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常見疾病及意外處理
一、深度裂傷：
1. 止血：直接加壓加抬高患部。
2. 清洗和消毒：生理食鹽水、礦泉水→優碘。
3. 包紮→送醫。
二、扭傷：
1. Rest：讓患部休息。
2. Ice：冰敷。
3. Compression：繃帶包紮。
4. Elevation：抬高患部。
三、骨折：
1. 止血。
2. 固定：
a. 固定骨折處上下兩端的關節。
b. 以木板、長棍、雨傘等堅硬的物品皆可。
c. 可將傷肢與健肢或軀幹綁在一起
d. 預防休克、保暖→送醫。
◎ 脫臼：疼痛、受傷關節無法移動。需加以固定→冰敷→送醫。
四、從高處落下，懷疑頸部或脊椎骨折的徵象為：
1. 外傷引起意識不清
2. 頸背疼痛、呼吸困難
3. 手腳無骨折卻不能動
※ 請不要搬動患者以免造成二次傷害，儘速通知專業人員前來處理
※ 注意患者呼吸道是否 通暢、預防休克、保暖→送醫。
五、頭部外傷，疑似腦震盪、腦挫傷、甚或腦出血之症狀為： 頭痛、頭暈、嘔吐、嗜睡、意
識不清等等。
※ 平躺觀察、維持呼吸道通暢、外傷止血、送醫。
六、異物哽塞：世界共通的語言→《手抓住咽喉口張開無法言語》
※ 世界通用急救法→先問“你哽住了嗎？”、再採用哈姆立次法急救。
※ 如個案意識清楚，採頭向下姿勢鼓勵他用力咳嗽。
※ 無法咳出時，用哈姆立次法《腹部擠壓法》：雙手握拳將橫膈往上快速壓擠 6~10 次
※ 如個案是孩童的話，可將孩童倒提，於其兩肩胛骨間用力扣擊。

七、灼燙傷《開水、熱湯、化學劑》：沖、脫、泡、蓋、送。沖水 15~30 鐘。
八、流鼻血：頭前傾、捏住鼻翼、張口呼吸〈約 5~10 分鐘〉。
九、中熱衰竭：大量出汗、臉色蒼白、皮膚濕冷、會暈倒、有知覺、體溫正 常。
※ 陰涼處休息、平躺、腳部抬高、喝少許鹽水〈開水〉、嚴重者送醫。
十、氣喘：
1. 坐起、維持呼吸道通暢。
2. 給予潮濕高濃度的氧氣，簡單型面罩氧氣流速每分鐘 8~12 公升。
3. 使用氣喘噴霧劑、嚴重者送醫。

<外傷處理>
1. 止血：用無菌紗布，直接壓蓋於傷口上止血，並抬高傷肢〈高於心臟位置〉
2. 先用冷開水或自來水清洗至完全乾淨。
3. 以棉花棒擦乾〈由內往外仔細擦拭〉。
4. 再擦優碘〈由內往外擦〉。
5. 傷處若再肢體無衣物摩擦處，可不用蓋紗布。
6. 傷口大而深應送醫縫合。
7. 傷口很髒或鐵鏽類所致外傷，應至醫院注射破傷風抗毒素。

<運動傷害>
扭傷、運動傷害 R.I.C.E 原則
1. 休息（Rest）： 立刻停止運動或用扭傷的關節繼續走路，以減輕疼痛、腫脹、出血。
2. 冰敷（Icing）： 幫助血管收縮，以達止血、止腫、止痛、鬆筋之效。每次 15 至 20 分
鐘，休息 10 至 20 分鐘，再繼續冰敷。 無繼續出血及腫脹〈大約扭傷 24 至 72 小時〉
，
方可泡熱水或按摩。
3. 壓迫（Compression）
： 利用彈性繃帶給予患部施以壓力，以壓住破裂血管，減少出血。
4. 抬高患部（Elevation）： 減少繼續出血、腫痛之趨勢。
5. 若有嚴重創傷，可能是脫臼或骨折，應送醫檢查，作進一部處理。
【預防方法】
1. 運動前應做熱身運動，運動後應做緩和運動。
2. 注意運動過勞徵象：疲勞級缺乏興趣，可能是運動量增加太快或太大所致。疼痛或不舒
服則是另一個 重要的警訊，可能是運動過量，甚至已造成傷害的徵象。此時，需減少
運動的強度及頻率，以獲得足夠的休息。
3. 考慮運動器材及場地的安全性。

