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從 9 位到 71 位醫師的
醫教改革奇蹟

林口長庚管理部︱林淑惠編輯

近年來，面對「內外婦兒急五大皆空」

額都算有進步，當我們檢討成績深切反省後，

醫療崩壞的困境，各大醫學中心相繼以輕鬆

當年規劃沒有抓到制度的脈動與學生想法，

幽默的微電影、網路文宣，拉攏新世代，搶

很單純以本位主義的角度規劃，但沒有掌握

招住院醫師。

到 PGY 選配趨勢已是學生挑醫院的局面了﹗

然而五大皆空慘狀向下延伸，連畢業後

因此後來以學生角度關心的教學及工作負擔

一般醫學訓練生 (PGY) 也不例外，高雄長庚

思考，積極爭取醫學生來報考長庚，揚棄由

醫院早在兩年前也遇到這問題，因為 2011 年

上而下，以換位思考由下而上的觀點進行改

當年度，高雄長庚 PGY 選配結果僅 9 名醫學

革。其實醫院和醫師是互相選擇的，我們希

生，面對空前的人才羅致困境，陳肇隆院長

望以平等互動的方式，將資訊透明化，避免

並沒有懷憂喪志，反而化危機為轉機，逆向

因資訊不對等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及隔闔。」

操作以柔軟親善的姿態吸引人才。
而這番打破由上而下本位管理思維的創
舉，為著實踐陳肇隆名譽院長惜才育才的理
念。常被陳院長奉派救火的黃秋慧處長現任
管理處，是長庚體系第一位女處長，她爽朗

然而要撼動一個長久以來慣性思考模式

的說：「學員開始難招，當別的區域醫院開

何其容易？高雄長庚是在何種光景下，在觀

始端出高薪一個月 12 萬、豐盛流水席及平板

念上全然的翻轉？林課長威宇說：「其實反

電腦來吸引學生時，長庚那時仍停留在標榜

倒是這 9 個招生率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根據，

以豐富教學及嚴謹訓練為主，後來 9 個 PGY

有機會由下而以學生的角度出發，這也就是

錄取成績出來後，引發 PGY 崩盤、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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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最差的招生人數造就
改革契機

大破大立，革命之前必有破壞。為了要瞭解

跑掉、主治醫師抱怨，因為次專科的主治醫

招生不力失敗的原因，等 9 個學生進來後，

師值班有年紀大值夜班體力不濟、基礎技術

我們就一個一個問他們，這才發現其他的醫

生疏的問題，因此經歷了人力缺乏的二年黑

院多採較親善的招募方式。論地利，高雄長

暗期。」

庚不敵台北的醫學中心，考試難度卻也不遑

教學部林威宇課長也說：「就像〈島嶼

多讓，考生一小時寫了近 100 題考題，考完

天光〉那首歌一樣，相信未來的招考狀況應

心灰意冷覺得自己考不好，口試問題又很尖

該不會比 9 個名額更爛了，只要增加一個名

銳，又再被嚇一次，不巧那時剛好遇上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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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話題，急診有位住院醫師在家裡猝死，

