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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泌尿系统与生殖器官 
  泌尿系统或泌尿道的功能是将人体血液中的废物，以尿液的形式排至体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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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Ԍ۞问题Ĉک

  泌尿道的问题种类很多，有时并不容易区分。同一种问题在男女的表现

可能不同。严重程度常有很大的差别，有时具危险性的疾病早期看来并不严

重，容易被疏忽。这本书并不期待能提供一切的答案，需更专业知识与检验。

若可能，最好请教保健员。 

 

常见的排尿问题： 

1. 泌尿道感染。女性较多（有性经验后较常发生，也可能发生在怀孕中）。 

2. 肾脏结石或膀胱结石。 

3. 摄护腺的毛病（腺体肿大，导致排尿困难，常见于老人）。 

4. 淋病与披衣菌感染（排尿疼痛或困难，是一种性接触的传染病）。 

5. 血吸虫。在疫区是引起血尿最常见的原因（12 章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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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候： 

妇女较易泌尿道感染，有时候只是小便疼痛和频尿。其它较常见如血尿

和下腹部疼痛。若中、下背部痛且常延伸到两侧肋下，合并发烧，那就是较

严重的问题了。 
治疗： 

1. ̂ณಅͪĈ大多数轻微的泌尿道感染，只要

大量喝水不必用药即可痊愈。前面三～四小

时，至少每 30 分钟喝一杯，以养成喝水的习

惯（但若是病人不能小便，或是脸部、手部

肿大，则不应喝太多水。） 

2. 若大量的喝水无效，或是发烧，则必须服用

药物，如磺胺类药物（附录一 358 页）、安比西林（附录一 353 页），

或四环霉素（附录一 356 页）。服用药物时，须注意剂量与相关注意事

项。有时须服药 10 天以上（一般较轻微的 3-5 天即可）方能完全治愈。

服药期间，প别ڇߏϡᒥ类时Ăυ须摄̂פณͪЊ。 

3. 若不能很快改善，就要赶快看医生。 

4. 有些新药只能止痛却不能治愈，使用不要超过 2 天。 

 

肾脏ٕ჻结ϮĈ!
征状： 

1. 先在下背、下腹、腰部，或是男性病人阴茎的根部，痛的非常厉害。 

2. 有时尿道阻塞，病人排尿困难，甚至完全无尿，或刚开始排尿时，滴

出血来。 

3. 有时会合并泌尿道感染。 

治疗： 

1. 和泌尿道感染的治疗一样。 

2. 同时给予阿司匹林或其它止痛剂、抗痉挛药物。 

3. 如果排尿困难，尝试让病人躺着小便，有时石头会滚离膀胱口，使尿

液通畅。 

4. 严重患者，必须请医生治疗。可能需要开刀治疗。 

!
摄护ཛྷ肿̂Ĉ!
  摄护腺位于膀胱和尿道之间。40 岁以上的男性，易有摄护腺肿大。 

 

征候： 

1. 通常患者感到排尿困难，有时大便亦困难。小便常间断，滴滴答答的

滴个不停，甚至完全解不出来，可能连续几天没有小便。 

2. 若有发烧，可能合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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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1. 可尝试热水坐浴。否则必须插导尿管（18
章 239 页）。 

2. 若发烧，须给抗生素，如青霉素或四环霉
素（356 页）。 

3. 去看医生，严重或慢性病患，必须进一步
手术或其它的治疗。 

 
注意：小便困难时，必须区别是摄护腺肿大或是

淋病、披衣菌感染所引起的排尿困难。摄护腺肿大，好发于老年人。
年轻病患，特别是最近与性病患者有过性接触，则可能是淋病或披衣

菌感染。 
!
ّঽĈّତ➨ѣ关۞়ঽ!
  下面几页将讨论一些常见的性病：淋病、梅毒、披衣菌，花柳性淋巴肉

芽肿、AIDS（艾滋病）。另一些会在生殖器造成溃疡的疾病（疱疹、疣以及
软性下疳）则在附录二中（399-403 页）讨论。 

 
ঽ̈́٣җෂĈ!

通常经性接触传染，男女生都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得到感染。早期的
症状很相似，且常合并感染，然而淋病较早发病并且较痛，要同时治疗。如

果没有治疗可能造成不孕症(男女皆会)。怀孕病患在生产前没有治愈，可能
使小孩眼睛发生感染，导致失明(16 章 221 页)。 

征候： 

  

★շّ!
　 1. 阴茎有化脓物流出 
　 2. 有时会有睪丸肿痛。 

 
★ّ̃!

