 因為第一個人

的 Chest pain最不典型，第二個人有點像又有點不像，而第三個人表現是典型的 Unstable angina 

(rest pain, increased frequency)而且又有很重的 Risk factor! 一個月的訓練下來，除了看見很多

ACS所引發的 Chest pain，也觀察到了 GI related, pericarditis, pleuritis, hypertension等等不同胸

痛的表現，至今印象仍十分深刻。 

再舉個例子，Afib的處理有很明確的準則，根據 CHADS2分數來決定要不要給 Anticoagulant。但

如果臨床情境是一個 Severe DIC的病人、或是ㄧ個 Acute liver failure with coagulopathy的病人，

流血與凝血擺在一個隨時都會崩垮的天平兩側，這問題就變得很有挑戰性。 

醫學生的任務就是搶在住院醫師前面先獨自評估完病人，向住院醫師報告後共同討論出處置，再通

知主治醫師。主治醫師來了之後會由醫學生負責三到五分鐘的 Presentation，主治醫師帶著大家閱

讀影像(ECG, Cardiac echo, cardiac MRI, stress test, cath)，再一起去床邊進行問診和理學檢查 (儘

管醫學生和住院醫師都問過了老師還是會從頭問一次，理學檢查也從不馬虎) 以及向病人解釋我們

的計畫，最後再花五分鐘左右修改住院醫師打好的 Assessment and Plan，就完成了一次會診。 

會診與一般病房的不同 

這裡在選擇實習科別的ㄧ大特色是醫學生可以參與「會診」，藉由站到第一線去分析心臟科相關的

問題，比病房慢性照護更能夠參與到重要決策。因為二月在中榮心內也待過兩個禮拜，所以可以明

確的感受兩邊教學設計的不同。在中榮心內待在病房，每個病人都是進來做 cath，醫學生沒有機會

參與到前面的決策過程，很多時候其實不知道病人為甚麼要做 cath，更不知道其實有很多人不用做

cath，很難累積到臨床經驗。儘管中途很少上課，大部分時間都在不斷的看病人(很像台灣的

service team)，卻可以很精實的學到"Decision making"這項台灣醫學生覺得學習中最難碰觸到的部

分，這完全顛覆我過去對於何謂「好的教學」的定義。以前多多少少會期待老師停下來為基礎不足

的我們 Review某些重要的 Topic或額外補充些甚麼，但這次卻發現扎扎實實的 Service round反而



可以學到更多臨床經驗! 儘管老師沒有特別講甚麼，光是觀摩老師仔細的問診與理學檢查，就可以

藉由模仿來達到不錯的學習效果。 

大量的練習 

在這裡要比住院醫師先看到病人不太容易，因為住院醫師的動作很快，必須要特別主動積極才能夠

每天至少接到一個新病人，雖然不多，但每天累積下來一個月之後就有 20個，而且我們整個團隊

每天都會接到 10個左右的會診，相當於一天要吸收 10個新病人的資料，接觸到的臨床情境很大

量，可以互相比較與學習，反覆的練習 Cardiology的問診與理學檢查評估，到最後一個禮拜已經可

以練習到相當純熟的地步。 

臨床問題導向學習 

我很喜歡這種以會診問題為導向的學習，舉例來說，像是分辨不同的 Chest pain是否為心臟的疾病, 

練習評估外科病人的心臟是否負荷開刀，這讓我可以專注的把某個問題學好。這和照顧一般內科的

病人不一樣，或許沒辦法練習到很廣泛的鑑別診斷，但可以針對一個特定的問題重覆練習，多比較

不同表現的病人，學起來會特別有印象! 因為我們臨床經驗不足，心中沒有疾病的整體樣貌，容易

以偏概全、見樹不見林，看到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後，看之後的病人都會覺得很像心肌梗塞，但如

果下一個不是，就可以促進我們去比較思考他們中間究竟有甚麼差別，以及哪些資訊是有助於鑑別

診斷的。但要實現這樣的理想有幾個要件：(1)醫院要有足夠的 Database (Duke ED有規定說只要跟

CV相關的都要會診，所以可以累積大量的病人) (2)讓醫學生參與會診 Team (3)讓醫學生第一線去看

會診 (4)有很好的老師做問診示範。台灣醫院的優點在於病人數量非常的多，在會診教學方面是個

優勢；然而，最需要改革的是主治醫師以及住院醫師對於學生的信任感，要願意放醫學生第一線去

接病人，並且老師要有足夠的時間為醫學生示範該如何仔細的看病人，才能夠達到好的教學成效。 

 

 內科加護病房 (Med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Dr. Tony Huang的病歷教學 

