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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射的要点和指引 

˘ăң时ᅮڦडăң时̙ᅮ !

注射通常不是必要的，口服的效果可能差不多，甚至会更好。每年有上

百万的人口，特别是小孩因为非必要的注射导致伤残甚至死亡。为维持健康，

拒绝乱用或过渡使用药物，与施打疫苗、使用干净水源、正确使用厕所等一

样重要。一般注射的原则是： 

 

 

只有在绝对需要时才注射。除非是紧急情况，只有保健员及受过训练的

人才可以注射。 

 

!Ĉߏड۞ଐ况ڦؠ˘

1.没有口服的剂型。 

2.病人不能吞咽、失去意识，或持续性的呕吐。 

3.在某些不常见的紧急状况及特别的个案。 

 

тڍ医Ϡ开˞ڦड۞处͞Ăި˴办ĉ!

  有时医生或保健员会为病人作不必要的注射，毕竟注射可以多赚一些

钱。但是他们忘了，在偏僻地方注射可能造成的问题及危险性。 

1.如果医生或保健员要给你注射，先确定处方是否妥当，并且已采取了

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2.如果医生开了针剂处方，向他解释在你的住处没有人会注射，并请他

尽量改成其它的口服药。 

3.如果医生没有验写血，就开了维他命、肝精或维他命 B12 的针剂，向

他表明你宁可换别的医生。

注射比口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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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ᅮڦड۞严ާࢦা!

如果有下列的情形，要立刻寻找医疗协助，越快越好。如果无法马上找

到医生，或到健康中心的路太远，则依照下表给予针剂注射。 

注射之前一定要了解可能的副作用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详见附录一，

各药物介绍）： 

ঽা! ! !ۏड药ڦ

严ۆ۱۞ࢦĞ24ౢ 282页ğă产ЬຏߖĞ2:

ౢ 387页ğăᦪّӲুĞHbohsfofĂ26 ౢ

324页ğ!

! 剂ณ۞盘κҘڒ!

伤风ĞUfubovtĂ25 ౢ 293页ğ! !
盘κҘ̈́ڒ伤风ԩ߲৵̈́

qifopcbscjubm ٕ ejb{fqbn!

阑ԍۆĞBqqfoejdjujtĂ21 ౢ :5页*!

ཛቯ̈́ۆιཛొ۞͋ࡍ伤Ăт弹伤ٕ

˥伤Ą!

!

剂ณ۞ Bnqjdjmmjo ٕ

Qfojdjmmjo ᦘ Tusfqupnzdjo ̝

Ъ剂!

ⰿ鳌߲̚Ğ̈ޅĂ21ౢ 217页*!

ఏݕ伤Ăఏ߲߲̚Ğ21ౢ 216页ğ!
!

ԩⰿ߲ҕĞtdpsqjpo!

boujwfopn*!

ԩఏ߲ҕĞtoblf!boujwfopn*!

脑ቯۆĞܧ结८ّ*ĞNfojohjujtĂ25 ౢ

296页*!
! Bnqjdjmmjoٕ剂ณqfojdjmmjo!

脑ቯۆĞ᪨Ⴗ结८ّĂ25ౢ 296页*! !

BnqjdjmmjoĞٕ qfojdjmmjoğ,!

Tusfqupnzdjo Ξਕ۞话Гΐι

!疗结८ঽ۞药ڼ

无ڱଠט۞呕ФĞ24ౢ 272页ğ! !
ԩ组织Ğboujijtubnjoft*Ăͧ

͞ qspnfuib{jof!

严ࢦ۞过ୂͅ应ă过ୂّЃҹĞ:ౢ 81

页ğă严ࢦ۞ᦪಆĂ29ౢ 348页!
!

肾ཛྷ˯৵ĞBesfobmjo*Ξਕ۞话

ΐ˯Ğejqifoizesbnjofă

Cfobeszm*!

˭Е۞ၙّঽ˵许ᅮڦडĂҭާߏ͌ޝাĄА请ିܲઉ员тңڼ疗Ą!

结८ঽĞUvcfsdvmptjtĂ25ౢ28:ă291页*! !

TusfqupnzdjoĞܢІˬ 474ğΐ˯

ˬІܢ疗۱结८۞药Ğڼι

472ğ!

߲ĞTzqijmjtĂ29 ౢ 348页*! !
单Ҝ!cfo{buijof!qfojdjmmjo

Ğ394ă464 页ğ!

