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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寶
慈濟醫療團隊搶救母嬰

聽

醫學院畢業後，雖然有些師長朋友不

年前，婦產科都是醫學系班上前幾名的

認同，我還是毅然決然選擇了花蓮慈濟

精英才有資格選的科別，然而大環境改

醫院婦產部，自己心底的話是：「去需

變的影響，在我醫學院畢業前，婦產科

要你的科別，選擇需要你的地方。」當

已經是冷門科別、人才羅致困難。有句

初，我早就預見這是一條辛苦的路，因

笑話是這樣說的：「只要有手有腳，就

為它內外科兼具的科別，以及環境的改

可以進婦產科。」

變。我本身也希望職業生涯有操刀的訓

好事多磨練內功
給自己一個微笑

心底的話
文／龐渂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婦產部主治醫師

練，但又不喜歡大外科那樣需要長時間
待在開刀房裡論英雄；加上生產本質上
是喜事，能夠讓產婦安全產下寶寶是一

與慈濟結緣，是我在馬來西亞高三畢

件很有意義的事。人生不過幾十年，過

業後參與一場慈善發放活動時的事。慈

得有意義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就這

濟團隊秉持上人的法所呈現出來的真善

樣選擇了這條不歸路……

美讓我印象深刻。後來到臺灣留學、考

雖然充滿雄心壯志，也早就預見這是

上國立陽明醫學院後，和師姑師伯及幾

一個艱辛的起點，但真正開始住院醫師

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努力下成立了慈

生涯後才親身體會這條路上的孤單。其

青社；大四那一年慈青幹部訓練營時，

一，缺乏學長姊的教導及同儕的互勵。

現代人生活忙忙碌碌，很少有機會讓

命，只要產婦要生了就得隨傳隨到。很

我因故必須提前離開，夥伴歡送我的時

醫學常常是一脈相傳，很多臨床經驗都

自己靜下來，與自己的心靈對話，聽聽

多時候、孕婦面對僅一位產科醫師，但

候，我在德悅師父面前發了一個願：「我

是學長姊一步一步慢慢帶、做分析給我

自己心底的話。每每遇到重大決定的時

是產科醫師要面對的是很多位孕婦，她

一定會再回來慈濟。」

們聽後才真的學會；如果出現斷層，就

候，我都會讓自己一個人靜下來，或加

們在懷孕過程中的任何不舒服或是疾病

上一張白紙、鉛筆和橡皮擦，塗塗改改

都需要產科醫師。產科醫師總是希望能

自己的未來。

讓孕婦安全生產，往往不敢離開醫院太

家父在我國三時因肝癌住院治療，後

遠，大概方圓五十公里是產科醫師的活

來往生。整個醫療陪伴過程讓我深深體

動範圍，因為有時候產婦生得太快，會

悟到，病人和家屬因為對疾病的無知而

來不及接生。

惶恐不安，以及醫護人員對病患家屬關

一 般 婦 科， 涵 蓋 各 種 婦 女 疾 病， 包

懷的重要性，這對我走上醫學這條路影

括最常見的經痛、停經症候群、子宮肌

響甚鉅。

瘤、肌腺瘤及內膜異位症等，其他次專

榮耀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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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專科醫師也已經飽和了。在二十

冷門的選擇

科如婦癌、婦女泌尿等，如果是病人比
較多的醫師，還是需要每天排程開刀。

產科是婦產科的基礎，產科醫師就

而生殖內分泌科，是生活品質較好的次

像便利商店一樣全天候、全年無休在待

專科，患有不孕症的人數逐漸增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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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大學創立慈青社的龐 渂醛醫師（後排左二），曾向德悅師父（後排左三）發願，學成後要回
到慈濟服務，到需要他的地方貢獻心力。龐 渂醛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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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團隊搶救母嬰

