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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守護生命關卡的急診醫師，
唯有當機立斷，
才能搶救生命於分秒之間。
更要付出不求回報，
才能感受到斷出難纏病症、
以及病人在自己手中甦醒的快樂。
在老師的教導下，
讓他深深銘記，
從病人的立場出發，
永遠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從許多磨難中一路走來的李宜恭，
如今坐鎮大林慈濟醫院，
塑造出最佳照護品質的急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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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羅漢之十

緊握一線生機
大林慈濟醫院急診室主任 李宜恭
文．圖／于劍興

一輛公車緩緩的靠近候車
亭來，開啟的車門後面是一雙
燦爛的笑眼。母親一手提著便
當，一手抱著五歲大的李宜
恭，吃力的步上了車，將便當
交給了司機，總是沒有太多交
談的，母親又趕緊下車，揮著
手，母子兩人望著公車的身影
逐漸遠去，這是李宜恭對父親
僅存的片段印象之一。在民國
六十多年間，父親開公車維持
一家的生活。來去匆匆是父親
的身影，但當時的李宜恭知道
也期待著，父親會帶回許多驚
喜。

從磨難中走希望的路
「五年級生」的李宜恭，
出生在台北的的大家庭中，在
兩個妹妹出生前，他是家族中
最小的孩子，總是成為堂哥、
堂姐欺負作弄的對象。「本來開公車的

是往往還沒到口，水果就已經被哥哥、

父親，後來跑去開遊覽車，為的是讓家

姐姐們搶走了！」

庭好過些，常常加夜班的父親在白天回

父親也許是太累了吧！在他六歲那一

來時，會帶不常見的蘋果、水梨回來給

年，父親因為肝癌而撒手人寰，家中的

我」，李宜恭想起來仍覺得歡喜，「可

支柱倒了，除了李宜恭，還有兩歲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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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剛滿週歲的妹妹，對於從來只顧家內

但是母親都咬牙忍了過來。「有一回，

事的母親，面臨的難關實在很難言喻；

自己和妹妹都連續發高燒，一般診所看

而李宜恭的日子從此不再無憂無慮。

了都沒用，母親只得帶著他們找厲害的

「不敢去想，一直去做」，母親回憶

醫師，而每次看病都要花一兩千元。」

過去的日子，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

李宜恭說，那一陣子，有一天母親又帶

應著父親生前的交代，母親把小妹過給

著妹妹去看病，大伯正好來家裡找阿嬤

了二伯，然後，開始到姨丈的工廠工

談事情，在知道了小孩生病的情況後，

作，除了一家的溫飽，還要給奶奶一些

塞了一千元給自己。「感覺很奇怪」，

家用。李宜恭在寒、暑假的時候會幫忙

李宜恭說，體會到許多現實的一面，平

補貼家用。

時大家都不在家裡，母親拖著兩個小

「常常在睡夢中被母親喚醒」，但那
可不會有好事，因為總會面臨母親嚴厲的

孩，還要固定給阿嬤錢。而看著母親一
路的辛苦，幼小的心靈早已有了定見。

責難。李宜恭說，如果沒認真寫功課，把

因為母親的堅持，小孩的努力，李宜

字寫得太潦草，母親可是二話不說的把作

恭和妹妹未曾讓媽媽操心。他從國小第

業本撕掉，要他和妹妹重寫。隔天早上，

一名畢業，就讀明星國中，再順利考上

鄰居會問他們是不是又被媽媽修理了？直

建國中學、台北醫學大學，求學的路上

到孩子都長大了，有一回母親才提起，

一帆風順。記得考上建中那一年，母親

「那時心裡很害怕！而我的個性也很倔

竟然送給他一套五萬元的電腦！為了孩

強，不希望別人說這些孩子沒有爸爸」，

子，母親總是想盡辦法攢錢。母親總是

母親不要孩子被人看不起，不要因為家庭

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子女的愛，

環境不好就髒兮兮的。她對孩子的未來，

隨著時間過去，當緣由一一浮現時，感

都寄望在用功讀書上。

受又是分外的深刻。

好幾次，李宜恭跟著奶奶搭車去領救
濟米、冬令發放的毛毯，那是在母親辛

為不公不義發聲的歲月

苦工作賺錢之外，唯一的貧戶補助。李

進入醫學系就讀的種子，大概是從

宜恭的印象仍深，「米除了很老以外，

國中時代就已經萌芽，在學校的實驗不

裡面還有很多蟲，實在不好吃」。但母

夠，李宜恭甚至會自己去抓青娃回家再

親卻告訴他們，「因為吃過人家送你的

加強。但進入大學之後，自己喜歡打抱

米，有一天，你也要還給人家。」

不平的個性才被激發出來！

其實，當時除了面臨生計的難關以

對於一些「五年級生」來說，民國七

外，當時奶奶一度希望母親能夠趕快再

十九年間的中正紀念堂學運，就像是青

嫁出去，這樣才不會成為家族的負擔，

春的印記般，仍然記憶猶新。當時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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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恭已經大二，「因為覺得有些事情很
不公平，便想要試著去解決」，於是他
在中正紀念堂整整待了一個星期。

