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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疾病信息 
在修订版中我们加入许多新的章节资料。HIV/AIDS 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

是一个全世界新兴的传染病。同样地，因不安全堕胎、除虫剂中毒以及药物成

瘾而造成的并发症也造成极大的影响。其它的题目亦因需要而增加。另外量血

压是健康工作者广泛施行的，且量血压的设备也越来越普及，所以一并列入。 

ˠ类Һ̙ࠪБঽ߲0Ь͇Һ̙ࠪБাཏ（IJW0BJET）!

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是一种极微小的病毒。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则是一个人受到 HIV 病毒感染后发展的疾病类型，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传播 HIV 的危险疾病，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皆发现有病例，

并在很多国家成了主要死因。 

HIV 会降低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病患很容易生病，包括腹泻、肺炎、结

核病或一种严重的皮肤恶性肿瘤，大多数病患死于身体无法抵抗的疾病。 

HIV 的传播媒介物包括 AIDS 患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传播途径

包括：  

ᦘғൄঽຏ۰ߖ!

发Ϡّ关ր!

Вֳ针ඌă针头Ğٕ

ЇңϏঐ߲ગϩ肤۞

ጡୠğ!

᪨θăϠ产ͽ̈́ಇࣲϓ֯!

ౌ会将 IJW 传给婴ˡ!

!

 

!

!

!

!

!

没ѣ֨护ନ߉ᦘ IJW ຏ

۰ѣّҖ为Ăߖ ߏౌ૱

ঽ߲ຏߖ۞径Ą!

Вֳ针ඌă针头Ğٕ

ЇңϏঐ߲ગϩ肤۞

ጡୠğ!

д没ѣЇң۞֨˭ĂIJW

۞ϓ亲Ϡ产时ѣ204۞ᨚத

会传给˭˘Ą!

!

!：须ۢࢦ

    ҰΞਕ从γ观࠻ҬԆБઉ۞ˠ֗˯ຏזߖ IJW0BJET。通常感染到 HIV 病

毒到出现临床症状（潜伏期）可从数月至数年，但是此带原者仍可藉由性行为

或共享针头传染给其它人。 

  但 HIV 不会经由每天社交接触传染，例如：握手、同住、同游、共餐，也

不会经由食物、水、昆虫、马桶座或共享杯子传染。 

ତ˭来
换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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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候： 

  不同的病人会有不同表征。一般而言，其症状类似其它常见疾病的典型表

现，但较严重且持续较久。如果病况持续恶化且合并有三个临床表现，就可能

有 AIDS（但未经特殊检验侦测 HIV 前仍不能确定）。 

．体重逐渐减轻，病人愈来愈瘦。 

．腹泻超过一个月以上。 

．发烧超过一个月，偶有寒颤或夜间盗汗。 

 

可能有下列一个以上的征候： 

．严重咳嗽持续超过一个月以上。 

．霉菌感染（霉菌性口腔炎，即鹅口疮，17 章 232 页）。 

．全身任何部位的淋巴结肿大（10 章 88 页）。 

．皮肤出疹或无痛性黑色斑块。 

．治疗后仍持续长出的疣或伤口，特别是在生殖

器或臀部周围。 

．经常感到疲倦。 

 

AIDS 病人很容易得到结核病或带状泡疹。 

治疗： 

目前没有药物可以治愈 AIDS。新药 anti-retrovirals（ARVS），如 zidovudine

（AZT）nevirapine、及三合一治疗可帮助 HIV/AIDS 病人保持健康并且活久一点。

这些药不能治愈 AIDS，但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可惜这些药都很贵，贫穷的国家

很难买得起。向对 HIV/AIDS 有经验的保健员咨询，看你的小区里是否有这些

药可用。（ARVs 用来预防母子垂直感染的更多信息，见附录一 398 页。）病患

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差，每日需使用 cotrimoxazole 预防感染（附录一 359 页），

任何感染者都必须给予相关治疗： 

．腹泻：补充足够水份（与电解质）（13 章 152 页）。 

．鹅口疮：使用龙胆紫、nystatin or miconazole（17 章 232 页、附录一 373

页）。 

．疣，可用 bichloroacetic acid、trichloroacetic acid 或 podophyllin（附录一 374

页、附录二 402 页）。 

．发烧：可给大量液体、阿司匹林及温水拭浴（10 章 75、76 页）。 

．给予抗生素（13 章 170、171 页）治疗咳嗽及肺炎，若长期咳嗽及发烧则

考虑给予结核试验，并寻求当地对 HIV 感染病人的结核病预防及治疗的

建议。 

．皮肤搔痒：给予抗组织胺药物（附录三章 386 页）并治疗相关的感染（15

章 202 页）。 

．尽可能保持健康：吃得好、净化饮水、不喝酒抽烟或使用药物。足够的

休息及睡眠，性行为时使用保险套。 

дܧ߷ BJET జ称为”tmjn!

ejtfbtf”ሴऴ۞ঽĂЯ为

BJET ঽˠ减ܧࢦ૱厉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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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S 患者不须隔离，不会经由皮肤及呼吸道传染疾病。病人在熟悉的环

境里，较能得到家人及朋友的爱与支持，帮助他（或她）面对死亡。 

!

