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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Carer Resource booklet) 提供有關看護者職

責的一般介紹，以及看護者可以獲得的援助服務和資源方面的資料。 

 

如果想更多了解本手冊中的任何問題，請要求與病房的“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 

(social worker) 會談，或者打電話 9828 6716 至社會工作部。 

 

本手冊由利物浦醫院腫瘤/血液科病房專為看護者製作  

(A Carer Focused Initiative by Oncology/ Haematology Ward of Liverpool Hospital) 
本看護者資源手冊改編自利物浦醫院社會工作看護者項目 (2009) 

(Carer Resource Booklet adapted from Liverpool Hospital Social Work Carers Project (2009))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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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會用 你每天會用 你每天會用 你每天會用 2 2 2 2 個小時或更多時間去照顧另外一個人嗎個小時或更多時間去照顧另外一個人嗎個小時或更多時間去照顧另外一個人嗎個小時或更多時間去照顧另外一個人嗎？？？？    

((((Do you look after someone for 2 hours or more a day? ))))    
你幫助他們做下列事情嗎你幫助他們做下列事情嗎你幫助他們做下列事情嗎你幫助他們做下列事情嗎：：：：    

購物?                        

    

家務?                                                      

    

做飯?                    

    

個人護理?                    

    

交通接送?                  

 

如果你對以上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為 有有有有，，，，    

            ………那麼你就是一個看護者 

   並且可以從這本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看護者資源手冊獲益。 



    這是否聽起來像你這是否聽起來像你這是否聽起來像你這是否聽起來像你？ ？ ？ ？ ((((Does this sound like you?)  
下面有多少問題你會回答下面有多少問題你會回答下面有多少問題你會回答下面有多少問題你會回答““““是是是是””””？？？？    

(How many of these questions would you answer YES to?) 
 

♦ 我的睡眠受到干擾 

♦ 我總是沒有自己的時間 

♦ 我總是感到不知所措 

♦ 我總是無法做我需要做的全部事情 

♦ 我感到精疲力盡  

♦ 我感到情緒上疲憊不堪  

♦ 我與其他人的關係已經發生變化  

♦ 我感到在財務方面很難應對  

 

你是否在想你的親人出院以後會是什麼情況你是否在想你的親人出院以後會是什麼情況你是否在想你的親人出院以後會是什麼情況你是否在想你的親人出院以後會是什麼情況？？？？    

((((Are you wondering how things are going to be when your loved one i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    你是否對自己如何應對感到焦慮不安？ 

♦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尋找相關資料？ 

♦    你是否感到疲倦或不知所措？  

如果你對上述一個或多個問題的回答為“是”(對)，那麼找一個人談

一談這些事情可能會有幫助。 

 

去找社會工作者、醫生或心理諮詢師談一談，他們會傾聽你的擔憂，並

協助你尋找適合你和你的狀況的解決方案。 

 

本手冊後面列出了其它的資源和援助服務機構本手冊後面列出了其它的資源和援助服務機構本手冊後面列出了其它的資源和援助服務機構本手冊後面列出了其它的資源和援助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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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者做什麼？ (What do Carers do?)  

看護者為殘疾、患有精神疾病、慢性疾病或體弱多病的人員提供持續的照顧。 

看護者可能是任何年齡的家庭成員或朋友。  

照顧職責可以是全職或兼職的。 

看護者也許突然就開始做看護工作，也許是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開始做這樣的工作。  

本手冊旨在通過提供轉介及一般資料為看護者在照顧職責方面提供協助， 

尤其是當親人住進了醫院。 

 

看護職責 (The caring role) 
 

對於一些人來說，當親人突然受傷或患病後，看護職責可能會突如其來，對其他

一些人來說，看護職責也許是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開始的。看護職責可能會帶來變

化，每個人的反應會有所不同。 

 

你可能有時會經歷你可能有時會經歷你可能有時會經歷你可能有時會經歷： ： ： ： ((((At times you may experience:))))    
 

孤立  內疚   憤怒    

悲傷  害怕  不知所措 

 焦躁   清晰   

目的感  親密 

 

這些感受很常見感受很常見感受很常見感受很常見，並且會時有時無。與你信任的人或專業人員 

分享你的感受分享你的感受分享你的感受分享你的感受可能會有所幫助。 



自我照顧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Self Care) 
 

