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玃醧
我在南加犬婦幼醫院白色日子

躘鋻龕嘐
瞡鷴房

買強岌童節﹉活動及台犬兒蕈﹉睪院﹉公〝 ﹉.﹉

║﹉郛率嘐摔 鱆﹉鏸上市

本院於3月 31日 上午1U:3U假 228公園舉辦96年

度兒童節慶祝活動暨永豐金控 「小太陽健康卡 」公

益聯名卡新卡上市記者會 ,活動當天邀請台大醫院

何弘能副院長 、永豐金控賈堅一總經理及信誼基金

會廖瑞文總編輯連袂出席會場 ,於舞台區進行新卡

之揭示儀式 ,當每位貴賓高舉魔術棒 ,點向樹和房

子方向時

一

小太陽慢慢升起 ,舞台前的乾冰和彩帶

噴出 ,帶動會場所有的父母和小朋友 ,迎接 「小太

陽健康卡 」﹉公益出擊的第一棒 。活動當天邀請東森

YUYU台草莓姐姐擔任主持人 ,舞台表演活動有快

屍醫 籌騰癡規 劃組研 究 員 陳麗如

樂寶貝工作室的帶動唱 、信誼基金會 「小袋鼠說故

事劇團」演出拔蘿蔔等等 。並有園遊會提供親子同

樂 ,多項益智活動和遊戲 ,本院兒醫籌備處攤位提

供 「台大兒童醫院」建築物外觀的拼圖遊戲 ,並邀

請早產兒基金會 、台灣海洋性貧血協會 、兒童肝膽

疾病防治基金會共同擺設衛教諮詢攤位 ,提供父母

相關的健康諮詢 ,並由台大醫院小兒部醫師支援急

救站 ,以防緊急狀況之醫療急救第一時間所需之照

顧 。

今天活動圓滿地結束 ,看到每位父母心目中的

小寶貝 ,能夠健健康康的玩樂開開心心的笑著 ,希

望每個生病的小朋友都能快點好起來 ,期待台大兒

童醫院的開幕 ,為台灣兒童醫療帶來更多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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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菑磞 睞 ﹉婦齦醫院﹉的圖子

﹉﹉﹉三月

一

是杜鵑花開的時刻 。剛結束小兒科實習

課程的我﹉﹉走在總區的椰林大道上 ,看著兩旁爭妍鬥

豔的各色杜鵑∴怒放的花朵暗示著即將到來的杜鵑花

節﹉我回想起去年的這個時候 ,正值我要起程前往美

國南加大當交換學生 。很快地 ,已經凋謝的花朵又再

一

次綻放 。刀6一段在南加大小兒科的日子 ,又再一次

鮮明地呈現在我腦海中 ?