预֨ BJET!

 只与一位忠实的性伴侣有性行为。 

 如果你或性伴侣有多个性伴侣，务必使用保险套（20 章 290 页），ֹ

ϡܲ险इΞ减ٕ͌זᇫ IJW0BJET ۞П险ّ。 

 不要和性关系浮滥或注射毒品的人发生性关系。 

 尽早治疗性病，尤其是有性器官溃烂时。 

 不要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医护ˠ员绝对̙应ࢦᲺֹϡ针头ٕ针ඌĂ

Аঐ߲过（13ܧੵ 章 152 页）。 

 不要注射毒品。如果要，除非是用漂白水或水煮 20 分钟先消毒过，也

不可共享针头（13 章 152 页）。 

 确定割包皮、穿耳洞、针灸及传统纹身的器械消毒过。 

 尽可能不要输未经检验过的血。非绝对必要不要输血。 

 找出方法，保护与教导流浪儿、游民、性工作者及药物滥用者等高危

险群，如何避免 HIV/AIDS 的传染。 

 AIDS 可以经由改善社会及经济的公平性，使家人无需因工作而分离，

小孩亦无需出卖身体，而得到最好的预防成效。 

 

经常发烧，腹泻或疼痛的 AIDS 病患，需要

特别的照顾。只要记住下列事项，通常不会有病

毒散布的危险： 

 血、开放伤口、血便、吐血会传播病毒。

为防止碰触这些东西，尽可能戴橡胶或

塑料手套或套塑料袋，常洗手。 

 处理污染或有血渍的衣服床单、手巾，

要小心清洗，使用热肥皂水或加入漂白

剂。 

 

和善对待 IJW0BJET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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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തጡ۞疮!

  单一不痛的疮可能是梅毒（18 章 237 页）。 

  如有多个疮可能是其它性病，如疣、泡疹或软疳。 

ϠതጡĞ܅ğ!

  这些疣乃病毒经由性接触传染，和人体其它地

方的疣很像（15 章 210 页），数目较多。 

 

征候： 

小而硬略带白色或棕色的皮肤增生物，表面粗

糙，男性常长在阴茎上，但也可长在阴囊或肛

门周围；女性长在阴唇、阴道内或肛门周围。 

治疗： 

  涂上少量的 chloroacetic acid 或 podophyllin，附

录一 374 页 （若可能，先在周围涂上凡士林或其它

油膏保护正常皮肤），podophyllin 6 小时后需清洗掉。

持续治疗很重要，会渐渐消失，但经常复发。 

预防： 

穿戴保险套 

     

!

!

Ϡതጡৃڽ!

  生殖器泡疹由病毒感染，会痛，呈小水泡状。经由性接触传染、也会经由

口交长在嘴上，但和其它口腔的疾病不同，后者通常不会经性行为传染 (17 章

232 页) 。 

每次发生性行为时，穿戴保险套 

可以预防大多数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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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候： 

．一或数个极痛的小水泡，出现在性器、肛门、臀部或大腿的皮肤上，呈

水滴状。 

．水泡破掉，成为溃疡。 

．干了后结痂。 

．泡疹可持续三周或更久，伴随发

烧、寒颤、鼠蹊部淋巴肿、女性

伴有小便疼痛。所有症状消失后，

病毒仍存在人体中，随时可能复

发。一般在原处复发，但数目较

少，较不疼痛，也较快痊愈。 

治疗： 

  没有药物可以根治，只有保持干净。在泡疹急性发作时不要发生性行为，

甚至戴着保险套都不可以。常洗手，不要碰触患处，否则可能会经手传染到其

它部位如眼睛，会造成瞎眼。 

 

注意：分娩时如果有泡疹的溃疡，可能会传给小孩。如有泡疹病史要让医护人

员知道。 

 

软ّ˭ী!