感謝育美姊的聯絡，讓我們得以利用兩個禮拜春假的時間去內科加護病房跟著 Dr. Tony Huang學

習。Dr. Tony Huang是最認真幫我們修改病歷的老師。過去大部分的老師都著眼於入院病歷的部

分，而 Dr. Tony Huang是我遇過第一位仔細的幫我改病程記錄的老師，告訴我們如何記錄每天病況

的改變的重點，因為他說我們寫病程記錄最大的通病在於每天的記錄都看起來差不多，看不出病人

的狀況究竟是變好還是變壞。Dr. Tony Huang寫的病歷用詞簡潔而且能夠配合臨床需求。有時我常

常把一些由症狀與理學檢查推導出診斷的過程寫在 Assessment and Plan，但老師認為這些屬於醫

學常識，就會建議我用更精準的字句描述這層推導關係，舉例來說，Dr. Tony Huang 非常喜歡

用”consistent with”這個字，因為很多時候診斷都來自於推測，缺乏證明因果關係的證據，此時就可

以使用這個詞彙，讓閱讀的人很快的掌握到最初下診斷的人的證據強度。正如 Dr. Tony Huang所講

述的，很多醫學英文詞彙都有細微的差別，如果細細去研究會有非常多有趣的發現。除此之外，由

於內科加護病房轉入轉出的速度很快，老師也教導我們如何把訊息明確的交給下一位醫師，舉例來

說，有時我們會想要做進一步的檢查但是礙於病況還不穩定所以站時還未聯絡，通常會在病歷上記

載”Consider xxx exam”，但接班的下一位住院醫師可能不知道我們計劃讓病人穩定到甚麼樣的程度

再做這個檢查，是只要血壓穩定之後就可以做呢? 還是出院回門診後再安排呢? 這些執行上的細節

與進度也是病歷上需要記載的。覺得 Dr. Tony Huang所指導的病歷寫作教學和之前和信上的還是不

太一樣，他的用詞簡潔而且能夠配合臨床需求，不需要寫長長的才算是詳細的病歷，讓以後臨床工

作很忙碌的我們，可以在更簡短的時間內寫出好病歷。 



 產科 (Clinical Obstetrics Subinternship) 

參與到不同階段的照顧 

孕婦是很特別的一群人，她們不但在生理上負荷是ㄧ般人的兩倍，最為複雜的在於懷孕的每個階段

完全不一樣，母親的利益和胎兒的利益也常常衝突矛盾，每一次的困難的決策都是一場精采的討

論。因此產科有很多不同的部門分別負責不同階段孕婦的照顧，在產科一個月的時間我有兩個禮拜

的 Antepartum(在病房照顧高危險產婦)，一個禮拜的 Triage(產科急診) + Active board(生產/引產/剖

腹產) + Postpartum(產後住院照顧)，三天的 Prenatal care(產檢門診)，一天的 Postnatal clinic(生產

後回診)，一天的遺傳諮詢和超音波實習。在每個部門都有很扎實的學習，而且對於產科的全貌有更

深入的了解。 

Sub-Internship的初次體驗 

Sub-Internship對於每位四年級醫學生都是ㄧ場關乎未來的挑戰。他們在四年級的時候都會選擇其

中三個月去自己以後想走的科別當 Sub-Internship，挑戰成為獨當一面的住院醫師，據說如果沒有

在該月拿到 Honor的成績，以後申請那一科的住院醫師會相對困難許多。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月過得相當辛苦，因為需要大量的語言溝通，除了例行的問診和報告病人狀況

