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海外⾒見見習報告   |   醫學六張盛惟 



序章。 
或許是因為大環境的不理想，也或許是因為對於自身未來有更多的期待

和想像，近年來選擇赴美發展的我校畢業生慢慢變多了。自進入醫學系後，不

時就會聽到眾多師長們描述著1970-1980年代台大醫學生集體赴美的情景，聽說

那時候甚至有全班高達1/3的同學都去美國執業的盛況。隨著年級越來越高，不

論是在系學會的分享會上或是同學的聊天中，有時也得知了一些學長姐通過層

層考驗成功赴美，除了感到佩服，更多的是好奇到底是怎麼樣的就業環境，得

以吸引這麼多優秀人才願意付出這麼多的心血，相繼赴美。說實話，每個人心

中都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美國夢，但那究竟只是個夢，還是一個可以踏實追尋的

目標，若非真正來過美國，恐怕很難單靠自己想像或道聽途說來弄個明白。懷

著這樣的心情，我把我的赴外的課程給了美國，希望透過自己的雙眼親自見證

美國醫療的現況及前景。相對於亞歐各國，美國幅員廣大，各間醫學院不論在

教學重點、擅長科別、地理環境、風俗民情都有極大的差異，如何選擇適合自

己的醫學院遂成為交換的重點之一。選擇密西根大學作為交換機構，一來是看

中其作為美國公立大學中傑出的學術表現，二來是想到美國中西部了解較反映

美國社會人口結構的醫療場域現實(東西岸亞裔居民比例較全國平均高上許多)。

科別方面，由於我只有修讀九週的課程，因應當初契約要求選擇眼科課程。對

於還沒明確科別走向的我來說，眼科或許是將來離開醫學院後若未繼續研究就

會十分陌生的領域，九週的眼科見習恰恰可以讓自己的眼科知識再進一步強化，

或至少可以分出一些急重症，以避免耽誤病人病情。	

圖為芝加哥千禧公園的著名藝術品-雲門(Cloud Gate)	



家樂氏眼科中心簡介(Kellogg Eye Center)。 
	 成立於1985年的家樂氏眼科中心附屬於密西根大學眼科部，後者創立於

1872年，為全美第四老的眼科部門。該中心集結了所有相關的醫療診所、實驗

室及辦公室等，旗下工作人員則進行了每年超過二萬餘次的病患門診及千餘台

眼科手術。2010年三月，全新的八樓層布列姆大樓落成，在原先的家樂氏眼科

中心大樓之餘新增了9	個門診間、6間手術室以及屈光手術與美容手術的專屬空

間。除了臨床及研究業務外，家樂氏眼科中心也提供許多輔助性服務，包含基

因諮詢、眼科學攝影、診斷性電生理測試及視光學輔助器具等。中心現任主席

為保羅·P·李醫師，現有78位臨床職員及22位研究職員。21位住院醫師及16位

臨床研修住院醫師、12位研究研修住院醫師。家樂氏眼科中心教職員工秉持著

團隊合作、病患關懷、醫療創新及誠信慎獨的精神，致力於提供病人及其家庭

合乎典範的照護，並期望可以透過預防、治療及治癒眼科疾病來改善生活。	

我的所見所學。 
	 本次的學習內容是由眼科部助教Lauren	Gagneau所幫忙安排，將九週的課

程依據週別劃分為四大部分。第一至三週為綜合門診(comprehensive	clinic)見習，

提供我了解本地常見眼科疾病及眼科學流行病學，同時了解基本眼科疾病處置

及可能的眼科衛教。第四到五週為照會(consultation)見習，著重於瞭解各類住

院病患與急診病患可能併發的眼科疾病及相關處置、跨科別合作及床邊眼科檢

查。第六到第九週則為自選課程，本次所選擇的分別為角膜門診(cornea	clinic)