症状： 

．软、疼痛的疮，长在生殖器或

肛门。 
．可能在鼠蹊部有淋巴结肿大。 

 

治疗： 

．口服 azithromycin 一剂或红霉

素 500mg 七天，一天四次或口

服 ciprofloxacin 500mg 一天两次持续三天。也可肌肉注射 ceftriaxore 
250mg 一次。孕妇及小孩不可使用 ciprofloxacin。 

．同时当作梅毒来治疗（18 章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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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ϩ̷ੵ!

在许多地方男孩必须接受包皮手术，而在少数地方女孩也必须依「惯例」

或「习俗」切除包皮。从健康观点来说，即使切除包皮可能有助于预防感染 HIV，

但是多数包皮手术是没必要的。手术对男孩大多无害，ҭ̃ޅ۞Βϩ̷ੵ术

૱称为̷ੵ阴ొދ锁ّٕ̃Ϡതጡ̷ੵĂܧߏ૱П险ͷ应జ༰ͤ۞。不论是对

男孩或女孩，使用不干净的切除器具，都有传染 HIV 的危险。 

 

շޅ：!

  男孩会有一层皮肤覆套他的龟头，只要不影响尿尿，都不会有问题。四岁

前包皮通常不会退到龟头后面，所以属正常，不需切除，亦不需把包皮硬拉到

后面。 

  但如果包皮有红肿现象，或很紧以致小便会痛，则属异常，此时需要尽快

由医生切除包皮。 

    由助产士或有经验者作简单的包皮手术，经常是家族传统的一部分。使用

干净的刀片，由龟头尖端切除少许包皮，然后用干净的布或纱布压迫阴茎止血，

约需五分钟。有些人用植物的汁液来止血（1 章 13 页）。 

 

 

!!!

!

!

!

!

 

  如果出血不止，先用干净的水清除血块，再用干净的布以手指头压迫到止

血，通常不需用药。 

 

̃Ϡ：!

  女生的割包皮手术，常把阴道前面的阴蒂也切除，有时候连部分的阴唇也

切除了。切除阴蒂就如同切除男性的龟头，ٙͽ̙应ү̃Ϡ۞Βϩ͘术。经手

术后的女生常有泌尿系统及阴道感染，生产亦较困难。 

  手术中出血也是很大的危险，可能在数分钟内死亡，所以要紧ާ处ந。用

水冲洗血块，以找出出血点，用力压迫五分钟，如果出血不止，一面继续压迫，

马上送医。请参阅休克征候（10 章 77 页）及感染。 

婴ˡ۞阴茎! ԯΒϩـ˯ٛ!

断̷ຍ̙ڦ(

龟头*!

这时Ξͽז࠻

阴茎۞ыბ!
̷线!



 405 

ѝ产ᦘᩄࢦ过轻婴ˡ۞পঅ顾...ఠဂё顾ڱ!

  出生体重很轻的婴儿（小于 2.5 公斤或 5 磅）会需要特别的照顾。若可能，

带到卫生所或医院，这些早产儿常需用保温箱来维持体温。然而对一个大致健

康的婴儿，母亲就可以提供以下的袋鼠式照顾法来保持体温与给予保护。 

 

．把婴儿赤祼着（尿布可有可无），直立紧贴

母亲胸部，绑在两乳之间（穿着宽松的上

衣、或松松的绑个腰带会比较舒服）。 

．婴儿一饿就立即喂奶，至少每２小时一次。 

．睡觉时找个支撑物，不要平躺，保持婴儿

呈立姿。 

．每天清洗婴儿的脸与屁股。 

．确定婴儿能一直维持温暖，如果着凉，就

要给他穿更多的衣服并戴帽子。 

．当你洗澡或休息时，要求家庭其它成员以

同样方式照顾婴儿。 

．按时间带婴儿去看医疗人员，确定打了所有的疫苗（12 章 147 页）。 

．给婴儿补充铁剂，维他命－特别是维他命 D（附录一 392 页）。 

!

!ݰ҅

  有一点耳垢是正常的，但有些人耳垢太多或在耳膜处干成一团，就可能阻

塞耳道，而影响听力。 

 

治疗： 

  滴几滴植物油进入耳道中，采患部在上侧躺 15 分钟，之后用数杯温水（非

热水）冲洗。 

  如果无效，用去针头的针筒抽温水冲入耳道，反

复几次直到耳垢流出。如果病人开始觉得头晕，马上

停止。如果耳垢还在，就要找医生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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ӀતࣧҔঽ)Mfjtinbojbtjt*!

