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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醫師的同理心、恐懼、悲傷、羞愧、 

理想破滅、醫療訴訟糾葛…… 

對行醫之路的影響與衝擊！ 

 

醫師與病人的世界，位處於特殊的神聖空間。 

歐芙莉帶領我們探索科學與靈魂相會的那方天地， 

活潑動人的筆觸，豐富了心靈，扭轉了我們的心態。 

—— 古柏曼（Jerome Groopman），《醫生，你確定是這樣嗎？》作者 

 

本書充滿悲傷和喜悅，令人恐懼、又發人深省。 

歐芙莉說理清晰，滿腔熱忱， 

指明了情緒在行醫與療養健康方面占據的重要地位， 

述說了對於病醫雙方皆至關重大的故事。 

—— 柯來斯（Perri Klass），《在你穿上白袍之前》作者 

 

歐芙莉……堅毅不屈，洞察敏銳，毫不畏懼， 

願意挖掘自己的初衷，也願意探究他人的初衷。 

這些特質正是良醫尋得真相的要件。 

—— 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雙生石》與《我的祖國》作者 

 

歐芙莉對於病人生活各層面，展現敏銳的感觸， 

令人印象極為深刻，也極度觸動心弦。 

要是有更多醫師能像她這樣（也寫成這樣），就太棒了！ 

—— 薩克斯（Oliver Sacks），《睡人》作者 

 

 

行醫最基本的恐懼就是： 

我們會害死誰、我們會明顯傷害誰的身體。 

—— 第三章〈六神無主〉 

 

一般人印象中，醫師都很客觀理性，總是能輕易抽離情感。 

不過，醫師經常處在勞心勞力、面對他人生死交關的場合， 

難免會有焦躁、沮喪、氣憤、悲痛、或喜悅、得意的時刻， 

這些情緒反應，其實深深影響醫療照護的方式和品質。 

 

許多書籍描寫了醫師如何思考、如何執行醫術， 

卻很少討論醫師的情緒和情感層面。 

歐芙莉醫師於《醫師的內心世界》書中， 

深刻剖析了醫師深藏於心的情緒反應， 

直搗醫療領域很少人探知的核心課題。 

 



歐芙莉醫師素以細膩觀察著稱， 

她講述了醫師如何在起起伏伏的行醫生活中安身立命， 

以及有時如何情緒潰堤…… 

她據實描述差點害死病人的事故，說起難以啟齒的羞愧， 

也坦然表示自己無時無刻不害怕重蹈覆轍。 

篇篇故事在在證明了無可否認的事實： 

醫師的情緒對於照顧病人的方式，當然有直接而巨大的影響。 

如果臨床醫療人員與病人，皆能瞭解醫師的內心世界， 

採取適切的因應措施，當能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讓病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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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就像是上帝從空中伸出一隻手 

 

