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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乡村保健员的话 

谁ߏ乡Յܲઉ员@!
能使家人和邻居更健康的人就是乡村保健员。通常这位保健员是由村民

推选出来的，既能干又亲切。 
有些乡村保健员参加过缜密规划过的训练课程，也许是卫生局办的，有

些则没有正式的职位，他们只是小区居民，因受尊敬而经推举为小区健康事

务所的导航员，通常保健员经由观察、实际帮助及自修来学习。 

广义来说，乡村保健员就是让居民的居住环境更为卫生的人。这也就是

说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当、也应该当个保健员： 

．父母可以教导孩子如何保持清洁。 

．农人可以互相帮忙，以期丰收。 

．老师可以教学生如何预防、治疗一般疾病及外伤。 

．学童可与父母分享所学之事。 

．药局老板应该知道如何妥当使用他卖的药，并给予顾客中肯的建议和

注意事项（请见 338 页）。 

．助产士可以教导夫妇，怀孕及哺乳期间应注重营养摄取，并作好家庭

计划。 

这本书是为了广义的保健员而写的。不管是谁，只要想为自己、家人或

村民的健康多尽一点心力，这本书就

是为他写的。 

如果你是一个小区的保健员、护

士、甚至是医生，切记：这本书不只

是为你而写的，而是为大家写的，所

以，请ᦘˠ̶ֳ这ώ书Ċ!

这ώ书Ξͽ帮ӄҰШ别ˠ说ځ

Ұٙۢ۞ć也许你可以召集几个小

组，一起来念这本书，一次念一章，

然后在一起讨

乡村保健员的生活及工作与村民息息相

关。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分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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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乡村保健员： 

这本书旨在探讨一般人的「ઉᅮՐķ，但为了使你的村子更卫生、

更适合居住，你还必需掌握村民的「ˠّᅮՐ」，你对人性的了解、对他人

的关心，与你的医药卫生专业知识同等

重要。 

这里有几点建议，或许能帮助你同

时满足村民的「健康需求」和「人性需

求」。 

!亲̷Ĉ /2

一句友善的话、一个微笑、拍拍

肩，或是几个表示关怀的小动作，常会

比你其它所能作的，来得有意义。对待

别人该如对待自己般，甚至于心烦或匆

忙时，也别忘了他人的感觉和需求。「如

果他是我的家人，我会怎么做？」这样

想通常蛮有用的。 

 

把病患当作人一样对待。!

对待病重或垂死的人，要格外友善，对待其家属也是一样。让他们晓

得你是在乎的。 

 

3/ ̶ֳҰ۞ۢ识!

保健员的首要职责就是教

导，也就是说协助他人懂得

如何预防疾病、辨识疾病及

控制病情---包括妥善使用家

庭偏方及一般药物。 

如果详细说明，你学的

东西应当不至于造成他人的

危险。有的医生觉得病人自

我照顾很危险，也许他们希

望人人仰赖其昂贵的医疗服

务，̙过实̂к数۞̈ͨ

ঽౌΞͽӈѝдछ̚ҋҖ处

நĄ
Ա̶ֳҰۢ识۞͞ڱ!

!Հѣ帮ӄĂۏˠĂ亲̷ͧ药ᮮ

!ܑϯ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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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ࢦՅϔ۞传统̈́ຐڱ!

学过现代医学并是说你就可以轻看村民的习俗及治疗疾病的方法。常

常是---当医学介入时，医疗技术中的人际接触就失落了，这实在是很糟糕，

因为… 

 

如此一来，你将会丰富村民的风俗文化，而不只是破坏。 

当然，如果你目睹有害的偏方及习俗（如把粪便涂在新生儿刚割断的

脐带上）你一定想要改变这一切；不过要小心翼翼，尊重那些深信不疑的

人，绝对不要劈头就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要尝试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该用

其它方法来处理。 

通常，人人总是慢慢地改变态度及习俗，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

他们觉得什么是对的，就紧抱不放，这点我们应该尊重。 

现代医学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医学解决了部分的问题，但也制造

了别的问题，甚至是更大的问题。人们轻易就过于就依赖现代医学及专家、

轻易就滥用药物，却忘记怎么照顾自己，怎么彼此照顾。 

所以，放慢步调吧！时时对村民的传统、人性尊严深表尊重，并助其

扩充已有的知识和技巧。 

 

如果你能将现代医学最好的部份，与传统疗法最好的部份结合， 

则此结合可能优于其中任何一种。 

ᦘ传统۞医疗ˠ员̈́ӄ产̀

Т̍Ă҃ܧ对ϲĄ!

从̚学习Ă˵ခ励们ШҰ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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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里离「保健中心」很远，
可是在这里他得不到应有的治
疗。来！我陪你一起去。 5/ ۢҋ̎۞ޘࢨ!

不论你懂多少，只要量力而为，

就能做好工作。换句话说：Ϊઇѣԯ

೪۞ְĄ没有学过的东西或是你历练

不够，如果可能危害他人，就不要做。 

然而，还是要善用自己的的判断

力。
做与不做，常常取决于医疗协助

容不容易取得。 

比方说，有一个刚生产完的母

亲，出血量多过你所认为的正常量，

如果到健康中心只要半小时，最好马

上带她去。但如果血流量很大，离保

健中心又很远，这时你或许就应该当

机立断，按摩她的子宫（19 章 265 页）

或打一针 OXYTOCIN（子宫及血管收缩剂）（19 章 266 页），即使你完全没

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冒不必要的险。但是如果情况危急到你不得不「插手」时，就放胆

去做你觉得有帮助的事吧。 

知道自己的限度－也不要忘了动动脑。尽全力保护病人，而非保护自

己。 

6/ ̙断۞学习Ĉ!
抓住每个学习的机会，任何你能接触到的书籍、资料都能促使你成为

更好的保健员、更好的老师，甚至是更好的人。有问题时，可以请教医生、

卫生所人员、农业专家，或是任

何你觉得可以请教的人。 

不要错过专业研习以及在

职训练。 

你的首要职责是教导，除非

不断汲取新知，你很快就没有新

的东西可教了。

知道自己的限度!