有了以上的心得。

這些殺傷力很大的新聞都發生在選填志願
前，造成了這空前最差的招生人數－ 9 位。」

誠懇的心是打動人的關鍵

用心良苦只為 PGY
把學員招募進來後，後續的照顧生活起
居也不能忽視，黃秋慧高專說：「因為學員

黃秋慧高專提到：「高雄長庚醫院因為

初來乍到高雄，人生地不熟，教學部 PGY 及

是以學習病例多、先進醫學新知及技術傳承

實習醫師各有承辦的人員負責學員的住宿及

見長的醫學中心，無法像區域醫院以高薪吸

生活起居行政大小事。PGY 及實習醫師都親

引學生，但為表達招募新血的誠意，於是我

切的喊她們 XX 姊，她們就像大姊姊般照顧

們上報告向上爭取由 6 萬加碼到 7 萬 3 千元

弟妹般。」

月薪，增加的幅度雖無法與區域醫院相比，

為了瞭解新世代醫學生的想法，教學部

但我們以尊重、誠懇的態度降低值班數，提

在下班之餘還花了不少時間逛社群臉書、上

高薪資來打動學員的心。」

BBS 站，隱姓埋名「潛水」其間，希望能不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與醫學生

落痕跡的瞭解新世代醫學生的需求、傾聽年

懇談溝通後，瞭解他們的期待和需求後，那

輕人的心聲。曾有 PGY 學員值急診班時被精

時第一個想法就說服各科把值班數降到每月

神病患出其不意從背後襲擊，事後常不自覺

8 班，只要招到 30 人，趕上全國值班平均值

的擔心被攻擊，於是高雄長庚教學部林孟志

一個月 8 班，招募危機就有可能解套，不過

主席與威宇課長就將這名 PGY 學員約出來喝

這也很像賭注，賭輸的話就下台一鞠躬，賭

咖啡，親切慰問，在濃濃咖啡香與爵士樂聲

贏的話就過關，倘若吸引越多醫師來，若招

流洩的星巴客咖啡廳裡，暢談生活工作與生

到五、六十人，八班不成問題，甚至五班都

涯規劃，看著林孟志副院長像一位長輩般親

有可能。於是硬著頭皮在各科部座談會及檢

切的問候年輕醫學生，威宇課長親切的請醫

討會中宣導此訊息，積極營造只要多招一人

學生喝飲料……卸除職級與頭銜後，沒有冰

就可讓 PGY 少值班的氛圍，陳院長開會時也

冷的管理疏離感，反樸歸真，回歸到人與人

說過只要對學生有利就放手去做，因有著他

之間的尊重與關懷。

們的支持，就大膽放手一搏。隔年院長也親
自上火線招生做簡報，這樣的宣誓效果很大，
這表示院長重視人才招募的決心，因此也帶
動各科部積極運作起來，結果隔年報名人數
從 100 多人暴增到 398 人，錄取人數就從 9
人增加到 71 人，足足成長了 8 倍。後續招募

「用心」是感動人重要的因
素
一般醫學訓練及實習醫學生休息室 (PGY
& Intern Lounge) 算是實踐高雄長庚重視人才

的成績越來越好，形成良性循環後，在醫學

的具體象徵，這源自於陳肇隆院長的構想，

生的圈子裡也形成口碑效應，就這樣高雄長

就連刻著醫學生名字的陶杯也同樣原來自陳

庚湧入大批生力軍後，就分散了工作負擔，

院長的巧思，醫教會主席林孟志副院長笑著

人多好辦事，大家就越來越不用擔心工作負

說：「陳院長要求有質感的人文空間，讓醫

擔的問題。」威宇課長回溯這段教改歷程，

學生在有制度的環境下學習，正如來自美濃
窯刻著醫學生名字的美濃陶杯正是院長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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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要讓學生知道醫院很重視他們，高雄

我們穿著白短袍，信任度可能有 6-70 分，但

長庚不僅是教學好，對病人的醫療服務態度

當我們表明身份時，信任度馬上遽降為 1-20

更是好，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如何體現？有

分。在護理站時我們又是一群資歷最年輕的

一個具體的呈現方式，那就是「用心」是感

菜鳥，護理師及住院醫師每個都比我們資深

動人重要的因素，所有的事都藏在用心的細

專業，對比學校的單純與平等，有時難免會

節裡。」

有委屈或衝擊，而幽靜自在的這裡也成了訴

當問及 PGY 倘若離開這裡，是否會想念

苦的管道，當受到挫折時來到這裡，發現隔

這裡的一切？「當然會呀！和其他醫院相比，

壁沙發上那位同胞也同是天涯淪落人，「你

高雄長庚算是對 PGY 相當友善、尊重親切

也有共同的經驗呀？」「你好像在講我的狀

的，官方文化沒有很明確的階級界限，倘若

況唷！我們好像唷！」談到 PGY 與實習的冏

有意見反映無人處理時，馬上會有人關切。」

經驗時，彼此會心一笑，他們人手一杯溫熱

葉景峰學員鄭重其事的說。

咖啡，面對初入職場的壓力和挫折就在這彼

另一位也是來自長庚醫學大學的詹舜文
醫師也說：「由於家住南部，因此選擇來高

此分享、扶持、打氣聲中，如同上升的咖啡
蒸氣般逐漸消逝於無形。

雄長庚接受 PGY 訓練。」然而家住北部的馬
瑄孝醫師為何選擇離家遠的高雄長庚，接受
實習醫學生的訓練呢？「耳聞高雄長庚的主
治醫師親和力夠，會不厭其煩的依我們的程

專屬咖啡杯 把你名刻在我
的心上為印記

度教導我們，整個人際互動比較溫暖；然而
北部醫學中心林立，因此醫學研究的競爭相

這刻著每位 PGY 與實習醫學生名字的美

對激烈，所以會議大部分以主治或住院醫師

濃窑陶瓷杯一人一個，充滿了歸屬感，這陶

論文研討為主，對我們實習醫學生而言略為

杯可是醫院為 PGY 與實習醫學生專門訂做，

艱深，而高雄長庚有比較多以教學為主的會

PGY 和 Intern 杯子的顏色也不同，馬瑄孝說：

議，可以讓 PGY 及實習醫學生有更多的參與

「院長還會親自盯進度，職前訓練為五月底，

感。」
為 了 多 元 且 豐 富 的 採 訪 內 容， 熱 心 的
馬同學又找了來自中山醫學大學何哲方同學
與高雄醫學大學的劉宗憲同學。問及在這個
PGY & Intern Lounge 能否找到朋友？兩位同
學笑容滿面的異口同聲說：「當然能夠！」。
何哲方同學：「因為實習醫師來自各校，倘
若沒有一個空間能讓我們駐足休息，很難有
機會交談產生友誼。畢竟在平常忙碌的實習
醫學生生活，在醫院能接觸且駐足交談的機
會不多。由於我們還是醫學生，民眾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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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專屬咖啡杯 - 把你名刻在我的心上為印
記。

