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墮地，頭部撞向雲石窗台邊，
額頭破裂，流了很多很多

▲

外往往發生在電光石火
之間，家中普通家具或
血……」男童父親說。
曾醫生先為男童檢查左額傷
口，確定只是皮外傷，幸好沒傷
及深層，他為男童清理傷口，然

童發生意外撞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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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裝置都可以成為兇器。

個案五

雲石窗台成兇器
曾醫生指出，幸好男童傷口

後用醫學膠水封好傷口。

地抱着六歲兒子進入養和門診部
細及淺，故將傷口兩邊合起來，

上月底，一名父親氣急敗壞

要求看急症，男童的額頭包了紗
再貼醫學膠紙或用醫學膠水覆蓋

保持視線範圍內

傷口，皮膚組織便會生長癒合。

布，布上滲出血迹。經過簡單了
解情況、確定十四日內沒有離境
及為他們探熱後，護士立即安排
一家進入診室。

尚賢醫生查問男童發生何事？他

體，父母要保

曾醫生說，如家中兒

父親向醫生說，由於停課關係加

持鎮定，

接見的養和醫院駐院醫生曾

上實施「限聚令」，數個月來兒
子整天悶在家，大部分時間都是
自行玩玩具。
「他在梳化上跳，說要做運
動，練彈跳力。我在書房中正忙
於網上視像會議故沒有理會。在
會議差不多完結時，突然聽到兒
子哭聲，出廳查看時發現兒子滿

曾尚賢醫生說，發生家
居意外時，其他家庭成員
都要先保持鎮定。

兒童受傷如頭破血流，應盡快求醫。

設計：美術組
撰文：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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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鮮血，原來他在梳化跳躍時失

若家有幼童，可以
考慮在雲石窗台邊
圍上軟膠，減少意
外撞傷機會。

療

檔

案

養和
醫

在疫情下，停課學
生與在家工作父母聚首一堂，
令平日白天平靜的家居變得熱
鬧，生活節奏出現變化，因而發生
一些平日沒有為意的家居意外。

今期繼續由醫生為大家講解疫
情期間發生的多宗家居意外。

MEDICAL & HEALTH

為受傷子女檢查傷口，如有異物
例如頭髮、碎屑、玻璃碎等，先
小心移除，以清水或生理鹽水清
洗，然後用紗布按住傷口幫忙止
血，但避免用棉花，因為會黏
着傷口。
「醫生會檢查傷口有否嚴重
腫脹，有沒有骨裂。如傷口屬淺

字型

層，清洗後會用醫療膠布或膠水
閉合傷口；如傷口深或呈
的，就需要縫針。」
醫療膠水屬外用黏合物料，
乾透後可濕水，患者可如常洗頭
洗面，但不及縫針穩固；而縫針
或需要先麻醉傷者，七至十四日
後要拆線。
曾醫生提醒各位父母及兒童
照顧者，兒童進行任何活動時最
好有人陪伴，及保持在視線範圍
內。另外家中一些有機會令兒童
撞傷的位置，最好用軟棉包住尖
角或邊緣，縱使撞擊也可以減輕
受傷程度。

個案六

餵藥餵出禍
三月上旬，一位五十餘歲男
士到養和醫院門診部求醫。
他向醫生展示右手傷痕，曾
醫生檢視後發現有多個小洞，問

了一些在家中被貓咬傷或

他亦指出，近日多

者處理。

事，建議交由日常照顧

照顧者，餵藥又屬難

事主並非狗狗的日常

曾醫生說，由於

傷風針。

方抗生素及注射破

於動物的唾液多帶有細菌，故處

曾醫生為患者清理傷口，由

右手被咬……」男士說。

口，牠已經發狂，在混亂中我的

便打算自己餵，怎料藥未送到

這天我休假在家，知道狗要吃藥

要長期服
「 家 中 的 柴 犬 Max
藥，平日都是大女兒負責餵藥。

他發生何事？

好奇的兒童甚
至玩火，所以切勿
讓兒童在沒有成人
看顧下自己玩耍。

抓傷的個案，原因是現時

2/5/2020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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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在梳化
上彈跳，父母
應多加看管避
免釀意外。