之外，多了會診其他科醫師、和檢查室聯絡、向外院申請調閱病歷、跟夜間住院醫師交班，有很多

時候必須要講電話，這比當面溝通還要來的困難。同時我們也被要求要不斷的隨時更新工作日誌(上

面會記載病人重要的診斷以及待完成的事項)，透過這項工作會自然的被強迫去了解 Team上每一位

病人的最新動態，因此我幾乎整天都坐在電腦前面查看進度、打病歷、和打電話，一天內會 Review

三到四次治療計畫的進度，是我臨床經驗以來 Follow病人最勤勞的時候。但也因為這樣的訓練，讓

我能夠快速的增加能夠照顧的病人的數量，更了解住院醫師的工作內容，學習如何展現積極的態

度，做甚麼事情都要搶在主治醫師提醒前完成，這樣的經驗對於之後無論去到哪一科都有很大的幫

助。 

高危險產婦產檢門診 

在杜克的住院醫師從很早時候就可以開始參與門診，每一位住院醫師會輪流去負責高危險產婦產檢

門診，在這裡他們會讓醫學生先去看完病人，回來向住院醫師報告之後，再一起去看病人，由於參

與度很高，覺得一整天過下來特別的充實，這裡每位醫學生也都非常的認真，甚至大家會在跟明天

門診的前一晚先整理完病人的 History，為隔天做好準備。由於住院醫師是輪流來看門診，因此來這

裡做產檢的產婦，每一次遇見的是不同的住院醫師，只有在狀況比較不穩定時才會換當天負責的主

治醫師才會出馬。在我原本的印象中，產檢應該是從頭到尾都看同一位醫師才對，很少看到輪替這

麼頻繁的狀況，卻也未曾聽見有任何病患對此有所埋怨。心裡猜想，或許當地民眾比較有「醫療團

隊」的概念，比較少追求個別的名醫，才能夠接受這種模式吧，但未曾問過病患真正的想法所以也

無從確認。但每位住院醫師的病歷的品質都非常的好，可以讓下一位接班的人充分掌握到每個細

節，交班的完整度讓人嘆為觀止。 

產科超音波一日訓練營 

在產檢門診的另外一端，是 Fetal Diagnostic Center，包括遺傳諮詢、胎心音、與產科超音波室，每位

學生都會被安排到這裡進行一天的見習，而我未曾預料到的是，這竟然是我在產科實習的這一個月

裡最喜愛的一天。當天早上我先拿到一份學習單，以及一本裝有精選文章的資料夾。那張學習單就

像是大地遊戲的跑關卡，要去聽一場遺傳諮詢，看到 First trimester sono, anatomy sono, fetus cardiac 



echo三種不同的超音波檢查。還特別交代要先找 Genetic couseler報到，因為那是比較難得的活動，

最後還要和老師討論出一個題目去做文獻閱讀，在結束時做一個五分鐘的Mini Presentation。學習單

上還有一系列的問答題，答案都藏在那本大大的資料夾裡，裡面有很多從 Textbook擷取下來的章節

以及很好上手的 Review article，內容包括目前常用的 Genetic screening test、常見的 Genetic disease

簡介、以及一系列教妳怎麼判讀的超音波圖。 

「這麼多事情怎麼可能在一天內做得完!」但沒想到我真的在大家的幫忙之下完成了這份跑關任務! 

在每一關都有人帶著我觀察、教學與討論，並且在結束之後幫我尋找接下來可以做些甚麼，把我介

紹給下一位老師或技術員；如果暫時沒有病患報到，他們會把我的名字寫在下一個排程旁邊，告訴

超音波技術員待會要記得帶我去，而我就可以利用這些零碎時間把學習單完成。他們似乎懂得每位

學生在陌生的環境裡的焦慮，不知道該學習些甚麼、如何學習、找誰學習，總是看見我們並伸出友

善的雙手。 

Genetic counseling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給予同樣的篩檢資訊，每個病人願意承受的風險都不一

樣，有些人很害怕生下唐氏寶寶所以很樂意做侵入性的檢查來排除擔憂、但有些人對於羊膜穿刺的

風險很是在乎；有些人想要早點知道訊息、而有些人不願意收到含有不確定成分的訊息，因為這會

讓他們的情緒承受莫大的壓力，既然決定不做羊膜穿刺(=無法確診)那前面乾脆也不要做抽血篩檢。

會特別約遺傳諮詢門診的病人都曾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生下有先天缺損的寶寶，因此她們雖然故作

堅強，心情上其實是很需要支持的，所以 Genetic counseler要有很多種不同的同理心，知道產婦的

擔憂，將數字轉化成可以被聽懂的語言，幫助她選出適合的篩檢方法，中間還需要不斷”支持她的決

定”，因為無論何種選擇並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在旁邊觀察的我，覺得這是這是ㄧ種很細緻的醫病溝

通，對於其中很多小細節有種莫名的感動與震撼。 

超音波的部分她們會先送我去超音波室看完整個掃描的過程，在懷孕第十週時會先做 First trimester 

screening，懷孕第十八週時會做較為詳細的 Anatomy sono，有糖尿病的媽媽會被建議做 Fetal heart 

echo。結束之後技術員會直接去找負責判讀超音波的產科醫師再從頭看一次影像，過程中老師會跟

我解釋每一張圖在看甚麼構造，教學二到三次之後直接讓我開始判讀，念出所看到的構造名稱。在

短短的兩個多小時裡面，覺得自己瞬間成長很多! 

以前我很不喜歡去檢查室看檢查，因為老師們都忙著掃超音波，我在旁邊都看不懂在量甚麼，不知

道上哪裡找書，問一句老師答一句，很多時候也無法向老師 Confirm自己想的對不對，覺得學習的

效率不好，就漸漸的不喜歡去了。影像跟其他科別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大家沒有足夠的前備知識，沒

有適合的影像參考書籍，儘管知道一些相關的解剖，但是像超音波常常靈活的變換切面，很多時候

無法直接從影像上認出構造。所以一門好的影像實習是需要有人幫忙解釋的，如果只是把學生安排

去檢查室，很難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 

 

 新陳代謝科會診 (Metabolism and Endocrinology) 

標準化的調血糖守則 

過去一直以為很困難的調血糖，來到這裡之後突然被揭開神秘的面紗，發現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困

難。我們在報到之前就拿到一份講義，裡面就附了杜克醫院裡有的各式胰島素，並且註明起始劑量

的算法、空腹時的給法以及合併類固醇使用時的給法，之後老師也在查房教學時與我們討論 Insulin 

pump和 Insulin drip等等的主題。經過幾個會診案例的練習，學習如何善用 Sugar sheet (一分登記

時間/血糖值/Insulin/sliding scale的表格)，慢慢可以擬出和學姊的意見類同的調整計畫。我曾經把

這份血糖 Survival guide和台灣的同學分享過，認為之前覺得很難學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的