醫師向來嫌惡酒精中毒、藥物成癮、病態肥胖的病人，而且通常不會努力

掩飾。此惡舉可說是臭名昭著，更是醫院裡的不成文規定，各層級的醫護人員

都自然而然拿這類病人來開玩笑，也不覺不妥。這類醫院俚語，反應的不只是

嫌惡，還有生氣與厭倦。取笑患肥胖症的病人為擱淺的鯨魚，把居無定所的酒

精成癮者稱作屎人或人渣，早就見怪不怪。 

醫師歷經多年養成教育，嚴格要求自律，奉行延遲滿足，雖已知成癮與肥

胖部分源自生理機制，許多醫師仍然會無意識的（通常是有意識的）把這些症

狀看作是懶散、自溺、貪心、裝病、漠不關心的結果。對某些醫師來說，要辨

識並重視這些疾病造成的傷害，實在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尤其有些病人自己

既看不出來、也不在意。 

毋庸置疑的是，成癮症病人堪稱最難合作的一群。這些病人除了生理層面

受傷，通常心理層面也背負不少重擔，可能承受了憂鬱症、孩童時期創傷、性



虐待、社經地位弱勢、人格障礙，更別提七零八落的醫療體制，治療成癮症狀

的方法寥寥可數。 

無論醫師、治療師、治療計畫、或是病人本身如何努力，成果總是輕而易

舉就一筆勾銷。這些足以掩埋成功戒治手段的反作用力，似乎早就蠢蠢欲動。

難怪受訓中的醫師很快就抱持著類似虛無主義者的態度，認為照顧成癮症病人

毫無意義可言，盡量避免浪費時間在他們身上。 

我們在貝爾維醫院訓練的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看過太多酒精戒斷症病人，

已不覺得這些個案有多特殊。住院病人若診斷為酒精戒斷症，醫療小組一般會

粗略做完病史詢問，接著調整一下苯二氮平類藥物劑量，等病人的震顫平息，

接著就待病人能穩定走路，准許出院。轉介藥物戒治案例，充其量也是敷衍了

事。同理心發生供應短缺。 

勤懇認真又有同理心的年輕醫師，為什麼會有這種舉動，其實不難理解。

酒精戒斷症病人一般脾氣陰沉，身體有股難聞氣味，需要花費許多心力照顧。

幾乎所有病人昂首闊步走出醫院後，就直接遁入酒鄉，兩週後又再次入院。許

多病人接受戒治時，像是參加城市巡禮，一間跳去另一間，結果就是什麼都化

為烏有。不少酒精戒斷症病人熟習如何操弄羥可酮與煩寧；許多人設法取得公

共救助或失能證明，但事實上什麼事都沒努力，只繼續喝酒、吸毒。醫師通常

都是以「靠一己之力拉自己一把」的態度面對人生，因此對於這些看起來像社

會寄生蟲、自私自利的乞討人士，很容易就深惡痛絕。 

多年前我照顧的卡勒羅先生，正是這一類病人。有天，我小組裡的住院醫

師淡淡宣布說，新來的住院病人已經是第五十七次住進貝爾維醫院了。每次住

院不是海洛因、羥可酮等鴉片劑過量，就是產生戒斷症狀。這一次是過量，而

正式的治療計畫其中一環就是讓卡勒羅先生睡到沒事，就可出院。我瀏覽一下

堆積如山的病歷，發現似乎住院醫師都只是把上一次住院的醫療病史拿來抄。

但我很難指責他們，畢竟上一次住院到下一次住院，還真的沒什麼兩樣。 

每天教學迴診時，我們會挑一兩個新的住院病人案例來深入檢討，通常會

挑最不尋常、最需要說明、或是病情最嚴重的病例。我當天想來點挑戰，所以

建議教學迴診時討論卡勒羅先生，他可說是目前最無趣的住院病人了。會挑

他，也是想挑戰擔任主治醫師的自己，想在最平凡不過的住院病人身上，找到

教學的重點。 

我把小組帶到病床前，暗自忖度我是不是犯了滔天大錯，等一下大概會悔

不當初。我腦海中浮現的景象是：我面前有個愛無病呻吟的病人，只會東拉西

扯，根本沒意願或根本沒辦法正確回答任何問題。我可以想像所有小組成員都

不耐煩的移動腳步，苦著臉忍受飄出的腐臭味，偷偷摸摸查看待辦事項清單，

想著早知道就帶咖啡來，默默數著分秒，希望我趕快放走他們離開這場磨難，

思考輪訓結束後要對我寫下哪些刻薄的評論。 

卡勒羅先生是四十九歲的白人，外表正如外面海報常畫的那樣：衣衫不

整、蓬頭垢面、雙眼無神，一臉狠遭生活打擊的典型酒鬼形象。他的皮膚蒼白，

黯然無光，彷若一只破舊瓷器。我盡可能搬來多張座椅，以免我們站得老高遮

住了他，不過這裡沒那麼多張椅子，醫學生成群擠在靠後方的牆面。 

訪談一開始，前景並不樂觀，我丟出的問題，他大多都以一個字或是悶哼

回應。卡勒羅先生可以答出標準的數據，包括戒癮目標、美沙冬療法、刑期，

不過這些數據接著揉雜進慘淡寥落、令人熟悉的活人畫之中。儘管我凝神注視

著卡勒羅先生（他後來幾乎都直瞪著天花板），我還是可以感覺到我身邊掀起