1. 从阴道或肛门会有黄
色或绿色分泌物。 

2. 下腹部疼痛（骨盆腔发
炎，18 章 243 页）。 

3. 发烧。 
4. 性交时疼痛。 

 

!

★շ̃Ϡౌ会ѣ۞فĈ!

1.  解尿疼痛或烧灼感 

2.  全身有红疹或溃疡

（疮） 

3.  单或双侧膝盖、脚

踝或手腕关节肿

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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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触后，男性通常 2-5 天后发病（可到 3 星期以上），女性可能

数周到几个月后才发病，受感染者可能完全没有症状，但在感染数天内即可

能传染给别人。 

 

治疗：!

1. 从前通常用盘尼西林来治疗淋病，目前许多地区已产生抗药性，必须

改用其它抗生素。最好先知道在当地有效、容易取得且花费得起的是

什么药（附录一 360 页）。治疗 2-3 天仍未改善，可能是对淋病产生抗

药性或同时有披衣菌的感染。 

2. 感染淋病或披衣菌的妇女，若同时发烧并下腹疼痛，可能是骨盆腔发

炎（18 章 243 页）。 

3. 凡是和淋病与披衣菌患者发生性关系，都必须接受药物治疗。尤其是

男性病患的太太，即使太太没有症状，亦很可能已受感染。若太太没

有同时接受药物治疗，先生痊愈了，感染淋病的太太会再传染给先生。 

4. 患披衣菌及淋病妇女的新生儿，特别要注意眼睛的保护，以免因感染

而瞎眼（16 章 221 页，治疗见附录一 379 页）。 

 

注意：感染患淋病或披衣菌的患者可能同时感染梅毒却没有征候，最好也同

时治疗梅毒，只治疗淋病或披衣菌时，Ξਕ会让߲۞ѝഇা状҃ͅ

Հ̙ځ显Ă҃无ڼڱດ。 

预防以上两种疾病和其它性病的方法，见 18 章 239 页。 

!

߲Ĉ!

  梅毒是一种常见而且危险的疾病，经由性接触传染。 

征候： 

2/ 最早的征候是下疳，性接触后的 2-5 个星期间发

生。似丘疹、水泡或是个开洞的疮，通常发生于

男性或女性的生殖器官，偶尔可发生在口唇、手

指、肛门或口腔中。病灶常充满了细菌，很容易

由性接触再传染给别人。˭ী૱̙൭Ă发Ϡ

˷阴内ొĂ妇̃们Ξਕя̙ۢĂٙͽޝटٽ

Г传ߖ给别ˠĄ如果会痛的话，有可能是软性下

疳（附录四 403 页）。!

3/ 下疳通常持续几天，不治疗也会自行消失。ܑࢬ

˯虽ঐε˞Ăֶ会续ο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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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个星期或数个月后，可能发生喉痛、轻微发烧、口腔溃烂、关

节肿大，或皮肤生疹如下图。 

Б֗长会൭۞ৃ̄   ည荨౫ৃ状۞环状红ৃ !!!!͘长会↿۞ৃ̄!

所有的征候都可能自行消失，ଈ۰ͽ为ஸດĂ实়ঽ̪续进Җ̚Ą

无֖够۞ڼ疗Ă߲会ܬˢ֗ᩄЧጡءĂ͔͕脏ঽă౫⛕াăჟৠঽ
ι়᷏᷏ঽĄ 

注意：若生殖器有疮，数天或数周后皮肤有异样的红疹，可能是梅毒，要找

医生。 

 
治疗：（߲ԆБڼດĂᅮѣԆፋ۞疗）!

