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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院兒科

時光的飛馳總是超出人們的預期想像，青春

韶華瞬即消逝的感慨嘆息更是屢見不鮮。人生的

過程即在不斷地體悟、修正和調整中雕塑成長，

逐漸地形成了各人獨特的人生觀與為人處世之

道。

近半世紀前醫學院畢業時紀念册上自我期

許的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不要立志做

大官」，首次概略地構思了對人生心儀和努力的

方向。面對著茫昧矇矓的未來，雖自恃充滿著年

輕氣盛的衝勁和動力，前程仍遍佈著種種挑戰與

關卡有待克服突破。自幼在家中被教導「尊敬長

輩、友愛平輩、照顧晚輩」，稍長被要求「講理

守禮，以理服人」。既長則被規範待人處事謹守

「忠厚」的傳家祖訓和「真誠」的家教訓戒。不

自覺中成為了人生旅途上行為舉止的規範界限，

及重要抉擇時的根基依據。

1973年醫學院畢業後分發至海軍服役，首先
派至艦隊和基層磨練了近三年。離開了學校單純

的學習環境，開始摸索適應職場中錯綜複雜的互

動關係。曾經遲疑自己工作時是否熱心過了頭，

管事撈過了界。也驚覺工作上盡心努力的承擔付

出未必獲得公平合理的回報，竟也是現實世界的

常態。

住院醫師和次專科訓練時被派至陌生且為競

爭體系的醫學中心代訓，體驗到了全然不同的人

際互動和競逐模式，也結識了多位爾後成就輝煌

傑出的醫界才俊。1983年公費至美國芝加哥大學
醫學中心新生兒科進修，當時艱鉅的挑戰是異國

體制和語言的隔閡差異(圖1)。工作上更有著某
些同事的種族歧視，與被誤認為是職場上競爭對

醫療生涯數十載的心路歷程

手的仇視抵制。還好的是從在醫學院起即反覆承

受的忍辱負重磨練，助我避開了衝突也掙脫了困

境(圖2)。
進修期間曾有一事讓首次出國的我極為驚

訝，在芝加哥大學的醫學中心内，頻繁可見配帶

著武器和手銬，男女兩人一組，身著深色制服

的人員巡視。起初以為是發生案件前來調查的警

察，經詢問才知道是學校僱用的校警，在執行維

護院區安全的巡邏。同時醫院的每個入口處，均

需檢查識别證或登記身份(圖3)，這些都是多年
來在國内從未見過的奇景。當時臺灣尚未解除戒

嚴，雖然學生流行的舉辦舞會聯誼和深夜送女孩

子回家等活動都沒有感受到什麼限制，但戒嚴國

家的名聲仍會讓人有許多負面的連想，其中最直

接的印象就該是警察多和管制嚴。從這項經驗讓

人覺察到，除了要讀萬卷書外，更要行萬里路去

見識大千世界的實境真相，才不致受到既定概念

的匡限挾持或居心叵測人士的欺瞞誤導。

返國述職後年餘，長官為培養我擔任醫務管

理職務，力邀轉任行政專職(圖4)。始料未及的
是兩年的行政歷練中，體驗了臨床醫療工作中從

未接觸過的管理層面和督導業務，讓自己學習到

從較宏觀深遠的角度去思考和面對問題(圖5)。
由於對官場上的爾虞我詐和派系結社難以

適應，並為了能在青春年華的尾聲把握此生最

後的變動機會，叛逆式地於39歲時拋棄了十五年
奮鬥累積的成果，選擇隻身離鄉背井遠赴美國

接受芝加哥大學兒科助理教授的研究工作。在

美期間一場至猶他州參加兒科流行病學研究學

會年會(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Ped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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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 Research)的論文登臺報告，見識了
前輩治學論述的嚴謹審慎，讓我在學術的鑽研寫

