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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基本資訊 

學生姓名 賴威帆 

學校與系級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六年級 

獲補助年度 2019 

交換日期 2019/07/01 ~ 2019/07/31 

交換國家 Montenegro (蒙特內哥羅) 

交換城市 Podgorica (波多理察) 

見習醫院 Clinical Center of Montenegro 

見習部門 Pediatric surgery (小兒外科) 

住宿狀況 宿舍(三人房)，有冷氣。步行至醫院 5 分鐘 

膳食狀況 醫院餐廳供應午餐，外面餐廳價格一餐 3~5 歐元 

見習狀況 無硬性規定，約每日上午 9點至下午 2 點 

接待人員 

(人數、態

度) 

全部 35 名交換生由 2 位 Contact person 負責接

待，使用 Facebook group、What’s app 聯絡，回

覆迅速，態度親切 

醫院外觀 院區共 4棟建築，主建築 5層樓，兒童醫院 2層樓 

 

 

一、 緣起 

會選擇蒙特內哥羅作為交換國家，既是巧合，也是必然。蒙特

內哥羅身為前南斯拉夫成員國之一，是個於 2006年才獨立的新興

國家，我也是瀏覽台灣醫學生聯合會(IFMSA-Taiwan)提供的交換國

家選項時才首次聽聞這個國家(相較於一旁科索沃的紛紛擾擾，蒙特內哥羅由於

和塞爾維亞是公投和平分手，反而名聲不顯)，但這個年輕的國家也因此遠離了

世俗的塵囂，坐擁金黃的沙灘、地中海唯一的峽灣、面積廣闊的原始森林等自



然風光，而被稱為「歐洲最後的綠洲」，近年來才逐漸為人所知。同樣的，台灣

醫學生聯合會也是首次和蒙特內哥羅簽訂交換協議，我們對於這個陌生國度的

醫療環境所知相當有限。在山水美景的吸引及對於新興獨立國家社會、政治和

醫療情況的好奇之下，我展開了於蒙特內哥羅為期一個月的醫院交換見習。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位於蒙特內哥羅首都 Podgorica 的 University of Montenegro成立於 1974

