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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災難救援





第一章
災難管理

引言
天然災害或人為禍害都會帶來災難，其中以

工業及食物風險造成的死亡，比疾病傳播所造成
的還要多。食物污染、化學中毒、工業意外、交
通事故、礦難、火災等不幸事故愈來愈多，而涉
及的風險也是不可預知或難以防範的。每當涉及
多人傷亡的重大事故發生後，應急部門便會採取
緊急措施，務求使所有傷者都能獲得快捷適當的
治理。此外，為了加強有關單位的應變能力，負
責決策的管理層會研究和檢討事故的成因和應變
措施的成效。由發生災難事件、採取應變措施、
以至事後檢討的整個工作環節，都屬於災難管理
的範疇。

香港是先進的國際都會，能享有國際級水平的
急救服務，實在有賴香港政府各急救及災難救援
部門和非政府志願部隊所作的貢獻。當中包括保
安局、消防處、警務處、醫院管理局、衛生署、
飛行服務隊、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及
聖約翰救傷隊、紅十字會等。這些組織的隊員受
過急救、災難醫療及感染控制等訓練，每年參與
常規的搜索及大型災難的演練，對運作流程十分
熟悉，這是正規和輔助應變措施成功的重要元
素。醫療輔助隊已發展了一套災難醫療的運作系
統。

災難救援的工作，應以建立健全的災害應急
體系和社會救助體系為目標，才能切實保障市民
的基本生活。中央政府近年成立了國務院應急管
理辦公室，全面統籌、分類和指導救災工作，加
強資源的綜合利用，以期救災的工作能達到最大
的成效。同時，國家亦正在建設專門的減災小衛
星網絡系統，加強減災救災技術的支援系統。

災難事件的定義

●

災難管理的範疇

■ 災難衝擊

■ 應急反應

■ 復原重整

■ 社會發展

■ 防護措施

■ 和緩屏障

■ 應變準備

●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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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救援
災難事件的定義

一般來說，災難事件是指一些
事故的發生，導致大量傷亡，以致
用於救援和治理傷者的正常資源難
於應付。災難可分為自然災難和人
為災難兩類。自然災難包括颱風、
地震、洪水泛濫及瘟疫等，而人為
災難則包括火災、暴亂、戰爭等。
由於每類災難事件都有獨特的性質
和不同的演變過程，因此對人命及
財物所造成的衝擊也各異，故應急
部門須因應本身的職責範圍，對災
難事件採取不同的應變措施。 

圖 1.1 災難事件

災難管理的範疇
香港政府已制定了一套由下而

上的應變方針，其政策是透過下列
方法，盡量精簡應變行動︰
‧ 限制涉及的部門和機構數目；
‧ 限制緊急應變系統內的聯繫層

次；以及
‧ 給緊急事故現場的有關人員授

予必要的權力和責任。

香港政府，承諾每當發生對
市民的生命財產或安全構成威脅的
緊急事故時，定當迅速採取有效的
應變措施。政府負責整體的災難管
理，以確保在發生緊急事故時，能
針對事件的規模和嚴重程度，採取
最迅速，最有效的應變措施。政府
轄下的保安局負責監督各政府部門
的危急應變行動。

無論正規或輔助救援部門的人
員，都受過專業訓練並擁有精良裝
備，可以在政府整體的指揮架構以
外獨立工作，以最直接、迅速和有
效而可行的方法，應付大部分緊急
事故。當情況極為嚴峻時，政府會
啟動緊急應變系統，提供支援予應
急單位。政府又訂定了一套三級制
的緊急應變系統，確保能提供最適
切的應變措施。

災難管理涉及多個過程及工
作環節，須根據事件的發展情況來
定位，但一般都具備相同的基本模
式，即各個不同環節構成一個災難
管理連積體，每個環節相互連繫。
最重要的是，災難管理必須定位為
一個整體模式，而不應只著重某個
單一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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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災難衝擊
性質不同的災難事件有不同的

演變過程，所引起的衝擊也各異。
舉例來說，地震發生前沒有任何徵
兆，過程短促，但後果卻極之嚴重：
颱風吹襲時間則較長，且可預早發
出警告，但某些地區仍有可能因颱
風直接吹襲而導致嚴重的災難。

政府與媒體需緊密合作，發
佈有效而準確的新聞，向社會提供
具權威性的災難信息。在災難發生
時，首重凝聚共識、團結民心、鼓
舞士氣，媒體不宜過度批評相關的
政府部門。

(2) 應急反應
應急反應是指災難事件發生

後，應急部門所採取的即時應變方
案及措施。這些方案及措施旨在拯
救生命、保護財物及應付災難事件
所帶來的衝擊。應變措施包括 :
1. 實施緊急應變計劃
2. 啟動緊急應變系統
3. 搜索及救援
4. 提供緊急支援物資
5. 勘察及評估
6. 撤離

圖 1.2 應急反應

(3) 復原重整
當災難事件過後，它導致的衝

擊會逐漸減弱，而社會及市民的生
活也逐漸恢復正常，這個階段稱為
復原重整。它可能需要很長時間，
並取決於政府或有關部門所採取的
措施是否有效。有關措施包括：
1. 恢復主要服務
2. 修理及重建道路及房屋設施等
3. 提供臨時住所
4. 為災民或受影響的人士提供心

理輔導

(4) 社會發展
災難事件與社會發展有著極大

的關係。舊有的社會或地區建設可
能在災難事件中受到嚴重破壞，政
府必須重新建設，而在建設的過程
中，政府會根據從災難事件中到得
的資料，去制定相關的防護措施，
以免災難事件重演。以下是一些相
關的措施：
1. 制定新的建築物條例
2. 檢討土地發展政策
3. 特定地區制定的發展策略

(5) 防護措施
有效的防護措施一方面可以避

免災難事件再次發生，另一方面又
可減低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或對
社會造成的衝擊。以下是一些防護
措施的例子：
1. 整治河道以疏導洪水
2. 清拆危險建築物
3. 立法監管 

3災難救援



(6) 和緩屏障
最有效的災難管理方法當然是

能夠完全預防災難事件發生，但災
難事件的獨特性質卻使人們不能達
到上述目的。由於人類不能完全避
免颱風或地震等自然災難，因此，
政府必須制定及採取和緩措施，以
減輕災難事件發生後所產生的影
響。“和緩 " 一詞，在災難管理學
來說，是指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
輕災難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和緩措
施的例子包括 :
1. 訂定土地使用條例
2. 制定安全條例以管理高風險建

築物或物品
3. 加強主要建築物或設施的保護

裝置

(7) 應變準備
不管是天災或人禍，災難事件

一旦發生，應急部門或由多個部門
聯合組成的緊急應變組織，須按預
定的應變計劃採取有關應變步驟， 圖 1.3 災難事故演習

總論
每個地方對災難事件的定義不

一。但不管定義為何，災難事件必
定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命傷亡及財物
損失，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套完善的
災難管理系統以保障生命及減輕災
難事件所帶來的影響。災難管理最
重要的，是不要等待災難事件發生
後，才採取行動或作單一的事後檢
討。災難管理最重要的理念是居安
思危，因災難事件往往是不可預料
的；而且要以人為本，切實做好救
治和衞生防疫，安排受災群眾的生

以確保能夠在短時間內評估意外會
造成的損害，並安排適當的應變行
動。因此，有關當局必須有足夠的
應變準備。應變準備措施包括：
1. 制定緊急應變計劃、各部門分

配各項工作及劃定臨時收容中
心的位置 ;                   

2. 設置預警系統 ; 
3. 預備緊急通訊中心及有關設

施 ; 
4. 進行公眾教育及提高公眾對災

難事件的警覺性 ;
5. 定期舉行訓練及演習。

活，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規
劃災後重建，部署恢復生產。

在災難管理方面，醫療輔助隊
的工作包括為志願隊員提供有關醫
療急救的訓練，在有需要時聯同專
業醫護人員到達災場提供緊急醫療
服務，而在平日隊員的訓練、物料
和各項醫療器材的準備，都會對提
供優質醫療服務的成效有很大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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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難醫學

引言
災難中的傷者大都是情況危急

的，負責急救的部門須要調動大量
的資源和人手，優先照顧他們。此
外其他非緊急服務及輔助隊伍也可
能獲派往前線支援災難應變工作，
而這些調動會涉及整體醫療及拯救
制度的互相協調和安排，以及如何
有效地運用醫療資源，以應付災難
事件所帶來的衝擊。

災難醫學的定義

●

災難醫學的目標

●

災難醫學的範疇

●

醫療輔助隊的災難應
急工作

●

災難醫療助理

●

災難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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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醫學
災難醫學的定義

災難醫學是整體救援工作的其
中一環，也是一門有關應付災難的
醫療學問和技術。災難醫學主要是
研究人為或自然災害與人類生活的
相互關係，闡明各種災難對人類生
存條件的影響，並按其發生規律，
尋找有效的醫學、救護及防疫對策
和措施，以便在災難發生前在醫療
設施及人力資源上做好應有的安
排，一旦災難發生，相關機構便能
立即有效地執行醫療救護和衞生防
疫的工作。

圖 2.1 災難事故

圖 2.2 現場拯救

災難醫學的目標
災難醫學的目標是務求在最短

的時間內，給予在災難中的傷者最
有效最適當的治理。為了達到這個
目標，應急醫療系統必須具備下列
三個元素：

災難醫學的範疇
災難醫學主要涉及三大範疇：
1. 現場拯救及治理
2. 運送傷者及處理屍體
3. 善後工作

1. 完善的應變計劃
2. 專業的醫療知識和拯救技術
3. 有效的訓練和演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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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場拯救及治理
災難現場滿佈傷者，治理的

原則是以有限的資源處理最多的傷
者，而治理的目的在於減少傷亡數
字。現場拯救的方法必須以簡單及
有效為主，應用的醫療技術主要包
括氣道處理、止血、骨折處理及防
治休克等。應用這些技術不需要太
多精密的醫療器材或設備，但是治
療人員須接受基本的災難醫學訓練
並能夠掌握有關的技術。同時，亦
要妥善地安排救援人員在衣、食、
住、行和醫療工作等五方面的需
求。

在進行治理時，由於傷者眾多
或正處於危急狀況，救援人員未必
能夠備齊足夠的器材和物資，或按
照預先訂定的程序和方法去治理傷
者。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他們須
要盡量利用現場的資源，配合災難
醫療的知識和技巧，對傷者作出最
適當的處理，包括進行外科手術，
以達到戰地醫院的水平。

流動指揮中心由專業醫療人員
及具經驗的救護人員負責指揮，其
作用包括：
1. 統籌物資及調配人員；
2. 協調與其他應急救援部門共同

進行的工作；
3. 收集傷者傷勢及傷亡人數報

告。

由於受地域差距或交通情況影
響，負責指揮的人員未必能及時到
達災場，所以首先到達災場且最資
深的救援人員，應肩負臨時指揮的
職責，即時分派工作，直到指揮人
員到達，轉交責任為止。

圖 2.3 傷者撤運

運送傷者及處理屍體
鑑於災難現場傷者眾多，醫療

人員必須有效地管理現場，以便進
行檢傷分類 (Triage) ，並將傷者從
災場救出，然後按其傷勢輕重給予
即時治理，或送到醫院治療。至於
處理明顯已死亡的傷者，則應盡快
把屍體運往殮房安放。

醫療人員必須遵守一套明確而
清晰的運送傷者步驟。災難現場設
有各種單位配合拯救的工作，例如
流動指揮中心 (Mobile Command 
Post)、 傷 者 收 容 處 (Casualty 
Collecting Point)、 傷 者 接 載 點
(Ambulance Loading Point)，以及
臨時屍體收集處 (Temporary Body 
Holding Are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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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後工作
通常在災難事件發生一周後，

情況會大致趨於穩定，拯救及轉運
傷者等工作亦已差不多完成，但嚴
重的傷者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用於治
療和康復，一些傳染病亦會迅速蔓
延。現在的主要工作是認真處理衛
生及防治疫症，治理災難事件所引
致的精神及情緒失衡等問題。

預防傳染病的最主要措施，就
是處理水源衛生、食品衛生，妥善
處理垃圾、糞便，並且要特別注意

醫療輔助隊的災難應急
工作

醫療輔助隊是一個支援常規醫
療衛生服務的政府部門，其志願人
員須接受急救、輔助醫療、災難醫
學及救護車服務的訓練。隊員當中
有醫生和護士等專業醫療人員，故
在不同性質的突發事故中，都能派
出隊員增援各個常規部門的救援工
作。

在發生緊急事故時，醫療輔
助隊會調派受訓的志願人員協助救
援，以增強衛生署、醫院管理局、
警務處及消防處的救護車服務。被
調動的隊員須負責下列工作：
1. 在事故現場提供醫療、輔助醫

療、急救及心理輔導服務；
2. 在傷者收容處及傷者醫療站提

供醫療及護理支援服務；
3. 在接收傷者的醫院提供協助；
4. 提供應急救護車服務；
5. 在接獲要求時調派救護車隊員

增援消防處；

防蚊。另外，令災民及救援者保持
樂觀的情緒，注意身體健康，加強
身體鍛鍊，並根據氣候的變化隨時
增減衣服，注意防寒保暖，預防感
冒、氣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國家衛生部於二零零八年發佈
的《抗震救災衛生防疫工作方案》
詳列以下九項善後的工作：疫情監
測、食品衛生、飲水衛生、環境衛
生、病媒生物防制、消毒處理、化
學中毒的預防和處理、屍體處理和
心理危機干預。

6. 提供額外的醫療設施，包括護
理站、急症醫院及療養院；

7. 在有需要時調派曾接受拯溺、
搜索及拯救訓練的隊員往事故
現場提供協助。

如現場傷者人數眾多，醫管局
會考慮調派由醫生及護士組成的醫
療隊及醫療指揮官趕赴意外現場，
為傷者提供緊急治理，協助處理傷
者。醫療隊到場後，會先協助緊急
救援，並決定是否需要再加派另一
隊醫療隊到場。醫療指揮官負責在
現場分流傷者到合適的醫院，協調
各醫院接收傷者的情況，並會與事
發現場參與救援的消防處、警務
處、醫療輔助隊等人員緊密溝通，
務求令救援工作更為順利，讓傷者
盡快得到救治。此外，在啟動重大
災難事故應變計劃後，醫院亦會聯
同有關政府部門設立緊急服務櫃
位，由醫務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
神職人員等負責，為有需要的傷者
及其親友提供援助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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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醫療助理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t)

執行上述職務必須有完善的
訓練作出配合。為此，醫療輔助隊
特別設計了一個災難醫療助理訓練
課程，以配合現代醫療急救的發展
及現場救援傷者的醫療需要。課程
內容涵蓋災難管理概念和災難急救
醫學所需的知識。課程的對象是前
線隊員，目的是讓他們可以獨立處
理在災難事件中一般的傷者，包括
生理及心理受創的傷者。隊員須出
席理論及實習課程，並定期接受考
核。

災難醫療助理的訓練項目包括：
1. 緊急醫療；
2. 傷者檢傷分類與治理；
3. 災難護理知識；

4. 預防感染控制；
5. 災難心理知識；
6. 運送傷者的技巧；
7. 急救器材的使用；
8. 特別事故的處理，例如輻射測

檢及清洗。

災難醫療助理須因應災難事
件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擔任不同的工
作。一旦災難發生，災難醫療助理
必須盡快抵達災難現場協助尋找傷
者，為傷者分類，為傷者檢傷，提
供災難急救，安排運送傷者及執行
疏散等工作。在康復治療方面，災
難醫療助理會獲派往各醫院或防疫
中心，協助常規醫療人員。

災難應變能力
災難、意外和特別事故等突發

事件，不但場面大多恐怖和可怕，
而且會導致人命的傷亡。當事人往
往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應變。擁有
良好應變能力的人，不但能保護自
身免受傷害，還能幫助其他受傷的
人。在緊急的情況下，身體會隨本
能反應分泌腎上腺素，使心跳和呼
吸加快，身體處於隨時準備應變的
狀態，這是自然的反應。但若心情
過份恐慌，導致過量的腎上腺素分
泌，便會直接影響應付緊急情況的
能力。另外，人往往都會將重大的
事件緊記心中，以致產生不尋常的
心理壓力反應，例如重覆回想事故
的情景，發惡夢或失眠等，這些都
是慣常的反應。

適當的訓練，包括模擬和心理
質素的演練，會增強個人的應急能
力。一些實際生活上的經歷和體驗
也會增強個人處變不驚的能耐。同
時，救援人員及救援機構必須注意
事故後的壓力反應，鼓勵大家將感
覺直接坦誠地說出來，分享經驗和
感受，分析事件，作出正面的思考，
以減少焦慮和不安的感覺，這樣有
助減少壓力，並可加強處理應急事
故的能力。

以下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基本安危措
施：

1. 保持鎮定，不要恐慌，並且互
相安慰、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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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現場的物資，例如床單、
窗簾、毛巾、木塊等作為求生
的工具；

3. 評估情況，找出潛在的風險，
不要讓自己身陷險境；

4. 要量力而為，不要因盲目和一
時衝動，做出非理性的行為；

5. 如果時間許可，靜心想一想下
一步的行動；

6. 若遇有受傷人士，應在可確保
自身安全情況下，才可協助拯
救，並在有需要時要將傷者移
離險地；

7. 尋求別人幫助，與身旁的人一
同合力，效果定會事半功倍；

8. 不要放棄每個求生的機會，努
力嘗試各種可行的方法。

常見事故的應變方法和處理：

火災
在進入陌生的場地時，要有留

意逃生通道位置的警覺性；不要乘
搭升降機逃生；以濕手巾掩口鼻，
在地上爬行，沿牆壁找尋出口；關
閉房門，用濕毛巾塞住門隙；報警
時，準確說出你所在的位置，逃往
容易被尋找的地方；以窗簾或床單
做成逃生繩，沿排水管攀爬。

水災
留意環境，在還未有水淹的情

況下已作好準備；疏散到高處地方，
等待救援；避免在斜坡或護土牆附
近停留；離開山澗地方，往高處躲
避；不要在水淹地方行走，以防滑
倒或被突然而來的洪水沖走。

地震
留意地震警報的預測；躲在堅

固的傢俱下避震，要盡量保護頭部；
在戶外時要盡量遠離建築物，停留
在空地上；不要觸碰倒下來的電線；
留心有餘震的發生。

海嘯
留意反常的海面狀況，例如大

浪和潮退；遠離岸邊，疏散到高處
地方；保護自身，免被雜物碰撞頭
部；在水中找尋回升到浪頂的機會，
與大浪同一節奏飄流；抓緊一些可
以浮水的物件作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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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傷者的治理





第三章
檢傷分類及傷者的評估

引言
當發生涉及大量人命的災難

事故時，一套有效而迅速的傷者
受傷程度評估分類法是拯救行動
中極為重要的部分。通過這個檢
傷分類法，災難醫療助理可以決
定傷病者接受醫療照顧的先後次
序，從而有效地運用醫療資源。
此外，一套有系統而統一的傷病
者評估方法，可在很短時間內清
楚找出傷者的傷勢及可致命的情
況，從而可以立刻適當地處理傷
者。

傷者評估模式的設計，目的
是為傷者進行有系統性的檢查，
及作出精簡的記錄。

傷檢分類的定義

●

傷者分類的標簽

●

災難現場的醫療統籌
工作

●

醫療輔助隊內部統籌

●

傷者分類範圍的設立

●

黃金一小時

●

現場審定

●

初步評估

●

進一步評估

●

資料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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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分類及傷者的評估
檢傷分類的定義

所謂檢傷分類，簡單來說是按
傷者傷勢的嚴重性來分類，然後按
其嚴重性作出先後處理。傷者分類
是大型災難事件中處理傷者醫療救
援的一個重要環節。

傷者分類標簽
當第一批救援人員到達災難現

場後，救護人員會按傷者的傷勢把
傷者分為四類，並把傷者集中在不
同的指定地點處理。

現在香港所有的救援部門都使
用劃一的國際認可四色傷者分類標
簽

通過摺合標簽的方法，可以顯
出傷者屬於哪種類型。標簽須扣掛
在傷者的衣服或手腕上，加上所記
錄的生命表徵及傷勢，這樣醫護人
員便可以很容易分辨出傷者的受傷
程度。

圖 3.1 四色傷者分類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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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例子

紅色
( 第一優先 )
傷勢嚴重，需要立即處理

‧ 即時的氣道阻塞
‧ 大量出血
‧ 嚴重休克
‧ 神志不清
‧ 骨折而不能觸摸到遠端脈搏

黃色
( 第二優先 )
傷勢較重，但無即時生命危險或
肢體威脅，不需立即處理

‧ 中量失血
‧ 中度燒傷
‧ 長骨骨折

綠色
( 第三優先 )
傷勢輕微，能行走，可以稍後處
理

‧ 軟組織受傷
‧ 扭傷

黑色
( 死亡 )
明顯死亡，或傷勢太重以致生存
機會渺茫

‧ 沒有呼吸和無脈搏
‧ 燒焦的屍體

災難現場的醫療統籌
工作
(1) 現場檢傷分類及醫
 療統籌工作

遇有一般嚴重事故發生時，醫
院管理局會派出一隊由醫生和護士
組成的醫療小組 (Medical Team)
趕赴現場進行拯救工作。

在醫院管理局醫療小組未到達
現場時，現場消防處的救護主任會
擔當傷者分類和救護工作。待醫療
小組到達現場後，便由小組接手統
籌一切有關傷者分類和初步治理事
宜。

如事故十分嚴重，且涉及的
傷者極多時，醫院管理局會額外
派出一名醫療控制主任 (Medical 
Control Officer) 到現場了解情況，
以統籌醫療資源，務求給予傷者最
迅速及有效的醫療照顧。

檢傷者分類的工作一般由醫生
負責，他會在肇事現場附近找尋一
處安全及適當的地方作為傷者分類
場地。他除負責調配、指揮及督導
現場各救援人員處理傷者，以及確
保傷者分類工作有效地執行外，還
須與指揮中心保持緊密聯絡，以確
保所需的資源能迅速送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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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護服務的統籌
災 難 現 場 救 護 指 揮 官

(Ambulance Incident Officer) 會由
消防處的救護主任擔任，該指揮官
除負責指揮救護員處理傷者及協調
與醫療小組的工作外，還會把分類
後的傷病者立即送往指定的醫院。

(3) 災難醫療支援服務
醫療輔助隊負責提供額外人手

及應急藥物和裝備以協助救護員或
醫療小組處理傷者。同時，醫療輔
助隊會協助救護員一同進行傷者分
類工作。醫療輔助隊現場控制主管
(AMS Controller)也會就人手分配、
後勤支援及其他醫療服務的增援等
事宜，與醫療小組及現場救護指揮
官作緊密聯絡。

醫療輔助隊內部的統籌
醫療輔助隊的行動單位會按

行動指令的指示動員往現場。區醫
生、護士及有關隊員會與應急特遣
隊互相配合提供應急服務。在計劃
調派人員時會按災難的情況和傷病
者的數目作安排。若某一區未能應
付行動需要時，總區指揮會運用及
調派其他區的資源，以配合拯救行
動。

當醫療輔助隊進行拯救行動
時，會在現場提供營幕和救援物品
等，例如 : 在最優先處理的紅色區
域放置生命支援裝備；在第二優先 圖 3.2 醫療輔助隊提供支援物資

傷者分類範圍的設立
災難事故現場傷者處理的區

域通常會安排如圖 3.3 所示般，而
整個區域會劃分為內警戒線及傷者
收容處，整個區域會被外警戒線包
圍。

的黃色區域放置抬床及作傷口處理
物料等，以供運送傷者及作傷口處
理之用。醫療輔助隊會在每一區域
均派出一名長官負責統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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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災難現場的傷者分類範圍的設立

21傷者的治理



(1) 內警戒線
災難拯救行動在內警戒線包圍

的範圍內進行，進出該警戒線會受
到嚴格的控制及記錄。從災場救出
的傷者會被送到傷者收容處處理。

圖 3.4 傷者分類範圍的設立

(2) 傷者收容處
 傷者收容處包括多個特別

設立處理傷者的區域，包括檢傷分
類站 (Triage Point)、傷者治療區域
(Casualty Treatment Area) 和臨時
屍體收集處。

(3) 檢傷分類站
傷者從災場拯救出來，便會立

刻在檢傷分類站接受即時檢傷分類
及處理，傷者會被送往傷者治療區
域作進一步的治理。

(4) 傷者治療區域
傷者治療區域是治理傷病者及

作為第二階段檢傷分類的地方。

經分類 ( 紅色、黃色或綠色 )
的傷者會被送到不同的接收站，並
根據其傷勢作處理或送往傷者接載
點，以待送往醫院急症室救治。在
發生嚴重的災難時，消防處的流
動傷者醫療中心 (Mobile Casualty 
Treatment Centre) 也會到場，醫
生會為有需要的傷者在流動傷者醫
療中心內進行手術。所有傷者經治
理後會重覆接受檢傷，以決定送往
醫院的先後次序。

圖 3.5 檢傷分類站

圖 3.6 綠色類別傷者接收站

(5) 傷者接載點
救護車會在此地點接載傷病

者及運送他們往醫院接受治療。負
責傷者接載點的工作人員須準確記
錄傷者離開的時間及送往何處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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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時屍體收集處
已被証實死亡的傷病者的屍

體會存放在現場臨時屍體收集處，
讓當局清點人數、核實及確認其身
分。

圖 3.7 & 3.8 傷者接載點

黃金一小時
根據搶救傷者的經驗，傷者若

能於事發後一小時內得到針對性的
治理，會大大地增加其生存機會。
災難醫療助理必須盡速在現場確定
傷者的傷勢，替傷者進行基本的救
治，然後盡速送院治理。對傷者的
評估要依據以下的模式（見附表
一）。

圖 3.9 黃金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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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傷者的評估流程表

現場審定
◇ 環境
◇ 受傷原因

初步評估
◇ 保護頸椎
◇ 檢查清醒程度
◇ 檢查呼吸狀態
◇ 檢查血液循環狀態
◇ 快速身體檢查

進一步評估
病歷
◇ 病徵及病狀
◇ 過敏資料
◇ 服用藥物記錄
◇ 過去病歷資料
◇ 最後進食時間
◇ 發生事故的經過
生命表徵
◇ 呼吸、脈搏、血壓
◇ 清醒程度 ( 格拉斯哥昏迷程度指數 )
◇ 體溫
由頭部到腳趾的檢查

不穩定 穩定

送院

立即送院

◆ 在送院途中作
進一步評估

◆ 若傷者進行進一步評估時，傷者的情況
惡化或變為不穩定，須即時停止檢查，
並立刻把傷者送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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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審定
在到達現場後及未處理傷者之

前，必須確定現場環境安全，沒有
潛在的危險。此外，可從途人的口
中取得一些有關傷者的資料。

(1) 環境
視察四周環境的狀況，看看除

了眼前所見到的傷者外，在隱蔽的
地方還有沒有其他的傷者。看看現
場是否有人可以協助，提供有關傷
病者的資料及傷勢。災難醫療助理
更須時刻留意一些潛在的危險。

(2) 受傷原因
找出或評估傷者受傷的原因，

是何種事件或媒介。處理創傷事件
的傷者時，若受傷原因嚴重，例如
由高處墮下，傷者表面的情況可能
穩定，但傷勢可能隨時會變壞，因
此須立即送院治理。下列是一些常
見的嚴重受傷情況：
‧ 由五米以上的高處墮下；
‧ 在交通意外中，司機或乘客從

車廂被拋出車外，電單車司機
胸部或腹部受創傷；

‧ 頭、頸、胸或腹部的貫穿性損
傷或斷肢；

‧ 遭重物壓傷。

初步評估 (Primary 
Survey)

初步評估是一套有系統的傷者
檢查方法，目的是確定傷者是否有
即時的生命危險，例如氣道受阻、
嚴重出血等，以便立即治理。

初步評估的範圍如下：
‧ 保護頸椎
‧ 檢查清醒程度
‧ 檢查呼吸狀態
‧ 檢查血液循環狀態
‧ 快速身體檢查

(1) 保護頸椎
在處理一些創傷性的傷者

時，須要小心保護其頸椎，應使
用提頷法 (Jaw Lift) 或改良推頷法
(Modified Jaw Thrust) 來暢通其氣
道。

(2) 檢查清醒程度
檢查傷者的反應，嘗試交談，

以判斷其清醒程度。簡單地利用
這些資料，可以判斷傷者是否處
於清醒狀態 (Alert)，對聲音的反應
(Response to Voice)，對痛楚的反
應 (Response to Pain)，或全無反
應 (Unresponsive)。

(3) 檢查呼吸狀態
觀察傷者的呼吸狀況，辨識有

否出現不正常的呼吸或停止呼吸。

(4) 檢查血液循環狀態
立刻制止嚴重的外出血。檢查

傷者的頸動脈，確定心跳情況。若
頸動脈無跳動、或未能準確肯定頸
動脈是否跳動，便應立刻施行心肺
復蘇法；而若傷者沒有呼吸但有脈
搏，則應立刻施行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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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快速身體檢查
快速身體檢查須在三十秒內完

成。用雙手循頭、頸、胸、腹、脊
椎和背部到下肢，最後回到上肢，
為傷者作有系統的檢查，藉以檢定
其傷勢。如發現有嚴重危害性命的
損傷，須立刻給予適當的處理，例
如清理口腔的阻塞物、按壓及包紮
出血的部位。

不穩定的傷者

以下傷勢及徵狀的傷者，可以界定為不穩定：

‧受傷原因顯示可能出現嚴重受創

‧清醒程度惡化（例如頭部受傷）

‧昏迷而有氣道受阻

‧呼吸或脈搏異常

(6) 將不穩定的傷病者
 送院

根據初步評估的結果，斷定傷
者的情況是否穩定。若屬穩定者，
則可繼續留在現場作進一步的處
理；若屬不穩定者，應立即送院，
在送院途中須作進一步評估。

進一步評估(Secondary 
Survey)

完成初步評估後，須作進一步
的評估，可在傷者送院途中進行，
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1) 查詢病歷
蒐集下列關於傷者的病歷：
‧ 病徵及病狀
‧ 過敏資料
‧ 服用藥物記錄
‧ 過去病歷資料
‧ 最後進食時間
‧ 發生事故的經過

1.1 病徵及病狀
災難醫療助理在獲知傷者的主

訴時，應追問有關的詳細情況，例
如：你覺得暈眩前，有沒有碰撞過
頭部呢？

病徵及病狀是指傷者的不正常
表現（例如足部腫脤）及不正常感
覺（例如手部刺痛的感覺）。

如傷者訴說有痛楚，須評定痛
楚的性質，並應收集更多的資料。

26 傷者的治理



2.3 血壓
用血壓計可以準確量度病人的

血壓讀數，但如果情況不許可，可
根據脈搏的跳動，估計其血壓。

位置 痛楚在那個位置？著傷者清楚指出痛楚的部位

性質 痛楚的性質是屬於劇痛、鈍痛、跳動或壓撞式痛

擴散或變異 痛楚是否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還是會移動的？痛楚有
沒有減輕或加劇？

嚴重性 以 1到 10 的評分（1為最少）來形容痛楚的程度

時間 痛楚的時間持續多久？有沒有規律？

可感覺到的脈搏跳動 收縮壓估值不少於

橈動脈 80mmHg

股動脈 70mmHg

頸動脈 60mmHg

1.2 痛楚評定

1.3 過敏資料
查問傷者有沒有對藥物或食物

過敏，例如盤尼西林、止痛葯或海
鮮類食物等。此外，須留意傷者的
手腕或脖子上有沒有醫療警告牌。

1.4 服用藥物記錄
傷者所服用的藥物，往往是提

供其身體狀況的重要線索。因此，
應向傷者或其家人收集全部資料。
如有可能，將有關葯瓶或藥物一併
帶到醫院去。

1.5 過去病歷資料
傷者過去的疾病可能會影響現

時的病狀，因此有必要向傷者詢問
清楚。例如：以前曾否患特別的疾
病；曾否接受過治療；目前是否需
要服食藥物等。

1.6 最後進食時間
一般創傷性的傷者，在手術治

理中多會進行全身或局部麻醉。知
悉傷者最後的進食（包括飲水）時
間，會有助安排手術。

1.7 發生事故的經過
查問傷者是怎樣受傷，是否知

悉發生事故的經過。

(2) 檢查生命表徵
2.1 呼吸

跟初步評估之檢查呼吸方法相同。

2.2 脈搏
跟初步評估之檢查脈搏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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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血壓底時，傷者的血夜循環
會有不足，傷者的皮膚、眼瞼都會
變得蒼白。災難醫療助理可以按壓
傷者的指甲部位。若其指甲下微血
管血液循環回流的時間超過兩秒，
則表示傷者的血液循環出現了問
題。

首次替傷者檢查所得的生
命表徵讀數，稱為生命表徵基數
(Baseline Vital Signs)。將第一次
所得的讀數與其後觀察所得的讀數
比較，便可知傷者的情況正在惡化
或好轉。處理不穩定的傷者時，應
每五分鐘量度及記錄其生命表徵一

次；處理穩定的傷者時，則須每
十五分鐘檢查一次。

2.4 清醒程度
災難醫療助理可以檢查傷者

的眼睛的開合情況、以及測試其說
話及肌肉活動的反應，作出清醒程
度的準確評估。如有需要，可使用
壓指法（以力按壓傷病者的指甲床
近端處）或擠壓其肩膊上的肌肉以
測試傷者對痛楚的反應。把各項反
應作出評分的方法稱之為格拉斯
哥昏迷程度指數 (Glasgow Coma 
Scale)。

A.  眼 睛 張 開 反 應
(Eye  open ing 
R e s p o n s e )
( 評估能被喚醒
能力 )

B.    言語反應
(Verbal 
Response)
(評估意識能力)

C.   動作反應
(Motor Response)
( 評估意識能力及
動作能力 )

自動張合４分 有條理 5分 服從指示 6分

需聲音刺激３分 混亂 4分 能認知疼痛刺激位置及
作出抗拒 5分

需痛覺刺激２分 錯亂 3分 對痛楚刺激作出退縮反
應 4 分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１分

沒有意義的聲音 2分 因痛楚刺激而屈曲身體
3分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1分

對痛楚刺激，肢體只有
強直反應 2分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1分

註：（15 分：正常人；8分或以下：神志嚴重受影響的傷者）

2.5 體溫
在災難現場你可以用手感覺傷

者的體溫是否冰冷或發熱，如情況
許可，可以用體溫計準確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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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頭部到腳趾的
檢查

仔細並快速地進行由頭部至
腳趾的視診 (Inspection) 和觸診
(Palpation) 檢查，可以找出傷者是
否有其他傷勢。循頭、頸、胸、腹、
脊椎、背部、盆骨、下肢及上肢作
順序檢查，須於數分鐘內完成。在
進行檢查前應向傷者說明你將會做
些什麼，在進行檢查時應保持和傷
者溝通。

3.1 頭部
‧ 整個頭部輪廓、面部的肌肉情

況；頭皮有沒有出血、凹入或
腫脹；

‧ 耳及鼻是否有血或可能是腦脊
髓液的清徹液體流出；

‧ 眼睛的活動、瞳孔大小及其對
光的反應；

‧ 唇部是否有撕裂，口腔有沒有
被阻塞及牙齒的穩固狀況，注
意是否有不尋常的呼吸氣味。

3.2 頸部
‧ 創傷後頸部出現任何觸痛情況

或神經線受損的症狀，如乏力
或麻痺等，都應視作頸椎骨受
傷，不可隨意移動傷者；

‧ 頸部血管是否過份膨脹，氣管
是否在正中位置；

‧ 傷者說話時的聲音是否沙啞。

3.3 胸部
‧ 胸部是否有瘀傷；
‧ 觸摸肋骨架，檢查是否完整；
‧ 胸部兩邊是否對稱，比較吸氣

和呼氣時胸部兩邊的擴張情
況；

‧ 呼吸時肋骨是否有拉緊肋骨肌
肉的情況出現。

圖 3.10 頭部

圖 3.11 頸部

圖 3.12 
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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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腹部
‧ 檢查腹部傷者最好能仰臥，或

屈曲雙膝，手放在兩旁，使腹
部肌肉放鬆；

‧ 腹部肌肉是否緊張，腹部上下
左右四部分是否有硬塊或觸
痛；

‧ 察看是否有瘀傷或擦傷。例如
傷病者右上腹有瘀傷，傷者可
能出現肝臟破裂的情況；

‧ 查看腹部是否膨脹，如果有則
可能表示傷者腹腔積氣或出
血。

3.5 脊椎及背部
‧ 應保持傷病者在原來的姿勢。

除非已確定脊椎沒有受傷，否
則切勿隨意移動傷者；

‧ 查看脊椎和背部是否受傷時，
應以人手予以支持和固定，觸
看有沒有出血、腰背肌肉緊張
或脊椎變形的情況出現。

圖 3.13 腹部

3.6 盆骨
‧ 留意有沒有盆骨骨折的徵狀，

例如腫痛；
‧ 臗部及生殖器官是否有出血、

變形或失禁的情況出現；
‧ 若懷疑盆骨骨折，應保持傷者

在原來的姿勢，並立即停止及
不要再次進行觸診。

圖 3.14 脊椎和背部

圖 3.15 盆骨

3.7 下肢（腿及足）
‧ 是否有受傷及壓痛；
‧ 肢體是否紅潤、溫暖，有否出

汗；
‧ 檢查足背脈搏，比較雙足的脈

搏；
‧ 檢查微血管再充時間，正常為

2秒之內。
測試知覺：
‧ 輕按傷者的腳趾，以測試他是

否感覺得到；
‧ 著傷者說出他雙腳的感覺，例

如痛楚或麻痺。
檢查肌肉的強度、協調能力和活動
範圍：
‧ 著傷者用足底部壓向你的手，

而你的手則向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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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滙報
災難醫療助理須有系統地報

告所有的資料。這些資料可讓醫護
人員更容易進一步處理傷者，所以
緊記須撮要記錄傷者受傷的原因、
異常徵狀及曾接受的各項治理細節
等。詳細治理記錄表格請參閱附表
二。

3.8 上肢（肩及臂）
‧ 肩部及上肢是否受傷及壓痛；
‧ 肢體是否紅潤、溫暖，有否出

汗；
‧ 檢查橈脈搏，比較雙手的橈脈

搏；
‧ 檢查微血管再充時間，正常為

2秒之內。

圖 3.16 下肢（腿及足） 

圖 3.17 上肢（肩及臂）

測試知覺：
‧ 輕按傷者的手指，以測試他是

否感覺得到；
‧ 著傷病者說出他每隻手的感

覺，例如痛楚或麻痺。
檢查肌肉的強度、協調能力和活動
範圍：
‧ 著傷者活動他的每一隻手指；
‧ 著傷者用手握緊你的手，並記

錄他握手時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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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傷者的治理記錄表

mmod / l

/ / / / /

bpm bpm bpm bpm bpm

/min. /min. /min. /min. /min.