看護者的職責很繁重，要求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為了持續 

滿足這樣的要求，看護者需要照顧好自己，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些自我照顧的活動包括一些自我照顧的活動包括一些自我照顧的活動包括一些自我照顧的活動包括：：：：    

 

愛好愛好愛好愛好 找出時間做你喜歡的事情，即使每天15分鐘也可以 

健身健身健身健身可使你更加精力充沛，並幫助你維持身體機能。與朋友一起散步。 

放鬆放鬆放鬆放鬆 放鬆一下，洗個澡，到外面坐坐或聽聽音樂。 

睡覺睡覺睡覺睡覺 確保你得到充足的睡眠。 

社交社交社交社交 保持社會交往。當你做看護者時很容易變得孤立。找出時間給朋友打電話，安

排一天出去走一走，或者考慮自己去休息一下。 

傾聽傾聽傾聽傾聽你的感受。學會認識自己表現出的承受壓力的跡象。    

 

如果你不照顧好自己，就可能沒有能力有效和持續地照顧你所照顧的人員。 

 

看護者的小貼士… (Tips for carers…) 
 

給自己留出時間 

別忘記你自己的健康要求 

吃好 

分享照顧責任 

考慮休息一下 

對自己要好 

如果需要幫助就不要遲疑 

與可以信任的朋友交談 

 

請記住你可以得到幫助請記住你可以得到幫助請記住你可以得到幫助請記住你可以得到幫助…………… … … …     

尋求協助，分擔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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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看護者代言 (Carer Advocacy) 
 

代言是指代表一些人為他們的需要而發言。 

除了患者本人以外，看護者通常是代表其親人的最好人選，特別是在住院時。 

說明你的看護者身份，可以協助確保與患者護理及你自己的需要有關的歷史和資料 

在管理和將來的計劃中得以考慮。 

 

要想你的發言引起注意，下面是一些小貼士：  

(Below are some tips on how to be heard:) 
 

• 探訪時，與為你的親人提供護理的護士交談 

• 如果有任何擔心的事情或困難的問題，請直接向病房的護士經理提出   

• 如果你希望與醫生或專職醫療團隊的任何成員聯繫，可要求護士傳呼他們。如

果護士在忙，就請病房的文秘人員幫忙聯繫 

• 如有要求或任何憂慮，請隨時提出 

• 如果希望得到額外協助或支持，請與社會工作者聯繫 

• 如果你對患者護理有尚未解決的顧慮，請與患者聯絡員 (Patient Liaison 

Officer) 交談。請打電話至為你提供治療的醫院，聯繫患者聯絡員 

 

 你對你所看護人士的了解很有價值你對你所看護人士的了解很有價值你對你所看護人士的了解很有價值你對你所看護人士的了解很有價值… … … … 請隨時告訴我們請隨時告訴我們請隨時告訴我們請隨時告訴我們！！！！！！！！     



各種資源 (Resources) 
有許多資源可以協助你做好看護工作。下面是一些有用的服務： 

一般資源 一般資源 一般資源 一般資源 (General Resources)：：：： 

聯邦看護者資源中心 聯邦看護者資源中心 聯邦看護者資源中心 聯邦看護者資源中心 ((((Commonwealth Carer Resource Centre) ) ) ) 1800 242 6361800 242 6361800 242 6361800 242 636    

www.carersaustralia.com 

www.carersnsw.asn.au 

為看護者提供資料、建議、心理輔導、援助小組、代言、教育及培訓，向政府、

企業及廣大公眾推廣對看護者的認識。有免費的看護者援助手冊可供索取。 

全國高齡人士護理資訊專線 全國高齡人士護理資訊專線 全國高齡人士護理資訊專線 全國高齡人士護理資訊專線 ((((National Aged Care Information Line) ) ) ) 的的的的    

新電話號碼是新電話號碼是新電話號碼是新電話號碼是 1800 200 422 1800 200 422 1800 200 422 1800 200 422。。。。        

它取代了“聯邦看護連線” (Commonwealth Carelink) 及 

“看護者暫代看護休息中心” (Carer Respite Centre) 
提供有關社區高齡護理、殘疾和其它支持服務，及不同年齡和狀況的人士的 

各種選擇方面的資料。也可以協調你區內的暫代看護休息 (respite) 服務， 

包括緊急情況下的暫代看護休息。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暫代護理，請與病房的社會工作者聯絡) 