ঽĞHpopssifbĂ29 ౢ 347页*! !
dfgusjbypofĞ46:ă471页ğ!

tqfdujopnzdjoĞܢІˬ 471页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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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ڦड!
如果你能很快找到医生，绝对̙注射 

不太严重的病，绝̙注射 

伤风及感冒，绝̙注射 

非建议使用的药物，绝̙注射 

除非针头煮过或消毒过，ӎ则绝对̙注射 

除非你知道注射的注意事项，并且确实做到，否则绝̙注射 

ˬă̙Ξͽڦड۞药!

一般说来，下列的药最好不要注射： 

2/维：通常维他命注射并不比口服好。注射不仅较贵也较危险。宁

可口服维他命锭或糖浆也不要注射。最好是，吃富含维他命的食

物（11 章 111 页)。 

3 քჟ̈́Ȍ23!ᦘ铁剂：如 inferon，注射这些药物可能造成脓疡，或其

它危险反应（如休克）。口服铁剂如 Ferrous Sulfate 对各种贫血症

较好（附件四 393 页)。 

4/钙Ĉ除非你打得很慢，静脉注射钙剂非常危险！注射到臀部可能造成

脓疡。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千万不要尝试。 

5/盘κҘڒĈ几乎所有使用盘尼西林针剂治疗的传染病，都可改成口服，

针剂的盘尼西林危险性较大。只有在严重的感染时才用。 

6/盘κҘ̈́ڒ Tusfqupnzdjo!：一般的原则是不要并用这两种抗生素，

更不要用来治疗感冒，因为不但无效，更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

如耳聋或死亡。过度使用也会使结核病与其它严重疾病更难治疗。 

7/Dimpsbnqifojdpm ٕ Ufusbdzdmjof口服比注射来的有效，宁可服用

胶囊及糖浆也不要注射（附件二 356、357 页)。 

8/点ႍ໘୵Ĉ只有严重脱水时才用，并由受过训练的人注射。错误使用

会引起严重感染及死亡（6 章 53 页)。 

9/静脉ڦड剂Ĉ任何的静脉都非常危险，只能由受过很好训练的人来打。

标签上写着“只能静脉注射”的药千万不要注射到肌肉（臀部)。

标签上面写"只能肌肉注射"的药，也不可作静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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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П险ᦘ预֨ନ߉!

  注射的危险性有:Ğ2*ຏߖ---细菌跟着针

头进入人体。Ğ3*药物͔۞过ୂͅ应ٕ̚

߲现෪Ą 

1. 注射时，为了使感染的机会减低，所有

器械都要完全干净。注射以前应先煮沸

空针及针头。 

消毒过的器械就不可再碰触。ੵ ঐܧ

߲过Ă̙ࢦᲺֹϡ۩针̈́针头Ă且小心

遵循注射的指示，详见下页。预备与注射

针剂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2. 知道药物可能产生什么反应，及

注射前采取正确的注意事项非

常重要。 

如果有下列任何一种过敏或中

毒现象出现，就绝不可再给相同或

类似的药。 

．荨麻疹或红斑而且会痒 

．任何地方浮肿 

．呼吸困难 

．休克的现象（9 章 70 页) 

．头昏、恶心（想吐) 

．视觉模糊 

．耳鸣或耳聋 

．严重的背痛 

．小便困难 

 

 

这个孩子用被经消毒（煮沸过且无菌)的针头注射。 

˘个ည这样۞脓ߏࡪЯ为ֹϡ没

ѣڳ过۞۩针̈́针头ĂЯ为针头

绝对ߏޥ无ෂ۞!)无ෂ۞ຍߏ̙

̒净҃ͷ没ѣ细ෂ*Ăֹϡ无ෂ

फ़۩针Ă˘Ѩӈ丢۞ߏр۞͞

!Ąڱ

数̈时डЬ现会↿۞荨౫ৃĂΞਕ维ڦ

Ҍ数͇Ąт̝ڍЬГ给Т样ٕ类Ҭ۞药Ă会

͔ܧ૱严ࢦ۞ͅ应ࠤҌѪ˸Ğ:ౢ 81页*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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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净的针头会引起感染，造成很大且

疼痛的脓胞（一个装满了脓的囊袋)，并会高

烧。最后，脓疮破裂，就造成下图所示。 

这个小孩感冒了根本不需用药，却白挨

了一针，对他毕竟没有好处，反而使他受苦，

并留下一个大疤痕。 

 

 

 

为了避免这种的不幸Ϊѣ

д绝对υ时̖ڦड。 

 

 注射前把针头与空针煮沸，

煮沸后保持绝对干净。 

 

 治疗疾病时只使用建议的

药，并要注意---药是否因过

期而失效。 

 

 打在正确的部位上，婴儿及

小孩不要注射在臀部，而要

在大腿之外上部。（注意--这

个孩子的注射部位太低，在

臀部太低的部位注射可能会

伤害到神经。)

注意：尽量由口给药，不要注射

特别是对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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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ڦडֱߙ药͔۞П险ͅ应!