以及眼科手術見習(surgery	clerkship)。角膜門診為次專科門診，病患主要由各

地家醫科醫師或是綜合眼科門診的醫師所轉介。我在此了解更多專屬角膜的疾

病，並學習何時應尋求專門的角膜次專科醫師協助。眼科手術見習則提供我一

個特別的機會見習常見的眼科手術以及觀摩眼科的特殊儀器、器械和相關合作

團隊。九週間，眼科部同時提供一本眼科的教材以及一個眼科學習的手機應用

程式，輔以投影片圖像集圖冊學習辨別基本眼科疾病。此外，很多天早上都有

約半小時的大學部專屬課程，由眼科部住院醫師負責教授。以下根據各週課程

進行較為詳細的分享。	



綜合門診(Comprehensive	Clinic)	

	 綜合門診區位於家樂氏眼科大樓布萊姆中心的一樓，是該中心每天來診

量最高的門診部門。如同一般在台灣社區常見的眼科診所，綜合門診所處理的

大多為常見的眼科疾患、眼睛及視力檢查、視力矯正器材選配等病患需求。門

診自每日早上八時營運至下午五時，同時提供電話諮詢服務方便民眾針對眼睛

問題遠端諮詢。	

	 綜合門診區看診的流程如下：首先當病患來診時會先由醫院的行政人員

確認身份及協助處理行政事務。緊接著通知技術員(Technician)對病患進行驗光

和簡單病史諮詢，技術員會將其檢查結果及病史記錄在病歷系統，並在檢查結

束後請病患在診間內等候，並視情況施點散瞳劑。透過不同的顯示燈號，住院

醫師(及Fellow)會進入屬於其所負責的診間協助病患做進一步的檢查及病史紀錄。

大多數較需技術的檢查如細隙燈(Slitlamp)、螢光染劑(檢查上皮破損)、隅角鏡

(Gonioscopy,	檢查青光眼疾病進程)、眼底鏡(Fundoscopy)等都是在此時進行，病

患也能透過與住院醫師的互動得到此次來診的大概診斷及問題處置方式。最後，

再經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報告後，由主治醫師進入診間協助病患進行最後檢查

及確認，再次和病患確認其來診目的及本次的醫療處置，同時協助其規劃醫療

以外的相關問題如保險給付、跨科別諮詢安排、轉診安排及下次回診日期安排

等。最後病患至對外櫃檯結帳並完成此次的看診，整個作業流程大約耗時一至

二個小時。若再加上事前等待、交通及事後取藥等，每一次的看診幾乎要花上

病患一個半天的時間。從不少病患的分享中可以得知，來家樂氏眼科中心看診

或多或少都是一項大工程。	

圖為綜合門診區一般診間。	



	 綜合門診病患的常見類型，以我所在的這三週來說，主要是以下三種：

白內障(Cataract)、青光眼(Glaucoma)以及屈光不正(Refractive	Error)。白內障包

括白內障患者或是白內障手術後回診的病患。老化雖非白內障的唯一病因，但

是這裡大多數病患罹患白內障的主因。美國由於地廣人稀且公共交通不便利，

居民們往來各地往往需要透過自駕的方式前往。但開車不只要求駕駛需要有良

好的應變能力和駕駛技術，視力的好壞不管在行車安全和順暢度上都很關鍵。

有效解決病患白內障的視力障礙對於病患的生活品質有很大的幫忙。然而，白

內障手術雖已發展多年甚為成熟，卻依然有其風險。若非真正影響病患生活，

輕度至中度的白內障因病程發展緩慢多半還是建議在觀察即可。青光眼則是相

對需要多加留意的疾病，因為過高的眼壓可能損及視神經，嚴重者可能永久喪

失視力。絕大多數在此中心看診的病患都是開放隅角青光眼，透過口服藥及眼