1. 症状出现一年内者，注射 240 万单位之 Benzathine penicillin，分两边臀

部注射一次即可（附录一 353 页）。如果病人对盘尼西林过敏或治疗没

有改善，则用口服四环霉素或红霉素 500 毫克的剂量，一天四次，连

续 15 天。 

2. 症状出现一年以上者注射 240 万 Benzathine penicillin 分两边臀部注射，

连续三周，一周一次总量 720 万单位。如果对盘尼西林过敏，口服四

环霉素或红霉素 500 毫克，一天四次，连续 30 天。 

3. 一旦只要怀疑感染梅毒，必须立刻就医，可能需要特别的血液检验。

若无法作任何检查，也必须当作梅毒来治疗。 

4. 与感染梅毒患者有性接触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治疗，尤其是其配偶。 

注意：怀孕或喂乳妇女对盘尼西林过敏者，改用红霉素与四环霉素同剂量 (见

356 页)。 

 

!肿Ĉ܂ّ͐҇ߨ܅
征候： 

  男性在鼠蹊部有大而深色的肿块，破裂流浓，

反复结疤再流脓。女性症状类似，或有疼痛且流脓

的肛门溃疡。 

治疗： 
1. 就医治疗。 

2. 服用 500 毫克的四环霉素，一天四次，连续

2 星期。 

3. 脓疡未完全治愈前避免有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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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鼠蹊部的肉芽肿也可能是软性下疳的征候（附录二 403 页）。 
тң预ّ֨ঽ۞传ߖĈ!

Ұѣّତ➨۞ˠ：与越多人有性行为越容易得到性病，与妓女͕̈ .1

特别危险。为避免感染，只与性关系忠实的单一伴侣有性行为。若与

他人发生性行为一定要戴保险套来预防，然亦非绝对有效。 

2. ϲגତڼצ疗Ĉ非常重要。患者须马上接受治疗才不会将性病传给别

人，且在完成治疗后的 3 天内不能有任何的性接触（不幸的是 AIDS

还未能治愈）。 

3. Ә诉ιᅮତڼצ疗۞ˠĈ发现自己得性病，应该告知所有和他有

过性接触者，使其也能马上接受治疗。男性患者，更应告诉他的女伴，

及早治疗，以免因不知情而传染给别人，或感染胎儿导致失明，或导

致不孕症和其它严重疾病。 

4. 帮ӄˠĈ坚持要那些可能有性病的朋友马上接受治疗，并且避免在

未完全治疗前有性接触。 

ң时ᦘтңֹϡ导Ԍგ!

使用导尿管的时机： 

1. 非绝对必要且无法

实时得到医疗协

助，否则不要用导尿管。无论怎样小心，都可能引起危险的感染或

伤害尿道。 

2. 只要还能解出小便，即使量很少，也不需要使用导尿管。 

3. 无法排尿时，应先尝试温水坐浴（18 章 236 页），并立即开始使用

淋病或摄护肥大的建议药物。 

4. 若觉得膀胱有厉害的涨痛感，无法解尿，或开始有尿毒的征候，才

是真正需要使用导尿管的时机。 

 

尿毒症的征候： 

1. 呼吸有尿味。 

2. 脸部和脚部有水肿。 

3. 呕吐、呼吸窘迫、意识昏迷。 

 

注意：若小便困难，摄护腺肿大，或肾结石，须买一条导尿管，以便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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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ңֹϡ导ԌგĈ!

2/ڳ导Ԍგᦘ

关ֹϡጡୠ࠹

26̶钟Ą!

! 7/!ϡ无ෂ润֯

୵Ğт L.Z!

KFMMZĂ̙ϡ

ğڒ̀˲ٕڵ

润导ԌგĄ!

3/ϡ۲չă温ͪԯ阴ࣼƝΒϩ̈́

围߾

̒净Ą!

! 8/ԯΒϩٕ阴ࣼᖙ开Ăϡ۲ڭչ۞无ෂ

ജᑡԌ˾Ą!

4/ϡ۲չ̈́开

ͪԯ͘߾净Ă

Ξਕ۞话ֹ

ϡ᧓༧Ą̝ Ь

Ϊਕ༥➨无

ෂٕܧ૱̒

净۞东ҘĄ!

!

!

9/ԯ导გٸˢԌ˾Ăၙၙ转进ΝĂ

!Ąޘ֎ർ೧Ąԯ阴茎ٛۡјѩ̙

ԯ阴茎ٛۡјѩ֎5!ޘ/ϡঐ߲过۞ᵶο块Ăԯѩ区ા

围来Ą!

!

6/ϡ੧ჟٕγ۲ࡊչ͘߾Ğрϡ

ঐ߲͘

इğĄ!

!

:/ԯ导გଯז

߹开ؕܮ̈

处ĂГк

ˢǮ̳ٸ

̶Ẵّ۞

Ԍ较շّ

ൺкĄ!