% % % % %

L/min. L/min. L/min. L/min. L/m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 

(OPA) (OPA)

 /  /  /  /  /  /  /  /  /  /  /  /  / 

 (  )   /    /    /  

A  /  V  /  P  /  U 

 /  /  /  /  /  /  /  /  /  / 

 /  /  /  /  /  /  /   /  /  /  /  (G6PD) /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

 /   ( ______  )  (  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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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氣道處理

引言
保持傷者氣道暢通是拯救傷者的首要

步驟。當傷者陷入昏迷狀態時，舌頭可能
後墮，阻塞後咽喉，以致不能呼吸。此為
最常見阻塞上呼吸道的原因。此外，傷者
的唾液、痰涎及嘔吐物也可能阻塞呼吸通
道，影響正常呼吸，引致缺氧和二氧化碳
在體內積聚。

但是，不是所有昏迷的傷者都有氣道
問題；而且，在現場處理氣道亦有風險，
例如，當現場氣氛緊張，很難知道傷者頸
部是否受傷，若氣道處理不當，會令致脊
髓受傷，導致四肢癱瘓，影響呼吸。

因此，氣道處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即評估氣道。如傷者氣道暢通， 
固定頸椎後，即可進行呼吸及循環系統評
估。

此步驟應讓現場最有經驗的隊員進
行;如有醫生或護士在場，應由他們負責。

以下傷者可能會有氣道問題而需要接
受評估 :

1. 神志不完全清醒
2. 清醒但不能說話
3. 有明顯哽塞徵狀

評估氣道

●

打開氣道

●

保持氣道暢通

●

清理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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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道處理

評估氣道
步驟 :
(1) 固定頸椎
(2) 把耳朵貼近傷者的頭側
(3) 細心聆聽傷者的呼吸聲
(4) 如有噪音，表示氣道可能有阻

塞，需要立刻處理
(5) 手背放在傷者口鼻上方，感覺

是否有空氣呼出，如沒有空氣
呼出而胸腹部上下移動，表示
氣道可能完全阻塞，傷者會有
即時生命危險，需要立刻進行
處理

注意 : 如果傷者完全清醒亦可以正常說話，無須浪費時間進行氣道處理。

打開氣道
在現場緊張情況下，很難確定

傷者的頸椎是否有受傷或以前是否
有毛病。因此，如須打開氣道，應
假設頸椎受了傷，使用提頜法或改
良推頜法暢通氣道。

提頜法
跪在傷者身旁，首先用一隻手

按著傷者前額，以固定頸部。用另
一隻手的大拇指放入傷者口中，把
下頷提起，從而使舌頭提起。

(6) 如呼吸寧靜，口鼻有空氣呼
出，表示氣道沒有即時危險，
但仍要固定頸椎， 並須不時
再評估氣道，因傷者情況可能
隨時有變化。

圖 4.1 提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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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 手按著前額；
‧ 將拇指放入傷者口部，利用

第二根和第三根手指扣緊下
頷骨；

‧ 輕力提起下頜；
‧ 注意這是即時有效但只是權

宜的方法，不可持久，也不
可強行，否則拇指可能會被
咬受傷。

推頜法
跪在傷者頭部後面，在固定

頸部時，用雙手手指提起下頜骨，
同時用拇指將顴骨下壓，使舌頭提
起。

步驟：
‧ 兩手肘分別固定在穩定的平面

上，放在傷者頭部兩側同一高
度的位置；

‧ 兩隻手掌輕輕按著傷者頭部兩
側； 圖 4.2 推頜法

‧ 兩根食指放在傷者下頷骨角位
後面，拇指放在顴骨的最高
處。其他手指和手掌自然地擺
放，以穩定傷者的頭部；

‧ 兩手手指 ( 拇指除外 ) 同時提
起傷者的下頜骨，並在同一時
間用拇指把傷者的顴骨壓下。
打開氣道與保護頸椎，若兩者
未能兼顧，應怎樣取捨 ?

假如傷者的氣道完全阻塞，
應用盡一切辦法打開氣道，否則傷
者會很快死亡，處理阻塞的氣道需
要有經驗人士進行，因此應盡快求
助。

保持氣道暢通
只有舌頭後墮令氣道阻塞

時，才可把尺寸合適的口咽膠氣喉
(Oropharyngeal Airway) 放入傷者
的口腔內，使氣道保持暢通，減少
頸椎移動的機會。

注意 : 並非所有昏迷的傷者都會出
現舌頭後墮令氣道阻塞的情況，在
不適當的情況下放入口咽膠氣喉會
有以下風險 :

1. 可能使傷者嘔吐，增加嘔吐物
吸入肺部的風險。

2. 可能令舌頭阻塞氣道的情況加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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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咽膠氣喉
口咽膠氣喉是一條堅硬的塑膠

管，把它放入傷者的口腔內，可防
止因舌頭滑後而阻塞氣道。急救員
應根據傷者口角至下頜角的長度，
選取長短相若的氣喉。在插入口咽
膠氣喉時，如傷者有喉頭嘔吐反射
(Gag Reflex) 的現象，須立即把口
咽膠氣喉拔掉。

選擇大小適當的膠氣喉的方
法，是用氣喉量度患者口角 (A 點 )
至下領角 (B點 ) 的長度，氣喉切勿
長過下頜角位。

圖 4.3(a) 口咽膠氣喉

插入口咽膠氣喉時，應依照以
下的步驟進行：
‧ 用雙膝制動傷者頭部，拇指放

在上門牙，食指放在下門牙；
‧ 使用交叉指頭有技巧地張開傷

者的口部；
‧ 把氣喉尖端朝向口腔頂部；
‧ 小心把氣喉尖端滑經口腔頂

部，直至氣喉接觸到軟額為
止；

‧ 把氣喉作 180 度旋轉；
‧ 插入氣喉的餘段，直至氣喉的

凸緣接觸傷者的唇部為止。

圖 4.3(b) 量度口咽膠氣喉

清理氣道
當傷者口腔內有痰涎、嘔吐物

或異物時，可以用交叉指頭的方法
將口腔張開，然後用手指或抽吸法
清除裏面的阻塞物。

圖 4.4 清理氣道

A點

B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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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指清理法
步驟：
‧ 以交叉指頭方法張開傷者的嘴

部；
‧ 查看傷者的口腔；
‧ 以手指清除傷者口腔內的痰

涎、嘔吐物或異物。

(2) 抽吸法
把抽吸的喉管與抽吸機接駁，

利用機械原理提供負壓，可以抽吸
傷者口腔及氣道裏的阻塞物，以保
持氣道暢通。

注意 : 抽吸過久可引致缺氧。

2.1 手動抽液器
手動抽液器是一個利用人手控

制造成負壓的抽吸器，方便攜帶及
易於使用。

使用方法
1. 把抽吸導管接駁上膠瓶；
2. 把導管放入傷者的口腔內；
3. 按壓手動掣，即可進行抽吸。             

圖 4.5 手動抽液器

2.2 電動抽液器
電動抽液器的負壓力，是由電

力啟動摩打而提供的，其抽吸力較
手動抽液器強大。

一般便攜式電動抽液器可以用
儲電式直接接駁救護車上的電池操
作，其主要組件包括摩打、控制開
關及抽吸力的主機和真空瓶等。

圖 4.6 電動抽液器

使用方法
1. 選擇合適的抽吸管接駁上真空瓶；
2. 開啟電源，選擇合適的抽吸壓力；
3. 將導管放入傷者口腔內進行抽

吸。

為傷者進行抽吸時，應注意以下的
事項：
1. 切勿讓抽吸的喉管在口腔內過

度轉動，否則會引致嘔吐；
2. 切勿過度的抽吸，抽吸的時間

應少於 5 秒 ( 沒有呼吸者 ) 或
20 秒 ( 有呼吸者 )；

3. 如情況許可，進行抽吸時，應
繼續向傷者提供氧氣。

註：一些呼吸調節器系統，除可供
氧氣外，還可利用氣壓推動
產生負壓，造成抽吸力，在特
定的供氣口接駁真空瓶和喉管
後，可供抽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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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心肺復蘇法

引言
當 急 救 人 員 遇 到 心 跳 停

止 (cardiac arrest) 的 傷 病 者
時， 必 須 盡 快 施 行 心 肺 復 蘇 法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CPR)，以維持其生命。心肺復蘇法
是結合人工呼吸 (Rescue breathing) 
及胸部按壓 (Chest Compression) 
的 一 種 基 本 生 命 拯 救 (Basic life 
support) 技巧，目的是盡量維持傷
者身體的血液及氧氣供應，讓拯救
人員找出引致心臟停止跳動的原因，
從而提供根治性或配合其他方法（例
如心臟去纖顫電擊 (Defibrillation)）
的治療，以拯救生命。

施行程序

●

成人 / 兒童 / 嬰兒
施行要點

●

行進間心肺復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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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蘇法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心肺復蘇法CPR 
施行程序
(1) 確定清醒程度及呼吸狀況
‧ 在傷病者耳邊呼喚並輕按其肩

膊，以確定是否不省人事。與
此同時，觀察傷病者是否呼吸
正常。

(2) 召喚求援
‧ 如傷病者沒有反應，而且沒有

呼吸或沒有正常呼吸，必須立
即召喚求援；

‧ 呼喚旁人或同伴找尋自動外置
式心臟去纖顫器 (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 到
現場；

‧ 安排救護車把將傷病者緊急送
院。

(3) 檢查血液循環及進行體外壓
心

‧ 在不多於 10 秒鐘內，同時以
下列方法檢查血液循環狀況：

‧ 檢查傷病者有沒有正常呼吸、
咳嗽及肢體移動

‧ 檢查頸動脈
‧ 如果沒有明顯的血液循環跡

象，應立刻開始胸部按壓，
並使用心臟去纖顫器 ( 如有的
話 )，按分析結果電擊心臟，
以糾正心臟不正常跳動的情
況。

‧ 胸部按壓及人工呼吸比率：
30：2

‧ 按壓位置：兩乳之間 ( 胸骨下
半部 )

‧ 按壓速度：每分鐘最少 100 次
‧ 按壓深度：最少 5 厘米 (2 吋 )
‧ 雙掌掌根互疊，保持雙臂垂直

及適當節拍。

注意：
1. 每次按壓後確保胸部完全回

彈，使足夠血液回流心臟，才
可繼續按壓。

2.  避免中斷施行中的胸部按壓
（進行人工呼吸、心率分析及
電擊除外）。

3.  如果有頸動脈脈搏但沒有
呼吸，只須進行人工呼吸 
(Rescue breathing)。

圖 5.1 進行體外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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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暢通氣道(Open the Airway)
‧ 每完成三十次胸部按壓後，需

以按額提頦暢通氣道；
‧ 替頸椎疑受創傷的傷者暢通氣

道，只可使用推頜法；
‧ 如有異物阻塞，須使用手指或

抽液器清除。

(5) 人工呼吸 (Rescue 
Breathing)

‧ 施行人工灌氣：
‧ 可以口對口或袋裝面罩給予人

工呼吸 2 次 ( 每次 1 秒鐘，至
胸腔出現可見起伏 ) 或

‧ 以膠囊及面罩復蘇器灌氣 2 次
( 每次 1 秒鐘，至胸腔出現可
見起伏 )

注意：避免過度灌氣，見胸腔出現
起伏即可。  
 

圖 5.2 急救員正使用袋裝面罩進行
人工呼吸

(6) 覆檢、分析或停止施行急救
‧ 開始施行胸部按壓及人工呼吸

後，按心臟去纖顫器指示每兩
分鐘暫停一次，並進行心率
分析，按分析結果需要進行電
擊。

‧ 除非傷病者出現血液循環恢復
的跡象，包括正常呼吸、咳嗽
或肢體移動，否則不應停止施
行急救或進行血液循環覆檢，
過度覆檢只會延長缺氧時間，
減低傷病者被救活機會。

‧ 如傷病者已恢復正常呼吸及血
液循環，應將他置成復原卧
式，以保持氣道暢通。

C- A- B
為心跳停止的傷病者進行
ＣＰＲ時，緊記Ｃ (Chest 
Compression - 胸部按壓 ) ->
Ａ (Airway - 暢通氣道 )-> Ｂ 
(Breathing - 人工呼吸 ) 。

圖 5.3 成人心肺復蘇法 ( 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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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要素 成人 兒童 嬰兒

檢查確認

無反應 ( 所有年齡層 )

沒 有 呼 吸 或         
沒 有 正 常 呼 吸    
( 亦即僅有喘息 )

沒有呼吸或僅有喘息

任何年齡病患，於 10 秒內沒有觸摸到脈搏 

CPR步驟 C - A - B

按壓速率 至少 100 次 / 分鐘

按壓深度 至少 2英吋 
(5 公分 )

至少胸部前
後尺寸的 1/3             
約 2 英吋 
(5 公分 )

至少胸部前後  
尺寸的 1/3            

約1.5英吋 (4公分)

胸壁回彈 確保每次按壓後完全的胸部回彈
施救者每 2 分鐘輪流施行者

按壓中斷 儘量避免中斷胸部按壓的施行
嘗試將中斷時間限於為不超過 10秒

呼吸道 按額提頦 ( 施救者懷疑頸椎受傷：推頜法 )

按壓灌
氣比率             

( 直到已放
置高級呼吸
道裝置 )

30：2                      
1 或 2 名施救者

30：2
單一施救者

15：2
2 位施救者

灌氣：當施
救者未經訓
練或經過           
訓練但尚不
熟練時

單純按壓

使用呼吸道
裝 置 灌 氣 
( 施救者 )

每 6-8 秒一次 第 8 -10 次呼吸 / 分鐘 )
與胸部按壓非同步進行

每次呼吸約 1秒
可見胸部起伏

去顫 可連接與使用AED。在電擊前後儘量避免中斷胸部按壓，
每次電擊後立即以按壓重新開始 CPR。

成人 / 兒童 / 嬰兒施行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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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期間施行心肺復蘇
法

運送心臟停止的傷病者往醫院
時，須不斷施行心肺復蘇法，因為
在施救過程中若有停頓，便會使傷
病者腦部缺乏氧氣供應。心肺復蘇
法應在施行去纖顫電擊、插入氣管
內導管、或運送傷病者途程中遇到
困難等情況時，才可停止施行，但
也應盡量縮短中斷的時間。而施行
心肺復蘇法時，每次中斷的時間不
應超過 30 秒。施行行進間心肺復
蘇法的方式，須考慮環境的不同及
現場資源的限制： 

圖 5.4 行進間心肺復蘇法

輪床或抬床
一名施救者在現場進行心肺

復蘇法，其餘施救者把輪床或抬
床拉近傷者。在完成 30：2 比
率的胸部按壓及灌氣後，施救者
行動一致地盡快將傷病者移上輪
床或抬床，而負責灌氣的施救者
隨即替傷者進行覆檢，如果沒有
明顯的血液循環跡象，立即示意
繼續施行行進間心肺復蘇法及離
開現場。輪床可以調較高低，以
配合施行胸部按壓。

上落樓梯
若須把傷病者搬下平台，或

搬動傷病者時須上落樓梯，應在
樓梯口繼續施行心肺復蘇法數循
環。待動令發出後，即時快速地
把傷病者搬至另一個樓梯平台，
然後再繼續施行心肺復蘇法數循
環，才可再搬至另一個平台；

在移動輪床或抬床時，床
尾（即傷病者的腳部）先行，以
方便床頭位置的施救者為傷病者
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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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要點
‧ 負責施行胸部按壓的隊員應緊

鎖手肘，並在施壓時一直對準
壓點；

‧ 負責灌氣的隊員須要確保傷病
者氣道暢通及灌氣有效；

‧ 如須推動輪床或搬動抬床，負
責的隊員把它移動及轉向時，
並以不影響施救程序為原則；

‧ 如發覺不能有效施行胸部按壓
或灌氣時，應示意停止前進，
待糾正重新按壓及灌氣後，才
再移動；

‧ 在停頓後須重新施行心肺復蘇
法至少兩分鐘後，才可再移動
傷病者。

 運送傷病者的過程，會對灌氣
的效果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
此最好的方法是由醫生或經
特別訓練的人員為傷病者插
入高級氣道管，例如氣管內
導 管 (Endotracheal Tube)、
喉 罩 氣 道 管 (Laryngeal 
Mask Airway)、拼合氣道管 
(Combitube) 等；並駁上膠囊
及面罩復蘇器及氧氣進行灌
氣，以確保傷病者有足夠的氧
氣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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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頭部及臉部創傷

引言
頭部受傷為創傷死亡的首要

原因。傷者可出現昏迷及失去意
識的情況。如果急救者能對有頭
部創傷的傷者進行有系統而清楚
的評估，給予即時而適當的救治，
不但可以避免病情惡化，更有助
傷者復原。

臉部在生理、心理、社交、
工作、家庭、婚姻及學業等各方
面，都對個人有深遠影響。因此
臉部創傷所帶來的後果不單是短
暫的，更可能是長遠的。這裡說
的臉部，並不單指我們可以見到
的部分，還包括了口腔顎面等
幾 個 部 分 (Oral & maxillofacial 
region)。

頭部的生理解剖

●

各類型的頭部創傷

●

頭部創傷的處理

●

臉部的生理解剖

●

各類型的臉部創傷及
處理

●

跟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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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及臉部創傷

頭顱的生理解剖
(1) 頭皮 (Scalp)

頭部的最外層由頭皮保護，頭
皮附有許多血流量豐富的小血管。

 
(2) 頭顱骨 (Skull)

頭顱骨如一個密封的盒子，顱
骨堅固，缺乏彈性及不可膨脹。 

 
(3) 腦膜 (Meninges)

腦膜是包著腦部的纖維層
組織。最外層稱為腦硬膜 (Dura 
Mater)，貼著頭骨內壁。中層稱為
蜘蛛膜 (Arachnoid Mater)，內裡
包含如網狀般的動脈及靜脈。最內
層稱為腦軟膜 (Pia Mater)，是貼著
腦組織表面的一層。

 

(4) 顱內的腔間   
 (Intracranial Spaces)

在頭顱與腦硬膜的腔間，稱為
腦硬膜上腔 (epidural space)。在
腦硬膜和蜘蛛膜的腔間，稱為腦硬
膜下腔 (subdural space)。在蜘蛛
膜和腦軟膜的腔間，稱為蜘蛛膜下
腔 (subarachnoid space)。

(5) 腦脊髓液   
 (Cerebrospinal Fluid)

腦脊髓液是一些清澈的液體，
經由腦室產生，在蜘蛛膜下腔內運
行，保護著腦部及整條脊髓。

圖 6.1 頭顱的生理解剖

骨膜 腦硬膜
蜘蛛膜

腦軟膜

頭骨

硬膜上腔

硬膜下腔

蜘蛛膜下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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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腦部組織

(6) 腦部組織 (The Brain)
分大腦、中腦、橋腦、延腦

和小腦。由延腦繼續伸延的神經組
織，稱為脊髓。

各類型頭部創傷
(1) 頭皮裂傷 
 (Scalp Laceration)

頭部在跌傷後，很多時頭皮會
因破裂而出血。有時候，就算傷口
細小，但由於頭皮的血流量豐富，
出血量也可以很多。此外，傷口被
頭髮覆蓋，很多時很難確知傷口的
情況，例如傷口的深度和頭顱骨是
否有骨折等。

(2) 頭顱骨骨折 
 (Skull Fracture)

頭顱骨骨折可分為線性破裂、
複式破裂或下陷破裂等。傷者可能
會出現耳後瘀痕和眼圈瘀黑等徵
狀。顱底骨折也可使腦膜撕裂，腦
脊髓液會由鼻孔或耳朵流出。

圖 6.3 頭顱骨骨折

(3) 腦震 (Concussion)
腦部只是受到震盪，並沒有受

到嚴重傷害，其病徵包括：
‧ 出現短暫昏迷，短暫失憶，傷

者記不起自己如何受傷
‧ 頭痛、噁心、嘔吐、面青唇白、

皮膚濕冷
‧ 精神不能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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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腦受壓 
 (Brain Compression)

腦膜腔間的積血或腦腫脹引致
腦部受壓。常見引致腦受壓的例子
如下：

 
4.1 急性硬膜外出血腫 (Acute 
Epidural Haematoma)
通常為頂骨或顛骨的線性骨折

所致，硬膜外與頭骨間的動脈出血
會迅速形成血腫，引致顱內壓上升
而昏迷或死亡。

4.2 硬膜下血腫 (Subdural 
Haematoma)
是硬膜下和蜘蛛膜間的靜脈

血管出血形成的血腫。由於靜脈受
傷，出血會較動脈出血為慢，傷者
漸漸進入昏迷狀態，多見於頭部受
傷的年老傷者。

4.3 腦挫傷 (Brain Contusion)
腦部組織瘀腫或出血，傷者

可能嘔吐，並會昏迷一段較長的時
間。

4.4 腦疝 (Brain Herniation) 
當腦部水腫持續，或腦血腫繼

續增大，令腦組織會受壓，迫使腦
組織壓向枕骨大孔，以致出現腦疝
現象。腦幹逐漸受壓，會影響呼吸
和心跳，嚴重者可致命。

硬膜外血腫

圖 6.4 硬膜外出血腫及硬膜下血腫

52 頭部及臉部創傷



(2) 顱骨骨折 (Skull 
 Fracture)

顱骨骨折的傷者多有頭皮裂傷
而出血的情況，因此在處理骨折時
須同時制止頭皮出血。在處理有骨
折的傷口時須注意以下數點：
1.  在蓋上敷料後，放上合適的環

形墊；
2.  用繃帶或三角巾輕力包紮傷

口；
3.  若發覺有外露的異物，切勿拔

出，應設法用厚敷料敷在四
周，或舖上環形墊作為保護。

圖 6.6 環形墊
置於敷料上

圖6.7切勿拔出異物，
用繃帶輕力包紮傷口

4.5 腦裂傷 (Brain Laceration)
為穿刺性或鈍性所造成的創

傷，例如由高處墮下。傷者通常會
因此昏迷。

圖 6.5 頭皮裂傷處理方法

頭部創傷的處理
(1) 頭皮裂傷 (Scalp 
 Laceration)

處理頭皮裂傷的傷者時，切勿大力按壓出
血處，以防顱骨破裂而傷及腦部。應小心作以
下的處理：
1.  用敷料覆蓋傷口；
2.  用繃帶或三角巾輕力包紮，把敷料固定；
3.  留心觀察傷者的神志狀況，以防頭部有其

他未被發現的損傷。 

當頭皮有大的血管破損出血不受控制時，
醫護人員會利用動脈鉗將出血的血管鉗著止
血。

頭部創傷常見的徵狀包括：
‧ 頭皮腫脹
‧ 頭痛
‧ 暈眩
‧ 嘔吐
‧ 抽筋
‧ 短暫失憶
‧ 意識混亂
‧ 失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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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緊急送院的情況：
1. 在初步評估中GCS低於十五分。
2. 受傷後曾喪失意識。
3. 出現頭部創傷徵狀，包括：

‧ 理解、說話或讀寫困難
‧ 失憶
‧ 手腳乏力
‧ 視覺模糊或看見重影
‧ 走路困難
‧ 失去平衡
‧ 持續性頭痛
‧ 嘔吐
‧ 癲癇

4. 任何疑似顱底骨折或穿刺性頭
部創傷的徵狀，例如：
‧ 腦脊髓液鼻漏或耳漏
‧ 耳後瘀痕 (Battle's sign)
‧ 眼圈瘀黑 (Raccoon eye)
‧ 耳朵滲血或失聰
‧ 穿刺性損傷，明顯的頭皮

或頭顱骨創傷等

5. 嚴重頭部創傷的成因包括：
‧ 被車輛撞擊
‧ 被拋出車外
‧ 從高於一米或五條階梯的

高處跌下
‧ 跳水意外
‧ 高速車輛相撞
‧ 電單車交通意外

6. 其他：
‧ 曾接受腦手術
‧ 凝血異常
‧ 正在服用抗凝血藥物，例

如：華法林 ( warfarin )
‧ 藥物或酒精中毒
‧ 年齡大於 65歲

圖 6.8 急救員檢查昏迷傷者

即使未能確定傷者是否顱骨骨
折，亦須依上述方法處理傷處。

(3) 神志受影響的傷者
根據傷者的格拉斯哥昏迷程度

指 數 (Glasgow coma scale GCS)
所得的分數，評定傷患受創的嚴重
程度。
‧ 維持傷者氣道暢通，保護頸椎
‧ 如傷者沒有喉頭嘔吐反射的情

況，可使用口咽膠氣喉防止舌
頭後墮，以暢通氣道

‧ 為傷者作出詳細評估時，需留
意神志狀況的改變，如腦部有
血腫並逐漸增大，傷者可能很
快陷入昏迷狀態，因此須不斷
觀察其昏迷程度指數的變化

‧ 給予氧氣
‧ 盡快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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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的生理解剖
臉部的生理解剖極其複雜，一

般可分為軟組織和硬組織兩類。
軟組織包括：皮膚層、皮下脂

肪、粘膜（口腔、鼻、咽喉表面） 
、肌肉、眼珠、舌頭、血管（動脈，
靜脈） 、神經線、淋巴、鼻軟骨（鼻
中隔）等等。

硬組織主要是臉骨。

臉部創傷
任何創傷都可分為軟組織或硬

組織受傷，或兩者並存。有關該部
位吸收的外來力大小及其組織的結
構特性，決定了受傷的嚴重程度及
類別。

臉部受傷極為常見，大部分都
與其他部位受傷相似，而且多屬輕
微的軟組織受傷，如皮膚損傷。由
於臉部位於腦部與頸部之間，所以
有以下重要特點：
1. 臉部是組成上氣道的第一部

分，外來空氣必須經過鼻子及
口部進入身體。

2. 外來異物可從口鼻進入體內。

3. 臉部的骨架支撐了氣道的空
間，因此臉骨嚴重骨折甚至變
形（如下顎多點骨折），都有
可能影響氣道的完整性，令氣
道阻塞。

4. 臉骨後面有很多血管，如果出
血（如顱底出血，後鼻出血），
由於不可以用直接壓法止血，
故難以控制，容易引致大量出
血及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臉
部受傷可影響 C：Circulation
（循環系統）

5. 任何出血都有可能令血液進入
氣道，除非傷者完全清醒，並
能夠自己保護氣道。因而臉部
受傷可影響 A：Airway（氣道）

6. 由於臉部與頸部相連，故應假
設頭頸同時受傷。因此，應保
護傷者的頸椎，密切留意其神
志的變化。
 
如果外來力量過大，例如在交

通意外中臉部撞向軚盤，可引致嚴
重受傷，影響氣道及出血。所以，
處理任何臉部創傷都要先弄清兩件
事：
‧ 傷者的氣道是否受到威脅？（A）
‧ 傷者是否後鼻出血？（C）

注意 !
頭部創傷帶來頸部創傷

頭部創傷也可能連帶頸椎創
傷。因此在處理傷者時，須留意其
頸部，並加以保護。將傷者固定在
長脊板上，若傷者昏迷，須插入口
咽膠氣喉；若同時有痰涎或嘔吐，
可利用抽液器清理氣道，以保持暢
通。 

若未能完全排除頸椎受傷的可
能，而又出現以下情況，便必須固
定頸椎：
‧ GCS 低於十五分 
‧ 頸部痛楚、僵硬
‧ 四肢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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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臉部創傷及處理
(1) 皮膚裂傷 (Skin 
 Laceration)

臉部的血流量很豐富，即使傷
口細小，出血量亦可以很多，但一
般都可用直接壓法止血。此外，亦
由於血液流量豐富，傷口痊癒速度
都比其他地方快。 不要忘記檢查臉
部隱蔽的地方，例如耳朵後面等。  

(2) 前鼻出血
前鼻出血大多是由於鼻子受到

直接碰撞而引起的。但有小部份是
由臉骨骨折或顱底骨折引致後鼻出
血，血液從後面流向臉部，經鼻子
流出，造成前鼻出血的錯覺。處理
前鼻出血要留意下列兩點：

如果單純是鼻子受碰撞出血，
用一般指壓法壓十分鐘左右便可止
血。但必須同時檢查咽喉，若有血
液從鼻咽流下來，表示有後鼻出血
現象，必須立即送院，並鼓勵傷者
把血液吐出，不要吞下。昏迷的傷
者必須放置側臥，並經常用抽吸器
把血液吸出。

如有顱底骨折，貼近顱底的腦
膜可能被撕裂，腦脊髓液會由鼻孔
或耳朵流出。腦脊髓液是清色透明
液體，跟”流鼻水“相似。此外，
單純腦脊髓液滲漏只會從鼻孔一邊
流出，而不是兩邊。 

 (3) 顱底骨折（Basal 
 skull fracture） 

臉部受碰撞後，外力可傳到
顱底，引致顱底骨折，除了上面提
到腦脊髓液從鼻、耳朵流出的情況
外，骨折產生的血液還會流至耳後
乳突或眼睛皮下，產生耳後瘀痕和
眼圈瘀黑等徵狀。但這些情況都需
要數小時以至數天時間才會出現，
現場很少機會看到。

 

(4) 眼部受傷
眼部嚴重受傷可影響視力，甚

至失明。因此，必須檢查受傷眼睛
的視力，並記錄下來。但如果傷者
因劇痛而不能張開眼睛，便不要勉
強檢查，只用乾淨紗布覆蓋便可。
如有明顯異物在眼睛內，應嘗試用
乾淨的清水、鹽水、蒸餾水或自來
水清洗。如有化學物品進入眼內，
更必須即時沖洗，然後用乾淨紗布
敷蓋，並盡快送院。

圖 6.9 臉部創傷的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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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臉骨骨折
在現場環境中，很難知道傷者

是否有臉骨骨折，除非出現臉部變
形，但只有極少數傷者會出現這情
況。傷者在檢查時會申訴臉骨有壓
痛，但記著：壓痛亦可以由軟組織
受傷引起。

(6) 臉部變形
臉部因受傷而變形，幾乎可

以肯定是由臉骨骨折導致，而傷者

跟進治理
治理臉部嚴重創傷最重要的，

是要保護氣道及止血。

後鼻出血很難停止，如果傷者
仍然清醒，會令治療加添困難。因
此在醫院裏，很多醫生都會為病人
進行快速麻醉並插入喉管，既可預
防氣道受到威脅，亦便於進行止血
程序或手術。

可能仍然清醒。這時，傷者可能有
不停出血的情況，例如前鼻出血或
後鼻出血。若傷者仍清醒應可自行
保護氣道，但傷者會可能隨時神志
不清，未能自行保護氣道，危害氣
道安全。因此，臉部變形是嚴重創
傷，可引致大量出血，並可能危害
氣道。

若因下顎骨多處骨折而未能支
撑舌頭， 而令舌頭後墮，阻塞氣
道，便應用提頜法打開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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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胸部及腹部創傷

引言
在災難意外中，傷者胸部無論受到鈍

性或穿刺性的損傷，都會直接傷及肺部、
氣道、心臟、血管、橫膈膜等組織或器官，
引致大量出血，並導致呼吸、氣體交換功
能及血循環的障礙。除了少數傷者因嚴重
受傷而即時休克或死亡外，胸部創傷的嚴
重程度在檢傷時並不容易察覺，要仔細檢
查及覆檢；初期情況穩定者可能在短時間
內出現急劇變化，因此要小心處理。

腹部創傷是最難準確評估的創傷之
一。腹部受創而能獲救的傷者，大部份都
是因為能夠及早察覺到腹腔內部的器官受
傷，而及時接受合適的手術治理。

跟任何嚴重創傷一樣，急救的目的是
盡早把傷者送往醫院，急救員要和時間競
賽，不要在現場浪費太多時間。

胸部的生理解剖

●

胸部創傷的評估

●

各類型的胸部創傷

●

一般處理原則

●

個別案例的處理

●

跟進治理

●

腹部的生理解剖

●

腹部創傷的評估

●

各類型的腹部創傷

●

腹部創傷的處理

●

孕婦創傷

●

跟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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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及腹部創傷
胸部的生理解剖

胸腔主要由鎖骨、胸骨、十二
對肋骨及脊柱骨組成骨架肋骨與肋
骨之間由肋間肌相連，肋骨腔與
肺部由胸膜 (Pleura) 分隔，連向
肋骨的胸膜稱為胸膜壁層 (Parietal 
Pleura)，連向肺部外層的胸膜稱
為胸膜臟層 (Visceral Pleura)，兩
層胸膜之間的腔穴稱它為胸膜腔
(Pleural Cavity)。胸膜腔存有少量
液體稱為胸膜液，能產生表面張
力，使兩胸膜拉在一起。胸膜腔內
為負壓，可以使肺部自由擴張，在
吸氣時更可令肺部隨骨架擴張，使
空氣自口鼻吸入肺部。

胸腔內主要器官被肋骨骨架包
圍保護，這些器官包括左右肺、心

胸部創傷的評估
凡傷者的胸部表面有嚴重創

傷，應視為須首要處理的不穩定傷
勢之一，並須在完成初步評估後盡
快送院。

了解傷者受傷的原因及胸部
所承受的外力，有助評估受傷的情
況。當傷者的胸部受傷，會在深呼
吸及胸部被觸摸時產生痛楚。在檢
查及進行評估時，應留意：
1. 氣道 – 是否暢通，如有阻塞，

即時進行清理
2. 呼吸情況 – 呼吸速度，血氧

飽和度（SpO2），是否有呼
吸急速或缺氧現象 

臟、主動脈、上下腔靜脈、氣管、
食道、橫膈膜等。

呼吸的控制中心位於腦幹，
它對二氧化碳濃度有敏感的反應。
當血液內的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呼
吸便會加速。血液的酸鹼度 (pH)
在正常情況下約為 7.4，當呼吸不
足而產生無氧代謝時 (Anaerobic 
Metabolism)， 身 體 細 胞 會 產 生
大量的乳酸，並釋放大量的鉀，
產 生 代 謝 酸 性 中 毒 (Metabolic 
Acidosis)。pH 必須維持在 7.35 至 
7.45 的狹窄範圍，過高或過低都會
對心臟循環系統、 中樞神經系統
等功能造成嚴重影響，例如，pH
過低可引致心臟功能受損，血壓下
降，心臟停頓，繼而死亡。

3. 觸摸胸部 – 是否有壓痛，胸
部骨架有沒有變形及斷骨發出
的磨擦聲

4. 脈搏及遠端血液回流 – 是否
有休克的徵狀

專業的醫護人員可以利用聽診
(Auscultation) 和叩診 (Percussion)
胸部的方法，獲取進一步的資料，
以了解傷者的呼吸和胸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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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聽診 圖 7.2 叩診

各類型的胸部創傷
胸部內臟嚴重受傷很難在現場

確診的，但通常表現為：呼吸急速，
缺氧及休克。

(1) 胸部及胸膜的創傷
1.1 單純性氣胸 (Simple 
Pneumothorax)
胸部受到鈍性碰撞，引致肋骨

斷裂或肺組織受損，肺氣泡的空氣
進入胸膜腔。傷者可能會有表面的
胸部瘀傷，但並沒有表面可見的傷
口。受傷的徵狀須視乎進入了胸膜
腔的空氣體積有多少而定。輕度的
傷者可能沒有任何徵狀。

圖 7.3 開放性氣胸

1.2 開放性氣胸 (Open 
Pneumothorax)
胸部受到穿刺性的創傷，例

如刀傷或槍傷，形成開放性傷口，
空氣便會由傷口進入及排出，使胸
腔內的壓力改變。空氣進入胸膜間
後，會使兩層胸膜失去牽引力，肺
部便不能隨骨架活動而膨脹，甚至
萎縮。如進入胸膜腔的空氣持續增
加，會令肺部失去功能，導致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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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張力性氣胸 (Tension 
Pneumothorax)
張力性氣胸是危及生命的嚴

重創傷，當胸部受到鈍性或穿刺性
的創傷後，傷口或會形成一塊單向
瓣，只容許空氣進入胸膜而不容
許排出，使受傷一方的肺部受壓萎
縮；這些壓力又會漸漸地再推向另
一邊的肺部及心臟，令上下腔靜脈
陷扭，回流心臟的血液減少，引致
休克。在檢查時，氣管會移到受傷
部位的另一方，而受傷一方的肺部
會因空氣積聚，產生鼓鳴的聲音。
傷者會呼吸急促，頸部的靜脈會露
脹，並出現休克。 