經驗法則，所以始終莫衷一是，對於初學者而言同時學習太多模稜兩可的法則反而無助於臨床應



用，比較好的學習方法是先學ㄧ套標準法則，最後再根據臨床實做的經驗再做修改。 

談到「標準化」，讓我回想起在申請杜克實習面試時，劉醫師就有跟我提過類似的概念，他建議我多

去注意美國醫師「相同的部分」。他說，每位醫師的個性和與病人相處的方式都不同，自己將來也會

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但是他建議我多去注意美國每位醫師 Thinking process的共通點，這些就是

美國醫學教育所賦予他們的訓練。 

糖尿病的衛教  

糖尿病的衛教內容非常的繁雜，不但要教會病人如何正確的打胰島素，頻繁的量血糖，定期的檢

查，飲食的調整，如何在低血糖時拯救自己，家裡是否備有 Emergency kit，病人身上是否配戴

Alert ID等等，這一切都需要病人非常高的配合度才能夠達到好的照顧。因此在杜克這裡有一套完整

的 Check list，學姊教導我們在每次問診時都必須要收集到所有細節，身體檢查時也都會扳開病人的

腳趾，仔細的檢查趾縫裡面是否有被忽略的小傷口。真的非常喜歡這裡的照顧品質。隨著時間過去

多接了幾個病人之後，慢慢的就把這套 Checklist背起來了。回台灣之後第一個去到的科別是腎臟

科，剛好有很多糖尿病要洗腎的病人，有很多的 Procedure要做，其中一項最耗費時間的就是拔

FVC，因為擔心病人流血不止所以要在床邊當人肉沙袋壓傷口 15分鐘。某一次心血來潮就開始把

杜克學到的那一套糖尿病問診和衛教拿出來和病人聊天，發現不但可以提醒病人一些該注意的事

項，還可以打發那原本很無聊的 15分鐘，儘管自己已經離開新陳代謝科了，旦發現自己還可以把

之前學到的東西再次應用出來的感覺真的很有成就感!  

 

 醫學倫理課 

內科每天中午都會有附午餐的 Noon conference，他們常常邀請其他科的醫師來為大家 Reviewㄧ些

常見的主題，其中有一次的主題是醫學倫理，當下就勾起我的興趣，想知道國外醫師是怎麼來教這

樣一門課。ㄧ直以來我都覺得醫學倫理最難的部分是他始終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每一種立場都其來

有自，做臨床決定時就像是立場間的拉鋸戰一樣。而這堂課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講者非常強調

明確的原則與順序，像法律一樣明確的原則。她說：「不是能夠講出道理的就是對的(What you think 

right is not equal to ethic appropriate decision)」。在法律上的強度永遠是 自主權(Autonomy)>在失去判

斷能力之前所做的決定(Substituted judgement)>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人們永遠有做愚蠢決定的權

利。這堂課的主題是如何判斷小孩子是否有能力做決定，這在小兒科加護病房其實是非常常見的情

境。講者認為自主權的概念來自於法律，代表一個人可以了解狀況並且做出合理病符合文化情境的

決定。有趣的一點是自主權的判定是 Task specific的，一個人可以有能力選擇是否要接受抽血，但不

見得有能力去做其他的決定。以下是講者所建議的年齡與相對應自主權的關係： 

<7: Do not have autonomy 

7-14: assume not have (but if you think he has, you need to prove it) 

14-21: assume have (but if you think he doesn’t have, you need to prove it) 

基本上都還是會建議支開父母親單獨和小孩聊聊，來評估小孩子本身是否有自主權。目標是希望小

孩子能夠多參與自己的醫療決策。 

在之前的課堂上很少能夠聽到這麼明確的臨床指引，對於我自己而言，這在臨床上原本就相當複雜

的情境之下是很有幫助的，可以幫助釐清思路簡化問題。這堂課也讓我回想起之前在和信上過的醫

學人文課，對於癌症與生死有很多的討論。後來去了其他家醫院實習也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深入的

展開這方面的討論了。因此希望和信能夠持續的開課，而且如果可以在結論的部分指導我們更明確

的臨床原則，對於以後臨床上會更有幫助。 

  



(三)  文化制度篇 

 從哪裡來 往那裏去 (Career Plan) 

驚人的學貸，養家的責任，激烈的競爭─ 美國醫學生背負著比我們更重的責任在走著這條路。 

我們在某幾個幸運的下午，可以偷得幾分閒暇，在有著挑高落地窗前的走廊邊坐下來喝杯星巴克聊

聊天，開始聊起誰從哪裡來、以後想要做甚麼，開始真正的認識彼此。 

其中有一位麻醉科的 Intern “Ben”，來自於美國中西部的猶他州，是一位胖胖但非常高大的學長，擁

有非常強大的知識與自信。但直到他說起求學過程，才知道他身上背了非常沉重的學貸，那個數字

我已經忘記了，但我印象中相當的驚人，更何況他已經成家了還生了一個小女兒。當時他說為了要

還得起錢，以後可能考慮在公家非營利醫院工作十年，據說只要綁約十年，就可以把貸款一筆勾

銷。我所遇見的每一位醫學生對於自己的生涯都有清晰的願景與計畫，在那樣沉重的貸款壓力下，

我想不會有人輕易地後悔或者放空一年。他們很早就開始為自己的人生做規劃，如果以後對於心臟

科有興趣，在醫學生的時候就會把握機會去參與相關的研究，申請研究計畫，選修相關的臨床實

習，令人敬佩的成熟與獨立的。 

 