  在非洲、印度、中东、南墨西哥、中南美可发现这种病。这种病由沙蝇（Sand 

Fly）传播，有些会引起内部器官损害（visceral leishmaniasis ， kala-azar ， dumdum 

fever），不易诊断，治疗复杂又很昂贵。可能的话找医生治疗。 

有些只影响皮肤（Cutaeous leishmaniasis, Tropical sore Delhi boil, espundia, 

forest yaws, uta, chiclero ulcer）比较好治。 

皮肤症状： 

．沙蝇咬后，2 到 8 周发病，被咬处会肿。 

．肿处会破成溃疡并有脓。 

．溃疡自己会痊愈，需时数周到 2 年。 

．溃疡很容易续发细菌感染。 

 

治疗： 

．用煮沸过的冷水清洗伤口。 

．覆盖温热的毛巾于患处 10 到 15 分钟（不要太热，以免烧伤）。 

．一天做两次，连续 10 天热疗法，“热疗法”通常可治愈。 

．如果有续发性感染、发红疼痛，使用抗生素（附录一 351 页）。 

ˤ内亚Ҕ)Hvjofb!Xpsn*!

  几内亚虫呈瘦长型，在皮肤下面，会在足踝、腿或其它地方造成疼痛的溃

疡。外表像白线，可超过一公尺长，非洲、印度及中东都可发现。 

几内亚虫可由人传给人： 

!

!!!!!2/带疮۞ଈ۰ঘˢͪ

̚ĂҔҋ疮˾ҩ

头来Ăяд֧ͪ产

˭数ͽ˼计۞ӉĄ!

5/ѣֱӉдϩ肤˭ၙၙ

长јρҔĂҭܐ无

া状Ą˘ѐЬјҔ钻

ϩ肤产Ӊ҃ౄј溃

疡Ą!

ιˠಅͪ时Ăԯӣ/4

ҔӉ۞ͪਸಅ进ΝĄ!

3/ͪਸ携着Ҕ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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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候： 

．足踝、下肢、睪丸或其它地方肿痛。 

．一周后形成水泡。当在水中或洗澡时，水泡破了成疮。可看到白线状的

虫尾破疮而出。 

．破的皮肤很容易续发感染如破伤风（14 章 182 页），且造成肿痛蔓延变得

行走困难。 

治疗： 

．保持溃疡处清洁，在冷水中浸泡等虫的头伸

出来。 

．用线绑住虫，慢慢把它拉出来，不要拉断，

否则会造成严重的感染。每天多拉一些出来，

约需一周以上，虫体可能超过一公尺长。 

．给 metronidazole or thiabendazole 减低不适感，

才容易拉出虫体（此药不能杀虫，剂量与预

防见附录一 369 及 375 页）。 

．给破伤风预防针（12 章 147 页）。 

．如有续发感染，给如盘尼西林或 Dicloxicillin，

或相似的抗生素（附录一 351 页）。 

预防： 

．饮用干净的水。 

．用干净的布过滤水井中的水蚤。 

．在水源旁作石阶，打水时站在石阶上，避免

把脚打湿。   

．把水井用砖围起，用绳子及水桶打水。 

 

 

 

 

 

 

脚要踩在干燥的石阶上，不要深入水中。 

 

тڍ没ѣˠд饮ϡͪ̚ঘٕͪᎋ߾Ăຏߖಶ̙会继续传οĂЬ会

ঐεĄ!

水位低 
水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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Яರҽౄј۞ާা：!

ᩄ热ε)Ҳ温*!

  在寒冷的气候或湿冷且多风的天

气下，保暖的衣物如果穿得不够，身

体就容易丧失热量，这是很危险的。

而当事者却往往不自知，甚至意识模

糊到失去求救的警觉，以至冻死。 

征候： 

．不自主的颤栗 

．口齿缓慢不清 

．步态蹒跚（不稳） 

．思绪不清 

．极度疲倦 

治疗： 

．快速将其移到干躁且无风的地方 

．脱去潮湿的衣物，穿上干躁的衣服，用毛毯包裹。 

．确定头脚与手部都确实盖好。 

．把加热过的石头用布包裹后，置于胸前、背部与鼠蹊部来保暖。 

 

 

 

 

．尽一切可能来保暖。如果是小孩，

可以将他紧紧裹在你的内衣（袋鼠

式照顾法）或抱着他睡，如果可能，

让他紧紧睡在两个人中间，或是在

床下放一盆烤炭或几盏小油灯，但

须注意不可太热或甚至烧伤。 

．让他吃点甜食或喝点甜的饮料如糖、糖果、蜂蜜、熟透甜的水果与果汁

等。其它含淀粉类的食物如米、面包、香蕉与马铃薯等亦可。 

   

完成以上处置，如果病人虽停止颤抖却仍有其它征候或持续处于昏迷的状

态，那就很危险，应持续保暖，尽快求救。 

警告：保暖时注意温度不可上升太快， 

以免造成热伤害，甚至死亡。 



 409 

婴ޅᦘϠঽ۰П险ّ۞Ҳᩄ温!
  婴儿、生病的孩童与很老、生病、营养不良或虚弱的成人，特别容易在寒

冷的天气下失去大量热量，以致体温过低，上述的症状就可能产生，甚至造成

死亡。保温方法如前述。 

!

