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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 
吳永康醫師

無常，讓他活出了生命的最大值……

臺中慈濟醫院一般外科吳永康主任，

因主動脈剝離，於二○一四年八月五日

在手術室的休息室內昏倒。院方動員

四十多位醫護同仁、歷經二十三小時接

力手術全力搶救，仍於八月八日不治，

享年五十六歲。

雖自香港來  樂當鹿港人

永遠不喊累的拚命三郎，是大家對

吳永康醫師的共同記憶。而同仁口中的

「康師傅」，究竟有多熱愛他的工作？

竟然選擇在他最愛的手術室，告別人

世。

簡 守 信 院 長 整 理 吳 永 康 在

臺 中 慈 院 七 年 來 的 服 務 量， 門

診 六 萬 三 千 七 百 四 十 九 人 次，

住 院 五 千 七 百 五 十 人 次， 手 術

四千六百二十五人次；以一個手術需要

兩個小時來計算，除以二十四小時，得

要三百八十五天才能完成所有的手術，

而這三項工作占了他這些年來大部分的

時間。

「當外科醫師真的很辛苦」，家人

聽吳永康提過這句話，但也了解他「很

忙、很累，卻很快樂」的心情。開刀遇

到麻煩的個案，他就念佛號；一旦病人

狀況比較不好，還會打電話給太太，請

她抄經回向給病人。每一次把病人從鬼

門關救回來，或是手術後改善了疼痛，

就是吳永康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來自香港，卻堅稱自己久居臺灣已是

「鹿港」人的吳永康，一個診次看上百

名病患是常態，護理師黃雅倫跟診六年

多，回憶吳醫師開診時，必備一杯黑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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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常常直到下診才吃個麵包當一餐。

新進同仁相關技能有待熟悉，他從不疾

言厲色，反而是耐心教導；有好吃的一

定不忘與大家分享，還因偏愛甜食，自

比為「螞蟻」；喜歡喝可樂，是因為早

年生活貧苦，想喝而不可得。

霸氣指揮 VS 傻氣耍寶

十樓外科病房黃湘嵐護理長說，不論

開刀到多晚，吳永康都一定會再來病房

看看病人，才能放心回家休息。最特別

的是，他一點也沒有醫師的架子，耶誕

節還會戴上麋鹿帽跟同仁、病人同樂，

除夕年假也常留在院內共度。

不過大家可別被「麋鹿康」調皮的模

樣誤導了，吳永康手術時專注的神情，

可是判若兩人。在手術室裡的吳永康，

霸氣地像一位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的

將軍，再困難的術式都難不倒他。性子

急起來，用餐時間只花五分鐘，就能繼

續再上場。而不論手術時間多長，愛老

歌的吳永康只要聽聽蔡琴與鄧麗君，體

力好像就立刻恢復；或是提提他最愛的

家人，也能讓吳永康立即紓解壓力、振

奮精神。

專科護理師陳詩涵跟著吳永康前後近

四年，「是主任耐著性子把我從不會教

到會，還帶著我參觀鹿港燈會。」亦師

亦父的互動，帶給詩涵最大的成長；跟

著吳永康查房，常看見他為了讓病患放

鬆心情接受治療，努力「落」並不純正

的臺語，既好笑又可愛！

微笑熱情幽默　鼓舞慈姝樂活

他對同仁、病患的關懷與付出，與得

到的肯定，正是他受證嚴上人影響最深

的一句靜思語的寫照――「付出的愛有

多寬，得到的愛就有多廣。」

一般外科的乳癌病人很多，吳永康一

手籌組病友團體並命名「慈姝小聚」。

癌症中心社工師蕭婉書說，吳永康最常

告訴姊妹們的幾句話是：「我來看妳了，

今天還好嗎？」、「記得要吃飯。」、

「騎車回家要小心。」、「天冷了，記

得穿保暖一點。」、「別低著頭，抬頭

挺胸！」

從不吝嗇的關心、天冷時的噓寒問

吳永康醫師（左）關懷一位微創手術後患者。

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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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嚴肅叮嚀的話語，吳永康的每一句