჻͉涨Ă̙ٕف۞ѣԌ߲ڍ点Ĉтࢦ ѨଵЍĂԯԌგԶ来ٕҝĂ˘ܮ让̈

2.3 ̈时内ၙၙгଵЍĄ!

 

  刚生完产的妇女，若超过 6 小时未解尿且膀胱似已饱涨，可能就需要导

尿，若膀胱不涨，只要多喝水即可。 

导尿管使用之更多信息，详见本基金会「残障村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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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问题Ĉ!

阴۞̶ۏکĞ从阴߹۞⇿୵状ٕ脓样ۏğĈ!

    妇女平常就会有少量清澈、乳状或淡黄色的分泌物，只要无恶臭或搔痒，

大致都属正常。但有许多妇女特别是怀孕时，阴道有不正常分泌物，引起搔

痒，可能是感染引起。虽造成困扰，但不至有危险。然而淋病与披衣菌的感

染可能危害新生儿（16 章 221 页）。 

1. 稀薄而呈泡沫状：绿黄色或白色，有恶臭具搔痒感的分泌物，可能是阴

道滴虫感染所致。小便会有烧灼痛，有时导致生殖器官的烧灼感或浮肿，

分泌物可能带血。 

治疗： 

（1） 保持生殖器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 

（2） 用温水或蒸馏过的醋酸做阴道冲洗或灌洗。用 6 汤匙醋酸加 1 公

升已煮沸过的水（若无醋酸，可用柠檬汁来代替） 

 

 

（3） 可用一片蒜头作阴道栓剂，将其剥皮（不要弄破），包在干净的

布或纱布中，放入阴道。 

（4） 白天阴道灌洗 2 次，每晚使用一片蒜头栓剂，共 10-14 天。 

（5） 若无效，可用含metronidazole或其它抗阴道滴虫药物塞入阴道内，

或口服 metronidazole（附录一，370 页）。 

注意：怀孕最后四周或产后六周内不可灌洗，如果分泌物造成困扰，可用

nystatin 阴道塞剂。 

   

一位患阴道滴虫感染的女性，先生即使无任何症状，也可能受感染。有

些男士只是小便有时有点烧灼感。所以先生也必须与太太一同接受治疗，使

用口服 metronidazole。 

重点：花 3分钟让水慢慢流入。

导尿管放入阴道的深

度不超过 3 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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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色分泌物：看起来像起司或奶酪，闻起来像发霉或烤面包的味道，

可能是霉菌感染。可能引起严重的搔痒，阴唇常呈鲜红而且会痛，有时

小便会感到烧灼痛。常发生于怀孕妇女、生病时、有糖尿病、服用抗生

素或避孕药的人。 

治疗： 

用醋酸水或稀释的龙胆紫来做阴道冲洗（用 2 汤匙龙胆紫放入半公

升的水，2:100）或用 nystatin 或其它抗霉菌药的阴道片，例如 miconazole

或 clotrimazole，塞入阴道中（剂量详见附录一，370 页）。不加糖的优格放

入阴道中，亦是控制霉菌感染常用的偏方。不可使用抗生素，非但无效，

反而会使病情恶化。 

 

3. 浓稠牛乳状具恶臭的分泌物：可能是嗜血阴道杆菌感染所致。由于和阴

道滴虫感染很相似，所以须用特别试验来加以区别。 

治疗： 

   可用醋酸水（241 页）或用优碘作阴道冲洗（6 茶匙优碘加入 1 公升

水中）。也可尝试每晚塞一瓣蒜头（241 页），治疗两周。若无效，可尝试

metronidazole。 

 

4. 水状、褐色或灰色分泌物：带有血丝、恶臭，且下腹部疼痛，可能是严

重的感染，或是癌症征兆（19 章 280 页）。若发烧，用抗生素治疗（若可

能，用安比西林加上四环霉素，附录一 353、356 页），并要马上去找医

生。 

 

注意：若分泌物已有一段时间，或治疗无效，应找医生治疗。 

 

妇̃тңᔖҺຏߖ;!
1. 保持阴部清洁。最好天天用温和的肥皂来清洗。 

2. 行房后，马上小便，可预防泌尿道感染（但不能防止怀孕）。 

3. 排便后，必须擦拭干净，由前往后擦，以防微生物、阿米巴或是蠕虫污

染尿道口与阴道。用同样的方式教小女孩，待她们长大后，就可以学会。 

 

 

对۞͞ڱ! ̙对۞͞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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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ཛϒ̚间۞ొҜূ൭ٕ̙නڇ时Ĉ!