 

筆譯與口譯服務 筆譯與口譯服務 筆譯與口譯服務 筆譯與口譯服務 (TIS) 131450  (TIS) 131450  (TIS) 131450  (TIS) 131450  為英語以外的其它語言提供協助  

聯邦財務計劃 聯邦財務計劃 聯邦財務計劃 聯邦財務計劃 ((((Commonwealth Financial Planning) ) ) ) 1800 241 996 1800 241 996 1800 241 996 1800 241 996     

有關財務計劃的資訊  

26 26 26 26 歲以下的年輕看護者 歲以下的年輕看護者 歲以下的年輕看護者 歲以下的年輕看護者     www.youngcarersnsw.asn. www.youngcarersnsw.asn. www.youngcarersnsw.asn. www.youngcarersnsw.asn.     

全國老年癡呆幫助熱線 全國老年癡呆幫助熱線 全國老年癡呆幫助熱線 全國老年癡呆幫助熱線 ((((National Dementia Helpline) ) ) ) 1800 100 5001800 100 5001800 100 5001800 100 500    

www.alzheimers.org.au  為澳洲各地提供資訊及援助服務  

全科醫生 全科醫生 全科醫生 全科醫生 ((((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家庭醫生)  ()  ()  ()  (General Practitioner))))    
         可考慮請就近的全科醫生負責你的全面護理需要。你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全科醫生是良好的聯繫人，可為你提供與你相關的資訊、護理及治療。  

全科醫生也可以安排每年全科醫生也可以安排每年全科醫生也可以安排每年全科醫生也可以安排每年12121212次由全民醫療保險 次由全民醫療保險 次由全民醫療保險 次由全民醫療保險 ((((MedicareMedicareMedicareMedicare) ) ) ) 付款的心理輔導付款的心理輔導付款的心理輔導付款的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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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腫瘤與腫瘤與腫瘤與腫瘤////血液病有關的服務 血液病有關的服務 血液病有關的服務 血液病有關的服務     

((((Oncology/ Haematology Specific Services) ) ) )     
癌症協會 癌症協會 癌症協會 癌症協會 ((((The Cancer Council ) ) ) ) 13 11 2013 11 2013 11 2013 11 20    

http://www.cancercouncil.com.au 

癌症協會致力於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援助及資訊。  

卡素拉中樞 卡素拉中樞 卡素拉中樞 卡素拉中樞 ((((Casula HubCasula HubCasula HubCasula Hub))))    電話 (02) 9354 2050    

卡素拉中樞 (Casula Hub) 是癌症協會所承辦的社區項目，幫助受到癌症影響的社區

成員。本中樞為癌症患者、看護者及/或家庭成員提供援助。卡素拉中樞提供多種不

同的安排、活動和資訊。卡素拉中樞的地址是 39 Ingham Drive。   

援助青少年 援助青少年 援助青少年 援助青少年 ((((CanTeenCanTeenCanTeenCanTeen))))            

http://www.canteen.org.au 

青少年援助組織 CanTeen 的宗旨是為罹患癌症的年輕人提供支持、發展及動力。我

們在全澳範圍為 12-24 歲的年輕人提供同儕支持網絡，包括患者、兄弟姐妹、孩子

及喪失親人者。  

白血病基金會 白血病基金會 白血病基金會 白血病基金會 ((((Leukaemia foundation))))            
http://www.leukaemia.org.au 

白血病基金會為患者全程提供個人化的支持和護理 – 從診斷、治療到康復。 

這種支持由經特別培訓的範圍廣泛的癌症護士和專職醫療專業團隊提供， 

可達到澳大利亞的任何一個城鎮及社區。  

利物浦醫院假髮庫 利物浦醫院假髮庫 利物浦醫院假髮庫 利物浦醫院假髮庫 ((((Liverpool Hospital Wig Library))))    
假髮庫在每個星期二下午利物浦癌症治療中心開放。他們可以幫助你獲取適合的 

假髮。請在癌症治療中心接待處預約。 

 看起來好看起來好看起來好看起來好，，，，感覺更好 感覺更好 感覺更好 感覺更好 ((((Look Good, Feel better))))    
http://www.lgfb.org.au 

