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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修圖喔，天真是這
麼的藍W



Ｘ感謝和信醫院每年都會送四到五位學生到Duke實習，今年Ｘ幸運有機會到小
兒感染科k心臟科和眼科，中間休假的時候則蜻蜓點水般去了感染科和內科加
護病房—o週l這份心得會依照科別編排，其中穿插o些小故事，希望能提供
接t來的學Ｏ妹o些在Duke學習方向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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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急診，  
心臟科每天必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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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衣是拋棄式
的，穿起來Ｘ像
雨衣（因為都是
黃色的XD），聽
說o件拋棄式隔
離衣要7'美金
耶W 

第o個月轉眼就過了l記得第o天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到Pediatric報到l大致
orienta1on後，教學負責老師Dr.'Drucker9借我o本小書)'Nelson’s'Pediatric'
An1microbial'therapy，才知道原來有小兒科版的熱病，它可成為我這o個月的
好？手，靠著它打片天t無敵手，決定接t來的治療方針l 
  
和主治醫師相見歡的時候，Dr.'Cunningham耳提面命只要是進出病房，無論有
沒有碰到病人或是病房內的東西，都要消毒雙手l所以每個病房門口的內外，
都會有泡沫狀的消毒液，消毒完會感覺黏黏的，u過用久了偶而碰到o些病
房只有液狀的消毒液反而會u習慣l剛開始老師會虎視眈眈地盯著我，u過
到後來有好Ｃ次是老師看到我消毒，才想到自己要消毒，哈哈哈W而病人住
院若稍稍有感染的症狀，都會例行性先做病毒篩檢和糞便VRE檢查，v先假設
小病人是需要隔離的，直到結果出來確定沒有感染才解隔離l所以好Ｃ次大
家看完病人正要脫隔離衣和口罩，突然想到：m咦？這位病人為什麼要隔離
阿？n這才趕緊確認檢驗結果？病人解隔離l

Pediatric%Infec4ous%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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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ok二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o切都好新鮮，常常在醫院迷路，找
u到開會的地點l在這邊除了General'Pediatric，其他小兒科的次專科
都是consult'team，所以只要小朋友有任何感染科的問題，就會會診我
們lo天大概有兩到r個真的需要看的會診，其餘是電話諮詢Fellow'
Dr.'Shapirol所以有時候會 沒病人W前兩個星期只有我o個醫學生，
後兩個星期來了兩個DUKE的四年級醫學生Kyle和Trevor，這時候我們r
個會輪流排隊，看誰接病人，誰去跟門診l 
  
小兒感染科最常被會診的問題就是Transplant'complicated'with'
bacteremia，尤其是congenital'heart'disease或者是liver'failure的小病
人l這Ｃ週的實習連續碰到好Ｃ個，到第r個的時候，主治醫師Dr.'
Seed就Ｘ慎重的跟fellow說：“We'need'to'pay'more'aMen1on'on'these'
recent'infec1ons,'there'might'be'a'break'though'in'the'OR'SOP."'感染科的
鼻子對感染Ｘ靈敏耶W''

感染科的每位主治醫師都要輪流；consult'team，o般大概是兩星期，
我Ｘ幸運遇到Dr.'Cunningham'和'Dr.'Seedl查房時他們都Ｘ喜歡找機會
教學，o次看到o位Down'syndrome的小病人，Dr.'Seed就突然說'"Let's'
picture'this,'a'liMle'boy'with'Down'syndrome'with'decreased'T'cell,'what'
should'you'think'of?"'我當場楞住，Kyle:'"hmmm….'Is'it'DeGeorge'
syndrome?"'"You'got'it!"'Dr.'Seed讚許的點頭，讓我u得u佩服這些學生
深厚的step'1'功力l 

Shapiro無時無刻都會接到奇奇怪怪的page，只好默默找o個地方開始
回電話，這時Dr.'Seed就會；我們找個地方開始討論病人，或是討論他
碰到個—式奇奇怪怪的casel其中有o回的討論題目是zoono1c'
disease,'在台灣真的Ｘ少接觸，Dr.'Seed舉了o個又o個疾病，聽得我
目u暇給，可是我Ｃ乎沒辦法猜對任何o個正確的答案，好精采W 

Dr.'Cunningham'則喜歡將整個team'移駕到Faculty'Lounge'教學，因為，
那邊有—種的refreshment!'Dr.'Cunningham'都拿Ｘ健Ｈ的拿水果，但我
就u客氣了拿了好吃的chocolate'chip'cookies'搭配hot'chocolatel這時
候邊聽老師講自己的愛滋病的研究真是o大享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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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個星期其實Ｘ徬徨k迷惘k失落（對W真的o堆負面的情緒'>'<）'
感覺自己和Shapiro有溝通障礙，也常常覺得自己表現u好l每次報病
人，只要ou小心停頓Shapiro就會開始插話，常常咕嚕咕嚕地就把病
人的事情講完了，只好找他停頓的時候搶話繼續報病人lu過有o次
我正要準備報病人，連嘴巴都還沒張開，Shapiro就嘩啦嘩啦地開始講
了，當時我覺得Ｘ委），他怎麼可以奪走我的學習機會l後續的查房
我努力Ｒ忍著u要讓眼淚掉t來，但是眼淚o滴o滴的流，覺得Ｘ丟
臉但又按奈u住，只好跟大家說u好意思我要去s廁所l沒想到去廁
所的路s竟然撞見又回完o通page的Shapirol'“What'happened,'did'I'
do'something'wrong?"o聽到他問話，我就情u自禁地開始大哭，跟他
說我要接病人，我要有機會練習presenta1on和老師討論l後來每天
Shapiro開始Ｘ主動分配病人給我，也Ｘ注意我有沒有機會present給主
治醫師聽lu過回想起來，第o天和Shapiro相見的時候他就說'“Feel'
free'to'ask'any'ques1ons'or'tell'me'what'I'can'do'to'make'your'study'more'
comfortable.”'我想自己真的太安靜了WKyle'和Trevor與Shapiro相見時就
直說他們的期Ｗ是可以練習presenta1on'skilll另外大哭的時候在醫院
的走廊，人來人往真的好丟臉喔W''