藥水的調控搭配定期的回診，醫師得已經患者的眼壓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若

有觀察到任何不正常的危險變化，醫師也會協助其轉至青光眼門診進行近一步

的評估和治療。屈光不正的範圍很廣，從近視、遠視、老化或閃光都包含在內。

相較於東亞族群，本地近視眼的族群並不多。(且大多數近視眼患者仍為東亞

裔)。針對屈光不正的患者，醫師所提供的治療建議往往會隨著患者的保險計劃

而有所不同。相較於台灣一般委由眼鏡行的驗光師來協助病患選配適合的眼鏡，

在美國選配眼鏡首先需要眼科醫師開立處方籤，才能憑此去眼鏡行購入眼鏡。

每一次開立處方籤都需要收費40美元，對於許多財務上不寬裕且保險計劃不給

付的民眾來說是一大負擔，更別提那動輒數百塊的眼鏡費用。因此在這裡的眼

科門診，除非視力有明顯的改變足以影響生活或鏡片有嚴重折損，不然一般來

說眼科醫師都不會鼓勵。矯治近視眼手術一般則要價上千美元，若非保險有給

付，對於生活著實為一大負擔。	

	 在綜合門診因為來診量高，很多時候如台灣的醫院門診一樣，患者和醫

師並沒有太多的互動時間。或許總體來看患者的確花很多時間在醫院，但真正

能和個別醫師說話的時間，扣除檢查的後往往小於5分鐘。甚至有患者因為很

喜歡和醫師互動而被醫師們私下註記「健談者」的電子標籤，看診前會相互提

醒避免花上太多時間。這或許和我們以前對於美國醫病互動(更明確說是內科門

診)那種鉅細靡遺問診的想像有很大的差別，當然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眼科門診

高需求量的現實。	



照會(Consultation)	

	 整個眼科照會團隊位於大學醫院的Taubman	Centre地下一樓，除了協助

在醫院住院的病患就近進行檢查外，也有專屬團隊應各單位需求前往病房訪視

並檢查。必要時，還會處理急診傷患甚至進手術房幫忙。一天的忙碌程度完全

視當天的生意來決定。日間照會團隊由眼科部大老Dr	Trobe主持，下轄一位第

二年住院醫師及一位第一年住院醫師。此次跟到的醫師分別為Krista	Stewert及

Jason	Miller，而我主要的見習內容就是跟著這兩位醫師到醫院的各個角落去探

望有眼睛不適困擾的病友。照會的行程在週末後的第一個禮拜一忙碌許多，一

整天我們穿梭於成人病房、急診室、兒科病房等不同部門，為每一位病友進行

病史詢問、眼部基本檢查、提供基礎處置並協助安排門診諮詢的時間。其實綜

觀所有的主訴，大多和一般門診來診病人的主訴沒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尤以異

物感(Foreign	body	sensation)、視力模糊(blurry)居多，但也不時會有瞬間視力喪

失(transient	vision	loss)、複視(diplopia)等較為嚴重的症狀。但若要說住院之前

就產生的眼部疾病，角膜擦傷(Cornea	abrasion)絕對是最常見的照會理由。這些

眼部傷害多半是創傷(Eye	trauma)造成的，從家中跌倒、梯上跌下到交通事故、

人際暴力、槍械傷害等各種原因都有。任何眼部的疾病除了病史詢問以外，最

重要的就是眼睛的理學檢查。這類型的理學檢查會因病患實際情形而定，但原

則上可以初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視力檢查，而這也是最關鍵的部分之一，畢竟視力迅速退化