冻疮Ĉ!

  在严寒的天气，如果穿得不够，手、脚、耳朵、甚至脸就可能会冻伤。冻

疮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完全结冻，皮肤会坏死，之后变黑，最后必须切除（截

肢）。 

 

冻疮的征候： 

．先是麻木感，且常有尖锐的疼痛感。 

．随着冻伤的恶化，这种感觉反而减轻了。 

．患处变白、且摸起来很硬。 

 

轻度冻疮的治疗： 

  如果摸起来还是柔软的，很可

能只是轻度冻疮，用干布包裹后，

用患者身体其它部位或其它人的身

体来保温。尽可能保持活动，且尽

速离开寒冷的环境。 

严重冻疮的治疗： 

 

严重冻疮的治疗： 

注意：除非病人已处在一个温暖的环境，否则不要轻易开始治疗严重的冻

伤。与其让患部回暖后又再冻伤，造成更大的伤害，不如维持在冰冻的状态数

个小时。 

 

一旦到达温暖的环境： 

．找个大容器，装满温水，以你的手感觉舒适的温度为原则。 

．把患部浸入水中，直到回暖。 

．如果水凉了，加更多的温水，但先移出患肢再加水，因患肢的感觉异常，

很容易被烫伤。 

．患部回暖后，会很痛，可以给阿司匹林或可待因。 

．继续让病人保持温暖且休息。 

  温柔地处理冻伤部位，如同处理其它严重的伤口与烧伤般。应寻求医疗协

助，有时坏死的部位须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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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ң测ณҕ压：!

测量血压的技巧对保健员与助产士是很重要的，特别为作以下检查时： 

．怀孕的妇女（19 章 249、251、253 页）。 

．生产前与生产时的妇女（19 章 265 页）。 

．可能由身体内部或外部大量失血的病人（10 章 77 页）。 

．可能休克的病人（10 章 77 页），包含过敏性休克（90 章 70 页）。 

．40 岁以上的人。 

．过重者（11 章 126 页）。 

．有心脏病（10 章 77 页）、中风（10 章 77 页）、呼吸困难、经常性的头痛、

水肿、糖尿病（11 章 127 页）、慢性泌尿道问题（18 章 234 页），静脉肿

大或疼痛等征候之病人（13 章 175 页）。 

．已有高血压的病人（11 章 125 页）。 

．正在或打算使用避孕药的妇女（20 章 288 页）。 

!

!

!!

!

!

!

!

!

!

!

!

 ①ؠঽˠ处˷ڗٸ۞状态。刚做完运动、生气与紧张都会造成血压上升，

造成高血压的假象。向病人解释后再量，病人才不会紧张、害怕。 

 ҕ压环带绑дੵΝҗۏ۞˯ᓖ。!

 ԯᓲ丝钮ڻ顺时针͞Ш转动Ăͽ关闭ϩ̝ᦪ阀。!

 χᦪۡז压˧过 311 ୮Ѽͪ银ߗ。!

 把ӥ诊ጡ放在肘窝内侧。 

 一面慢慢将气放出，一面Ϳ细ӥ脉ຨ声，随着仪表板指针（或水银柱高度）

慢慢下降，记录以下两个读数： 

ณҕ压۞仪ጡѣ两᷏!

ҕ压环带ᦘ仪ܑ!

旧ё۞ҕ压计Ξۡତ!