話，都讓慈姝姊妹們有了面對病魔的勇

氣與力量。

「乳癌病友會是最美麗的團隊。每次

來我都發現，剛開始我跟妳們說得到乳

癌，妳們都灰頭土臉出去，在做化療時

也是灰頭土臉地來，結束以後就發現妳

們越來越漂亮。隨著時間過去，不管是

妳們的智慧、容貌都是越來越好，越來

越漂亮。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健健康康做慈濟。」最後一次病友會活

動上，吳永康這麼告訴病友們，大家都

被他的話給逗笑了。

音樂老師吳女士是吳永康的乳癌病

患，對吳永康天真的一面留下難忘的記

憶。她說，一天晚上九點多，她邊做化

療邊跟社工聊天，才下刀的吳永康直奔

病房門口，揮舞高舉的雙手熱情地招

呼：「嘿！師姊，我來看你了。」走近

一點，突然發現有醫院同仁在場，似乎

是為了維持吳永康形象，收起手的當下

面露大男孩般青澀、尷尬的模樣，「那

一幕的吳主任真是太好笑了！」不只是

令人尊敬的醫師，還像病人的老朋友，

流露真性情的吳永康，深深烙印在吳女

士的心裡。

感念十二少　接棒承師恩

發生在吳永康身上的無常，讓同為

醫師的夥伴們感受最深。畢業於慈濟大

學的一般外科陳家鴻醫師跟吳永康既是

同事也是師生。他說：「第一眼見到吳

臺中慈院第一例器官捐贈，由吳永康主任（左）、花蓮慈院何冠進醫師（右）及大林慈院尹文耀醫師

合作摘取器官。臺中慈院公傳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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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只覺得這位老師和藹可親，雖然

帶點口音，卻充滿對外科的熱忱及對學

生的耐心教誨。當時他常常開刀開到超

過午夜十二點，我與其他同事就戲稱他

為『十二少』，而我們這些住院醫師也

樂此不疲地跟著他一起上刀學習，雖然

累，卻很有收穫。」

陳家鴻還記得要升主治醫師時，「當

時醫院安排一場感念師恩的茶會，我印

象很深刻的是外科的老師只有吳主任

來參加。當我看到他在臺下對我比著

『讚』時，心中頓時一陣感動，同時也

立志將來要以吳主任為表率，成為一個

像他一樣的外科醫師。」

臺中慈院啟業後，兩人再續前緣。

「第一天來臺中慈院熟悉環境時，特地

去門診拜訪吳主任，雖然吳主任門診病

人很多，他仍抽空與我見面，歡迎我過

來。在臺中這幾年，雖然我是主治醫

師，仍需要累積經驗，遇到困難或少見

的個案時，吳主任總是分享他過去的經

驗，或指點我要注意的地方，甚至碰到

較難處理的併發症，他也是義不容辭地

幫忙。」

陳醫師後來才知道吳永康有高血壓，

也遇過幾次因為他血壓太高身體不舒

服，當時即覺得，吳永康應該是太忙而

常忽略自己的用藥。吳永康倒下那天，

他接到開刀房打來的電話，先去幫忙處

理吳永康當天預排手術的病患。從吳永

吳永康醫師為病人診察傷口和換藥。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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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倒下到他真正離開，陳醫師的心中百