4. 運動時若感覺不適，應立即休息、停止；有傷害時，應儘快就醫。

<骨折處理>
1. 先檢查及處理窒息、出血及嚴重創傷等問題。並檢視受傷情形，如有臉色蒼白、冒冷汗、
表情痛苦、 須考慮有骨折的可能。
2. 預防休克、保暖、心理支持。
3. 閉鎖性骨折應先夾板固定，儘速送醫。
＊開放性骨折應以環型墊及夾板固定，並儘速送醫。

<斷肢、牙齒斷裂處理>
斷肢處理
1. 受傷部位先止血。
2. 預防休克、注意生命徵象變化。
3. 受傷部位包紮。
4. 斷肢處理： 以生理食鹽水沖洗→生理食鹽水紗布包裹→裝入乾淨塑膠袋→外面放置冰
塊→再用塑膠袋裝好 →袋外應標示清楚：姓名、斷肢名稱、時間。儘速將傷患與斷肢
一併送醫。
牙齒斷裂
1. 傷口先以紗布止血。
2. 斷牙先以生理食鹽水略加沖洗，以生理食鹽水紗布包裹或置入冰牛奶中，30 分鐘內送
醫院，仍然可以種植回復。

<暈倒處理>
【定義】 暈倒是因血壓下降，脈搏快而弱引起腦部組織暫時性缺氧，造成部份或完全失去知
覺的現象。
【症狀】 臉色蒼白、眩暈、手腳麻木、噁心、盜汗、皮膚濕冷、視力可能發生障礙。
【預防】 當有以上症狀時，應立即蹲下將頭部低垂或平躺腳部抬高，以防暈倒。
【急救】
1. 病人移至陰涼處，以獲得充分的新鮮空氣。
2. 有嘔吐者應側臥，以防嘔吐物吸入肺部。
3. 無嘔吐病人平躺，下肢抬高〈20 至 30 公分〉
，鬆解頸部、胸部衣服，保持呼吸通暢。
4. 病人未甦醒，不可給任何飲料。
5. 若病人清醒，因血糖過低〈如未吃早餐〉，可給予糖水。
6. 若有呼吸困難情形，將他置於半坐臥姿勢。若未馬上恢復知覺，應送醫治療。

<抽筋處理>
【處理方法】
1. 立刻休息，對局部肌肉施加均勻的壓力，然後緩慢持續的拉長它，使它放鬆。
2. 小腿抽筋時，
〈自己處理時〉把腿打直，腳掌向上〈腳掌與小腿成直角〉
，
〈別人處理時〉
向身體方向輕拉或推。
3. 大腿抽筋時，拖住傷患腳跟，將膝關節拉直緩緩抬高，在傷患膝蓋上向下加壓。
4. 輕微按摩使靜脈回流增加。
5. 熱敷消除局部肌肉酸痛。
【預防方法】 不要過分疲勞，適當補充鹽分，運動前應先作熱身運動及伸展操，避免穿戴
太緊。

<蜂螫處理>
【處理方法】
1. 用消毒的針、鑷子或小刀挑出螫刺。
2. 用清水沖洗被螫傷的皮膚。
3. 局部用冰敷，全身保暖。4.儘速送醫。
【預防方法】
1. 郊遊時戴白色帽子，穿淺色衣服。
2. 勿使用化妝品、香水。
3. 食用後之食物，應收藏妥當。

<灼燙傷處理>
掌握沖、脫、泡、蓋、送五大原則。
1. 沖：流動的冷水沖洗傷口 15 至 30 分鐘。
2. 脫：於水中小心除去衣服。
3. 泡：在冷水中持續浸泡 15 至 30 分鐘。
4. 蓋：敷蓋乾淨的布巾，不可塗抹任何東西。
5. 送：保暖、趕快送醫治療。
6. 有水泡不可刺破，以免感染。
7. 化學劑灼傷：無論酸或鹼，受傷後要用大量的水沖洗患處，沖洗時間最少 30 分鐘，以
減低皮膚 表面的化學濃度。
8. 電的灼傷：先將電源切斷，或用絕緣體將附著的電線移開，傷者發生呼吸或心跳停止時，
應立刻 打 119 求救及施行人工呼吸或心外按摩急救，同時儘快送醫治療。