的磨合與衝擊，驅散上一分鐘的情緒陰霾或
風暴。
這裡也很像一個櫥窗，不但讓各校醫學
生有機會看看醫院在臨床與學校理論上的差
異，除了休憩外，更提供他們一個彼此交流
認識的機會。來自高雄醫學大學的劉宗憲同
學說：「來到高長換肝移植開刀房，實地感
受到醫療現場的氛圍，真的很震撼；團隊合
作下，每個換肝手術的環節都很嚴謹，陳肇
高雄長庚 PGY & Intern 專用休憩室，讓人感受到
醫學人文的距離不在天涯，而在轉角處。

這些杯子四月就到院，從效率上可看出醫院
對 PGY 與實習醫學生的重視，感謝醫院願意
給我們這樣舒適的空間。」馬同學說完，其
他三人也認同的點了點頭。一人一個置物櫃
解決了沒有地方放置物品的問題，不再有筆
電或物品無處可安置的困擾，可以不要像醫
院的遊牧民族一樣沒有歸屬感。此外，這裡
專屬 PGY 和實習醫師，識別證刷卡進門時，
已管制這兩大族群的醫師才能進來，住院醫
師及主治醫師是進不來的。除了每位 PGY 和
實習醫師一人一個陶杯外，休息室還備有一
套茶具，以備他們若有邀請主治或住院醫師
來協談時，有茶具可款待師長。
這些細部規劃的獨特、貼心與便利，凝
聚著醫師對醫院的向心力。

休息再出發的避風港
當他們從病房護理站或開刀房離開到這

隆名譽院長身型高大，像巨人一樣，開刀房
播放優美的古典音樂，開刀房的設備很先進，
兩間捐肝和受肝的手術室都有螢幕顯示，另
一間手術過程的動態在此一覽無遺。」原來
劉同學久仰全球換肝權威高雄長庚陳肇隆院
長的風采，在此更領略了陳院長傑出醫學成
就外的人文情懷。
有誰想到這樣的空間也能撫慰過年時獨
在異鄉為異客的遊子心呢？「過年值班時，
原本與家人共聚的除夕夜裡，因著值班需要
守在醫院守著病人，醫學生經歷無法與家人
共聚的第一個除夕夜，而溫暖的這裡就像家
外之家般，同學買了好吃的食物在這裡聚餐，
我們在這裡感受到溫暖的年味與人情味！」
馬瑄孝笑著說。
「與全台大部分的醫學中心教學醫院一
月 10 班的負荷如同戰場的感覺相較，高雄長
庚一月 8 班的工作環境和時間密集度都要舒
緩許多。」他們幾位醫學生異口同聲的說。
而在醫院的生活以外，他們也珍惜在這段日
子裡所認識的新朋友。

兒休息喘口氣時，無論是用餐、小憩或唸書
充電，若是有緣遇到可談得來的朋友，聆聽
對方坦誠、同理的分享，歡笑聲此起彼落，
這裡彷彿是個避風港、同學會，溫暖的情誼
早已匯聚成暖流，安撫了他們從學校到醫院

醫學生有話想說
面對當前醫療環境崩壞，內外婦兒急五
大皆空，醫病互信漸行漸遠的今日，這群未

從9位到71位醫師的醫教改革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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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性很大，如何適當處理病人及家屬焦
急的情緒更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民眾可能無法想像急診醫師急診值班
時，常過著不見天日、日夜顛倒的值班生活；
希望民眾縱然在為自己或家屬病情著急的情
況下，也能稍微體諒一下急診醫護同仁的辛
苦。
隨著網路資訊普及，醫病資訊不對稱的
景況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醫界不再是英雄輩
出的年代；溝通傾聽換位思考的醫病互信態
喜樂歡笑聲充滿高雄長庚 PGY & Intern 專用休
憩室。