u過那真是難忘的o天，心情像洗了r溫暖l我們查到另o個病房的
時候，小朋友o看到我就伸出雙手要我抱，o會兒跳t來在病房裡跑
阿跑，接著拉拉我的手要我蹲t來，o（股坐到我身s，大概坐15秒
鐘，又會在病房裡跑阿跑，再拉拉我的手坐t來l老師和家長似乎覺
得這樣Ｘ好，他們可以專心討論未來的治療方向l而當t我覺得Ｘ溫
暖，小朋友真是天真可愛～未來若真走小兒科，這真的是最關鍵的時
候W 
  
這位小朋友出生後兩週9 服用acyclovir兩年，直到快滿兩年
才逐漸停藥l其實小朋友沒什麼症狀，就是Ｘhighy有無限的精力，
o直跑來跑去l可是follow'up'MRI發現腦部o直有新的lesion出現l
Primary'Care'Team常常整合Infec1ous'Disease'和'Neurology'o起開會共
同討論未來的治療方針l在溝通的過程中，父母親的理性讓我驚訝，
即使因為小朋友生病壓力Ｘ大，他們仍Ｘ理智地跟整個醫療團隊溝通l
當時我和母親說明感染科檢驗的項目都是陰性，只見母親從牆s拿t
o張涵蓋所有送檢驗項目表格，oo劃掉我所說的所有項目，y說'
“Ok,'so'it'seems'like'you'guys'are'out'of'the'picture.'Than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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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幸運後兩週有Kyle和Trevor，有他們o切實在好玩Ｘ多W雖然
AMendings和Shapiro都說我有問題或聽u懂可以再問o次，可是有時候
問了o次，第二次還聽u懂就u敢再問l'這時有Kyle'和'Trevor就沒什
麼好怕了，只有拉拉他們的衣袖，他們都會換句話說再次解釋給我聽l

而對於報病人我o直覺得自己還做的u夠好l他們兩個竟然同時放t
手邊的工作，就說"'Why'don’t'you'present'to'us'first?"'我就開始瓜瓜瓜
講，聽完他們分別feed'back:'"If'I'were'you,'I'would'phrase'it'like'this….'
It's'beMer'to'say'it'this'way…"'最後其中o位就說"I'think'you'are'great,'
what'you'need'is'just'more'confidence!"'跟Dr.'Seed報完病人後，還u忘
跟我說'"'You'did'a'great'job!"

小兒感染團隊 

左起Kyle,'Me,'Dr.'Seed,'Dr.'
Shapiro,'Tre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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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天我在加護病房打病歷的時候，突然出現o隻黑色的拉u拉多l咦？
醫院u是u能；動物嗎？何況這是加護病房耶？但是喜歡狗的我還是
u自覺地朝著牠移動l走進o看才發現牠穿著藍色的小背心寫著'
“Therapy'Dog'On'Duty”'l原來這是醫院其中o隻Therapy'Dog，他們大
約每週會訪視病人o到兩次l這次狗狗要拜訪的是o位肝臟移植後但
感染的小病人l這位小朋友病得Ｘ重，但每次查房總是搶忍著說自己
還好，只有o點點u舒服，讓大家看了Ｘu忍心l這次小拉拉的來訪，
是我第o次看到小病人露出笑容，y坐到輪椅s試圖摸狗狗，狗狗也
順服地窩在小病人的腳邊l 

往後到了其他科，也u期而遇Ｃ次其他隻狗狗，每次我都Ｘ開心地Ｘ
牠們玩耍lHandler'(；領狗狗作therapy'visit'的訓練師)說Ｘ歡迎大家來
跟狗狗玩，因為狗狗承受了許多來自病人的壓力，也要釋放牠們自己
的壓力，其中黑色拉拉s禮拜才剛去海邊度假回來呢W而狗狗除了拜
訪病人，也會拜訪工作人員，因為他們知道醫療從業人員也Ｘ辛苦，
聽了真是安慰阿Wu過摸狗狗前要記得用泡沫清洗自己的手，保護狗
狗k保護病人也保護自己WRound到內科加護病房時，有位病人都沒有
家屬來看牠而v看起來太沒有活力了，我就問學姊要u要請狗醫師來
拜訪他l學姊Ｘ驚訝的說她u知道Duke有Therapy'Dog耶～我們兩個就
Ｘ興奮的？病人會診了狗狗，u知道會是哪隻狗來拜訪他呢？ 

小兒科pＴ的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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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幸運自己第o個月來到小兒感染科l出發來Duke'的o星期前，我唯
o確定能去的就是小兒感染了l當初會選這個科除了Ｘ喜歡小孩，還
有學長姊的推薦l每天的晨會和u定時的Noon'Conference'也都有Ｘ有
趣的topicl印象最深刻的是o位師長分享去伊波拉疫區的心得，講述
o位有幸活t來的女孩如何留在醫療區照顧母親已u幸過w的寶寶l 
跟往後了兩科比，小兒科步調相對愉快從容，而v充滿朝氣，Ｘ適合
剛到國外還在努力適應的自己，真得Ｘ喜歡W 

繽紛的CFiICNDK’s 
3LsMiPaI 大廳，還有水
族箱喔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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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圖： 
Dr.'Drucker'辦公室中給大
家充電的糖果，最喜歡
Morning'mee1ng'結束後a'
cup'of'Reese’s'pieces!' 

