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心語

救命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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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諶大中

臺北慈濟醫院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當年在就讀醫學院四、五年級時就立

的另一段里程。在臺北慈濟醫院服務

定志向，將來要選擇一個挑戰性高的科

的第三年，我到政大進修 NPO-EMBA

別，彼時年少輕狂的我是這麼想的：首

（NPO 即 非 營 利 組 織，Nonprofit

先，我要醫會死的重症，這樣才有成就

Organization），當時的動機是：其一，

感；其次，我想直接面對病人，到戰場

醫療是救人的行業，它本質上就帶有非

上打仗，不要在二線做補給；再者，我

營利組織的精神，加上慈濟有很強的非

想靠自己直接的努力去幫助病人，而且

營利組織色彩，身處於這兩個層面的交

要立即看到效果，就像開刀，是用自己

會點，引發我亟欲探究非營利組織的興

的雙手去救治病人，有效就有效，沒效

趣；其二，政大企管系的黃秉德教授認

就沒效，一翻兩瞪眼。在此標準之下，

為，非營利組織需要交給優秀的專業經

我一一排除不符目標的科別，得到以下

理人來管理，使其達到利潤最大化，以

幾個方向：會死的重症、外科、迅速有

充分供給活動所需資金完成公益使命，

效、心臟，最後推出來的答案就是「心

所以 EMBA 應該要設立培養 NPO 專業

臟外科」。

經理人的組別，而我認同他這樣的想

人的性格往往會決定未來的方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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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趣的是，幾乎沒有心臟外科醫師個性是

非 營 利 組 織 (NPO) 的 精 神 在 於， 必

拖泥帶水的，通常也對於長期診斷病人

須遂行它最初所設定的使命與願景，同

沒有耐心。當然，每個科別皆有其存在

時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所以 NPO 當

的必要，醫治病苦並無高下之分，重點

然要有盈利，只是必須受到法律約束，

是讓不同才性的人去選擇適合自己的道

不能將盈餘分配給擁有者或股東，因而

路，我承認有些科別我確實是做不來。

具有獨立、公共、民間等特性。過去林

二○○七年，我從大林慈濟醫院轉

俊龍執行長一直強調，他不認為醫院可

到臺北慈濟醫院任職，開啟醫者生涯

以虧錢經營，慈濟醫院是不營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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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財務上要達到收支平衡，才能

移植是很排斥的，心想區域醫院做什麼

永續經營，然而如果我沒有去讀 NPO-

移植，這根本不是我們層級的事，遇到

EMBA，林執行長的話我可能無法完全

了轉去醫學中心就好了。但院長逼得很

理解。一般人會認為，慈濟不是在做慈

緊，只好咬牙去做，那時候人也沒有、

善嗎 ? 怎麼可以賺錢呢？沒錯，慈濟是

技術也不懂、藥物怎麼弄也不會，只能

從事慈善，上人說，慈濟資源來自十方

一一去問去張羅；科裡的同事就這麼幾

大德，要謹慎使用。但謹慎使用不代表

隻小貓，為了達成使命，一個個像條魚

要以節省為第一要務而無法提供好的東

一樣，正面煎反面煎翻過來煎，皮都扒

西，而是我們更要注意如何去妥善分配

了好幾層，但做著做著，慢慢就變得好

金錢，以達到最大化的使用，慈濟醫院

像還可以。

當然要提供病人高水準的服務以及各種

正如同院長所言，這些來院病人都

自費項目，我們的目標是不斷進步，讓

是我們的左右鄰居，如果我們不會做移

醫療品質跟上世界腳步。

植，他們就必須跑到比較遠的地方就

大 約 十 年 前， 我 接 了 科 主 任， 不 久

醫。問題是，病人現在就已經心衰竭

也接下趙有誠院長希望臺北慈濟醫院發

了，送進來躺在加護病房，插著呼吸

展心臟移植的任務。其實剛開始對於做

管、裝著葉克膜，下一步要怎麼辦呢？

在趙有誠院長的期望下，諶大中主任接下任務也成功完成，讓社區民眾可以就近在臺北慈濟醫院接受
心臟移植手術。攝影／簡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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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沒辦法處理，所以只好幫他

過去從醫幾十年的歲月中，一定藏著他

們轉院，但現在我們可以幫病人做移植

所渴望的願景，對於醫療產業以及如何

了，其實心裡也是很高興的，身為醫師

管理一家醫院的核心理念，或許帶領大

能在此關鍵時刻親手幫病人解決問題，

家走向一個更好的境地，善加運用所有

實在是一種鼓舞。

條件與資源，做到別人認為區域醫院做

現在回頭看，十年前院長殷勤鞭策我

不到的事，以符合甚至是超越醫學中心

們發展移植，對於整個心臟外科是很有

的水準，就是他希冀達成的使命，而這

幫助的，在籌備過程中，要想辦法讓科

樣的使命感會滲透到他的每一個決策之

裡面有人、有技術、有設備，漸漸地這

中。

個科就積累很多實力，不知不覺變得更

還有一件難忘的事。當年要發展移植

壯大，層次也提升了，也許當初院長所

時，我們聘請心臟外科權威醫師王水深

考慮到的，原就不單只有移植這件事。

教授前來指導，其實指導費並不多，但

然而，人生就是這樣，當你還沒有到達

他完全不計較，而且不管深更半夜或一

那個年紀、那個位階，或許就真的無法

大清早都有手術需要他過來，像他這樣

揣摩處在那個高度會有的思考，但我想

的大忙人，眉頭卻從來都沒有皺一下。

院長心裡絕對不是只為了名或利，在他

一開始我無法理解王教授為何願意這樣

諶大中醫師巡房，關心病人術後復原狀況。攝影／顏霖沼

10

人醫心傳 2021.2

直接去請教別人如何手術，但我們也不
會拒絕別人來看，就這樣有點競爭意味
又彼此觀摩學習，因為我們兩人個性都
還算溫和，會有討論的空間以及良性互
動，所以在科裡面相互合作，相處得很
愉快。我們當然免不了有一些切磋競爭
或想法不同的地方，但我覺得臺北慈濟
醫院心臟外科是一個很健康的科。
二是楊緒棣副院長，我來臺北慈院時
他是科部主任，我們這些部屬就在旁邊
看著他如何經營一個科並且從中學習。
二○一五年四月，第十例心臟移植病人回診。
攝影／吳裕智