Ķ̙断学习ķů̙让别ˠ೩ᏹҰҰѣ

该学习ٕۢ۞ְଐ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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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领导者，不会指使别
人，而是先树立榜样。 

!

7/֏ҖЪ˘!
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还要吸引别

人的注意。身为保健员，必须格外留意

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习惯，这样，才能成

为邻居的好榜样。 

要求别人去使用粪坑之前，先想想

自己家里是否也有粪坑？先要求自己才

能要求别人。 

又比方说，你带领村民去挖掘公共

垃圾坑，你出的力，流的汗是否和别人

一样多？ 

 

 

 

8/ઇ۞ϟ͕乐ຍ!
如果想要动员全村来改善卫生及个人健康，自己要先乐在其中，否则

谁想跟随你呢？ 

尽量把小区工作弄得有趣点。好比围篱保护村中的水源，使其不受动

物污染，这工作很辛苦，但是如果全村都把这项工作当成「工作庆典」--

来点饮料、小点心及音乐也无妨---这项工作会变得很有趣而且很快就能完

成；若能把辛苦差事变成游戏，小孩子会乐在其中。 

你的工作可

能有酬劳，可能没

有，但面对穷人或

负担不起费用的

人，绝不要吝啬关

怀。 

这样，你才能

赢得村民的尊重，

而这些远比金钱更

有价值。

֏ҖЪ˘!
Ğ̙谁会ӥҰ۞ĉğ!

为人服务，而非为钱服务 

（人们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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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ѣ远见ѣ远见...˵帮ӄˠ/9

负责的保健员不会等到村民生病才采取行动，而是事先就预防疾病，

鼓励村民大家ņ现дŇ就采取行动来维护健康，确保以后身体无恙。 

很多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那么，你的职责就是帮助村民了解়ঽ۞

Я，并找出解决之道。 

大多数的疾病都有很多起因，相互牵连。要长久有效解决问题，必须

找出潜дࣧЯ来加以解决；你要追根究底。 

比方说，腹泻是很多村子最常见的小儿死因。腹泻之所以会传染开来，

部份是因为卫生不良；想要改善，可以挖粪坑（建公厕），教导村民基本的

清洁原则（详见 133 页）。ҭߏ营养̙։۞̈ޅĂ૱Ѫ˷ཛ泻Ă他们没有

足够的体力去对抗感染。所以为了预防腹泻引起的死亡，我们也要正视营

养不良的问题。 

为̦˴ѣ这˴к̄ޅ会Я营养̙։҃צཋ@!

．是因为母亲不知道那些食物比较有营养吗？(比方说母奶)。 

．是因为家庭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种植所需要的食物吗？ 

．是因为少数的富人控制了大多数的土地及财富吗？ 

．是因为穷人没有善加利用自己的土地吗？ 

．是因为生了太多孩子却养不起，又不懂节育，孩子仍一个个出生吗？ 

．是因为父亲因失望而酗酒，把钱都花在喝酒吗？ 

．是因为众人缺乏远见，也不「预先计划」吗？他们不了解透过合作

与分享，可以改变生活环境吗？ 

 

三思而后「喝」 
「事后补救可不简单」!

帮ӄ别ˠ˲ְѣ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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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你会发现，以上所列的婴

儿死因，绝大多数都是村子里的婴儿

死因，当然，你还会碰到其它的问题。

保健员的职责就是尽量让村民了解问

题，并采取预防措施。 

但要记住，想减少腹泻造成的死

亡，不单只是挖个粪坑，保持饮用水

清洁，甚或补充水分的口服液就可以

了，长远来看，家庭计划、善用土地

公平分配财富、土地及权力等其实更

为重要。 

人之所以会生病受苦，深究其

因，不外乎是短视、贪婪。如果你关

心村民的健康，就要教导他们学习分

享、合作，并且要有远见。 

ܲઉ许кְ!

刚刚检视过了腹泻及营养不良的

起因，相同地，你会发现各种不同疾

病的背后原因包含：үۏ۞Ϡ产ณă

˿г̶੨ăିֈăˠ们كѩ۞对͞ޞ

ё等等。 

若是你关心整个小区的长期福

祉，就得帮助村民寻求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

答案。 

健康并非只是不生病。ઉ֗ߏă͕ă灵̈́̈区۞ઉБ发णĄ人最能

从健康的环境中得到滋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一同为生活打拼、彼此

信赖、有福同享、共体时艰、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尽全力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不过要记住你最大的职责是协助小

区成为更健康、更有人情味的地方。ܲઉ员۞责Ї̂ࢦ૱ܧĂ֤˴ĂҰ

从ңઇĉ

Ѫ˸!

ཛ泻!

ຏߖᇫ开来!

᱇脏!
卫Ϡ环ဩम!

!ԩ˧ऴٯ

营养̙։!

ͻ导!

̂छलĞ̄ޅ较кğ!
˿г财ಱ̶੨̙Ӯ!

ŕѪ˷ཛ泻۞连锁ࣧЯ!

