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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照顾病人 

˘ă˘ਠ顾!

  生病会使身体衰弱，为了尽快痊愈并恢复原来的体力就需要特别的照顾。 

 

 

  

疾病通常都不需要药物，但是好的照顾绝不可少，下列是几个基本的护

理概念：!

2/ ঽˠ۞න‵!

生病的人应该有一个安静、

舒适、空气和阳光都充足的地

方。不要太热也不可太冷，如果

气温很低或病人会发抖，就替他

盖棉被。但是如果天气很热，或

者病人发烧，则什么都不要盖

（10 章 75 页）。 

3/୵ᩄ!

几乎所有的病，特别是发烧及腹泻的时候，都应

该给病人喝大量的水（液体）如茶、开水、果汁、清

汤。 

 

 

4/֗ᩄ۞ᵶ!

保持病人身体的清洁很重

要，应该每天洗澡。如果实在

病的无法起床，就在床上用海

棉或毛巾沾温水擦拭身体。衣

服、床单、棉被也应保持清洁，

小心不要把食物残渣留在上

面。

病人得到的照顾常常是治疗疾病中 

最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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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养۞ۏࢴ!

   生病的人如果有胃口，就要尽量让他多吃。

大部份的病并不需要对饮食做特别的限制。 

生病的人必需喝很多的液体，并且尽量吃

营养的食物，如：牛奶、鸡肉、奶酪、蛋、肉、

豆类、绿色蔬菜及水果，若可以吃，一天可进

行多次进食。 

如果病人很虚弱，可以把食物熬成粥或汤

让他吃、喝。 

吃含有热量的食物也很重要─例如米粥、

麦粥、燕麦粥、马铃薯及树薯等。在这些粥里

加些糖及植物油更能增加热量。如果病人吃得

不多，鼓励他多喝加了糖的饮料。 

以下疾病需要特别饮食： 

 贫血（11 章 124 页） 

 胃溃疡及胃痛（11 章 128 页） 

 阑尾炎、肠阻塞、急性腹痛（有这些情形时，绝对不能吃任何食物） 

 糖尿病（10 章 93 页） 

 心脏问题（22 章 325 页） 

 胆囊问题（22 章 329 页） 

 高血压（11 章 125 页） 

 

˟ă严ࢦঽˠ۞প别护ந!
2/୵ᩄ!

照顾严重病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喝足够的

液体，如果病人一次只能喝一点点，也不必勉

强，但喝的次数要增加。如果只能勉强吞咽，

那就每 5 到 10 分钟给他喝一小口。 

测量病人每日喝水的量。成人每日至少应

喝 2000 c.c.，并且解小便三到四次（每次至少

60 c.c.）。如果这个病人喝得不够或解小便的次

数不够，或是开始出现脱水（13 章 151 页）的现象时，更鼓励他喝更多的水。

通常病人应喝些含营养成分的水，且加一点盐。如果还是喝不下。就给他喝

能够补充水份的饮料（13 章 152 页）。如果这类饮料也不能喝，而且脱水征

候越来越严重，就应该帮他注射点滴，但只要病人还能少量喝水时，就应尽

量少打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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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ۏࢴ/3

如果病人病到不能进食固体食物，就给他喝汤、牛奶、果汁、肉汤及其

它有营养的液体（11 章 107 页）。玉米、麦、或米熬成粥是很好的食物，可

是应同时加入一些能建构身体蛋白质的食物，蛋、豆，碎肉，鱼及鸡肉熬成

的汤是很好的选择，如果病人一次只能吃一点，就应该让他多吃几餐。 

 


4/ᵶ 

对重病病人来说，个人清洁是很重要的。天天用温水帮病人擦澡，天天

更换睡衣或衣服一脏就立刻换洗，有传染性疾病的粪便与血污染的衣服、被

单与毛巾应小心处理。可用热肥皂水或含氯漂白水清洗，有杀死病毒与细菌

的功效。 

 

5/Ԗ˯ᑡ፦̈́ᖙ֗!

如果病人虚弱到无法自己翻身，要协助病人改变卧姿，一日多次来预防

褥疮（16 章 214 页）。长期卧床的孩子也应常抱在妈妈怀里。 

常常更换病人的卧姿也可以预防得肺炎---肺炎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常患的

一种危险合并症。如果病人发烧、开始咳嗽、呼吸浅而急促，就要考虑得肺

炎的可能（13 章 171 页）。 

 

!ຍ观၅变̼ڦ/6

    注意观察病人的情况，才知道病情是否改善或恶化了。记录病人的「生

命征候」，每天四次，记录如下： 

!!!!!

 

「生命征候」的记录还包括：液体摄取量，大小便次数、数量等，这些

数据可以留供保健员或给医生参考。 

特别要注意一些П险۞ف。下面我们会列出这ֱП险۞ف，如果病

人有其中任何一种征候，ϲӈ寻Ր医疗协ӄ！

呼吸)一分钟几次* 脉ຨ)˘̶钟ˤѨ*!体温)几度* ײӛ)˘̶钟ˤѨ*!ᩄ温)ˤ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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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ăП险়ঽ۞ف!