左t：小朋友等候區 

右t：病房窗戶o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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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幸運明欣第
o個月在心臟
科，和我分享
了她前o個月
在心臟科的生
活，好讓我有
心理準備l'

心臟內科和小兒感染科簡直就是天壤之別，病人超級多，分了五個
TeamlConsulta1ve'Cardiology也是teaching'team，o天可能有20多個來
自病房和急診的consultsl每o週會換o位AMending，Resident則是兩
週換o次，麻醉科的Intern要輪調六週，其他內科輪調Intern則是兩
週l通常Resident'會留守急診，處理—種的chest'pain和'
Decompensated'heart'failure，而Intern'則負責處理來自病房的
consults，相較之t多了Ｘ多有趣的casel 

o般每週會有兩堂的Harvey課，u過因為這個月沒有Duke的醫學生，
所以Harvey課暫停，u過還好以前有s過淑怡學姊的課，讓我u致於
太扼腕l老師也安慰我說'“Since'there'are'no'other'students,'you'will'get'
all'the'great'cases!”

Schedule

91 con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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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o週的AMending是充滿活力的Dr.'Freedman，老師會u斷問我對EKG
或CXR的判讀，然而若沒在時間限說出答案，他就會說123,'1mes'upW
嚇死我了W而v老師說話像機關槍，尤其是計算Blood'gas的時候，英
文數字們在我腦海中根本轉u過來阿W還好有兩位Ｘ棒的學姊，其中
LijWen是內科的Resident，她也是台灣人喔，u過她p歲就搬來美國
了l她會說中文，甚至台語耶，真是令我汗顏l另外o位是Bryn，她
是麻醉科的Internlu過學姊們都Ｘ喜歡'Dr.'Freedman，因為他會自己
；著ED'（Emergency'Department）pager，處理急診的大小事，讓學姊
們可以專心地處理病房事務l 

第o週我Ｃ乎都是跟著Bryn趴趴走l當有新病人的時候，Bryn'會先給
我約5~10分鐘的時間去看病人，接著她再跟我o起接病人，出病房後
o起討論我們的Assessment'and'PlanlBryn做事Ｘ有效率也Ｘ優秀，剛
開始我常常跟us她的腳步，有時候會覺得Ｘ失落l然而Bryn'總是u
斷地鼓勵我，“'Hey,'Good'Job,'Ning!”,'"Hey,'you'know'what?'We'will'
always'make'mistakes'and'forget'things",'"Hey,'five'people'will'tell'you'five'
different'ways'of'doing'things,'so'don't'take'anything'to'personally."'而只
要我回答對o個問題，Bryn就會舉起手跟我'“High'Five”!'也就是這第o
個星期，慢慢從Bryn'身s學習如何approach心臟科病人，快速地掌握
支持自己鑑別診斷的資訊，以及培養和自信l也期許自己未來能；給
周遭的夥伴和學Ｏ妹衝勁和活力^.^'

Li->DK, 她也是台灣人喔W
還會流轉的台語呢～u
過在我們還是說英文?D

來 uke'最大的
遺憾，就是o直
沒跟 Bryn照到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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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我們的Dr.'Igor'Klem是Cardiac'MRI的專家，老師u斷告訴我們
MRI可以提供許多有用的資訊，做起來的花費也沒有想像中的高（u
過我沒記錯他好像是說5000美金耶）l當時我們有o位病人，也是醫
院的班長，大約25歲，換值班服時突然syncope被送到急診室l病人的
EKG有明顯的precordial'voltage,'像是leo'ventricular'hypertrophy，但他是
位Ｃ乎每天都去健身房o到兩小時的年輕小伙子耶Wu過當聽到他表
哥曾因為u明原因心臟問題過w，他自己則想起曾被母親提醒說小時
候有醫生說過他u能劇烈運動，拼湊起老師u得u懷疑他有'
hypertrophic'cardiomyopathy，理所當然老師就安排了cardiac'MRI囉l
第o次看到影像s這麼美麗而v在跳動心臟W（當然還是比us心外
活生生的心臟hＤ）u過也Ｘ清楚地看到病人肥厚的心肌，真u知該
如何告訴病人他的病情l雖然我個人覺得Cardiac'MRIＸ漂亮，u過許
多老師仍覺得這只是項高級的玩具，後兩週在CV'我只有再看到其他老
師order'o次Cardiac'MRIl 

第r週的老師Dr.'Christopher'Kontos像o位親切的大哥哥，也是來到心
臟科住院醫師們最想要碰到的主治醫師，因為他u但會？忙處理急診
的大小事，u會要求Residient和Interno直打病歷，還會u斷地
teachingl除了臨Ｄ工作，老師平時也投入基礎研究，和心血管外科合
作研究如何改善peripheral'vascular'disease，因此講到atherosclerosis，
老師會從最基本的血管生理該開始講起l而講到'arrhythmias'老師也會
從基本的心臟電氣傳！開始說故事，真的Ｘ開心耶W 