我的第一個rUtatiUl9是 小兒科病房 ,在USC的小兒科

見習 ,可以選擇兩個地方 ,一個是CHLA,是一間非營

利性私立的兒童醫院 ,也是2UU4年全美排名第 13名的

兒童照護中心 。另一個則是WCKWUmell sandChimre㎡ s

HUspitaD,屬 於 LA“ USCmddic馝 l一 ell扭體 系 。對 小 兒

科很有興趣的我 ,在 當初選填志願時 ,本來考慮將

cHLA排進第一志願 ,但由去年學姐們的經驗得知 ,這

間私立的兒童醫院 ,其實照顧的都是比較有錢人家的

小孩 ,而 且很多住院的病人都是安排許久才能住進

去 ,因此病人的權益格外被重視 。通常除非病人及其

家屬願意 ,不然不會讓學生對病人做Ⅳima叮 care’ 甚

至連主治醫師查房學生也不能跟 。再加上這個rUtatiUn

十分熱門 ,學姐們當初選填志願時也是用盡辦法 ,才

爭取到在CHLA的見習 ,結果被分配到clinics跟 了一個

月的內分泌門診 。我這次出國 ,最主要就是想看看國

外醫院內如何運作 ,各種團隊如何互相合作 ,照護病

人 ;另一方面 ,由於之前交換學長姐的建議 ,陳定信

院長從我們這屆開始實施pri marycare的制度 。我大五

就開始練習plima叮 ca㏄ 病人了 ,我很希望在國外一樣

也能做到同樣的事情 ,並且看看他們如何訓練醫學生

在臨床照護病人 。所以如果能夠 ,我希望能到醫院病

房見習 。而這是CHLA的 cUtll㏄所不能給我的 ,因此在選

填志願時 ,我反而選擇了以照顧窮人為主的LAC+USC

medic㏕ Cmter體系下的wCH,並以病房實習為我的第一

志願 。

說實在的 ,第一天上工心情其實是七上八下 ,有

點緊張 。不同於另外三個同學都要前往LAC+USCcUll1,ty

hUspital(洛杉磯郡立醫院 ,除了小兒 、婦科以及精神

科以外的科別都位在此處),我的第一個cUurse小兒科

臺 大 醫 院 小 兄 部 實 習醫 師  郭 俊 亨

病房見習位於wCH,這是一棟獨立的婦幼醫院 ,位在

整個校園西邊的一隅 。醫院外圍隔了一條街就是小兒

專科門診 ,一般兒科門診和成人門診一起位在cUunty

hUspital附近 。從醫院門口進去 ,就可以見到獨立的小

兒急診系統以及藥局 ,小兒急診每年大約有三萬五千

就醫人次 ,主要接收ak一 tl抬 em㏄ ge㏄ ieS,l ll毀㎡ ca㏄以及

minUli釦ma的病人 ,如果是maj“ 甘allma或 是部分m㏑ Ul-

廿auma則會送往∞llntyhU叩 ital的急診 。〝CH入口位於二

樓 ,除了急診以及藥局外 ,㎎“比d血hc㏑tellsi祀 Ca㏄

Unit)也 位在這層樓中 ,就在急診的旁邊 ,這樣的配置

可以讓任何緊急需要送往ICU的病人迅速送達 。

我在九樓的辦公室找到了幫忙處理見習學生事務

的小姐 ,得知之前請他幫我聯絡負責帶我的R3Neeta

Agarwal,現在就在二樓的住院醫師休息室等我 。這

棟陌生的建築物現在對我而言就像是迷宮一般 ,我

拿著醫院團隊名單 ,有點搞不清方向地在二樓尋找

所謂的住院醫師休息室 。wCH的小兒團隊共分成四

組 ,以顏色作為劃分 ,分成cIle㎝,Red,Yd㏑walldB㏑ e

team,從 名單上得知我隸屬於Greenteam,每個team

由一個attending帶領 ,我們Greenteam的 attending是

Dr.PUrtnUy, 他是一個慈祥的老先生 ,也是整個小

兒科裡面資歷最深的人 ,每天的MUrningRepUrt都 是

由他主持 。四個團隊的attending會選出一個人當ward

supervisUr,做 為小兒病房的負責人 。在我們台大醫院

中 ,病房的負責人就是總醫師 ,要掌管病房大大小小

Uurteam,GreenLeprechauns! ┬ay｜ or,Neeta,VVa〡 teran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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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 ;通常由比較‵eniUr的 r㏄ ident擔任 。但在這裡的