年，是國內最高學府，也是唯一的一所國立大學，有醫學、法律、工程、藝術

等 19個學院，共計約 14,000 名學生。

蒙特內哥羅大學醫學系一個年級僅有 15

名學生，但課業也相當繁重，與台灣相

同為前 4年基礎醫學課程、後 2 年臨床

實習共 6年的學制。 

Clinical Center of Montenegro (Klinič ki centar Crne Gore, KCCG) 同

樣為蒙特內哥羅國內唯一的醫學中心，擁有編制完整的內外婦兒急、眼耳皮復

麻等醫院各科別，醫師共 337 人，760個床位，每年服務超過 25,000位病人。

Clinical Center of Montenegro 主建築共 5 層樓高，兒科以外的各科診間、病

房、刀房都在此，餐廳位於頂樓。我所實習的 Pediatric surgery department

位於主建築旁 2層樓的兒童醫院(Institute of children’s disease, 

Institut za bolesti djece)，每天跟著醫師在刀房(operation block)和診間

(ambulance room)見習。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1. 手術觀摩 

外科系見習最重要的自然是手術觀摩，蒙特內哥羅醫學中心兒童醫院的

手術區共有兩間刀房，由於 7、8 月醫師輪流休假，因此每天通常只排 3~4

台刀。雖然醫院規模跟林口長庚比起來小得多，但由於是全國唯一的醫學中

心，手術的種類還是相當多元的，最基本的 Inguinal hernia、Umbilical 

hernia、Cryptorchidism、Hydrocele幾乎每天都能看到；Hypospadias、

Buried penis、Penile curvature、Labial fusion、Abdominal tumor 

extirpation、Polydactyly約一兩週一例。較特別的是蒙特內哥羅的人口

不多，罕病案例相對是偏少的，因此醫師訓練也不足，若碰到相關需要開刀

的小朋友會請國外「飛刀手」來指導開刀，如比利時的 Professor 

Brdar(是個可愛的爺爺)來開 Luxatio coxae unilateralis congenital(髖

關節發育異常打鋼釘矯正)、Osteochondroma ablation；另外有來自塞爾維

亞的耳鼻喉科醫師來開中耳手術，不過使用的顯微鏡沒有接螢幕出來因此什

麼也看不到。 

比較美中不足的部分是一些較嚴重的

先天性異常因為發生率本來就低，幾乎難

得一見，如 T-E fistula(食道氣管簍管)

在這個月中僅只有一例開刀，不過由於是

急刀在新生兒檢查發現後盡快就要進行手術，時間在半夜因此沒有跟到。其

他 CHD、IHPS、Duodenal atresia、Midgut volvulus、Omphalocele、

Gastroschisis等學校課程有上到的疾病也沒有在這邊觀摩到。 

對於刀房內的所見所聞，我最大的感觸是「醫學無疆界」，不僅是多國

來支援的醫師在手術室內都為著患者的健康而努力，看到在第一次踏足的國

家、不熟悉的環境中，醫師們卻是遵照著與我們所學相同的標準進行手術前



準備、麻醉、消毒、下刀、縫

合、拔管等流程，讓我深切體會

到：醫學是跨越國家界線的，由

世界各地的人們研究、傳承，最

終而能回歸到人們身上，成為促

進健康的推力。這樣合作無間的

態度，由這邊開刀結束後主刀醫

師必定會和團隊成員的助手、護

理師一一握手致謝，可見一斑。 

 

2. 門診見習 

蒙特內哥羅的醫療師承俄國體系，將診間稱做 Ambulance room，而小兒

外科的門診也確實承擔了不少在台灣應該由急診負責的業務，如兒童燒燙傷

治療、上腹痛檢查、處理膿

瘡等等，其餘傷口換藥、拆

線等事務則和台灣差不多。

由於門診還包含治療，因此

一個上午約 25~30個病人就

已經很滿了。 

與在台灣的跟診經驗相比較，蒙特內哥羅醫師在問診、開藥、處置等醫

療專業上並無太大差別，一樣都是 History taking、PE 接著下診斷後說明

治療選項，視家屬意願(因為病人是小朋友)安排開刀或複診。不同的是當地

幾乎沒有注重對於病患隱私權的保護：上一位妹妹換完藥褲子都還沒穿上，

護理師就已經叫下一位患者進到診間等候；而診間不僅沒有簾子遮掩，甚至

寬廣明亮的玻璃窗直接和外面人行道的路人相望，但當地人可能習以為常，



並沒有對此有特別的反應。另外的相異之處在於器材設備，當地看診雖然已

經使用電腦記載病歷，但通通印出來給病人隨身攜帶而非電子化存檔，其他

生化/血液檢驗果、超音波報告等等也都是從醫院其他部門拿到紙本(X 光是

洗出來的膠片)，再由病人交給醫師判讀，因此來看診的病人都會自備資料

袋以收納一整疊的醫療單據。 

 

