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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員沒有義務搬抬病人

「那請你站起來，然後跟我走到救護車。我無法把你抬到救護

車，也不會抬任何人。」我發出清晰的指令。雖然我曾想過給她注

射鎮靜藥物使她放鬆，但這同時會令她昏昏欲睡，未能自行從二樓

走樓梯到街上。再者，距離現場數百米的醫院能給予更合適的口服

鎮靜藥物。既然如此，我何必要多此一舉？

在場的少女友人對我拒絕以輪椅把患者抬落樓梯的決定略顯不

滿，並投訴為何要患者步行。我只平靜回應：「搬抬從來也是高風

險行為。除了我可能會失手令她跌倒，我的腰背也可能受傷。如果

你覺得有需要，你可以扶持或抱她到我們泊於街上的救護車。」

救護員並非為了受傷才上班，明明眼前患者行動自如，為甚麼

大眾仍然期望救護員要搬抬患者？我們每天上班是為了運用醫療

知識和技術去治理傷病者，不是「一命換一命」，無端地因傷病者

受傷，怎樣也不值得。要知道每位救護員也有自己的家庭責任，要

求工作不受傷和安全回家只是一個簡單而且合理的期望！

最後，患者依隨指示，在我們的引領下走向救護車，鄰居們起

哄並責備警察為何要帶走患者。我沒有參與討論，只是拿著裝備默

默的跟隨患者身後。在數分鐘後，我們一行人順利到達急症室。我

邊填寫患者治療紀錄，邊疑惑著：「如果當時只有我們被派往處理

此個案，沒有深切治療救護員的提醒，只怕我們會直接前往現場。

未知危險的我們會因而『因工受傷』嗎？」

院前救護及院內工作我都曾經工作過，從非緊急救護轉到護

理工作，再由護理行業轉戰緊急救護行業，當中最難適應的並非臨

床上的各種挑戰，而是治理傷病者的同時要保持對周遭的狀況認知

（situational awareness）。院前環境千變萬化，救護員經常要面對

未知的危險。除了不穩定的事故現場，患者或其家屬等也有可能威

脅我們的安全。例如某一天我把酒醉的患者帶上救護車廂，他竟忽

然從口袋中拔出長刀指向我。我當刻雖然立刻按下隨身通訊器的求

助掣，可警察仍是需要數分鐘後才能趕到到場。在警察到達前，最

有效的自保方法便是向後逃跑。上述的經歷，相信醫院裡工作的醫

生護士是想像不到的。

狀況認知不是甚麼進階技術，只是對空間、環境、時間和事件

整體的知覺與理解。例如處理交通意外傷者時不應只留意傷勢，而

忽略了公路上仍有高速行駛的車輛，造成被撞風險。換言之，救護

員每次到達不同的事故現場時都應對其空間、環境、時間和事件整

體有一定的基礎認知，留意潛在風險，保持警惕，免生意外。

於錯誤中學習是人類的天性，因為只有犯錯時才會令事情難

忘，教訓會更深刻。

院前救護危機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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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了的牛扒呢？ 