的躁動。大家開始恍神了，我既沒能和病人建立情感連結，也沒能教導我的學

生。卡勒羅先生就只是陷入成癮症的泥淖中——對病人來說沒完沒了，對醫療



小組來說也沒完沒了。雖然我提問時保持殷切，語調充滿關懷，覺得此舉動毫

無意義的念頭還是一步步逼上我心。 

接著我靈機一閃，想到了一個從沒想過的問題。我開口道：「卡勒羅先生，

我知道你吸毒很多年了，不過你有沒有辦法跟我們說，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真

的上癮了？」 

卡勒羅先生用雙肘頂住床，撐起上半身，直瞅著我，好似他現在才注意到

有人在他的床邊。他瞇起眼，額頭上的陰影拉得更長，往下延伸至他灰白的臉

頰。他從坐姿視線可及的視角瞥了一眼，掃過病床旁圍成半圓形的白袍醫師。

大家暫時停止騷動。 

「我什麼時候開始上癮？」他回問，又轉回注視著我，下巴開始左右移動，

像是在丈量這問題。 

「對的，」我很驚訝這次訪談竟讓我莫名感到不自在，「我們大部分看到

的人都已經生病了，我們再次檢查的時候，他們也都已經是完全健康的狀態，

不過我們從來都不曾出現在那個轉捩點。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回到那個轉捩點，

讓我們知道，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上癮了呢？」 

我不確定這個問題恰不恰當，畢竟他成癮已多年，人生起伏高高低低，毒

品攪局導致記憶混沌，多少次昏厥後不復記憶。不過，我還是讓這問題迴盪在

空氣中，讓他沉思，安安靜靜咀嚼。 

他又撐坐了起來，高個幾度，雙唇緊緊抿著，又張了開來。他開始說話後，

下巴比較不緊繃了。「是啊，是有那樣一個轉捩點。」他的聲音提高，愈說話，

聲音就愈集中。「那是在四月初，我還記得是因為當時有一種城市裡到處都有

的樹，開滿了白色的花，就像樹上的雪，持續了差不多兩週，最後所有樹葉落

下，變成普通的樹木。 

「總之，就是四月初的時候，我從亨利哈德遜公園大道開往北邊，開的是

老的日產汽車，從一個粗工兄弟那裡買來的。我要開去揚克斯，我老弟幫他的

小孩辦了個烤肉趴。公園大道兩旁的樹上鋪滿了雪花，很像梅西百貨的聖誕節

裝飾。」他停頓了一下，或許是在重溫舊事，或許是在重整事件順序。 

「然後突然之間，我就想嗑點藥，很像巨浪那樣啪啦打來。我就是很需要

嗑藥，而且是馬上就要。重點是，我就是想要。我只想嗑藥，其他什麼都不太

想，不太想看到我老弟，不太想看到我的小姪子。在那一刻，嗑藥就是我的全

世界。」卡勒羅先生頓了頓，下巴又開始抖動，左晃右晃。我猜想是不是肌肉

抽搐，可能是毒品副作用，也可能是他好幾年來吃的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 

他繼續說：「我記得我把日產汽車調頭，在西一五八街轉了個大彎。我一

把車子往南轉，我就知道我上癮了，就像是有塊磁鐵，把我吸回去市中心那鬼

地方，找我的藥頭，不過我還是得去找他。我就是這樣才知道的，就是這麼簡

單。」 

他用力止住抖動不停的下巴。「就像是上帝從空中伸出一隻手，對著我的

車子、對著我的人生，彈了一下手指，把我彈往另一個方向，然後我就再也回

不去了。那操生死大權的傢伙直接把我調回市中心，從那時候起，我就往那方

向前進了。」一席話完，整間病房萬籟俱寂，醫學生、實習醫師似乎都凍結在

原地，而我，也給他回憶中的那座城市、他話語打造出的具體場景，釘牢在原

地。我猜想，病房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想像自己坐在那輛車內的感覺，感受到

不可思議、無可抵擋的力量把車子調過頭去，完全無力掌控局勢。 

訪談結束後，我們魚貫走出卡勒羅先生的病房，在走廊盡頭重新集合。整

個小組明顯有所轉變。我們第一次對於卡勒羅先生的生命歷程有了眉目，儘管



只窺見了一些，真正的同理心卻從此萌生。我們獲此機會滑進他的視角，得以

對這位病人另眼相待。之後，我們討論他的案例時，不再出現白眼，不再立即

吐露輕蔑，小組成員更常走到他病房裡探視、聊天，他也更親和、更樂意與我

們合作。油然升起的同理心，當然不會一夕之間就抹煞多年來的成癮症狀，但

如果沒有同理心，很難想像他的病症有好轉的機會。 

後記 

後記  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關心病人 

 