3. 醫療制度 

蒙特內哥羅的公立醫療為完全免費，由政府稅收支付

費用，但就和所有推行公醫制度的國家一樣，漫長的等

待時間是民眾面對的最主要問題。除了急診有其急迫性

以外，一般看診平均需要等候一個半月，若需要做 CT、

MRI，排程都要三個月以後。由於蒙特內哥羅本身經濟發

展程度就不高，靠稅收供應的醫療耗材及器械採買也出

現問題，雖然不至於發生醫院停擺的狀況，但醫療方式的選擇就要受制於物

資設備的限制，畢竟醫療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麻醉科常用的 TIVA(全

靜脈麻醉)需要使用機器控制給藥，但全院只有一台設

備，就算刀房裡的手術床、麻機都已更換至最新型號，卻

仍受制於這項短版而無法操作。 



醫師在制度下也面臨大問題 ─ 低薪，蒙特內哥羅公立醫院的專科醫師

月薪在僅為 800歐元 (一般服務業月薪約為 500 歐元)，雖然已經高過平均

所得，但與付出的專業、壓力及工時仍然不成比例，很難留住醫療人才。面

對這些情況，私人診所應運而生，除了看診，生化/血液檢驗、超音波、X

光、CT 甚至 MRI 只要 10~100 歐元不等的價位通通做得到，醫師的薪水也有

機會可以對應自身付出的心力。但私醫終究不是萬靈丹，比

如重症、罕病的國民，是需要在醫學中心投入大量資源才有

機會醫治的，偏偏蒙特內哥羅的公立醫院既缺錢又缺乏人

才，像需要器官移植等等的患者在國內就無法處理，得送到

鄰國塞爾維亞或歐洲其他國家接受治療，而到外國就醫就得

自行負擔高額醫療費用，平民百姓若面對如此情況，等於喪

失了活下去的機會。 

事實上，蒙特內哥羅正大力推動醫療現代化，但其效果並非一蹴可幾。

如當地仍然使用紙本式的就醫紀錄小卡，預計未來 5年逐步換成晶片 IC

卡，唯有換完卡才有機會運用雲端病歷、電子檢驗報告、轉診紀錄等整合式

的系統，但這類政策並不是投錢給醫院就有用，得要舉全國之力推動改革才

有辦法達成，更別提其他分級醫療、改善醫療工作環境、衛教民眾等更後線

的項目了。蒙特內哥羅能否成功改善醫療現況，還有待我們觀察。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1. 蒙特內哥羅簡介 

Montenegro (蒙特內哥羅語 Crne Gore)，意譯為「黑色的山」是位於亞

得里亞海東岸的新興國家，原為南斯拉夫成員國之一，於 2006 年公投獨

立。其國土面積 13,812 平方公里，人口 642,550 人，國內經濟相當依賴觀

光、服務業，約佔國民生產總值 7成以上。蒙特內哥羅使用的貨幣為歐元，



語言為蒙特內哥羅語(相當接近塞爾維亞語)，年輕一輩普遍可使用英語溝

通，且對外國人相當友善。蒙特內哥羅亦以自然風光著稱，擁有世界遺產的

峽灣 Kotor 古城、寶藍色的 Tara river 及

僅次於美國大峽谷排名世界第二深達 1300

米的 Tara River Canyon、長達 13 公里的

Ulcinj 海灘、廣達 931 平方公里的 Skadar 

Lake等風景名勝聞名於世。 

2. 飲食 

蒙特內哥羅地處東歐，但由於曾先後受到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鄂

圖曼土耳其統治的歷史淵源，飲食文化融合了歐、亞的各家所長。歐式飲

食以麵包、肉排、馬鈴薯、三明治、披薩、義

大利麵等為主，國內也可以找到道地的土耳其

餐廳，而近年來受中國投資該國基礎建設、國

民赴中國工作影響，中式餐飲也逐漸在蒙特內

哥羅作為高檔料理扎根。蒙特內哥羅的物價基本和台灣相去不遠，正餐價

格在 3~5歐元間，堪稱歐洲的良心！若想

滿足口腹之慾，豐盛的歐式料理套餐價格

約 5~10 歐元，位於首都波多理查的中式

餐館則要價 10~20歐元。 

 3.娛樂 

蒙特內哥羅的娛樂除了運動、大自然以外基本上乏善可陳，平日除了

前往運動中心游泳(一次 3 歐元)，就是到宿

舍旁的購物中心看電影，Cineplexx 電影院

雖說設備、價格都很不錯，但整個首都也就

僅此一家。而酒吧可說是蒙特內哥羅民眾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夏天氣溫炎熱(超過 40 度)的緣故，大家普遍