显ϯͪ银ߗ۞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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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ӥז脉ຨߘ۞ྯ动时为ௐ˘个读数：表示环带的压力下降到动

脉中的最高压力（收缩压或“高”血压），每次心脏收缩时，推动血液

流经动脉所造成的压力，正常约在 110 与 120 毫米水银柱。 

2. 继续慢慢的放松，同时仔细聆听，当脉౾۞声ࢰ开ؕ减ऴٕঐε时Ă

为ௐ˟个读数，表示环带的压力下降到动脉中的最低压力（舒张压或

“低”血压）低血压发生于脉博间心脏舒张的时刻，正常在 60 至 80

毫米水银柱。 

 

记录血压时，一定要同时记录高、低血压 2 个读数。当我们说一个成年人

的正常血压为 120 对 80，且写成 BP120/80 或时，120 表高（收缩）压、80 表低

（舒张）压，保健员最好用“高”“低”血压来表达，而不要用人们不熟悉的术

语－收缩与舒张压。 

 

一般是「低」血压的数字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健康情形。例如一个

人的血压是 140/85，则不太需要特别注意，若为 135/「110」，则有严重的高血

压，需要减重（如果肥胖）或需要治疗。低血压的数字超过 100 的人，表示他

的血压已高到需要饮食控制或药物控制了。 

 

成年人的正常血压通常为 120/80，但只要在 100/60 或

140/90 之间都还算正常。 

 

如果血压持续偏低，亦不需担心。事实上较正常偏低的

血压，如 90/60 与 110/70 之间，代表这个人可能会更长寿，

且不容易得心脏病与中风。 

 

但血压如果突然下降，则是很危险的讯号，特别是掉到

60/40 以下。医护人员应特别留意，任何突然的血压下降，

有可能是正在失血或是有休克的危险（10 章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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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Ҕ剂߲̚!

农药泛指用以除去某些植物（除草剂）、霉菌（除虫剂）、昆虫与其它动物

的化学物质如毒鼠剂。近年来，农药滥用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很大的问题。农

药会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也可能破坏生态平衡，而最终将造成作物的减产。 

ѣ许к农药߲ޝߏ۞。村民常在不了解其危险性也不知如何

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受害，因此，许多人ঽࢦޝĂሺீă̙θă

౫⛕ٕ̈ޅ˘Ϡಶѣ。此外，工作中使用农药与食用被农

药污染的食物有时会增加癌症的机会。 

 

农药开始使用时的确增加了作物的产量，但长期

使用下来，作物产量会下降到比不用农药还来的更差。

这是因为农药会同时杀害对自然虫害控制及土壤有益

处的鸟类与昆虫。另一方面昆虫与鸟类会发展出对农

药的抗药性，所以农药的用量必须提高才会有效，甚

至研发出更毒的农药来。一旦农夫开始使用农药，

就会对农药产生依赖。 

 

对农药与肥料的依赖增加，成本也随着提高。较穷困的农夫一旦花不起农

药的成本，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数富农手中，则饥饿与营养

不良将随着土地的丧失接踵而至。 

 

贫穷的佃农家庭农药中毒的危险最高。他们多住在紧邻田地未经保护的沟

渠边上简陋木屋，农药很容易就污染了他们的家园与水源，且很少量的农药就

可能会对小孩造成危害。使用背包式喷雾器时须注意农药可能漏出的危险。 

!

没ѣϣг۞农छҝд̂农场۞围沟റ边۞简ޏ͢ࢩĂ૱会农药߲̚!

农药˵杀Ѫѣৈ۞动ۏĂт

ᄘཻăగ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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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立法加以规范禁止使用毒性重的农药，并提供清楚的警告。不幸的是，

在工业国家限制了许多农药的使用后，商人开始对法律规范较宽松的发展中国

家倾销。 

较危险的农药包括：aldirn, dieldrin , endrin, chlordane heptachlor, DDT, DBCP, 

HCH, BHC, Ethylene dibromide（EDB）, paraquat, parathion, agent orange（2-4D 含

2- 4-5T）, camphechlor. （toxaphene）, poentachloroph enyl（pcp）,与 chlordimeform。

请特别注意罐上的标示，特别是小字的部分，因为农药名称可能不是商品名的

一部分。 

ᛋӘĈֹϡ农药ڦຍͽ˭ְ项!

．混合、装填入喷洒器时要特别小心。 

．站在农药上风的位置，才不会受污染。 

．穿上保护服，全身都要覆盖。 

．吃东西前洗洗手。 

．喷洒后立即清洗全身且更换衣物。 

．喷洒后要清洗衣服。 

．清洗衣服的废水不要污染水源。 

．农药的容器要清楚标示，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不要同时用来装食物与水。 

 

 

 

农药中毒的治疗： 

．如果病人不能呼吸马上作口对口人工呼吸（10 章 80 页） 

．依催吐的步骤催吐（10 章 103 页），并给予活性炭（或蛋清）来吸附肠道

中的农药。但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农药，同时还吞了汽油、煤油、二甲苯化

学药剂或其它油性的液体就不可催吐。 

．脱去被污染的衣物，且清洗皮肤。 

!

ॲώ۞ྋՎ骤Ϊਕү农药߲̚Ь۞ާାĂҭ˯

决问题ᅮ：!