是一個比較危急的狀況。由於環境上的限制，病床旁的是視力檢查採用的是「近

視力測試」(Near	Vision	Test)，藉由病患手持字卡，前後調整自己適合的距離

後，唸出卡上的每一行的字母(每一行的字母大小不同，有其所對應的視力測驗

值)。若病患無法藉此讀出字卡上的字母，施測者則將把測驗眼由肉眼改用經針

孔來讀字，藉此來排除因眼部折射問題導致視力減弱的疾病。第二部分會進行

瞳孔及視野測試。瞳孔測試主要是為了排除APD(afferent	Pupillary	Defect)，這

是一個嚴重的徵象，若能排除此問題則多能將眼睛的不是侷限在眼睛本身，而

不用太過擔心系統性的問題。視野測試則是為了確定病患沒有偏盲的情況，藉

此排除一些是神經迴路或是腦區受損的問題。第三部分則是眼睛本體的檢查，

包括使用手持的細隙燈及眼底鏡等。這部分比較需要技巧也費時，特別是病患

的狀況無法配合時。這一系列完成後，醫師還會針對病患的主訴進行個別檢查，

例如如果病患的抱怨是複視，那醫師便會協助其確認是雙眼時才會產生的複視

還是單眼就會有的複視。同一時間，醫師也會和協助照顧的護理人員確認該病



患的疾病進程和用藥情形，暸解其原先疾病與眼睛的關聯，並盡量排除因為用

藥導致的眼睛異常。最後在通旁考量後與病人溝通目前的檢查結果、當下可以

協助處理的方式以及後續照顧計畫。依據症狀嚴重程度，每一次的照會時間長

短不一，但普遍不超過20分鐘，比較多的時間反而是花在各病房間的移動上。

每週二下午，住院醫師們會和照會負責醫師Dr	Trobe報告這週的案例，討論治

療的策略和之後的處理方式。	

	 相較於門診跟診，我在照會這週親自動手做了不少次眼睛的理學檢查，

也大致隨著住院醫師學習了一些眼睛檢查的技巧。對我來說這樣的學習是很有

意義的，因為就算未來不是選擇眼科作為專科醫師訓練的方向，習得基本的眼

睛檢查技巧對於未來各科在照顧病人上都多少會有幫忙。	

角膜門診(Cornea Clinic)。 
	 角膜門診是我在來密西根大學之前選擇的眼科次專科(其他的選項上有視

網膜、眼神經、小兒眼科等)，主要是因為我認為角膜的疾患是所有人一生都可

能遇到的。從眼外傷、化學灼傷到角膜失養等，若能對於角膜疾病有更近一步

的認識，或對職涯有一些幫助。	

	 角膜門診位於家樂氏眼科大樓布萊姆中心的三樓，屬於次專科門診，大

多數的病患都已先在其他綜合眼科看過後才轉至此處。如同綜合門診的順序，

來此處就診的病患一樣會先經過技術員進行基本眼科視光學檢查，接著才由住

院醫師進行近一步的問診和精密檢查，最後由主治醫師負責向病患做總結並安

排醫療處置。雖然角膜門診的病患已經是篩選過的，但來診量似乎還是很高。

部分主治醫師甚至一個下午需要看約五十位病患，還不時需要協助病患進行手

術前諮詢，活動之緊湊可見一般。在角膜門診中比較常看到的是福斯氏角膜內

皮失養症。這是一種顯性的遺傳疾病，常見於中年女性病患。疾病常見症狀包

括此病的致病原因在於角膜的內皮細胞與Descemet’s	membrane間形成的點狀

瘤腫(guttate)及鄰近角膜內皮細胞的凋亡，從而無法順利調節角膜中的含水量，

造成角膜水腫，嚴重者會產生眼部疼痛及視力衰退的症狀。罹患福斯氏角膜內

皮濕癢的病患值得眼科醫師留意，因為其逐漸減少的內皮細胞數量，很可能使

患者日後接受白內障手術後產生嚴重的角膜水腫而危及視力，需要在術前和醫

師充分討論。	



手術房見習。 
	 眼科的見習重點很大一部分就是手術的觀摩，相較於其他各小外科的手

術，眼科手術的操作方式及理論相對特殊，且極其仰賴精密器械和先進科技的

輔助。畢盡在這個，稍微的偏差即可能對於病患的視力及眼部構造有重大的影

響。本次住院醫師訓練部協助我們安排四位不同的醫師，分別來自四個不同的

領域，包含整形眼科、綜合、角膜等各專業。	

	 手術室位於家樂氏眼科大樓的四樓，總共有五間手術房，與密西根大學