在晚上 7點後才用晚餐，接著就是前往酒吧和朋友小酌一番消磨時光。蒙

特內哥羅大學旁和火車站旁各

有超過 15 間酒吧，時間越接

近深夜生意越好，各類啤酒、

調酒在 PUB 內一應俱全，搭配

精心布置的裝潢、現場歌手演

唱，確實是非常 relaxing 的

生活型態。但與之相對應，在輕鬆自在的背後則是嚴重的菸、酒、賭癮問

題，事實上我們在交換的一個月內就見識到了數次酒後群毆的亂象；賭博

機台(賽馬、選號碼)隨處可見，甚至學生宿舍大廳就擺了兩台，宿舍還附

設網咖，24小時總是座無虛席；抽菸則是影響整個國家最嚴重的問題：

室內不禁菸廣受外國人觀光客詬病，搜尋 google地圖關於餐廳的評論時

常可見顧客受不了濃郁煙味而給予低星評價，而負責接待我們的兩位醫學

生幾乎也是 1 PackPerDay 菸不離手(他們表示知道對身體不好，但身旁

所有人都在抽很難戒)。 

整體來說，我感覺蒙特內哥羅人民雖然因為是

甫經獨立 13年的新興國家，而有著奮發向上、振興

家國的口號(Small country, big dreams、How big 

we are)，但實際生活卻缺乏衝勁，日常活動以喝

酒、派對、海灘日光浴為主。我們這些亞洲人自詡

認真拚工作、賺錢養家，汲汲營營一輩子卻沒了健

康來安享人生，和蒙特內哥羅這邊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可說是兩個

不同的面相。我們不妨想想：人生到底要如何才算不枉走這一朝？什麼樣

的生活才是我們想要的？ 



 4.交通 

 蒙特內哥羅人開車是出了名的狂，我在搜尋旅遊資訊時就有看到不少

提醒，以下都是日常所見：市區開到車速 80 公里、急切急煞、高速過彎

(每天都聽得到輪胎摩擦聲)。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相當遵守禮儀：絕對優先

禮讓行人(站在斑馬線前雙向 4 線全部

停車等行人通過)、圓環一定內側先

行、基本不鳴按喇叭，甚至救護車都

只有在通過路口前才鳴笛兩聲，用路

狀況其實比台灣還要好。 

蒙特內哥羅首都波多理查的大眾運輸雖然有公車在運行，但是運能幾

乎被超發達的計程車公司取代，搭乘計程車以距離計價一趟約 1.5~2.5歐

元，可用手機隨叫隨到，相當方便。 

長途移動部分，自波多理查可使用火車、巴士兩項交通方式進行旅

行。蒙特內哥羅的火車是相當神奇的新舊並行的情況，像是第三世界一樣

搖搖晃晃、燈光昏暗、只能開窗吹風的老舊列車；和外觀流線、無障礙設

備完善、安靜又舒適的新款列車都在運行，如果要前

往的目的地正好由舊列車營運，就可以享受超低廉─

1.5 歐元的票價，對窮學生來說不無小補，而列車時

刻就得自己留意售票窗口的手寫公告，不然出了首都

幾乎都是無人車站，可就沒有工作人員可以詢問了。

巴士相對來說現代化許多，車輛是相當新穎的原裝賓

士，票價以從首都 Podgorica 往返峽灣古城 Kotor 為

例，大約是 12 歐元，如果有前往當地旅行，可以使

用” busticket4.me”網站查詢班次和票價。 

  



5.旅遊 

蒙特內哥羅最值得探訪的就是國內多不勝數的山海美景，不僅接待的

醫學生每週都有安排精彩行程，醫院內的老師們也相當鼓勵我們多出去旅

行，他們說”You should have a look at our beautiful country!” 