圖 7.4 張力性氣胸

氣胸 張力性氣胸

1.4 血胸 (Haemothorax)
血胸是由於胸腔器官受創出

血，血液流入胸膜腔內所致。胸腔
可容納 2.5 公升至 3 公升的血，血
胸和氣胸通常同時出現。傷者會因
大量失血而休克，呼吸急速，呼吸
聲音減弱，叩診時受傷一方的胸部
會出現沉實的聲音。在檢查時，氣
管通常沒有移位，且頸靜脈扁平。

1.5 連枷胸 (Flail Chest)
由於三條或以上相連的肋骨

產生多節折斷，以致在吸氣或呼氣
時，胸骨架折斷的部位出現逆理性
活動 (Paradoxical Motion) 即在胸
骨架提升時，折斷部位被吸入；胸
骨架回收下降時，折斷部位被推出
凸起。撞擊力很大才會導致多節肋
骨折斷，令心肌及肺部經常出現挫
傷同時，斷骨亦可能刺穿胸膜導致
張力性氣胸。

(2) 心臟、血管及其他
 的創傷
2.1 心肌瘀傷 (Myocardial 
Contusion)
是由於胸部受鈍傷所致，傷

者會感到胸部痛楚，傷者胸口可
能瘀藍一片，而且出現心律不齊
(Arrhythmia) 的現象。

2.2 心包積血填塞 (Pericardial 
Tamponade)
心包膜是包裹著心臟外層的

堅韌囊膜。如果心肌血管破裂，血
液會流入心肌與心包膜之間，令到

心臟受壓，結果回流心房的血液減
少，心臟輸出量不足。當壓力增大
時，頸靜脈會積血露脹（跟脹力性
氣胸相似，但氣管沒有移位），心
音及脈搏微弱，聽診時會聽到遙
遠而低沉的心音，收縮和舒張血
壓的差距少，並而出現逆理性脈
搏 (Paradoxical Pulse) 現象，即在

吸氣時橈
動脈減弱
或觸摸不
到，傷者
多處於休
克狀態。

圖 7.5 心肌瘀傷

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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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主動脈裂傷

圖 7.7 橫隔膜裂傷

(3) 主動脈裂傷 (Aortic 
 Rupture)

主要是因急速改變速度的鈍
傷所致，心臟及主動脈突然向前或
向側移離胸部脊骨，使主動脈壁撕
裂，造成裂傷。大部分傷者可能會
在短時間內大量失血而死亡。少數
倖存者在檢傷時，胸部沒有明顯的
創傷痕跡，但可能出現不能解釋的
休克，手部橈動脈、大腿股動脈
或雙手、雙腿等出現不同的脈搏强
度。

(4) 橫隔膜裂傷
 (Diaphragmatic 
 Rupture)

胸部及上腹受傷均可能導致橫
膈膜撕裂。當腹部受到強力壓迫，
以致橫膈膜撕裂，傷者會感到呼吸
困難。此外，腹腔內的器官如腸臟
會被逼入胸部，進一步妨礙肺部膨
脹。

(5) 創傷性窒息
 (Traumatic Asphyxia)

因胸部及腹部受到嚴重的鈍
傷及壓傷，使胸腔內的壓力突然提
升，血液自右心房強行流回胸部及
頸部靜脈，以致頭頸部微血管爆
破，因此，傷者頸部以上發紺，頸
靜脈露脹，舌頭及嘴唇腫脹，眼結
膜充血。

圖 7.8 創傷性窒息

裂傷

橫膈膜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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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

空氣排出口

圖 7.9 開放性氣胸
用不透氣敷料緊貼傷口的三邊

一般處理原則
胸腔受創傷的傷者會出現呼吸

困難和缺氧的情況，嚴重者甚至出
現休克。如果大血管被撕裂，更會
出現嚴重出血性休克。一般處理原
則如下：
1. 讓傷者置於半卧式，方便呼吸

（嚴重休克者和脊髓損傷者例
外）；

2. 給予最高流量的氧氣 ( 每分鐘
15 公升 )；

3. 若發覺呼吸仍不足夠，便須使
用膠囊及面罩復蘇器幫助呼
吸；

個別案例的處理
 ( 除非知道診斷結果 , 否則應予以
一般處理 )

(1) 單純性氣胸
讓傷者置於半卧式，側向受傷

的一面。

(2) 開放性氣胸
以不透氣敷料、軟膠片或橡膠

手套剪成方塊覆蓋傷口，但只可緊
貼傷口的三邊，讓空氣自預留的底
下一邊排出。

 

4. 若傷者因出血過量而休克，在
時間許可下，給予快速靜脈輸
液，以維持血液循環，但切勿
延誤送院。( 一般的靜脈輸液
通常是在救護車上進行 )

5. 盡快把傷者送院，並須事先通
知急症室，以作好搶救的準
備。

(3) 張力性氣胸
‧ 由專業醫護人員為傷者進

行針刺放氣解壓術 (Needle 
Decompression)，使用刺針
刺進胸腔，將胸膜腔壓著肺
部的空氣釋出，然後將針接
上胸腔引流活門 (Chest Drain 
Valve)，繼續將氣體引出。

‧ 除非傷者停止呼吸，或嚴重缺
氧，否則不可以使用膠囊及面
罩復蘇器協助傷者呼吸。

(4) 血胸
有經驗的醫生可為傷者穿刺胸

腔，接駁上胸腔引流瓶，將胸膜腔
內的積血引流出體外，並使肺部重
新膨脹，有助止血。

(5) 連枷胸
給予高流量氧氣 (15L/min)，

並留意是否有缺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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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胸腔引流

圖 7.11 引流後

跟進治理
1. 胸腔引流 (Chest Drain)

胸腔的損傷，可導致空氣或
血液積聚在胸膜腔內，引致肺部萎
縮。可利用喉管插入胸膜腔內，把
空氣或血液引流出體外。

胸腔引流的作用有二：
甲、 診斷是否有氣胸或血胸。
乙、 如肺部萎縮，胸腔引流可使肺

部重新膨脹，有助止血。

臨床上常用水封式密閉引流系
統，除可以把空氣和血液引出外，
更可在有需要時接駁到抽吸器，造
成負壓，使萎縮的肺部重新擴張。

2. 輸血
    給予因大量出血導致休克或
對生理鹽水輸液反應不理想的傷
者。
3. 胸腔切開術 (Thoracotomy)

嚴重創傷性的胸部受傷，可能
要施行胸腔切開術，把受創傷的組
織和器官修補。此手術為一項重大
的外科手術，有時甚至要將部分肺
葉切除 (Lob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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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的生理解剖
腹部大致可分為腹膜腔和後腹

膜腔兩個部份。腹膜腔內主要器官
為管狀器官 ( 例如腸和胃 ) 和固狀
器官 ( 例如肝和脾 )。

(1) 腹膜腔 (Peritoneal 
 Cavity)

腹膜腔位於橫隔膜之下，受肋
骨架下部保護。腔內主要器官有：

肝臟  (Liver)
膽囊  (Gallbladder)
脾臟  (Spleen)
胃    (Stomach)
大腸  (Large Intestine)
小腸  (Small Intestine)

女性且有：
子宮    (Uterus)
輸卵管  (Fallopian Tube)
卵巢    (Ovary)

(2) 後腹膜腔
 (Retroperitonral 
 Cavity)

後腹膜腔位於腹腔之後，腔內
主要器官有：

腎臟 (Kidney)
胰臟 (Pancreas)
輸尿管  (Ureter)
膀胱  (Bladder)
下腔靜脈  (Inferior Vena Cava)
大動脈及其分支動脈（Aorta 
& its branches）

因後腹膜腔的所在位置關係，
即使傷者腹部有嚴重出血現象，也
往往極難以察覺得到。

圖 7.13 腹腔橫截面

圖 7.12 腹膜腔

肝胃韌帶
膈

脾

脾胃韌帶

脾腎韌帶

背闊肌 腰方肌
腹主
動脈

腎上腺 腎

肝

網膜孔

脾

胃

大網膜

膀胱小腸

肝十二指腸韌帶
膽囊

肝圓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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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創傷的評估
在評估腹部受創的傷者時，應

根據受傷的原因，觀察腹部是否有
瘀傷、觸痛、硬塊及脹起等現象，
及應考慮腹部是否有嚴重內出血。

檢查
1. 準確診斷腹部創傷需要很多臨

床經驗。
2. 觀察傷者身體的正面、側面及

背面，留意是否有腹脹現象或
挫傷、刺傷或腸臟露出等情
況；

3. 一般把腹部分為四個部位：左
上、右上、左下、右下。在檢
查時輕輕觸摸傷者腹部這四個
部位。注意: 觸摸時不可太快，
而且要注視傷者面部表情。

各類型的腹部創傷
腹部創傷大致可分為鈍性及穿

刺性兩類：

1. 鈍性創傷 (Blunt Trauma)
腹部受到撞擊，可引致肋骨

或盆骨骨折，或者器官破裂，使器
官出血及功能衰竭。嚴重的鈍性創
傷，會引致出血及器官功能衰竭。
如果傷及肝臟及脾臟，更會引致致
命的嚴重出血。

如有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便應
懷疑傷者可能有嚴重腹部創傷，須
立刻送院 :
‧ 休克
‧ 腹部任何地方有壓痛

 

2. 穿刺性創傷 (Penetrating 
Trauma)
由利器或子彈所造成的創傷，

可使器官出血及功能衰竭，腸臟也
可能從傷口外露。傷者的傷勢須視
乎利器長度，利器及子彈進入的途
徑，因此亦須考慮其他部位是否受
損。此外，當胸部或背部受到槍傷
或刺傷時，腹部也可能同時受損。

如果腸臟受創出血，腸內的容
物會溢出而使腸臟受到感染，導致
腹膜炎 (Peritonitis) 及出血。傷者
雖然有相當數量的血液流失，但在
腹部檢查時往往不容易察覺到有腹
部脹起的現象。

任何穿刺性創傷應作嚴重創傷
處理，須立刻送院。

肝

網膜孔

右上腹

右下腹

左上腹

左下腹

圖 7.14 腹部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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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創傷的處理
1. 進行初步評估；
2. 觀察傷者的生命表徵；
3. 給予氧氣；
4. 如傷者腹脹兼有休克現象，表

示腹部可能大量出血，應盡速
送院治理；

5. 在送院途中，給予靜脈輸
液，盡可能維持收縮壓不低
於 80mmHg，但也不可高於
100mmHg；

孕婦創傷
在處理孕婦創傷時，必須同時

照顧懷孕母親及胎兒，且須檢查胎
兒的心音。

(1) 孕婦生理改變剖析
在懷孕的首三個月，胎兒仍然

細小，因此在這段期間，子宮生長
得很慢；但在三個月後，胎兒及子
宮迅速生長，至第五個月時，子宮
隆起至臍部，在第七個月時，子宮
已隆起至上腹。與未懷孕時比較，
孕婦身體狀況有以下的改變：

‧ 輸送進子宮的血液量由未懷孕
時的 2%增至約 20%；

‧ 由於血容量增加 45%，孕婦要
失血達 30-35%，才可錄得過
低的血壓；

‧ 在懷孕時，孕婦的心血輸出量
會增加，至臨盆前每分鐘的心
血輸出量會增加至 6-7 公升，
心跳率則每分鐘增加 10-15
次；

6. 如傷者的腸臟露出體外，應用
沾濕生理鹽水或蒸餾水敷料使
它保持濕潤，或用保鮮紙遮蓋
傷口，切勿嘗試把腸臟塞回腹
內；

7. 切勿拔出插在腹部的利器；
8. 通知急症室有關傷者的情況。

‧ 腸胃蠕動較慢，延遲消化程
序，胃內有食物積聚。在嘔吐
時，嘔吐物有被吸入氣道的危
險；

‧ 由於子宮增大，大部分的小
腸會被向上推，膀胱也會被
推向上前方。因此腹部受到撞
擊時，子宮及膀胱也很容易受
傷；

‧ 懷孕約 20 週後的孕婦，由於
在仰臥時被脹大了的子宮壓
著下腔靜脈，影響血液回流心
臟，故宜向左側臥。

圖 7.15 孕婦生理改變剖析

子宮壁
體流液 骨骼骨架

開始形成
頭髮開
始生長

胎盤

臍帶
嬰兒開始移
動及腳踢

面部已
形成

▲七個月▲五個月

▲三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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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鈍性及穿刺性的創傷

(2) 鈍性及穿刺性的創傷
在懷孕後期，腹部內的子宮和

胎兒已增大，如受到猛烈的撞擊，
會引致子宮破裂、胎盆分離及早產
等現象。如果盆骨骨折，會引致到
大量出血及嚴重休克。當孕婦出現
休克時，會相對性地減低對子宮的
血液供應，因而灌流不足，使胎兒
缺氧。

(3) 處理要點
1. 進行初步評估；
2. 制止外出血；
3. 給予高流量氧氣；
4. 盡速送院；
5. 在送院途中給予靜脈滴注，盡

可能把收縮壓維持在 90-100 
mmHg的水平；

6. 在運送已懷孕約 20 周且脊椎
沒有受損的傷者時，把她們
側向左方。如已使用長脊椎板
固定傷者，可把脊椎板向右提
升，使板墊側向左方，以免孕
婦的子宮壓著下腔靜脈，影響
血液回流心臟；

7. 要救胎兒，須先救母親。雖然
母親的呼吸或心跳似乎已經停
止，但仍須繼續施行心肺復甦
法，胎兒才有生存的機會。同
時把脊椎板向右提升，使板墊
側向左方，以免孕婦的子宮壓
著下腔靜脈，影響血液回流心
臟。

跟進治理
(1) 進一步的檢查

會按需要為傷者進行腹腔鏡
(Laparoscopy)、 電 腦 掃 描 (CT 
Scan)、超聲波 (Ultrasound) 或磁
力共振 (MRI) 等檢驗。

(2) 剖腹手術 
 (Laparotomy)

緊急剖腹手術是治理腹腔器官
破裂引致出血的常用方法。

子宮受壓可致供應血液不足 , 使胎兒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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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脊椎創傷及處理

引言
脊柱創傷可導致傷者呼吸困難，

肌肉及肢體癱瘓，後果嚴重。因此
在處理脊椎創傷時，須極為小心，
不可隨便將傷者轉動，尤其是處理
脆弱的頸椎骨損傷時，應先徒手固
定傷者的頭部及頸部，然後才作傷
檢治理。最後須使用儀器制動傷者
的頸部、身體和肢體，才將傷者移
動。

脊椎的生理解剖
●

脊椎創傷的評估
●

不同類型的脊椎創傷
●

脊椎檢傷
●

神經性休克和脊椎休克
●

脊椎創傷的處理
●

徒手制動
●

脫除頭盔法
●

硬頸套
●

整體翻身法
●

解救套
●

長脊椎板
●

快速撤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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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創傷及處理

圖 8.1(a) 脊椎生理解剖

圖 8.1(b) 脊椎神經

脊椎的生理解剖
脊椎為軀幹之軸，功能包括支

撐頭顱、支持身體、容許身體作彎
曲旋轉活動，以及保護脊髓和脊神
經等。脊椎由三十三塊脊骨組成，
它們一塊疊著一塊地成 S 形狀。脊
骨的分布為頸椎七塊 (C1-C7)、胸
椎十二塊 (T1-T12)、腰椎五塊 (L1-
L5)、 椎五塊及尾椎四塊。

除了頸椎的第一塊和第二塊脊
骨、 椎和尾椎外，其他椎骨的形
狀大致相同。椎骨體為每塊椎骨前
半部最大的部分，椎骨的後半部呈
環形連著椎骨體，形成椎管孔，此
為脊髓的通道。

脊髓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續，
它是一條 10 至 13 毫米粗的棉繩般
的神經纖維，富柔韌性。當脊髓自
椎管孔往下伸延時，脊神經則成對
般自每節椎骨間伸出，共有三十一
對。

脊神經內有運動神經及感覺神
經，運動神經負責由腦部傳遞訊息
至肌肉，以支配運動；感覺神經負
責傳導感覺訊息至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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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創傷的原因
脊椎損傷多發生於頸椎，其次

是胸椎和腰椎，引致脊椎創傷的主
要原因有：
1. 汽車或電單車碰撞意外
2. 在淺水中跳潛水

不同類型的脊椎創傷
頸椎骨只是由周圍細小的肌肉

和筋腱保護著，在遇到強大的碰撞
力時，往往很容易發生損傷，以下
四類常見的損傷。

(1) 伸展受傷
(Extension Injuries)
頭 部 衝 擊 受 傷 (Whiplash

Injury) 可令椎骨過度向後伸展
(Hyperextension)，以致椎骨移位
或斷裂，常見於汽車交通意外。此
外，乘客前額撞向車頭玻璃，跟著
向後仰，亦可令頸椎骨過度伸展受
傷。

 圖 8.2(a) 伸展受傷

3. 由高處墮下
4. 運動創傷
5. 在脊椎部位有刺傷或槍傷等

(2) 屈摺受傷

(Flexion Injuries)
椎骨過度屈摺  (Hyperflexion)

以致椎骨移位或斷裂，常見於在樓
梯向後跌倒的傷者和繫有安全帶的
汽車乘客。當意外發生時，乘客的
身軀雖然被安全帶繫緊，但頭部仍
然向前及向下衝，甚至嘴唇觸及自
己的胸部，以致頸椎骨移位或斷
裂。

(3) 壓縮受傷
(Compression Injuries)
椎骨承受由上而下的撞擊力，

結果發生椎骨骨折。骨折處有壓縮
的情況出現，常見於交通意外的乘
客，原因是他們頭頂撞向車頭玻
璃。還有在淺水跳潛的泳者，由於
頭頂部直接著地，導致頸椎發生壓
縮性骨折。此外，由高處垂直墮下
的傷者，無論是頭部或雙腳先著
地，踫撞力也可以傳送到胸椎或腰
椎，引致壓縮性的椎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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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2(b) 屈摺受傷 圖 8.2(c) 壓縮受傷



(4) 扭轉受傷
(Rotation Injuries)
椎骨受力扭轉，引致椎骨關節

脫位或移位，例如在翻車時，頭部

脊椎檢傷
在現場往往難以準確斷定傷者

是否有脊椎的損傷，但若傷者出現
下列的情況和徵狀，則顯示有脊椎
創傷：
1. 傷者有上述受傷原因，或在鎖

骨以上的位置有鈍性創傷；
2. 因創傷而導致人事不省；
3. 背部或頸部有痛楚，又或當傷

者自己移動時有痛楚（救援人
員切勿移動傷者作測試 )；

4. 當觸摸傷者的頸後或背部中央
時，傷者感到痛楚；

5. 脊柱變形；

和身軀隨著車輛翻轉，但因不協調
地旋轉，引致脊椎受傷。

6. 手或腳有針刺或麻痺感；
7. 手或腳不能活動、失去感覺或

癱瘓；
8. 大小便失禁；
9. 陽具持久勃起；
10. 出現神經性休克 (Neurogenic

Shock）或脊椎休克（Spinal
Shock) 的現象。

除非肯定創傷性傷者的脊柱沒
有受傷，否則一律要當作脊椎有損
傷般處理。

神經性休克和脊椎休克

(1) 神經性休克
(Neurogenic Shock)
當脊椎受傷者的交感神經系統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受到影響時，會出現神經性休克的
現象。傷者會失去交感神經控制功
能，血管壁舒張，以致血壓下降，
但皮膚仍然乾燥紅潤，心跳並會因
交感神經受影響以致有反常的心動
徐緩現象。其他交感神經系統的功
能障礙，例如體溫失調，也常會發
生。

(2) 脊椎休克
(Spinal Shock)
脊椎休克是脊椎受損傷後出

現的一種臨時神經功能受制現象。
在脊椎受損部位以下的位置，神經
控制活動功能受限制，失去活動能
力，為之脊椎休克，出現的時間可
長達 24小時或以上。

當脊椎休克過去後，如傷者仍
然失去神經活動功能，可能會出現
無法復原的神經功能障礙，例如下
肢癱瘓或四肢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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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2(d) 扭轉受傷



脊椎創傷的處理
處理疑有脊椎受損的傷者的最

佳方法，是把傷者仰臥制動於長脊
椎板上：
1. 觀察現場，視察導致受傷原

因；
2. 採用徒手方法制動傷者的頭

部；
3. 檢查傷者的氣道、呼吸、血液

循環和清醒程序，在有需要時
給予氧氣；

4. 檢查頸部後，替傷者帶上合適
的頸套；

5. 由頭部到腳趾快速檢查身體，
並檢查四肢活動、感覺及血液
循環功能；

6. 用整體翻身法 (Log Roll) 把傷
者翻至脊椎板上。視乎需要，
為成年傷者在頭下加墊，或為
年幼傷者在背部加墊，使頸椎
和脊椎保持平直；

7. 用 頭 / 頸 部 固 定 器 (Head/
Cerv ica l  Immobi l i za t ion 
Device) 和固定帶，例如蜘蛛
帶 (Spider Strap)，把傷者固
定制動。

圖 8.3  脊椎創傷處理

8. 把傷者運送到救護車上，並立
即覆檢氣道、呼吸、血液循環
和清醒程度。

如傷者處於有即時危險的地方
( 例如著火的車輛，有倒塌危險的
樓宇 )，由於須立即迅速把傷者撤
離現場，切勿浪費太多的時間來固
定及制動傷者，可盡量徒手及使用
一些間單的制動法，趕快將傷者從
受困的車輛或危險的場地中撤離。

脊椎固定
徒手制動 (Hand Grips)

使用徒手制動法時，應先考
慮所做動作的目的，如欲把傷者轉
動時，應盡量讓手臂或手肘找到支
點，再捉緊傷者。反之在移動傷者
時，須使其頭、頸及身體保持在正
中成一直線的位置。急救人員也須
互相協調，以號令和打數來溝通，
在動作一致的情況下轉動傷者。

(1) 頭鎖 (Head Grip)
固定頭部的方法。

圖 8.4(a) 用雙手制動的頭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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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雙手制動
1. 先跪在傷者頭頂後面；
2. 兩邊手肘固定在地上或膝上；
3. 十指盡量張開，拇指放在傷者

額頂，食指與其他手指分叉開
而不覆蓋著耳朵，捉緊頭顱。

用雙膝制動
1. 置雙膝於傷者頭部兩側，用雙

手按著傷者
頭部。身體
略向後靠，
再 移 動 雙
膝，緊夾傷
者頭部。

圖 8.4(b) 用雙膝制動的頭鎖

圖 8.6 頭肩鎖

圖 8.5 肩鎖

(2) 肩鎖(Shoulder Grip)
把傷者向上，向下或橫移時頭

肩固定的方法。
1. 分開雙膝並跪於傷者頭頂後

面；
2. 雙手捉著傷者肩部（翻腕）；
3. 用兩邊前臂骨側緊夾傷者頭部

兩邊（手臂平衡，手肘離地）；
4. 再用力捉緊傷者肩部。

(3) 頭肩鎖 (Head & 
 Shoulder Grip)

利用整體翻身法來翻動傷者時
固定頭部的手法。
1. 先跪於傷者頭頂後面；
2. 翻向的一方使用長手，並把該

手手肘固定在大腿近膝處，抓
著傷者肩部，並用前臂內側緊
貼傷者頭部（不要翻腕）；

3. 短手的手肘固定在另一大腿
上，拇指置於眉頂額角，其他
手指捉緊傷者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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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a) 胸鎖

(4) 胸鎖 (Sternal Grip)
轉換其他制動鎖或放置枕時所

用的制動法。
1. 跪或半蹲跪在傷者側；
2. 把近額的手肘固定在膝上或小

腿內側，用手指按著傷者前
額；

3. 把另一手臂枕於傷者胸骨上或
肩膊處，用拇指及中指分按傷
者兩邊顴骨，手掌須彎曲但不
可蓋著傷者口鼻。

圖 8.7(b) 胸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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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胸背鎖 (Sternal
Spinal Grip)
把坐著的傷者躺臥在脊椎板上

或脫除頭盔的頭頸胸背固定法。
1. 先跪在傷者側，正面向着傷

者；
2. 用雙臂夾著傷者的胸部及背

部；

圖 8.8(b)胸背鎖 

3. 再把雙手手腕向下壓鎖，並緊
捉傷者的顴骨／下巴及後枕
部，而手掌不可覆蓋著傷者的
口鼻。

圖 8.8(a)胸背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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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除頭盔法
1. 隊員甲須告訴傷者將為他脫除頭

盔，並指示他勿亂動；
2. 隊員乙跪在傷者頭頂後面以頭鎖

固定傷者頭部（手臂貼著頭盔，
手指承著下顎）；〈圖8.9(a)〉

3. 隊員甲打開頭盔面鏡，並解開下
巴帶，用胸背鎖捉緊傷者下巴及
後枕；〈圖 8.9(b),(c)〉 

4. 隊員甲用胸背鎖捉緊傷者下巴及
後枕；隊員乙握著頭盔兩側向外
拉，並把頭盔微向上拗少許，慢
慢地把頭盔貼著地面直線向後拉
出（當通過傷者鼻尖時，須特別
留意勿讓頭盔底邊勾著傷者的鼻
子）；〈圖 8.9(d)〉

5. 隊員甲的手捉著傷者後枕時，亦
應隨著頭盔向上滑動，以承托傷
者頭部。〈圖 8.9(e)〉 

圖 8.9(a) 

圖 8.9(c) 

圖 8.9(d) 

圖 8.9(b) 圖 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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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d) 

圖 8.10(a) 圖 8.10(b) 

硬頸套 (Neck Collar)
硬頸套是一種承托頸部的裝

備，作用是盡量將傷者的頸部制
動，以免受傷的頸椎進一步受損。

圖 8.10(c) 

使用程序
1. 勸諭傷者不要亂動，頭部保持

現有的姿勢；
2. 隊員甲先用頭鎖制動傷者，把傷

者的頭部置於正中位置（傷者的
頭部與身軀的軸心線須成一直
線）。如在轉動傷者頭部時，傷
者感到痛楚，應立即停止轉動，
不要使用硬頸套；〈圖 
8.10(a) 〉

3. 隊員乙用手指量度傷者肩頂至下
巴的距離，再量度硬頸套下緣硬
膠邊至手指頂的距離，把紅點移
至合適尺碼孔並扣緊孔鎖；〈圖
8.10(a) ,(b)〉 

不過，套上硬頸套也並不能完全制
動頸部，因此在運送傷者時，仍須
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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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硬頸套套入傷者頸部；〈圖
8.10(c)〉

5. 輕輕把硬頸套拉緊，直至頸套
下巴托的中軸線與傷者身軀的軸
心線成一直線；〈圖 8.10(d)〉 

6. 把硬頸套收緊及固定。 



圖 8.11(a) 

圖 8.11(b) 

圖 8.11(c) 

圖 8.11(d) 

整體翻身法 (Log Roll)
整 體 翻 身 法 包 括 仰 翻 法

(Supine Roll) 和 俯 翻 法 (Prone 
Roll)

(1) 仰翻法
仰翻法是把仰臥的傷者翻臥至
長脊椎板上。

1. 隊員甲跪或蹲在傷者身旁，並
使用胸鎖制動傷者的頭部及頸
部；隊員乙跪在傷者頭頂後
面，使用頭肩鎖捉緊傷者，長
手擺放在隊員甲的一方；〈圖
8.11(a)〉

2. 隊員甲以一隻手捉著傷者的肩
膊，另一隻手捉著傷者的髖
部，隊員丙以一隻手捉著傷者
髖部，另一手捉著傷者腿部，
並由隊員乙發號施令，一起把
傷者翻轉 90 度；〈圖 8.11(b),
(c)〉

3. 隊員甲以一隻手拉抱著傷者，
以另一隻手檢查傷者頭、頸及
背部；〈圖 8.11(d)〉

4. 隊員甲和隊員丙同時把脊椎板
移貼傷者，並由隊員乙發令一
起把傷者轉回板上。隊員甲使
用胸鎖制動傷者，讓隊員乙轉
換成肩鎖；〈圖8.11(e)〉

5. 隊員甲和隊員丙同時屈臂抱
肘，由隊員乙發令通知，同時
把傷者推至板中央（如有需
要，把傷者上移或下移，令肩
膊貼近頭墊）；〈圖8.11(f)〉

6. 隊員甲再使用胸鎖制動傷者，
讓隊員乙為傷者擺放領頭枕；
〈圖8.11(g)〉 

7. 用頭枕帶初步固定頭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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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俯翻法
俯翻法可把俯臥的傷者翻臥至

長脊椎板上。
1. 隊員甲跪或蹲跪在傷者身旁，
並使用胸鎖制動傷者的頭部及頸
部；
2.     隊員乙跪在傷者頭頂後面，
使用頭肩鎖捉緊傷者，長手擺放在
隊員甲的一方；〈圖8.12(a)〉

3. 隊員甲以一隻手捉著傷者的
肩膊，另一隻手捉著傷者的
髖部，隊員丙一手捉著傷者
髖部，另一手捉著傷者的腿
部，並由隊員乙發令打數，
一起把傷者翻轉 90 度；〈圖
8.12(b),(c)〉

4. 隊員甲用一臂如胸鎖般夾著
傷者胸部，並用該手捉著傷
者下巴，另一隻手的手肘固
定在自前大腿上，再把該手
由頭頂滑至傷者頭部；隊員乙
轉換左右長短手，再運用頭
肩鎖固定及承托傷者頭部；
〈圖8.12(d)〉

5. 隊員甲一手按肩，另一手拉
板，和隊員丙一同把長脊椎
板拉貼傷者，由隊員乙發
令，一起把傷者翻轉仰臥板
上；〈圖8.12(e)〉

6. 隊員甲使用胸鎖制動傷者，
讓隊員乙轉換成肩鎖；〈圖
8.12(f)〉

7. 由隊員乙發令通知隊員甲和
隊員丙同時把傷者拉移至板
中央（如有需要，把傷者上
移或下移令肩膊貼近頭墊）；
〈圖8.12(g)〉

8. 隊員甲使用胸鎖制動傷者，
讓隊員乙轉用頭鎖制動。 

圖 8.12(a) 

圖 8.11(e) 

圖 8.11(f) 

圖 8.11(g) 

84 脊椎創傷及處理



圖 8.12(b) 

圖 8.12(c) 

圖 8.12(d) 

圖 8.12(e) 

圖 8.12(f) 

圖 8.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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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套
解救套專用於狹窄或細小的

空間，處理脊椎受傷並坐著的傷
者。例如把受困傷者從汽車座位抬
出來。此工具的作用是使傷者的軀
幹、頭部和脊椎保持正中位置。

使用程序
1. 先用頭鎖制動傷者，初步評估

傷勢，並替傷者套上頸套；
2. 使用胸背鎖制動傷者，並把傷

者向前移少許，或把座椅靠背
降下少許；

3. 把解救套（以光滑的一面向著
傷者）放在坐著的傷者與其背
靠物件之間；

4. 把解救套置於正中位置，並與
傷者的脊柱成一直線；

5. 把胸甲圍住傷者的軀體，並把
解救套向上輕拉，使之貼住腋
窩； 圖 8.13 解救套

6. 輕柔而堅穩地把解救套拉上，
使之貼住傷者身軀，用最下的
兩條綁帶固定；

7. 把腳帶經傷者膝間移貼腹股溝
位置，拉住解救套的同一邊或
另一邊然後扣上；

8. 把頭墊置於頸部與解救套之
間，填補該處空位；

9. 依次綁好前額帶、下巴帶，並
把膝部及腳部制動，再把胸前
帶綁好 ;

10. 配合使用長脊椎板把傷者撤
離。

長脊椎板 (Long Spinal 
Board)

長脊椎板是一塊由纖維或木
料製造如成人般高的長板，板邊有
帶孔，供使用固定帶或蜘蛛帶時穿
越。在使用長脊椎板前，須先套上
頭 / 頸部固定器的頭墊，以便黏貼
頭部的固定枕。

使用程序
1. 把脊椎板放在傷者旁邊；
2. 用頸套正確地制動傷者的頸

部；

3. 使用仰翻法或俯翻法（翻轉後
才使用頸套）使傷者平穩地仰
臥在脊椎板上；

4. 把軟墊放在雙腳之間；
5. 用蜘蛛帶穿過傷者腋下旁邊的

圓孔，越過傷者肩膊、胸膛、
髖部、大腿、小腿，並把傷者
制動於脊椎板上；

6. 用三角繃帶，把傷者的手制
動；

7. 確定傷者全身已被固定於脊椎
板上，才可撤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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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a) 固定傷者於長脊椎板 圖 8.14(b) 搬運固定脊椎受傷傷者

快速撤離法
在交通意外中受困於車內的

傷者，須視乎其情況危急性及緊迫
性，來決定使用哪一種撤離法。如
在刻不容緩的情況下，可採用以下
的快速撤離法；
1. 隊員甲由後座進入車內，以頭

鎖扶持傷者頭部〈圖8.15(a)〉
2. 隊員乙由前座進入車內，為傷

者帶上頸套〈圖8.15(b)〉
3. 隊員丙用一卷毛毯 / 床單圍繞

頸套一圈半，並穿越兩腋窩而
出〈圖8.15(c)〉 

4. 把長脊椎板板尾滑入傷者股
下，板頭置於輪床上；

5. 隊員乙手抱傷者雙腿，隊員
丙手持毛毯尾 / 床單尾，一
起把傷者轉移 90 度。隊員
甲扶持傷者頭部協助把傷者
仰臥在板上〈圖8.15(d),(e)〉

6. 隊員丙執著毛毯尾  /  床單
尾端，把傷者拖曳到板中央
〈圖8.15(f)〉

7. 把輪床推離肇事車輛。 

圖 8.15(a) 圖 8.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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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5(c) 

圖 8.15(d) 

圖 8.15(e) 

圖 8.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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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肢體創傷

引言
肢體創傷是常見的意外創

傷，例如骨折、關節脫位及軟組
織受損等。肢體創傷通常不會令
傷者有即時的生命危險，除非是
盆骨或股骨骨折而引致大量出血
或動脈撕裂。因此在處理肢體創
傷的傷者時，應先處理會危及性
命的創傷，例如呼吸道受阻及血
液循環等重要問題。

常見併發問題

●

骨折及關節脫位的 
處理原則

●

個別部位的處理方法

●

跟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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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創傷
常見併發問題

肢體創傷除常見的骨骼斷裂和
關節脫位外，還會有大量出血及以
下的情況發生：

(1) 軟組織損傷 (Soft 
 Tissue Injury)

軟組織損傷涉及皮膚及其下的
肌肉或關節組織，可因受鈍物撞擊
而產生瘀傷或遭撕裂，引起大量出
血及感染；又可因軟組織被撕脫，
完全失去氧氣及養料供應而致壞
死。可使用敷料保護及覆蓋傷口，
以減少傷口受感染的機會，並用繃
帶加壓包紮，以助止血。

(2) 刺入異物 (Impaled 
 Foreign Object)

移除刺入的異物可能會引致嚴
重出血，並損害周圍器官，因此不
可把異物拔出。應在異物邊緣周圍
直接加壓，以制止出血，並固定異
物於原位。

圖 9.1 刺入的異物

(3) 間隔綜合症
 (Compartment 
 Syndrome)

間隔綜合症會令組織被奪去血
液供應。當肢體的間隔被大塊的血
腫或腫脹的細胞阻塞，動脈血管、
靜脈血管和微血管的管道便會變
小，令血液流動和細胞灌流減少，
從而產生無氧代謝。此現象進一步
使細胞腫脹，使間隔內壓力增大，
令細胞開始死亡。任何的肢體創傷
均潛在產生間隔綜合症的風險，其
病徵病狀包括：
‧ 嚴重受傷的部位出現腫脹
‧ 痛楚比想像中劇烈
‧ 遠端感覺減弱
‧ 肢體末端有針刺麻痺

(Paraesthesia)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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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下肢間隔綜合症

骨折及關節脫位的處理
原則

傷者感到受傷部位非常痛楚，
受傷部位腫脹、畸型、縮緊及不能
活動自如。當骨折或關節脫位引致
動脈血管撕裂，傷者會大量出血而
休克。另外，一些骨折及脫位會令
神經及動脈血管受壓，以致神經或
細胞壞死而需要將肢體切除。因此
在檢查時要注意傷處以下的感覺，
皮膚顏色、脈搏及活動能力。應觸
摸傷者的四肢，留意關節的活動情
況及其感覺，檢查及對比傷處上下
的脈搏及感覺。應正確地把傷處制
動，以免對肌肉、神經及血管造成

(4) 壓傷綜合症 (Crush 
 Injury)

當傷者的肢體受壓一段時間
後，肢體肌肉的細胞會因沒有血
液供應而死亡。當肌肉細胞死亡
時，會溶解並放出鉀、肌紅蛋白
(Myoglobin) 和由無氧代謝產生的
乳酸 (Lactic Acid)。當肢體還被壓
著時，由於沒有血液循環帶動，這
情況仍未對身體產生影響。但是一
旦把受壓的肢體撤出，血液恢復循

環，溶解的肌紅蛋白會被帶到腎
臟，阻塞腎小管 (Renal Tubules)
而導致急性腎衰竭 (Acute Renal 
Failure)。同時乳酸會改變血液的酸
鹼值，產生酸性中毒。另外，斷骨
可導致骨內脂肪自骨折部位進入循
環系統，當脂肪浮游至肺部時，便
會栓塞肺內血管，令傷者感到胸部
疼痛及呼吸困難。