很難有好的傳承。當年面試的時候，花

有其他住院醫師，凡事自己來，當了主

蓮慈院婦產部還有一位住院醫師，心裡

治醫師，因為也還沒有住院醫師，還是

感到慶幸、至少有一位學姊可以靠，沒

凡事自己來。當遇到這種壓力和困境，

想到在我報到後，學姊已經離職了！此

真的就要運用證嚴上人的智慧，改變一

時此刻、慌也沒有用，只好咬緊牙根，

下自己的想法，例如告訴自己「多做多

既來之則安之。沒有住院醫師就沒有制

得」，心裡會比較好過一點。此外，醫

度，訓練的過程難免有不踏實的感覺；

學中心還負有教學的責任，見、實習醫

我一方面是有待訓練的住院醫師，卻也

師每個月來婦產科輪訓，我是惟一的學

身負協助建構住院醫師制度的重擔，整

長，有時候忙不過來、沒有什麼時間教

個建構過程雖困難重重，卻也讓我學習

導學弟妹，真是有愧於他們。

不少。

其 三， 身 處 隔 離 的 學 習 環 境。 花 蓮

其二，臨床工作重擔未得分擔。按一

慈濟醫院因為位在「後山」，很多進修

般常理，第一線值班醫師按年資越高、

課程或國際研討會都在西部舉辦，如果

值班數逐年減少，當到總醫師以後基本

要參與院外的活動往往需要舟車勞頓、

上就會排到第二線。這些年在花蓮慈

翻山越嶺，花時花費才能如願。不過也

院，從住院醫師第一年到臨床研究醫師

因為這樣，每次有機會參加我都非常珍

(Fellow)，每月第一線值班數一直是十

惜，也因此受益良多。

會遇到磨人心志的人際人事問題。說真

婦產科的困境

班，換句話說平均每三天就要值一班，

其四，在薪資方面，偏遠地區的醫院

的，也曾經有想過離開花蓮的念頭，甚

還好後來因為要唸研究所減至七班，才

並沒有享有比較高的待遇。當知道別家

至是想不開的時候。有好幾次，內人看

婦產科醫師高添富有一句玩笑話，直

稍稍舒緩一點。當住院醫師時，因為沒

住院醫師第一年的薪資比我在花蓮慈院

我如此沮喪，極力勸我離開花蓮慈濟，

指問題核心，就是婦產科「錢少、事多、

當臨床研究醫師的收入還要高的時候，

但靜下心來後想想，心底的話是：「我

離『監』（獄）近」。臺灣嬰兒的出生

難免心理會不平衡；不過想想我當初來

不是因為他們而來，何必因為他們而離

率逐年降低，婦產科的風險較高、醫糾

花蓮的初發心，想想我得到的東西，再

開？」咬緊牙根，倒吸一口氣，繼續往

也特別多，這會讓年輕一代醫學生認為

想想靜思語「甘願做，歡喜受」，也就

前走！感恩上人的靜思語伴我度過每一

沒有前途可言；事實上，婦產科的出路

對自己微笑一下。

難關。最欣慰的事是去年參加婦產科專

很廣，產科不過是婦產科的一部分。不

科醫師甄試，在通過率只有百分之七十

可否認，婦產科占全體醫療糾紛鑑定案

歲的測驗裡，筆試及口試兩關都順利通

的百分之十五；如以專科執業醫師數計

過。記得考前三個月，心裡十分煎熬，

算，每名婦產科醫師的醫療糾紛為平均

回想起自己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

因為沒有任何學長姊的經驗談或是資源

的二點八倍。懷孕或生產的過程中有許

有時候眼淚會在眼眶裡打轉，只能將吃

分享，凡事只得靠自己去努力。這次通

多的不確定性與危機，需要婦產科醫師

虧當吃補。當然也遇到許多好老師，如

過專科醫師甄試，證明花蓮慈院的住院

的協助；大環境因素、婦產科醫師不足，

關鍵導師朱堂元主任、研究指導丁大清

醫師訓練，跟其他醫學中心比起來有過

導致產科醫師太勞累時也容易出錯，因

醫師及啟蒙老師陳寶珠醫師，當然，也

之而無不及。

此進入惡性循環。令人感慨的是，養成

靜思語伴度難關低潮
認證過的果實最甜美

各種婆婆媽媽們提出來的問題，龐 渂醛醫師都
仔細聆聽，盡力給予幫助。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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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守護花東地區婦女的健康，龐醫師經常參加各種社區健檢講座，教婦女朋友照顧自己的健
康。圖為他在母親節宣導婦癌防治。攝影／魏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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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療團隊搶救母嬰