醫院的手術房是分開營運的，不論是器材上還是人員上都是獨立設置。唯一共

用的是麻醉專業人員。眼科助教是先有幫我開通更衣室的權限，也協助事先通

知手術房人員有一位來自台灣的訪問學生會去手術室觀摩。但似乎手術室的人

員並沒有被充分告知，直到後來找到負責的醫師後才確認我的參訪身份。眼科

手術室的相關規則跟一般外科差不多，唯一的好處或許是手術時間大部分較短

不需久站。且因為大多數的手術都需要在顯微鏡底下進行，手術的每個步驟幾

乎都可以再轉接出來的電腦螢幕上看得很清楚，除了整形外科類的手術外。	

	 在手術房的時間相對沒有跟診時壓力這麼大，畢竟大多數師長的專注力

都放在病患身上。如有遇到不懂的地方除了可以當下自行查詢，也可以在手術

後和老師請教，可以說是九週來最輕鬆卻又充實的二週。以下從見習的手術中

挑選數個比跳特別的來分享。	

白內障	
	 白內障手術大概整個手術是最常見的手術，不論專業，每一位醫師手上

總會有一兩位白內障的手術個案。白內障手術操作步驟相對好懂，也就是進入

前房將水晶體囊袋錢表面破壞後，利用超音波儀器將內部的水晶體切成多個小

塊並取出。最後再將事先選好的人工水晶體植入，待其進入其正常位置後即可

進行縫合手術。應該算是眼科眾多手術當中進行最快、風險也最小的一個。一

般病患整體在手術房時間在沒有併發症的前提下大概只有約20分鐘，熟練一點

的醫師甚至可以將整個手術過程壓在10分鐘以下。	



基底細胞癌	
	 基底細胞癌是相對常見的眼科癌症，大多發生在病患的下眼瞼部分。基

底細胞癌最主要的治療方式是透過外科手術切除，然而由於癌細胞所浸潤的範

圍往往超過臨床所顯示的邊緣，如何有效地根除癌細胞以避免復發是這項手術

的重點所在。一般來說，為了避免復發，在手術當下，醫師會將切下來的樣本

馬上送去冷凍進行病理玻片檢查，已確認已經切乾淨了。本次手術相較其他基

底細胞癌手術比較不同的點在於，為了縮小基底細胞癌的範圍而降低切割面積，

病人已經接受了一段時間的先導性化學治療(Neoadjuvant	therapy)。目前看來，

針對眼瞼基底細胞癌的先導性化學治療成效良好，除可縮小腫瘤面積外，更可

以縮小手術時要切割的傷口，同時降低因切割不夠乾淨而導致的復發。	

柯氏症	
	 柯氏症(Coats	Disease)是一種原發性的視網膜血管遺傳疾病，常見於8~16

的年輕男性。大多數的病患在小血管部分有微血管阻塞，有較高的機會出現視

網膜剝離及出血等嚴重症狀。一般來說，針對此類疾病主要的治療是透過雷射

將這些「生病」的視網膜膜進行光固定。該手術比較特別的點在於為避免視網

膜剝離，手術期間會在眼球內灌入八氟丙烷(Octafluoropropane)作為填充物壓住

視網膜。同時為了避免玻璃體剝離導致的視網膜剝離，在經過醫師的考量下也

會加入玻璃體移除術，避免因為玻璃玻離的拉扯作用造成的視網膜剝離。值得

注意的是，針對柯氏症的手術本身並不是治癒疾病，而是為了預防可能更嚴重

的眼睛疾病。在手術過程中，每一次進行雷射之前，在場的護理師都會提醒大

家要戴上防護眼鏡。唯有在確保大家都受到完整的防護後才會開始雷射治療。	

Kellogg	Eye	Center手術室一景	



甲狀腺眼病	
	 甲狀腺眼病造成病患突眼的原因是因為疾病導致的眼大肌肥大及眼窩脂

肪增多所產生的眼球向前推擠效應。眼大肌肥大可能進一步壓迫視神經造成視

力減損，嚴重者可能失明。甲狀腺眼病的疾病進程可分為活性期和穩定期，前

者大多持續3-5年，發炎的現象就會開始好轉進入穩定期。手術治療一般針對的

是已經進入穩定期的病患，期望透過外科療法對於突眼、複視等現象進行手術

矯正。針對甲狀腺眼病的手術可分為四期，本次所見習的手術室第一期的減壓

手術(Decompression)。該手術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減輕因眼大肌肥大或眼窩脂肪