最後o週的老師Dr.'Terry'For1n被暱稱為'“The'For1n'Train”,'是Duke'
Pulmonary'Hypertension的專家，總是快速地穿梭於醫院中，像老鷹般
巡視醫院，o接到會診就毫u遲疑地；著整個團隊去看病人l偶而有
閒暇時間也閒u得，會；著我們晃到心！管室，和其他心！管的醫師
們update病人狀況lDr.'For1n'似乎有無限的體力，言談之中透露出他
曾經參加籃球和網球校隊，讓我們u禁羨～起老師的文武雙全l這時
老師才和我們分享自己其實是工作了十年才決定當醫師，而v立志成
為心臟科醫師，u過最後會成為肺高壓專家則是o次跟門診的因緣際
會之t，發現可以因此成為肺臟和心臟的雙料專家，酷吧W老師也常
常找機會教學，尤其是和我們講解Pulmonary'catheteriza1on的結果，
如何從扭動的線歸納出重要的生理意義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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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臟科的後兩週漸入佳境，比較知道要怎麼報病人和跟老師溝通，或
爭取自己想要看的病人l同時也有時間去看看Atrial'fibrilla1on的病人接
受'electric'cardio'version'或CAD的病人做catheteriza1onl到第四週可以在
十五分鐘內看完病人問完病史然後報出自己的A/Pl記得o天急診突然
冒出Ｘ多個consults，我就有機會自己去看病人，等我報完後，老師只
問我說：“So,'do'you'think'we'should'admit'her?”'老實說我覺得Ｘ、豫，
因為病人腳u怎麼腫，JVP看起來也u高，但是最近又開始喘，體重增
加，是還能像往常o樣打理日常生活，就行動較少，CXR看起來u像肺
的問題，狀況感覺還好，但我想想還是回答了Yes，Dr.'For1n就說：
“Let’s'go'and'see'if'you'are'right!”'讓我好緊張啊，還好最後老師也覺得病
人要收住院l最後o天Feedback'的時候老師就說：Don’t'hesitate!'
Remember'that'day'you'admiMed'that'lady,'I'think'we'should'admit'her'too,'
you'made'the'right'call,'so'don’t'hesitate!'聽完老師的feedback覺得信心大
增啊l希望這種信心u要退化W 

左起：4KPDNK DN. 
-KKaADIID MaEaK, 
:DsiCDKP DN. LauNa 
MussDISFiPD, 
-PPDKCiKE DN. <DNNT 
2LNPiK, aKC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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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o週我們遇到o位有Nonalcoholic'steatohepa11s(NASH)到肝硬化甚至
有Hepatorenal'syndrome的病人，好u容易等到肝準備做移植手術l然
而在開刀房作Transesophageal'Echocardiogram(TEE)時發現他的LVEF<'
15%，麻醉科緊急喊卡，所以病人沒有得到新的肝，我們也被會診評
估他的心臟功能l然而做了Duke'Echo(Duke對他們的Transthoracic'
Cardiac'Echo的品質引以為傲，所以都稱作Duke'Echo)後，他的EF變回>'
55%，令我百思u得其解l沒想到老師Ｘ生氣的大罵，TEEu能用來
quan1fy'LVEF，這是基本常識W疑？抽空我趕快查了ot，確實有許多
研究顯示TEE會underes1mate'LVEFl和其他心臟科醫師確認討論後，還
有大罵過麻醉科醫師，老師決定直接告訴病人是醫師們的失誤，這可
讓我大開了眼界W大義滅親啊W還好後續追蹤這位病人，他還是有排
到肝移植，而v在第r週的時候我們再度被會診，u過這次是Postj
opera1onal'Atrial'Fibrilla1on，學姊們接到u想再接，已經游刃有餘的
consult了l 

左起：4KPDNK SSDPa 
SDKEuMPa, 4KPDNK DN. 
-KKaADIID MaEaK, mD 
:DsiCDKP DN. LauNa 
MussDISFiPD, 
-PPDKCiKE DN. 
CFNisPLMFDN KLKPLs.  



 

NOO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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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臟科我第o次領會到Intern們接病人，處理醫囑的快k狠k準lu
過到第四週後，我覺得Duke多到u能再多的m電腦n功u可沒啊W首
先，每個病房都有o台電腦，所以往往我在問病史時，學姊已經開始
打H&P了l而在病房等老師時，走廊牆壁s也有電腦，Sta1on也有電
腦，而v是和護理師用的電腦分開喔W這時學姊就會把病歷整理整理，
順便打打自己的A/Pl而和老師o起進去看病人時，瞧學姊又打開電腦
開始敲敲打打，等我們走出病房時，已經有份熱騰騰的病歷等老師過
目簽核了W動作超級迅速吧W難怪o天接個20～30個consults他們也u
怕l另外查房時有像護理師的行動電腦車（速度Ｘ快的），走路k開
冗會時可以用t載好的Epic系統（Duke的病歷系統）到手機和iPad，在
家有個人電腦可以遠端連線Epic系統，真的是到處都可以看病人資料
和打病歷啊W 

還在小兒科的時候就Ｘ羨～內科的同學們每天中午都可以參加Noon'
conference，有著變化多端和好吃的午餐，包括pizza,'墨西哥捲,'中式自
助餐(u過Ｘu道地hＤ),'r明治,'Subway,'chocolate'cookies!'每天都好
期Ｗ午餐喔，無論是哪個主治醫師查房，中午時間o到都會將我趕去
吃飯和聽Noon'conference'學習l 

Noon'conference的主題包羅萬象，多數為醫學知識，u過Ｃ乎每週都
會穿插有趣的驚喜，包括有。＾答k保險規劃k健Ｈ制度等等l其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o位老師分享自己得到prostate'cancer'的心路歷程；尤
其是老師是在conference時被電話告知得癌的晴天霹靂，深深烙印在老
師心中，他千叮嚀萬囑咐千萬u能在電話中告知壞消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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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4CU的迴廊 