<流鼻血>
1. 端坐；頭微向前，勿平躺。
2. 鼻翼以手指直接加壓止血。
3. 以口呼吸
4. 冰敷鼻樑
5. 如十分鐘未能止血；應送醫處理。

<眼睛外傷；眼睛、耳朵、鼻孔異物處理>
眼睛外傷
1. 檢視受傷情況；如有異物侵入或機械性損傷時，勿用力眨眼及揉眼睛，馬上在水龍頭下
沖洗。
2. 化學物品入眼(如立可白或實驗室化學物品)：立即在水龍頭下沖洗，如異物在眼球表面；
可用生理 食鹽水輕輕沖洗。
3. 穿刺傷或箝入傷時，切勿將該物拔除，應以立體眼罩或代用品(如紙杯)固定後，同時覆
蓋雙眼，急 速送醫。
4. 挫傷時，先檢視後再以生理食鹽水紗布覆蓋，儘速送醫。
視力剝奪時，應注意其安全並給予心理支持。
眼睛有異物進入時之處理
1. 安靜，閉上眼睛；眼淚流出後，灰塵就會跟著流出來。
2. 用乾淨臉盆盛水，臉浸入水裡，眼睛一張閉，沖洗眼睛。
3. 若還不行，將眼皮翻開，以濕綿棒輕輕擦掉。
4. 若異物到眼球，勿動，雙眼敷蓋無菌紗布包紮，立刻送醫。
耳朵、鼻孔
異物塞入、小蟲飛進、小球或衛生紙塞入，勿任意嘗試取出，應送耳鼻喉科處理。

<異物哽塞>
1. 異物哽塞呼吸道的症狀：
部分哽塞：患者咳嗽、呼吸困難、呼吸為喘氣聲，如梗塞情況更嚴重則咳嗽無力，呼吸
困難、 臉色發紫。
完全哽塞：患者不能咳嗽、不能說話、不能呼吸、臉色發紫、甚至意識消失、昏迷。
2. 呼吸道異物哽塞的手勢：
以一手或雙手抓住自己的喉嚨，是呼吸道哽塞的一般通用手勢。
3. 呼吸道異物哽塞的處理方法：
部分哽塞：鼓勵患者用力咳嗽，將異物咳出，但不要拍其背或加以干擾直到異物咳出。

成人清醒發生哽塞時， 無人相助時，設法用東西在橫膈膜稍下處使勁壓；
例如：將腹部靠桌緣或椅背，甚至可用自己的拳 頭，這樣也能把哽塞物吐
出。
完全哽塞：A.患者清醒地站著時： 哈姆立克法（復戳法）
：施救者站於患者背後，兩手
環繞其腹部，一手握拳，拳頭之拳眼（拇指與 食指側）對準患者肚臍與劍突之間的腹部（略
高於肚臍），另一手緊握拳頭後快速向後上方壓擠， 使橫膈膜突然向上壓迫肺部，以幫助噴
出阻塞氣管內之異物。 胸部壓擠法（胸戳法）：適用於過度肥胖者、孕婦等不變使用哈姆立
克法者，施救者姿勢如同哈姆 立克法。唯施力點改於胸骨下半部，快速用力向胸骨方向下壓。
B.患者由清醒進入昏迷時，應儘速通知緊急醫療救護系 119 求救，並予心肺復甦術。 C.小
孩： 處理方法如成人，但對小孩童用力時應稍加和緩。 D.無意識者 哈姆立克法：患者平躺，
連絡救護車，予心肺復甦術至救援到達。 頭部外傷 1.局部瘀腫：冰敷、塗抹消腫藥膏。 2.
挫裂傷：先直接加壓止血，紗布敷蓋固定，視傷口大小判斷是否需送醫縫合。 3.頭部遭撞擊、
疑是腦震盪： a.保持鎮靜、平躺、使空氣流通、維持呼吸道通暢。若有休克現象勿放低頭部。
ｂ.評估；受傷因素及程度、意識狀況、生命徵象、瞳孔大小、對光反應、有無外傷出血或口
鼻分泌 物，肢體有無麻痺等現象。 ｃ.如有異常現象，應儘速送醫治療並通知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