(5) 截肢 (Amputation)
此類創傷可引致大量出血，應

即時替傷肢直壓止血。截斷的部位
可用膠袋密封盛載，再放進另一個
載有冰和水的膠袋或容器，藉降低
溫度以減慢新陳代謝率，從而延長
截肢的生存時間。將截肢連同傷者
一同送院，切勿把截肢直接藏於冰
塊內，更不可使用乾冰。

更大損害和減輕痛楚，並可減低出
血量。除使用夾板外，長脊椎板也
是一件很好的肢體制動工具。緊記
在現場勿因使用夾板制動傷肢而延
誤將傷者送院。使用夾板制動時須
注意以下事項：
‧ 在放置夾板前及後，均須檢查

及記錄傷處以下的脈搏，活動
能力及感覺；

‧ 可嘗試輕力伸直屈曲的傷肢，
如遇阻力，則把傷肢固定在屈
曲的姿態；

‧ 夾板長度應能足以固定傷肢上
下的關節，並使用軟墊；

‧ 切勿嘗試把骨頭及關節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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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骨折的失血量評估
上臂骨 500 毫升
股骨 1000 毫升
盆骨 2000 毫升

個別部位的處理方法
(1) 脊椎

使用頸套後，把傷者平臥於長
脊椎板上，並使用蜘蛛帶或固定帶
及頭部固定器固定傷者於平臥的位
置。

(2) 盆骨
盆骨骨折的傷者亦可能會有膀

胱及尿道創傷。盆骨骨折的部位常
多於一個，可導致頗大的失血量，
傷者隨時會出現休克。因此把傷者
固定長脊椎板後，應迅速送院。

(3) 股骨
骨折通常在骨中間部位發生，

會引致嚴重失血。如果兩條股骨一
同折斷，更可引致過半的血液流
失。應隨時準備傷者會出現休克。
可用三角巾將傷者雙腳固定，並使
用牽引夾板，減少骨折處斷骨相插
而引起的痛楚。

(4) 髖骨
髖部骨折通常在股骨頸部發

生。股骨頸部非常短小，並受到周
圍關節的韌帶包圍，當發生骨折，
由於所需的移動空間十分狹少，故
受傷部位仍可承受身體重量。因此
不要以為傷者仍能走路而忽略骨折
的可能性。髖骨骨折可以引起膝部
的牽涉痛，因此若傷者跌倒後投訴
膝部痛楚時，應考慮有髖骨骨折的
可能。

如果傷者髖部脫位，髖部通常
呈現彎曲，腳不能伸直並向內翻。
處理髖部脫位的傷者，應用枕頭支
持傷者下肢在一個舒適位置，然後
迅速送院。因為髖部須盡快復位，
才可避免引起坐骨神經受損或股骨
頭枯萎的併發症。

圖 9.3 傷者固定在長脊椎板上

圖 9.4 盆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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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單鎖骨關節
受傷

圖 9.6 小腿骨節

(5) 膝部
膝部骨折或脫位通常會引起附

近的血管或神經受到嚴重損害，因
此脫位的膝部要盡快還原。應把傷
處固定在傷者感到最舒適的位置，
然後盡快送院治理。

(6) 脛骨或腓骨
脛骨或腓骨骨折通常屬於複合

的骨折，會引致嚴重的內部及外部
出血。可使用吹氣夾板或三角巾固
定折骨。

(7) 鎖骨
鎖骨把上肢

及身軀連接，是
身體最常折斷的
骨。可使用三角
巾及懸帶把折骨
固定，以避免骨
折位插向頸動脈
及神經線。

(8) 肩部
肩部受傷通常是由脫位造成，

即肩峰鎖骨關節脫離，或因上肱骨
骨折。使用三角巾或懸帶是最佳的
固定方法。肩部脫位通常會產生劇
痛，如有需要可用枕頭置於傷者手
臂及身體之間，把上臂置於最舒適
的位置。

(9) 肘部
當肘部受創傷，通常很難區別

屬於骨折或脫位，但兩者均有危及
血管及神經的可能。應為傷者把肘
部固定於最舒適的位置，切勿嘗試
伸直或牽引傷處。如在檢查時發覺
傷者的手指有麻痺的感覺或血液循
環欠佳，須迅速把它送院治理。     

圖 9.5 膝關節受傷

圖 9.8 上臂骨節 ( 不能屈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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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治理
肢體受傷的傷者會在醫院接受

X 光檢查，在斷定傷勢後，醫護人
員會因應傷者的病況作出適當的處
理。

(1) 閉合復位
 (Closed Reduction)

一些輕微的橈 / 尺骨骨折，可
以用手把傷者的骨折處復位，再利
用石膏繃帶固定傷處。通常上肢的
骨骼需要六至八星期的時間生長復
原，而下肢的骨骼則需要多於兩個
月的時間。

圖 9.9 使用木夾板固定傷處

(10) 橈 / 尺骨及手腕
前臂橈 / 尺骨和手腕屬極易發

生骨折的部位。把傷者前臂擺放於
可自然活動的位置，或讓傷者握著
一卷繃帶，然後用木夾板或鋁展性
夾板來固定傷處。

(2) 手術復位
 (Open Reduction)

一些複雜的脛骨骨折，需要
進行外科手術，利用鋼片及釘將骨
折處固定。如果傷者的傷口受到感
染，須先用抗生素控制受感染的傷
口，待傷口的炎症及腫脹減退後，
才可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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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燒傷及燙傷

引言
在災難事故中，許多傷者因

嚴重燒傷或燙傷，或因吸入熱空
氣及濃煙，以致呼吸道受損，他
們須獲優先處理。醫護人員在現
場除了要為傷者把傷處降溫和覆
蓋外，事後還須協助傷者克服失
液性休克和傷口感染等問題，傷
者才可以康復過來。

燒傷及燙傷的生理
變化

●

評估方法

●

處理要點

●

跟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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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傷及燙傷
燒傷及燙傷的生理變化
(1) 失液性休克

高熱會燒傷皮膚的細胞組織，
並且破壞皮膚表面的保護層。同時
體內大量水份、無機鹽及蛋白質等
物質會由受損後擴張的微細血管壁
滲到組織間，導致水泡和組織水腫
的出現，由於水分在組織間積聚，
並且不停由傷處滲漏，以致血液容
量減少，傷者因而出現失液性休
克。

(2) 傷口感染
受傷的組織失去皮膚的保護，

很容易會受到細菌的感染。若感染
不受控制，大量細菌會在傷處繁
殖，並侵入血液循環系統，使傷者
患上敗血症 (Septicaemia)。

評估方法
(1) 深度

從傷處皮膚的臨床表徵，可以
估計傷者被燒傷或燙傷的深度。

(3) 傷口癒合
嚴重燒傷或燙傷的皮膚，由於

真皮組織 (Dermis) 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壞，不能使皮膚細胞再生。對於
一些面積大的傷口，往往需要進行
皮膚移植 (Skin Graft) 手術，以減
少傷口受感染機會，並可幫助傷口
的皮膚生長。

皮膚的臨床表微 深度

紅、疼痛、輕微腫脹 第一程度燒傷（表層）

紅、疼痛、腫脹及出現水泡 第二程度燒傷（中層）

焦黑發白、沒有知覺 第三程度燒傷（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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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第二程度燒傷（中層）

圖 10.3 第三程度燒傷（深層）

(2) 面積
以「九分法」把身體分區，

每區約佔身體表面面積的 9%，
從而估計受傷的總面積。在計算
不規則的燒傷面積時，可以利用
傷者的手掌計算，每一個手掌的
面積約等於身體的 1%。 

圖 10.4 燒傷及燙傷面積的評估
( 成人正面及背面 )

圖 10.5 燒傷及燙傷面積的評估 ( 嬰
兒正面 )

圖 10.1 第一程度燒傷（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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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傷處降溫
用清水沖洗傷處，可降低傷處

的溫度，防止皮膚組織進一步受損
傷，並減輕傷者的痛楚。此外，可
讓傷者吸入安桃樂氣體止痛。

至於大面積的燒傷，用水降溫
時須留意傷者是否出現全身體溫下
降的情形。這情形在寒冷的天氣下
尤為容易發生。用水沖洗傷處約10
分鐘便足夠，如傷者出現震顫，便
須要立刻停止。

處理要點
把傷者移離熱源後，首要處理

的是保持傷者的氣道暢通，維持足
夠的呼吸。然後把傷處降溫、覆蓋
傷口和處理休克。

(1) 維持呼吸
嚴重的燒傷者除了表面的皮

膚受損外，還因吸入大量濃煙和熱
空氣並造成上呼吸道水腫，呼吸困
難。傷者會咳嗽、呼吸急速及困難、
咳出含有焦碳成份的痰涎。此外，
咽喉水腫的傷者更可能有聲音沙啞
及呼吸喘鳴的情況出現。

當遇到傷者出現以上的情況
時，須給予高濃度的氧氣。如果傷
者的呼吸仍不足夠，應使用膠囊及
面罩復蘇器，嚴重者須由專業醫護
人員插入氣管內導管。如果不能插
入氣管內導管，便須施行環狀軟骨
造口術 (Cricothyrotomy)，利用大
口徑的穿刺針 ( 例如靜脈穿刺針 12
號或14號 ) ，穿刺者的環狀軟骨，
造成一開口予傷者呼吸之用。

(3) 其他因素
老年人和幼兒的抵抗力較弱，

傷口易受感染，出現的併發症也較
多。當受傷的部位在頭、頸、手腳
關節或生殖器時，所帶來的問題也

圖 10.6 用清水沖洗傷處

會較為複雜。傷者需要經歷一段艱
苦而漫長的時間才可以康復，而且
傷處往往會留有一些永久性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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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治理
(1) 輸液復甦

當皮膚和血管受損傷，大量
體液和血漿會由傷處滲出，以致傷
者出現脫水、缺少血漿和電解物不
平衡等問題。因此，在醫院裏須先
為傷者補充體液，例如輸入生理鹽
水─ Normal Saline、乳酸林格液
─Hartmann’s Solution 和血漿。
在輸液時，須根據燒傷的面積和傷
者的體重估計失液的份量，以作足
夠的補充。

(3) 覆蓋傷處
以無菌的敷料覆蓋傷處，避

免細菌感染，有需要時可使用油膏
紗布或燒傷專用的不黏連傷處的敷
料，以免敷料在傷處黏連。在面部
覆蓋敷料時，須露出口鼻的位置，
讓傷者呼吸。

(4) 處理休克
除了讓傷者吸入高濃度的氧氣

並把其雙腳墊高，應即時給予靜脈
輸液，以免因喪失體液而引致失液
性休克。

(5) 其他
為免妨礙醫院的醫護人員進一

步的檢查和治理傷處，在傷處切勿
塗上任何藥物。此外，在傷肢還未
腫脹前，須立刻為傷者除去戒指及
手鐲等飾物，並小心保存，與傷者
一同送院。

圖 10.7 覆蓋傷處

(2) 傷口處理
根據傷口的大小、深度和部

位，可採取以下的兩種處理方法：

2.1 開放式方法(Open Method)
開放式方法常用於面部、頸部

及大面積的燒傷。傷者獲安置在隔
離病房中，病房中各樣物品都經過
消毒或滅菌，進入病房的空氣亦經
過過濾，盡量減少細菌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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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處須每日定時清洗 ( 例如
用生理鹽水 )，清洗 / 浸浴後，在
傷處塗上抗菌葯膏 ( 例如 Silver 
Sulfadiazine cream)，但無須用敷
料覆蓋，因傷處的滲出液會變成
硬痂，而皮膚的細胞會在硬痂下生
長，使傷處癒合。

2.2 加 壓 包 紮 方 法 （Pressure 
Dressing Method）
密閉加壓包紮方法多用於肢

體的燒傷。清洗傷處後，用油膏紗
布 (Paraffin-tulle gauze) 覆蓋，再
以無菌敷料加壓包紮，防止關節部
位，尤其是手指，出現畸形的情況。

為傷者清洗傷處時，須把已腐
死的皮膚剪去。如有大範圍的壞死
組織，傷者更須接受壞死組織清創
手術 (Debridement)，隨後才能接
受皮膚移植。

(3) 皮膚移植
深度的皮膚燒傷，由於上皮組

織被破壞，皮膚不能重新生長，傷
者須接受皮膚移植手術，幫助皮膚
重生。

最常見的方法是將大腿內側
的皮膚切出，這些植皮片同時含有
皮膚上層和下層的組織，移植覆蓋
到受傷的組織後，會與傷處殘餘的
皮膚結合，一同生長。皮膚移植成
功與否，取決於傷口的血液供應
是否足夠，以及是否有繼發性感染
(Secondary Infection)發生。

圖 10.8 皮膚移植

皮刀

移植皮

移植到創面上的皮膚

皮膚移植的部位

鑷子

圖 10.9 皮膚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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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孩創傷

引言
創傷是導致兒童死亡及傷殘

最主要的原因。正確而迅速的治
療可以減少大部份的身體創傷，
對心靈造成的永久性陰影，或對
性格造成的改變。當小孩面對創
傷事故時，往往不懂得訴說病況，
因此在處理他們時，必須額外留
神，盡量問取詳細準確的資料，
甚至要觀察周邊環境，並求助於
旁觀者，以助治理傷者。小孩的
父母往往會有過失感，也可能會
有情緒化或非理性的表現，因此
應盡量安慰他們，解釋處理受傷
孩童的步驟及他們的病況。

小孩創傷的成因

●

小孩創傷的特性

●

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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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創傷
小孩創傷的成因

小孩容易受傷，主要因為判辨危險能力
不足、眼手協調差及保護反應緩慢。有些孩
子好奇心重，喜愛模仿，做出危險動作而受
傷。隨著年齡增長，孩子的活動能力也增强，
參與跑跑跳跳、攀爬、擲物、騎單車等活動，
但往往因衝動、思維未成熟和未能預計危險，
使身體受創傷。此外，年輕的父母因經驗不
足、危機意識低，甚至疏忽，沒有好好保護
孩子，結果釀成意外。但如果小孩常常受傷，
而監護人沒有適當的解釋，便必須留意是否
非意外的原因（例如虐兒）造成創傷。

小孩創傷的特性
鈍性創傷是最常見的小孩創

傷，當中以跌倒引致頭、胸、腹的
創傷尤為常見。反過來說，小孩出
現穿刺性創傷的比率則較成年人
少。如創傷嚴重，例如孩子從高
處 ( 自身高度三倍以上 ) 墮下、參
與撞擊性運動或遭遇嚴重車禍，情

圖 11.1 小孩做出危險動作

(1) 頭顱、腦部及頸部最容易受創傷

況多屬高危，須特別留意傷者是否
出現多系統及多器官一同受創的情
況。

小孩的身體結構、生理和心理
狀況和成年人不同，身體創傷很容
易引致以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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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特性 容易引致的問題及處理方法

頭顱與身體的比例較大
及較重

從高處墮下時，頭部常常先著地，引致頭顱
及腦部受創

頭顱骨骼鈣化未成熟 未能有效地保護腦部

頭顱骨骼富有彈性 能吸納部份撞擊力，嚴重頭顱骨傷較成年人少

眼手協調差及保護反應
未成熟

容易引致多系統及多器官創傷

頸部韌帶及肌肉未成熟 未能有效地保護頸部，引致頸傷



評估時，必須留意是否出現腦
傷的症狀，例如昏迷、嗜睡、嘔吐、
暈眩、胡言亂語、腦囱鼓出、全身
抽搐、失憶、行為改變等。此外，
亦須檢查是否同時出現頸部及脊柱
神經受損的徵狀，留意耳、鼻是否
出血或流出清澈液體 ( 脊柱液 )，

(2) 氣道容易受阻

評估時，必須檢查氣管是否側
移、是否出現頸部腫脹、出血、頸
梗、頸痛的情況。小心觀察小孩是
否發紺，舌和唇變紫藍色。如創傷
嚴重、昏迷、神志不清、頸頭受創
傷，必須採用適合的硬頸套來固定
頸椎；但若孩子反抗激烈，則切忌
強行固定。此外，如有穿刺性頸傷
和出血，亦不宜配戴硬頸套。如發
現頸肌抽搐，或戴硬頸套後氣道阻
塞、頸痛增加或神經失調，應暫緩
用硬頸套。

雙眼或耳背後是否瘀腫，瞳孔反應
是否異常等。小孩智能及語言能力
未成熟，評估其清醒度時，不能採
用成年人準則，應採用「小兒格拉
斯哥昏迷程度指數」，請參閱《附
表一》。如指數總和 (E+V+M) 低
於 8分，屬神志嚴重受影響。

結構特性 容易引致的問題及處理方法

舌頭和扁桃體較大 容易引致氣道阻塞

頭部的後枕較大 仰臥時會把頭部及頸椎過度後仰，容易引致
氣道受阻，可能須在肩背部位放置軟墊

上呼吸道比較狹窄 即使輕度腫脹或出現小量分泌物或異物，也
會引致阻塞及呼吸困難

頸部容易受創 必須特別留意氣道，使用推頜法

嬰幼兒頸短 用合適硬頸套，或用特定固定法

109小孩創傷



(3) 胸腔及肺部受創
傷，會引致呼吸困
難，必須及早治療
小孩的骨骼柔軟，胸部在受到

撞擊後，肋骨即使沒有折斷，也可
能出現肺部瘀傷或撕裂的情況。如
小孩有多條肋骨折斷，情況多屬十
分嚴重。此外，小孩胸腔縱隔移動
性不穩定，張力性氣胸可迅速導致
移位，使情況惡化得很快。評估時，
須留意胸部有否瘀傷、骨折、氣胸，
亦須留意呼吸次數、深度以及是否
出現下列徵狀：
‧ 呼吸困難
‧ 胸痛
‧ 呼吸時鼻翼闊張，猶如兔子鼻

的吸氣方式
‧ 呼吸時發出哮鳴、喘鳴、哼聲

或鼾聲

‧ 肋間肌肉凹陷、連枷胸
‧ 胸部及腹部活動不協調，猶如

翹翹板活動
‧ 用聽診器檢查是否有異常情

況，例如兩肺入氣不平均和有
雜聲

如懷疑有肋骨折斷、氣胸、胸
腔及肺部創傷，必須及早治療，並
緊密監察血氧量、呼吸及循環系統
情況。必須注意，小孩的正常呼吸、
心率及血壓會因年齡而改變，可參
閱下列圖表；此外，因孩子頸短，
評估脈搏時應棄用頸動脈，而改用
肱動脈或股動脈。

小童的正常呼吸、心跳及血壓

‧ 呼吸每分鐘 > 40 次，表示正
出現呼吸困難，但初生嬰兒除
外。

‧ 心跳微弱，每分鐘 > 130 次，
表示可能處於休克狀態，
但初生嬰兒除外；小孩血

壓 < 80mmHg，嬰兒血壓 < 
70mmHg，表示正處於休克狀
態，但初生嬰兒除外。

‧ 小孩正常血壓 = 80 + ( 年歲
x2)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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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呼吸 / 分鐘 心跳 / 分鐘 血壓mmHg

初生兒 40-50 120-160 >60

嬰兒 30-40 120-130 70-80

2-4 歲 20-30 100-110 90-95

5-8 歲 15-20 90-100 90-100

>8 歲 15-20 80-100 100-120



(4) 肋骨柔軟及胸部骨架
較細小，腹部器官容
易破裂創傷，可產生
嚴重的內出血
小孩肋骨柔軟，胸部骨架較細

小，加上腹腔內脂肪少，未能有效
保護內臟。因此肝臟、脾臟甚至腎
臟受到撞擊時，十分容易破裂，產
生嚴重的內出血。檢查腹部時，須
留心腹部有否表皮瘀傷、腫脹、痛
楚和硬塊等，亦須注意孩子有否嘔
吐和小便出血。如屬穿刺性腹部創
傷，切忌强行拔出異物。如小孩無
明顯外出血但血壓驟降，便必須留
意是否腹腔內出血。

(5) 失 血 容 易 引 致 休
克，但徵狀早期並不明顯
根據小孩的體重，每公斤的

重量約有 80 至 90 mL 的血液量，
因此一個體重 10 公斤的小孩約有
900 mL. 的血液量。如小孩身上有
三至四處裂傷，失血量可達 200 
mL，很容易導致嚴重的休克。救
援人員必須小心，小孩休克的徵狀
在早期並不明顯，待失血嚴重時才
呈現衰竭症狀。評估時，須留心小
孩的整體精神狀況，估計失血量，
留意血壓、脈搏、呼吸、皮膚、血
液循環狀況。高危徵狀包括心速
浮快、血色蒼白、血壓低、皮下再
充血時間延長 (>2 秒 )、低溫、神
志不清和沒有小便。如須要輸液，
應及早進行，並留意避免過量。
可先作靜脈輸液，如未能成功，
則可選擇骨穿刺法 (Intraosseous 
Infusion)， 在 脛 骨 前 側 (Anterior 
Proximal Tibia) 輸液。

(6) 肢體骨折多屬青枝
骨折，可影響骨生
長板，導致日後肢
體發育不均勻
小孩鈣化未成熟、多膠原、骨

膜較強，容易引起青枝骨折，或會
影響骨生長板，導致日後肢體發育
不均勻，左右不對稱。一般而言，
上肢骨折較下肢多，脊骨及盆骨骨
折則較少。救援人員須留心骨折附
近的軟組織、傷口有否感染，神經
線及血管功能是否異常等。小心下
列高危情況：從高處墮下及嚴重車
禍，往往導致肋骨折斷、盆骨折斷、
肢體分離、肢體壓至變形、穿刺性
頭傷、神經線癱瘓、血管破裂等。
幸而一般小孩康復速度較成年人
快，骨骼重生及塑型力亦較強，出
現永久變形及傷殘的機會較少。

 
(7) 新陳代謝率高，容
易產生缺糖及低温
症 
小孩身體面積比例較大，容易

因失熱而產生低温症；新陳代謝率
高，較容易缺糖；腦部未成熟，容
易引起全身抽搐。檢查及治療時，
不要過份暴露孩子的軀體，定時探
測温度，如有懷疑，應及早檢查血
糖值，並留心是否全身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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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理和心理未成
 熟，評估時要小心
小孩的言語表達能力未成熟，

描述受傷經過會有困難；有些孩子
因過度驚惶或焦慮，亦未能有系統

處理要點
處理小孩創傷的主要目的，是

維持細胞及組織有充足氧份，因此
首要任務是維持心肺功能正常。處
理小孩創傷的原則和步驟與成年人
急救相若，必須先審視現場 ( 環境
安全、受傷人數及原因 )，在必要
時高聲求援。如創傷情況屬高危或
不穩定，應盡速送院知會急症室。
處理時須注意小兒創傷有以下特
點：
‧ 評估小孩清醒程度時，切忌搖

動頭部和上身，以免傷及頭部
和頸部，應輕拍腳部位置。

‧ 如創傷嚴重，即使沒表面頸
傷，亦應考慮固定頸椎。

‧ 如固定頸椎時遇到反抗，切忌
強行。

‧ 如小孩人事不醒而懷疑有頸
傷，必須用改良推頜法 (Jaw 
thrust) 來處理氣道。

‧ 小孩後枕大多突出，可能須在
肩背部位放置軟墊，才能使頸
部和身軀置於正中位置。

‧ 小孩氣道容易受分泌物阻塞，
因此必須定時抽吸分泌物。

‧ 一 般 來 說， 膠 囊 及 面 罩
復 蘇 器 (Bag-valve-Mask 
resuscitator) 能有效地把氧氣
輸入氣道。如孩子昏迷，可用
「口咽膠氣喉」或「喉罩氣道
管」，但不要過量輸氣，以免
引致嘔吐。

地表達自己；更有些孩子因害怕被
罰而說謊，以致誤導救援人員。處
理受創傷的小孩時，切忌母子分
離，以免引致哭鬧。溝通時應採用
合適語言，態度溫和，避免提出誘
導性問題。

‧ 如須長途運送，專業醫護人員
可使用「氣管內插管」，但 8
歲以下小孩應用無環套「氣管
內插管」，因氣管最狹窄的部
位是環狀軟骨。

‧ 如腦部受創傷，呼吸或循環系
統有障礙，急救時可用高流量
85-100%氧氣，因小孩沒有成
年人的慢性阻塞氣道疾病。

‧ 因孩子頸短，量度脈搏時應棄
用頸動脈，改用肱動脈或股動
脈。

‧ 評估清醒度時先用 AVPU，進
一步評估時用「小兒格拉斯哥
昏迷程度指數」，請參閱《附
表一》。

‧ 如小孩有多系統創傷，須同時
評估「兒童創傷指數」，請參
閱《附表二》。

‧ 小孩的心肺復甦法和成年人的
不同。

‧ 專業醫護人員可使用保時路顏
色尺 (Broselow Tape) 量度小
孩身高，以選擇尺碼適合的搶
救器材，並可預早備妥藥物的
劑量。

‧ 如小孩需要輸液，可用靜脈
輸液，但應避免過量。如嘗
試兩次也未能穿刺靜脈作
輸液，則可選擇骨穿刺法 
(Intraosseous Infusion)， 在
脛 骨 前 側 (Anterior Proximal 
Tibia) 作靜脈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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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的操
作和成年人的相若，但須選用
尺碼合適的電擊墊。

‧ 小孩的情況可變化得很快，必
須定時再評估，亦要留心有否
出現低温、低糖和全身抽搐。

‧ 小孩心理未成熟，驚惶時更會
反應異常，分析和處理時要作
適當調整。

‧ 小孩重敘事件經過的能力可能
有限，因此現場情況、旁觀者
及父母提供的資料尤其重要。

‧ 小孩的父母往往會有過失感，
也可能會有情緒化或非理性的
表現，因此應盡量安慰他們，
解釋處理受傷小孩的步驟和小
孩的病況進展。

附表一 小兒格拉斯哥昏迷程度指數
小兒格拉斯哥昏迷程度指數 Child and Infant Glasgow Coma Scale

E
眼睛張開反應

(Eye Opening Response)
( 評估能被喚醒能力 )

V
言語反應

(Verbal Response)
( 評估意識能力 )

M
動作反應

(Motor Response)
( 評估意識能力及動

作能力 )

自動張合     
須聲音刺激    
須痛覺刺激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小兒  有條理
( ≧ 4歲 ) 混亂     
  錯亂      
  沒意義的聲音   
  全無反應       
嬰幼兒 咕咕說話、微笑
( ＜ 4歲 ) 可安撫的哭叫      
  持續煩燥不安    
  無法安靜、激動  
  全無反應        
  小兒 服從指示
( ≧ 4歲 ) 能認知疼痛刺激位置    
  對痛楚刺激作出退縮反應 
  因痛楚刺激而屈曲身體  
  受痛楚刺激的肢體有強直反應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嬰幼兒 自發性活動
( ＜ 4歲 ) 受觸摸時作出退縮反應
  對痛楚刺激作出退縮反應 
  因痛楚刺激而屈曲身體  
  受痛楚刺激的肢體有強直反應
  對任何刺激均無反應

4分
3分
2分
1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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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兒童創傷指數 Paediatric Trauma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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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創傷

引言
長者維持身體內環處於穩定

狀態的能力薄弱，因此在受到創
傷時，身體應變傷勢的能力減弱，
並常引發其他問題。早前的研究
顯示，香港每年有五分之一年齡
達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曾遭遇跌
倒意外，當中約四份一有骨折，
以髖關節及手腕骨折為最常見。
醫管局的統計顯示，因創傷而死
亡的 55 歲或以上人士中，逾五成
是因在低處跌倒，例如浴室或被
車撞倒致死。老年人腦部萎縮，
頭蓋骨不及年輕時堅硬，摔倒後
容易受傷或骨折，並引起併發症。

長者的生理變化

●

處理長者創傷的要點

●

慎防跌倒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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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創傷
長者的生理變化
氣道及呼吸道的變化，
使呼吸功能減弱；
‧ 肋骨架擴張及柔靭能力減弱
‧ 肺氣泡縮小
‧ 脊椎弧度改變
‧ 清除氣道異物能力減弱，以致

吸氧能力下降
‧ 排氣功能減弱，使二氧化碳積

聚

處理長者創傷的要點
1  隨著年齡的增長，傷者可能已

患有慢性疾患，例如肺氣腫，
心臟病等；

2  須考慮傷者是否正在服食藥
物；

3  在制動傷者時，須多加護墊；

循環系統的變化，使血
管彈性減少，以致對休
克的補償減弱；
‧ 血管內壁增厚
‧ 血管因積聚膽固醇收窄
‧ 心輸出量減少

身體機能的變化使各器
官功能減弱 ;  
‧ 腦部縮小
‧ 視覺、聽覺減弱
‧ 身體行動能力減慢
‧ 牙齒鬆脫

4  慎防傷者的牙齒或假牙鬆脫而
阻塞氣道；

5  在使用面罩時，須留意面罩是
否完全密封傷者的口鼻。

慎防跌倒 
可從運動、改善家居環境和使

用適當的助行器具等方面著手，改
善不良姿勢或者做平衡運動。伸展
及強化肌肉的運動，可以防止肌腱

攣縮和保護關節，而太極拳是一項
有效的運動，正確地練習，對預防
跌倒有莫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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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預防跌倒的貼士：

引致長者絆倒的常見的陷阱 改善方法

家裏通道放滿雜物。 定期清理雜物。

地面上的水及油漬 立刻清理地面上的水及油漬，長者
住所的地板應避免打蠟。

可移動的地氈及抹地布 改用防滑地氈並移走抹地布。

光線不足 保持室內光線充足，可安裝夜明
燈，以避免半夜如廁時跌倒。

睡床過高，起床時會因雙腳未能
著地而失足

選擇高度合適的睡床，坐在床邊時
雙腳能平放在地上。切勿讓長者睡
在碌架床的上格。

有轆的椅子 選擇穩固的椅子，坐著時雙腳應能
平放在地上。

過鬆或過長的褲子；光滑的鞋底 選擇長度合適的褲子，鞋底要防滑
及有紋。

在戶外濕滑的地方行走 戶外活動時要加倍小心，最好靠近
牆邊。

因視力差而踏錯步 配戴適當的眼鏡，上落梯級時要緊
握扶手，避免攜帶大量物品。

不適當使用助行器具 正確地使用合適的助行器具，若有
疑問，應請教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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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

引言
心血管系統為身體輸送氧氣

和養料，使身體每個細胞維持新
陳代謝。休克是指血壓在過低的
狀態，干擾了心血管系統的功能，
使細胞灌流 (perfusion) 不足，最
後身體各細胞及器官缺氧，引致
死亡。在災難意外現場，休克的
傷者必須立刻接受治理，否則一
旦進入嚴重的狀況時，便會引致
無法逆轉的細胞和器官損傷。

心血管系統
●

新陳代謝
●

無氧代謝
●

體內平衡
●

休克的定義
●

休克的過程
●

休克的種類
●

主要徵狀
●

處理方法
●

跟進治理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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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
心血管系統

身體每個細胞能得到足夠的氧
氣及灌流，有賴足夠的紅血球細胞
運送氧氣往身體各組織，與組織細
胞作氣體交換，心血管系統便是肩
負運送紅血球細胞的任務。系統包
括：

1. 血液　－　包括血細胞、血漿
和纖維蛋白原等。

2. 血管　－　是運載血液的管
道，包括動脈、小動脈、靜脈
和小靜脈。血管收窄及擴濶，
由血管壁的肌肉控制，而小動
脈和小靜脈也互相配合，控制
血管，並維持質間 (Interstitial 
Space) 內體液的平衡。

新陳代謝 (Metabolism)

細胞必須取得氧氣來燃燒養料
（糖），才能產生能量。在燃燒的
過程中，會產生副產品二氧化碳。

圖 13.1 血管

3. 心臟　－　是運送血液的動力
泵。右邊的心房及心室接收靜
脈回流的血液後把血液泵往肺
部取氧，左邊的心房及心室由
肺部接回帶氧的血液後，把血
液泵往身體各組織。

無氧代謝 (Anaerobic 
Metabolism)

細胞在缺乏氧氣的情況下進
行代謝而產生能量的過程，稱為無
氧代謝。無氧代謝只能維持一段短
時間，並且只能產生少量能量，但
在代謝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孔酸
(Lactic Acid)、鉀和其他有毒廢物，

使呼吸機能及心血管功能失效。一
般而言，一些養料需求大的器官，
例如腦、心及肺，只可維持 4 至 6
分鐘的無氧代謝，而腎臟、肝臟、
胃及腸等對養料需求小的器官，則
可維持 45至 90 分鐘的無氧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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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的過程
(1) 補償休克
(Compensated Shock)

當心血管系統出現問題，身體
會嘗試糾正各種失效現象，腎上腺
會釋放兒茶酚胺 (Catecholamines)
去刺激心臟，使心跳加速，外圍血
管收窄，目的把收集到的血液送往
主要器官，因此呼吸也會加速。以
上出現的初期休克反應，稱為補償
休克期。這時血壓仍然正常，而身
體各器官的功能亦大致上能夠維
持。

(2) 補償休克失效
(Decompensated Shock)
當保護的機制不能填補因失血或失
液所造成的液容量減少時，血壓便
會下降，流往主要器官的血流減
弱，使傷者人事不省，這狀況稱為
補償休克失效。

內環穩定 (Homeostasis)
維持身體正常的血壓、體溫

及酸鹼度的生理過程，稱為體內平
衡，氧氣及養料必須穿過管壁至質
間液 (Interstitial Fluid)，才能運送
到微血管，再進入細胞內作交換，

細胞內的廢物及二氧化碳會由血液
運走排出體外。要達到上述目的，
必須有暢通的氣道及充足的灌流、
充足的血液循環及質間液的平衡控
制。

休克的定義
休克是指供應細胞的氧氣和養

料不足，導致身體出現衰竭的情況。

(3) 無法逆轉休克
(Irreversible Shock)
當身體未能補償休克時，便會利用
成效不大的無氧代謝來維持生命。
在無氧代謝的情況下，腦、心、肺
及腎等重要器官極度缺氧，傷者會
進入休克末期，即無法逆轉休克，
最後因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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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的種類
(1) 失液性休克
(Hypovolaemic Shock)

大量體液流失，例如因失血、
嚴重吐瀉或大面積燒傷，可引發失
液性休克，是最常見的一種休克。

(2) 心原性休克
(Cardiogenic Shock)

心臟本身發生問題，引致
心臟衰竭，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心
室的血液輸出。常見於心肌梗塞
(Myocardial Infarction)，心力衰竭
(Heart Failure)，心傳導阻滯 (Heart 
Block) 的患者。

(3) 神經性休克
(Neurogenic Shock)

頸椎神經和胸椎神經上半部
受 損 後， 自 主 神 經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不能調節血管收
縮和心輸出量，引致血壓下降。同
時，脊髓神經不能有效地通知腎上
腺體釋出兒茶酚胺，結果使血管擴
張，引致休克。

(4) 敗血性休克 (Septic
Shock)

當感染嚴重，細菌及其放出
的毒素會破壞血管壁，使血管壁擴
張，引致血漿流往質間。此外，細
菌的毒素也會使心臟肌肉受損，導
致血壓下降。

(5) 敏感性休克
(Anaphylactic Shock)

一些人接觸到一些物質，例如
藥物（如盤尼西林－ Penicillin）、
化學原料、花粉或被昆蟲叮咬
後，會發生過敏感反應 (allergic 
reaction)。患者會有血管擴張、氣
管收縮及咽喉水腫的情況出現。

(6) 心理性休克
(Psychogenic or 
Vasovagal Shock)

嚴格來說並不是休克的一種。
這種短暫性的休克，多數是因受驚
或情緒受影響，使迷走神經受到刺
激，繼而心動徐緩 (Bradycardia)
及血管擴張，導致血壓下降。病人
會感到頭暈眼花，甚至暈厥倒地，
但通常都會在短時間內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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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徵狀
‧ 軟弱　－　組織缺氧及酸性中

毒所致；
‧ 口渴　－　失液所致；
‧ 皮膚蒼白濕冷　－　由於表皮

血管收縮，使汗腺分泌汗水；
‧ 心跳過速 (Tachycardia)　－

除心原性的休克外，一般休克
患者的心跳會加快。心動過速
可能是休克初期的唯一徵狀；

‧ 呼吸急速　－　為緩衝酸毒所
產生的二氧化碳的刺激所致；

‧ 血壓下降 (Hypotension)　－
　血壓的收縮壓可以低至
90mmHg，嚴重者甚至量取不
到收縮壓；

‧ 神志不清 (Confusion)　－　
混亂焦慮，人事不省，均為腦
部灌流不足所致。

(1) 其他個別徵狀
‧ 嚴重吐瀉，見於嚴重失液

性休克的患者，例如霍亂
及腸胃炎的患者；

‧ 心律不齊，見於心原性休
克的患者；

‧ 脊髓損傷，例如肢體活動
障礙和麻痺，見於神經性
休克的患者；

‧ 高熱和感染的情況，例如
肺炎、傷口膿腫，見於敗
血性休克的患者；

‧ 身體局部紅腫敏感，見於
被昆蟲叮咬或曾接觸敏感
性物料的敏感性休克的患
者；

‧ 呼吸困難，見於藥物敏感
性休克的患者。

(2) 休克患者的狀態評估

註：如果失血休克患者的收縮壓低
於 90mmHg，其失血量估計為 30 
– 40%

脈搏／分鐘 狀態

100 – 120 次 接近休克

120 次以上 休克

140 次以上 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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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治理
休克可由不同類型的損傷或病

變引起，因此傷者在送院後須接受
相關的治理。

(1) 失液性休克
盡快為傷者輸入生理鹽水或血

漿，既補充血液的水份或血漿，並
可維持電解物的平衡。同時須制止
出血的情況，並進行緊急手術，修
補出血的組織或器官，結紮出血的
血管。當危急來不及配血時，應為
傷者輸入O型血液，以補充血量。

(2) 心原性休克
給傷者適當的強心藥物，以增

加心臟的收縮能力。為傷者連接心
臟監察儀器，以密切監察其心跳的
狀況。最重要是找出心原性休克的
病因，從而作出針對性治療。例如，
因心肌梗塞而出現心原性休克，傷
者須接受急性的心臟血管球囊擴張
術 ( 俗稱通波仔 ) 。

(3) 神經性休克
為了使傷者的血液循環維持正

常，可注射腎上腺素 (Adrenaline)
或其他強心劑 (Inotropic)，以刺激
心臟的跳動，並使血管收縮。

(4) 敗血性休克
直接在靜脈注射大劑量的抗生

素，務求在短時間內控制感染，減
少細菌病毒的產生。

(5) 敏感性休克
為傷者補充體液，以維持正常

血液循環。並即時注射抗敏感的藥
物，例如腎上腺素或類固醇，減少
過敏的反應。

(6) 心理性休克
傷者通常會自行復原。最重要

是安慰傷者，在有需要時給情緒過
度激動的傷者注射鎮定劑。

圖 13.2 透過快速靜脈輸液給予休
克的傷者

處理方法
當休克傷者出現血壓下降及缺

氧的情況，基本處理方法如下：

1. 讓傷者平臥，並把雙腿墊高，
使血液更易回流至心臟及腦
部；

2. 給予高濃度氧氣 ;
3. 對於陷入昏迷的休克傷者，須

小心處理其氣道，可放入口咽
膠氣喉，使氣道保持暢通；

4. 設法制止傷口出血，可使用彈
性繃帶包紮傷口，或止血鉗把
破損的動脈鉗著；

5. 給予快速靜脈輸液（心原性的
病者例外），例如輸入生理鹽
水，盡量維持血壓的收縮壓在
90 – 100mmHg的範圍內。

126 休克休克



參考書籍及網址

1. MARX, J.A., HOCKBERGER, R.S. WALLS, R.M., et al, (2002), 
Rosen’s Emergency Medicine: Concept and Clinical Practice, Fifth 
Edition, Volume Three, St. Lousi: Mosby.