贪ͷ̙ۢ为将来着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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Ϳ细观၅Ұ۞̈区!
你从小在小区长大，了解这里的人，他们大多数的健康问题，你也了

然于胸，但为了有完整的了解，你得仔细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

小区。 

作为乡村保健员，你要关心的是ٙѣˠ的健康，而不只是那些熟识或

找你的人。你要主动出击，拜访村民的家、村民的田园、聚会场所、就读

学校，深入了解他们的喜与忧，与他们一同检视其生活习惯、保健所要注

意的日常事项，还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受伤等大大小小的事项。 

开始任何计划或行动之前，你和村民要仔细想想这其中所需要的人

力、财力、时间等等，还有这计划是否可行。下列几个注意事项一定ౌ

考虑进去： 

1. 感觉需求──人们觉得这些问题正是他们最关切的。 

2. 实际需求──为了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取的措施与方法。 

3. 意愿──或是人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4. 资源──用以完成计划所需之人力、技术、物力及财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这些事有多重要。假设有个老烟枪跑来找你抱

怨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 

 

 

1.他的「感觉需求」是止咳。 

2.但他「实际需求」（解除问题的
办法）是戒烟。 

3.要止咳，他自己要有意愿戒烟，
因此他得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 

4.有个资源也许能帮的上忙，就是
让他知道抽烟对他自己及家人的
害处有多大（详见 149 页）。另一
个资源就是家人、亲友及你给他的
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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ԱᅮՐ!

作为保健员，首先，你要能找出村民最主要的健康问题以及他们最在

乎什么，搜集相关资料，列个问题的清单也许有用。 

以下两页提供了几个问题的范例，你可能想拿来询问村民，不过要想

一些Յϔ关̷۞问题ć提问不仅能搜集资料，也能激发别人动脑思考。 

不要问太多问题，问题也不能太复杂──特别是挨家挨户去访问的时

候，切记，ˠ̙ߏ数фĂ也不愿被当成数字。收集资料的同时，请记得你

最关心的，永远都是个体的需求与感受；访问的时候「问题清单」不带在

身边可能更好，然而考虑到小区的需求，有些基本问题你应该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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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单举ּĈ!
为的是了解村民的健康需求，同时也有益思考。 

 

ຏ觉ᅮՐ!

 在日常生活中（生活条件、作事方法、信仰等等），村民认为那些事有

益健康？ 

 不光是健康的问题，一般来说，村民有没有其它极为关切的问题和极

为殷切的需求？!

!

                   ҝछ̈́厕ٙ!

 房子用了何种建材？墙用的是什么材料？地板呢？房内屋外有保持清

洁吗？在哪做饭？是地板上吗？烟怎么排出去？睡在那里？ 

 苍蝇、跳蚤、臭虫、老鼠或其于惹人厌的小动物是否造成了困扰？何

种困扰？这些问题村民如何解决？还有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法？ 

 食物有没有好好保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保存食物？ 

 如果有饲养动物（狗、鸡、猪等等），哪些动物可以进到家中？进来以

后会有什么问题？ 

 动物有那些常见的疾病？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为了预防此类疾病，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村民从何取得日常用水？这些水可以喝吗？安不安全？有没有采取防

护措施？ 

 多少家庭有厕所或粪坑？多少人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 

 整个村庄干净吗？村民把垃圾倒在那里？为什么？ 

!

ˠ˾!

 小区里有多少人？未满十五岁的人有多少？ 

 多少人能读能写？上学有什么好处？学校真能教给他们需要知道的东

西？此外，孩子还能透过哪些管道学习？ 

 今年有多少婴儿出生？多少人死亡？怎么死的？几岁死的？能否预

防？如何预防？ 

 人口日增或日减？有引起什么问题吗？ 

 过去一年中，不同的人各生过几次病？每次为期多久？生的是什么

病？受的是什么伤？怎么会这样子？ 

 多少人患有慢性（长期）病？什么病？ 

 大多数的父母生了几个孩子？死过多少孩子？死亡原因？几岁死的？

根本的死因是哪些？ 

 有多少父母想要结扎或是节育？为什么？（283 页「家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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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 

 有多少妈妈喂食母乳？为期多久？这些婴儿比其它不吃母乳的婴儿健

康吗？为什么？ 

 村民的主食为何？主食的来源？ 

 村民对可以得到手的食物好好利用了吗? 

 多少孩子的体重过轻（11 章 109 页）？多少孩子显现出营养不良的征

候？对于营养需求，父母和学童了解多少？ 

 多少人抽烟抽得很凶？多少人常喝含酒精或其它不含酒精的饮料？为

他们自己的和家人的健康带来了哪些影响？ 

              !˿гۏࢴ!

 每个家庭的土地都能生产足够的作物吗？如果家庭人口

持续增加，足够作物的供给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农地如何分配?多少人拥有自己的土地？ 

 为了提供生产量，用过哪些办法种植和改善方式？ 

 食物及谷粮如何储存？这种储存方法会不会造成食物的损害或损失？

为什么？ 

             医疗ăઉ!

 说到保健，当地的助产士及保健员扮演何种角色？ 

 使用那些民俗疗法及药物？那一种最有效？有害吗？危险吗？ 

 附近有什么保健服务机构？好不好？贵不贵？常被使用吗？ 

 有多少孩子已经接种过疫苗？这是要预防什么疾病？ 

 除了接种疫苗，还采取了那些预防措施？还有那些可行的预防措施？

这些预防措施有多重要？ 

      !ҋӄ!