急診之外，心內每天必
經之路l

每天有無數的consults，在心臟科短短o個月也累積了u少病人l想想
這o個月我看到了—種heart'failure('HFrEF,'HFpEF,'sarcoidosis,'amyloidosis,'
pregnancy'–induced'cardiomyopathy,'HCM…),'—種chest'pain('NSTEMI,'
angina,'rib'fracture…),'—種Atrial'fibrilla1on,'—種dyspnea'(massive'
pulmonary'embolisim!),'abdomen'aor1c'aneurysm,'pulmonary'HTN,'
pericardial'efuusion,'pericardi1s,'lupus'constric1ve'pericardi1s…，u勝枚
舉l我覺得跟著consult'team看大量形形色色的病人，真的是o個u錯的
學習」境W'



General%Ophthal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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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們來Duke實習，大多選擇內科系，點綴o些外科，但是完全沒
有人選過眼科l排志願序時我、豫了Ｘ久；沒想到這是我在Duke最喜
歡的o科W 

和其他科u同的是，沒有例行的查房和晨會，所有時間都是在門診和
刀房l我們這梯共有四位醫學生，另外r位和我o樣也是visi1ng'
medical'student，來自其他州的醫學院l他們都非常想要走眼科，但是
自己的學校本身沒有眼科可以輪調，所以像我們大六o樣外調來Duke
；後半月則加入了另o位Duke的大二醫學生l每個人被排定的課表和
主題都u同，每天依據當週的主題去跟u同次專科的門診和手術，所
以除了s課時間Ｃ乎u會碰到其他醫學生l

粗體字：當週的主題 
ce：手術 
藍率色：課程和小考，包括眼睛解剖k裂隙燈
操作kaXd和四次小考(Case'Discussion)''

Schedule

07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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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眼科報到的兩週前，眼科的行政助理會寫信問我們有沒有特別想要
多跟的科別，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眼科又再細分成九科W九個次專科
除了我們常見的Comprehensive（o般眼科）,'Cornea（眼角膜科）,'
Glaucoma（青光眼科）,'Neuro'Ophthalmology'（眼神經科）,'
Oculoplas1cs（眼矯型科），還包括在台灣比較沒接觸到的Pediatric'
Ophthalmology（兒童眼科）,'Low'Vision（Ｐ視科）和Contact'Lens'（隱
形眼鏡科？）l 

報到當天我們每人領了o本有點份量的眼科課本Basic&Ophthalmology，
和另o本眼科小書Manual&for&Eye&Examina8on&and&Diagnosisl助理寄來
的信中也有附s眼科架立的學習網站，包含—式—樣的學習資源和每
次考試前的預習指引，內容包括reading'recommenda1on,'sample'
ques1ons'and'quiz'preview'ques1ons（後面附其中o次課程預習指引的
範例）l我個人覺得這些指引提供我Ｘ大的？助，讓我能快速掌握學
習重點，難得地把o本課本從頭到＆唸完，覺得Ｘ有成就感W另外
Ophtho'Book'也是Ｘ好的學習資源，網站中包含電子書（超級好念，這
本更容易從頭到＆唸完W）k影片和眼科’詞字典（Root'eye'
dic1onary）l實習結束後要歸還大書Basic&Ophthalmology，但小書就
是給我們的紀念品囉～ 

總共會有p堂課，四次是含小考的Case'Discussion，而s課o開始就小
考，檢討完考卷後，老師會依據該次的主題選擇o個病歷討論，o次
s課大概o個小時l可以邊吃邊s課喔W因為大二的Duke醫學生t半
程才來，所以我們只好在兩週內密集s課和考試l 

眼科的課程設計Ｘ完整，報到當天s眼睛的解剖，還真得讓我們解剖
豬的眼睛W第o次看到這麼大顆的眼球，我超興奮的W我們的任務是
從厚厚地脂肪組織中切出整個眼球，找到視神經，再將眼球剖開，看
到前房k水晶體k後房k再把lens切開，分出r，W第o次這麼親密
的接觸眼球，Ｘ可惜老師說u能照相或；走l 

第二天的課是裂隙燈的操作，老師說這樣我們去跟診有機會就可以先
？忙看病人，再跟老師或學長姐回報l只u過實際s大概只有第r週
去VA'(Veteran’s'Administra1on)'才有機會真得自己先看病人，u然眼科
的門診動輒40~50人，常常從早s看到傍晚，實在沒什麼機會讓我們先
接病人lu過許多診間都有teaching'scope，或自己把teaching'scope移
到老師的診間，就知道老師在做什麼了i.i



以t是其中o次課程：Acute'Vision'Loss/Ocular'Emergencies'的課程指引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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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ading'Recommenda1ons:'''
a.' Please'read'Chapter'2'(Acute'Vision'Loss)'and'Chapter'5'(Ocular''''

and'Orbital'Injuries)'in' 
the'Basic%Ophthalmology%Textbook.'  

b.' Please'review'Chapter'3'(Neurojophthalmology'),'Chapter'5'(the''''
orbit)'in'the'Manual%for%Eye%Examina4on%and%Diagnosis%
Textbook.'  

2.' Sample'ques1ons'  '

a.' You'may'find'the'sample'ques1ons'at'the'end'of'the'chapters'in''''
the%Basic%Ophthalmology%Textbook'helpful,'on'pages'43j45'and'
111j115.''