總醫師卻是僅次於btteIlding最資深的醫師 ,是由已經做

完reside而i訓練的醫師擔任 ,功能上有點類似顧問 ,戚

覺上很像我們的fellU磁 ,常會跟在attending旁 幫忙處理

一些事情 。小兒科目前有四位chief㏄ sidentS,分 別是

AnnaKim,Pet“ Huynh,JenniferLim珍 V受JulieNUlte。 ｛也

們四人會輪流擔任病房的總醫師 ,是實質上的病房總

負責人 。

每個團隊還會分配一個R5,我們GreenTeam的是

DeanJacUbs,他 人很好 ,任何不懂的問題都可以去問

他 。R5在每個團隊裡扮演接受諮詢的角色 ,並且會

監控團隊的任何醫療處置有沒有間題 。團隊裡頭真正

的核心人物其實是R3,也就是我現在要找到的Neeta

Agarwal,整個teamwUrk裡頭由他扮演上通下達的角

色 。負責帶領底下兩個R1(intern)照 顧病人 ,每天巡

房時回報病人情況給attending知道 ,Uncalld卻隔天在

MUrningRep“ t中報告新入院病人的病史與處置方式以

及負責嗷嗷待哺的醫學生教學 。他們R3以及illtem都是

一個月rUtate一次 ,目前我所隸屬的這個團隊成員 ,再

過十天就要全部大換血 。

我終於在急診護士的指示下 ,順利找到位於急診

旁的residellt㏑ l lllge。 這是一間很寬敞的房間 ,應該說是

交誼廳才對 ,有舒適的沙發 、餐桌 、電視 ,五台可供

連上院內網路 、查閱資料的電腦 ,以及每個住院醫師

自己專屬的櫃子 。今天剛好是cIreellTeam的 pU就 ㎝ c㏕

day,每個人都慵懶的在交誼廳裡頭聊天 。由於小兒科

有四個團隊 ,所以每天入院的新病人由每個團隊輪流

負責 ,每四天會輪到一次 ,負責接新病人的那天得從

早上值到隔天早上 ,稱做Ullc㏕ day。 UFlcall山 y的隔天

就是pU乩 Ull㏕l山y,早上七點十五分的MUr㏕ ngRopUrt

中 ,昨天負責的團隊要報告每個admissiUn病人的病史

以及入院情況 。坐在Dr.PUrtnUy旁 邊幫忙主持M㏄ning

RepU此的chiefResident就會帶著大家挑選有趣的病例作

討論 ,從主訴 、病史 、各種實驗室以及影像學檢查 、

鑑別診斷到最後的處置 ,大家的討論都很熱烈 ,也會

鼓勵醫學生加入
“
戰局

” ,說出自己的想法 。大約到

八點半左右 ,如果是星期一 、三 、五 ,再來就是例行

性的attending查 房 ,如果是星期二 、四 ,前者在八點有

一小時的“andRcltl nd,會請本院或是外院的attending

幫大家上課 ,每次主題都不一樣 。後者一樣在八點有

一小時的PrUb)emRUlind,有 點類似我們內科的Medical

Challehgo;不 同的是主持人是病房主任Dr.Upas,挑

選本星期值得討論的病例 ,由 負責該病人的intern

presmt,然 後主任會點底下的住院醫師(主要是intern9回

答問題 ,大家都沒有預先知道病人情況 ,問題也都是

主任臨時想出來的 ,所以都得即時反應 ,十分刺激 。

我在r㏄ ident㏑ tlnge裡 頭見到了Dr.AgaⅢ al,她是

印度裔的女性 ,膚色黝黑 ,笑容可掬的跟我打招呼 。

她講話的速度很快 ,我剛開始很難跟上 ,只能微笑的

聽著 ,然後跟四周圍的人打招呼 。GreenTeam的 成員

另外還有兩個iIltem,一個是白人男性Ta田 UrHd祀 ’另

一個是華裔男性walterLee以 及一個USC本校的醫學

生 。除了我們的團隊外 ,還有其他團隊的住院醫師也

在這裡休息 ,他們大家都很親切的跟我閒聊 ,有個支

援小兒急診的住院醫生還考我說小兒的黃疸在台灣常

不常見 ,想必是剛在急診看到hyperbilirubinemia吧 。

大家一來一往的笑著 ,我本來緊繃的神經頓時鬆懈下

來 ,也很悠閒的坐了下來 。他們說今天對我而言真是

個GUUd就art,因為G1.eellTeam剛好pU就 Unca(l,沒有什