觸了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理想。

體會當醫師的責任

而有一回在學校，大家都見習完了要

真正體會到自己有責任照顧病人，

分發實習醫院，同學為了如何分發而有不

是到了新光醫院當實習醫生開始。「民

同的意見，李宜恭又開始不平則鳴。功課

國八十三年，當時的新光才開業一年

好的同學希望以成績來作為分發的依據，

半左右，住院醫師不多，真的非常累，

不過，當時北醫的營運狀況不是太好，大

但卻有所體會，覺得自己的責任真的來

家心想的都是台大或榮總等醫學中心，而

了。」李宜恭說，那段時間需要值班、

自己的成績雖然還不錯，但李宜恭卻主張

要上刀、要照顧病人，雖然身體很疲

以抽籤的方式最公平，大家不能光想到自

勞，但內心卻沒有埋怨，當然就不會覺

己的權利，卻不盡義務。

得累了。

組織學生會、參加學運、編校刊、校

到現在還記得實習第一天的景況，因
為那種難堪真得很難
忘懷。李宜恭說，
第一天就到婦產科實
習，碰到要拔尿管，
結果自己卻不知如何
是好；接下來又碰到
有病人皮膚會癢，而
自己也只能張大眼，
不知要開什麼藥。
但是三個月後，李
宜恭的實習分數是九
十九分，因為規定不
能打一百分。他說，
當時都是和主治醫師

李宜恭帶領的急救團隊在急診室把關，讓大林慈院其他科別的醫師能夠發
揮更佳的治療成效，讓急診病人得到更好的照護。

一起進行剖腹生產手
術，學習成長的效

園地下刊物⋯⋯，這段歷程不知是幸與

率自然很快速。在五年級時的第一階段

不幸，但至少在大學生涯中，李宜恭比

醫師國考一直無法過關，但到結束實習

別人有機會多想了一些事情，他說，接

時，卻是什麼考試都能勢如破竹的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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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將。

邁向急診之路

學習，因為這樣是學習的最佳法門。
而除了符合自己的個性以外，邁向
急診之路還有一位啟發李宜恭的老師。

唸書時對急診室可是一點概念都沒

「張珩老師很具說服力，他為學生描繪

有，見習時也沒到過這個單位。李宜恭

出急診科的前景。」張珩曾經這麼告訴

說，唯一的經驗就是騎摩托車不小心摔

李宜恭，急診不會因為自己的心地善良

倒，來到北醫的急診室縫了幾針，當要

而成功，它更需要積極與努力，成功更

繳錢時才知道費用還不低，口袋裡錢不

不可能光靠人格特性而達成。

夠，只好找來學長幫忙付，而在手上的
兩公分傷口仍清晰可見。

除了嚴格的要求以外，張珩更要學生
們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當時調班一定

在實習之前，李宜恭心裡想走的是婦

要經過老師，而且也不能請婚假。」，

產科，但也許是自己年輕氣盛吧！？他

李宜恭說，自己便是在結婚第二天就開

最後還是決定走高挑戰性的急診科。雖

始上班，因為老師認為結婚是自己的

然急診很累、很磨人，但在學與做之中

事，而上班才是最重要的事，因為有病

可以快速累積經驗。即便到了現在教導

人等著醫師來照顧，要把病人放在第一

學生，他也期待學生能從中遇到問題去

順位才對。至於結婚、出外旅遊當然不

參加一月份斯里蘭卡義診賑災的李宜恭醫師，早已實踐母親的提醒，以醫療專業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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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事。當然，也有可以順利請