“看起來好...感覺更好”是一個免費的社區服務方案，專為接受癌症治療的婦女 

提供幫助。其目的是幫助女患者處理化療和放射療法所帶來的外觀問題，協助她們 

恢復外型，重建自我形象。若想參加本方案活動，請與癌症治療中心聯絡。 



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Whilst in hospital))))    
醫院會使人不知所措，有親人住院或你所護理的人住院會使你們雙方都很不安。  

對醫院的系統及工作人員予以了解可以幫助減緩壓力，改善溝通交流。 

關於病房的資訊，可以索取一本小冊子，名為“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        

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腫瘤病房腫瘤病房腫瘤病房腫瘤病房”。 

 

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 (The health care team…)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住院醫生住院醫生住院醫生住院醫生((((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是初級醫務人員，一天中的多數時

間都在病房。他們通常每天均會與專科住院醫生(Registrar)一同對患者的情況進行

複審，與患者家人及看護者聯繫最多。 

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RegistrarsRegistrarsRegistrarsRegistrars) ) ) ) 是高級醫生，負責在與專家及其它職員協商之後做出醫

療管理決定。他們通常每天會巡視一次病房，如果需要，可以與家人及看護者交談。 

顧問醫生顧問醫生顧問醫生顧問醫生((((ConsultantsConsultantsConsultantsConsultants))))是其各自領域的專家，為住院醫生及專科住院醫生提供諮

詢，並通過他們了解患者護理情況。顧問醫生對其患者的醫療護理負全面的責任。有

時，其它專家也會被要求提供諮詢，並且也可能參加患者護理。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Nursing Team))))    

護士經理護士經理護士經理護士經理((((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負責對護理人員及病房的管理。患者、

看護者如果有事可以與他們聯絡，他們可以協助回答多數與患者相關的問

詢。對患者的護理及管理方面的事情，他們會與醫生、護士及專職醫療專

業人員保持聯繫。 

        

護士護士護士護士((((Nurses)Nurses)Nurses)Nurses)直接為患者提供臨床護理及支持。他們與家人及看護者接觸最多。他們

也會與醫生及專職醫療專業人員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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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住院期間 ((((Whilst in hospital))))    
醫院會使人不知所措，有親人住院或你所護理的人住院會使你們雙方都很不安。  

對醫院的系統及工作人員予以了解可以幫助減緩壓力，改善溝通交流。 

關於病房的資訊，可以索取一本小冊子，名為“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患者或探視者資料手冊 ————        

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利物浦醫院的血液病////腫瘤病房腫瘤病房腫瘤病房腫瘤病房”。 

 

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醫療護理團隊… (The health care team…)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住院醫生住院醫生住院醫生住院醫生((((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Interns/Residents))))是初級醫務人員，一天中的多數時

間都在病房。他們通常每天均會與專科住院醫生(Registrar)一同對患者的情況進行

複審，與患者家人及看護者聯繫最多。 

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專科住院醫生((((RegistrarsRegistrarsRegistrarsRegistrars) ) ) ) 是高級醫生，負責在與專家及其它職員協商之後做出醫

療管理決定。他們通常每天會巡視一次病房，如果需要，可以與家人及看護者交談。 

顧問醫生顧問醫生顧問醫生顧問醫生((((ConsultantsConsultantsConsultantsConsultants))))是其各自領域的專家，為住院醫生及專科住院醫生提供諮

詢，並通過他們了解患者護理情況。顧問醫生對其患者的醫療護理負全面的責任。有

時，其它專家也會被要求提供諮詢，並且也可能參加患者護理。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護理團隊 ((((Nursing Team))))    

護士經理護士經理護士經理護士經理((((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Nurse Unit Managers) 負責對護理人員及病房的管理。患者、

看護者如果有事可以與他們聯絡，他們可以協助回答多數與患者相關的問

詢。對患者的護理及管理方面的事情，他們會與醫生、護士及專職醫療專

業人員保持聯繫。 

        

護士護士護士護士((((Nurses)Nurses)Nurses)Nurses)直接為患者提供臨床護理及支持。他們與家人及看護者接觸最多。他們

也會與醫生及專職醫療專業人員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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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協調員護理協調員護理協調員護理協調員((((Care coordinators) Care coordinators) Care coordinators) Care coordinators) 可以充當患者及家庭的單一聯繫人。 他們提供專

項的量身定制的資訊及教育。他們也會向其它援助服務機構及醫療專業人員提出適當

的和及時的轉介。   

 