作上獲益良多。也因處身在國外全然不同的社會

體制和醫療系統中，歷鍊學習與沈澱省思後給了

我重要的啟示。即醫療專業並非僅手執聽診器或

手術刀一途，服務對象和層面也非只以個案數計

算的罹病病人而已。在數十年短暫有限的醫療生

涯中，如欲對人群有所貢獻，應是運用自身嫻熟

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經由長期的觀察與理性的分

析，歸納整理出有利於大眾的論點和方針，平和

誠懇地提出建言，才得以在社會人群中略盡棉薄

之力，謀取眾人的福祉。

1990年返臺接任臺南逢甲醫院(即奇美醫院)
兒科主任，從僅有兩位主治醫師和有限的作業範

圍與規模上，奮力推動病房空間的配置重整、裝

備器材的增購填補和兒科人力的召聘培訓、與作

業流程的調整設計，以及團隊合作的重振補強

等。同時也將個人在美研究工作中有關新生兒和

早產兒生命统計與流行病學調查的經驗，運用於

國內新生兒醫療的實務研討和系統設置。當時仗

恃著自己尚值青壯體健，且已身經帶領臨床團隊

和從事行政管理的歷鍊，傲氣地承諾了這項工作

的邀約。多年後不得不承認建置次專科齊備的兒

科醫療團隊確實是項耗時費事的高難度艱辛歷

程。尤其是對上爭取資源，對外開疆闢土，對内

整合異議，如非意志堅定、體力充沛和任勞任怨

勢必難以持續(圖6)。
2008年奉派接掌醫院內新設成立的品質管理

中心業務，其工作的範圍甚廣，涉及的部門和人

員眾多。且經常檢討到既有的作業模式，影響

到原來的工作習慣，甚至重新整合設計全新的作

業流程。然而因秉持以「服務」為基礎的工作態

度，緩解了同仁們對於增加的工作負荷及規範限

制的反彈或不悅，更消除了品質管理可能遭人嫌

惡為挑剔、找碴、借題發揮等代名詞的疑慮(圖
7)。

近半世紀來國内醫療環境歷經了重大的變

革，為人稱道的全民健康保險是全國滿意度極高

的政策，號稱為世界的典範標竿，不過至今仍無

任何地區或國家能够模仿複製。實施前後多年間

在醫療工作上承受的衝擊和震盪，個人正好恭

逢其盛、親歷其境。健保前期兒科因作業精細繁

瑣、費事耗時，對象涵蓋新生兒、嬰幼兒、學齡

前後和青春期等，且需兼顧攸關生死的急診和重

圖5  1988年擔任行政職務。圖4 1987年承辦海軍醫學研討會與
外賓合影。

圖3  1983年芝加哥大學識別證。

圖6  60歲時的意外驚喜。

圖1 1983年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新
生兒加護病房留影。

圖2 1983年寒冬芝加哥大學校園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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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但論件計酬的給付僅是與成人或他科毫無差