下列药物有时在注射后不久会造成危险反应，称之为「过敏性休克」

（Allergic Shock) 

 penicillin（包括 Ampicillim) 

 由马血清制成的抗毒血清  蝎子的抗毒血清   

毒蛇的抗毒血清   

破伤风抗毒素 

 

如果之前病人曾打过相同或类似的药，就有较高的风险。若药物曾造成

过敏性反应（给药后几个小时或几天后发生荨麻疹、浮肿或呼吸困难），就更

危险了。 

    

 

 

预֨Яڦड͔۞严ͅࢦ应!

1.只有在绝对需要时才注射。 

2.注射上列药物时，一定要先准备有两安瓿的肾上腺素及一安瓿的抗组织胺，

如 Ptomethazine （phenergan，附件三 386页)或 Diphenaydramine 

（Benadryl，附件三 387页)。 

3.注射之前一定要问病人或家属：以前注射类似的药时，是否有痒及其它反

应，如果有，就不要使用这种药或这一类的药，不管是注射或口服。 

4.非常严重的情形，如破伤风或蛇咬伤，如果病人可能因抗毒素引起过敏反

应（因为病人有过敏或气喘，或因为以前打过马血清)，则注射抗毒素 15

分钟之前需先打一针抗组织胺（phenergan或 benadryl) , Benadryl及

phenergan的剂量，成人:25～50毫克，小孩依其体型 10～25毫克。 

5.注射任何针剂后，一定要观察半个小时，有否任何过敏性休克的征候出现： 

．皮肤冰冷、潮湿、苍白、泛灰色、冒冷汗。 

．脉膊变弱且加速。 

．呼吸困难 

．意识丧失 

6.这些征候一出现，要立刻注射肾上腺素（Adrenalin），成人 1/2毫升，小

孩 1/4毫升，依休克来处理病人（10 章 77页)。然后再打双倍剂量的抗组织

胺。

͌数۞ଐԛ˭Ăజ黄ཻăᄘཻちٕ

!会͔过ୂّЃҹĄ˵ۏ药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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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ңᔖҺڦड盘κҘڒ۞严ͅࢦ应!

 

2/ 轻ޘҌ̚ޘ۞ຏߖĈ!

!

给盘κҘڒ药˱!

!

!

!

!

!डڦ̙

!问ঽˠĈؠ˘ड̝݈ڦ/3
!
ͽ݈ѣ没ѣдڦड盘!
κҘڒЬ发Ϡ↿̈́!
现荨౫ৃăͪ肿ă!
!ӛӧ难ඈଐԛĉײ
!
!
!
!
!

тڍঽˠ۞аඍߏĶѣķĂ̙ ਕГ给盘κ
Ҙٕڒ Bnqjdjmmjo ٕ BnpyjdjmmjoĞܢІ˟
466ă469页*ĄΞϡι۞ԩϠ৵，如

Fszuispnzdjo或 Tvmgpobnjef 

!݈̝ڒड盘κҘڦ/4

!

①ۢҰ备ѣˤ个!

щ⛈۞肾˯ཛྷ৵

)Besfobmjo* 

!ड̝Ьڦ/5

Ҍ͌观၅ঽˠˬȈ̶钟!

 

6/тڍঽˠ变ޝ苍Ϩă͕ྯޝԣăײӛӧ

难ٕࠤҌ̏经晕ࣆ˞ĂಶϲגϤ҉ٕ҇ϩ

डΗ个щ⛈۞肾˯ཛྷ৵)BesfobmjoĂ24ڦ˭

ౢ 278页*Ă̈ޅΪᅮα̶̝˘Ăтڍଐ况Ϗ

ԼචĂȈ̶钟̝ЬГڦडΗ个щ⛈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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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тңࣞ备۩针ĞڦडඌğĈࣞ备针ඌ݈Ă请ϡ۲չ͘߾!

 
针ڍҌ੧ჟജ˵̙ҖĄтࠤ针头ĂזĂЇң东Ҙౌ̙ਕ༥͕̈૱ܧ

头̙͕̈༥זҰ۞ٕ͘Їң东ҘĂГ˘ѨĄ!

2/把针筒分开，与针

头一起主，煮沸 31

分钟。!

 

2/ԯ针ඌ̶开Ăᦘ针

头˘Ăڳ 31

̶钟Ą!

 

3/ԯ滚过۞ͪࣆଫĂ

ҭ̙ତ➨̶ז开۞

针ඌᦘ针头Ą!