 就目前及将来而言，那些因素最能影响村民的健康与福

祉？ 

 有多少普通小毛病是村民能自行处里的？村民外在协助及药物治疗的

需求高不高？ 

 村民有没有兴趣学习更安全、更有效、更完善的自我照顾方法？为什

么？用什么发法才能学到更多？有什么难处吗？ 

 富有人有哪些权益？穷人又有哪些权益？男人呢？女人呢？小孩呢？

以上不同的「族群」有何种待遇？为什么？这样公平吗？有没有改变

的必要？谁能改？怎么改？ 

 村民是否同心协力一起来解决问题？面对重大的问题，他们也能一同

承担，互相帮忙吗？ 

 为了使村子的生活环境更好、更健康，你及你的村民可以做些什么？

从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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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චϡ当г资来ྋ决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就要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有些活动需要有外在资源

（材料、金钱、或者是外来人力）。比方说，要有疫苗才能进行预防接种，

而疫苗通常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而有些活动只需利用当地的资源就能完成。全家甚或邻居可以一起动

员，使用手边的材料来保护水源或建造简易厕所。 

有些外在资源，诸如疫苗、特殊药品，能有效改善健康，应该尽力取

得。不过一般而言，最好的方法还是尽ณֹϡ当г۞资。 

ခ励Յϔ尽ณචϡ当г资!

当村民越能为自行解决问题，越不依赖外来的协助，身体也就更强壮、

也更健康了。 

现有的当地资源不仅容易取得，而且通常有效又便宜。比方说，要是

你能鼓励妈妈对婴儿喂以

母乳，透过当地高质量的

资源－母乳，可以培养凡

事靠自己的精神，也可以

避免不必要的婴儿疾病及

死亡。 

 

 

 

 

 

 

 

 

 

当你从事保健工作的时候，请时

时谨记： 

!

ϓ֯р!

ϓ֯ę当г质ณ۞资ę!

ͧЇң钱ਕ买ז۞东ҘౌрĄ!

村民最珍贵的健康资源，是他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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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ؠઇ̦˴Ă从ң处着͘ĉ!

仔细评估过小区的需要及可用的资源后，你和村民就要决定那些事是

比较重要的，该从优先的做起。要村民更健康，有很多事是你可以做的，

有些可以收立竿见影之效，有些是促进个人或整个小区将来健康的决定因

素。 

有很多村落中，营养不良与某些健康问题是有关联的，除非食物充足，

否则村民不可能会健康。不管你要着手做什么事情，假使村民连吃饱都有

问题，小孩子营养不良，你最好还是优先考虑改善营养问题。 

要改善营养不良的问题可多方面着手，因为营养不良是许多原因结合

所造成的，你与村民要把可行的改善方法都考虑进去，再挑出最可能见效

的方法。 

以下的办法可以改善营养不良的问题，有些可以收到立即的成效，有

些须长期执行，你和村民必须共同决定适用于目前环境的最佳办法。 
 

Լච营养۞ΞҖ办ڱ

ҋछϣг! ୗϣĈ֨ͤ˿ᚓ߹ε!

̫ѐ᷏ϜѼ!
!ѐ᷏֑̄ځ

轮᷏!
ă֑ăኧ֑ă֑̄ߏĂညۏ节Ă轮᷏̙Т۞ү؞̙Т۞Ϡ长
!ĞቸğĄ这样̄˿гΞͽ૱ܲ۲աĄۏιѣ夹ങϠ̈́܅ኁ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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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ڱιԼච营养۞办
 

ϣг!

Լච储хڱ͞۞ۏࢴ!

Ğ装˯ܛ属გइͽ֨ͤҁဂğ!

鱼类养ത!

养ཻ!
ુ۲!

减͌छलˠ数!

Ğ实߉छल计ЗĂ见 31 ౢ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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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Җາ۞ຐڱ�!
前面所给的提议不见得都适合你的小

区，有时要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手边的数

据，适度修正，而且通常要先去做做看才

知道有没有效，也就是说，边做边学。 

试试新方法时，̆ 开ؕ规ሀ̈˘点Ă

如果一开始规模小，就算失败了，或是需

要调整，损失也不会太大；如果成功了，

村民看到成效，就愿意开始大规模实行。 

试验如果行不通也不要气馁，可以稍微修改，再试一次。失败如同成

功，都能带来启发，但是记住：刚开ؕ规ሀ̈˘点Ą 

下面有个范例： 

你知道某些豆类（如大豆）对身体很好，但大豆在村里种得活吗？如

果种得活，村民想吃吗？ 

刚开始先种一小块区域，让豆子在不同泥土及灌溉条件的小土地上种

植。如果豆子收成不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烹调，看看村民吃不吃。如

果村民愿意吃，再依当初豆子的最佳生长条件大量种植。不过还是可以给

予谷物不同的生长条件，少量试种，看看收成能不能更好。 

有很多生长条件是你能够改变的，比方土质、调整肥料、水量或是各

式种子。要知道哪种条件最利于生长、哪种最不利，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次

更改˘᷏条件，其余的不变。 

好比说，要知道动物的粪便是否有利于大豆的成长，还有使用量要多

少，可以将大豆分别种在相邻的小块土地上，给予等量的日照及水分，使

用相同的种子，而只调整土壤中的粪肥含量，如下图所示： 

 

̈规ሀ开ؕ!

1>没有粪便! 2＝2铲粪便! 2＝3铲粪便! 4＝4铲粪便! 5＝5铲粪便! 6＝6铲粪便!