踏進屋內，我刻意沒把大門關上。約二百平方呎的細小房子

內滿布雜物，空氣中充滿煙草和大麻的氣味。我以緩慢的步伐，一

步一驚心地沿著走廊前進。忽然發現傷者男友一直走在我們背後，

阻擋著我們逃走的退路。我只好硬著頭皮和導師繼續走進凌亂的大

廳，小心翼翼地避免踏到地上鋒利的物件。我借意指示傷病男友把

後院大門打開以保持空氣流通，同時控制環境。當他走到後院門

前，我們回去救護車的通道再次暢通無阻。我們繼續走前，終於走

到坐於飯檯前的傷者旁。清醒的她已用厚厚的棉紗和手巾包裹住手

掌位置，但鮮血仍不斷從敷料邊滲出。

我先自我介紹，然後輕輕拿掉包裹著傷口的毛巾和棉紗。滲

滿鮮血的棉紗格外沉重，我一不留神便失手令它掉到於地上，同時

我意外地發現椅子旁的地上有把軍刀，是附有小燈泡的戰術軍刀。

我用腳輕輕地把刀踢到遠遠的牆角，確保不在傷者和其男友能觸及

的位置。傷者對我說那是她剛才切牛扒所用的刀，但說好了的牛扒

呢？

由於鮮血仍然繼續從傷口湧出，我立刻把手中的毛巾壓回傷口

上，並把受傷的掌心舉高於心臟位置以協助止血。雖然我使用的毛

巾並沒有消毒過，但當前替這傷者止血最為重要。

「啪！！！」大門被風吹得應聲關上了。我出於本能把一隻手

移到腰帶，但不是要拿出配槍（我也沒有這個裝備）。我只想確認

隨身的通訊器仍在腰間，但不幸地，我只摸到一條腰帶。

臨時徙置區的危機

某天傍晚時分，當時身為救護學徒的我跟導師被派往治理一個

報稱吃牛扒時割傷自己的女士。

當時心想，應該又是一個典型的濫用個案吧！晚餐鋸牛扒只

會用普通餐刀，它能引起的傷口不可能太大。但由於傷病者報稱自

己嚴重出血，個案被判定為緊急級別。個案現場是臨時徙置區，就

是那種令人渾身不對勁的罪案溫床之處。我把救護車停泊在傷病者

的住宅門前，那麼假如遇上危險我們也能快速跑回救護車逃命。

救護車是我們的「安全屋」，它有齊全的裝備、熟悉的工作環

境，是個完全屬於我們的地方。正因如此，救護員一般有把傷病者

帶上救護車後才開始治療的習慣。面對當時現場散發著的不安全氣

氛，我跟同伴於離開救護車廂前已制定好「速戰速決」的計劃：如

傷者穩定，我們先把她帶上救護車後才處理傷口。倘若傷勢嚴重，

我會先進行基本包紮後，便盡快帶她到救護車繼續處理。我刻意只

帶基本的檢查裝備和包紮用品進場，迫使我於現場無法做太多的治

理程序而長時間逗留。

踏出救護車，我看到一個表現緊張的中年男子站在大門前。看

真一點，發現的他表現完全是濫藥後的興奮狀態才對。原來他是傷

者的男朋友，「家暴」一詞忽然於我腦海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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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職業的現實。接下來也沒甚麼特別，我們只是把傷者送到附近