在交換的這個月裡，我們也確實探訪了國內各大景點，下面來簡單介紹： 

 

(1) Zabljak，位於蒙特內哥羅北部山區，該地區最知名的就是名列聯合國

世界遺產的 Durmitor National Park，我們於第一個周末造訪此地。 

(2) Ulcinj，位於南方的港口小鎮，長達 13 公里的沙灘上充滿了世界各地

前來享受陽光、海水的遊客，從一旁山丘上的古堡壘可以一

窺亞得里亞海的蔚藍風情。 



(3) Skadar lake，為面積廣達 370 平方公里的內陸湖泊，是蒙特內哥羅和

南方阿爾巴尼亞的國界，我們於此乘船遊湖，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4) Sutomore，從 Podgorica搭火車 45分鐘可以抵達的海岸

小鎮，由於交通方便，同學們常在實習結束後來此游泳。 

(5) Cetinje，蒙特內哥羅的舊首都，充滿歷史風情的小城鎮。 

(6) Podgorica，蒙特內哥羅的新首都，實習機構 Clinical Center 

of Montenegro的所在地，是個無聊的城市。 



(7) Ostrog，山崖上的東正教教堂，供奉著聖人 Saint Basil of Ostrog

的遺骸而參拜者絡繹不絕，從山腳下一路往上爬約需時一個半小時。 

(8) Kotor，擁有地中海最壯觀的峽灣景觀，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統治時期留

下的古城區，是蒙特內哥羅最知名的觀光景點。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列式列舉) 

1. 學習小兒外科相關醫學知識：常見疾病、開刀術式、小兒病患麻醉、

問診技巧及病人術後照護、拆線換藥。 

2. 比較不同醫療制度下關於民眾就醫權益、醫師工作型態及薪資水準的

差異。 

3. 了解經費短缺的情況下，醫護人員提供醫療照護的因應措施，及民眾

可能臨的困境。 

4.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生交流，了解不同國家的醫學、教育環境差

異，並提升外國醫學生對於台灣醫療、文化的認識。 

5. 深入當地生活，體驗東歐飲食、文化、思想，增廣見聞，訓練語言、

適應及交流能力。 

6. 了解民眾對於國家公投獨立的想法，是否對生活造成實質影響及政治

環境的壓力。 

7. 體認中國勢力如何深入開發中國家，包含基礎建設、電子產品、輕工

業製品、飲食、經濟及文化等等。 



六、感想與建議 

 一個月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經足夠去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相較於旅遊

行程看到的全是光鮮亮麗的一面，實習交換給予我們更多機會和當地人交

流，體會毫無保留的生活細節，以及發現隱藏在檯面下的社會問題，我們能

更全面的去認識當地的樣貌，並以自己的所見所聞判斷好壞，最後得以「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遇到一群來自四面八方，膚色各異卻朝著同樣目標努力的同學，是相當令

人高興的事情，我們可以一起抱怨解剖老師如何在一條不知名的小神經吹毛

求疵、考試週徹夜未眠爆肝讀書有多辛苦、在醫院實習當路障既沒用又惹護

理師嫌棄、現在的醫師都只想走爽科發大財；以及暢談往後想向哪一個科別

發展、要堅持自己的理想濟世救人等等……和其他行業相比，醫學是合作的

道路，在學生時期還沒有機會參加國際研討會前，藉著實習交換體會到團隊

合作的感覺以及鍛鍊跨國人際互動、交流的能力，我認為是相當珍貴的。 

身為醫學生，我也從醫師前輩身上感受到這一份責任：不僅治病救命，更

要研究、傳承，正是無數前輩將一生行醫經驗集結成冊、研究結果登刊發

表，治療方針才會日益進步，讓後人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雖

然我們這些交換生對於蒙特內哥羅的醫師來說，只是生命中短短幾周的過

客，但他們仍然毫無藏私地分享關於醫師專業、工作、生活乃至人生觀等所

有面向，這樣緊密的連繫、無私的奉獻，正

是我身為醫療從業的一員最享受的部分。而

我在最後也真摯的建議：醫學生要保握機會

爭取參加交換，不管是醫療先進或落後的地

區，總有值得學習之處；經歷過國外實習，

我們得以認識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用更寬

廣的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