來的醫師有何話要說？馬瑄孝說：「由於民
眾已視醫療為服務業，已不再將醫師視為昔
日醫療團隊中濟世救人的英雄；然而即便醫
師再努力，也無法保證能夠百分之百救活每
個病人，民眾期待的心理不僅反映在醫療費
用要物超所值外，對醫師的要求也相對增加。
為了達成醫病共識，就需要時間溝通。但現
行制度下，例如衛生福利部規定急診病患的
檢傷五級分類標準，以檢傷第二級為例：危
急 ( 車禍出血，但生命徵象不穩定 )，處理等
候時間建議為 10 分鐘。然而病人或家屬對急
診的定義為先到先看，快速看診，而非急重
症病人優先；當病患或家屬屬於第三到五級
要等 30 分鐘到 120 分鐘時，常常因醫師看診
繁忙，要優先處理十萬火急的急重症病患，
對緊急甚至非緊急的病人無法隨傳隨到，無
法滿足民眾快一點看到醫師的心理。當醫師
給予的時間不符民眾期待時，誤解與不信任
甚至衝突就相對產生。」此時同時接受採訪
的醫學生也頗有同感的說：「對！當前醫療
越來越像服務業。」急診龔嘉德主任也語重
心長的說：「在急診工作，不僅對醫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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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是彌足珍貴。在醫療團隊造時勢的時代，
高雄長庚醫院以這樣的空間默默向醫界未來
菁英招手，馬瑄孝頗感欣慰的說：「醫院會
幫我們上醫療法律或醫糾個案、醫學倫理及
安寧療護等的課程，也會在課程中實地演練
模擬問答，這讓我們身歷其境思考醫病關係。
還有最受大家歡迎的國考複習班，由剛考過
專科醫師考試的總醫師來上課，趁著對課程
記憶猶新的熱度及熟悉度來為我們畫重點、
複習，這對我們幫助很大！」
同理心、珍惜與尊重、關懷提攜的人文
情懷蘊含在高雄長庚的醫學教育中，在高雄
長庚 PGY & Intern 專用休憩室，感受到醫學
人文的距離不在天涯，而在轉角處。
看著一張張和樂融融的合照，大夥兒笑
著鬧著像一家人般親切。威宇課長頗感欣慰
的說：「其實 PGY & Intern Lounge 令我驚訝
的是學生們的自治精神，教學部提供咖啡、
糖棒跟奶精之類的補充物，學生們會自己整
理好，不會將垃圾亂丟，保持得很乾淨。到
目前為止，我沒有看過裡面有蟑螂或是螞蟻
遊走。冰箱裡面，學生會主動去買大瓶的牛
奶，供大家沖泡咖啡，旁邊放了一個小零錢
箱讓大家樂捐牛奶基金，也會買烤鴨、披薩
來辦同樂會分享，會後完全乾乾淨淨，一點

陳肇隆名譽院長連續三年親自上陣招募說明會，做一
個鐘頭的簡報，院內一級主管也站台做科內簡介，口
試時以餐會派對輕鬆話家常的方式進行，希望能以誠
意和典範燃起醫學生的從醫熱情。
專注的眼神，年輕的心，蘊積了對醫師生涯的期許。

如果能讓更多人看見，醫療也許在感受上就
都不需擔心。完完全全沒有留下任何垃圾需

有不一樣的溫度，這拂動人心的感覺其實就

要清理。」種種醫院和醫學生友好互動的片

是醫療人文，無法量化但仍能被感受到，我

段讓高雄長庚教學部風格獨具，同時這也是

們也許因為一時忙碌，看不到深層意義就不

爭取醫界人才甚至形塑醫院人文精神的泉

再進一步深入瞭解，但其實我們只要多多關

源。

心周遭的同事，多問病人及家屬幾句話，就
PGY & Intern Lounge 希望在冰冷理性的

能走進他們的世界，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醫療中加入人文藝術的氣息，因為在這樣的

這讓我們有成長的機會。做在最小弟兄身上

工作氛圍中，醫學生可以激發新穎的創意，

就是做在上帝身上，無論是醫學教育改革或

會自動自發不斷改進工作流程；畢竟，文化

是 PGY 與實習醫師休息室、透過精心規劃與

藝術與創新是一體兩面，藝術本身也是一種

營造的制度與環境，以愛心與真誠，體現「以

創新，高雄長庚提供環境，培養員工的人文

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以「用心」來感動每

素養及關懷社會的情懷，讓醫學生來到醫院

一個人。

不是單純的工作、治療病患，而是學習，包
括待人接物與醫療團隊友善互動，這些同樣

林淑惠

都是學習的一環。
什 麼 是 醫 療 人 文？ 套 用 文 化 部 龍 應 台
部長對文學的定義是「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
見。」文學讓人看見白楊樹的水中倒影，哲
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
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麼歷史就是讓人知道，
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人文素養是在涉
獵了文、史、哲學之後，更進一步認識到，
這些到最後都有一個終極的關懷，那就是對
「人」的關懷。脫離了對「人」的關懷，充
其量只算是人文知識，而不是人文素養。
醫療讓我們看見許多病歷上的數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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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生命徵象、白血球數量、腫瘤指數等

長庚醫訊執行編輯

等；但有許多事是我們看不見的，而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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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關懷犧牲奉獻等這些無法量化的東西，

從9位到71位醫師的醫教改革奇蹟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