急症室進行進一步的治理。

雖然事後我沒有向醫院了解這個案後來如何，但卻上了寶貴一

課。自此之後，當時仍是畢業學徒（graduate paramedic）的我，

養成了於工作時隨時隨身攜帶著通訊器材的習慣。人類果然需要於

錯誤中學習，犯錯才會使我們印象更深刻。

「前往醫院吧！」同伴暗示盡快離場。

我原本打算快速地紮個手掛 1，上救護車後才替傷者檢查維生

指數。只是我的手套已盡是鮮血，傷者的出血量遠比預期的多。她

的傷口從掌心穿過手背，縱使包紮了掌心的傷，手背的血仍不斷地

流。以她當時的狀態，我不認為她能夠站起和走十數米的距離。我

跟同伴說：「請把輪椅拿進來，如有必要，也拿黑色的袋子吧。」

其實我們沒有黑色的裝備袋，「拿黑色袋子」是緊急撤退的暗語。

面對明顯不是意外造成的傷口、奇怪的現場氣氛、懷疑受藥

物影響的男伴、不合理的受傷過程、我和同伴也沒有帶備求救用的

通訊器⋯⋯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就是甚麼也不利於我們的感覺。在

還未出現真正危險時派其中一人回救護車拿取通訊設備是當時保障

我們安全最正確的決定，臨床治療永遠不及我們個人的安全重要。

我留下進一步處理傷口，同伴則負責走回救護車拿取輪椅和「裝

備」。患者男友跟隨其後並不斷發問：「她怎麼了？你們對她做了

甚麼？會帶她到哪裡？接下來又會怎樣？」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問

題，經驗十足的同伴逐一回答。最後，他沒驚險的拿來輪椅和通訊

器，我的心也終於安定下來。

救護工作跟醫院內的工作不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救護學位課

程所教授的醫療知識，還有進階的待人處事和事故處理的能力。危

機意識不足的情況偶有發生，但不是每次也有幸運的結局。一個微

小的錯誤，已可能令救護員得到永久傷患。說得沉重了，但這便是

1.  即是運用三角巾製作懸帶，以抬高和承托傷患位置。



86

87第三章   緊急救護——分秒必爭的

判斷與院前治理

缺氧。腦細胞缺氧大約三分鐘便會開始死亡，而腦細胞沒有再生能

力，因而形成永久損害。研究顯示，心臟每停頓一分鐘，患者的生

存機會便減少約 7–10%。我心裡盤算，病人從倒地到召喚救護車

至少約五分鐘時間，加上我們前往現場需時，他心臟停頓很可能已

超過十分鐘。如果推斷屬實，搶救很可能只是徒然。我邊想邊走，

終於走到患者所在房間門前。當時有十多名華人在房外聚集，我和

同伴走進房間內的浴室。

「我們要毛巾，很多的毛巾，立刻給我們拿大量毛巾來！」我

跟職員說。

雖然花灑的來水已經被關掉，但患者所在的位置仍是濕透。赤

裸的病人被困於狹窄的花灑企缸內，企缸的門因設計而無法向外打

開，患者的身軀正正阻礙著門的開關，我們無法把患者拖出來進行

搶救。女同伴透過狹隘的門隙側身進入企缸位置，但狹窄空間和濕

滑地面令她難以站穩。我把浴室內所有的毛巾傳給她並叮囑她要小

心。

一會兒後，同伴尚算把病人的胸口抹乾，但企缸內仍滿是積

水。雖然她想為身處自己兩腿之間的患者進行心外壓，但現實卻沒

可能。我把去顫器的電擊片傳給她，示意她為患者貼上。

我從心電圖屏幕看到偶爾的心臟電流活動，這正是心臟瀕死的

心律型態。酒店職員於此時回到現場，並帶來大量毛巾。我把毛巾

傳給同伴，讓她鋪到企缸地上以減低濕滑程度，然後站著彎腰為病

人開始進行心外壓，希望給患者一個生存機會。

週末晚上的綿綿細雨為墨爾本帶來一點寧靜，在市中心夜間值

勤的我竟然能夠於午夜前完成用膳。同伴躺在沙發上閉目休養，我

則走到廚房弄個咖啡提神。

澳洲的救護站有一個關於電熱水煲的傳說：它是受詛咒的不祥

禁物，繁忙的救護員不應該有空閒時間去煲水弄熱飲。因此，每當

電熱水煲被啟動，站內的救護員便會在水滾前收到召喚而出動。果

然，同樣的詛咒這晚又再發生。控制中心簡單地告訴我們召喚的資

訊：「緊急個案，四十五歲男性，在墨爾本市中心人事不醒。」

救護站距離現場不足兩公里，我們不消數分鐘便到達國際知名

的五星級酒店現場。我跟同事帶備所有裝備進內，跟隨職員的引領

到達患者身處樓層。在等候升降機期間，控制中心通知我們患者懷

疑心臟停頓，已調派深切治療救護車和消防先遣急救人員作支援。

職員一邊急步引領，一邊喘氣地報告：「病人剛才在淋浴，跟他同

房的客人因為聽到嘔吐聲音所以敲門檢查，卻一直得不到任何回

應，於是立刻通知職員前往，職員開門後驚見病人昏迷地上，於是

立刻召喚救護車。」

人的腦袋沒有任何氧氣儲備，心臟停頓後便會即時引起腦部

受詛咒的電水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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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人，說要跟患者家人說幾句。回到房內，得知在場的所有救援