麼事要做 ,我可以趁這個機會認識環境 ,先熟悉一下

醫院的一些設置 ,好心的walter便帶著我四處走 。醫

院的一樓有個DUctUrDiningRUUm,是用餐的地方 ,我

譬霮韏送〧蔧註轠 暋量臺蛋置鷺昃露鼉逼
檢查的實驗室 ,在餐廳的旁邊則是大型會議場所wcH

audit㏄ ium,除 了 週 二

一

適 四 的 Gran二 iUt,nd及 Π Ublem

rUund會在這裡舉行 ,還有星期一到主中午一小時的

cUnference也 是在這裡 。三樓主要是婦產科的部分﹉

一

還

有一個小型的wCH圖書館 ,不過我沒進去過:由礦﹉

是NICUlNeUna托 ㏑ten由Ⅶ CareUn°以及影像檢查的地

方 ,還有一部份的病房也在這裡 ,主要是處理新生兒

的問題 ,五樓也是婦產科的部分 。﹉﹉﹉﹉﹉
﹉ ﹉﹉﹉﹉

我們一路來到了六樓

一

直隹前
翨﹉●準

一

碎片

層笪爹至鎖 緋 啎 麝 系 瑞 弱

長廊相連 ,呈現一仰●芋
﹉
型的結構﹉:﹉最﹉廊﹉兩擲﹉旳藎頭

分別是兩區的護理站 ,病房位於橫向的走道
﹉
旁﹉﹉

-依
奇

偶數分在護理站的兩邊 。護理站後方有兩間房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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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給護士工作休憩用●另

一

間設有兩三台電腦 ,是

給醫師書寫病歷以及查閱資料用∴另外病歷架也是

臂﹉﹉:::::::::i:﹉轟厚靄﹉i｜ !;:｜ :;::::｜｜
:﹉

﹉﹉;一﹉:﹉﹉;i｜﹉﹉i﹉﹉:｜ ,﹉﹉:﹉
:｝

i﹉齹霉手晝      idt干﹉;:｜｜:;﹉｜｜｜｜｜﹉
會把病歷放置在護理站的新Urder架 上 ,護士執行完

後 ;就會把病藶改放到旁邊一個已執行的架子裡 。

在連接兩邊病房的長廊上 ,我看到了許多新奇的東

西 。在正中央 ,有個視聽電影院 ,會定時播放 ,可

以給喜歡看卡通或是電影的小朋友以及家屬欣賞 。

走廊上還有pUΠ able的電玩主機以及連接的電視 ,由

於每個病房只配置一台電視 ,如果超過兩個小朋友

都想看電視時 ,這些可移動式的電視或電玩就能適

時滿足他們 ,減少不必要的紛爭 。在長廊靠L區那

一邊有個遊戲間 ,除了平時開放給小朋友進去遊玩

外﹉有些治療的prUgram會有﹉老師帶著﹉生病﹉的小朋友

們做一些勞作或是一些團體活﹉動﹉名靠●區那邊還有

個社工室 ,在這裡見習期間﹉﹉∵我發現社工的地位舉

足輕重 ,對於兒童的福利與照護●他們提
﹉
供莫﹉大的

幫助 。我們每星期會定期與社工們在社工室對面﹉的

討論室開會 ,我們會把各個住院病人現況以及需求

報告給社工們聽 ,他們就能針對每個小孩提供不同

的協助 。在討論室旁還有一個上課用的教室 ,雖然

我沒有目睹它被使用過 ,但聽walter說那是給長期

住院的學齡小朋友 ,為了怕課業落後 ,用來上課的

地方 。生病的小朋友往往會因為怕打針 、怕痛 ,而

每天嘟著一張嘴 ,如何讓他們在住院期間儘量開

心 ,減少疾病對他們造成心理上的壓力 ,我在這裡

看到了許多溫馨的努力 。 (未完待續 )

不知譬誓鬖葀彙晉
ji鑫

螯暑賮罕曩霉讋詈
﹉
雯彗蔧≧劈

努力家時﹉﹉三漳榫尬的時間點簻艼砰掉.市車阜第一

胎,振興醫﹉院﹉誕生
一
一個巴掌小仙女 (77b克 )。 北

榮新生兒加護病房 (玾ICU)的總醫師及護士早已在產

房前待命 ,以最快的時間送入NICU。 看了早產兒基金

會的簡介 ,才知道她可能面臨許多的併發症 ,雖然不

是每位早產兒都會碰到相同的問題 ,但過了半年 ,幸

運未曾降臨 ,不僅黴菌感染兩個月 ,視網膜病變三

度 ,腦室擴大三度加P﹀L,還因反覆插管造成聲門下

狹小 ,隨後轉台大醫院NICU(18UU克 )進行氣切手

術 (26UU克 )。 (感謝謝武勳主任及陳佩珊老師的

協助 )