傷，傷口較大、深及

避免徒手分開爭執中的動
物，否則後果嚴重。

們忽略貓咪是夜行動
不規則，醫生在清理

免打擾而令動物不悅及令自己受
傷。

個案七

家庭飯聚釀意外

四月初，一位年過七十的伯
伯在家人陪伴下求診。

「醫生，父親在廚房燙傷右

手，又紅又腫，請你幫忙處
理。」傷者女兒說。

曾醫生詢問意外怎樣發生，

伯伯說：「我平日在家都有煮

食，近日兒女們都回家吃飯，煮

食份量增加，一煲湯由四碗份量

變十碗份量，今天女兒做大廚，

我幫忙拿起湯鍋，一下子失手打

翻，燙傷了手……」伯伯說。

醫生檢查傷口，幸好只是傷

及表皮層，清潔傷口並處方藥膏

後，提醒伯伯如果之後出現水

泡，切勿刺穿以免增加感染機

會，應讓它自然收水枯乾。

曾醫生向伯伯說，大家要避

免擠在同一空間，如果廚房已經

停課下兒童賦閒在家，多了時間與寵物
玩，或會打亂寵物作息時間。
▲

不少寵物主人日間賦閒在

物，大白天硬要和貓咪
傷口後，要待血水徹底

家，想逗貓咪玩，但他

玩阻礙牠們休息，貓咪發
流出，患者需要每天到醫院
洗傷口，及服用抗生素，經四至

如太早縫合但裏面仍有細菌，之

五日確定傷口沒有發炎才縫合。

「如果被狗咬，首先要與動
後有機會出現膿腫，需要再切開

曾尚賢醫生提醒，疫情不但

物保持距離，例如餵藥要立即停

口，用清水或肥皂清洗，如有傷

打亂了人類的生活節奏，連動物

清走膿液，傷口癒合時間就更

口可搽抗生素藥膏，如不斷流血

也受影響。所以他提醒大家，動

止，玩耍中的亦要暫停，讓大家

就應立即求醫，由醫生沖洗傷

物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時間及脾

長，亦會有較明顯的疤痕。

口。由於動物口腔、牙齒、唾液

作息習慣，避

性，同住屋簷下，應尊重其生活

如 被 大 狗 咬

議病人打破傷風針。」

含細菌，醫生會處方抗生素及建

冷靜。然後檢查皮膚有沒有傷

或抓傷，應如何處理？

如果在家居不幸被寵物咬傷

怒下便抓或咬傷主人。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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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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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膠墊包裹儲物櫃、茶几、飯桌四角。
定期為長者檢查視力，配適合眼鏡，如有白內障要盡快處理。
鼓勵長者進行鍛練平衡力及肌肉力量訓練。
日 常生活注意安全，切忌心急或過於自信，從椅子上站起來或從
牀上起來應給予充足時間回復平衡。
10 服用會減低警覺性及平衡力的藥物後應休息，避免活動。
1 保持家居整潔，地面避免擺放雜物，例如地布、拖鞋。
2 廚 房或浴室門檻避免太高以免絆倒長者，另外地板及門檻
顏色對比要鮮明，長者才能看得清楚。
3 廚房、浴室地面保持乾爽。
4 走廊應加設扶手及照明燈，晚上亦應保持少量燈光。
5 浴室應加上防滑墊及扶手杆。

案

養和
醫

有人在煮食，其他
人就避免進入。而長者亦應
量力而為，避免拿重物。
「長者的家居意外，較常見
的是煮食時被沸水燙傷。明白長
者們人生經驗豐富，覺得沒有應
付不到的事，但忽略本身機能可
能開始退化，肢體力量、靈活
度、平衡力都不復當年勇，一不
小心便增加意外發生的機會。
如不幸燙傷，用水沖洗燙傷
處，如有戴指環的亦應先脫下，
否則稍後傷口腫脹，指環箍緊會
影響血液循環令傷口惡化。
另外緊記不要在傷口上塗豉
油、牙膏或其他不知名燙火膏，
因為除了會進一步影響傷口外，
亦令醫生無法清楚檢查傷口。」
曾醫生說。
有時長者在燙傷後認為沒事
或自行塗藥膏，數日後傷口惡
化、潰爛才求醫，傷口變成五顏
六色，不知是傷口變化或是搽了
膏，有機會令醫生更難處理。
曾醫生亦提醒燙傷後如出現

▲

家居地板不要積存雜

物，地拖、漂白水等應儲

存妥當。使用稀釋漂白水

或消毒劑時要戴上手套，

避免皮膚接觸後受刺激引

發濕疹或灼傷手部皮膚；

另外長者亦應避免站高一級
去抹窗抹櫃。

「如家中長者不慎跌倒，先

數日後待水泡自然 乾 枯 凋 謝 。

有傷口要檢查有沒有異物。」曾

能夠說話，有沒有傷及頭部，如

保持鎮定，檢查傷者是否清醒及

如傷口有惡化跡象，要盡快求

醫生提醒。

長者跌倒後果可以很嚴重，

曾醫生最近處理一位八十歲伯伯

跌倒個案，患者早上起牀後感到

暈眩，跌倒時頭部撞到櫃，隆起

了一個瘤，家人馬上送他入院檢

潔家居，平日每天拖地

疫情期間，長者勤於清

大出血風險，於是安排伯伯照腦

但由於伯伯長期服薄血藥，有較

醫生檢查後確定沒有大恙，

查。

一次，近期可能一天數

調有問題就要盡快入院。

觀察，如出現嘔吐或肢體協

家人在長者回家後都要小心

次腦部掃描沒有發現問題，

未必即時發生，如長者第一

曾醫生亦提醒，腦出血

立即由腦神經科醫生跟進。

部掃描，結果發現腦出血，需要

好，避免滑

亦要請老伴坐

乾，抹地期間

可保持地拖稍

他建議抹地時

倒機會，所以

次，地面濕滑會增加跌

是跌傷。曾醫生說，在

另一長者常見意外

長者跌倒要求醫

素。

藥膏，有需要時會處方口服抗生

醫，由醫生處理傷口，塗抗生素

長者在廚房
煮食時要量力
而為，避免
受傷。

倒。

門檻與地磚之間的顏
色對比要鮮明。

為寵物餵藥需要
技巧，應由熟悉
狗狗脾性的家庭
成員負責。

浴室應鋪上防滑
墊及安裝扶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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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謹記不要刺穿，避免增加
感染機會，應清洗乾淨、抹乾，

▲

MEDICAL & HEALTH

長者如服用會
影響警覺性及平
衡力的藥物後宜
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