一位婦產科醫師需要十幾年的光陰歲

未來五年內會出現一波退休潮；全臺

月，摧毀一位婦產科醫師只需要短短幾

三百六十八個鄉鎮當中，已有超過六成

分鐘偏頗的報導。目前的健保給付由於

找不到婦產科醫師，更可怕的是，就算

未考量部分高風險、需值班、重症照護

找到了，也可能不想、不願或不敢替人

之科別，如婦產科、兒科及外科等，提

接生。

供足夠之給付差距，造成薪資與勞力付
出不成比例的怪現象，也是致使醫師流
失、且新進住院醫師無意願投入婦產科
的一大原因。

善用專長與專業
照顧獄民及新移民
花 蓮 臺 東 地 形 狹 長， 婦 產 科 醫 師

根據醫學界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

不但缺少、且分布不均，以花蓮市數

學雜誌》的建議，每十萬人口需要十

量最多。從當總醫師開始，我就固定

點一九位婦產科醫師，才能夠提供較

去花蓮女子監獄看診，因為被關在監

為完善的醫療照顧。臺灣目前共有兩

獄裡的婦女也會生病；當玉里慈院要

千三百九十四位執業婦產科醫師，亦

求支援，我也是聽心底的話：「去需

即每十萬人口只有九點四位婦產科醫

要你的地方」。除了服務花蓮南區及

師、是不及格的，新竹地區某醫院已出

臺東女性外，我還希望服務新移民女

現「生產要先領號碼牌」的怪現象。還

性。花東新移民女性人口總數約有一

工 )、出具清寒家境證明可免門診掛號

綠草，欣賞花蓮的好山好水，心情也會

有一個更讓人擔心的數據，執業婦產科

萬九千人，結構以外籍配偶最多、人

費以及友善轉介制度等，期望能把新移

變愉快。每次從花蓮慈院九樓的健檢中

醫師平均年齡已達到五十四點八歲，

數逾六成，其次為外籍居留外僑與外

民女性在語言、文化、經濟或是對陌生

心診間望出窗外，看見朵朵純白色的雲

籍勞工。她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

環境的障礙降到最低。真的非常感恩在

圍繞著那從淺綠到蔚藍、層次分明的中

多元文化的成長背景，但在就醫的過

朱堂元主任、院方以及內政部入出國及

央山脈，想到上人的慈善世界，此時此

程面對許多問題及困難；例如因語言

移民署花蓮縣服務站的大力支持下，本

刻心底的話是：「你怎麼捨得離開這美

的障礙而無法瞭解醫師指示的用藥方

計畫始得順利推展。

麗的花蓮以及慈濟呢？」

法，或醫護人員在照顧新移民時因為
無法傳達或執行醫囑，容易產生挫折

26

人醫心傳 2012.08

美麗境界

照看己心

婦產科未來的前途是嚴峻的，考驗
政府以及國民的智慧。而一路走來，

雖然，現在每星期有一個整天要南

除了期許自己在臨床上成為一位具專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能說多種語言，

下玉里慈院看診，當天必須起個大早，

業且貼心的醫師外，在手術檯上也希

對東南亞文化有較多的認識，對於照顧

然後趕在九點以前到達，下診後再花

望往微創手術方面專精；心靈上希望

新移民有多一分的同理心，所以決定提

兩小時的車程回到花蓮。然而，每當

跟著上人的法再修正自己許多的缺點。

出「提升花東新移民女性健康照護計

知道很多花蓮南區或是臺東地區的女

最後，自己在醫學研究上也有一點興

畫」。計畫裡規劃出具有文化敏感性和

性因為我的開診而免去舟車勞頓、費

趣，不管是婦癌或是子宮肌瘤的防治，

適切性的健康照護措施，如新移民志

時費錢來到花蓮市看診時，就打從心

期望未來都能夠有所突破，以造福天

工預約陪診翻譯服務 ( 目前只有越南志

底感到滿足。其實，通勤路上看著青山

下女性。

和無力感。

基於一份對新住民
的 關 心， 龐 醫 師 提
出提升花東新移民
女性健康照護計
畫， 希 望 能 照 顧 這
群在臺灣人數眾多
卻相對弱勢的女
性。攝影／魏瑋廷

花蓮南區婦產科醫師缺乏，龐醫師每星期到玉里慈濟醫院支援門診，仔細幫孕婦做產檢以及婦女
看診。攝影／張汶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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