2. McSWAIN, Jr, N., E., FRAME, S. and PATURAS, J.L., PHTLS: Basic 
and Advanced Prehospital Trauma Life Support, Fifth Edition, St. 
Louis : Mosby.

3. MISTOVICH, J.J., HAFEN, B.Q. and KARREN, K.J., (2009), 
Prehospital Emergency Care, 9th Edition, London: Brady.

4. PLANTZ, S.H. and ADLER, J.N., (2001), Emergency Medicin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5. SCHWARTZ, G.R., et 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mergency 
Medicine, Fifth Edition,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6. http://www.daiichisankyo.co.jp/healthy/whatslrd/dm/dm01-01.html

7. ht tp: / /www.shutterstock.com/pic-14654008/stock-photo-
cardiovascular-system.html

127休克





體溫過高及過低

引言
體溫過低

人體的體溫會通過輻射、蒸發、對流和傳導等四
種途徑散失。體溫過低通常由長時間處於寒冷環境中
引起。若長時間暴露在寒冷環境中，身體會作出新陳
代謝和肌肉活動，其防禦系統會試圖阻止熱量進一步
的損失，開始顫抖，嘗試使主要器官維持正常溫度。
身體還將限制血液流向皮膚，並釋放荷爾蒙以產生熱
量。若身體能量被耗盡，體溫過低將構成生命威脅。
嬰兒、老年人、長期病患者及行動不便者尤其易受到
傷害。若他們在寒冷的房間裏待得太久，身體熱量會
迅速散失。

體溫過高
位於丘腦下部的體溫中樞，會因應外間環境，與

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配合肌肉的活動，使身體維持
體溫在 36.5˚C 至 37˚C 之間。在正常情況下，人體以
輻射﹝佔 65% ﹞、蒸發﹝佔 10% 至 15% ﹞、對流和
傳導的方式來散發身體的熱力，調節體溫。在災難時
期，如災民長時間在太陽之下曝曬，加上缺水，很容
易使體溫調節機制受到障礙，因而出現熱衰竭或中暑。

低溫對人體
的影響

●

主要徵狀及
處理方法

●

高温對人體
的影響

●

熱衰竭及中
暑主要徵狀
及處理方法

●

熱痙攣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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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過高及過低
‧ 輕度體溫過底
（32°C – 35°C）

 - 臉色蒼白，皮膚冰冷
 - 手足厥冷，四肢麻木
 - 身體發抖，肌肉震顫
 - 呼吸及脈搏加速
 - 靈活性喪失及能量水平過

 低

‧ 中度體溫過底
（28°C – 32°C）

 - 心律不齊， 
 - 呼吸及脈搏緩慢
 - 神志不清、言語不清
 - 難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圍

 的情況
 - 控制自身活動出現問題
 - 感到害怕或不理智，出現

 記憶缺失和嗜睡

‧ 嚴重體溫過底
 （低於 28°C）
 - 脈搏變得微弱、不規則或

 心室纖維性顫動
 - 呼吸和脈搏微弱或完全停

 止
 - 喪失意識，昏迷
 - 失去對四肢的控制
 - 肌肉僵硬，瞳孔放大
 - 嬰兒可能會變得非常安

 靜，不如平時活躍，並且
 拒絕喂哺

 凡感到發冷、顫抖
的病人要先當作患上體
溫過低處理。圖 14.1 寒冷環境

 體溫過低
體溫過低 (hypothermia) 的定

義是指中央體溫低於35°C (95°F)。

當體溫降低時，人體的新陳代
謝會減慢，使體內各器官和系統的
功能都受到影響。

‧ 心臟機能
患者初時心律不齊，最常

見的是心動徐緩，嚴重的可能會
有 心 室 纖 維 性 顫 動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的情況發生。

‧ 呼吸機能
呼吸速率減慢，吸入氣量不

足，咳嗽反射的動作被抑制。

‧ 中樞神經系統
腦部缺乏氧氣，患者神志不

清，最後陷於昏迷的狀態。此外酸
中毒、腎臟的細胞壞死和血液凝固
障礙都是可能見到的問題。

主要徵狀
體溫過低的

症狀可分為輕微、
中度或嚴重，取決
於暴露在寒冷環境
中的時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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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用錫箔或其他絕緣物品包
裹患者

圖 14.3 高温環境

急救目的
- 倘若不予治療，會迅速惡化。

給予治療，防止病情迅速惡
化。

- 防止體熱繼續消失。
- 恢復體溫及血液循環。
- 使患者獲得醫治並把他送往醫

院。

處理方法
1. 脫除患者身上的濕衣服；
2. 用毛毯、報紙、錫箔或其他絕

緣物品包裹患者，以便保暖。
應找有遮蓋地方避風，並作防
禦；

3. 避免大動作或過度移動患者，
以免引發心室纖維性顫動。

4. 給患者吸入高流量的氧氣；
5. 把熱敷放置在患者的頸部、胸

部及腋下；
6. 用一分鐘的時間小心評估患者

的呼吸及脈搏；
7. 監察患者心臟跳動的情況。如

出現心室纖維性顫動，可進行

高温對人體的影響
在高温的環境下，人體的調

節機能會發揮作用，汗腺會不停排
汗，藉著汗液的蒸發，把體溫降低。
由於汗液同時會帶走身體的水份和
鹽份，導致患者出現缺水和血液中
電解物不平衡的現象。血液中鈉鹽
和鉀鹽不平衡，會導致心臟不正常
跳動，影響心肌的收縮能力。

當身體的溫度繼續上升，紅血
球的帶氧能力便會隨之下降，導致
重要器官缺氧。患者中央神經系統

電擊。如患者沒有心跳，則須
立即施行心肺復甦法，直至呼
吸和心跳回復正常；

8. 幫助體溫過低者逐步回溫。避
免熱水浴等快速回溫方式，否
則可能會使冰冷的血液突然進
入心臟和腦部。熱飲 (非酒精 )
會有所幫助。

小心處理體溫過低症病人，留
意患者有否心室纖維性顫動。

的功能受到擾
亂，腦部出現
水腫的情況，
接著出現身體
水腫和肝腎功
能受損等併發症。

和高溫有關的疾病，若以嚴
重性排序，最嚴重的是中暑 (Heat 
Stroke)， 其 次 是 熱 衰 竭 (Heat 
Exhaustion)、熱痙攣及熱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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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置傷

中暑與熱衰竭

熱衰竭 (Heat 
Exhaustion)

‧定義：在炎熱環境中，體內
水份和鹽份流失過多，體內的循環
系統無法維持正常功能時，便會呈
現休克的狀態。如未能及時治療，
會進而變為中暑。

(1) 主要徵狀
1. 體 溫 正 常 或 升 高 至 肛 探

40°C；
2. 面色蒼白，大量出汗；
3. 作嘔或嘔吐；
4. 脈搏速而微弱，血壓下降，呼

吸快而淺；
5. 虛弱、頭暈、神志不清，及出

現昏厥的現象；
6. 肌肉因缺乏鹽份而痙攣，

患者或會出現全身性抽搐 
﹝ Convulsion ﹞

(2) 處理方法
1. 把患者移到清涼通爽的地方，

適量脫去衣服；
2. 讓患者平臥，墊高其雙腿；
3. 替患者扇涼或用冷水揩身；
4. 意識清醒者可以給予含少許鹽

的冷開水或電解質飲料，補充
水份和鹽份：每 15 分鐘給予
患者半杯鹽水﹝ 1 茶匙鹽：1
公升水﹞飲用，約共兩杯。如
情況嚴重，可以直接由患者的
靜脈輸入生理鹽水作為補充；

5. 給予患者高流量氧氣作為治
療；

6. 如患者人事不省，可把他置於
復原臥式；

7. 盡速把患者送院治療，在途中
須繼續密切留意其體溫的變化
（必要時由靜脈補充電解質及
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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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 (Heat Stroke)
‧定義：因長時間暴曬或處於

高溫的環境中，使中央神經系統的
散熱功能受擾亂。當身體不能控制
體溫時，體溫便會急升，排汗機能
失調，身體溫度不能向下調節。

‧如缺乏緊急治理，中暑能引
致死亡或終身殘障。

(1) 主要徵狀
1. 極高的體溫 ( 口腔溫度高於

39.4°C或肛探 40°C以上 )；
2. 因缺乏流汗而引致皮膚紅熱及

乾燥；
3. 急而強的脈搏；
4. 搏動式頭痛；
5. 頭暈；
6. 作嘔；
7. 精神錯亂甚或昏迷；
8. 或會出現全身性抽搐。

(2) 處理方法
1. 把患者移到清涼通爽的地方；
2. 盡快把患者的體溫降低至

38°C；
‧ 放低頭部，鬆開並適量脫

去衣服；
‧ 用冷水揩身，可於腋下和

胯下使用冰敷
‧ 替患者扇涼；

3. 給予患者高流量氧氣；
4. 為患者作靜脈輸入生理鹽水；
5. 如患者人事不省，須把他置於

復原臥式；
6. 千萬不可自行服用一般的退燒

藥或採用酒精拭浴。

排汗並不能防止中暑
康復程度視乎體溫過高所持續

的時間的長短而定。如持續時間很
長，對身體各系統和器官的傷害會
十分嚴重，因此在現場即時為患者
降低體溫是十分重要的。 

熱痙攣
熱痙攣是指肌肉疼痛或抽搐，

通常發生在腹、臂或腿部。在酷熱
環境下作劇烈運動，身體會因大量
流汗而失去鹽份及水份。當肌肉缺
少鹽份，便會產生疼痛的抽搐。熱
痙攣也可能是熱衰竭的病徵。

如有熱痙攣，應停止所有活
動，並戒飲冰冷飲料。如熱痙攣在
一小時後仍未停止，便應尋求醫療
協助。

用水擦拭身體

替患者扇涼以降低
病者的體溫

圖 14.4 處理方法

把腳抬高置傷者躺至蔭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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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心理危機

引言
遇到一些突如其來的災難事故

時，不論是大自然的災難或人為的蓄
意侵犯，倖存者除了要顧及自身安危
及面對四周環境的突變，他們同時亦
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壓力，影响他們災
難事故後的適應。因此，若果前線工
作者或救護人員能及早辨識倖存者的
心理需要，予以協助，不但可幫助倖
存者穩定當時的情緒，還可促進他們
日後心靈的復原。

心理急救概要

●

心理急救員的專業守
則

●

一般人可能會出現的
自然心理反應

●

心理急救的主要目的
及步驟

●

前線工作人員 / 心理
急救員的自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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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機
心理急救概要

心理急救並不是一種心理治療
的模式；它其實是一套有系統的支
援方法，用以協助經歷災難事故後
受影响的人士 , 旨在減低創傷事件
引發的初期不適感，以及提升短期

心理急救員的專業守則
‧ 須遵照被委派及經認可的災難

應變組織所發出的指引及守
則，

‧ 緊守在自己的專業範圍與被指
派的角色內。

‧ 留意自身的情緒與生理反應，
並且實施自我照護，保持身心
平衡。

與長期的適應能力。 心理急救的服
務對象包括親歷事故的倖存者、倖
存者的親友、目擊事故發生的人及
災難救援員等（下文一律統稱服務
對象為“當事人”）。 

‧ 適當保持當事人的私隱資料。
‧ 當其他專業人員或當事人要求

時，予以適當轉介。
‧ 必須適當瞭解及留意服務當地

的文化差異議題。

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
事件時，一般人可能會
出現的自然心理反應

在提供心理急救前，我們首先
要了解大部份人在面對災難事故時
的心理反應。這些反應都是屬於常
見、自然的，在一般情況下，若當
事人能以正確的方法處理，這些心
理反應會在事故發生後二至四星期
內逐漸消失。但若果這些現象持續
或其困擾程度嚴重影響當事人的日
常生活，便需要轉介給專業人士跟
進。

生理方面
‧ 身體乏力 , 好像虛脫般
‧ 口渴
‧ 眩暈
‧ 作嘔
‧ 心口痛
‧ 頭痛
‧ 心跳加快
‧ 肌肉 / 身體顫抖
‧ 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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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方面
‧ 震驚
‧ 憤怒
‧ 哀傷
‧ 麻木、發愣
‧ 情緒低落
‧ 焦慮
‧ 煩躁不安
‧ 內疚、自責

認知方面
‧ 腦海中不斷浮現與事件有關的

影像
‧ 腦海一片空白
‧ 未能相信事件發生
‧ 不能集中精神工作
‧ 判斷力減弱
‧ 記憶力下降
‧ 思想混亂
‧ 發惡夢的次數上升

行為方面
‧ 坐立不安
‧ 易發脾氣
‧ 失眠 / 渴睡
‧ 食慾不振 / 食慾大增
‧ 不想和外界接觸 / 不想參與社

交活動
‧ 對原本有興趣的事物失去興趣
‧ 突然滔滔不絕 , 很想和別人說

話

心理急救的主要目的及
步驟
接觸與介入
‧ 觀察現場情況，看看有那些情

緒受困擾的當事人需要協助
‧ 介紹自己的名字、所屬機構、

角色及可予以的協助範圍；
‧ 與當事人保持合適的距離，不

要太遠，也不應主動有身體接
觸；

‧ 確保現場環境容許說話，並留
意談話內容有一定的私隱性；

‧ 若和小朋友接觸時，在情況容
許下，請先和他們身傍的長輩
接觸，徵求允許進一步和小朋
友交談。

蒐集及評估當事人的生
理及心理需要，並予以
實際的協助
‧ 評估現場環境是否安全，避免

當事人再度創傷；
‧ 評估當事人的生理狀況，協助

及穩定他們的生理需要，例如
提供水、食物、保暖用品等；

‧ 觀察當事人的身心反應，了解
他們有什麼即時的需要，予以
實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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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當事人的情緒反
應，提升他們的安全
感，協助他們適應當前
環境
‧ 簡述現場的情況，提供確實的

資訊 ( 不清楚的請不要胡亂揣
測或回答 )，以讓當事人了解
實際情況，減低他們對將來不
知的焦慮。

‧ 陪伴當事人，讓他們感到你的
關懷，提升他們的安全感。

‧ 理解他們的情緒反應，耐心聆
聽他們的說話，並作適當的回
應以表支持及接納。

‧ 可利用身體語言來安撫當事人
的情緒：
△ 例如坐位的距離儘可能和

當事人成約６０至８０度 
( 避免面對面坐，以減低
當事人被盤問的感覺。)

△ 要有適當的眼神接觸。
△ 聲線要溫和，但不可太弱

少，亦不能過份強硬。
△ 準備紙巾，有需要時提供

給當事人。
△ 準備紙筆，可讓未能以說

話表達情緒的當事人抒發
他們的感受及需要。

蒐集資訊，進一步了解
當事人的心理狀況、需
要及關注
‧ 在提供心理急救的過程中，急

救員可能需要蒐集額外的資

訊，重新評估當事人的狀況及
需要，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但請留意，雖然資訊蒐集是重
要的，急救員必須尊重當事人
的意願，不應要求當事人回答
所有問題，並要適當地保障當
事人的私隱（但當提及一些可
能傷害自己或其他人的情況
時，救護員必須立即轉介給專
業人士跟進，以確保所有人的
安全）。

‧ 有助於進一步了解當事人當前
需要的資訊包括：
◆ 當事人在是次災難事件的

經驗和受影響的嚴重度
（避免要求當事人深入描
述創傷經驗或細節，因為
這樣會增加額外的痛苦）

◆ 親人在事件中傷亡的情況
◆ 當事人的生理和心理疾病

記錄及用藥狀況
◆ 過往的社會網絡和支援
◆ 過往創傷的經歷（避免要

求當事人深入描述創傷經
驗或細節）

◆ 與是次災難相關的損失
◆ 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想法

（若有的話，急救員必須
立即轉介給專業人仕跟
進）

◆ 以酒精或藥物來減壓的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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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質性協助及相關
的資訊，幫助當事人分
析及解決當前需要處理
的問題
‧ 在面對危急事故中，當事人很

多時已身心疲累，而且在担心
自己及親友的安全時，未必能
同時清楚地解決當下要處理的
問題。此時，急救員可予以協
助當事人了解他們的需要，逐
步處理急切的問題：

△ 禮貌地關心當事人即時的
憂慮，例如家人的安危、
政府在物質上的協助，自
身的生理，心理狀況或用
藥需要等。在能力範圍及
工作崗位容許下，儘量提
供所需物質（例如個人護
理物品、毛毯、食品及水
等），舒緩當事人的擔憂。

△ 提供相關的資訊協助處理
需要，例如社會資源或當
局處理死傷者名單的資料
等，轉介當事人給負責該
事務的機構人員，不要私
下發放消息。在情況許可
下，亦可陪伴當事人到有
關地點查詢情況，並給予
情緒支援。

△ 若果當事人未能認清當前
要解決的事情，可協助當
事人把憂慮的事情排先後
次序，並與當事人訂下簡
單、可實行的目標，逐步
處理當前的需要及關注。

盡快讓當事人與其社會
支援網絡，例如家人、
朋友、社區援助等建立
連結
‧ 當人面對心靈上的創傷時，很

多時都會感到孤單無助，協助
當事人建立適當的社交支援網
絡有助重建安全感、促進心靈
復原。

△ 掌握當時政府或其他志願
機構的資訊，提供相關支
援服務資料。

△ 在當事人同意下，了解他
們現有的支援網絡，鼓勵
他們和信任的人傾談，互
相支持。

提供可協助當事人有效
處理災後心理反應的資
訊，以提升他們的適應
力，促進心靈復原
‧ 讓當事人了解一些常見的心理

反應，可減低他們對自我反應
的憂慮，同時讓他們知道何時
需要尋求幫助。此外，提供一
些自我照顧及適應的技巧可提
升他們的回復力。

139心理危機



‧ 提升自我復原的方法包括：
△  簡述一些常見、自然的心

理反應（參見上頁），讓
當事人明白及接納自己在
面對危急事故時出現的心
理壓力。

△  鼓勵當事人運用建議的技
巧幫助自己和家人適應，
例如：
‧ 聆聽並接納自己的情

緒及常見的心理反
應，並和家人、朋友
傾訴。

‧ 接納別人的關懷。
‧ 如常生活，勿刻意改

變生活習慣和時間
表。

‧ 留意健康、定時飲
食、有足夠的休息及
適量運動。

‧ 提醒自己過往湊用的
處理壓力方法來面對
是次挑戰。

‧ 把注意力集中在當下
能力所及的事情。

‧ 把要處理的事排先後
次序，並訂下簡單、
可實行的目標。

△  提醒當事人避免一些不健
康的處理方法。
‧ 避免以酒精、藥物或

刺激性的飲品，例如
咖啡，來舒緩情緒。

‧ 若果對與事件相關的
報導感到吃力，請不
要免強自己觀看有關
資訊。

△  提供有關專業跟進的資
料，並鼓勵當事人若果情
緒持續受困擾時要尋求專
業協助。

評估當事人的心理需要
及狀況，必要時轉介給
有關的社會機構或專業
人員跟進
‧ 若果當事人當時的情緒反應或

急切需要超出你能力或工作崗
位所能應付的範圍時，請立即
轉介給相關機構或專業人士處
理。

以上心理急救的步驟不是依次
序單一進行一次便等於完事；某些
步驟可能因應當事人的情況及災難
現場的進展而需要重覆應用，例如
穩定當事人的情緒反應及評估當事
人的心理狀況、需要及關注等，並
在有需要及情況許可下安排下一次
見面及再次跟進當時人的情況，或
提供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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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工作人員 / 心理急
救員的自我照顧

當遇到災難事故時，前線工
作人員都盡心盡力去協助受影响人
士，助人者的愛心及熱誠是值得致
敬的。但很多時，在助人的同時，
救援人員往往因為要緊守崗位而忽
略了自己的情感需要。以下是一些
建議，提醒救援人員（包括心理急
救員）在工作中好好照顧自己。

1. 留意自己可能出現的心理反應

△ 睡眠困難

△ 食慾下降

△ 情緒較以往容易波動

△ 生理反應（如頭痛、肌肉痛、容易感到疲累等）

△ 不想和別人交談 / 很想說話

△ 感到孤單或無助

△ 身同感受，代入當事人的角色，感到困惑

△ 災難的場面或許會勾起過往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令你
失去安全感和情緒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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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照顧的方法

△ 接納自己出現的心理反應，切忌逃避或否認，因這樣只會更
加影响身心健康。

△ 清楚自己的能力界限，避免同時間和過多的當事人接觸，容
許適當的空間讓自己休息，切勿逞強或和其他同工比較，因
每個人的適應能力不同。

△ 和信任的同工及上司傾訴，互相支持。

△ 在工作中編排放鬆時間，練習鬆弛技巧。

△ 限制咖啡因，刺激性飲品、香煙等物質使用。

△ 用過往個人奏效的健康減壓方法幫自己調節工作壓力，例如：
畫畫、聽音樂、寫日記、宗教性支持等。

△ 回家後避免安排過長的工作的時間表，和家人和朋友分享及
傾訴。

△ 容許時間調節自己的心理質素，如常活動。

△ 有需要時，尋求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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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靜脈輸液

引言
由靜脈輸入液體，可以補充傷

者體內 / 外流失的水份和無機鹽等物
質，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在處
理一些燒傷或嚴重的傷者時，由靜脈
輸入生理鹽水可救治或防止休克。在
靜脈輸入液中也可以加入藥物或營養
素，對傷者作特別的治療。

穿刺部位及輸入溶液

●

接駁輸入套件

●

靜脈穿刺

●

常見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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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輸液

圖 16.1 掌背靜脈及前臂橈靜脈

圖 16.2 靜脈穿剌導管                  

圖 16.3 常見的輸入溶液

靜脈輸液 (Intravenous 
Infusion)
穿刺部位及輸入溶液

掌背靜脈 (Dorsal Vein) 及前
臂橈靜脈 (Radial Vein) 是最常用作
穿刺導管的部位。以穿刺針貫穿血
管，把導管引進靜脈內，使之與靜
脈輸入喉管接駁，當輸入溶液後，
便可以控制輸入液體的速度作靜脈
輸液。常用的輸入溶液：
‧ 生理鹽水 (Normal Saline) 供

給鈉鹽
‧ 5%葡萄糖 (Dextrose) 供給糖份
‧ 乳 酸 林 格 液 (Hartmann’s 

Solution) 供給鈉鹽和鉀鹽

接駁輸入套件
輸液套件為一套包括穿刺針、

滴室和輸液速度調較器的無菌膠喉
管。在刺穿靜脈輸入溶液瓶後面，
接上靜脈穿刺導管後，便可輸液入
靜脈。接駁時先把輸入套件頂端的
穿刺針插入靜脈輸入溶液瓶內，然

後搾壓滴室，直至溶液填滿滴室
的 1/2 為止。跟著開啟輸液速度調
較器，把管道內的所有空氣由套件
末端喉咀全部驅出。一般成人用的
輸入套件的滴室每 1c.c. 溶液為 20
滴，而嬰兒用的微型輸入套件的滴
室為每 1c.c.60 滴。

掌背靜脈

前臂橈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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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5 接駁溶液  

圖 16.6 接駁導管

靜脈穿刺
由於溶液會由血管直接輸入體

內，故在施行穿刺靜脈及接駁輸入
套件和導管時，要嚴格遵守無菌技
術 (Aseptic Technique)。在穿刺前
要預備各項所需的物品，例如大小
合適的靜脈穿刺導管 ( 成人為 G18
或 G20)、止血帶、皮膚消毒物品
及紙膠布等。而輸入的溶液要預先
與輸入套件妥善接駁上。

圖 16.4 輸液套件

(1) 施行步驟
1. 把傷者置於一個舒適的位置，

用護墊承托前臂。在穿刺部位
對上 3 至 4 吋的位置綁上束
帶，施加壓力，藉以阻止靜脈
血液回流而至使靜脈顯現。

2. 根據所顯現的靜脈的粗幼和臨
床需要，選擇大小合適的靜脈
穿刺導管。例如 : 用不同型號
的 G20 導管每分鐘能輸入 42
至 60 毫升溶液，而 G22 導管
每分鐘只能輸入 28至 35 毫升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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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70% 酒精消毒皮膚後，
穿刺靜脈，把導管引入血管
後，立刻鬆開束帶，把導管與
輸液套件末端的喉管連接。

4. 用紙膠布固定導管及喉管，在
有需要時利用夾板及繃帶加強
固定的作用。

5. 開啟輸液速度調較器，確定每
分鐘的滴數。準確記錄輸液的
時間和份量。

6. 在輸液期間，應注意溶液輸入
的速度是否準確，靜脈導管是
否在正確的位置，其他的輸液
喉管有沒有捲曲、被壓著或鬆
脫的情況。

7. 要留意傷者是否有不良反應
( 例如穿刺部位有否腫脹 ) 及
其生命表徵的變動。遇有特殊
情況時，須立刻停止輸液，並
向有關人員報告。

圖 16.7 靜脈穿剌

(2) 更換輸入溶液
1. 先把輸液速度調較器緊鎖；
2. 以消毒棉花消毒待更換的溶液

瓶的瓶口；
3. 把穿刺針從舊瓶拔出並立刻插

入新溶液瓶內；      
4. 重新調較輸液的速度。

常見併發症
對接受靜脈輸液後的傷者處理

不當，可引發以下的併發症：
‧ 穿刺導管移位至皮下組織，使

週圍組織浸在輸液中，以致呈
現腫脹情況，傷者會感覺穿刺
部位有脹痛；

‧ 穿刺部位受感染或靜脈發炎，
呈現紅、腫和痛的情況。

如發生上述情況，須立即停止
輸液，向有關人員報告後按指示把
靜脈導管拔去，在穿刺部位使用直
壓法止血，再用無菌紗布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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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應急藥物

引言
當災難事故發生時，往往在短

時間內需要大量的應急藥物來治理傷
者，有計劃地貯存和安排應急藥物的
備用，可增加治理傷者的效率。

應急藥物的備用

●

給藥守則

●

應急藥物的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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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藥物
應急藥物的備用

在預備應急藥物時，需因應
預計會發生的災難疫症和不同類別
的傷者來考慮。一般處理創傷的藥
物，例如抗生素和止痛劑都要有足
夠的基本備用數量。預防疫症的疫
苗，由於有備用的期限，故不能作
大量的貯存。

為了在短時間內得到足夠的藥
物應用，負責藥物供應的單位，須
與本地及海外的藥物製造商緊密的
聯系，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要求供
應商提供足夠所需的藥物。

給藥守則
所有藥物都須根據醫生的處方

及指示才可給予傷者服用。就算災
難現場情況非常混亂和緊急，都要
在可行的情況下，遵從藥物「三核」
和「五對」的原則，避免將藥物錯
誤給予傷者，並且要在傷者的檔案
上作出記錄。

為了能使到搶救傷者時更有效
率，一般都會將救治呼吸和心臟停
止等常用的搶救藥物，連同靜脈注
射溶液一同擺放在輕便可攜的急救
手提箱內，在有需要時可隨時將藥
物帶往災場。

圖 17.1 應急藥物備用

在緊急事故時，處理傷者的
藥物多數以注射的方法給予傷者，
以求達到快速的藥效。抗生素和止
痛的藥物，都需要預備較多的注射
劑。在災難事故時，雖然情況可能
十分混亂，但仍須嚴緊地執行藥物
的貯存守則，將受管制及危險的藥
物妥善貯存，作出適當的使用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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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應急藥物貯存

三核藥物 ‧從藥物容器中取藥前

‧從藥物容器中取藥後

‧放回藥物容器或將容器棄置前的最後核對

五對 ‧正確的傷者

‧正確的藥物

‧正確的給藥途徑

‧正確的劑量

‧正確的時間

應急藥物的貯存
由於藥物都有限用期，故不

適宜大量貯存。除了要估計對不同
類型藥物的需求外，更要小心計算
基本的使用數量，由專人作出有系
統的處理，例如分類記錄及定期檢
查，將變壞或過期的藥物更換。

藥物須要貯藏在室內陰涼處，
避免陽光的直接照射。各種藥物需
要分類貯存，加上適當的標簽。有
些藥物如需要放在低溫下貯存，則
要小心依據指示，嚴加遵守。

所有藥物都需要妥善貯存，而
受管制或危險藥物更要鎖好，由獲
授權人士負責，並保持清楚的進出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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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統藥物

Hyoscine bromide (Holopon) tablet 東良菪鹼
Mylanta tablet 抗酸劑

心血管系統藥物

‧ Adrenaline injection 腎上腺素
‧ Atropine injection 阿托品
‧ Amiodarone injection 胺碘酮
‧ Frusemide (Lasix) injection 呋塞米
‧ Lignocaine ampule 利多卡因
‧ Glyceryl Trinitrate (TNG) tablet 硝酸甘油

呼吸系統藥物

‧ Chlorpheniramine (Piriton) injection 氯苯那敏
‧ Chlorpheniramine (Piriton) tablet 氯苯那敏
‧ Salbutamol (Ventolin) inhaler 沙丁胺醇
‧ Hydrocortisone injection 氫化可的松 

中樞神經系統藥物

‧ Midazolam (Dormicum) injection 咪達唑侖
‧ Morphine injection 嗎啡
‧ Paracetamol (Panadol) tablet 撲熱息痛
‧ Prochlorperazine (Stemetil) tablet 丙氯拉嗪 
‧ Prochlorperazine (Nautisol) injection 丙氯拉嗪

抗傳染病藥物

‧ Augmentin (Amoxicillin-potassium clavulanate) tablet 阿莫西林 -
克拉維酸鉀

‧ Ceftriaxone (Rocephin) injection 頭孢曲松
‧ Erythromycin tablet 紅黴素

內分泌系統藥物

Dextrose 50% infusion 右旋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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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體液藥物

‧ Sodium Chloride 0.9% infusion 氯化鈉 
‧ Water for injections 注射用水

肌骨系統藥物

‧ Ketorolac injection 酮洛酸
‧ Tramadol injection 曲馬朵

眼科藥物

0.5% Chloramphenicol eye drop 氯霉素

皮膚科藥物

Aqeuous cream水性乳霜

麻醉藥物

‧ Etomidate injection 依托咪酯
‧ Suxamethonium injection 琥珀膽鹼
‧ Rocuronium injection 羅庫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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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傷者的觀察和檢驗

引言
除了從身體檢查中可得到傷者外

在的異常資料，血壓、脈搏等生命表
徵的讀數，也可給予拯救人員一些客
觀的數據，協助評估傷者的情況。在
醫院內，傷者會接受深入的血液、X
光等的檢查，以作出準確的診斷和監
察病況的進展。

清醒程度

●

生命表徵

●

身體檢查

●

進一步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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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的觀察和檢驗
清醒程度

在初步評估傷者時，可用最基
本的方法測試傷者是否清醒、對聲
音的反應、對痛楚的反應、或全無
反應。

在進一步評估傷者時，可用較

生命表徵
(1) 呼吸

傷者的呼吸可反映其身體狀
況，尤其是肺部的創傷，會使傷者
呼吸急速或左右兩邊胸部起伏不對
稱。因此在檢查呼吸的次數時，
須留意呼吸的狀況，例如胸部的起
伏，是否有利用輔助呼吸肌肉協助
呼吸等。正常成年人的呼吸約為每
分鐘 12-16 次。

(2) 脈搏
傷者脈搏的快慢和強弱，可以

反映其身體狀況。如發覺傷者的脈
搏微弱，除檢查頸動脈的跳動外，
也可以利用聽診筒在左邊乳頭下一
吋，聽取心臟的搏動聲。正常成
年人的脈搏跳動約為每分鐘 60-80
次。

為詳細的格拉斯哥昏迷程度指數，
測試傷者的眼睛張開反應、言語反
應和動作反應。根據不同的反應作
出評分，為傷者的昏迷程度作出客
觀的審定。

(3) 血壓
如傷者的血壓太低，可觸摸

不同身體部位的脈搏跳動，以估計
血壓讀數。正常成年人的血壓約為
120 / 80 mm Hg。

(4) 體溫
正常成年人的體溫約為 36。C 

- 37。C。

(5) 皮膚狀況
留意傷者皮膚的顏色、溫度、

濕度等。

圖 18.1 量度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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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 心電圖

身體檢查
在初步評估傷者時，須在三十

秒的時限內，循頭、頸、胸、腹、
脊椎、背、下肢及上肢作出快速身

進一步檢驗
(1) 心電圖

為心律不齊或胸部不適的病
者作心電圖的檢驗。心電圖是心臟
的啟動細胞發出的脈衝傳導至整個
心臟肌肉的電流活動記錄。心電
圖可以清楚顯示心房 ( Atrium ) 和
心室 ( Ventricle ) 的收縮和跳動情
況，例如心房纖維性顫動 ( Atrial 
Fibrillation ) 或心傳導阻滯等。心
肌梗塞患者的心電圖會顯示 ST 段
不正常地上升或下降。

在搶救心臟跳動停止的病者
時，把心臟去纖顫器接駁到病者身
上，可測知心跳的情況。

體檢查。在進一步評估時，用視診
和觸診，仔細從頭部到腳趾作出檢
查，以找出身體異常的狀況。

(2) X 光檢驗
X 光射線可穿透人體利用軟組

織、骨骼、血液、空氣等物質對 X
光射線不同的穿透程度，把影像顯
影在感光片上。可以查看器官是否
脹腫或移位，腔穴中是否積血或積
氣，骨骼是否移位或斷裂，以及是
否有異物隱藏在體內。

一些微細的損傷，利用 X 光檢
驗未必能顯示出來，這時可利用超
聲波、電腦掃描或磁力共振檢驗，
以提供較為詳細準確的參考資料。
一些腦部、脊髓的創傷，傷處經電
腦掃描後，可以準確知道腦部血塊
的位置和大小，脊椎骨斷裂或異位
的詳細情況。

(3) 血液檢驗
血液含有水份、血球、無機鹽

及不同的酵素和化學物等物質，詳
細檢驗血液的成份，可以提供很多
有用的資料及數據，藉以判斷病情
並決定治理方法。一般常見的血液
檢驗包括以下項目：

心肌梗塞患者的心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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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 血液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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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檢驗 正常值

1. 血色素 ( Haemoglobin )
 - 出血或貧血病者的血色素讀數會較正常值低

男性：13.5-18.0g/
dL
女性：11.5-16.5g/
dL

2. 白血球 ( White Blood Cell )
 - 急性炎症或傳染病患者的白血球數目會激增

4.0-11.0k/uL

3. 鈉鹽 ( Sodium )
 - 患嚴重腹瀉或嘔吐的病者會缺乏鈉鹽

137-150mmol/L

4. 鉀鹽 ( Potassiium )
 - 患嚴重糖尿病者，在酸中毒時血液內的鉀鹽

會增加

3.6-5.4mmol/L

5. 肌 酸 磷 激 酶 ( CK – Creatinine 
Phosphokinase )

 - 急性心肌梗塞病者血液內的肌酸磷激酶會增
加

35-270iu/L

6. 谷丙轉氨酶 ( SGPT/ALT)
 - 肝細胞受損者血液內的谷丙轉氨酶會增加

0-25iu/L

7. 尿素 ( Urea )
 - 腎衰竭病者血液內的尿素會增加

3.2-7.2mmol/L

8. 血糖 ( Blood Glucose )
 - 糖尿病患者血液內的糖份會增加

3.6-6.1mmol/L

9. 細菌培養 ( Blood Culture )
 - 在敗血病患者的血液可培養出致病的細菌



(4) 小便檢驗
除化驗室的檢驗外，更可利用

試紙，測試尿液是否含有糖份或蛋
白質。有腎臟創傷出血的傷者，可
檢驗尿液是否含有紅血球。泌尿系
統受感染的患者，例如尿道炎及膀
胱炎等，可從其尿液培養致病的細
菌。