異的假性平等，造成聲名大噪的「内、外、婦、

兒四大皆空」亂象，並引發了社會的震驚和批

判。又由於醫療專業以外的因素強勢介入，致使

制度結構扭曲失衡。加上誘發人性中自私貪婪陰

暗面的畸形設計，促成了社會上短視自大、硬拗

耍横、與無視尊重與自重傳統人際相處美德的病

態陋習，更造就了醫病之間欠缺互信、彼此猜忌

的「仇醫情結」。使得醫界新血輪的醫學生，對

守護眾人生命與健康的内外婦兒四科望之生畏而

怯步。也讓兒科住院醫師的招募曾有數年降至谷

底，導致人力傳承上的嚴重斷層。其後因實施依

年齡醫療給付加成和兒科住院醫師薪資奬勵等補

助措施的急救補強，才使得兒科逐漸地回神復

甦。讓人體認到過度理想化的烏托邦式共產設

計，對被拖累的社會和國家所產生的惡耗衰退，

即使有幸能及時改革導正，其所形成的損害和影

響，仍需耗費漫長的歲月去修補恢復。建構在血

汗式醫療作業環境上的全民健保，被稱為血鑽石

實非浪得虛名。不過我常提醒切勿因此直覺反應

式地遷怒執行健保制度的公務人員，他們只是奉

令推動既定政策，直接面對醫師和醫療院所的受

僱工作人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怨嘆應是在所

難免，身為擋箭牌、出氣筒的苦處也宜予以同情

諒解。

年輕時對醫學充滿憧憬想像，初入醫界時

也以醫病救人為己任。當時曾積極地尋求可供

學習的標竿和值得效法的典範，更迫切地期待

先進前輩的指引開示。這項殷切的企求使得我

著。我接著說明:「沒有討厭或排斥任何一科，
表示你可有更廣泛多元的選擇，未來的路更開闊

了，這是值得高興的吧！」。簡短的回答是我反

覆思索多年的心得，也回應出三十多年前一位頗

受尊崇的師長也是長官，在我職場抉擇的關鍵時

刻，對我指引分析時，雖反映出當時現實的狀

況，却未稍含些許正向積極的點化鼓勵。讓我曾

陷入矛盾迷惘的長考煎熬，也促使我不斷地嘗試

去換位思考，設想如是自己要提供建議時將應如

何表達提點。經過長期再三的推敲琢磨後，覺得

只有用心設法去增加鼓舞振奮的正能量，才可能

激發出年輕生命的潛能和活力，在苦短有限的人

生中創造出成就和貢獻的極大化。不過就在自己

多事之餘，更常自我警惕别又熱心過了頭，也勿

疏忽了世代間隔的差異。

年華歲月轉瞬間在不自覺中驟然消逝，緊

湊的工作節奏下快速地衝過了職場旅程的終點。

屆齡退休後的工作，僅保留部分門診和教學活動

(圖8)。心理的壓力及工作的節奏大幅緩解，臨
床上與病人和家屬的互動成為了結緣及衛教的機

緣，也當作是種腦力激盪和延緩老化的活動。有

了以往難得的彈性和時間，能够積極地參加院內

社團的國內外偏鄉醫療服務(圖9-12)。使得當初
獻身醫療志業時救命扶傷的初衷得以逐漸回溫，

更可貴的是重新尋回了在醫療工作上熱忱付出後

的成就感。

年過七旬雖是已至從心所欲，不逾矩之時，

然而藉人之智，修善己身，憑以自我成長仍是值

得積極追尋的，近年來多有體悟和啓發。特別是

圖8  2018年院內授課。圖7  2011年HQIC分享
的感謝狀。

於年長資深後願以自身的經驗和觀

察為鏡，為年輕後學們剖析解惑。

同時強調選擇取捨時要兼顧各人

的個性特質(personality)和人生觀
(philosophy)，融會貫通後即會自
然地形成特色獨具的個人行醫風格

和應對模式。曾有過多次醫學生於

課後問道，自己已進入臨床課程，

但一直未找到特別有興趣的科别

和方向，因而感到焦急困惑。一句

「恭喜你了！」的回應後，年輕

的臉龐上總是出現迷惑的眼神儍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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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關「放鬆」這項原本以為是天生自然本能的

全新認知，經努力嘗試後才知難度更甚以往勉力

強渡過的磨煉，至今仍掙扎於學習摸索之中。人

生中「取」與「捨」之間，「捨」似乎有待學習

的部份遠遠超出預期。至於「養生」的觀念，則

是雖不能年輕回春、疾病痊癒或發財致富，但多

年過後，周遭的人都已老邁，而自己仍能維持近

似當下現狀却是尚可期待的。此外「富貴五更春

夢，功名一片浮雲」的心態意境，反映出個人從

青澀年輕時「不要立志做大官」的志願，逐漸地

轉移為「立志不要做大官」的心境轉折(圖13)。
多年來的醫涯浮沈，雖少有顯赫成就和傲人

光環，但凡事身先士卒、親力親為，也累積了些

許心得和經驗，更體會感受到了盡忠職守、奮力

而為之後的心安理得。尚幸的是避離了年輕時憎

惡排斥的「官大學問大」和「倚老賣老、媚上傲

下」的官僚體制，並能信守醫學院畢業時「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和「不要立志做大官」的自我

期許(圖14)。也較趨近嚮往欽羨的「淡泊寧靜」

與「不求聞達」心境，而現今更心儀仰慕的是

「心無罣礙，預知時至」的境界。

醫學是科學，也是藝術。醫學專業的養成訓

練嚴格漫長，社會上也給予相當的尊重和肯定。

但在學有專精，術有專攻後，常易於不自覺中

膨脹了過度的自信，言語舉止間流露出驕橫的傲

氣。遺忘了「滿招損，謙受益」、「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古訓。人際互動交流頻繁多元的臨

床醫療中，以體恤對方的同理心換位思考，才可

能遠離因專業優勢而引發的傲慢自負，並營造出

醫病之間相互尊重的理性和諧氣氛。個人要能保

有謙和有禮、虛心誠懇的態度，確實做到人們耳

熟的謙卑、再謙卑境界，則在行走充滿挑戰的醫

涯路程中，較能趨吉避凶、遠離災禍。現今醫病

關係緊張，在彼此缺乏互信的混沌環境中，這可

能是少數僅有的操之在我，能被自己主動掌握的

重點。願以此分享共勉，期望在繁忙緊湊的醫療

環境中能多增添些和諧平順的原素，使醫界得以

在安心和樂的氛圍下持續地精進發展。

圖9  2014年泰北偏鄉醫療服務。

圖12  2017年泰北偏鄉醫療服務。

圖10  2016年泰北山區醫療服務。

圖13  微笑回顧消逝的歲月。

圖11  2016年泰北山區醫療服務。

圖14  醫學院畢業時的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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