1. 教育民众避免危险农药，订定法律规范农药作用。 

2. 组织农民，争取其权利并防制风险。 

3. 更公平的土地分配。 

药ଡ଼ؠ①

̙会႒!
͘इ!

җڇਕ!

ᖬ盖͘脚!

!

फ़)ܧਨይ*!

小心：确定小孩与怀孕、哺乳的妇女，远离一切农药 

˾ཊ̈́ீཊ!

༰ͤП险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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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ࡩ۞я发া!

孕妇在胎儿发育到可以存活前，采取中止怀孕的行动称为堕胎（本书中称

采取行动者为堕胎，而未经计划，自然发生者为流产）。 

堕胎的决定过程是很困难的，大多数的妇女都能因温暖、尊重的建议与友

善的支持而得到帮助。如果能在医院或诊所中无菌的环境下，由专业医疗人员

来进行，一般而言是安全的。在怀孕早期堕胎通常最安全。 

 

!

!

!

     

 

 

 

 

 

 

 

 

 

ҭтڍдछ̚ăϤϏ经训练۰Ăٕд̙ᵶ۞环ဩ˭进ҖಶΞਕᯣП险。

在堕胎不合法或不易执行的地方，家庭式的堕胎是 12 至 50 岁妇女常见的死因。 

把一根棍子或硬物放进阴道中压挤子宫，或使用现代的医药或草药来堕胎

都可能ౄј严ࢦ۞ҕĂຏߖᦘѪ˸。 

 

堕胎后危险的征候： 

．发烧 

．下腹痛 

．阴道大量出血 

一个可能怀孕的妇女有以上征候，可能是堕胎的结果，但也必须考虑流产、

子宫外孕（19 章 280、281 页）与骨盘腔发炎（18 章 243 页）的可能性。 

ԧ̙ԓ୕堕ࡩĂҭ
Гѣ˘个婴ˡĂ̙
тΨԧΝѪ!

妈Ăԧຐ
ӱдҰ
۞᪨̚!

ԧ˞ྋĄ̙ გҰү˞
̦˴决ؠĂԧౌߏҰ
!Ą̓ڈ۞
!

妈妈Ċԧ
饿˞Ą!



 415 

!

!

!

!

!

 

有些人堕胎后有了问题会寻求医疗协助，但却害怕或耻于向医疗人员说明。

其它人可能因为太害怕或觉得羞耻，以致不敢寻求协助，特别是接受秘密或非

法的堕胎之后，一延再延，最后可能因此丧命。堕ࡩЬт̂ڍҕĞϒ૱

۞͡经ณğٕຏޝߏߖП险۞Ă马˯寻Ր医疗协ӄĂ同时注意下列事项： 

．尝试控制出血，见流产后出血的指示（19 章 281 页），给予 Ergonovin（附

录四 391 页）。 

．治疗休克（10 章 77 页）。 

．如果有感染的症状，治疗如产褥热，给予抗生素（19 章 276 页）。 

!

预֨堕ࡩЬ۞়ঽᦘѪ˸!

 不管在家中或健康中心，堕胎后给予抗生素（安比西林，附录一 353 页

或四环霉素附录一 356 页），这减少了感染与合并症的危险。 

 预֨ܧ预ഇ۞᪨θ，应提供避孕的方法给所有的人（见 20 章）。 

 使你的小区成为一个对妇女与小孩更友善的地方。当社会能满足所有人

的需求时，要求堕胎的人会更少。 

 应免费或以很低廉的费用提供给所有的妇女，在清洁安全的环境下，由

受过训练的人来执行堕胎，如此将减少危险与非法的堕胎。 

 堕胎后如有任何危险的征候，都应ϲӈ寻Ր医疗顾，不管在家中或医

院。 

 为˞ခ励с们Ă医疗ˠ员̙Ξֹ堕ࡩ۞妇̃ຏז௧耻。 

!

更多关于如何照顾堕胎后妇女的相关信息请见「助产士」手册。

ԧ̙ਕ˯医ੰĂ
别ˠ会ۢԧ
ү˞̦˴Ą!

Ұυ须ΝĊߊ发烧ă˫ ˭ཛ

൭ĂΞਕ会ѣϠ۞П险Ą!

妈妈， 
ؙϠঽ˞
吗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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౫ዕݡ滥ϡј瘾!