人員也認為病人返魂乏術，但仍決定完成半小時的進階搶救。這除

了是給予患者最後一個渺茫的機會，也有部分是為了讓消防的先遣

急救人員能有更多的實戰經驗。這是個無奈的現實，急症醫療總是

要在實戰中學習。

我在這半小時內不斷進出房間，透過領隊作翻譯去跟患者妻子

解說狀況。自知沒能力改變患者的生死，但卻有機會使他的家人少

一點遺憾。我設法讓這妻子感到我們盡了所有的能力，給予了患者

最大的生存機會。無奈只是事情發展得太快，我們仍是無能為力。

病人離世的過程很平靜，他亦因為昏迷而沒有受到任何的苦痛，猶

如入睡了一般的安詳。我希望她感受到，雖然當時她無法身處患者

身旁，但仍可以透過電話筒跟患者走完生命的最後一步。

三十分鐘的搶救很快便過去，我又回到門外以我僅有的國語跟

病人妻子溝通：「他離開了，好像睡著了一樣。聽覺是最後消失的

感觀，我現在會把電話放在他的耳邊，跟他說所有你想說的話和道

別吧。」

「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感觀」，我曾於專欄寫過，某個救護電視

劇也引用過這句話作感人對白。雖然有說這是腦電波研究得出的結

論，但卻沒人能夠找到這個研究的實質資訊。我說這句話，是某次

我安慰死者家屬時創作的善意謊言。死者已矣，但存活的卻經常後

悔情深說話無法再去細訴。給予家人一個機會去訴說心底話，可以

避免一個追悔莫及的遺憾。眼前患者和家人天各一方，這是當刻我

唯一想到能把他們拉近的方法。在消防員和其他救護員在執拾時，

我如承諾般把電話放於患者耳邊。

門外的我除了叮囑同伴要小心外，便做不了甚麼。說實在的，

以站立姿勢為躺於地上的患者進行心外壓的效用極低，而且重複彎

腰的姿勢十分容易引起施救者椎間盤問題。能救活這患者的機會很

渺茫，我不禁懷疑同伴是否值得為患者冒這個能引起永久傷患的風

險。

幸運地，消防員在數分鐘內到場。檢示過現場環境，他們認為

拆掉企缸門太複雜。同伴從門隙走出企缸外，讓一名身形較細小的

消防員內進。消防員直接把患者抬起，並以人力把他抬舉到房間的

大廳讓我們搶救。我即時走到房間大廳指示職員協助把大床推開，

以確保有足夠的搶救空間。看過手錶，原來到場至今還未夠五分

鐘。

消防員把病人抬到房間中央後，同伴立即開始為病人進行「插

喉」。同時，她也指示消防員開始為病人施心外壓，我則同步為病

人進行「種豆」以作藥物注射之用。進階的深切治療救護員此時到

場，並接手處理患者。我們繼續從旁協助，先後給予多次俗稱「強

心針」的腎上腺素（adrenaline）注射。然而心電圖屏幕仍只顯示

出心外壓引起的起伏，病人的心臟已沒有任何電流活動。

人手於增援到場後變得充足，我們也終於能夠向門外的患者友

人們詢問病歷資訊。因為我略懂國語，因此被派到門外問症。原來

他們一行人來自台灣，當晚是該旅行團的最後一夜。患者的家人仍

在台灣，患者是跟公司同事來。他們稱患者沒有任何長期疾病，但

當天早上卻非常平靜，大概是早上已開始感到不適吧。

我回房間協助搶救前，特意指示旅行團的領隊替我立刻致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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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房間門外，在場的團友們早就聽到我跟患者妻子的對話而

知道當時情況。他們給了我一些現金，要我放到病人手中。這大概

便是「往生錢」吧？曾聽說過很多次，但我現實中卻沒有見過。始

終這是我最後能給死者的尊重，我跟在場的其他救護人員解釋後便

按指示把錢放於死者手中。我嘆了一口氣，心想怎麼他不能撐多一

天，回到家人身邊後才回歸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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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小百科
澳洲救護工作較輕鬆？

很多在香港從事救護工作的同業認為「外國月亮特別圓」，澳洲救護的工作

量、個案類別、市民素質等肯定也遠比香港好。其實這是一個大誤解！首

先，澳洲的濫用情況沒有比香港少，也同樣有資源不足和高工作量的問題。

人口老化是全球已發展地區的共同問題，院前醫療的需求有增無減。在資源

有限的現實世界，各地政府也只能給予救護部門有限的資源和撥款去處理問

題。

不過，澳洲救護服務也有其優勝之處。澳洲的救護服務使用院前分流系統

（pre-hospital triage system）多年，在接收求助時會依據電話獲取的資訊去

評定個案的緊急級別。控制中心會先派救護車前往較緊急的個案，次緊急或

非緊急的則可能被轉介或需要等候較長時間，大大減輕了救護系統的負荷。

可惜難免有人會為了盡快得到救護服務而誇大病情，濫用和虛報在澳洲並不

罕見。

此外，澳洲醫療服務的收費方式也使救護工作量增加。當地公民使用急症室

服務的費用全由社會醫保（medicare）支付，誘使一些非緊急的病人不當地

前往急症求診。雖然澳洲部分地區的救護服務需要收費，但獲取各種社會補

貼或援助的低收入市民則費用全免。最後，一些低收入人士會透過虛報病情

來利用救護車作免費交通工具前往急症室享受「全面的免費醫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