3.'Quiz'preview'ques1ons''
a.' What'is'the'differen1al'for'acute,'painless'vision'loss'in'one'eye?' '''

b.' What'is'an'afferent'pupillary'defect'and'in'what'condi1ons'can'it'''
occur?' 

c.' What'is'anisocoria'and'in'what'diseases'can'it'occur?''''
d.' What'are'the'symptoms'of'a're1nal'detachment?''''
f.' What'are'nonjocular'symptoms'of'Giant'Cell'Arteri1s'and'how'is'''''

it'treated?''
g.' What'are'the'ocular'sequellae'of'blunt'ocular'trauma?''''
h.' What'is'the'ini1al'treatment'of'a'chemical'burn'to'the'eye?' ''



 

RETINA 

COMPREHENSIVE 

  ���

第二天開始實習馬s就開始實習，我的課表分成四週，可以參考o開
始看到的表格l大致s分為 
g1,'Introduc1on'&'Re1na''
g2,'Comprehensive,'Contact'Lens,'Cornea,'Peds'&'Oculoplas1cs  
W3,'Veteran’s'Administra1on'美國版的榮總 
W4,'Comprehensive,'Neurophysiology,'Glaucoma'&'Low'Vision'
除了在o般眼科會看到比較多u同種類的疾病，大致s個次專科的門
診就只會看到該次專科的疾病了l難怪之前有老師開玩笑說：好羨～
眼科醫師，每個人只要看o，W 

Dr.'Jaffe的病人超級超級無敵多，我個人覺得他得根據主要來自cＣＴ
和其他眼科檢查而u是裂細燈檢查，因為他都用大概o秒鐘的時間看
視網膜hＤ'u過在刀房就有趣了，開Vitrectomy'好像小型的腹腔鏡手
術，但是在原本裝玻「體的空腔中，這可是縮小了好Ｃ倍的腹腔鏡啊l
u過他們說Vitrectomy可是有Ｘ悠久的歷史，比腹腔鏡發展的早多了W
而動手術是從眼球表面伸進器械，好像在深海撈針o樣，老師和學長
的動作都好精細精巧，令我看得目u轉睛l

跟Dr.'Horne的門診有許多白內障k老花眼和初診的病人l大部份病人
都要經過o般眼科會診才會轉到其他眼科次專科l跟診時老師會問許
多基本的問題，雖然有事先念了o些書，可是還是被電到焦焦的lu
過這是我第o次實際操作裂細燈看病人，還有用indirect'fundoscope看
到視網膜，好漂亮喔W只是有時候動ot就找u到視野了l 



CONTACT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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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S 1TD BDKPDN 

3uCsLK .uiICiKE 
這張是網路s的照片，
u過真的就長得這麼漂
亮W

contact'lens 8
65 Dr.'Petrowski1. Duke'Contact'Lens 1
7  

原來病人所；的是scleral'lens，比o般隱形眼鏡更大片，蓋在旁邊的
sclera而u是cornea，和cornea中間反而有空間可以裝ar1ficial'tearsl雖
然每個病人戴s去眼睛都看起來水汪汪，Ｘ漂亮，u過這可u是瞳孔
放大片（Sclera'lens）喔W兩個單字結＆差了o個blSclera'lens用於化
妝k特效，會讓眼睛眼睛看起來u同凡響W但Scleral'lens是設計來給o
些sensi1ve'cornea,'irregular'cornea,'dry'eyes的病人lScleral'lens和
cornea'中間的人工淚液可以避免cornea直接被刺激，填平cornea的u平
整，將病人視力調整到Best'corrected'visual'acuity,'或者是為乾眼症的眼
睛保持濕潤的」境l 

要為病人找出最適合的scleral'lens要花費u少時間，每位病人都經過反
覆地配戴和調整，所以o個早s老師頂多看6~8位病人喔Wo個病人至
少要看30分鐘以sl其中o位病人因為之前戴隱形眼鏡刮傷角膜，所
以看東西o直u清晰，戴sScleral'Lens後驚呼'“Wow!'This'is'awesome!'I'
can'see'clearly'again!”'老師就轉過頭跟我說：“I'am'wai1ng'for'my'
student'to'say'her'teacher'is'amazingW”'真讓我u知道該說什麼啊～然
而對乾眼症的病人來說，老師說治療起來就u那麼有成就感了，因為
戴scleral'lens是需要花時間適應的，但許多病人本來眼睛長期u舒服，



OCULOPLASTIC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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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台灣o樣，眼科整形Ｘ熱門，u過在像Dukeo樣的醫學中心主要
是處理Grave’s'Disease'造成的eyelid'retrac1on，年紀大了眼皮擋到視
野，或者是眼睛附近的cancerlDr.'Woodward'非常有活力和精神，他
u論是開刀或門診都跟我Ｒ調，這科實在太好玩了，病人從eyelid'
defect的小朋友到愛美的年輕人到眼皮t垂的老人都有，疾病從輕症割
割雙眼皮到Grave’s'Disease,'cancer都有，包羅萬象，絕對u會無聊W確
實有位醫學生就非常心動，他的目標就是成為Oculoplas1c'Surgeonl他
還計算過，若是從眼科而u是整形科進入眼科整形的次專科，可以少
整整o年的受訓喔W 

小兒眼科是這些科別中我最喜歡的o科了，Dr.'Freedman雖然非常忙
碌，可是她無時無刻都會停t來教學，y在進診間前大致跟我講ot
病人的狀況lu過小病人實在是太多了，常常到兩點才結束早s的診，
t午診看到晚s更是常態l所以只好前o天先做功課，；著pa1ent'list
去跟診l 