營養師營養師營養師營養師((((Dietitian) Dietitian) Dietitian) Dietitian) 管理患者的飲食需要，並提供良好營養的資訊。關於某些特定的

健康狀況，他們會指導進行導管餵食的方法，提供有關個別營養需要的飲食輔導。          

 

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師((((Occupational Therapists)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評估一個人在生病或受傷後在家裡、工作場

所做事的能力，或對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適應能力。他們評估一個人做日常事務和參

加日常活動的能力。他們可能會提出對住所進行修改，提供協助日常功能的設備，及

就如何保持體力提出建議。 

 

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Physiotherapists) Physiotherapists) Physiotherapists) Physiotherapists) 幫助人們恢復身體功能，以便盡可能增加活動能力

及獨立程度。他們可能會囑咐進行健身鍛煉，推薦適當的設備，例如步行輔助器。  

    

臨床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Clinical Psychologists)Clinical Psychologists)Clinical Psychologists)Clinical Psychologists) 協助患者及看護者應對他們的病症、治療

以及相應出現的變化。他們側重幫助患者及看護者在應對病情的挑戰時保持其心理和

情緒方面的健康。 

 

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ers) 為患者、看護者及家庭成員提供輔導、資訊和支持。

他們經常參與較為複雜的出院計劃，幫助人們了解現有的支持和未來的看護需要。 

這可能包括在家裡提供的社區服務或為居家護理的選擇進行規劃。社會工作者也是患

者及看護者的代言人，可以協助克服醫院系統的困難。  

    

言語病理治療師言語病理治療師言語病理治療師言語病理治療師((((Speech Pathologists) Speech Pathologists) Speech Pathologists) Speech Pathologists) 側重於患者的吞嚥能力和溝通能力(言語)。

他們為有吞嚥困難的患者提供專業評估並進行管理。言語病理治療師會與醫護人員、

患者及看護者進行聯繫，以確保所烹飪的飯菜可以讓患者安全吞嚥。  

    

如果你想與專職醫療護理團隊的成員聯繫，可以讓護士或病房文秘職員傳呼他們或直

接打電話找他們。 

 

醫生在一天中不同的時間對其患者的狀況進行評審，所以如果你想與醫生談話，最好

告訴護士或護士經理。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    

 

醫生 醫生 醫生 醫生 ((((Doctor)Doctor)Doctor)Doct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房病房病房病房////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Dietician)Dietician)Dietician)Dietici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Psychologist)Psychologist)Psychologist)Psycholog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Other)Other)Other)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血液病/腫瘤科病房： 8738 7530 

社會工作者辦公室：9828 6716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 

類別號碼：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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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你的醫療團隊成員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Name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your health care team)    

 

醫生 醫生 醫生 醫生 ((((Doctor)Doctor)Doctor)Doct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病房病房病房病房////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護士經理 ((((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Ward/Nurse Unit Manag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護理協調員 ((((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Care Coordinat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Dietician)Dietician)Dietician)Dietici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Occupational Therap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Physiotherap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 ((((Psychologist)Psychologist)Psychologist)Psychologi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 ((((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Social Work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Other)Other)Other)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血液病/腫瘤科病房： 8738 7530 

社會工作者辦公室：9828 6716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 

類別號碼：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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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核對清單 出院核對清單 出院核對清單 出院核對清單 ((((Medical Discharge Checklist))))    
 

♦ 你是否已經安排好交通？ 

 

♦ 收集個人物品  

 

♦ 領取藥物、藥物清單及藥方 

 

♦ 領取出院報告/信函  

 

♦ 從護士、專職醫療或殘疾人士設備處領取任何設備及/供貨  

 

♦ 領取任何醫療/社區保健護士/社區醫療服務/專職醫療服務方面的轉介信 

 

♦ 如果已經安排社區援助服務，你是否有他們的聯絡方法？ 

 

♦ 通知社區服務提供機構 (如居家護理) 關於出院的情況 

 

♦ 是否已經做好後續預約的安排是否已經做好後續預約的安排是否已經做好後續預約的安排是否已經做好後續預約的安排？？？？ 
 

已預約的時間 已預約的時間 已預約的時間 已預約的時間 ((((Scheduled appointments))))：：：： 
 

專科醫生諮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醫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護理協調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養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能治療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理治療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理學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工作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區醫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央線敷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