 信任 (Credit) 

有一次與 Dr. Tony Huang聊天，他邀請我們去家裡參觀，那真的是一棟非常漂亮的房子，全部的擺

設都是由茉莉白和墨綠搭配而成，客廳中間有二層樓的挑高，格外的寬敞舒適。話題一打開了之

後，Dr. Tony Huang開始跟我們聊起了他早年來美國時所經歷的文化衝擊，其中令我很有印象的是

Credit—信用制度。在美國，每個人在初見面時都會給予彼此相當多的信任，因此沒有太多法規細節

去做限制人的行為，但是每個階段的 Evaluation都會在 Credit上留有紀錄，而這份紀錄是往後申請

下一個階段的工作時很重要的參考資料。一旦信任被破壞，之後就很難挽救，因此美國人都小心翼

翼的維持這分信任，深怕留下不好的 Credit記錄跟著自己一輩子。然而在台灣，大多數人一開始不

信任彼此，所以設計出多如繁星的法條來規範大家的行為，一方面產生了許多繁雜的文書作業與限

制，另一方面卻也無法遏止所有違反規定的行為發生，很多造假的文書因應而生。舉例來說，工時

的規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外科非常的忙碌，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準時上下班，但

是外科依然可以交出一份漂亮的工時清單；住院醫師每人照顧的上限 15床，但是只要把多出來的人

數暫時用實習醫師的名字 On service，從帳面上就查不到，種種的事情在評鑑的時候更是多如牛毛。

我如此的痛恨這文化，尤其是需要生出根本就不存在的教學紀錄或會議記錄，但是知道反映上去，

大概只會讓原本已經超時工作的總醫師承受更多的壓力吧，有時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值班制度 (Seven to seven─Night shifts) 

在我所待過的科別中，大部分採取的值班制度是以 Night shift為主，把一天切分成一半，早上七點

到晚上七點為白班，另一半則為夜班。白班和夜班都是一個完整的 Team，有專責的主治醫師和住

院醫師，每天都會在六點左右開始進行交班。因為白天相對有較多的計畫，所以夜班的負責範圍是

白班的兩到三倍。這種制度的好處是每個人都會固定上一段時間的白班或夜班，沒有連續工時過長

的困擾，也比較不會有睡眠中斷的情形；除此之外，由於每天負責的病人範圍是一樣的，對於病人

的熟悉度會比較好。以個人經驗來說，整體的工時加總其實是相近的，雖然說是 12小時，但為了

交班的關係前後大概需要多加一小時，每天 14小時乘上六天(五個平日一個假日)總和是 84小時，

上起來其實也不輕鬆，常常回到家已經是七八點，隔天又要五點起床，但至少時間分配上比較合乎

人體能夠耐受的生活作息。Night shift需要的人力確實比現今台灣值班制度要來得多，台灣目前每

位住院醫師大概要負責 15位病人甚至更多，很難再分出一些人專責去上 Night team，或許這可以



解釋為什麼這個制度一直未能廣泛實行。 

另外想特別一提的是交班制度，美國的交班非常正式而完整，每天都會印出詳細的 Patient list，上

面含有診斷、用藥、最新的狀況和 Lab data、以及待完成的事項，白班和夜班的人一對一的 Go 

through每位病人基本資料和治療重點，大概耗時 10-20分鐘，時間不長，但是卻有很好的效果。 

 

 每個人都在洗手 (Everybody is washing hands─Someone is watching you!) 

在進去病房前大家一定都會先用乾洗手，執行的相當嚴格，在這三個月來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忘記

過，如果團隊上很多人，大家甚至會排隊一個個洗手走進病房。我們曾經和 Dr.Luke Chen提過這個

驚奇小發現，他說杜克也是宣導做了很久，成功的小秘訣就是「八面埋伏」，感染科在每個病房都

佈滿眼線，隨時盯著每個人是否都有洗手，如果ㄧ但被看到會有人馬上過來拍拍你的肩膀提醒你忘

記洗手了。其實我自己在急診就被提醒過一次，當眾被糾正真的覺得非常不好意思，或許這也是ㄧ

種心理學上的設計吧! 