试验显示，适量的肥料有助成长，太多了反而有害。 

这只是一个例子，你做的实验结果也许不同，自己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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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Րˠ˾ᦘ˿г̝间۞πᏊ!
维持健康要靠很多条件来配合，不过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食物。 

多数食物都产自土地，如果善加利用，可以生产更多食物。好的保健

员得善用土地，以喂养更多的人，不仅要顾虑到现在，也要着眼于未来。

不过就算土地已经充分利用，也只能供应固定的人口，Հң况̫͟ޝк农

ϔ˿гॲώ̙够Ă没办ڱҋ给ҋ֖Ă维ઉĄ 

世界上有好些地方，情况不好反糟，穷人孩子越生越多，年复一年，

要有限的土地来养活逐年增加的人口。 

很多保健计划都透过「家庭计划」或「节育」来力求人口与土地之间

的平衡，他们宣称「小家庭能使得每个人都分配到更多土地和食物」；不过

光实施家庭计划并没什么用，人若是贫穷，总希望多生点孩子，好分担工

作，又不用付薪水，长大后还能赚钱养家。老了或许还有孩子可以照顾他

们。 

生一大堆孩子对贫穷国家来说，可能会严重冲击，但对贫穷的家庭而

言，却要考虑经济需求，尤其很多孩子会早年夭折。ϫ݈贫穷国छਕ

୕۞щБܲᅪĂಶߏкϠ点̄ޅĄ 

有的团体则持不同看法。他们发现人民之所以会饥饿，并不是土地太

少，食粮不足，而是多数土地落在少数自私的人手里。这些团体力求公平

分配土地与财富，也教导人民要多加掌握自己的健康、土地及生命。 

事实证明，在土地与财富分配较平均的地方，人民对经济比较有安全

感，通常会选择小家庭制，人民要真有意愿，家庭计划才能奏效，要达到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平衡，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平均分配土地，力求社会公义，

而不单单只是实施家庭计划。 

有人说过爱的社会定义是「正义」，热爱小区的保健员应该努力帮助

村民在土地与财富更公平分配的基础上，求得人地之间的平衡。 

 

 

 

 
ѣࢨ۞˿г
Ϊਕֻ养ѣ
!ˠ˾Ą۞ࢨ

ˠг̝间۞ϖ续
πᏊĂυ须ࣅ赖
̳π̶੨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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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Ր预֨ᦘڼ疗̝间۞πᏊ!

预防与治疗之间的平衡就是指

「及时需求」与「长期需求」之间的

平衡。 

身为保健员，你一定要贴近村民

的需求，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事情，助他们找到方法

来满足最殷切的需求。一般人最关切的通常是从疾病及痛苦中释放出来，

ٙͽҰ۞职责ڼߏঽĄ 

但也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一边要顾及村民眼前的需求，一边也要帮他

们设想到未来，当助他们了解许多病痛是可以预防的，而他们自己就能采

取预防措施。 

不过要小心！保健员有时候会操之过急，急于要预防未来的疾病，反

而忽略了眼前需要治疗的病痛；如果没办法顾及村民眼前的需求，就很难

得到他们的合作，许多预防的工作也会做不起来。 

疗ᦘ预֨携͘я进Ă及早治疗可以避免轻微的病情加剧，如果你能ڼ

了解村民多数的健康问题，指导其如何在家及早治疗，就能避免掉许多不

必要的痛苦。 

 

 

想要得到村民的合作，要先从他们目前的情况来着手。预防与治疗之

间的平衡，必须要能被村民接受，当然，这取决于村民目前对疾病、治疗

和健康的态度。当你帮助村民看得更远，当他们对疾病的看法改变了，且

更多的疾病控制住了以后，你将发现他们已无形中学会由预防的观点来思

考健康的问题。 

若是有个妈妈的孩子正在生病，你若试着告诉她预防胜于治疗，她是

听不进去的，只有在你帮忙照顾孩子时才有机会告诉她：预防也一样重要。 

 

 

!

把治疗当作预防的叩门砖。村民前来求助时是谈论预防的最佳时刻。

比方说，有位母亲带着患寄生虫的孩子来时，仔细跟母亲解释如何服药治

疗，也要花时间向母亲及孩子说明寄生虫是如何传染，哪些方法可以防止

寄生虫的传染（详见第 12 章）。定期拜访他们的家，不是去批评他们，而

是帮助这个家庭学习照顾自己。 

 

及早治疗是预防疾病的一环 

致力于预防工作──切勿强迫 

把治疗当成教导预防的良机 

预֨!!!!!!!!!̈́!!!!!!!!ڼ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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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药͕̈谨ຕ!

预防医学中，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教导人们用药要小心谨慎。有些

现代医学的药物很重要，能救命，但̂к数۞়ঽ̙υЫ药，藉由休息、

营养食品、补充大量水分或一些简易的家庭偏方，人体能够自我治疗。 

有时村民会要求你开一些药，但其实根本没必要，然而怕他们失望，

你很可能会给他们，如果吃了以后病好了，他们会认为是你给的药发挥了

效用，但真相是：自身的抵抗力让他们自然痊愈。 

与其使村民依赖实际上用不着的药，不如花时间教导他们为ң不应滥

用药物，也要向其告知ڼ疗ҋ̎۞͞ڱ。 

如此一来，人们将学会使用当地资源（他们自己），而不靠外来的资

源（药物）。你同时也维护了村民的健康，因为͵˯没ѣԆБщБ۞药Ą 

 

 

 

有三种常见疾病，民众常误以为一定要吃药：(1)感冒(2)轻微的咳嗽(3)

腹泻。 

，疗ຏ݂最好的方法是休息、补充大量水份，顶多用点用阿司匹林ڼ

至于盘尼西林、四环素及其它的抗生素一点用也没有（13 章 163 页）。 

轻۞ݜမ，或带浓痰较严重的咳嗽，补充大量水份都比咳嗽糖浆更

能化痰止咳，吸入热蒸气效果会更好（13 章 168 页），不要让村民依赖咳

嗽糖浆或其它非必要的药物。 

对于大多数孩童的ཛ泻，药物是没有用的。治疗腹泻的药物当中如

Neomycin, Streptomycin, Kaolin-Pectin, Lomotil, Chloramphenicol 等，反而可能

有害。对˷ཛ泻۞̄ޅ来说Ăߏ۞ࢦ补·̂ณͪЊ̈́摄֖פ够ۏࢴĂ

Ğ24ౢۏ药ߏ˷ਕӎஸດĂ关键д˷ϓ亲Ă̙д̄ޅ 266ă267 页ğĄ!