增加所產生的眼窩壓力。要減輕固定體積內的壓力，要不增加體積(打破眼窩

骨)、要不減少內部的填充物(抽取眼窩脂肪)。眼窩減壓術的事前評估相當重

要，因為不同程度的甲狀腺眼病所需要空間量不同，且破壞原眼窩結構可能造

成眼睛運動協調的原始設計受到破壞或是眼球後推，不可不慎。為了在手術中

還可以隨時根據病患眼窩的狀況進行調整，此次手術醫師使用了紅外線電腦斷

層影像作為輔助。病患在進行手術前一天先照過一張頭部的電腦斷層掃描，讓

手術醫師了解剛病患目前眼窩的疾病情形。手術當天，醫師使用具紅外線探測

的削骨儀器深入病患眼窩，在進行眼窩減壓術的同時確認目前所在位置，避免

不必要的削骨和空間製造以免產生相關後遺症。比較令我意外的是，該紅外線

儀器是遙控而非線控，因此不需要拉著長長的線，也大大的增加了醫師操作上

的靈活度。	

	 手術的學習在技術和原理都很重要，不過對於外行人的我著重的還是原

理上的了解。畢竟眼科手術相對精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熟成，恐非我來

短短數週即可參透。但這次的手術經驗也讓我了解到眼科手術的工作模式，對

於未來選科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下圖為病人術後恢復區床位。	



密西根州安娜堡市的生活貼士。 
	 相較於其他美國知名大城如洛杉磯、紐約等，安娜堡市(Ann	Arbor,	MI)是

一個徹底的大學城。幾乎全市的規劃及經營都是圍繞著密西根大學在進行，也

因此很難找到學生需求以外的都市設施。有了這個概念後再來看這個城市的生

活機能就會比較釋懷，當然無聊還是難免的。	

食	
	 美式食物基本上大家都不會太陌生，如果不熟去Costco逛一圈應該就會有

概念了。對於預算有侷限的學生來說，美國飲食最大的問題在於外食太貴。不

只是食物本身、額外的稅金和小費加一加使得隨便一餐換算成台幣都是在台灣

大餐等級的消費，自己煮變成不得不的選擇。依據您所住的區域會有不同的超

市或量販店得以選購需要的食材。安納堡市有兩間主要的大型量販店，分別為

Target以及Meijer，前者全美可見，後者是密西根州最大的連鎖量販店品牌。量

販店的好處在於可以一次採買長期的生活所需，且能以較低的價格購入(特別是

該商品正在降價促銷時)。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十年來密西根大學大量招收中

國籍學生及中國訪問學者，城內的中國人口大幅上升，也帶動周邊亞洲超市的

成長。若有需要相關亞洲食材應可在鄰近亞洲超市找到。由於城市人口組成多

元，在安娜堡市區內除了傳統的美式快餐外，尚有西班牙菜、以色列菜、衣索

比亞菜、印度菜、中國菜、日本菜及韓國菜等多元餐館提供選擇。雖普遍價格

稍高，偶爾打打牙祭也是不錯的。下圖為平日家中自己煮的晚餐及假日餐廳早

午餐。	



衣	
	 密西根州位於美國五大湖區，可以說是美國本土48州最冷的幾個地方之

一。如果您是在冬季前來(3月含以前)，你可能需要多帶一些衣服以應付可能的

大學和寒風。一般在這裡都會建議洋蔥式穿法，以同時應付外頭零下的寒冷環

境，以及室內高達十幾二十度的暖爐環境。出發前請務必查詢最近一週的天氣，

可以在收行李時有更多更充足的準備。如果要待的時間較久，您也可以提前來

美國採購當地的冬季大衣，雖然那些衣服回台灣大概是永遠不會穿到。	

堆著瑞雪的安娜堡街頭	

住	
	 	

	 大學城的壞處就是沒有太多住宿選擇，因為一般醫學生去的季節往往不

是大量空屋出租的時候。根據這次我和另一位同學在安娜堡的經驗，您或許可

以先詢問看看自己的高中同學有沒有在該校就讀的。由於家樂氏眼科中心距離

密西根大學北校區不遠，如果所住宿舍有空間可以鋪個睡袋或床墊的話，其實

就會是一個滿方便、便宜的選擇。如果沒有的話，建議可以上密西根台灣同學

會詢問是否有房東願意出租，本次的租屋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尋得房源。Airbnb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價位落在600-800USD/月。說實話，就算是台灣人也不保