奉獻，後來我慢慢去思索他到底是基於

感謝他對我的指導，而且他會經由派給
你任務讓你去磨練，進而有所成長，這
個過程令我獲益良多。

什麼樣的想法，可能就像我現在帶著年

三是趙院長，最感謝他在心臟移植方

輕醫師做手術，我沒有去想可以從中獲

面的諄諄鞭策，讓我們能夠從零到有，

得什麼好處，也許比較合理的想法是，

並且做出還不錯的成果。記得六、七年

因為我是科主任，希望我們科部的手術

前，科裡體外循環小組的人力很不穩

效果都是好的，所以自己跳下去幫忙；

定，有時候青黃不接，每天為了安排手

但其實不只是這樣，身為外科醫師，總

術人力焦頭爛額，前後竟持續了半年到

是希望這些技術可以一代比一代好，假

一年左右。那時剛當主管，缺乏經驗，

使很多人都會做，那麼很多病人都可以

只能慢慢摸索，一方面想辦法訓練自己

受益。有了這一層體會，現在就完全明

人，另一方面厚著臉皮到處去求才。我

白王教授當初絕不是想要得到什麼利

開始學著登廣告、找廠商釋放訊息、四

益，他已經非常有名，病人非常多，他

處詢問拜託，然後請人吃飯問他能不能

只是希望他的學生能夠發展得更好，讓

來；有時心裡不免感到窩囊，好像突然

這個技術可以用在更廣泛的地方，這在

要拉下臉來，去做很多以前不想做或不

本質上是一種傳承的精神。

需要做的事。但後來我觀察院長，他待

行筆至此，我想要感謝在臺北慈濟

人處世都很謙和客氣，也都耐心傾聽每

醫院工作以來遇到的三個貴人。一是蔡

一個人講話。有時我跟院長回報徵人進

貴棟醫師，雖然他比我資深很多，但我

度，他會用像是聊天的方式問我：「人

們就像是學長、學弟或者朋友的關係。

找得怎麼樣啦？」我說，「這個人我找

說起來，外科醫師都很愛面子，不太會

了一次，但對方還在搖擺。」然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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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那這個點你去問問看，他是不

努力挽救了這個科，而過程中也運用到

是 這 個 原 因， 所 以 不 願 意 來？」 像 這

很多在 NPO-EMBA 學習到的東西。就

樣，先去找人然後向院長回報，院長再

讀 EMBA 時，因為有機會跟不同行業

給予指導，在解決問題的思考過程中，

的人接觸，開拓了自己的視野，開始能

院長給了很多提點，從中我一點一滴體

夠跳離醫界眼光來看醫院的經營管理，

會到他要告訴我的訣竅是什麼，真的很

同時發覺那些有銷售員性格的企業經理

謝謝院長在許多關鍵時刻的協助。

人是很耐操的，他們會不斷想方設法去

在科內缺人的一年半裡，我除了想辦

說服別人跟他合作，這些啟發在我接任

法徵才，對於科部工作的時間規畫、津

科主任以及被院長督促發展移植的時

貼安排等等，也設法做了調整，就這樣

候，都提供了很多的能量與養分。

在挫折與沮喪之中，一步步用全面性的

歲月匆匆，我在臺北慈濟醫院已經度

諶大中醫師也開始走入社區分享心臟保養之道，圖為二○一六年於新北市慈濟雙和聯絡處主講幸福人
生講座。攝影／沈序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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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臺北慈院「心臟病猝死，可能毫無徵兆」記者會現場，左起：張耀仁副院長、趙有誠院長、
見證人物郭璐師姊、諶大中醫師。攝影／吳建銘

過了十三個年頭，感覺自己隨著年齡及

科裡多元發展，去尊重每一個人不同的

歷練的增長而有所改變，從原本專注於

價值觀。

自我發展，到開始思索身為醫院裡的一

十五周年了，身為臺北慈濟醫院的第

分子，該如何去做才能夠配合上醫院的

一代員工，我的期盼是，在幾十年甚至

整體發展。另一方面，對於人的看法也

幾百年後，這間醫院無論在技術面或人

變得不太一樣，年輕時比較缺乏耐心，

文面，都可以成為醫界的中流砥柱，所

現在則多了些人味，對於病人，可以看

謂的第一名、第二名，其實那並不是最

到更多「人」的部分，而不是過多地著

重要的，只要能夠真正幫助到患者，能

重在「病」的部分。再者，年輕時往往

在醫療產業裡留下它的貢獻和名字，在

未能多加體會，別人可能需要你的耐心

醫療史上，每當提到臺北慈濟醫院的時

或協助，現在看到科裡各種不同類型的

候都是好的紀錄，我想如果可以做到這

主治醫師，就如同看到社會潮流在這十

樣，那就足夠了。也許我的心不夠大，

幾年間變化快速而且愈來愈多元，我慢

但我如是祝福臺北慈濟醫院！

慢理解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要求每
個人都做到一樣的事情，這樣對於病人

（轉載自臺北慈濟醫院十五周年特刊
《愛如春陽照北慈》）

而言也未必就是最好的，所以應該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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