要是你能让母亲了解到这一点，并教她如何照料孩子，就能挽救许多

孩子的性命。

切记！药物也能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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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医生或社会大众，都很容易滥用药物，这样子很不好，因为： 

．浪费：大部分拿来买药的钱不如拿来买食物。 

．一般人会依赖根本用不着的东西（况且多数人都买不起）。 

．每次用药都有风险，没有必要吃的药对人体可能有害。 

．更糟的是，若小病就拼命吃药，真正患了大病时，原本有效的药就

无法发挥效用了。 

 

一个滥用药物的例子是：氯霉素。由于过渡使用氯霉素来治疗轻微的

感染，伤寒对氯霉素于是产生了抗药性，在某些地方氯霉素对伤寒已失去

效用了（7 章 58 页）。 

基于上述理由，一定要严格限制用药。 

但要怎么限制呢？无论是严格规定、限制用药，或是规定只有受过专

业训练的人才能开药，都无法避免药物滥用，唯有人们真正明白用药的危

险，使用药物时才可能会小心谨慎。 

 

 

 

 

在大量滥用药物的地区，这点更重要。 

他是不是该打个针呢？ 

不用！这只是小感冒，自己会好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吃营养的

食物。药效太强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 

如果用不着吃药，何不多花点时间向病人解释！ 

有关「正确或不当的用药」请见第 6 章 49 页；「针剂的使用及不当使

用」，请见第 9 章 65 页；「谨慎使用家庭偏方」请见第 1 页。

教导人们用药得小心谨慎，是保健员的重要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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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ѣк͌进णĞ评Ҥğ̏࠻࠻

一边从事保健工作，一边仔细评Ҥ「你和村民付出了多少努力、有多

少成效」是很有帮助的，想想看是何种改变使得村民的健康得到了改善？ 

你可能需要逐月或逐年记录可量化的健康活动，譬如： 

 多少家庭盖了厕所？ 

 多少农夫积极参与改善土地与农产量的活动？ 

 多少妈妈和小孩参加五岁以下的健康检查及卫教活动？ 

这类问题可以帮助你量化举办过的活动，但是如果想检验这些健康活

动的成效，你就应找出下列问题的答案，如： 

 过去一个月或过去一年中，比起以前还没有厕所的时候，多少孩

子患有腹泻或体内有寄生虫？ 

 今年的收成如何（米、豆或其它农作物）？使用新的耕种技术是

否有改善？ 

 在儿童健康记录上，多少孩子的体重正常或是体重增加了？（与

实施「五岁以下孩童健康检查」之前作比较）（详见 297 页） 

 儿童的死亡率与之前相较，是否降低？ 

 

为了要有效评估活动的成效，事前事后都得多方面收集资料，比方说，

如果要教导喂食母乳的重要性，先算出有多少母亲已经在喂食母乳，开始

教导之后，每年再计算喂食母乳的人数，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教导成效

如何。 

设立具体的目标也有益处。如果你与健康小组的人都期望在年底前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庭会有厕所，就可以每个月进行统计，如果半年之后只

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厕所，你就知道要达成既定目标，还要加把劲。 

 

 

 

要评估健康活动的成效Ăְ݈ăഇ间ăְЬ都要做好计算、测量。 

但要记住：健康活动中ࢦ۞ొЊ无ڱͽ数ф来Ꮚณ，那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大家一同学习、一同工作、与日增长的仁慈心、责任感、

分享意愿和期望之心；人们要争取基本权利，有赖于彼此间凝聚的力量。

这些都无法用数字来衡量，但是在评估成效时，不要忽略掉了。

设立目标常使人更加辛勤，做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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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ઉ员˵ିߏֈछ!

当你了解到，原来有这么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也许会想说，保健员的

工作量实在是超乎想象地大，没错，如果你大小事通通承揽，那真的做不

了什么。 

 

 

 

 

小区的健康不是只靠一个人来努力，而是要大家一起参与。因此，大

家要彼此分担责任、共享知识；ܲ ઉ员ࢦ۞̍үಶିߏ导---教导孩子、

父母、农夫、学校老师及其它的保健员---每个人都能教。 

ି学۞艺术ߏ˘个ˠٙਕ学ז۞ࢦ۞ԫμĄି 学ߏ帮ӄˠј长

яᦘˠ˘Тј长Ąрҁ师绝̙仅ͤ˷ԯۢ识ז学Ϡ۞头脑֧Ăͅ࠹۞Ă

рҁ师͔领启发学Ϡޙᯙۢ识Ă让学Ϡ动ଧາ۞ְۏĄ!

教与学的场所不应只局限于学校或健康中心，家里、田里、路上都可

以随地进行；在你医治病患的时候，也是机会教育最好的时候，尽量抓住

每个机会，分享你的想法，且帮助村民一起思考、一同工作。 

以下几页有几点可供教学参考的意见，也许帮得上忙，你一定还能想

出更好的意见。 

两᷏ܲઉ员۞态ޘ!

 

 

只有当村民主动负起自己及小区健康的责任时， 

重大的改变才可能出现。 

无知深渊 

一天四粒，每
次两粒。不要
发问。 

让我帮你上到

我这里。 
知识之地 

谢谢大人 

事事替人操心等于鼓励他人
依赖，也使他失去自由 

谢了，朋友 

帮助他人学着照顾自己，就是
鼓励他人建立自信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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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ϡ!