(5) 大便檢驗
從內出血患者的大便中，可檢

驗出隱血 ( Occult Blood )。在傷寒 
( Typhoid ) 患者的大便中，可培植
出沙門氏菌 ( Salmonella )。

(6) 痰涎
培養痰涎，可測知傷者的肺部

是否受到細菌感染，例如肺炎鏈球
菌 (Streptococcus)、肺結核桿菌
(Tuberculosis Bacillus)。肺結核桿
菌可從顯微鏡下的痰涎玻璃塗片觀
察得到。

(7) 滲液培養
可用無菌棉花竹子在鼻咽、咽

喉及傷口等處塗取滲液，培養細菌
以知悉傷口是否受到細菌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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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昏迷傷者的護理

引言
腦部受創、缺氧、患糖尿病等傷

者往往會因腦部機能受到障礙而突然
陷入昏迷狀態。雖然急救員往往不能
立刻知悉引致傷者昏迷的原因，但有
效地保持氣道暢通並且送院治療是首
要的工作。此外，腦癇症可於昏迷時
發生，本章就此作出論述。

昏迷的危險

●

氣道處理

●

腦癇症發作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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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傷者的護理
昏迷的危險

當一個人陷入昏迷狀態時，會
有氣道受阻的危險。引致氣道受阻
主要原因如下：

氣道處理
在進行初步檢查時，先使用提

頷法或改良推頷法，以暢通氣道。
如證實頸椎沒有損傷，可使用按額
提頦法，以解決傷者因舌頭後墮而
阻塞咽喉的問題。

1. 舌頭後墮
2. 嘔吐物、血塊或痰涎堵塞
3. 假牙或其他異物堵塞

腦癇症發作與處理
‧ 為免患者被人誤會為精神病，

香港復康會及多個關注癲癇症
的團體已把癲癇症 ( 俗稱發羊
吊 ) 改名為腦癇症。    

‧ 腦癇的原因為腦神經細胞不正
常地放電，引起大腦功能短暫
失調。 

‧ 腦癇有多種類型。本章集
中討論「全腦性」腦癇症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convulsion) 發作而引致昏迷
的症狀及處理方法。 

使用口咽膠氣喉也可確保呼吸
道的暢通。如喉頭有嘔吐反射，須
把口咽膠氣喉取出。當傷者的口腔
內有痰涎、嘔吐物或異物時，可用
手指清理或以壓腹和抽吸法清除。
如傷者持續嘔吐，可把其頭部側向
一方或把他置於復原臥式。

腦癇症發作症狀
‧ 腦癇開始發作時，病者會失去

知覺。病者可能會尖叫一聲，
然後全身僵硬，繼而昏倒，四
肢抽搐。病者初時會暫停呼吸
及臉色轉藍。由於病者牙關緊
閉，舌尖可能會被咬傷，大小
便或會失禁。發作通常持續一
至三分鐘，在恢復知覺後，病
者會感到神志錯亂及渴睡。 

‧ 對經已接受藥物治療的病者，
如腦癇偶然發作，並不需要送
往醫院或急症室；但如腦癇不
停發作，或病發時間特別長，
則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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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a) 復原臥式示意圖

圖 19.1(b) 復原臥式示意圖   

圖 19.1(c) 復原臥式示意圖

圖 19.1(d) 復原臥式示意圖

腦癇發作的處理
‧ 讓病者躺下，順其自然。 
‧ 只有在發生危險的情況下，例

如病者接近燃燒物品、路邊或
電器，才需要移動病者。 

‧ 避免人群圍觀，勸喻群眾離
開。 

‧ 如果發現呼吸不暢順，應留意
是否有嘔吐物、假牙或唾液等
阻塞喉部。 

‧ 抽搐常於幾分鐘內停止，切勿
抓緊病者或制止抽搐。 

‧ 不要強塞東西進病者口內，這
樣做並不能防止病者咬傷舌
頭。 

‧ 切勿給予飲料或食物。 
‧ 紀錄腦癇發作了多少分鐘，以

協助醫護人員處理。 
‧ 如抽搐不斷、呼吸困難或身體

受傷，應立即送往醫院治理。

腦癇過後的即時處理
‧ 置病者於「復原臥式」，有助

氣道暢通，避免窒息。 
‧ 腦癇過後，病者可能會神志不

清，所以應該陪伴病者，用鎮
定輕鬆的語調和病者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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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護理

引言
在災難事故中，手術治理是

醫治創傷者的一個重要環節，手
術前後的適當準備及護理是促進
傷者復原的一個重要因素。

急症性手術

●

簽署手術同意書

●

手術前的準備

●

手術後的護理

●

常見的手術後併發症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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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護理
急症性手術

當一般創傷性的傷者在醫院
接受進一步的治療時，很多時需要
接受緊急的手術，例如清除腦部積

血；切開腹腔以制止腹腔內器官的
出血；固定創傷性的骨折等。

簽署手術同意書
(1) 由傷者簽署手術同
意書

若傷者神志清醒且年滿十八
歲，負責手術的醫生須向傷者清楚
解釋手術事宜，然後由傷者在一位
見證人（通常為護士）的見證下簽
署手術同意書。

(2) 由親屬簽署手術同
意書

若傷者神志不清或未滿十八
歲，則須由其至親的已成年的家人

（例如其配偶或子女）、家長或監
護人在「無能力給予同意接受手術
表格」上簽署，同意進行有關手術。

(3) 由醫生簽署手術同
意書

鑑於有時未能即時聯絡到傷者
的家人，對於一些昏迷而急於接受
拯救生命手術的傷者，都會由兩位
醫生共同簽署文件，證明手術是迫
切的，必須立即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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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前的準備
(1) 心理上的準備

雖然傷者可能已處於休克或神
志不清的狀態，但仍須讓傷者明瞭
整個手術的過程及手術後可能出現
的情況，以減少其憂慮和恐懼。

(2) 基本檢驗
在有需要時，醫院會為傷者進

行以下的基本檢驗，以確定其一般
情況：
‧ 血液：血色素(Haemoglobin)、

血型（配血備用）、電解質、
肝、腎功能及血液脈含氧量
等；

‧ X 光：肺部；
‧ 其他：例如心肺功能和心電

圖。
 
(3) 靜脈輸液

通常會為傷者進行靜脈輸液，
以補充其體液，並在有需要時預先
輸血，以補充其失去的血液。

(4) 藥物
受創傷的傷者或會接受適量

的 止 痛 藥（ 例 如 Doloxene），
以減輕其痛楚。如有需要在手術
前醫生會處方手術前驅藥 (Pre-
medication)（ 例 如 Pethidine 及
Atropine），協助保持傷者鎮定，
並減少呼吸道的分泌物。

(5) 導尿術
為了解傷者腎臟的功能，醫生

會應用導尿術，在其尿道插入導尿
管，以準確量度每小時的尿液排出
量。如成年人每小時尿液排出量少
於三十毫升，則可能表示脫水或腎
臟出現衰竭的情況。

(6) 其他
‧ 核實病人姓名，手鐲，明白所

做之手術；
‧ 腸道預備（飲瀉劑，灌腸劑，

塞入甘油條）；
‧ 傷者不可進食，包括飲水；
‧ 清潔手術部位的皮膚，把傷口

附近的毛髮剃去，並加以消
毒；

‧ 傷者須除去身上的飾物、假牙
等；

‧ 傷者須穿上清潔的手術衣服，
戴上手術帽並穿上手術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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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的護理
(1) 保持氣道暢通

傷者經全身麻醉後，須小心留
意其清醒情況，確保其氣道暢通。
嚴重的傷者可能需要插上氣管內導
管，用呼吸機協助呼吸。

(2) 觀察生命表徵
須緊密地觀察傷者的血壓、脈

搏、呼吸及體溫，如有異常時須通
知醫護人員。

(3) 靜脈輸液
給予傷者靜脈輸入溶液，以補

充水份和電解物若傷者在手術時失
血過多，便須輸血以作補充。

(5) 觀察尿液排出量 
 小心準確地量度傷者尿液的排
出量，以了解其腎臟排尿的情況。

(6) 藥物
醫生會處方止痛藥物，按需

要給予傷者服用，以減輕傷口的痛
楚。在有需要時，醫生亦會為傷者
處方抗生素，以減少傷口發炎的機
會。
(7) 心理輔導

當傷者清醒後，與傷者多作溝
通，讓他知道手術的進度，有助加
速手術後的康復。

(8) 其他
‧ 小心執行一般的護理工作，讓

傷者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康
復；

‧ 協助傷者及早進行胸部深呼吸
運動和活動四肢；

‧ 按照指示協助進食；
‧ 留心輸血後有否出現不良反應

（例如出疹、發熱）及傷口發
炎等併發症。

圖20.1手術後護理(檢查靜脈輸液)

圖 20.2 手術後護理 ( 觀察傷口 )

(4) 觀察傷口 
定時觀察傷口的敷料和引流 

的情況，看看是否有血液或滲液流
出，引流有沒有脫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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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併發症 引發原因

出血 傷口受感染、縫線鬆脫

休克 出血過多或受細菌感染

血栓塞 血凝塊阻塞血管

肺炎 長期臥床，氣管分泌物滯留而引致
發炎

尿瀦留 膀胱括約肌痙攣

腸癱瘓 腸臟未回復蠕動功能

傷口感染 傷口受細菌感染

傷口破裂或癒合欠佳 傷口的縫線鬆脫或受到感染

常見的手術後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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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縫合

引言
如果傷口面積過大，不能自

行癒合，可以縫線予以縫合傷口，
幫助癒合。如果傷口曾受污染，
須先加以徹底清洗，並在有需要
時給傷者服用或注射抗生素，阻
止傷口受到感染；待傷口的情況
受到控制後，才予以縫合。

縫線和縫針的種類

●

傷口的縫合

●

施行縫針法

●

拆除縫線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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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縫合
縫線和縫針的種類
縫合皮膚表面的傷口多利用尼龍線
或化學合成的縫線，縫合皮下及內
臟組織的傷口，則用一種能被人體

組織自動吸收的羊腸線 (Catgut)。
因應不同的傷口，採用不同類型的
縫針。

傷口的縫合
因應傷口的深淺而決定使用單

純性間歇縫法 (Simple Interrupted 
Suture) 或 連 續 性 (Continuous 
Suture) 縫法。用來縫合傷口的針
有彎針和直針兩種，具有大小不同
的尺碼可供選擇，而縫合皮膚傷口
則用穿刺力較強的三角形縫針。

施行縫針法
為傷者縫針時，一如傷口換

症，災難醫療助理須準備各項清洗
傷口的物品。同時因應需要，預備
合適的縫線、針、針持和有齒便用
鉗等。為傷者縫針前，須先獲取其
同意，並詳細解釋縫針的步驟。

步驟
1. 讓傷者舒適地躺下，展露其傷

口部位；
2. 注意保暖，盡量避免讓傷者的

身體外露；
3. 先在傷口附近注射局部麻醉

葯，例如 (Lignocaine)；
4. 之後用消毒葯水 ( 例如 0.5% 

Hibitane in water) 把傷口徹底
消毒；

圖 21.1 不同類型的縫針和縫線

圖 21.2 單純性間
歇縫針法    

圖 21.3 連續性縫
針法

5. 醫護人員會以針持鉗著縫針，
把皮膚刺穿，讓縫線穿過傷口
兩邊的皮膚，從而把傷口縫
合；

6. 當傷口完全縫合後，依換症的
方法，用紗布把它覆蓋妥當，
然後用膠布或繃帶包紮；

7. 事後須小心留意傷口的情況，
並提醒傷者留意傷口有沒有發
熱、腫痛等發炎徵狀。如有的
話，必須立即通知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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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縫線
                                           

在正常的情況下，一般皮膚的
傷口會在 7 至 14 天內癒合，待傷
口癒合後便可拆除縫線。

步驟
1. 一如傷口換症，預備各項物

品，用消毒藥水清洗傷口，尤
須注意請洗縫線與皮膚之間的
部位；

2. 用動脈鉗鉗起縫線，以剪刀剪
開縫線貼近皮膚之處，然後把
縫線從另一邊拉出，如此可避
免縫線把污物或細菌帶入皮
下；

圖 21.4 施行縫針法 

圖 21.6 拆除縫線

圖 21.5 施行縫針法

3. 拆除縫線後，再清洗傷口一
次，然後蓋上紗布並用膠布或
繃帶予以固定；

4. 如遇上特殊的情況，例如傷口
爆裂或發炎的情況，便須立即
報告；

5. 縫線拆除後的數天內，仍須注
意傷口的情況，以確保傷口完
全癒合，沒有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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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傷者的運送及
特別事故處理





傷者的搜索及撤運

引言
當災難發生時，搜索及撤離

傷者的搶救工作，主要由消防人
員負責，但災難醫療助理也須具
備這方面的基本的知識和技巧，
以備在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傷者的搜索

●

各類危險情況

●

穩定傷者傷勢

●

傷者的撤運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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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的搜索及撤運
傷者的搜索

搜索傷者所在位置是進行搶救
的第一個步驟，可分為資料收集及
現場搜索行動兩個部分。

(l) 資料收集
當災難事件發生後，災難醫療

助理在出發趕赴現場前，首先要收
集災難現場的資料，包括災場的地
形，涉及的地區範圍和人數，傷亡
者的估計人數，位置及性質等。當
收集到足夠的資料後，便可以計劃
搜索的行動。

(2) 現場搜索
展開搜索行動前必須與其他搜

救人員有所協調，訂下初步計劃，
並確保有足夠的安全措施保障隊
員。

例如發生地震事故，有大量建
築物倒塌的情況下，搜索傷者時必
須仔細搜索各倒塌的建築物。如果
災場面積廣闊，應盡量根據所得的
資料，集中人力搜索傷者可能被困
的地方。通常在倒塌的建築物中，
傷者會被困於樓梯底的空位及櫃底
或樓面崩塌形成的空隙處。有時也
會被石塊、磚、樑、間牆、笨重的
傢俬雜物壓著。

圖 22.1 急救隊員正忙於收集資料

圖 22.2 現場搜索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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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喚被困者
搶救人員環繞著被認定可能有

人被困的範圍，然後保持肅靜，每
人輪流呼喚，例如：「裏面有沒有
人」。其他人員則專心聆聽有沒有
回應，或可敲擊牆壁、煤氣管、水
管等可以傳聲的物體，聆聽有沒有
回應。當發覺有回應時，應循聲音
發出的地方集中搜索，並盡可能與
受困者不停保持聯絡，使他們在等
待救援時能提高意志力及忍受痛苦
的能力。

圖 22.3 敲擊物體呼喚被困者

圖 22.4 標記建築物路口的當眼處

(4) 標記樓宇
清楚標記已搜索過的地方，例

如使用粉筆或其他書寫工具把重要
的信息留下，其目的是證明該建築
物已被徹底搜索，以節省人力並說
明該建築物的狀況。

如該建築物有危險情況，例如
危牆、樓面穿洞、煤氣洩漏等，可
在標記旁加一 “D”字。例如：S/
R-D 即表示已被搶救隊伍搜索，樓
宇情況危險。標記應寫在進入該建
築物路口的當眼處。

常用標記

S/F 表示已經被消防隊伍搜索

S/P 表示已經被警察搜索

S/R 表示已經被搶救隊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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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危險情況

在進入災場的範圍時，各搶救
人員都要穿上整齊的個人裝備，戴
上頭盔以作保護。無論何時都要結
伴同行，避免獨自行動。在損毀建
築物和野外的災場，可能會有以下
危險情況發生 :

(1) 在損毀壞建築物的
災場
1.1 失火

不可進入著火的災場，須小
心使用照明工具，切勿使用明火。
若災場突然失火，可以用水淋濕衣
服，並迅速逃離現場。身體及頭部
盡量貼近地面爬行，以避免吸入濃
煙。

1.2 電力或煤氣洩漏
切勿接觸鬆脫或斷裂的電線，

應盡量避免接觸可能帶電的電器用
品。如嗅到煤氣味，應立即遠離。

1.3 建築物倒塌
樓宇的天花、牆壁、裝修可能

因為早前的破壞變得不穩，陸續塌
下。

(2) 郊野的災場
2.1 天氣突變

在野外進行拯救行動時，常會
遇到不穩定的天氣，後勤支援方面
應預備額外衣物、毛氈及臨時營帳
等保暖物品。

2.2 失足墮下
搶救人員經常要攀上高處或山

坡，由於山路崎嶇，時有失足跌倒
或由高處墮下的情況發生。因此在
攀上高處或於崎嶇山坡搜索時，須
做好安全措施，帶備適當的設備，
例如保護繩索和安全帶，以保障自
身安全；

2.3 迷途
個別搶救人員或小隊可能因不

熟習地形而迷失方向，與拯救隊伍
和指揮中心失去聯絡。最好配備無
線電通訊機或無線電話、地圖和指
南針，以作通訊和尋找方位之用。

圖 22.5 搶救人員穿上整齊裝備結
伴進入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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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把傷者穩固地緊紮於擔架
床上

圖 22.7 兩點懸吊法

穩定傷者傷勢
(1)  把傷者從受困的環境搶救出來

後，應運用各種方法來拯救其
生命，防止其傷勢惡化，並促
進其復原。善用現場的器材和
物資，採用臨時而適當的方
法處理傷者。依據檢傷分類方
法，按傷勢的嚴重性，定出處
理傷者的先後次序。

傷者的撤運
在災場上常用兩點懸吊法 

(Two-point Suspension) 把傷者撤
運，緊紮傷者在抬床上，以一傾斜
度，例如不超過 45°，由高處運
送到地面或由一低處運送到一高
處。首先把傷者穩固地緊紮於擔架
床上，以使用帆腳索結 (Bowline 
Knot) 把兩條繩縛在擔架床頭兩旁
作為主力繩。在擔架尾後再用兩條
繩作為穩定繩縛好，由地上的拯救
人員調校位置，並慢慢收緊，以保
持抬床的穩定。先把足部慢慢放下
再一步一步把傷者放在地上。反
之，也可利用這個方法把傷者由低
處運往高處。

(2)  所有應用在傷者身上的醫療器
材 ( 如止血帶 )，除非有醫生
囑咐，否則不可隨便移走。有
些傷者的肢體在長期受壓後，
致命毒素會從肢體排出並進入
循環系統，因此傷者必須經醫
生檢查及治理後，才可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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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引言
在災難的環境下，由於正常

的生活設施，例如供水、廁所等
設備受到破壞，加上臨時安置災
民的地方擠迫，設施缺乏，個人
和環境衛生因條件不足而受到影
響，故可能會引發大型的疫症，
例如霍亂、傷寒、肝炎和流行性
感冒等。

災難醫療助理在事故現場及
醫院，在處理傷者時，會接觸到
傷者的血液、分泌物和大小便，
甚至屍體等。如果處理傷者時能
夠採取基本的防護措施，除可減
少個人被感染及與傷者交互感染
的機會外，更可防止大型疫症發
生。

天然災難後疫症
的形成

●

災難後常見的傳染病
和疫症

●

災難後預防疫症措施

災難後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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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難後疫症的形成
大型天然災難後發生傳染病和

疫症的風險會增加，原因可歸納為：
‧ 風災、地震、洪水、火山爆發、

海嘯等災難常引致山泥傾瀉和
房屋倒塌，造成很多人受傷和
骨折，傷者容易感染金黃葡萄
球菌及破傷風；

‧ 災難大量破壞基建，使水源被
污染、供水不足、食物短缺和
變壞，難以維持基礎衛生；

‧ 電源截斷，雪櫃和冷凍鏈不能
正常操作，食物及藥物損壞容
易產生胃腸道疾病；

‧ 風災、洪災等災難淹蓋許多農
地，除使傳染病擴散，還形成
很多積水，容易讓蚊蟲繁殖，
散播瘧疾等傳染病；

‧ 火山爆發使空氣污濁，容易產
生呼吸道疾病；

‧ 大量屍體和流浪貓狗成為傳染
病的來源及媒介；

‧ 災難後基礎醫療受影響，傷口
容易產生感染，藥物短缺致使
護理困難。此外，血液供應緊
張、實驗室操作失調等，使醫
療系統崩潰；

‧ 災難後基礎衞生設施被破壞，
垃圾堆積，滅鼠滅蟲工作停頓
或減慢，容易產生疫症；

‧ 大批災民被安置於擠迫的營帳
及臨時收容中心，環境擁擠，
容易產生呼吸道疾病、水痘、
麻疹、甚至腦膜炎。水源和衛
生設備不足，容易產生霍亂、
例如病毒、痢疾等腹瀉性疾病。

災難後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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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風險

天災的類型 ‧地震、風災及龍捲風會引致骨折及傷口感染
‧洪災及海嘯會散播胃腸病菌
‧風災可引致積水，增加瘧疾的風險
‧火山爆發會引致呼吸道疾病

天災影響的規模 規模越大，受災面積也越大，救援也越困難，通
常疫症風險也越高

受影響地域 偏遠地方資源貧乏，災後發生疫症的風險增加

災難時天氣轉變 酷熱天氣、增加腸胃炎及霍亂的傳播，多雨量令
蚊蟲增多，冬季有利流感傳播

災區的本土病 熱帶地方較多瘧疾和登革熱，災難時會增加其傳
播機會

災區基本醫療系統 先進醫療系統可迅速提供治療，減少交叉傳染

公共衛生基礎設施 先進水源及衞生措施，不利病菌繁殖，可減少傳
染病

災難前疫苗接種覆
蓋率

災前疫苗接種率高，可減少麻疹、水痘、流感、
甲肝、腦膜炎雙球菌及破傷風

災難前應變計劃 良好的預防計劃可減輕疫情

災難後救援速度及
能力

完善計劃可減低疫情發生率

風險評估、傳染病
監察

及早察覺傳染病，並且予以適當處理，可減輕疫
情

至於災後發生疫症的風險程度，則視乎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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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常見的傳染病和疫症
災難後常見的疫症是經由細菌

或過濾性病毒侵入人體，能夠直接
或間接傳染他人。傳染病傳播途徑

包括空氣或飛沫傳染、腸道傳染、
血液及媒介傳染和接觸傳染。常見
的災難後疫症如下：

傳染病 傳播方法 臨床表徵

食物中毒
Food Poisoning

進食受細菌 ( 例如沙門氏桿
菌 ) 污染的食物。

嘔吐、嚴重腹痛及腹
瀉。

急性腸胃炎
Acute
Gastroenteritis

進食或飲用不潔食物及食
水，或接觸糞便後處理不
當。常見細菌包括沙門氏桿
菌、過濾性病毒(例如病毒)
或腸毒型大腸桿菌等。

大便頻密 ( 呈水狀或
稀爛狀 )、嘔吐、發
熱，可能呈現脫水及
休克。

霍亂
Cholera

進食或飲用受霍亂弧菌污染
的食物或食水，或接觸糞便
後處理不當。

腹瀉 ( 嚴重時糞便呈
米湯狀 )、嘔吐。

痢疾
Dysentery

進食或飲用受污染的食物或
食水，或接觸糞便後處理不
當。

發熱、腹瀉、腹絞痛、
噁心、嘔吐。

傷寒
Typhoid

進食或飲用受污染的食物或
食水，或飲用未經消毒的奶
類飲品。

發熱、發冷、疲倦、
頭痛、肌肉及關節疼
痛。

甲型和戊型肝炎
Hepatitis A & G

進食或飲用受甲型和戊型肝
炎病毒污染的食物、食水，
或進食貝類海產傳染。

食慾不振、疲倦、發
熱、噁心、腹痛、眼
白呈黃、嘔吐、小便
呈茶色。

(1) 腸道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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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 傳播方法 臨床表徵

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

感冒病毒經飛沫或污染物，
在人多擠迫及空氣不流通的
環境中傳播。

發熱、頭痛、肌肉疼
痛、流鼻水、咳嗽及
喉嚨痛。

肺炎
Pneumonia

通過病者的飛沫或直接接觸
病者的鼻喉分泌物而傳染，
最常見是肺炎鏈球菌

發熱、咳嗽、流黃鼻
涕、耳痛、氣促，嚴
重的會引致敗血症、
腦膜炎及休克

水痘
Chickenpox

水痘病毒可透過空氣傳播或
由接觸患者的工作人員的手
及衣服傳染，病毒多侵襲
10歲以下的兒童。

輕度發熱、類感冒徵
狀，首先會在軀幹發
現紅疹，其後擴散到
面部和肢體。皮疹會
漸形成水泡，然後結
痂。

麻疹
Measles

透過飛沫或直接接觸患者的
鼻喉分泌物而傳染，麻疹病
毒多侵襲未接種疫苗的兒
童。

發熱、流鼻水等感冒
徵狀，幾日後在面部
和身體的皮膚均有紅
疹。

肺結核病 (TB) 肺結核菌會通過患者的痰涎
或噴嚏傳播。

疲倦、冒汗、輕度發
熱、持續咳嗽、血痰、
體重下降。

腮腺炎
Mumps

腮腺炎病毒經飛沫傳染，主
要發生於 5至 15 歲兒童。

發熱、喉痛、面部及
頸腮腺的位置腫脹及
疼痛，可影響胰臟及
睪丸。

腦膜炎
Meningitis

經飛沬傳染，主要發生於密
集及衞生環境差劣的地方，
例如民工宿舍及災後臨時收
容中心。

發熱、頭痛、嘔吐、
怕光、頸部僵直、皮
下出血、全身抽搐、
昏迷。

(2) 空氣或飛沫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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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 傳播方法 臨床表徵

瘧疾
Malaria

被瘧蚊叮咬而傳染。 冒汗、間歇性發熱、
發冷、疲倦、頭及肌
肉疼痛。

登革熱
Dengue Fever

常見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被帶有登革熱病毒的雌性
伊蚊叮咬而傳染給人類，此
病並不會經由人與人之間傳
播。

突發高熱、嚴重頭痛、
眼窩後疼痛、肌肉及
關節痛、食慾不振、
嘔心及出疹，可導致
皮下出血、循環系統
衰竭、休克及死亡。

日本乙腦炎
B Encephalits

蚊子叮咬帶病毒的豬隻或野
雀後，再叮咬人而傳播，但
不會直接由人傳人。

頭痛、發高燒、頸部
僵硬、神志不清、昏
迷、震顫、抽搐、癱
瘓。

傳染病 傳播方法 臨床表徵

傷口感染
Wound infection

通過直接接觸帶菌者的傷
口、 皮 膚 或 鼻 分 泌 而 傳
染，常見的病菌包括金黃
葡 萄 球 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傷口紅腫、疼痛、流
膿，可伴同發熱，嚴
重的會引致肺炎、敗
血症、腦膜炎及休克。

破傷風
Tetanus

不是通過由人傳人傳播，而
是由破傷風梭狀芽胞桿菌釋
放出來的毒素造成的，透過
皮膚表面的傷口入侵人體，
破壞神經系統。

上下顎和頸部肌肉攣
縮而感到疼痛，亦會
引致全身肌肉痙攣、
吞嚥或張嘴困難、呼
吸衰竭。

疥瘡
Scabies

通過直接接觸疥瘡患者或其
衣物而傳染。

手指間的皮膚、手腕、
腋窩、腹股溝及臀部
等部位發炎，感到非
常痕癢。

頭蝨
Head Louse

頭蝨可直接由患者的頭髮爬
到接觸者的頭髮，或經患者
的梳子及枕頭傳染。

頭皮發癢，被搔破的
傷口受到感染。

(3) 血液及媒介傳染

(4) 接觸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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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常見的傳染病和疫症
傳染病是天災過後隱藏著的嚴

重危機，影響地域不只局部限於災
區，也可擴至全球，影響時間可延
至數月。常言「預防勝於治療」，
最佳預防策略是「災難前準備」，
包括：
‧ 適當防風、防水災、防洪、防

山泥傾瀉等措施
‧ 建立完善的基礎建設，特別是

水源、排污系統
‧ 建立良好的公共衛生設施
‧ 鼓勵市民接種防疫注射
‧ 建立完善的醫療系統
‧ 訂下災難應變計劃

‧ 完善監察傳染病系統，預測危
機

‧ 宣傳健康教育訊息，教育市民
如何預防災難知識

一旦災難發生，應該迅速實施
並監察災難應變計劃，成立專責小
組，委位一位曾受訓的感染控制專
員，負責管理災場，監測人羣及工
作人員，確保環境衛生，監察食水
和飲食衛生，安排足夠藥物及疫苗
供應，安排傷者及早獲得治療，教
育人羣防疫，與世界各地及鄰近地
區溝通和交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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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性疫症

引言
在災難的環境下，由於正常

的生活設施，如供水、廁所設備
等受到破壞，加上作為臨時安置
災民的地方擠迫，設施缺乏，個
人的衛生和環境衛生因條件不足
而受到影響，可能會引發一些大
型的急性疫症，例如霍亂、流行
性感冒等。

災難醫療助理在事故現場及
醫院，很多時在處理傷者時，會
接觸到傷者的血液、分泌物和大
小便等，若處理傷者時能夠實施
基本的防護措施，除了可以減少
個人被感染、傷者交互感染的機
會外，更可以防止大型疫症發生。

基本傳染數
●
鼠疫
●
沙士
●

登革熱
●

手足口病
●

大腸桿菌
●

禽流感
●

豬型流感
●
預防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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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性疫症
以往的疫症，例如鼠疫，常

常構成一個災難性的局面，因其傳
染速度可作倍數和快速地增加而成
為爆發性疫症。那些死亡率高的疾
病，可引致大眾市民及社會不安，

而對醫療的需求遠超越醫療設施的
負荷能力，需要外界的援助。流感、
鼠疫、霍亂等曾經引發多次世界性
大流行，其中鼠疫在十四世紀時，
使歐、亞兩洲的人口減少逾三分
一。

傳染病 R0 族群免疫力以阻止疫情的爆發

麻疹 16-18 94%

小兒麻痺 5-7 86%

流行性感冒 2 50%

愛滋病 2-5 尚未有疫苗

基本傳染數的例子 :

爆發性疫症

基本傳染數
‧ 一個受感染的人會把疾病傳染

給多少個人，稱為傳染病的基
本傳染數 (R0)。

‧ 若 R0 < 1，傳染病會逐漸消
失。

‧ 若 R0 > 1，傳染病會成為流行
病。R0 的數字愈大，流行病愈
難控制，易成為爆發性疫症，
直至易感宿主的人口慢慢減
少。但是若有疫苗可供使用，
則可令易感宿主產生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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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爆發性疫症

541 鼠疫 ( 查士丁尼大瘟疫 / 第一次大流行 )

1347 鼠疫 ( 黑死病 / 第二次大流行 ) 

1817 – 1823 霍亂 ( 第一次大流行 )

1829 – 1849 霍亂 ( 第二次大流行 )

1847 – 1848 流行性感冒

1852 – 1859 霍亂 ( 第三次大流行 )

1855 – 1959 鼠疫 (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

1857 – 1859 流行性感冒

1863 – 1879 霍亂 ( 第四次大流行 )

1881 – 1896 霍亂 ( 第五次大流行 )

1889 – 1892 流行性感冒

1899 – 1923 霍亂 ( 第六次大流行 )

1918 流行性感冒 ( 西班牙流感 )

1957 – 1958 流行性感冒 ( 亞洲流感 )

1968 – 1969 流行性感冒 ( 香港流感 )

1961 霍亂 ( 第七次大流行 )

1980s 愛滋病

2009 流行性感冒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豬流感 )

歷史上大規模爆發性疫症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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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鼠 疫

鼠疫
香港在1894年5月爆發鼠疫，

超過 2 千人喪生，這是鼠疫第三
次在全球大流行，相信源於中國雲
南，病毒經人口遷移而輾轉傳播各
地。1894 年 2 月，鼠疫在廣州爆
發，部份廣州人遷移香港，再由香
港傳播全球各大洲。此後 30年間，
香港有超過 2 萬人死於鼠疫，全球
的死亡人數高達 1千 2百萬。

細菌學家阿歷山大·葉赫森
（Alexandre Yersin）於 1894 年首
次在香港從病死者身上分離出導致
鼠疫的病源體鼠疫桿菌，及後細菌
被命名為 Yersinia pestis，以紀念
葉赫森。由於了解鼠虱及老鼠在鼠

沙士（SARS嚴重急性
呼吸道綜合症）

這是一種新發現的冠狀病毒，
它突然出現，並引致非典型肺炎。
由 2002 年 11 月 至 2003 年 5 月
其間，全球約三十個地區有感染病
例，共 8096 人受感染，774 人死

圖 24.2 醫護人員處理受 SARS 感
染地方

疫散播中的作用，防疫措施漸見成
效，滅鼠是預防鼠疫重要的一環。
可是，於大流行時不可單單滅鼠，
此舉只會使鼠虱及其身上的鼠疫菌
離開老鼠而趨向人類，故滅鼠必須
和滅虱同步進行。

亡，其中 1706 人為醫護人員，疫
症主要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發生，其
他地區多為輸入個案。香港有超過
1700人受感染，其中 299人死亡。

冠狀病毒主要經由飛沫近距
離，約一米內傳播，而直接接觸患
者的口水痰涎等分泌物或排泄物，
也可受到感染。當患者在病情嚴重
或進行氣霧的醫療程序時，病毒散
播的機會也會增加。

病毒在二零零三後便再沒有
於人類間自然傳播，這並不代表病
毒已經在世上消失，研究發現它的
自然宿主是若干類蝙蝠，要預防沙
士重臨，必須以謹慎態度接觸大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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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
登革熱有四種亞型，經蚊叮傳

播，主要病徵包括發燒、頭痛、眼
後窩痛、關節痛、紅疹。第一次感
染的症狀通常輕微，但當第二次感
染的是另一種亞型登革熱，發生併

手足口病
1998 年，台灣爆發腸病毒 71

型（EV71）引致的手足口病，患者
主要為小孩。在入院個案當中，約
三成病者情嚴重兼有併發症，主要
為腦幹發炎，死亡率很高。腸病毒
主要由人與人接觸傳播，所以經常
在學校、托兒所發生。

手足口病由腸病毒引致腸病毒
是一群病毒的總稱，EV71 為其中
一種腸病毒。柯薩奇病毒 A16 型是
另一種常見引起手足口病的病毒。
5 月至 7 月是香港腸病毒爆發的高
峰期。傳染途徑主要透過接觸病者
的鼻喉分泌物 ( 咳嗽、打噴嚏時容
易傳播 )、糞便排泄物、受污染的
物件 (如玩具 )及被刺穿的水疱等。
潛伏期為 3 至 7 日，主要病徵包括
發燒、口腔潰瘍、手掌及腳掌出皮
疹，可引致罕見的腦炎及心肌炎。
手足口病沒有特定治療方法，發燒

圖 24.3 登革熱是透過蚊隻散播

圖 24.4 手足口病徵狀     

發症的機會便增加，有機會引致登
革熱出血性休克。

出血性登革熱的症狀包括發
燒、頭痛、肌肉痛、噁心、全身倦
怠、情緒不安、皮下點狀出血、腸
道出血，以至四肢冰冷、脈搏加快、
血壓下降和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登革熱的大規模爆發，主要是
與傳播媒介伊蚊的滋生有關，一般
爆發都是在高溫多雨的季節。預防
方法主要為個人防護，預防蚊叮，
黃昏時間避免外出，穿淺色長袖衣
服，使用驅蚊劑，使用經殺蟲藥品
處理的蚊帳，注意環境衛生，例如
清理積水，至少每星期一次，以減
低蚊子的數量。

及潰瘍病徵一般在一周後消退。嚴
重病患者必須盡快到醫院求醫。

預防方法：
‧ 飯前、如廁後，及處理被糞便

沾污的物品後，應洗淨雙手
‧ 受污染的玩具或其他用品應常

用 1 比 49 的稀釋家用漂白水
徹底清洗

‧ 患者衣物要徹底清洗
‧ 與患者接觸

應戴上口罩
‧ 患者須待退

燒， 身 體 上
的水疱結痂
及紅疹消退
後才可上學

‧ 減少到人多
擠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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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大腸桿菌病毒

大腸桿菌O157:H7
大腸桿菌 O157:H7 主要存在

牛的腸道內，由於經污染的食物分
銷到不同地方，容易引致大範圍爆
發。除典型的免治牛肉外，許多食
物都曾被發現受大腸桿菌污染而引
致疫症爆發，例如 沙律用的蔬菜，
未經消毒的牛奶等。

此病主要病徵包括發燒、腹
瀉，大便可能帶血，其中二成病患
者可能會有併發症例如溶血性腎衰

禽流感
H5N1 禽流感是禽鳥的甲型流

感病毒，也是一種高致病性病毒，
在禽鳥中傳染性很高，病症嚴重，
在雞隻的死亡率超過九成。與感染
人類相近的 H5N1 病毒是於 1996
年在中國廣東的家鵝中發現，1997
年在香港傳播時，很多雞隻受感染
後都即時死亡。

圖 24.6 工作人員處理禽流感事故

香港在 1997 年爆發人類感染
禽流感的疫症，是首次有 H5N1 禽
流感病毒感染人類的病例報告，
十八個人受感染，其中六人死亡。
人類禽流感是經近距離接觸帶病雞
隻或其屍體而受到感染。暫時未有
確實的連續人傳人的記錄。此病發
病後死亡率甚高。

預防方法是避免與雞隻、禽鳥
有近距離接觸，經常清潔受禽鳥糞
便污染的地方。截至 2010 年 5 月
6 日，全球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人
類感染禽流感病例共 498 宗，其中
294 例死亡，死亡率 59%。這些
病例主要發生在東南亞地區及非洲
（印尼、越南、泰國、中國、埃及）。          