4/将针ඌ̈́针头ࢦ组аΝĂੵ˞针ळ

ᦘଯඌغბγౌ̙Ξ༥➨Ą!

!

5/ԯ装ᄐ馏ͪ۞щ⛈ᵶ

рĂϡ˧Գ断颈ొĄ!

6/ϡ۩针٩ᄐ馏ͪ

)͕̈针头̙༥ז

щ⛈۞γࢬ*Ą!

7/ϡ੧ჟ)ٕ开ͪ*ജ

ᑡ药۞ϩ盖

ొЊĄ!

!

8/ԯ۩针֧

۞ᄐ馏ͪχ

ˢӣ药ৰ۞

药֧Ą!

9/摇̈药Ăۡז药

ৰԆБ໘ྋĄ!

:/Гϡ۩针从

̈药٩药

ͪĄ!

21/ԯ۩针֧

۞۩ᦪԆБ

ଵĄ!

2/ԯ针ඌ̶开Ăᦘ针

头˘Ăڳ 31

̶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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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ڦड۞ొҜ̈́тңڦड!

!

!

!

!

!

!ड۞ొҜڦ ۞χдᓗొߏĂр͘߾ड݈Аϡ۲չᦘͪڦ

҉҇Ăᓗొ۞γ˯α̶̝˘Ăтν˭图Ą!

两岁ͽ˭۞̄ޅ˼ᦎ̙χдᓗొĂχд̂

ჿ۞γ˯͞۵α头҉˯Ą!

ᛋӘĈ̙дצຏٕߖৃ̄۞ϩ肤˯ڦडĄ!

тңڦड!

2/ϡͪ̈́۲չᵶϩ肤)ٕ

੧ჟĂ为˞预֨ূ൭Ă੧ჟ

!*डĄڦБ̒Ь͞ਕ
3/将针头ۡݬ೧ˢĞтڍ೧ޝ

ԣĂಶ̙会൭˞ğ!

4/药ଯ进Νͽ݈Ăͅ ٩ଯ

ඌĂ࠻ѣ无аҕĞтڍѣ

аҕז۩针֧Ă٩针

头ĂГχΩ˘ొҜğĄ!

没ѣаҕĂؠ①/5

̖ၙၙгԯ药ଯ

ˢĄ!

针̈́针头ĄΞ٩ͪϤ针头喷ĂГ将针ඌᦘଯ۩߾冲גडЬĂϲڦ/7

ඌ̶开߾Ąֹϡ̝݈应Г开Ą!

6/٩针头ĂГ

ᵶϩ肤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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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ڦड会导ˡආ残废!

    若使用的正确，有些针剂对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各种疫苗接种，有助孩

童健康的维护与疾病的预防，但如果针筒及空针没有经过消毒就使用，可能

造成严重的感染、导致瘫痪，甚至死亡。而不干净的针筒、针头亦可能是

HIV/AIDS 或肝炎等严重疾病的传染来源，Яѩ绝̙ਕд没ѣঐ߲˭ВТֹϡ

Т˘͚针头ٕ针ඌĄ 

有些注射药物会引起危险过敏反应、中毒、耳聋或其它有害影响。举例

来说：有些孕妇常给予贺尔蒙来加速子宫收缩帮助生产，但这类注射对母亲

是危险的，可能造成婴儿脑部缺氧受损或是死亡。 

 

想知道更多有关于不当注射导致儿童残障的信息，请参阅「残障的村童」

一书的第三章。 

如何教导「不当注射的危险性」，请参阅「协助保健员学习」一书的第

18，19 及 27 章。 

тңᵶĞঐ߲ğጡ!

    许多感染性疾病诸如：HIV/AIDS（附件四 399 页）、肝炎（13 章 172 页）

和破伤风（14 章 182 页）都可能经由消毒不完全的注射器、针头及其它器械

（包括穿耳洞、针灸、纹身或割包皮所使用的器械），从病患传染给健康人，

并造成许多的皮肤感染和脓疮。当皮肤接受任何的外科手术时，一定要注意

器械的消毒。 

 
以下是一些消毒器械的方法： 

 用水煮沸 20 分钟（如果没有时钟可以计

时，那就加入一点点米到水中，当米被煮

熟，这些器具也就消毒好了！） 

 在压力锅中蒸煮 15 分钟。 

 在稀释漂白剂中（每一份漂白剂用七份水

稀释），或是纯度 70%的酒精中浸泡 20 分

钟。尽可能每天更换这些溶液，因它们会

挥发（也要同时消毒注射器的内壁）。 

 照顾受感染的病人时，自己也要常用肥皂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