可能有的原因很多，在本书其它部份会讨论。以下所列出的只是其中几

个重要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有个方向： 

2/经ഇ̙‵Ĉ!

  是否在月经前或月经期间特别不舒服（19 章 246 页）？ 

 

3/ ჻发18）ۆ 章 234 页）： 

这是疼痛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是否频尿或小便疼痛？ 

 

4/࠴发ۆĈ!

可能是淋病或披衣菌感染的后期症状，有下腹疼痛与发

烧现象。症状轻微的话，当作淋病治疗，使用附录一 360 页

的药一次以上，直到退烧后两天才可停药。同时给四环霉素

（附录一 356 页）或红霉素（附录一 355 页）14 天。症状较严重时，还要加

上 metronidazole 400~500MG 一天 3 次，10 天。若装子宫内避孕器，可能须要

拿掉，但要由保健人员决定。 

 

5/˭ཛొΞၤזർ块ٕ肿ሳ（19 章 280 页）： 

    可能是卵巢囊肿或是癌症，要由受特殊训练的医护人员作特殊的检查。 

 

6/̄宫γθ（胎儿在子宫外成长，19 章 280 页）： 

通常会有严重的腹痛与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常有早期怀孕的症状（19 章

247 页），感头晕、虚弱，须立即就医，会有生命危险。 

 

7/߹产۞я发া（附录二 414 页）： 

    可能有发烧，阴道出血含血块，下腹痛，解尿困难与休克。如产褥热（19

章 276 页）应马上给予抗生素治疗，并立即送医院。有生命危险。 

 

8/肠ăۡ肠۞ຏٕߖι问题（12 章 145 页）：进食时或解大便时是否特

别感到疼痛？ 

以上疾病，有些可能不是很严重，有些则具危险，常不易区分，需借重

特别试验或检查才能加以区别。ূ൭̙ਕ①ؠঽЯĂٕ̙ਕޝԣԼචĂ则

υ须ಶ医。更多治疗妇女健康问题的信息，请见Where Women Have No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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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Ĉ!
有时男女双方尝试怀孕却一直失败，可能是其中一方或双方的责任，是

否能治疗要视原因而定。 

 

૱见ࣧЯĈ!

2/̙ਕϠֈĈ身体的生育机能有问题，有的人可能一出生就没有生育的能力。 

 

3/֗ᩄ虚ऴٕ营养̙։Ĉ!

    妇女若严重贫血，营养不良或缺乏碘会使怀孕机率降低，或胚胎已因营

养不良而死亡（见流产部分，19 章 281 页）。所以不能怀孕或流产过的妇女

应摄取足够的营养，使用含有碘的盐，若有严重贫血，应给予铁剂（19 章 247

页），这样可增加其受孕率并生出健康的小孩。 

 

4/ၙّຏ18）ߖ 章 243 页）： 

    由淋病与披衣菌引起的骨盆腔发炎（18 章 243 页）是妇女不孕症常见的

原因。早期治疗可能有帮助，也可减少不孕症。 

 

4/ շّჟҔ͉͌时，也可能会不孕： 

在女性可能受孕期的前几天避免行房，直到受孕期才行房，即两个月经

期的中间（见月经周期与黏液法，20 章 291、292 页），这样才可能产生足量

的精虫而增加怀孕的机会。 

 

警告：小心不要用贺尔蒙或任何药物给不孕者，偏方亦一样没效，浪费钱而

已。 

不论男女，若你是一位不孕症者，下列方法还是可以帮助你有个快乐幸

福的人生。 

1. 也许你可以领养孤儿或需要照顾的小孩，许多夫妇能学会爱如己出。 

2. 也许你可能成为一个保健员，或是以其它的方式帮助

你的小区，把你对小孩的关爱，转移给需要爱的人，

这对大家都有益处。 

3. 如果你的村里以不能生育的女人为耻，或许你和其它

人可组织一个团体，帮助村里有特别需要的人或对其

他方面有所贡献，让人们知道，女人的价值并非只在

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