醫師與病人的互動，基本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而情緒確實是其中一

環。本書旨在協助病醫雙方，適應互動時這類情緒方面的「持續低音」。醫師

必須意識到，情緒對我們的「理性」決策大有影響，尤其還在受訓的醫師更須

熟悉此點。與病人互動的同時，察覺我們的情緒，理解情緒的波動，知曉應如

何融入自己的情緒，病人就得以處在最可靠、最值得信任的環境。 

身為病人的我們（我們這些醫師當然有時候也是病人），若要享有最佳醫

療照護品質，了解情緒等於是多一項利器。張開內耳，傾聽隱藏在情緒底下的

聲音（你的聲音和你醫師的聲音），有助於聚焦在最重要的事項。古柏曼寫道：

「病人……和醫師像是一起在情感的大海裡游泳，海岸則位居中立地帶，每個

人都要注意警戒線拉到哪裡，以免被情緒的暗潮捲走。」 

雖然奧斯勒醫師堅持保持內心寧靜，雖然我們希望海岸一直保持中立，海

岸卻不一定位居中立。釐清大海與海岸的位置，絕對必要。在本書中，我側重

於公認為負向的情緒，包括恐懼、羞愧、悲傷、氣憤、崩潰，因為這些情緒影

響醫療照護最巨；但我也深諳行醫帶來的正向情緒，喜悅、得意、感激，甚至

是愛，當然也會影響病人接受的照護，通常對醫療照護有正面影響。比起生氣、

羞愧或倦怠的醫師，樂在工作的醫師表現較優秀。 

不過，就算是正向情緒，還是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典型的例子是替朋友或

家人治療的醫師，因為愛與親密感，醫師可能會對敏感問題難以啟齒，可能不

好意思詢問性經驗、做肛門指診、問起藥物使用習慣，無法確實履行檢查步驟。 

我以胡莉亞的故事貫穿交織全書，主因是她對我的影響既長遠又深刻。整

段醫療之路含辛茹苦，彷彿坐雲霄飛車，我們這麼多年來也正好體驗到字典上

每一種情緒，有時候得意、感激、趣味、有親密感，有時候恐懼、焦慮、內疚、

有不祥感。有新的心臟植入她體內，是我當醫師以來最興高采烈的時刻；而當

一切努力遭抹煞，我也從來沒感到如此晴天霹靂。多年後，直至今日，每當我

落筆端詳那時刻，仍得暫時擱置，讓捲土重來的傷痛自行平息。 

我分享胡莉亞的故事，是想紀念有她在的記憶，也想描繪情緒如何融入病

醫互動，如何在每個層面發揮作用。 

醫師通常分不清何謂「治療」（curing）與「療癒」（healing），但飽受病痛

之苦的病人自然分得清。對於大部分醫師而言，只要疾病消弭，沒錯，就大功

告成。對於病人而言，消除疾病，只是治療的一個階段，沒錯，顯然重要，但

不是唯一。無數病人走出醫院，走出門診部，走出診間，知道病情已受到控制，

但不覺得療癒。 

著重於病醫互動之間出現的情緒，不保證能使病人感覺療癒，這點不容分

說，但忽略情緒，就更不可能達到療癒之效。希波克拉底如此寫道：「療癒是

時間問題，但有時也是機會問題。」保握這次機會，可能對於病醫雙方來說都

是解藥。 

奧斯勒醫師發表〈寧靜〉後經過三十六年，皮巴迪（Francis Peabody）醫



師也對臺下滿腹熱忱的醫學院應屆畢業生發表演說。他將想法濃縮成一句經典

語錄：「照顧病人的祕訣在於關心病人。」這句看似簡單的格言，其實融合了

同情心、同理心與人際之間的連結，也揉合了醫師可提供給病人的所有醫療技

術與治療方案，除了能達到治療之目的，應可謂達成療癒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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