 

 來自醫學生的回饋 (Feedback from medical students) 

杜克的醫學生學會每年都會頒發教學獎(teaching award)，在每一年度結束時統計醫學生的回饋，頒

發教學獎給各科的 intern(R1)和 Resident(獎項數目依照各科人數而訂，像是婦產科 intern和 R各兩

個，但內科是各八個)。在婦產科和內科 Grandround我都剛好遇見他們的頒獎，醫學生代表會走上

台致詞(代表可以是二年級和四年級)，都表現得非常穩重而大方，致詞的內容很具體，並不是很

General的說「大家都好 T」，而是會 Quote幾句同學的話：「這位醫師非常鼓勵我們第一線與病人接

觸，會把害羞的我們帶進病房，確認我們有與病人直接的互動」，「這位醫師都會把在產房裡躲得遠

遠的我們抓上手術檯，帶著我們一步步的進行接生的步驟，還會問我們很多的問題。」頒發的獎品

除了獎狀之外還有厚厚的信封，主任偷看了一下但是沒跟大家講裡面究竟有多少錢。接到獎項後，

其中一位 Intern還在會後直接跑向我們醫學生所坐的區域給我們一個大大的飛吻。從中我看到每個

科對於教學的看重，對年輕醫師的實質鼓勵，和兩方直接的回饋，我想從系主任手上拿到獎項的感

覺和從醫學生手裡直接拿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後者更為直接。系主任也在會後補充要醫學生更主

動的學習，像是在手術房時，一定要想盡辦法往前站，讓學長姊感覺到醫學生的熱忱! 

除了住院醫師之外，她們也很鼓勵四年級醫學生對二年級醫學生的教學，她們的評分裡有 Honor, 

high pass, pass, and fail，其中 Honor和 High Pass其中一個差異點在於是否照顧到二年級醫學生的學

習。舉ㄧ些我實際上經歷到的例子： 

- 心臟科：四年級的Marisa每天結束時會主動開始分配明天早上要 Preround的病人給我和另外一

個二年級的 Vinyack，早上也會關心我是否順利看完自己的舊病人。當我不熟悉系統時都是她帶

著我去完成。發現好的學習材料時會印給我們。 

- 婦產科：Alexandra用三天的時間教我如何成為ㄧ位好的 Subintern，帶我執行她日常工作裡的每

個步驟，幫我拿到各項系統的授權，尤其是第一天我對於婦產科大量的縮寫和例行規則都還很熟

悉，我幾乎每十分鐘就問她一個問題，她總是有問必答。 

我和幾位台灣的同學聊過即將要帶 clerk的事情，大家最恐懼的是我們的臨床知識並沒有非常好，要

怎麼帶 clerk呢? 但或許我們能做的是幫助他們熟悉日常工作，讓他們養成好的看病人和寫病歷的習

慣，多幫他們爭取學習機會，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四)  在北卡的生活 

First day! Meet Amy Pierson, extremely 

nice lady who helped us to settle down 

everything in hospital and apartments 

 

First weekend! Barbecue at Scott and 

Yu-Pei’s warm house, getting useful 

advices for the upcoming challenges 

 

We appreciate the cozy apartment and 

household goods provided by SYSCC. 

We can cook a lot of Asian foods while 

coming back from hospital. 

 

First day in Cardiology! Duke basketball 

won the championship at the same day!

  
Seafoods restaurants with Dr. Andrew 

Huang, Tony Huang, and Luke Chen. 

 

Dr. Tony Huang brought us to pick 

strawberries in a beautiful raining day. 

 



Consultative Cardiology, the best course I’ve ever had in my life! 

  
Our friends Chien-Kuang Ding and 

Sean Chang got married in Duke 

chapel 

 

Mountains of Exchange books for 

clinical clerkship in the library. They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med students. 

 

Hiking at Eno river with Dr. Ashley Chi, my ex-boss in Duke genome lab in 2011 

  



More photos with team members in consultative cardiology. 

 

Beautiful campus in front of the medical 

school / south end of Duke hospital 

 

Amazing Duke garden in the spring 

season 

 
Reading cardiac MRI 

 

 

 

Great view from MICU 

 

High risk pregnancy clinic 

 



Baseball game: Taiwan feat. United States at Durham bulls athletic park 

 

Hanging rock state park with friends 

from Duke MBA program 

 

Endocrinology team members 

 
Our best friend—Amy Lee!!! 

 



FYTER─We are one family in Christ─Fellowship for Taiwan students in triangle 

 

 

Uncle Howard and Aunt Joann are our parents 

 

 

 

  



(五)  回到台灣之後 

在國外醫院裡因為背後有很多財力和人力的支持，高品質的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所以最難的其