 如果病人有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征候，他的病情

可能已严重到需要医疗协助，而不能留在家里处理了，

他可能已有生命危险，应该尽ԣਖ਼医ĞдϏਖ਼医݈ΞА

ֶϯАઇܐՎ处நĂя尽ԣਖ਼医ğ： 

 

1. 身体的任何部位大出血（10 章 82 页、19 章 264 页、19 章 281 页）。 

2. 咳血（14 章 179 页）。 

3. 嘴唇及指甲突然发紫（3 章 30 页）。 

4. 呼吸非常困难，休息后也未见改善（13 章 167 页、22 章 325 页）。 

5. 病人叫不醒 (昏迷，10 章 78 页) 。 

6. 病人虚弱到一站起来就晕倒（22 章 325 页）。 

7. 一天或一天以上不能解小便（18 章 234 页）。 

8. 一天或一天以上不能喝任何液体（13 章 151 页）。 

9. 严重腹泻及呕吐情形超过一天以上。小婴儿的严重腹泻及呕吐超过数小时

（13 章 151 页）。 

10.像沥青的大便、呕血或呕出大便（11 章 128 页）。 

11.病人并没有腹泻，也不想排便，但是胃部有持续性的刺烈疼痛，并且呕吐

（10 章 93 页）。  

12.任何强烈持续性的疼痛超过三天（3 章 29-38 页）。 

13.脖子僵硬、背驼起来，但是下颚不一定僵硬（14 章 182、185 页）。 

14.痉挛一次以上，有些人同时有发烧及严重的疾病（10 章 76 页、14 章 185

页）。 

15.高烧（39℃以上）不退或超过四、五天以上（10 章 75 页）。 

16.体重长期减轻（2 章 20 页、附录 400 页）。 

17.小便带血（12 章 146 页、18 章 234 页）。 

18.久治末愈的疮口（12 章 146 页、15 章 196 页、15 章 211、212 页）。 

19.身上长瘤，并且越来越大（15 章 196 页、19 章 280 页）。 

20.怀孕及生产时的问题： 

 怀孕期间任何的出血（19 章 249、281 页）。 

 过去的几个月中，视力减弱、脸浮肿（19 章 249 页）。 

 羊水破后产程延长太久（19 章 267 页）。 

 大出血（19 章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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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ң时̈́тң寻Ր医疗协ӄĉ!

一有前面提到的危险征候，就立即求助，不要延误到病情恶化以致来不

及送医。 

如果就医搬动的过程可能使病人的

情况更恶化时，想办法请医生或保健员

来看他。但是如果是紧急的情况，例如

可能需要开刀或密切观察时（如阑尾炎）

就不能再等，应立刻把病人送往健康中

心或医院。 

如需用担架移动病人，要注意病人

的舒适及安全，不要让病人摔下来。如

果病人有骨折，搬动前要先用夹板固定

好（10 章 99 页）。如果阳光太强，在担

架上搭块布遮阳，但要能通风。 

 

 

 

̣ăӘ诉医Ϡٕܲઉ员̦˴ְĉ!

为使医生或保健员能对症下药，应尽可能让医生亲自诊视病人，如果病

人不能搬动，就要请医生来看他，如果医生也不能来，则差一位负责且充分

了解病情的人去告诉医生，绝对不要差派小孩或无法清楚表达的人。!

找医生之前，先仔细检查病人并记录病情的各种细节及病人的一般情形

（第 3 章）。 

下页是一个「病人记录」的表格，详细按表的内容（或影印、打印数份

随时备用），记下你所观察到的一切细节。 

    

当你派人去寻求医疗协助时， 

记得把完成的记录一起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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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ঽˠ记录!

请医Ϡ诊时Т时ਖ਼Ν!

!

病人姓名：            年龄：                               

男   女    现在在何处：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或不适：                                           

何时开始：                                                        

如何开始：                                                        

病人以前有没有相同的情形？     何时？                       

有无发烧？    几度？    何时及持续多久？                   

是否会疼痛？    那里痛？    怎么痛？                       

 

!ϒ૱۞Ăтң̙ϒ૱ĉ̙ߏҜѣֱ֤ొ۞ࢬ˭

ϩ肤Ĉ              ҅ѧ：              

ீ༗Ĉ              ˾ටಘ咙Ĉ                     

Ϡതጡ：                                                          !

                   ？Ĉ量多或少？       颜色？   小便有困难吗ܮ̈

描述困难状况：            一天几次？     晚上几次？       !

大便：颜色：        有血或黏液？         腹泻？              

一天几次？   大便时腹痛？有无虫？     那一种？       

脱水吗？       轻度或严重？                 

              ？ӛĈ每分钟几次？    深、浅或正常ײ

呼吸困难（描述）：       咳嗽（描述）：                

哮鸣？             咳出黏液或血？              

 

ঽˠѣ无ЇңЕд݈ࢬ۞П险ف@!

那一种？（详细说明）                                               

                                                         Ĉفι

病人有服药吗？   什么药？                    

病人曾经引起疹子或其它会痒等过敏反应的药？                  

使用什么药？                             

目前病人的情况： 

不太严重：     严重：    非常严重：                                                        

（在这份记录的背面，还可以写下任何你认为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