    使用有害的成瘾性药物，在今日社会日趋严重。 

 

    虽然「酒精」和「烟草」在大部分国家是合法的，但它们都会让使用者「上

瘾」或「嗜用」。它们导致每年有上百万人身体健康受到危害以及死亡。「滥用

酒精」所造成巨大的健康、家庭和社会问题，遍及全世界。在富有的国家，「抽

烟」是许多年来主要致死原因，而现在却也成为贫困国家一个更大的死亡原因。

富有的国家愈来愈多人戒烟，烟草公司于是转向第三世界销售，因为在新市场

较易取得销售空间，12章148、149页有更多的讨论。 

    

除了「酒精」和「烟草」，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有很多人在使用〝违禁药品〞。

它们处处可见，包括大麻（weed, pot, grass, sin semilla, mota, hashish, ganja），鸦片

（海洛英、吗啡、smack），和古柯碱（crack, snow, rock）。 

    

 在城市里，贫困孩子们吸食化学物品的问

题日渐增加，特别是强力胶，有时也用油漆稀

释剂、鞋油、汽油、和清洁剂。有些人错误使

用药品，特别是强力止痛剂、兴奋剂和〝控制

食欲〞的药品。 

    

 麻醉品有：吞服、注射、吸入、咀嚼或吸

食等方式。不同的麻醉品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不同的影响。古柯碱或 kolanuts（可

乐果）可以令人感觉精力充沛和兴奋，但是药效过后会感觉疲倦、易怒、和心

情沮丧。某些麻醉品像酒精、鸦片、吗啡和海洛英，会令先感觉镇静和放松，

但是接下来可能使他失去控制力、自制力、或甚至意识。其它的麻醉品，诸如

大麻, PCP, LSD,和迷幻药（由 peyote仙人掌提炼）会使人有幻觉或幻想。 

 

 

     

 

 

 

警告：怀孕中的妇女若使用香烟、酒精、或其它麻醉品，可能伤

害胎儿。 

 

相同的！多人共享针头注射麻醉品容易感染危险的疾病！ 

如艾滋病（附录二 399 页）、B 型肝炎（13章 172 页）、C 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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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困难，而开

始使用麻醉品，来帮助他们忘记饥饿以及日

常生活的痛苦中。但只要开始接触，他们常

常就会上瘾或沉溺其中。假如尝试停止，就

会导致他们烦躁、生病或暴戾。为了得到更

多麻醉品，他们常不惜犯罪、挨饿、或疏忽

他们的家庭。因此麻醉品滥用成为整个家族

和小区的问题。 

!!  某些麻醉品诸如古柯碱和海洛英是非

常容易上瘾的。一个人可能只尝试过一次便

上瘾，而必须持续使用麻醉品。其它的麻醉

品在长时间使用后也会上瘾。一但上瘾之后

非常危险，因为毒品会引起健康问题或甚至死亡Ąҭߏѣ决͕ăላ˧͚Ă

߲瘾ߏΞͽҹڇ۞Ą!

    在戒毒瘾的初期，通常会感觉痛苦并有异常行为，这称为〝戒断症候群〞

（指戒毒期间所出现不适之症状）。这个人可能会极端神经质、沮丧、或愤怒，

他可能感觉到没有麻醉品活不下去。 

    某些麻醉品：诸如海洛英或古柯碱，〝戒断症候群〞会严重到使戒瘾者变

的暴戾，并自伤伤人。这时他（她）就需要「戒毒所」的协助。其它种类的麻

醉品：诸如酒精、大麻、烟草和吸食化学制品，通常不用医疗照护，但是家庭

和朋友的关心支持是很重要的。 

   这里是一些建议可以帮忙解决麻醉品使用和上瘾的问题： 

 尽可能成为「戒毒者」的帮助和支持。记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偏差

行为」，是因为他们正在戒毒，而不是因为你的缘故。 

 若是小区里有已经戒毒成功的人，可以由他们成立一个「关怀小组」，

来帮助那些正在戒毒的人。「Alcoholics Anonymous」就是这样一个组

织，这个团队帮助全世界许多酒、药瘾者，成功的处理他们的酒、药

瘾问题。 

 家庭、学校和保健员可以教导孩子们，关于香烟、酒和麻醉品的危害

性。帮助孩子们学习从正常的管道去经历「美妙的感觉」，或是表现成

熟、表达不满。 

 针对可能导致小区居民吸毒的问题，做一些防范之道：如饥饿、劳力

剥削、缺乏改善生活的机会。尽量帮助弱势者组织起来并维护他们的

权益。 

 

ֶ赖౫ዕݡ会ౄјĈ!

ҋᇷҋ弃!

छल问题!

ᇷ˧Җ为!

良好的预防与行动的支持， 

比事后残酷的处罚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