實是回台灣之後怎麼做。剛回到北榮時對於許多眉眉角角都感到不滿意，像是沒有好的過去病歷可

以看、病人先前在急診有照過心電圖卻找不到舊片比對、藥囑和醫囑比較沒有彈性、病人用藥一問

三不知、老師查房像旋風過境留下一臉疑惑的病人等等，讓人不禁會質疑，在凡事都記錄得清清楚

楚的醫院都可能會溝通不良，那台灣內部應該會有更多潛在問題才對。由於在最近的一年台北榮總

內部開始重視 Intern的意見，可以直接填寫 Google表單去反映意見而且可以得到立即的回覆，雖

然回覆不見得理想，但能夠有一條直接而暢通的溝通管道已經是一大進步。所以剛回去的這個月就

參加了教學部主任與 Intern有約的活動，也在導生聚的時候和導師聊過在杜克的所見所聞。根據幾

次的溝通經驗，發現幾個老師們對於國外經驗都採取保守的態度，「這個意見很好，但是在我們醫院

做不到，有很多執行上的困難。」舉例說，已經不只一次有學生和教學部主任提過讓醫學生去看會

診，但是主任有很多考量，包括擔心醫學生被病人拒絕、病歷系統授權、誰來 Supervise、如何評

估學習成效等等，似乎有很多來自政策執行者角度的擔憂。當我向導師抱怨醫院有錢蓋門診大樓卻

不願意增加人力維持醫療和勞動品質，導致產生醫院人力不足的緊繃狀態，導師回映說其實每個人

都知道這一切都是以營利為出發點做出的決策，醫院經營者營利>品質的目的取向明顯得令人沮喪。

自己也在反映意見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人的保守來自於環境阻力太大，所以自己也必須要多了解醫

院各部門各階層的運作，才能夠在台灣現有的系統裡找到最適合的人與方法把目標實現，如果所提

出來的意見太花費人力，在現在的狀況可能永遠都沒有被推行的可能，所以提建議的時候不要太急

躁的想要一蹴可幾，盡量把規模縮小讓門檻降低。除此之外，人們在接收到批判時，也會有想要捍

衛自家醫院的自尊心在其中，就像是孩子最討厭的永遠是被父母拿去和其他小孩比較，所以溝通時

必須要避免去比較台灣和美國醫院，才不會讓對方一開始就築起防衛牆。另外，對於試圖在進行改

革的老師必須要提供更多的支持，雖然他們提出來的規則不一定完美，有時還因為執行率低，反而

讓學生們必須要憑空生出一堆教學紀錄，但該被批評的不該是新制度而是台灣普遍的造假文化。在

台灣醫院裡，很多事情早有規定，但是普遍執行度很低，洗手率和病歷品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還

有上述找不到心電圖的這件事，打電話詢問的結果是必須有人把 Bedside印出來的 ECG特別拿去

二樓的心電圖室上傳，但在急診或許沒有人能夠去負責這件事。但以樂觀的角度來說，洗好手、寫

好病歷、補足系統漏洞這些小事情都是可以從自己開始做起的，再把握機會把好習慣散播出去。如

果把眼光放遠，台灣的醫院應該雇請更多的醫療人員，才不至於讓醫院隨時維持在緊繃的狀態，在

一個張力太高的環境，很容易因為突發事件就造成系統崩盤，病人安全也相對才能夠受到保障。另

外，醫院應該更尊重被推行的制度，包括工時制度和洗手，不應該只做到評鑑上面好看或是在

OSCE上面扣分，而是要確實的在臨床情境下推行。 

 

回到台灣之後，覺得美國之行最大的禮物除了建立起對於理想醫療品質的標竿，也重拾了很多好習

慣。八月第一個禮拜我去腎臟科，延續著從美國帶回來的習慣，前一個禮拜先從陽明圖書館借到與

病生理相關的書來預習，第一天早上自己去 Pre-round完所有的病人，接著再參加正式的查房，當

天也因此學習效果特別的好，和過去我在北榮實習的經驗差非常多。回想起來，自己過去在和信都

有 Pre-round的習慣，但是當去到其他家醫院時，不再有人聽你 Presentation，不再有人寫好病歷

(反而很多人阻止你花太多時間在上面)，住院醫師太過於忙碌想要把事情很快地做完，很難要到

Primary care的機會，種種的因素顯示外在環境的支持太少，過去所學的不被重視，去到新的科別

自己抓不到學習重點，很多好習慣就慢慢的流失了。但是這次去到美國，重新開始花很多的時間看

病人，透過每天大量的練習，對於獨立看病人越來越有自信。除此之外，也在 Dr. Tony Huang和美國



醫學生的建議之下找到合適醫學生程度念的書，並養成了預習的習慣。因此，儘管現在回到和過去

相同的環境，沒有人對實習醫學生太多的要求或期待(唯一的要求大概只有做 Procedure)，但從美國

帶回來的自信、習慣、和方法可以支持自己去獨立學習，不再像以前一樣需要等待別人主動給予機

會或告訴你應該要做些甚麼，也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樣盲目的每天跟在住院醫師後面跑。前一個月曾

經和指導我很多的住院醫師學姊聊天，有感而發的提到北榮的教學氛圍好像比前一年 Clerk時期好很

多，但學姊卻覺得是因為角色轉變的關係，因為 Clerk常常會給人一種狀況外的感覺，而 Intern比較

像同一個團隊裡面的人有能力可以一同討論學習。因此在比較不友善的實習環境裡，反而更需要醫

學生主動地去展現實力，獲得學長姐與老師的信任感之後，才能夠得到更多學習的機會。 

 