本以為開完氣切就可以讓從未回過家的小孩順

利出院 ,沒想到她不僅是早產兒還外加歡呼兒的身

份 ,必須使用居家型呼吸器一段未知的時間 。我和內

人一天八個小時在醫院學習如何照顧一個慢性肺病及

開了氣切的小孩 ,從未自己吸過奶 ,還需居家型呼吸

器 ,從訓練拍背抽痰 、觀察唇色 ,操作簡易的呼吸器

歡呼兒協會張芬瑤與呼吸器供應商柯夙坪刀‵姐﹉的專業﹉

i曹章

一

讓山曉的訂鼖樽以真巃it﹉
:蒢茈﹉各夫碰破箈﹉

療師熱忱的指導與追蹤 ,改變我﹉以為呼吸治療師只是﹉

維護呼吸器的錯誤觀念 。回院複診好像部隊作戰 ,呼

吸器 、不斷電系統 、抽痰器與氧器鋼瓶成了基本裝

備 。

如何訓練脫離呼吸器成了我們最屠亂●的事 ,之前

的經驗讓我發現脫離呼吸器的訓練模式有好幾種 ,脫

離呼吸器的訓練常常面臨一個瓶頸就無法繼續 ,然後

又再回到起點甚至倒退 。後來很幸運碰到剛從美國研

究歸國的呂立醫師 ,只記得當時台大的主治醫師說呂

醫師的訓練模式曾順利讓一位小孩脫離呼吸器 ,心中

又燃起一絲希望 ,果真在他的訓練模式下 ,讓小孩能

在最短的時間又最安全的模式下 ,一步一步降低對呼

吸器的需求 。

嬰幼兒居家呼吸照護需要耐心 、細心與信心 ,社

會資源都在 ,需要的是自已當稱職的專案管理師 。藤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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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加國際醫院 (St.∟ uke｝ s lnt各 rnationa｜