竭。嚴重個案一般發生於兒童。
如果懷疑感染此病，切忌使用抗生
素，以免發生併發症的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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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流感
2009 年 4 月 21 日，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報告，在
流感病人身上發現一個新的甲型流
感 H1N1 株，與當時流行季節性流
感 H1N1 不同，其基因結構近似豬
的流感病毒，故被稱為豬型流感病
毒，而病毒是否從豬隻傳到人類，
則未能確定。這個新 H1N1 病毒很
快便於數個月內傳到全世界，成為
繼 1968 年的流感大流行後，最新
的一次流感大流行。由於採取各種
控制措施，病毒本身的毒性不是很
高，這次流感大流行的全球死亡率
與上幾次比較，並不算嚴重。病毒
出現後約半年，疫苗便研制成功，
可供世界各國使用。此病毒現已漸  
漸跟季節性流感病毒相差無異。

預防方法：
疫苗的研製，抗生素的發明，

還有公共衛生的改善，可以有效治
療及預防許多能引致災難性或爆發
性的傳染病，例如麻疹、天花、霍
亂等。可是，新的微生物不斷產生，
人類對它們沒有免疫力。如果這
些病容易地在人類之間傳播，爆發
性疫症便隨時都可以發生，引至災
難，例如二十世紀的愛滋病，最近
如 2003 年的 SARS，2009 年的流
感大流行，其中死亡率高的疾病，
尤更受大眾關注。

圖 24.7 豬型流感病毒
早期在墨西哥散播

傳播鏈 控制方法
帶病者 ( 病原 ) 隔離〈不應上課或到公眾地方〉
微生物傳播途徑 視乎傳播途徑而採取預防措施 ( 例如受污染的食物、

食水、病者的分泌物經咳嗽、打噴嚏時傳播、糞便、
被病者的分泌物污染的物件、蟲媒 )

易感宿主 增強免疫力，例如接受疫苗

現 在 我
們掌握許多醫
療技術，當新
的疫症爆發
時，可以很快
找到新的微生
物病原體，了
解傳播途徑及傳播率，製造疫苗，
最終能有效控制疫情。有時當這些
新的疫症爆發時，由於仍未掌握有
關知識，最有效的控制方法還是中
斷疫症的傳播鏈 - 帶病者 ( 病原 )、
微生物傳播途徑及易感宿主。

當爆發性疫症剛開始的時候，
因大家對病症認識不多，加上各方
面溝通未必能有效達至每一位市民，
會產生集體性不安及恐懼，於是未
必能夠實施有效的預防措施。當找
到病原體，認識了傳播途徑，再加
上有效的控制措施，大部份市民又
能夠按照衛生當局發出的指引採取
預防措施，疫症傳播就可以開始減
慢。如果疫苗研製成功，和市民接
受了疫苗注射，可以大大減低易感
宿主的比例，使疫症較易受控制。

爆發性疫症發生時，必須有效
和務實地把真確清晰的資訊傳遞給
每一位市民，並且教育他們如何採
取預防措施；同時，在科研方面，
開展準確的實驗室診斷及即時研製
疫苗，是成功控制疫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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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

引言
當災難意外發生後，社區上

會發生轉變。由於正常的生活設
施 , 如人群居住出現問題、食水供
應、食物衞生及醫療設施或受到
破壞和影響。若處理不當 , 可能引
發常見和不常見的傳染病，甚至
令一些傳染病也可能會變成流行
疫症。因此 , 災難中的感染控制能
有效預防傳染病傳播。

感染控制

●

個人保護裝置

●

救援人員注意事項

●

預防疫症爆發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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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
感染控制

自然災難發生後，社區上會有
幾個轉變：
1) 人群被迫離開住所，密集在一

個比較細小的地方，增加人與
人接近的機會及時間，或須遷
徙；

2) 清潔食水的供應或受影響；
3) 有效的垃圾、污水處理系統或

已受破壞；
4) 常設的醫療及公共衞生服務

（疫苗注射、傳染病的治療）
或受影響；

5) 環境或受水浸影響。

這些因素，不但可能使當地常
見的傳染病變成流行疫症，也可能
令一些不常見的傳染病變成疫症。

災難中的感染控制，與一般感
染控制的方法並無分別，如要有效
預防傳染病傳播，應採取以下步驟：

A) 災民中心
1) 委任一名曾受訓的感染控制專

員；
2) 檢視受災人群及環境，作危機

評估及分流；
3) 設立隔離區，把具有傳染性徵

狀的災民隔離處理，作為轉送
醫院前的臨時措施；

4) 建立監察制度，例如徵狀監察
系統 (Syndromic Surveillance 
System)； 

表一：匯報具傳染性的徵狀
發燒 (>38˚C)
喉嚨痛
流鼻水
咳嗽
腹瀉
紅疹
紅眼

表二：咳嗽禮儀
咳嗽時用紙巾掩口
把用過的紙巾放入有蓋垃圾筒
清潔雙手
帶口罩

5) 教導災民匯報可能具傳染性的
徵狀 ( 表一及海報 )，並隔離
患者；

6) 教導災民注意個人衛生及咳嗽
禮儀 ( 表二 )，並要經常清潔
雙手；

7) 使用宣傳物品如單張、海報，
作為經常性提示工具；

8) 經常檢查食水及食物衛生、垃
圾及污水處理；

9) 蟲媒控制。
  
當公共衞生及醫療服務回復正

常後，傳染病傳播便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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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現場
‧ 在災難現場，應視乎當時當地

的實際情形而採取適當之預防
傳染病的措施。一般保護，例
如穿著堅固的鞋子，可以防止
皮膚受損，避免感染破傷風等
存在於泥土的細菌。

‧ 在水患時，建築物內或有霉菌
滋生，對免疫力下降的人或哮
喘病人會有風險，故此類人士
應避免進入有霉菌的地方。

‧ 老鼠亦可能在水災後構成威
脅，應注意食物衞生。

‧ 在狂犬症流行的地方，小心處
理因水災而出現動物遷徙的地
方，如被動物咬傷，應立即求
醫。

‧ 一般災後屍體不會增加傳染病
的危機，使用手套、口罩及防
水保護衣，並注意手部衞生，
是標準的預防措施。

‧ 如出現蚊患，應使用驅蚊劑，
避免蚊蟲傳播疾病，例如瘧
疾、日本腦炎、登革熱等。

個人保護裝置

手套、保護衣、外科手術口罩
等。

救援人員注意事項
1) 懷孕者不宜參與救援工作；
2) 應對常見傳染病具備免疫能力

（甲型、乙型肝炎、麻疹、腮
腺炎、德國麻疹、破傷風、腦
膜炎雙球菌等），故應提早接
受疫苗注射；

3) 處理傷口（用不透水敷料）；
4) 認識預防措施及如何使用個人

保護裝置。

海報
匯報具傳染性的徵狀

‧ 發燒 (>38˚C)
‧ 喉嚨痛
‧ 流鼻水
‧ 咳嗽
‧ 腹瀉
‧ 紅疹
‧ 紅眼

請立即通知感染控制專員

圖 25.1 個人保護衣物

203感染控制



預防疫症爆發
(1) 食水供應
‧ 確保不間斷地供應安全的飲用

水，並須予以妥善貯存，飲用
前亦必須經煮沸。

‧ 如飲用水是井水或河水，必須
保護水源清潔，避免受到化學
物品或排泄物污染。

(2) 飲食衞生
‧ 食物要煮透，不吃骯髒、腐

爛、變質或發霉食品，不吃死
亡的禽畜。

‧ 不用髒水清洗瓜果蔬菜和食
具。

‧ 生熟食品應該分開存放。

(3) 個人衞生
‧ 保持個人衞生，遵守打噴嚏或

咳嗽禮儀，不隨地吐痰或丟棄
揩抹鼻涕的紙巾。

‧ 勤洗手，特別是飯前及便後。
‧ 避免與他人共用水杯、餐具、

毛巾、牙刷等物品。
‧ 掛蚊帳，穿長袖衣，塗抹驅蚊

水，避免被蚊蟲叮咬。
‧ 如須接觸病者，救援人員應穿

著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採取
針對血液和體液的預防措施。

‧ 接種預防疫苗，減少風險。

(4) 環境衞生
‧ 臨時居所和救災帳篷要搭建在

地勢較高、乾燥、開陽的地
方。在周圍挖防鼠溝，也有利
於排水和保持地面乾燥。注意
環境衛生，定時用消毒藥水清
洗地方。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注意保暖，不要睡地鋪，如有
需要使用經過殺蟲劑處理的蚊
帳。

‧ 及時清理廢物、垃圾、污物。
‧ 清除積水，銷毀可貯水的固體

垃圾（水瓶、輪胎、水罐等），
定時噴灑殺蟲劑，疏通去水
道，噴灑消毒殺蟲藥水，以防
止蚊蠅滋生。

‧ 設立臨時的廁所，不隨地大小
便，排泄物須妥善收集及定時
清倒。

‧ 妥善處理死者及動物屍體，小
心流浪貓狗及野生動物。

‧ 留心災區當地的情況和流行傳
染病，作適當控制及干預。

(5) 藥物供應、及早治
療

‧ 正確清潔及護理傷口，避免受
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感染。

‧ 確保能提供各類藥物、補液物
資、抗生素和疫苗物資。

‧ 根據動態，及時給予易受感染
人群接種合適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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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疫情監察、匯報、
預警
‧ 遇有疑受感染的個案，須立刻

作詳細檢查和匯報。
‧ 監察、控制和管理傳染病的源

頭。
‧ 監察人群及工作人員的症狀，

特別是發熱、嘔吐、腹瀉、呼
吸症狀等。

‧ 撥出地方作為隔離中心，防止
疫症爆發及蔓延，及早治療。

‧ 監測環境，注意及保留可疑的
食物、吐瀉或污染物。

‧ 設立支援實驗室，及早找出病
源，可預防疫症爆發。

‧ 設立良好通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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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及防護方法

引言
輻射無處不在，既看不見，

又觸摸不到。在我們周圍的環境
中，例如：大氣、水、泥土、岩
石等，都有輻射和放射性的物質。
放射性物質可應用於日常工業和
醫學上，例如核能發電及癌症治
療等。

甚麼是輻射？

●

輻射的種類

●

輻射核能的用途

●

輻射劑量及輻射活性
單位

●

輻射對健康的影響

●

輻射的防護

第二十六章

207輻射及防護方法



輻射及防護方法
甚麼是輻射？

不穩定的原子核必須釋放能量
才能轉化至穩定的狀態。不穩定的
原子核會以電磁波或粒子的形態射

輻射的種類                       
輻射可分為電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及 非 電 離 輻 射 (Non-
ionizing Radiation) 兩大類：

(1) 電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能量高，能使被照射的物質
產生游離粒子 (charged particles 
or ions) 。電離輻射又可再區分為
粒 子 輻 射 (particulate radiation) 
和 電 磁 波 輻 射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 粒子輻射 (particulate 
radiation)

i. 阿爾伐 (Alpha–α) 粒子：是
高速的質子，其穿透能力極
弱，連一般的紙張或人的皮膚
都不能穿透。但阿爾伐粒子可
透過空氣、食物或食水進入人
體，對人體造成傷害。

ii. 貝他 (Beta–β) 粒子：是高
速的電子，較阿爾伐粒子小，
其穿透能力比阿爾伐粒子稍
強，可穿透普通紙張，但無法
穿過鋁板。

圖 26.1 輻射的種類

iii. 中子 (Neutron)：較阿爾伐粒
子及貝他粒子大但並沒有帶電
極，穿透能力很強。

(b) 電磁波輻射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i. X 射線 (X-rays)：穿透能力極
強，能穿透人體，常應用於醫
療上。

ii. 伽馬射線 (Gamma rays–γ) 
：穿透能力極強，能穿透人體。

(2) 非電離輻射 (Non-
ionizing Radiation)

能量低，能使被照射的物質產
生游離粒子 (charged particles or 
ions) 。非電離輻射包括陽光、紅
外線、微波、無線電波、雷達波等。
人們吸收輻射的劑量中，超過 70%
是從自然界來的非電離輻射，其餘
大部分來自醫學診斷時應用的 X 射
線。

出能量，這就稱為輻射，俗稱放射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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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核能的用途
(1) 發電

核反應堆可供應大量的電能。

(2) 醫學
X 射線和放射性元素通常用於

醫療診斷，例如探查身體各器官的
狀況和功能。此外，在治療各類癌
症的方法中，輻射是一個重要的工
具。

(3) 工業
由於輻射線的穿透力極強，工

業上常用作探測及量度物體之用，
例如利用伽馬射線來探測深藏於金

輻射劑量及輻射活性單位
輻射雖無色無味，但可用儀

器來探測和量度。量度輻射劑量對
生物組織影響程度的單位為希沃特 
[Sievert (Sv)]，其千分之一的單位

輻射對健康的影響
雖然輻射無處不在，但人們於

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輻射劑量是非
常低的，對人體不會構成很大的影
響。輻射對人體的影響須視乎輻射
的強度、接觸時間的長短，以及受
照的組織而定。人體瞬間被高於數
十毫希沃特的輻射劑量照射，其電
離作用會使人體的活組織產生變化

屬鑄件內的狀況，也可以利用它來
量度金屬外層的厚度及藏於容器內
的物品。

(4) 保安
在海關關卡設立的 X 射線機

器，可以即時透視貨物箱或行李內
的物品，作為安全及保安的審查。

(5) 考古
考古學家使用核子科技來

鑑定古物的年代，常用的技術
是 “ 碳 14 定 年 法 ” (Carbon 
14 Dating) 和 “熱釋光定年法” 
(Thermoluminescent Dating)。

為毫希沃特 [Millisievert (mSv)]。
量度輻射物質的放射強度 ( 使被照
射的物質產生游離粒子的能力 ) 的
單位為貝可 [Becquerel (Bq)]。

而對人體造成傷害，並可能引致癌
症或在後代中造成遺傳上的缺陷。
倘人體突然接受超過一希沃特輻射
劑量照射，便會產生作悶、嘔吐、
極度疲倦和脫髮等短期症狀。假如
人體所接受的輻射劑量達到十個希
沃特或以上，便會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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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防護
(l) 基本防護指引

在 輻 射 環 境 中 工 作 的 人
員， 必 須 佩 戴 熱 釋 光 劑 量 計 
(Thermoluminscent Dosimeter)，
以記錄身上已接受的輻射劑量。有
關人員每年所能接受的輻射劑量 
( 不包括來自天然輻射和醫療輻射
的劑量) 不可高於20毫希沃特 (註：
一般 X 光檢查，如肺部及腰骨等，
其輻射劑量均少於 10 毫希沃特 )。
一般市民每年所能接受的輻射劑量
不高於 1毫希沃特。

在處理輻射事故或疑似輻射事
故時，除非事故現場指揮的許可，
並已穿戴合適的保護裝備，否則切
勿接近事故現場。

(2) 防護方法
(a) 減少接觸輻射的時間

當進行任何有關輻射的操
作前，應作好充份的準備，例
如先以模擬操作進行訓練，盡
可能縮短與輻射接觸的時間，
以減少受輻射污染的機會；

圖 26.2 熱釋光劑量計

(b)  加設屏障
在進行輻射操作時，應加

設屏障以阻隔輻射的穿透，例
如 X光師須穿上鉛質保護衣；

(c)  與輻射源保持距離
輻 射 劑 量 與 距 離 的 平

方成反比，因此距離輻射源
愈遠愈安全。只被輻射照射 
(irradiated) 而沒有被放射性
物質沾污的人士一般不會對旁
人構成危險。但某些輻射意外
會使在場人士的皮膚表面受
到某程度的放射性物質污染 
(contaminated) ，而放射性物
質會不斷放出輻射，對旁人產
生傷害。在此情況下，受污染
者須用清水沐浴，以清洗皮膚
表面的輻射污染物。

(d)  在輻射區內不可飲食，以免
攝入輻射物質。

(e)  減少吸收散發於空氣中的輻
射塵。

(f)  從事輻射工作後，應立即清
洗及測檢身體。在未清洗
前，不可直接觸摸任何物
品。

(g)  皮膚有傷口時須用敷料予以
遮蓋，而且不可在輻射區工
作；

(h)  所有孕婦都應避免進入輻射
區。

(i)   防止及減低身體積存放射性
碘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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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3(a) 保護衣物及裝備

圖 26.3(b) 災難醫療助理的衣物及
裝備

核事故中釋放出來的放射性碘
同位素是可以進入人體的，如果積
存在甲狀腺內，便會增加甲狀腺癌
的機會。在意外發生之前或之後服
用穩定碘片 ( 碘酸鉀 –Potassium 
Iodide)，可有效防止及減低甲狀腺
病變的機會。 

(3) 保護衣物及裝備
災難醫療助理在執行測檢或

清洗輻射污染程序時，必須穿戴
及攜帶以下的保護衣物及裝備：

1. 實驗室白袍
2. 即棄膠手套
3. 即棄帽套
4. 口罩
5. 膠靴
6. 熱釋光劑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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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測檢及清洗

引言
倘發生輻射意外，附近的人

可能會受到輻射物質的污染。為
了處理可能受輻射物質污染的人
士，應設立一個監測中心，實施
一套有系統而完善的輻射測檢及
清洗程序，協助皮膚表面受到污
染的人士立刻清洗，防止輻射污
染物質繼續釋放輻射。再者，這
些測檢可讓那些懷疑自己曾受污
染的人士安定下來，讓他們不再
恐慌。

 

監測中心

●

測檢及清洗輻射污染
程序

●

污染物品的處理

●

傷口處理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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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測檢及清洗
監測中心 (Monitoring 
Centre)

監測中心應設立在有淋浴設
施的場地，由於可能有很多人都會
懷疑自己受到污染，因此監測中心
一般會設於游泳池，以方便接待大
量的市民。為了配合測檢及清洗工
作的需要，游泳池需要作出適當的
改動，包括封鎖不必要的通道並在
地上貼上指示箭咀，指引到訪者行
走的路線，以防止他們因誤闖地方
而弄污清潔的區域或再被污染。

(1) 設施
一個完備的監測中心應具備以

下的設施：
‧ 基本的電力供應設備，用於照

明及發動各類電器用品；
‧ 基本的通訊設備，供對內及對

外聯繫之用；
‧ 足夠的地方，供接待懷疑被輻

射污染的到訪者，以及進行測
檢和清洗工作之用；

‧ 足夠的水源、淋浴及去水設
施，供疑被輻射污染的到訪者
清洗之用。

(2) 場地區分
‧ 接待大堂
 供接待疑被輻射污染的到訪

者，以及進行測檢工作之用；
‧ 更衣室
 供受輻射污染的到訪者除掉及

棄置衣物之用；
‧ 沐浴區
 供受輻射污

染的到訪者
清洗身體之
用；

‧ 非污染區
 供已清洗的

受輻射污染
者更換清潔衣服及再進行測檢
之用；

‧ 輔導室
 供醫護人員及未受輻射污染者

或已清洗的到訪者接受輔導之
用，以減輕他們的恐慌。

(3) 清洗所需用品
‧ 清洗用品，例如毛巾、肥皂、

棉花棒／球、指甲刷等；
‧ 供受輻射污染的到訪者清洗後

更換的衣服和拖鞋；
‧ 供處理受污染廢物的大小不同

的膠袋，
以及印有
“輻射”
字樣的警
告標誌。

圖 27.1 設施齊全的公眾泳池

 圖 27.2 淋浴區

圖 27.3 清洗所需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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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檢及清洗輻射污染程序
監測中心的到訪者在進行清洗

輻射污染程序之前，須接受體表污
染測檢。使用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
(Surface Contamination Monitor)
進行測檢，可以準確知悉是否曾受
輻射污染。

利用手提表層輻射污染探測器
在 100 平方釐米的物體表層平均量
度，貝他表層輻射污染水平達每秒
1 000計數時，儀器便會響起警號，
或以手提伽馬劑量率探測器在距離
物體表層 10 釐米處量度，輻射水
平如達每小時 1 微希，警號同樣會
響起。而使用手提表層輻射污染探
測器為人進行探測時，如平均值超
過每秒 1 000 的計數率 (Count Per 
Second)，便視作受到輻射污染。

進行監測時 , 在距離頭髮、
胸、背、手掌和大腿前方 1 至 2
釐米等位置探測，以測取讀數。
如五個讀數在探測大約 30 秒後的
( 任何一個位置 ) 平均值超過每秒

污染物品的處理
受污染人士的衣服和個人物品

須放入塑膠袋內密封，清楚標記為
受輻射污染的物品，經記錄後按照
輻射污染物品棄置的規定，交由食
物環境衞生署、環境保護署或有關
人員跟進處理。

1 000 的計數率，便視作受到輻射
污染 , 到訪者必須進行清洗輻射污
染程序（輻射測檢及清洗流程見附
頁）。倘測檢的結果低於設定水平，
到訪者便可以離開監測中心。但為
了消除疑慮，在到訪者的要求下，
也可安排他們進行淋浴。

清洗前，應先小心除去身上
的衣服，避免把衣服拉到頭上，如
有需要可用剪刀把衣服剪開。衣服
和個人物品須放入塑膠袋內密封。
清洗程序就如一般淋浴，由頭部向
下沖洗，但應小心避免意外地把污
水飲下。先用肥皂清洗雙手，用指
甲刷擦指甲縫，然後緊閉雙眼，深
呼吸後以手掩鼻，面向花灑仰頭沖
水，然後再用肥皂清洗全身。此外，
應嘗試噴鼻，把鼻腔內的汚染物排
出。

倘連續三次清洗後測檢的結果
仍高於設定水平，須轉介到指定醫
院作進一步治療。

圖 27.4 汚染物品的處理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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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處理
由於監測中心可能已受到輻射

的染污，如有受傷的到訪者來到監
測中心，須立刻用敷料紗布覆蓋他
們的傷口，並盡快把他們轉介到指
定醫院作進一步治療。

圖 27.5 傷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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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

引言
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是一種

易於使用的電子儀器，可以準確
地量度物體表面是否曾受輻射污
染。使用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可
以在短時間內測檢大量的人士。

 
 

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
的功能

●

功能選擇及熒幕
顯示器

●

使用程序

●

測檢受輻射污染人士
的方法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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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

  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 (Surface
  Contamination Monitor) 的功能
 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是一個手提式的電子探測器，可以
量度物體表面的低劑量輻射污染程度，其運作十分簡便，只要
把監察器置於物體表面，輻射的讀數便會自動在熒幕顯示器上
顯示出來。

功能選擇及熒幕顯示器
一般的體表輻射污染監察器都

有功能選擇器和熒幕顯示器兩個部
分。

圖 28.1(a) 體表輻射汚染監察器 圖 28.1(b) 體表輻射汚染監察器

熒幕顯示

探測器

功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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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程序
1 檢查功能選擇 / 熒幕顯示器、探測器 (Probe) 和電芯等組件是

否齊備，並連接各項組件

2 轉動選擇按鈕 或 
按下開關制以開
啟探測器 
( 檢查電池容量 )

3 測量並紀錄背景讀數

測量背景讀數
( 開啓聲響提示 )

監察器會發出輕
微的聲音，熒幕
顯示器上顯示出
讀數

４ 測量背景讀數
( 關閉聲響提示 )

監察器不會發出
聲音，熒幕顯示
器上顯示出讀數

5 以膠袋包裹探測器，以免受到污染。
手持探測器，緩緩在懷疑受輻射影響人士或物體的表面有系
統地作近距離 ( 相距約 1 厘米 ) 探測。移動探測器必須緩慢地
進行。

6 探測時 , 若聲音突轉及變得尖銳響亮 ( 聲響提示在開啟時 ) 或 
/ 和讀數明顯升高，則須把探測器停留在放射源約五秒，待熒
幕顯示器穩定地顯示其讀數。把讀數及位置清楚紀錄。

7 一般情况下，讀數高出設定水平，便視作受到輻射污染及必
須進行請洗。

8 若沒有污染源頭，可把包裹探測器的膠袋移開，再重新探測。

圖 28.2(a) 開啟體表
輻射汚染監察器

圖 28.2(b) 檢查環境
輻射

圖 28.2(c) 開啟聲響
提示

圖 28.2(d) 關閉聲響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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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檢受輻射污染人士的
方法

如上所述，將探測器緩緩在懷
疑受輻射影響人士的表面 ( 頭髮、
胸、背、手掌和大腿前方 ) 有系統
地作近距離 ( 相距約 1 至 2 厘米 )
探測。移動探測器必須緩慢地進行 
( 約每秒 2 至 4 厘米 )。有系統地從
頭到腳，從左至右地探測。身體前

面及背面均要同樣處理。傷口地方
更應特別小心處理。

一般情况下，讀數高於設定水
平 ( 如在任何一個位置超出每秒 1 
000 的計數率 ) 表示受到污染及必
須進行請洗。

切記，受污染人士在接受清洗後必須重新接受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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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意外

引言
化學物品，例如氰化物、氯

氣，以及生物的病原體，例如細
菌、病毒，有時會因為意外或遭
人蓄意使用而污染人體，造成身
體的傷害或感染。生化意外的嚴
重性須視乎該種物質的毒性及傳
播或污染的能力而定。

現場接觸生化物品的人士除
受到直接的影響外，也可能因衣
服或身體上的污染物而危及其他
在場人士及救援人員。因此，接
觸生化物品的人士必須接受除污
清洗，以防止污染物繼續傷害及
對其他人士構成危險。

當發生生化意外時，除對現
場接觸的人士有直接影響外，很
多時也會導致其他群眾產生恐慌
的情況。

處理生化事故的基本
原則

●

處理生化事故的現場
安排

●

生化意外的種類

●

處理受生化意外污染
的人士

●

個人保護裝備

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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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意外
處理生化事故的基本原則

處理生化事故的重要基本原則
有下列數點：
(1) 現場所有曾接觸生化物品的人

士均可能受到污染，他們必須
在現場接受清洗及污染物檢
測。現場污染物清洗及檢測是
由消防處負責。

(2) 除去身上可見的污染物及衣服
一般已可去除超過八成的污
染。

處理生化事故的現場安排
生化事故現場一般會被分成三

個區域。事發地點 (〝熱區〞) 是
最受污染及危險的，只有穿着高度
保護裝備的消防員才可進入。〝熱
區〞的外環一般稱為〝暖區〞，現

(3) 在生化事故中，保障自身安全
是極之重要的。隊員必須嚴格
跟從現場指揮的命令，及穿妥
合適的保護衣。在任何情况下，
隊員不可進入污染現場及隔離
區域 (〝熱區〞及〝暖區〞) 。

(4) 一經妥善清洗後，曾接觸生化
物品的人士便不再會對其他人
士構成危險，因此治療的程序
也跟一般傷者無異。

場除污清冼會在這範圍內由消防員
負責，醫療人員切勿進入。〝暖區〞
以外的地方稱為〝冷區〞，〝冷區〞
是安全的地方，現場分流及醫療站
一般會設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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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意外的種類
(1) 化學意外

工業上日常應用的化學物品，
很多時含有毒的物質，在意外或人
為蓄意的情況下，可以散播四周污
染人體。對人體有害及可導至化學
事故的化學品極其繁多，以下是部
分可引致嚴重化學意外事故的化學
物料：
1.1 神經毒素製劑 (Nerve 
Agents)
神經毒氣包括有沙林 (Sarin)、

塔本 (Tabun) 和索曼 (Soman) 等
氣體。這些神經毒氣毒性劇烈，有
高的滲透性，也可經由皮膚吸收。
人體與毒氣接觸時，會即時引起嚴
重的反應。例如有抽搐的情況出現
和中樞神經受影響而致呼吸肌肉癱
瘓。Atropine 為治理神經毒氣的其
中一種有效解毒劑 (Antidote)。

1.2 窒息性毒素製劑 
(Pulmonary Agents)
一些刺激性的氣體例如氨氣 

(Ammonia) 或氯氣 (Chlorine)，對
眼睛、口、鼻和上呼吸道都有刺激
的作用。在大量吸入肺部後，可破
壞肺組織而引致肺水腫，以及呼吸

困難和呼吸系統引發的心臟衰竭。
而傷者吸入光氣 (Phosgene) 後，
可能在事發後十多小時才出現肺水
腫的情況。

1.3 血液毒素製劑 (Blood 
Agents)
氫 氰 酸 (Hydrogen Cyanide)

和氰化鉀 (Potassium Cyanide) 等
氰化物，毒性十分劇烈。氫氰酸在
氣化時，其高度的揮發性有穿透普
通呼吸面罩的能力。吸入氫氰酸
後，氫氰酸可經由肺部入侵血液，
並破壞細胞與氧氣的結合，可導至
即時死亡。而食水或食物被氰化鉀
污染後，供人飲用或進食後，氰化
鉀可由消化道進入血液，引致氧氣
吸收的障礙，導致傷亡。

1.4 水疱毒素製劑 (Blistering 
Agents)
硫化芥及氮芥等氣體可以刺激

眼睛、肺部及引致皮膚上皮組織分
離，產生水疱而致有劇烈的痛楚。
通常引致死亡的原因是受污染者的
氣道黏液膜受損，水疱受感染和細
胞的脫氧核醣核酸受影響而引致免
疫系統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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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意外
細菌(Bacteria)、病毒(Virus)、

立克次氏體 (Rickettsiae)、真菌
(Fungi)、生物毒素 (Toxin) 等都可

以對人造成嚴重的傷害。以下是部
分可引起嚴重生物意外事故的細菌
和病毒：

名稱 傳播方法 對人類的影響
碳疽桿菌 
(Bacillus 
Anthracis)

‧ 可透過消化道、
呼吸道、皮膚接
觸等途徑感染。

‧ 可被利用的人為
傳播方法：郵件
傳送或壓縮的氣
霧劑 (Aerosol) 。

‧ 可 引 致 碳 疽 病 
(Anthrax)，碳疽病是高
死亡率的急性傳染病。

‧ 肺炭疽病：早期像普通
感冒，數天後出現嚴重
的呼吸衰竭。

‧ 腸胃炭疽病：嘔血、嚴
重腹瀉等。

‧ 皮膚炭疽病：發癢的皮
膚損傷或黑點狀的水
泡，繼而形成無痛的壞
死性潰瘍。

鼠疫巴斯德菌 
(Yersinia Pestis)
( 俗稱黑死病 )

‧ 經鼠蚤傳染人
類。

‧ 可被利用的人為
傳播方法：壓縮
的氣霧劑。

‧ 可引致鼠疫 (Plague)，
受感染者會出現高熱、
淋巴結腫脹、肺炎和皮
下出血等情況。

沙門氏菌 
(Salmonella)

‧ 污染的食水或食
物、壓縮氣霧劑

‧ 可引致傷寒 (Typhoid)，
受感染者會發高熱、出
疹及腹瀉。

霍亂弧菌
 (Vibrio Cholera)

‧ 污染的食水或食
物、壓縮的氣霧
劑

‧ 可引致霍亂，受感染者
會有嚴重的嘔吐和腹
瀉。

2.1 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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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傳播方法 對人類的影響
天花病毒 
(Smallpox Virus)

‧ 主要透過空氣中
的液滴傳染。

‧ 可被利用的人為
傳播方法：壓縮
的氣霧劑。

‧ 可 引 致 天 花 病 
(Smallpox)，受感染者
會發高熱，全身皮膚起
泡疹。

‧ 天花是高死亡率的急性
傳染病。

腦炎
(Encephalitis) 相
關的蟲媒病毒病
毒 (Arbovirus) 
如：委內瑞拉馬
腦炎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Virus)

‧ 透過帶病毒的蚊
子或昆蟲傳染。

‧ 可被利用的人為
傳播方法：壓縮
的氣霧劑。

‧ 可 引 致 腦 炎 
(Encephalitis)，受感染
者會發熱、頭痛和陷於
昏迷狀態。

出血熱
(Hemorrhagic 
Fever)相關的蟲媒
病毒 (Arbovirus) 
如：黃熱病病毒、
登革熱病毒等

‧ 透過帶病毒的蚊
子或昆蟲傳染。

‧ 可被利用的人為
傳播方法：壓縮
的氣霧劑。

‧ 可引致黃熱病 (Yellow 
Fever) 等。

‧ 黃熱病患者出現發熱、
寒顫、肌肉疼痛 ( 特別
是後背疼痛 ) 及頭痛等
情況。病情嚴重的，可
引起皮膚及眼睛變黃、
肝腎衰竭和內出血。

2.2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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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受生化意外污染的
人士
(1)  化學意外

受到化學意外事故影響的人
士，一般而言，其皮膚、黏液膜或
衣服都會受到污染。此等化學毒物
可能對受影響人士繼續傷害及對其
他人士構成危險。在事發的災場，
救援人員將現場封鎖，由穿上特別
保護衣物的消防員將受污染者從災
場救出。只有經許可及穿上適當
的保護衣物和裝備人員才可進入現
場。在進行治理工作前，所有受污
染人士都要首先經過清洗的程序。
未能證實是否有污染的人士都須視
作曾被污染，一律須接受清洗。

(2)  生物意外
受生物意外污染的人士，很

多時沒有即時的身體病變。細菌或
病毒入侵人體後，通常需要一段潛
伏期才會引發徵狀的出現。處理懷
疑受到生物意外事故污染的人士，
需要依從處理一般傳染病患者的方
法。救援人員按需要穿上隔離衣，
帶手套、帽子和口罩，以避免受到
傳染。受感染者的口水分泌物、血
液及排泄物等，須要消毒處理，避
免細菌或病毒傳播開去。如遇到受
粉末製劑污染的受感染者，即時用
水沖洗是一種有效的處理方法。

(3)  沖洗方式
在現場會設置一些臨時的帳

篷，其內配備了淋浴設施及水龍
頭，讓受污染者由頭到腳清洗全
身。受污染者沖洗完畢後，須換上
清潔的衣服，而除下的衣物則須以
膠袋密封，並在膠袋上貼上有“危
險”字樣的標簽，以供識別。一經
妥善清洗後，曾接觸生化物品的人
士便不再會對其他人士構成危險，
因此治療的程序也跟一般傷者無
異。

(4)  傷勢處理
受污染者會因應不同的化學物

品，產生不同的症狀。醫護人員須
按其情況，給予適當的治理。例如：
眼部感到疼痛 － 用水沖洗
皮膚有水泡 － 用紗布覆蓋
呼吸困難　－ 給予高濃度氧氣
呼吸不足　－ 用膠囊及面罩復甦器
或插入氣管內導管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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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保護裝備
須要進入事故現場將傷者撤離

的消防員，由於有很大機會與生物
和化學物品直接接觸，都會配備整
套的高效能防護裝備。醫療人員切
勿進入事故現場的〝熱區〞和〝暖
區〞。

當受污染者獲撤離現場並沖洗
完畢後，醫護人員便會接手處理此
等傷者。長袍、手套、膠靴、口罩、
帽等保護裝備可以有效地為醫護人
員提供保護。

在生化事故中，保障自身安全
是極之重要的，隊員必須嚴格跟從
現場指揮的命令。

圖 29.1 個人保護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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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的處理

引言
大型災難事故的發生，可能

會引致無數人命傷亡。為了日後
能有效地辨認死亡人士的身分，
並易於從死因解剖找出致命的原
因，拯救人員在記錄、標籤和運
送屍體時，需要一套清楚的程序
和方法。

 

判斷傷者死亡

●

臨時停屍處

●

屍體的記錄和標籤

●

屍體的包裹

●

運送屍體往殮房

●

屍體的確認

●

屍體的後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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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的處理
判斷傷者死亡

在災難現場，為了善用醫療
資源來搶救有生存機會的傷者，在
檢傷分類時，醫護人員會把一些心
臟和呼吸已經停止的傷者判斷為死

臨時停屍處
如果災難事故現場的死亡人數

眾多，救援人員在抵達現場後，須
設立臨時停屍處，集中處理已被判
斷為死亡的傷者。

因可能須重組案情，在現場分
類中被判斷為死亡的人士，其遺體
或殘骸，必須登記清楚，加上標籤
和編號後，在原位拍照，供日後識
別和記錄，並經指揮中心授權後才
可以搬移到臨時停屍處。在傷者收

屍體的記錄和標籤
每具屍體應登記的資料包括：
‧ 死者的性別
‧ 死者的國籍
‧ 大約年齡
‧ 外傷情況和其他特徵
‧ 發現屍體的地點和位置
‧ 發現人員
‧ 證實死者已死亡之醫務人

員姓名、日期及時間
‧ 記錄者的姓名及編號
屍體和殘骸均須加上標籤和編

號，方便貯存和辨認。

亡，掛上黑色的傷者分類標籤，以
作標記。至於那些身首異處或燒成
焦炭的傷者，也會掛上死亡標籤，
無須進行任何施救的程序。

容處經搶救無效的死者，其遺體應
盡快移到臨時停屍處，以免其他受
傷人士看見後引致心理上不良的反
應。

在選擇地方設立臨時停屍處
時，須作周詳考慮。地點不宜與其
他傷者太接近，應設立在不顯眼並
遠離群眾的地方。此外，該地點最
好接近路旁，讓搬運屍體到殮房的
車輛可以直達。

圖 30.1 清楚記錄屍體的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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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的包裹
雖然屍體不會即時引致傳染

病，但基於外觀和衛生的要求，所
有屍體須用膠袋封密及包裹，以免受
到蒼蠅或蟲鼠的滋擾，並可防止疫
症的發生。在有需要時，可在密封
屍體前，拍下死者的容貌作為記錄，
方便其家人日後以相片辨認死者。