(六) 給和信醫院的感謝 

和信是我的臨床啟蒙之地，在我甚麼都不會的時候，帶著我ㄧ步ㄧ步的學習刷手、穿衣服、戴上手

套，走進這個未來要待上一輩子的地方。其實在和信的這六個月，老師們已經教導我們該有的臨床

態度，和杜克醫院所見到的是一樣的，我覺得兩家醫院對我而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當我離開和信

後去到其他家醫院時感受到巨大的斷層，很多時候不太能夠適應，但從杜克回來之後發現自己終於

克服了這點。因此，非常感謝和信願意給我這次機會去杜克實習，覺得自己在美國的這三個月，不

知不覺的讓原本很害羞的我，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些美國醫學生積極主動的個性，對於自己該如何學

習有了更為篤定的想法，看病人的時候更有自信。原本還很擔心從美國回來之後會不會很不適應台

灣的醫院，但發現不但沒有不適應，反而因為很確定自己該怎麼學，不再需要太依賴老師和學姊的

照顧，因此在面對學習條件沒那麼好的環境下，也能夠自主學習。 

因此，主要的差別應該是在於學生的積極度，在和信時我們都被照顧得很好，有豆姊和孟達學長時

時的提醒我們該怎麼做，但是在杜克每位學生都是自動自發的去要求學習，想要讓老師們因為他們

的表現而驚艷。我想，不夠積極主動可能是導致我離開和信後覺得無法適應的因素之ㄧ。因為在每

家醫院對於醫學生該做甚麼都有不同的要求，在有要求的醫院裡我可以適應得很好，但如果沒有人

要求、雜事太多、或是去到新的科別不熟悉 Approach的方法時就會不知道該怎麼學。如果可以給在

和信的學弟妹一點建議的話，覺得有幾個方面可以幫助大家如何在和信之外的地方維持同樣的習慣

與堅持： 

1. 從 Clerk時候就要學習主動要求，要求接新病人、要求刷手上刀、要求看初診病人等等。 

2. 養成 Pre-round的習慣真的很重要，儘管沒有人要求/查房沒有要報告/不是 Primary care，都還是

要要求自己做到這件事，因為這是自己練習獨立看病人的最佳機會。 

3. 在和信時期不但要要求自己寫好病歷，同時速度也要夠快。雖然和信只要求大家熟悉自己的病

人，但其實要盡量多要求自己可以了解全 Team的病人。透過這樣的自我訓練才能夠適應更繁忙

的臨床生活。 

4. 在和信ㄧ般內科學習的時候，問題各式各樣，同時學太多主題反而會每樣都學不全，而且學到的

疾病都和癌症比較相關。但因為杜克是綜合型醫學中心，病人數很大量，所以問診和理學檢查這

兩部分的練習在杜克的訓練扎實很多。如果問診要問得好，扎實的知識基本功還是必須的。因

此，臨床知識的基礎還是要靠自己多看書預習，包括ㄧ些基本功(心電圖/胸部 X光/基本實驗室檢

查判讀等等)，都值得在 Clerk時期多投注時間。 

5. 如果大六沒有申請到杜克，也建議學弟妹在進入大七之前回去和信實習一個月，是ㄧ個在外面流

浪ㄧ年後，重新檢視自己的好機會。而且在和信當 Intern可以累積一線值班的經驗，可以幫助自

己提早成熟。 

以上大多是對於自身的反省，對於和信醫院教學的部分，覺得每位老師已經為我們付出非常多。有



一點想建議的是，由於 Clerk時期臨床知識很不足，問診抓重點的能力太差，有時只是在聽病人講故

事，沒有能力在問診時做鑑別診斷。因此，會建議老師和學長姐在我們問診前，多給一點提示(像是

哪一部分的病史很重要ㄧ定要問到)，我們可以學得比較快。 

 

最後，想再正式表達對於和信醫院的感謝，讓我在這三個月成長好多好多。感謝院長ㄧ直以來的堅

持，這次去了杜克醫院更了解院長對於台灣醫療的期待，我們會從自己做起慢慢累積改變的力量。

感謝基金會為我們提供財務上的支持，為我們附了學費、住宿費、健康保險與生活費，讓沒甚麼積

蓄的我們可以在如此年輕的時候就有這麼棒的實習經驗。感謝育美姊為我們處理這麼多行政與聯絡

上的事情，讓我們到了當地可以非常順利的直接進入醫院實習。感謝當初面試我的老師們，為我寫

推薦函的施醫師和華醫師，幫我練習英文的胡醫師，儘管我英文不夠好個性又害羞，仍然願意給我

這個機會到美國去試試看，現在我不但個性變得比較積極開朗，英文也變好很多了，謝謝你們讓我

有機會改變自己。感謝曾經在和信帶過我的每位老師，過了一年之後更了解你們當初為我們的付

出，以及那些很棒的外科心得分享課、醫學人文課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