感交集，在加護病房見他最後一面時，

忍不住哭了。「這麼好的一個外科醫師

及老師，就這樣走了，心中實在很難調

適。」陳家鴻醫師說，從吳永康身上看

到他對病患的用心照顧，希望能盡量

做到跟吳永康一樣好，繼續照顧他的病

患，讓他不要擔心。

不是不會累  只是不喊累

大腸直腸外科主任邱建銘回憶起兩

人的交情，就是建立在開刀房。邱建銘

說，過去面對病情複雜的病患時，都會

自然反應：「找學長來看一下吧！」現

在這個念頭再起，卻突然驚覺：「永遠

都找不到學長了！」心中空虛難以言

喻。「我們都有很多需要手術的患者；

我跟他的開刀日又都在同一個時段，禮

拜四晚上的開刀房大概就剩下我跟吳主

任在奮鬥。他的刀通常比我還要多，所

以都是我比他早下班；大概十次中有

一、兩次他的刀比較少時，他就會很高

興地跑過來跟我說：『哈哈，我今天比

您早下班了。』」

年紀較長卻永遠精神奕奕的吳永康，

曾經讓邱建銘十分不解，明明兩人相差

二○○四年十月底，先在花蓮慈院服務的吳永康醫師 ( 左二 ) 在顏惠美師姊 ( 右三 ) 帶領下前往照顧

戶家關懷。徐玲玲提供



人醫心傳2014.1057

十一歲，怎麼吳永康可以一直都不累？

後來才明白，吳永康「不是不會累，只

是從不喊累。」因為做的是自己喜歡的

事，所以有極大的熱情保持著高昂的意

志。

心臟外科主任余榮敏與吳永康開會

時經常坐在隔壁，也是合作開刀的好搭

檔。余主任特別推崇他的刀法，「吳主

任的刀法，是我看過一般外科中最好的

一個，沒有走心臟外科十分可惜。他的

刀法跟他的人一樣乾乾淨淨、整整齊

齊，有幾次去協助做肝臟血管的剝離、

切除組織的處理，手術的視野處置非常

『賞心悅目』。能把組織剝離出來得那

麼條理分明，從刀法可以看出他的想

法，一看就知道是累積多年經驗與深厚

的功力，令人非常讚歎佩服，非常喜歡

跟他合作。」

藥劑科主任陳綺華跟吳永康都是來自

香港的同鄉，她又是吳永康的病人，不

但能深切體會港僑學生得靠半工半讀完

成學業的辛苦，也切身感受到他對病患

的好與在工作上投入的努力。

不求回報為病人  珍惜最好的禮物

吳永康柔軟的心，不只對待病人，對

行政同仁也一樣。

一般外科的醫務助理莊淑君談起吳永

康如數家珍。她說，吳永康是醫助同仁

口中的「康哥」，大家的互動像一家人，

每次看到醫助們急急忙忙準備資料，吳

永康總會拍拍同仁的肩膀，鼓勵大家：

病患賴曜輝（左）在主治醫師吳永康（右）邀約下，到慈濟臺中分會即將啟用的新會所打掃。攝影／

楊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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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不急，慢慢弄就好。」淑君

曾經有幾次工作忙得壓力大到忍不住掉

淚，也是「康哥」伸手安慰她：「哭什

麼？沒事，吳醫師挺妳，妳做得很好。」

但當角色變換，吳永康的反應就不同

了。莊淑君曾經見吳永康門診忙到沒時

間休息用餐，不斷提醒他：「怎麼還沒

吃東西？怎麼還沒喝水？」他卻露出些

許不開心的表情，「因為我很健康，但

來找我的都是心急生病的人，怎麼能放

著他們呢？要趕快幫他們看病，讓他們

不用等太久。」

「吳主任燃燒自己、照亮病人，但不

求回報。」是吳永康留給莊淑君最深的

印象。每張來自病人的感恩卡片，他都

親自拆封閱讀，當做是「最好的禮物」。

病歷紀錄填寫的時效性與完整性，

是吳永康最重視的，他曾經多次獲得院

內評比的第一名。病倒的前一天，吳醫

師還在病歷室趕著寫病歷，醫事室主任

饒玲瑜明白他是個責任心特別重的人，

專程到助念堂對他說：「吳醫師，所有

的病歷都已經完成，請您安心，一路好

走。」

儘管生命的突然消逝讓人難以接受，

但回首吳永康發大心固守在醫療崗位上

的愛與堅持，還有與人人廣結好緣的溫

馨對待；我們與其沈浸在分離之苦，不

如以微笑常懷感恩，學習並永遠記得這

位大醫王在人間所綻放的光與熱。

吳永康醫師主動發起腹部超音波檢查，利用周六下午守護慈濟志工健康。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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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死神手裡搶生命
文 /吳永康

註：本文刊登於二○一一年八月 《以合以愛 勤耕福田──臺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啟用特刊》

若這是我的女兒……我悲痛欲絕，因為聲聲的呼喚，喚不醒她在死神懷抱中的沈
睡。 

若這是我的女兒……我柔腸寸斷，因為她的內腑與我相通，她的心與我緊扣，遭
遇巨變的身體一息奄奄。

喔！我怎能割捨讓你離去，又怎能讓你在我的生命中消失！妳是我的命啊！我時
時揪著心的摯愛寶貝。

躺在加護病床的這一位病患，正值花樣年華的廿歲，一切正待起飛，卻因一場無
情的車禍，吞噬著她年輕的生命。也許她昏迷，不知道痛，也不知道父母在這一
刻間瞬間蒼老，憂心得無法進食入眠，就為等著他們親愛的寶貝快快醒來，再喊
一聲爸媽，只要這麼一句話，就能帶給整個家庭的重生，否則後半輩子的悲痛將
會難以負荷。

也許我跟這個孩子有緣吧！四次緊急中的開刀搶救，其中一次正值我北上開會，
飯店都已經入住，卻因為一個直覺，使得我連夜趕回醫院，若這是一個巧合，那
必是佛菩薩加持的力量，協助著我們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

醫師有救人的天職，但他不是神，很多嚴重的狀況未必都肯定把握，只能盡力再
盡力。雖然其家屬也曾對我們質疑，給與我們負面力量，但將心比心，我們也能
諒解他們所面臨的處境。然而對於所有的心情，無論是正面或負面，每一個人畢
竟都還是得向前走，所謂正向力量給人鼓舞，負能量令人沮喪，給與別人一個良
好的氣氛，如關懷、感謝、溫暖的眼神……都能使惡劣的情境容易有可以轉圜的
餘地。

很慶幸，孩子逐漸康復，父母恢復笑容時，我們也解除了壓力。時間讓苦痛的人
告別陰霾，當陽光再現時，令人感到珍惜與踏實。

健康平安是最大的財富，唯失去或差一點失去的人才能深刻體會。請珍惜擁有，
感恩現在，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