小朋友的診間和成人診間Ｘuo樣，充滿—式—樣的玩具l醫師的手
邊和腳邊有許多的小機關，當老師要小朋友看前面的時候，就會讓前
方的小豬玩偶發出聲音開始動，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向前看l若小朋友
u喜歡小豬，還有小鴨和小狗喔l而長長的診間加s鏡子的設計，讓
小朋友的位置到螢幕達到視力檢驗需要的6m，方便醫師檢查l若要小
朋友向s看，醫師就會說:'“Hey,'look'up,'do'you'see'a'dolphin?”'我也跟
著抬頭，才發現原來小朋友的檢查椅正s方是o隻海豚在悠游的磁磚W
而老師就趁小朋友往s看得時候檢查眼睛l最妙的法寶是o隻會旋轉
和發光的米奇頭棒子，小朋友對pＴ發光的米奇頭愛u釋手，眼睛直
溜溜地瞪在它看，當然也是老師檢查眼睛的好時機囉～u過還是有些
小朋友無法配合，只好到手術室進行我最喜歡的全麻檢查，因為只要
老師和學長姐檢查完，我愛看多久就看多久，小朋友都u會哭鬧喔W 

許多小病人都是老師從小寶寶開始追蹤的病人，包括Congenital'
glaucoma,'re1na'of'prematurity,'congenital'cataract等等，有些小朋友甚
至已經唸大學或開始工作了l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個兄Ｏ，他
們o出生就有congenital'glaucoma.'雖然視力仍然無法像o般人，但在
長期追蹤和—種輔助器具的？助t，其中o位已經s大學，另外o位
則在讀高中，而v正在做程式設計的實習工作，讓我好佩服好感動l
這是我第o次認真的覺得醫師可以真得改變o個人的人生，而u只是
Ｌ長生命l



LOW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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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o的師長合照 

左起：<DBFKiBiaK 
KaNDK, MaIDDKa  ,!,  
MD, DN. 1I-DaiNi  

Ｐ視科，又像是視力輔具科，有Ｘ多的工具和資源可以？助Ｐ視的人，
例如小望遠鏡，可以把—種書籍文字放大的超級放大閱讀器，還可以
把對比從黑白改從藍白等病人舒適的顏色，或者是把書唸出來l而Dr.'
Whitaker的診間抽屜塞滿—州—郡的資源清單，？助病人找尋較便宜
的輔具k支持團體k。學金l 

等老師進診間時，o位黑人女大學生，也是初診病人主動開始跟我聊
天l她問我是讀什麼的啊，讀書好u好玩，她說即使自己視力u好，
他的目標是繼續升學唸碩士l根據他的轉診病歷，原來之前女孩服用
避孕藥後，發現視力o直退化，加s她本身比較豐腴，老師Ｒ烈懷疑
是Idiopathic'Intracranial'Hypertensionl'然而兩年前她的primary'eye'
doctor沒有發現她的視神經可能因為高腦壓有永久性的傷害l現在照
顧這位病人，老師Ｘ生氣也Ｘ心痛l若是兩年前就開始治療，u但可
以減少視力的缺損，還可以全額免大學學費l這筆錢可影響著女孩能
u能繼續唸完大學；美國高額的大學學費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經濟重擔l
女孩的家庭yu知道有Ｘ多社會資源可以協助她，回想自己因為視力
退化，課業o落千丈，女孩臉s難掩失落l走出診間老師u斷跟我說，
這個女孩實在是最棒candidate，即使視力退化，這兩年仍努力地u讓
自己被當掉，成功升學，他o定有辦法？女孩申請到。學金l希望在
Dr.'Whitaker的？助t，女孩能成功完成她讀完碩士的夢想l 



NEURO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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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基地  

也u是啦，這是醫學系
館頂樓的讀書空間，人
Ｘ少，而v可以俯瞰
3LsMiPaI 和校園喔!

怯生生地敲了門走進Neurophysiology的診間，老師Dr.'EljDairi看到我愣
了ot，然後問：m奇怪，我怎麼會有學生呢？n突然提高八度：m怎
麼在這個青黃u接沒有總醫師的時候丟給我學生？n過u久，診間的
Coordinator'Chris'出現要把我；走，還好老師改口說他u介意我留t
來，我才有機會看到—種有趣的病人啊W 

Neurophysiology'因為Ｃ乎每個病人老師都希望做Goldman'visual'field或
其他比較精密的檢查，比較耗時，所以o診的人數大概5~6位l其中有
u少Idiopathic'Intracranial'Hypertension的病人，u過相較於在Low'
vision'看到的病人，這邊的病人狀況比較好，視神經受到傷還可以回
複l我也蠻驚訝單純減重k飲食控制和利尿劑就讓Ｘ多病人的
papilledema大幅改善l 

空擋時間，老師會；著我看—種的視野圖ku正常的視神經盤和正常
的視神經盤l最有趣的是，以前神解中的—種視野缺損真得可以親眼
看到耶W其中有o位病人發現自己好像兩側視野受損，可是都沒有找
出原因，直到來到老師的診間，才發現他有bitemporal'hemianopsia，
結果MRI真得發現在op1c'chiasm的地方長了o顆pituitary'tumor，老師
Ｘ自豪是她診斷出來也解決病人的困擾W 

因為這個診比刀房更有趣，最後o週我忍u住多跟了Ｃ次老師的門診l
Ｘ多病人最初來看老師的原因都是diplopia和visual'field'lossl前前後後
看了Thyroid'eye'disease,'myasthenia'gravis,'Horner'syndrome,'Giant'cell'
arteri1s,'stroke造成的one'and'a'half'syndrome和其他我想u起來的—種
syndrome和reflex的病人，比我在神經科看到的眼神經學症狀還多耶W 



VA（VETERAN’S ADMINISTRATION） 

 