屍體的確認
一些不能以相貌及外表辨認的

屍體或殘缺的身軀和肢體，可以利
用其他方法幫助確認死者的身份。
常用方法包括：
1. 死者的個人特徵 ( 如手術疤

痕、胎痣、紋身等 )；
2. 死者的衣著及首飾；
3. 指紋；
4. 牙齒特徵：牙科醫生可以檢驗

死者的牙齒，並與其生前的牙
齒記錄作比較，以確定死者的
身份；

屍體的後期處理
所有非自然死亡的個案都受香

港法律第 504 章「死因裁判官條
例」管制。屍體經死因解剖及家人
辨認後，便會獲發還殮葬。如果死
亡人數眾多，有關當局須統籌屍體
的處理。在考慮處理的方案時，須
顧及公共衛生、資源和死者家人的

運送屍體往殮房
安放在臨時停屍處的屍體應盡

快運送至指定殮房，尤其在炎熱的
天氣，屍體很容易變壞，甚至腐爛。

在運送屍體離開臨時停屍處
時，須清楚記錄屍體會運往何處，
確保記錄準確。

處理不完整的屍體時，須小心
把殘缺的部份用膠袋包裹。如有懷
疑，應把各殘缺部份分開包裹及標
記清楚，待日後重新整理及確認。
如有個人的物品和財物，須妥善貯存
及登記，待日後由死者的家屬認領。

5. 脫氧核糖核酸鑑証 (DNA)：
每個人的細胞核內含有的脫氧
核糖核酸都是獨特的，通過科
學鑑証，可以比較殘缺的軀體
和肢體是否同屬一人。如果能
夠獲得當事人的脫氧核糖核酸
樣本，例如從牙刷中的血液抽
取，便可以知悉死者的身份；

6. X 光照片：死者生前的 X 光照
片所顯示的特徵，可和屍體的
X光照片所顯示的作比較。

意願。雖然把屍體火化是一個最簡
單而有效益的方法，但仍有不少人
士和民族會要求土葬。無論採取何
種方法處理屍體，屍體都須經核證
和記錄；如家人要求領回屍體，須
待獲發許可證後才可以自行處理屍
體。

圖 30.2 運送屍體到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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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器材的應用





應急物料

引言
當災難意外發生時，需要大

量緊急醫療器材及物料治理大量
的傷者。如果能夠有系統、有計
劃地把這些物資預備好，便可在
災難意外發生時，即時處理傷者，
減低人命損傷。

物品類型

●

儲存數量

●

物品的包裝

●

物品的儲存

●

物品的檢查及更換

●

醫療輔助隊的應急物料

●

熟習各類物品的應用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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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物料
物品類型

醫療器材和物料種類繁多，需
要儲存備用的物品應依據傷病的類
別和救援當局預早定下的應變方案
和策略來決定。在決定物品的類型
時須考慮以下兩點：
‧ 物品的一般性：只儲存處理某

類傷勢常會應用的簡單物品，
例如常用於處理骨折夾板及手
術儀器。

儲存數量
由於資源的限制，難以貯藏

大量緊急醫療器材及物料，因此必
須準確和合理地估計各項物品的基
本需求量，以免浪費金錢和地方，
並加強檢查、維修及更新物資的管

物品的包裝
各種物品須分類包裝，最好

先以膠袋把物品密封再用膠箱把每
類物品獨立包裝。膠箱的大小要適
中，重量最好少於 20 公斤，方便
搬運。在每個箱上列出內容物的種
類，加上編號，以方便管理。

‧ 物品的普遍性：在決定物品的
種類後，選擇最普遍的型號，
例如選用手動的抽液器，因為
這型號的抽液器是一般救援機
構都會採用的。

理。依據災難事件的發生次數、類
型、受影響人數等，小心計算需要
儲存的物品數量，同時也應考慮在
緊急時期，本地或海外市場的供應
情況。

圖 31.1 不同類型的物品

圖 31.2 物品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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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儲存
災難事故的發生，往往會影響

道路及交通，妨礙物品的運送，因
此在考慮儲存地點時，最好以分區
的形式存放，每個地區都設有本身
的儲存倉庫，當發生災難事故時，
便可自行提取應急物料。

物品須儲存在容易提取的地
方，例如在建築物的下層或鄰近馬
路旁，方便搬運。儲存物品的地方
需要有足夠的空間，使各類物品能
清楚而有系統地排列。此外，必須

物品的檢查及更換
緊急倉庫須專人負責管理，須

定時檢查、整理和更新各項物品。
有些器材，例如氣管內導管，在有
效期到達前便要更換，而一些塑膠

醫療輔助隊的應急物料
醫療輔助隊在香港不同的區域

設立了緊急倉庫，把應急物料用膠
箱獨立包裝。所儲存的醫療物品可
概括劃分為以下兩類：

(1) 醫療物品
1.1 維持呼吸和氣道的物品

氧氣面罩、口咽膠氣喉、膠囊
及面罩復蘇器、氣管內導管、抽液
器和抽液喉管等。

1.2 處理出血和燒傷的物品
紗布、棉花、大小不同的敷

料、繃帶和非黏貼性的敷料等。

空氣流通，室溫不能過高，並且不
會受到潮濕和水浸等問題影響。

物品，例如氧氣面罩的塑膠部分，
會很容易老化，也應定期檢查和更
換。

1.3 固定骨折的物品
吹氣夾板、鋁展夾板、牽引夾

板和尺寸不同的石膏紗布等。

1.4 用於緊急手術的物品
手術刀、外科儀器 ( 動脈鉗、

便用鉗、紗布鉗、針等) 及縫線等。

圖 31.3 物品的儲存

圖 31.4 醫療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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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房用品
在大型事故中，往往需要設立

臨時的換症站及醫院，因此必須儲
存可供這些設施的病房用品，例如
病床、換症車、輪椅、毛毯、床單、
尿壺、便盤等病房用品。一些常用
藥物，例如止痛藥、麻醉藥、消毒
溶液、靜脈輸入溶液等，由於有限
定的使用日期，通常不會儲存在倉
庫內，而是由有關的醫院在日常使
用量中額外撥出部份作儲備，以防
不時之需。

圖 31.5 病房物品

熟習各類物品的應用
為了使救援人員在災難期間，

可以熟練地提取各種物料和設立臨
時的換症站及醫院，他們需從訓練
中熟習各種物料的擺放和各種儀器
的使用方法。除了課室的訓練外，
定期演習、模擬在災難發生時設立

臨時換症站和醫院、處理及接收病
人等訓練，不但可測試救援人員的
技巧，還可以讓有關單位作出協調
行動來配合，從而可更有效地運用
應急物料作救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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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材

引言
當身體組織的氧份不足或組

織利用氧份發生障礙時，身體的
功能、代謝會產生變化，甚至危
及生命，這種情況稱為缺氧。嚴
重缺氧的傷者除了會身體發紺外，
還會出現神志混亂及心肌缺血的
心律不齊，必須即時使用呼吸輔
助器和接受輸氧。

缺氧原因

●

血液中的含氧量

●

供氧的濃度

●

使用氧氣的一般守則

●

氧氣調節器系統

●

輸氣面罩及喉管

●

膠囊及面罩復蘇器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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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材
缺氧原因

導致傷者出現缺氧的一般原因
如下：
呼吸系統障礙

胸部受傷、氣管炎、肺炎、肺
氣腫、哮喘、哽塞

血液中的含氧量
人 體 內 的 氧 氣 運 輸， 主

要 是 靠 紅 血 球 中 的 血 紅 素 與
氧份子結合，成為含氧血紅素
(Oxyhaemoglobin)，隨紅血球於
循環系統中運輸氧份。發紺是皮膚
表面缺氧的明顯徵狀，使用血氧計
(Oximeter) 可以測量血液的含氧飽
和度，了解傷者血液的含氧情況。

(1) 含氧飽和度
含氧飽和度以百分比 SpO2%

讀數顯示，最高讀數為 100%。

含氧飽和度
(SpO2%)

缺氧情況

95% - 100% 無
91% - 94% 輕度缺氧
86% - 90% 中度缺氧
少於 86% 嚴重缺氧

圖 32.1 血氧計

(2) 血氧計的使用
血氧計主要由一部置有分析系

統的氧氣傳感器 (Oxygen Sensor)
組成，夾在傷者（成人）食指的傳
感器會發出和接收兩組不同的紅
光，根據含氧血紅素和去氧血紅
素 (Deoxyhaemoglobin) 對兩組紅
光不同的感應，可計算出含氧飽和
度。除含氧飽和度外，血氧計還可
以把傷者的脈搏次數顯示出來。

循環系統障礙
心力衰竭、心肌梗塞、嚴重出

血、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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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調節器系統
(Oxygen Regulating 
System)

氧氣調節器系統包括氧氣樽及
氧氣調節器。氧氣調節器是一個 特
製的組件，控制輸出的氧氣流量，
用以配合不同的面罩，可以輸送不
同濃度的氧氣予傷者，它設有壓力
錶，顯示出樽內氧氣的存量。氧
氣樽有多種型號可供選擇，例如 C
型、D 型、K 型等。大型的氧氣樽
通常放置於在救護車內，而小型的
手提樽則可攜帶到災難現場使用。 圖 32.2 氧氣調節器

供氧的濃度
處理患有一般性呼吸或循環

系統障礙的傷者時，通常都會給予
高濃度的氧氣，而處理患有慢性阻
塞性氣道疾病 (COAD – Chronic 
Obstructive Airway Disease) 的傷
者時，則會供應低濃度 ( 即 24% - 
31%) 的氧氣。

使用氧氣的一般守則
氧氣可以助燃，而氧氣樽的氧

氣是在高壓液化狀態下貯存的，因
此在使用時須十分小心，並應注意
以下各點：
1. 嚴禁在現場生火或燃點明火和

香煙；
2. 切勿把潤滑油塗在氣樽、調節

器間的裝置及接合處；

慢性阻塞性氣道疾病的患者
包括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等傷
者。這些病人的血液長期含有較高
濃度的二氧化碳，故他們的呼吸反
應，只會在血液含氧量降低時才會
引發，如果讓他們吸入高濃度的氧
氣，便會使他們的呼吸受抑制。

3. 妥善貯存氧氣樽，切勿貯存在
溫度高於攝氏 50˚C的地方；

4. 不可自行維修氧氣樽及相關系
統的組件；

5. 使用氧氣樽前，小心核對樽身
上的標籤，以免誤用其他的醫
療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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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類型的氧氣樽
在救護車上使用的氧氣調節器

系統，其氧氣流量控制器另外設於
車廂內的供氧喉管的接駁器上，而
壓力錶則附在氧氣樽的接駁器上。

使用原則

1. 供氧前確保供氧儀器性能良
好；

2. 向傷者解釋有關輸氧之事宜，
並替傷者戴上適當的面罩；

3. 供氧時小心觀察傷者的反應；
4. 每供氧 20 分鐘，便須把面罩

移開，以免傷者的氣道過於乾
燥，待兩分鐘後再繼續供氣；

5. 留意輸氣之壓力是否過高，在
有需要時可暫時移開面罩來減
低壓力，以免阻礙傷者呼吸；

6. 調節器可與不同面罩連接使用，
提供不同濃度的氧氣予傷者；

7. 進行人工灌氣時，把氧氣調節
器與膠囊及面罩復蘇器連接起
來。

(2) 濕潤器
長時間供應氧氣的氧氣系統都

會裝上濕潤器，主要的作用是使氧
氣系統內乾燥的氧氣濕潤至飽和濕
度後，才供傷者吸入。濕潤器須儲
水半滿，而儲水須每天更換。

圖 32.4 簡單面罩

輸氣面罩及喉管
常用的輸氣面罩及喉管包括簡

單面罩 (Simple Face Mask)、文氏
面罩 (Venturi Mask)、高濃度面罩
(Non-rebreather Mask) 及鼻套管
(Nasal Cannula) 等。

(1) 簡單面罩
使用簡單面罩可為傷者輸送頗

高濃度的氧氣。即使氧氣流量只調
校至每分鐘 6 - 12 公升時，氧氣的
濃度已達 28% - 60%。使用時選擇

一個大小合適的面罩，盡量把它貼
服地覆蓋著傷者的口鼻，便可供應
指定濃度的氧氣。

型號 氧氣量 備註
C 230 公升 存量少於一半

時便須更換D 320 公升
E 700 公升 存量少於四分

一時便須更換G 1500 公升
K 3400 公升

圖 32.3  "D" 型的氧氣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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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文氏面罩 

圖 32.6 高濃度氧氣面罩

(2) 文氏面罩
文氏面罩通過其特有的氣體

混合咀，可以調節氧氣和空氣的比
例，準確地輸送濃度 24% - 31%
（氧氣流量每分鐘 3 公升）和
35% - 50%（氧氣流量每分鐘 6 公
升）的氧氣。文氏面罩常用於慢性
阻塞性氣道疾病的傷者。使用時先
按需要調校氧氣流量（即 3或 6公
升），跟著再調校氣體混合嘴上的
氧氣百分比數字，便可以確實如數
字顯示出來的份量輸送氧氣予傷者。

處理一般慢性氣道阻塞性疾病
的傷者時，最初只可給予 24% 濃
度的氧氣。如果吸入氧氣後情況有
所改善，供氧量可維持在 24%。如
果吸入氧氣三分鐘後患者缺氧的情
況仍沒有改善，應把供氧量調校高
一級至 26%。依照此程序，最後可
以把氧氣量調校至最高的 50%。

為慢性阻塞性氣道疾病的傷者
輸氣時，須特別留意其神志和呼吸
狀況，如發覺其清醒程度下降，加
上呼吸速率變為緩慢，便須以膠囊
及面罩復蘇器灌高流量氧氣。

(3) 高濃度氧氣面罩
高濃度氧氣面罩末端的氣袋可

以貯存氧氣，供應 80% - 90% 濃
度的氧氣，適用於嚴重創傷、休克
或嚴重缺氧的傷者。在使用時先把
儲氣袋儲滿氧氣，然後才給予傷者
使用。氧氣流量須調校至每分鐘
12 - 15 公升，並須確保儲氣袋沒
有扭曲，袋內貯存的氧氣量經常不
低於總容量三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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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鼻套管
鼻套管是一條塑膠管子，其末

端有兩個分叉，可以放進傷者的鼻
孔內。把鼻套管接駁至氧氣樽，氧
氣流量調較至每分鐘 1 - 6 公升，
便可提供 24% - 44% 濃度的氧氣
予傷者。

使用鼻套管供氧對傷者的好處
如下：
1. 避免面罩壓着臉部損傷或嚴重

灼傷的部位；
2. 方便嘔吐；
3. 方便進食及說話。

圖 32.7 鼻套管 

圖 32.8 袋裝面罩

(5) 袋裝面罩
袋裝面罩的設計輕巧，可以方

便隨身攜帶，以作人工呼吸之用。
袋裝面罩的中央開口處連接著一個
接合器，接合器內有一個不可逆向
的活門。當面罩密封傷者口鼻時，
可通過接合器，將空氣吹入患者肺
部，而患者肺部呼出的空氣則可由
活門旁邊的通氣孔排出，每次吹入
的氣量約 700 - 1000 毫升。袋裝
面罩配有氧氣接嘴，每分鐘可供應
12 - 15 公升氧氣給傷者。

(6) 非接觸性輸氧
適用於一些不能接受接觸性

輸氧的病人，例如幼童及面部受傷
的病人。把高濃度氧氣面罩放置於
病人胸骨前，並把氧氣流量調校至
每分鐘 10 公升，就能把面罩周圍
35cm 乘 32cm 範圍內的空氣含氧
濃度提升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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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囊及面罩復蘇器
(Bag-Valve-Mask 
Resuscitator)

膠囊及面罩復蘇器是一種人
工操作的儀器，能把空氣中的氧
氣輸送給傷者。如每分鐘把十二
公升至十五公升的氧氣輸進復蘇
器，可輸送予傷者的氧氣濃度達
40% - 60%。如把氧氣儲存袋接駁
到復蘇器上，氧氣的濃度可增至
80% - 90%或更高的濃度。

使用步驟

1. 站立或雙膝跪於傷者頭部的前
面；

2. 進行灌氣前，替傷者插入大小
適當的口咽膠氣喉，

3. 以免其舌頭後墮，從而保持氣
道暢通；

4. 選擇大小合適的面罩，把面罩
頂部放在傷者的鼻樑上，底部
放在其下頷處；

5. 拇指及食指跨過面罩之上，其
餘指頭抓著下頷骨邊沿，以確
保面罩把口鼻完全密封；

6. 如果傷者的頸椎沒有受傷，可
用抓著傷者下頷骨的手指把頭
向後仰；

7. 用手柔和地擠壓膠囊氣袋，
約每 2 秒一次，可以輸入約
700 - 1000 毫升的氣體進入傷
者的肺部；

8. 如傷者為成人，應每 5 秒擠壓
氣袋一次，如為小孩，應每 3
秒擠壓氣袋一次；

9. 留意傷者胸部是否有起伏，以
確保灌氣有效。
‧ 如懷疑傷者頸椎受傷，可

由一名隊員使用改良推頷
法按壓面罩，使傷者口鼻
密封，另一隊員則擠壓氣
袋灌氣。

‧ 把面罩密封傷者口鼻的動
作，最好由一人用雙手施
行。

圖 32.9 膠囊及面罩復蘇器

圖 32.11 急救員透過膠囊及面罩復
蘇器為傷者輸送氧氣

圖 32.10
為傷者量
度適當口
咽膠氣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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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外置式心臟去顫器

引言
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自動

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 (AED) 的應
用已十分廣泛，一般救援人員經
訓練後，也可以使用它來為有需
要的傷者進行心臟電擊治療，拯
救生命大大提高了突發心臟病患
者獲救治的機會。

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自動
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 (AED) 的應
用已十分廣泛，一般人經訓練後，
也可以使用它來為有需要的傷病
者進行心臟電擊治療，拯救生命
大大提高了突發心臟病患者獲救
治的機會。

 

去纖顫電擊

●

心臟去纖顫器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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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外置式心臟去顫器
去纖顫電擊 
(Defibrillation)

正常的心臟跳動以規律的搏動
方式進行，使心肌能作出強而有力
的收縮，輸送血液。心臟搏動是指
心肌內特別的心肌細胞發出脈衝，
傳播至心肌纖維組織，刺激心肌收
縮，整個心肌內的脈衝傳送，稱為
傳導系統。心臟傳導系統的正常途
徑如下：脈衝由竇房結 (SA node)
發出訊息，引起心房收縮，再傳
經房室結 (AV node)，而至喜氏束 
(Bundle of His)，然後傳播到兩心
室的肌肉，引起心室收縮，泵送血
液流遍全身。

當傷者出現突發心臟停頓 
(Cardiac Arrest)， 心 臟 便 不 能
正常運作。而心臟停頓前，最常
見的初期心律是心室性心動過速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 VT)。
若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心室性心動
過速會很快轉變成心室纖維性顫動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 VF)，這種

圖 33.1 生存鍵環

無組織而快速的顫動，不能有效地
把流入的血液輸出，最終導致心律
休止 (Asystole)，使傷者死亡。

拯救此類傷者若單獨施行心肺
復蘇法，只能延長心室纖維顫動的
時間，但未必能使心臟回復正常跳
動。治療這種致命的心律不齊，唯
一有效的方法是施行去纖顫電擊治
療。去纖顫電擊的目的是在極短的
時間內發出大量能量，把不規則跳
動的節律點抑壓，終止心室纖維顫
動或其他心律不齊的情況，使心臟
有機會回復由竇房結發出指令，從
而產生泵動效應。越早施行去纖顫
電擊，傷者獲救治的機會就越大。

生存鍵環包括五組行動：
‧ 立即確認心臟停頓並要求緊急

救援； 
‧ 必須盡早進行心肺復蘇法，並

強調先作胸部按壓；
‧ 盡早去顫； 
‧ 進行有效的高級生命支援； 
‧ 完整的心臟停止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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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擊能量及流向傳
送模式

心臟去纖顫器能否發放適當的
能量，會影響電擊的成效。電擊能
量過多會使患者的心肌受損，過少
則無法終止心律不齊。現時的心臟
去纖顫器的能量流向模式主要分為
兩大類：單向傳送  (Monophasic 
waveform) 及雙向傳送 (Biphasic 
waveform)。

                                                 
現今絕大部份的心臟去纖顫器

皆為雙向傳送模式，每次使用的能
量為 120-200 焦耳之間。

圖 33.2 分析系統

圖 33.3 單向傳送

圖 33.4 雙向傳送

心臟去纖顫器 
(Defibrillator)

心臟去纖顫器是一部能發放出
適當電量，使心律不齊的心臟恢復
正常的儀器，現時的自動外置式心
臟去纖顫器 (AED) 設計精密，是
一部精良的電腦化儀器。不同牌子
及型號的心臟去纖顫器有不同的外
形、配件及控制鍵，但一般都具備
下列的基本配置：

(l) 分析系統
機身內置精密的微型電腦系

統，通過分析病者的多段心電圖
像，以及根據心律次數、傳導、波
輻等資料，能判讀傷者的心律狀
況，在需要時會建議使用去纖顫
電擊。若建議電擊時，機件會自動
充電至適當能量，進行電擊。心臟
去纖顫器一般可分為下列的操作模
式：
‧ 全自動 – 只須按下啟動鍵，

系統便會自動操作，完成心律
分析後，如建議進行電擊，機
器會自動充電，並傳送電擊；

‧ 半自動 – 操作人員須按下電
擊鍵才可進行電擊；

‧ 人手調控 – 操作人員須自行
判讀心律及調校電擊能量作電
擊，須由專業人員使用。

能量

能量

單向傳送

雙向傳送

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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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記錄儀器
不同的機種使用不同的配置來

記錄患者及操作的資料。有些機種
會把有關資料記錄在機身內的記憶
系統，有些則使用外置的記錄盒或
資料卡。患者的記錄可以即時或事
後列印出來，作為永久的記錄。

(4) 電擊墊及電導線
電擊墊每組有兩片，主要功能

是記錄心律及傳送電擊能量。電導
線連接主機及電擊墊。兩片電擊墊
分別貼於患者右方鎖骨下及接近心
尖的位置上。

                                               

圖 33.5 FR2 及配置的記憶系統 圖 33.6 電擊墊及電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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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
進行分析程序前，拯救人員必先：
‧大聲呼喚「離開傷者，進行分析」；
‧確定傷者沒被移動或被觸碰。

施救程序
1. 開啟電源及連接電擊墊子

開啟電源，把電擊墊子分別黏貼在傷者的右胸上方及接近心尖處的肋骨
上。

3a. 建議電擊
若心律為心室撲動或心室纖維性
顫動，分析系統會建議進行電擊。
拯救人員大聲呼喚「離開傷者，
進行電擊」；
‧確定傷者沒被移動或被觸碰；
施行電擊 1 次後，立即施行心肺
復蘇法 2分鐘；
‧2 分鐘後再進行心律分析，如
心律仍為心室撲動或心室纖維性
顫動，再重複施行電擊 1次；
施行電擊 1 次後，立即施行心肺
復蘇法 2 分鐘，同時盡快安排送
院；
‧途中每 2 分鐘進行心律分析一
次，按分析結果進行電擊，配以
行進間心肺復蘇法。

3b. 不建議電擊
若呈現心律休止或正常心律，分
析系統會建議不進行電擊。
‧若傷者出現血液循環恢復的跡
象，包括頸動脈明顯搏動、呼吸
正常、咳嗽或肢體移動，可為他
進行病人評估，並給予適當治療；
‧若血液循環恢復的跡象不明顯，
則施行心肺復蘇法 2分鐘，然後
再進行心律分析，同時盡快安排
送院；
‧途中每 2 分鐘進行心律分析一
次，按分析結果進行電擊，配以
行進間心肺復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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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確定清醒程度及呼吸狀況
 確定傷者是否不省人事。並觀

察其呼吸是否正常。
2.  召喚求援
 如傷者沒有反應，並且沒有呼

吸或沒有正常呼吸，必須立刻
召喚求援。同時呼喚旁人或同
伴找尋自動外置式心臟去纖顫
器到現場。

3.  檢查血液循環
 如果沒有明顯血液循環恢復的

跡象，應開始胸部按壓，並使
用心臟去纖顫器（如可取得的
話），按分析結果電擊心臟，
以糾正心臟不正常跳動的情
況。

4.  暢通氣道
 每完成三十次體外壓心後，以

適當方法暢通氣道。
5.  人工呼吸
 施行人工灌氣兩次。重覆

30：2 心肺復蘇法，直至心臟
去纖顫器到場。

6.  使用自動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
開機
‧ 開啟電源；
‧ 把電擊墊分別黏貼在傷者 

 的右胸上方及接近心尖處 
 的肋骨上；

‧ 暫時停止施行心肺復蘇  
 法。

分析 ( 每次分析，必先進行下    
        列步驟 )

‧ 大聲呼喊：「離開傷者， 
 進行分析」；

‧ 確定傷者沒被移動及被觸 
 碰；

‧ 按下分析鍵 *。

建議電擊
分析後建議電擊
(每次電擊前，必先進行下列步驟)：
‧ 大聲呼喊：「離開傷者，進行

電擊」；
‧ 確定傷者沒有被移動或被  

觸碰；
‧ 按下電擊鍵 *。
‧ 施行電擊 1 次後，立即施行心

肺復蘇法 2分鐘；
‧ 2 分鐘後再進行心律分析，按

分析結果進行電擊，同時盡快
安排送院。

* 註：全自動模式或某些機種的自
動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沒有按動分
析或電擊控制鍵的步驟。

不建議電擊
完 成 1 至 6 的 步 驟， 在 分 析 後
不建議進行電擊：
‧ 若傷者出現血液循環的跡象恢

復，包括頸動脈明顯搏動、呼
吸正常、咳嗽或肢體移動，可
為他進行病人評估，並給予適
當治療；否則，應立即施行心
肺復蘇法 2分鐘；

‧ 2 分鐘後再進行心律分析，按
析結果進行電擊，同時盡快安
排送院。

‧ 在運送途中，為傷者施行行進
間心肺復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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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要點
‧ 為免分析錯誤及基於安全理

由，進行分析及電擊前，拯救
人員必先確定傷者沒有被移動
或被觸碰；

‧ 為減少電阻的影響，電擊墊子
必須緊貼於傷者的胸部。著傷
者胸部的體毛濃密，拯救人員
可先把它剃去；

‧ 為確保傷者的皮膚乾爽，須把
其身體的水份抹乾，以免影響
電流的導向；

‧ 須把貼在傷者胸部的膠布等各
類貼片除去，並清理皮膚表
面，以防電導受阻；

‧ 若傷者裝有內置心律調節器 
(Pacemaker) 或心臟除顫器
(Defibrillator)，拯救人員可以
觸到其左上胸部或上腹部有一
小腫塊。對此類傷者施行去纖
顫電擊時，必須避免把電擊墊
直接貼於該儀器上，以免影響
電擊的成效。

‧ 在救護車上，若傷者須要再進
行心律分析，救護車必須停止
行駛，以免車輛的震動影響心
律分析的準確性。

‧ 電擊後，若傷者的心律跳動及
血液循環回復正常，拯救人員
應給予高濃度的氧氣，並進行
病人評估及繼續監察心律狀
況。

‧ 一般自動外置式心臟去纖顫器
都是針對成年人而設計的，但
亦有部份廠商的產品配有兒童
電擊墊，可為 8 歲以下 ( 體重
少於 25 公斤 ) 的兒童甚至嬰
兒施行去纖顫電擊。如遇上
兒童突然不省人事、沒有血液
循環的跡象，即使現場的心臟
去纖器並沒配有兒童電擊墊，
也可按指示使用成人電擊墊，
並按需要進行電擊及心肺復蘇
法。

‧ 但必須注意：兒童電擊墊只適
用於 8 歲以下（體重少於 25
公斤）的兒童或嬰兒，成人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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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桃樂鎮痛器

引言
安桃樂是一種由氧化亞氮和

氧氣混合而成的氣體，可麻醉大
腦的疼痛中樞，從而減緩痛楚。

傷者把一個附有呼吸器的面
罩封密口鼻後，須自行用力吸氣，
才可吸入安桃樂氣體。氧化亞氮
的藥性約在兩分鐘後發揮作用，
當傷者感到肚腹溫熱，皮膚輕微
麻刺，痛感便得以紓緩。不過，
氧化亞氮的功效是短暫的，當傷
者停止吸入，其功能便會很快消
失，而傷者身上的臨床徵狀，在
其後的身體檢查中，也不會受到
影響。

 

基本組件

●

使用原則

●

不適宜使用安桃樂

●

使用鎮痛器的人士

●

使用程序

●

使用步驟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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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桃樂鎮痛器
基本組件

使用原則
‧ 當詳細的傷者評估已完成，而

其他處理痛楚的方法，例如鬆
弛法，已經失效或不適合施行
時，拯救人員便可使用安桃
樂；

‧ 為免吸入過量的安桃樂，傷者
須使用面罩自行吸氣；

‧ 安桃樂是助燃的氣體，但不會
引致爆炸。使用切割儀器搶救
傷者時，儀器不應與傷者太接

近。在可能的情況下，把現場
部分的窗戶打開，使空氣流
通，從而減低拯救人員吸入安
桃樂的機會；

‧ 安桃樂適用於肢體創傷、燒傷
或正分娩的人士，可以減輕他
們的痛楚，避免他們因劇痛而
休克。但安桃樂具麻醉作用，
並不適用於某些傷者。

圖 34.1 基本組件

1. D 型安桃樂氣樽
（樽身藍色，樽
頸藍白亙間）

6. 容量錶 – 顯示氣
樽內的容量

2. 氣樽軛 – 固定輸
氣座組合

7. 感應隔膜 – 按下
感應器放出多餘
氣體

3. 氣樽掣匙 – 開啟
氣樽

8. 喉管 – 連接氣樽
與面罩的管道

4. 安全活門 – 釋出
多餘氣體

9. 呼吸器 – 供應氣
體

5. 調節器 – 調節氣
體流量

10. 面罩 – 供傷者吸
氣用，可分為 
成人及兒童兩個
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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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宜使用安桃樂鎮痛器的人士

圖 34.2 安桃樂的使用

不適用的傷者 原因
清醒程度下降的病者，例如頭部受
傷的傷者

會使清醒程度出現變化的機會增
加，妨礙對病情或傷勢的診斷

不能聽從指示的病者，例如醉酒 病者不能自行使用呼吸器
任何患有慢性阻塞性氣道疾病的傷
者

安桃樂因含有 50％氧氣，會使刺激
呼吸的機制受影響

疑有氣胸的傷者 氧化亞氮會使氣胸的體積增加
患有解壓病的傷者 氧化亞氮會增加血液內氮氣氣泡的

數量，使病情惡化
處於密封場所的傷者 避免急救人員吸入安桃樂
上頷受傷的傷者 使用面罩可能使傷勢惡化
腹部腫脹的傷者 氧化亞氮使腹部腫脹惡化
曾使用硝酸甘油的傷者 切勿在五分鐘內同時使用安桃樂和

硝酸甘油，因這兩種葯物是互不相
容的

使用程序
1. 使用前先完成詳細的評估，一

方面了解傷者的痛楚程度，另
一方面檢視其生命表徵，以確
定是否適合使用安桃樂；

2. 向傷者解釋這種鎮痛氣體的功
效及副作用，例如：作嘔、暈
眩、清醒程度下降等；

3. 向傷者示範如何自行使用面罩
密封口鼻及用力吸氣，呼氣時
可把面罩放開；

4. 把安桃樂氣樽反覆搖動三次，
確保樽內氣體已混合一起，才
可使用；

5. 把裝有呼吸器的面罩給予傷
者，確保使用的方法正確並記
錄使用時間；

6. 如傷者的痛楚已經減輕或有明顯
的副作用出現，便須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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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ong Kong Oxygen: http://www.hkoxygen.com/product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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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醫學詞語總匯

●

(II) 災難管理及災難醫學機構網址



附錄 I – 醫學詞語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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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osis 酸中毒

Acute Gastroenteritis 急性腸胃炎

Acute Epidural Haematoma 急性硬膜外血腫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急性心肌梗塞

Acute Renal Failure 急性腎衰竭

Amputation 截肢

Anaerobic Metabolism 無氧代謝

Anaphylactic Shock 敏感性休克

Angina Pectoris 心絞痛

Anthrax 炭疽病

Aortic Rupture 主動脈裂傷

Arrhythmia 心律不齊

Aseptic Technique 無菌技術

Asystole 心律休止

Atherosclerosis 動脈粥樣硬化

Atrial Fibrillation 心房纖維性顫動

Atypical Pneumonia 非典型肺炎

Blunt Trauma 鈍性創傷

Bradycardia 心動徐緩

Brain Compression 腦受壓

Brain Contusion 腦挫傷

Brain Herniation 腦疝

Brain Laceration 腦裂傷

Cardiogenic Shock 心原性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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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CPR 心肺復蘇法

Cerebral Oedema 腦水腫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 CVA 大腦血管意外

Cheyne-Stokes Breathing 陳施氏呼吸

Chickenpox 水痘

Closed Reduction 閉合復位

Chronic Obstructive Airway Disease – COAD 慢性阻塞性氣道疾病

Cold Gastric / Peritoneal Lavage 胃 / 腹膜冷灌洗法

Compartment Syndrome 間隔綜合症

Compensated Shock 補償休克

Compression Injuries 壓縮受傷

Concussion 腦震盪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充血性心臟衰竭

Convulsion 抽搐

Coronary Bypass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Craniotomy 顱骨切開術

Cricothyrotomy 環狀軟骨造口術

Cushing Response 庫興反應

Debridement 清創手術

Decerebrate 僵直

Decompensated Shock 補償休克失效

Decorticate 屈曲

Defibrillation 去纖顫電擊

Deoxyribonucleic Acid – DNA 脫氧核醣核酸

Diaphragmatic Rupture 橫膈膜裂傷

Diathermy 電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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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entery 痢疾

Ectopic Beats 異位搏動

Electrocardiogram – ECG 心電圖

Encephalitis 腦炎

Extension Injuries 伸展受傷

External Fixation 體外固定

Fibrillation 纖維性顫動

Flail Chest 連枷胸

Flexion Injuries 屈摺受傷

Gag Reflex 喉頭嘔吐反射

Glasgow Coma Scale 格拉斯哥昏迷程度指
數

Haemodialysis 血液透析

Haemothorax 血胸

Haematoma 血腫

Heart Block 心傳導阻滯

Heart Failure 心力衰竭

Heat Exhaustion 熱衰竭

Heat Stroke 中暑

Homeostasis 內環穩定

Hyperextension 過度伸展

Hyperflexion 過度屈摺

Hyperglycaemia 血糖過高

Hypoglycaemia 血糖過低

Hypovolaemic Shock 失液性休克

Incubation Period 潛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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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za 流行性感冒

Internal Fixation 體內固定

Intracranial Pressure 顱內壓

Intraosseous Infusion 骨穿刺法

Irreversible Shock 無法逆轉休克

Laparoscopy 腹腔鏡

Laparotomy 剖腹手術

Lobectomy 肺葉切除

Log Roll 整體翻身法

Lucid Interval 間歇清醒期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MRI 磁力共振

Malaria 瘧疾

Metabolic Acidosis 代謝酸性中毒

Metabolism 新陳代謝

Mumps 腮腺炎

Myocardial Contusion 心肌瘀傷

Myocardial Infarction 心肌梗塞

Neurogenic Shock 神經性休克

Occult Blood 隱血

Open Pneumothorax 開放性氣胸

Open Reduction 手術復位

Oxyhaemoglobin 含氧血紅素

Pacemaker 心律調節器

Paradoxical Breathing 逆理性呼吸

Paradoxical Motion 逆理性活動

Paradoxical Pulse 逆理性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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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esthesia 針刺麻痺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

冠狀動脈球囊成形術

Perfusion 灌流

Pericardial Tamponade 心 積血填塞

Peritoneal Dialysis 腹膜透析

Peritoneal or Oesophageal Warm Lavage 腹膜或食道暖灌流

Peritonitis 腹膜炎

Penetrating Trauma 穿刺性創傷

Plague 鼠疫

Prone Roll 俯翻法

Psychogenic Shock 心理性休克

Psychosis 精神病症

Pulmonary Tuberculosis 肺結核病

Rewarming Shock 再暖和休克

Rotation Injuries 扭轉受傷

Scabies 疥瘡

Septicaemia 敗血症

Septicaemic Shock 敗血性休克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 SARS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

Shock 休克

Simple Pneumothorax 簡單性氣胸

Skin Graft 皮膚移植

Smallpox 天花

Somatization 軀體病變

Spinal Fusion 椎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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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al Shock 脊椎休克

Subdural Haematoma 硬膜下血腫

Supine Roll 仰翻法

Tachycardia 心動過速

Tension Pneumothorax 張力性氣胸

Thoracotomy 胸腔切開術

Traumatic Asphyxia 創傷性窒息

Triage 檢傷分類

Typhoid 傷寒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心室纖維性顫動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心室撲動

Whiplash Injury 頭部衝擊受傷

Yellow Fever 黃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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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防災網 (China)

http://www.cibeicn.com/

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 (Thailand)

http://www.adpc.net/v2007

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Center (Japan)

http://www.adrc.as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lliance (USA)

http://www.aiha.com/

Emeregency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SA)

http://www.who.int/disasters/

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Australia)

http://www.ema.gov.au/

Federal Emergency Agency (USA)

http://www.fem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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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Civil Defence Force (Singapore)

http://www.scdf.gov.sg/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anada)

http://www.ccep.ca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Disaster Management &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USA)

http://coe-dmha.org

Ther Emergency Planning Society (UK)

http://www.emeergplansoc.org.uk/

World Association for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edicine 
(USA)

http://wadem.medicine.wisc.edu/

EMA Design Automation

http://www.ema-eda.com/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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