證會稱心如意，重點是住宿細節一定要談好，包含房型、設備、樓層等。此外

找尋住所時，一定要先確定有公共交通可以到醫院，否則一定會很不方便。(除

非你準備每天叫車上學。)	



行	
	 雖然相較於美國很多地方，安娜堡算是公共交通發展得還不錯的城市了。

但因為大部分人還是習慣自己駕駛汽車，公車的班次變得相當有限。多數時候

公車是半個小時一班，因此建議不管是要去醫院獲釋回家，都應該事先使用

google查好預計的公車時間，以免錯過所需班次。倘若有需要換車，記得在第

一段上車時和司機說明需要轉乘券(Transfer)，該勸得以讓您90分鐘內轉成不需

額外師費。如果在這裡會待超過一個月的話，記得到Blake	Transit	Centre購買

月票，可以省下不少錢。下圖為清早的巴士。	

樂	
	 安娜堡終究是個大學城。除了校園內的博物館、美術館、球場外，並沒

有太多的觀光資源。若從安娜堡搭乘洲際巴士(Megabus,	Greyhound等)前往鄰近

大城芝加哥(Chicago,	IL)大約耗時4小時，提早購買會有較低票價。相同的交通

方式抵達底特律(Detroit,	MI)約需1小時，通過邊境抵達多倫多(Toronto,	ON)約需

7小時，應該還算適合短期旅遊。下圖為位於底特律通用汽車總部。	

		



後記。 
	 在密西根大學家樂氏眼科中心的九週，看似漫長實為緊湊。由於所選住

宿距離中心距離較遠，為了趕上每天早上07:30的晨間授課，我幾乎都需要在早

上五六點就起床準備上課。來訪安娜堡市時值暮冬，雖較近幾年「暖和」許多，

但因為缺乏汽車作為代步工具，很多時候都需要在零下的溫度中通勤。對於來

自亞熱帶的我是不小的挑戰。所幸在溫暖的眼科中心大樓，總有一群溫暖的師

長及年輕醫師在這裡指導我學習每一個眼科的病例。也很感謝安納堡市的居民

容許我這個外國學生留在診間聽她們訴說眼部的不適，而我也從與他們的對答

中了解一些當地居民對於眼科學的瞭解和就醫選擇。儘管眼科學對於大多數人

來說是不太可能繼續深造的科別，錯過了也很難再次學習，但若能提升自己對

於基礎眼科疾病的認識，不論對於未來的病患照顧甚至是自身親友，我想應該

可以多少發揮一些作用吧！	

銘謝。 
	 如同之前在新加坡一樣，今年二、三月能在安納堡度過九週從事充實、

平安的海外見習課程，著實是靠許多人前前後後的幫忙與提攜。當然最需要感

謝的就是我們系辦公室的以雯助教以及在家樂氏眼科中心的Donna	Donata小姐。

沒有他們兩位的溝通協調，大概也就沒有這次的交換見習了！住院醫師訓練中

心的Lauren小姐也提供了許多協助，幫忙我安排九周充實多元且完整的眼科選

修課程，並在我面臨各種問題時即時幫我排除困難，讓我可以很順遂的完成我

的課程。大學部課程的負責人Kaplan醫師則在我的學習過程中給予諸多關心，

也很有耐心的聽完我所報的病例並補充更多的眼科知識，可以說是我在密西根

大學的導師。同樣需要感謝的就是這邊的住院醫師群，除了每天早上幫我上眼

科講授課外，在我跟門診、照會以及手術的期間也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各種基礎

問題，幫助我在短時間內進入狀況，掌握現場的醫療環境。最後，不能忘記的

是和我一起前來密西根大學交換見習的好室友Paul，感謝你在這趟旅程中與我

分享自己在醫院的所見所聞，陪我一同遊遍美國中西部及加拿大的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