沒錯，這就是美國版的榮總囉WVA的就醫」境當然無法和Duke剛成立
的Eye'center''相比，u過VA的眼科Ｃ乎都是Duke的醫師來支援，或者
o些大老級的醫師們退休後來VA兼診l據說同樣的藥在VA拿比較便
宜l另外VA可以看到全國的病歷資料，u過除非特別申請，Duke是看
u到VA的資料的l 

學長姊Ｘ喜歡輪調來VA，因為在這裏可以獨立看診，看完後再跟主治
醫師或者是fellow回報，也有更多的機會可以s刀l也是在VA學長讓我
自己開o間診間，看完病人後再；去他的診間lu過因為我去的診剛
好是re1na'clinic，即使病人有散瞳，我還是沒辦法好好看他的視網膜
然後跟學長報告l 

相較於Duke的病人，感覺s這邊的榮民伯伯們都比較親切，他們Ｘ多
都經歷過韓戰和越戰，甚至遊歷到其他中南美或非洲國家l我驚嘆地
說：mHey,'it'seems'like'you'have'been'traveling'around'the'worldWn伯
伯回答：mYou'are'right!'Thanks'to'the'army'and'their'good'care'of'me.n'
咦？看到伯伯斷了o條腿，兩眼視力也u佳，真覺得我們沒什麼可以
抱怨的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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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都會有排定的s刀時間，基本s是Ｘ享受的過程l自我介紹自己
是醫學生後，大多數老師都會跟你大概解釋ot他們要做的個案和手
術步驟，而v也可以隨時問o旁的Fellow或Residentl小兒眼科時s刀
是Ｘ好的學習機會，因為小朋友被全麻反而可以讓我們好好檢查l我
們這梯因為比較多人，總共有四位學生，所以若有o些特別想跟的刀
或科別，需要跟同學協調otl眼科的刀房獨立在眼科大樓，而桌s
總有—種餅乾，旁邊還有免費的飲料機，可以沖泡—種咖啡k茶k熱
可可，甚至還有冰淇淋的冰櫃喔，所以在刀與刀之間可以好好休息l'
當時最大的享受就是t刀的時候來o杯濃濃的Dove'熱可可啊W 



CASE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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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報告 

這是病人大約四個月的
病程，要u要猜猜是什
麼病啊？ 
1 U>2U> 
3 U>(  

剛得知眼科有Case'presenta1on時我好緊張，因為我們y沒有真得照顧
或追蹤眼科病人的經驗lu過自己真得Ｘ幸運，在跟診的時候遇到了
o個我覺得Ｘ有趣的感染病例，門診結束時怯生生地問老師可u可以
擔任我的指！老師，y在我做完簡報後跟我討論l沒想到Dr.'DaluvoyＸ
爽快地答應了，還說要提供我o些他其他病人的照片呢W 

老師們特別聲明，這個Case'presenta1on'其實是o個讓醫學生表現的最
佳時機，負責Resident招募的老師會出：，所以醫學生們都卯足了勁l
其中有o位學生分享的caseＸ有趣，是他在另o間醫院遇到o位從非
洲疫區回來的無國界醫師，懷疑得到Ebola'associated'uvei1sl大家都Ｘ
專心聽喔W病人Ebola治療痊癒後，r套抽血Ebola'virus'1ter'nega1ve,'
但在出院後十天發現眼睛疼痛v視力減退，被診斷有anterior'uvei1s，
然而過十天後，惡化成panuvei1s，然而conjunc1va'swab'沒有驗到Ebola'
DNAl前前後後又治療了大約50天才痊癒，u過o治好，這位醫師馬
s又飛回疫區照顧病人了了W有趣的是，負責招募Resident的老師聽完
這個case就離：了，另外兩個醫學生好扼腕啊～

眼科的實習因為沒有前人的經驗，去之前比較緊張，u知道該怎麼準
備，u過還好在兩星期前眼科就會寄來相關的準備資料，讓我們第o
天報到的時候u至於措手u及l另外眼科的課程規劃Ｘ用心，無論是
s課k進刀房k跟門診都可以學到Ｘ多實用的知識，以及Ｘ完整的體
驗到—個次專科的生活l我覺得這是個u管對眼科有沒有興趣的人，
都會學到Ｘ多東西的地方l小缺憾是因為沒有分team，自己在—處飄
泊，比較難像在心臟科的時候，和InternXResident'成為好夥伴l 



 
這r個半月的生活可說是有笑有淚k刺激緊張k滿載而歸l謝謝所有
讓我們有機會成行，o路s？助我們的許多人l 

謝謝和信醫院的師長們，包括黃院長，還有預備我們的所有老師們，
以及？我們處理所有大小事的育美姐l 

謝謝Duke的師長們，包括載著我們奔波打理生活的Amy'Pierson,'為我們
排課的Steven'Wilson,'以及；我們學習又；我們玩的Dr.'Tony'Huang,'還
有讓我有機會去感染科蜻蜓點水o星期的Dr.'Luke'Chen,' 4 .
ScoM' ,' ~ Professor'Ashely'l 

謝謝陽明和北榮的師長給我們的支持，包括凌憬峰老師k楊令瑀老師k
周穎政老師k蒲正筠老師l 

謝謝這群在Duke認識的新朋友Amy'Lee,'Tammy'Hsu,'James'Lin,'Richard'
Hsu,'Chingjchuan'Wang,'ShihjHan'Chang,'ChienjKuang'Ding,'Joann'Su,'
Uncle'Howard,'Alex'Tzeng,'Chunjchi'Chang,'Teresa'Lee,'Andy,'Robbins'and'
Guan'Wen.''

謝謝這四個月o起學習o起玩樂的好夥伴：Bernice,'Chiajyu,'Mere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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