陑sp忙刉)       ﹉  ﹉﹉
由美國醫師以 RtldUlI￣ B.T.所創辦的﹉目前成立●

。

4

年 ,座落於東京都中央區明石町91號 ,包﹉清新舊院宙﹉‵

學校、和健檢及預防中心。醫院的動線設計的很周全

一

幾

棟不同的建築物可以互相由天橋直通而不必過大馬

路 ,真是日本的特殊景觀。醫院建物包含各急性醫療科

另ljh安寧療護與健檢病房 ,在醫院建物中更附設有安養

中心 ,其病房中以兒科病房尤具有特色‥    ﹉

一 、護理部護理人力配置 :醫院總床數為52U床﹉護

理部人力配置共679名 ,包括護理師615名 、護

佐64名 ,為 日本護理人員與病人數比率最高的醫

院 。

二 、兒科門診 :為一獨立的區塊 ,有不同的建築結構

及室內設計 ,善用光線及色彩營造溫暖及人性化

的環境 ,可減輕病童看病時的恐懼感 。  ﹉

1.門 診內放置很多種類的童書及玩具提供病童

觀看和玩耍 。並為病童設計卡通人物的照型桌

椅 、遊戲間 ,更為等待看診的時間提供多樣選

擇的娛樂 。

2.診療室內也放置很多人物照型的布偶 ,讓病童

願意主動進去看診 。兒科門診外的櫃臺也放置

了很多動物造型或卡通人物的圖案 ,吸引病童

﹉的喜歡 ,減輕對醫院的恐懼感 。

量人醫院犯 2病房護 理 長  楚盞玲

﹉照型﹉等的圖案在床邊周圍 ,讓病童有如在家溫

馨﹉的感覺 。病房內燈光溫暖 ,天花板的燈飾更

具特色設計成各種螢光圖案的燈 ,牆壁上有色

彩繽紛的塗鴉掛飾 ,護理站更由一列長長且顏

色鮮豔的火車代替 ,病童且可在車廂內進行遊

戲及衛教 。溫馨的遊戲室及小型圖書室提供病

童使用 。浴室 、洗手臺更具人性化 ,依病童的

身高設計高度並在周圍放置小熊維尼圖案的用

品 。如遇長期住院的病童 ,醫院更有配合學校

提供床邊教學活動 。 ﹉﹉

2.護理人員工作服 :更具有特色和美感 ,除了穿

上護士服外 ,外面再搭上一件粉紅色HdbKⅢy

造型的圍裙 ,讓小病童看到護理人員不會害

怕 、恐懼而哭泣 。並在每支聽診器上懸掛HellU

Kitty的 小玩偶 ,當病童哭泣或拒絕聽診時可

以讓他們玩一下 ,轉移注意力 。

3.病童屬性 :病童疾病種類多為內科疾病及癌

症 ,也有器官移植及ECMU等醫療技術 ,但並

未歸於此病房照顧 ,另有NlCU位於別的樓層 。

4.會客時間 :雙親的會客時間限制為晚上9點至

早上7點 ,其餘親屬的會客時間為下午3至 5

時 。病房設有╒
玲 亨掣

°

齇

3.各科門診都有貼心的家屬置物

﹉ 分 ,在下午5點前門診也接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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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艫

我從雲林醫院回台大後 ,經

過兩年水深火熱的加護病房生涯的淬煉後 ,很

幸運在2UU5年初申請到院方的穎川獎學金 ,計

劃前往日本留學見習 。因為上一回台大醫院送

醫師長期留 日 ,迄今已2U年 ,所以幾乎一切

是新的開始 。經上搜尋和徵詢老師們的意見

後 ,決定到日﹉本最大的心血管疾病中心 (國立

循環器病中心﹉》﹉﹉及先天性心臟病最有名的岡山

大學病院。於﹉是在遴UU5年 1U月 1日帶著簡單的行

囊和欣喜的心飛往大阪。

大阪的國立循環器病中心主要分為兩個

部門 ,一邊是臨床病棟 ,另一邊是研究大樓 。

我主要是在臨床病棟的心臟加護病房 。日本醫

院主管階級的醫師幾乎都曾留美 ,可用英語溝

通 ,而且他們有些會議也是以英語報告 ,所以

在醫院裡語言不是太大的問題 。日本的醫療品

質極高 ,一個二十床的加護病房有 1U位主治

醫師日夜輪值 ,護理人員則是白班和小夜是一

對一照顧病人 ,大夜班則是一對二 。醫院的門

廳雖然不是新穎氣派 ,卻是一塵不染 ,候診的

民眾則是秩序井然 ,安靜的坐在椅子上 ,和台

灣的大醫院的門庭若市大相逕庭 。日本政府很

重視
”

少子化
”

的現象 ,電視上 、報章雜誌常

可見到許多專家在討論這個議題 ,共商解決方

量大醫 院小兒 告β醫師  吳是婷

案 。日本的健保制度也傾向增加老人的部分負

擔 ,減少孩童的部分負擔 ,大部分的銀髮族都

欣見其成 。在大阪的這段日子 ,我結識許多外

國朋友 ,很多是來自中南美洲的醫生 ,還嚥 ﹉

多照顧我的日本朋友 ,獲益良多 。     ﹉

接著在2UU6年 4月 前往岡山大學病院 ,從

﹉本 l(k﹉軍J岡 山新幹線特快車η1。兮鐸的車程 ,列

專在出 六甲山隧道後 ,就﹉見至1完全不同的景
﹉
色

一

是青山綠水的世外桃源●我在岡大病院的
“
老師

”
是專攻川崎症心導管治療的赤木先生

及治療
“
左心室發育不良症候群

”
的出名的佐

野先生 。這段期間 ,除了寫了數篇論文 ∵也

因正逢櫻花盛開 ,陽光和煦 ,和家人遊山﹉玩

水 ,用 “
不大通

”
的簡易日語 ,幾乎四大島都

留下了足跡 。日本人民對大自然 、生態的保護

及自律有禮貌的舉止 ,著實讓我欽佩 ,這應是

成功的教育所致 。

這一年是豐收的一年 ,雖然我心裡仍有

小小遺憾 ,還是羨慕其他醫師有機會到美國進

修 :而我只利用了去美國開會的幾個星期到費

城兒童醫院見習 。不過我還是要感謝穎川先

生 、林院長 、江主任 、老師們給我這個機會充

電 ,也要謝謝我的日本老師 、朋友們的照顧 。
鬎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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