绒布板很适合小组讨论，因为你可以不断更换图案。将绒布黏贴在方

型板或硬纸板，就可以把剪下的图片或

照片放上去，只要在图片或照片的背面

贴上几条纱纸或绒布，就可以黏在绒布

板上了。 

 

ঔ报̈́णϯĈ「一张图像胜过千万

语」。简易的图画，无论有没有文字说明，

都可以拿来挂在保健中心或是任何触目

可及的地方，这本书里面的某些图片，

你可以拿去影印放大使用。 

如果你没把握把比例和形状弄对，

可以用铅笔在你想影印的图上轻轻画上

方格子，在海报或硬纸卡上画出等量但

较大的方格子，然后一格一格临摹书中

的图片。 

 

如果可能的话，请村里会画画的人

帮忙制作海报或替海报着色，也可以设

计不同的主题让小孩子来画。 

 

ሀ̈́ݭϯ能让你把意思表达的

更清楚。假如要向母亲及助产士解释切

断新生儿脐带的注意事项，可以拿个玩

具娃娃当成婴儿，别一条布做成的脐带

别在娃娃的肚子上，然后由有经验的助

产士来示范。 

 

૾Ғ͑灯ͯᇆͯĈ目前在很多地

方都找得到涵盖各种健康主题、系列性

影片，来叙述一个故事，用简易的放映

机即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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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ڱ͞۞达ܑޥιΞͽԯຍ
说故事：如果你觉得某件事很难解释得清楚，说个故事吧，最好是真

实的故事，会让你表达得更清楚。 

比方说，如果我告诉你有时候保健员的诊断比医生还准确，也许你不

信，但如果我说，有个名叫艾琳的保健员，在美国中部经营了一间小小的

粮食中心……你就了解了，以下就是艾琳的故事。 

某日，有个生病的孩子来到粮食中心，这个孩子严重营养不良，附近

健康中心的医生就把他送来，这孩子也在咳嗽，医生开了咳嗽药给他。艾

琳很担心他，她知道孩子的家很穷，而且几周前有个哥哥死了。于是她去

拜访这个家庭，并得知他哥哥死前有好一段时间曾经病得很重且咳出血来。

回到健康中心，艾琳告诉医生她怀疑这孩子有结核病。检验的结果证实艾

琳是对的。所以你看，保健员比医生更早指出问题的症结---因为她了解小

区居民，而且实际拜访过他们的家。 

说故事使学习变得有趣多了，如果保健员很会说故事，就更有效了。 

 

角色表演：如果把蕴含道理的故事演出来，更能打动人心。你、学校

老师或任何健康中心的人员，都可以和孩子一同演出短剧。 

例如，要说明「食物应妥善储存以免苍蝇传播疾病」，可以由几个小

孩扮成苍蝇在食物上爬来爬去，绕着食物飞啊飞的，苍蝇把没有收好的食

物弄脏，孩子吃了就生病了。可是食物如果用纱罩罩住，苍蝇就碰不到，

孩子吃了，身体也没事。 

 

 

 

用越多的方法来传达意思， 

人们就越容易了解，也记得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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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ВТ۞ӀৈĂ˘来̍үă学习!
要鼓励大伙互相合作、引发其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办法有很多，以下

有一些点子： 

1. 乡村健康委员会：全村可以推举一群热心能干的人，来计划、领导相关

的小区健康活动，比方：挖垃圾坑或粪坑。保健员需负责规划职分，让

每个人都能从参与中得到归属感。 

2. 小组讨论：爸爸、妈妈、学童、青少年以及民俗医疗师等，可一同讨论

会影响健康的问题及需要。这样的讨论让大家可以交换意见并拓展现有

的知识。 

3. 工作庆典：如果大家都肯帮忙，

小区的计划（如设立排水系统、

大扫除等等）会进展快速，且轻

松有趣；游戏、竞赛、茶会、小

礼物等等，都会化工作为游戏，

多多发挥想象力吧！ 

4. 互助合作：若能共享工具、仓库，

甚至于土地，可以减省许多开支，

团队合作对健康影响很大。 

5. 教学观摩：可以跟村内教师合作，

经由实际示范、演出戏剧，鼓励健

康事务的推展；也可以邀请学生到

保健中心。小孩不仅学得很快，在许多方面也能提供协助，只要给孩子

机会，他们会是很珍贵的资源。 

6. 母子健康教室：孕妇及五岁以下小孩的母亲，更需要知道关于自己与孩

子的健康需要。时常到保健中心走动，不仅是检查，也是学习的好机会。

请母亲妥善保存孩子的健康纪录卡，每个月都让孩子来量体重、做记录

见 21 章 298 页，儿童健康记录表）。母亲若是了解健康卡的功用，从卡

上看到孩子稳定的成长发育，通常会很有成就感，不识字也能看得懂这

卡片，或许还可以训练有兴趣的母亲一起来规划和带领相关活动。 

7. 家庭访视：拜访家庭时要亲切有礼，特别要注意那些有特别的问题、不

常到保健中心、不参与团体活动的家庭。但要尊重他人的隐私，拜访时

若无法友善宁可不要拜访，除非是有孩童或弱者正处于险境。

当工作变成游戏，孩子们的工作量

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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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ᩄ̚Ϲ换ຍ见۞͞ڱ!

身为保健员，你会发现工作的成效取决于教导技巧，而非医学知识与

技术，只有当整个小区都投入参与并互相合作，才能克服障碍。 

光说教人们学不到什么，得要一同思考过、感受过、讨论过、目睹过、

合作过，才学得到东西。 

因此，好老师不是在讲台后面Ķ说ିķĂ好老师会跟学生讨论、和学生

工作、会帮助小区居民仔细思考自己的需求，找出妥当的因应之道、会寻

求每一个机会让大家以开放与友善的方式来分享心得。 

 

身为保健员最重要的，或许是唤醒村民的潜能、帮助村民建立自信。

有时村民改不掉一些连自己也不喜欢的事，是因他们不肯尝试。他们认为

自己无知又无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部份的村民，即使是文盲也具有

惊人的知识和技巧，他们可以凭简单的工具大幅改善周遭的环境，这是许

多受过长期教育的人都自叹不如的能力。 

你如果可以帮助村民意识到他们原有的知识以及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力，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学得更多，做的更好，如果他们能同心协力

合作，村民的健康与福祉必然有更大的改善。 

那么，你要怎么让他们知道这些事呢？通常是没有办法用讲的。不过，

藉由聚集村民参与讨论，你可以帮他们自己去发掘。你话要少说点，用几

个特定的问题来引导讨论方向。有一些简单的图画，像是下一页的中美洲

农家图，可能会有帮助，还有，你不妨以建筑物、人、动物、农作物等为

题材来作画，画得越像你的小区越好。

̂छ˘讨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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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Ӏϡ图ͯܳ进̂छ˘讨论Ă˘动脑Ą!