種制度，讓病人的權利和安全都能獲得

假的時候，那就是去參加教育訓練，張

保障，像是不能把病人分為內、外科，

珩老師不僅會給假，甚至幫學生出錢。

若在看診比例懸殊的情況下，內科的負

再次出發在大林

擔沉重，病人的權益也將受到影響。他
更跨向外面，協助消防局規劃初、中級

從民國八十四年開始，李宜恭在新光

救護技術員訓練；幫忙衛生局做緊急醫

醫院一待就是五年多，有一個好的老師

療網規劃與教育訓練、成立災難醫療救

走在前面，讓他學習到災難醫學、緊急

護隊、毒化災醫療體系。

醫療網、民眾的CPR教育等許多充滿前瞻

有人說，要看一家醫院好與不好，只

性的觀念。但是當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

要從急診就能一窺堂奧。因為急診室就像

簡守信向張珩要急診人才時，李宜恭卻

是一所醫院的縮影。在醫院跑完流程需要

猶豫了起來。

一天，在急診卻可能一個小時就跑完了，

「母親是慈濟多年的會員。但也許是
對慈濟還不了解，對慈濟的醫師也存在

就像是在看錄影帶快轉一般，醫療團隊的
合心與否，品質如何都無所遁形。

著刻板的印象，一直沒有很強的意願南

李宜恭在台北時常感慨，在急診永

下。」李宜恭說。但是老師的一席話又

遠可以看到台灣最底層形形色色的人。

再次催促著自己。

但是在大林，對病人的照顧品質是最頂

張珩希望李宜恭自己評估，沒有一件

尖的，「我們不會讓病人在急診室待太

事情會是一百分或零分，如果大林比新

久，也不因欠款、賴床等黑名單而拒收

光有空間發揮，就可以考慮，尤其，醫

病人。」李宜恭說，癌症末期病人、慢

院訓練急診醫師不應該只是為了賺錢，

性照護的病人急性發作，在大林沒有不

而張珩為了將急診的觀念向下扎根、四

收的理由，而他們留在急診室超過兩天

處散播，真正能發揮搶救生命的功能，

的機會幾乎是零。

他支持李宜恭到大林試試看。

「要讓其他科的醫師感覺到，有急

一家新的醫院沒有包袱，更能夠好好

診的同仁在第一關把守真的很好！」，

的經營，就這樣，李宜恭來到了大林。

李宜恭說，因為正確的診斷、詳細的檢

但張珩的協助卻沒有停止，除了給予他

查，當病人住進病房時，只要延續治療

許多「武功秘笈」安然通過評鑑以外，

即可，這就是對病人、對搶救生命最大

更在人力上給予支援，而這在醫界是如

的承諾。

此罕見，豈有自己訓練好的好醫師卻願
意分享出來讓外人用？甚至在學生出去
後，還給予全力的支援。
來到大林之後，李宜恭積極的建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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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吸間體會生命真義
旋不容身的急救空間裡，凝滯的氣

息漸次的蔓延著，李宜恭正和大伙接替

著、賣力的為婦人做著CPR，時間一分

口，他們需要當機立斷，才可能有些許

一秒的流失，醫護人員和一簾之隔的家

機會挽回每一個生命從危急之中。而李

屬，同樣揪結的心放不開。

宜恭，因為老師的鼓勵，讓他決定從台

帶著孫子的婦人意外落水，早一步來
到的孫子已經送到小兒加護病房觀察，儘
管危急，但情況總算穩定，而只是十幾分
鐘的差別，婦人送到時已失去了生息。

北南下大林，也改寫了急診室的刻板劇
碼。
「醫師是自己一生的職志，也是自己
喜歡的行業，既然如此，更應該多付出

一個小時過去了，失溫、肺部嚴重浸

一點心給病患。」李宜恭說，老師張珩

潤的婦人出現了微弱的心跳，這一線生

常常告訴自己，身為一個醫師怎麼可以

機振奮著大家疲憊的神經。但希望卻總

沒有同理心呢？只要是為了病人好，因

如流星般稍縱即逝，婦人的情況反反覆

為只要是從病人的立場出發，將來一定

覆，終於到了該放手的時候。

會證明自己是對的。

在急診室裡，「生命只在呼吸之間」

今年一月，李宜恭也隨著慈濟賑災義

的感觸是如此直擊心底，李宜恭回到辦

診團到了斯里蘭卡，當年領救濟米的孩

公室整理一下儀表，打上了領帶、穿上

子，如今不僅是搶救生命的醫師，更進

了醫師白袍，也整理好思緒，再度回到

一步聞聲救苦，開始手心向下的幫助別

急診室裡，他，領著家屬走進了急救間

人，也實踐了在領救濟米那幾年，母親

裡看婦人的最後一面⋯⋯。

說「要還給人家」的叮囑。

「雖然與病人的接觸短暫，但心中想
的是如何把病人從鬼
門關拉回來。」但努
力並無法保證每一次
都能讓病人重獲生
機。李宜恭說，有
時，當年輕人發生意
外就不回來時，也會
不知該如何勸難過的
父母寬心。
在急診室裡，醫師
雖然沒有時間與機會
去了解更多有關病人
的故事。但，他們全
年無休守在生命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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