!

给小组看看一张类似这样的图片，让他们一同讨论，让小组来讨论，

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谈谈自己知道些什么、会做些什么。下面有些

问题的范例： 

 图上画的是哪些人，他们怎样生活？ 

 这些人来到此地之前，这里的环境如何？ 

 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来改变居住环境？ 

 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他们的健康与福祉？ 

 这些人还能做哪些改变？还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学着做的？有什么妨

碍吗？他们要怎样才能学得更多? 

 他们怎么学会耕作的？是谁教的？ 

 如果有个医生或律师来到这块土地，带来的钱或工具也比不上这些

人多，他也能耕作吗？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 

 这些人跟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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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组讨论建立了人们的自信，让他们更有信心来改变事情。小组

讨论也使他们对小区更有向心力。 

一开始，你会发现他们不太愿意说出心中真正的想法，但不久之后他

们交谈时就自在多了，也会提出很重要的问题。鼓励每一个人都说出自己

的感受，且无所惧怕。有时要请常常踊跃发言的人停下来，让较少发言的

人也有机会提出意见。 

你也可以想出其它的图片及问题，让他们在讨论时能更看清真正的问

题、背后的原因及可行的解决方法。 

从下面这张图，你可以提出什么问题来让他们思考图中会让孩子生病

的各种原因？ 

 

你问的问题要能牵涉到其它的问题，并且刺激村民主动提问。居民如

果讨论这样一幅画，会想到多少因腹泻致死的潜在原因？（见 W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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චΐӀϡώ书 !

任何识字的人都可自行在家阅读本书，即使

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看着图学习。但是要让本书的

效果发挥到极致，还是需要一些指引，这可从几

个方面下手。 

无论是保健员或是传阅此书的人，都应该确

定对方知道怎么使用目录、附录及字汇。注意要

特别举些实例，ϯтңֹϡϫ录来ߤ询东ҘĄ里面有几个章节，专门告

诉人们ְֱࣹѣৈăְֱࣹѣचăՐӄ۞ࢦ时ᨚඈඈ，请他们务必仔细

读（特别是第一、二、六、八章，还有П险়ঽ۞فĂ在第四章的末几

页」，也要跟他们指出，预֨远ᷴ˷ڼ疗，鼓励他们特别注意ĶЫѣ营

养ķ及Ķܲᵶķ两章（第十一、十二章）。 

ԱҰاҝг૱ࢬ临问题۞页数Ă例如你可以找出谈论腹泻的章节，

确定有小孩的母亲都能知道什么是补·̶ͪ۞˾ڇ୵Ğ24ౢ 263 页ğ。很

多问题和需求可以简单解释就好，但是你花越多时间跟他们讨论如何利用

本书，或者˘阅读ͷ实Җ书˯۞͔Ă他们从本书得到的益处也越大。 

在本基金会『帮助保健员学习』的这本书，有教导关于健康照护有效

作用的方法，此本书可由西方国家机构取得。 

身为乡村保健员的你，可以鼓励村民组成个别小组，共同阅读此书，

一次讨论一章就好；专注于小区中最大的问题---如何处理已有的健康问题，

以及如何预防以后发生类似的问题；鼓励大家要看的远。 

有兴趣的人，或许可以利用本书为˯课ିՄ˯课（用别的书当然也可

以）。小组成员可以讨论如何发现、解决问题、预防问题，也可以互相分享

看法及轮流当老师。 

    你也可以虚拟˘ֱଐဩ，让上课变得更有趣。比方说：请一个人假装

生病了，并说出他的感觉。其它的人可以提问并检查病人（见第 3 章），利

用本书来找出他的问题所在（什么病）及如何治疗。要注意让「病人」参

与其中，以了解自己的病情，课后才能与其具体讨论如何预防此病，这些

都可以在课堂中进行。 

    身为保健员，使用此书来帮忙他人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有人来求治

时，让他们由本书中找出他们自己（或孩子）的问题，以及治疗的方法。

这样比较花时间，但是比起直接替他们解决问题更有用。只有当他们犯错

或是漏掉重点时才介入，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才能做的更好，用这种方式，

়ঽώ֗˵ϒߏ帮ӄˠ们学习۞։ᨚ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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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乡村保健员，不论你身处何处，不管你是谁，不论你有没有正

式头衔或职位（像我，就什么头衔也没有）只要关心他人的健康，你就能

善用这本书，而这本书正是为你及任何有心人写的。 

    但要记住，保健工作最重要的部份并不在这本书里，也不在别的书籍

里。健康之钥握在你及你周围的人手里：你们对彼此的关心、热诚及感恩

之情，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小区更健康，先从这些事情做起。 

 

 

 

你诚挚的 温戴维 

 

 

注意：本书是协助人们自己应付一般健康的需求，但并没有所有的答案，

对于严重疾病的个案或是你不确定如何处理的健康问题，请向你的

保健员或任何一位医师寻求建议或协助。 

关心及分享是健康之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