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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誤吞細小物件可致意外
幼兒好奇心大，愛將東西放進口中嘗

味，但誤吞異物可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例如令氣管阻塞及哽塞，若未能立即搶救，

可引致腦部缺氧昏迷，甚至窒息死亡。這

些意外偶然亦見於新聞報道。

今年2月，一名２0個月大女嬰誤吞防

潮珠，由救護車送院檢查。2008年，報載

一名一歲男嬰拆開菊花沖劑的防潮包，大

量石灰四散，男嬰面頰和嘴唇被石灰灼傷，

送往急症室求診，幸受傷情況不嚴重。

亦曾有6歲女童吞下一顆鈕型電池，

醫生用內窺鏡為她檢查，及後成功從其胃

內取出電池，幸好電池原好無缺，女童無

恙出院。電池含強力的鹼性腐蝕性物質，

一旦在體內泄出，可導致嚴重灼傷。

● 家長不應將容易被兒童吞服的細

小物件，例如硬殼果、硬幣、鈕型電池、鈕

別讓安樂窩變兒童陷阱
客飯廳

成年人的安樂窩隨時滿布兒童的受傷陷

阱，西藥、清潔劑、不穩固的家具、窗簾繩，甚至

細小的物件如防潮珠、鈕型電池等，分分鐘可奪

去兒童的小生命或造成永久傷殘。每年都有不

少兒童因家居意外到急症室求診，意外原因多與

家長的防範意識不足有關。

家長應如何防止安樂窩變為兒童陷阱呢？

扣及鑰匙等，隨便放置於兒童容易接觸到

的地方。

● 家長拆開食物後，應立即拿走防

潮包以防兒童誤服。

● 家長應選購適合幼兒年齡的玩

具，並定期檢查及清潔子女的玩具，確保沒

有容易鬆脫的細小部分。如有嚴重損壞，

例如有組件剝落、突出尖角，棄置為上。

加裝門縫夾  在枱角裝軟墊
小朋友活潑好動，成長中必然會跌

倒撞傷，但家長若多點留心家居擺設，應可

將兒童受傷的機會減至最低。

● 如家有幼兒，應避免選購有尖角

的家具，以免兒童碰撞受傷。

● 大門或房門可加裝門縫

夾，避免意外關門時，兒童遭門縫夾

傷。

● 嬰幼兒步履不穩，容易撞

到枱角、櫃角，可考慮在這些尖角位

置安裝軟墊，減少撞傷的機會。地

板宜減少擺放雜物，另家長宜教導

子女收拾玩具，以防絆倒。

● 桌椅要選較穩重及不易摺合的型

號，家具擺設重心要穩固及不易推倒。

飯桌上的安全措施
● 避免在飯桌蓋上枱布，以免幼童

拉扯枱布，打翻桌上的食物、器皿，釀成燙

傷或割傷意外。把高溫的食物或湯羹放在

桌上時，應放在桌子中央位置，要格外留

意幼童的舉動及防止他們攀爬。

● 如用兒童高椅，要確定高椅穩固

及放在適當位置，並為幼兒繫上安全帶。

▲ 門縫夾可避免意外關門

時，兒童遭門縫夾傷。

家居安全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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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藥物說成是糖果：小孩生

病時，有些家長為了「氹」子女服藥，把藥

物說成是糖果、糖水，可能令小孩養成錯誤

觀念，以為藥物和糖果同為日常小食，一旦

吃下便造成危險。當孩子日漸長大，應灌輸

正確的藥物知識，解釋藥物應是生病時在

醫生及藥劑師指導下服用的。

● 不要把藥物放在小孩喜愛的食物

旁邊，也不應以餅罐或糖罐之類的食物容

器存放，以免小孩意外誤服。

● 把藥物遠離兒童擺放：藥物應放

在小孩不能觸及之處或鎖在櫃內，加上清

楚的標籤。如藥物須放在雪櫃，可以其他

物品遮掩，並放在兒童不能觸及的位置。

● 選用兒童安全瓶蓋（ch i l d 

resistant cap）：有些藥樽的蓋需要用

力按下才能扭開，有助防止小孩隨意開

啟。如有需要，可向醫護人員查詢，能否

採用這種瓶子配發藥物。

● 分開存放各人的藥物：家中各

人所服用的藥物，應放在不同位置及有

清楚標示，以免錯服他人的藥物。

● 服藥或餵藥前先細閱標籤：服

藥前謹記細閱藥物上的標籤，瞭解服用

分量及注意事項，並使用由醫護人員提

供的工具，例如有適當刻度的匙羮或針

筒輔助，不要多服也不要少服。

● 中毒應盡快求醫：如果懷疑小

孩誤服藥物，應立即帶同小孩

及其服用過的藥物包裝及標

籤求醫。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中心

小孩眼中的神奇玩意
● 成年人在家居日常使用的產品，

在小孩眼中，可能是一些有趣的玩意。例

如空氣清新劑、殺蟲劑等噴霧產品及打火

機，大部分含有「惹火」的石油氣或揮發性

化學物，用戶除了小心使用，亦須留心切勿

讓兒童把玩噴霧產品或打火機。

● 噴霧產品及打火機應放在乾爽、

陰涼、通風良好和兒童不能觸及的地方。

切勿存放在接近火源及高溫的地方，如煮

食爐、暖風機或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不要獨留兒童在家
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獨留兒童在家，

有要事外出，應找鄰居、親友或可信任的

人士看管兒童。

提防你的小孩藥物當糖食！



40 409 2010.11選擇

廚房

生活百科

3. 誤飲有毒山埃溶液

上述兒童誤飲火水事件發生後

不足一天，另一名3歲男童晚上在母親

不為意時，誤飲母親由工作地方帶回

家、用水樽盛載的山埃溶液，家人發現

時已不及制止，男童瞬間已中毒昏迷，

由母親報警並即送往就近醫院救治。

廚房危機四伏—兒童禁地
● 廚房門宜長時間關上；有家長會在

門框位置安裝圍欄，方便做飯時兼顧幼童，

亦防止他們出入廚房，但謹記定期檢查圍欄

是否牢固，如有組件鬆脫，應立刻維修。

● 拿着茶、湯、粥麵等熱騰騰的食

物時，應確保嬰幼兒不會靠近。

● 保持地板乾爽清潔，如地上有水

漬或油污，應立即清理，慎防滑倒。

廚具及餐具利器不亂碰
● 廚具及餐具（例如煲、刀、叉）、清

潔用品等應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刀

用完應妥善放在刀架上。擺放長柄煲及湯

勺等有把手的廚具時，把手應向內擺放。

● 家長應教導兒童不可把玩煮食

爐，亦不應讓兒童擅自使用煮食爐。

小心電器高溫表面和鋒利邊緣
● 誤用電器可造成嚴重傷害，應避

免讓小孩獨自使用。高溫表面（例如電焗

爐、多士爐）、蒸汽噴霧（如熨斗）、鋒利邊

緣及尖角（如攪拌器），都可能對小孩構成

潛在危險，家長必須教導小孩小心使用，

並從旁協助，用完把電器收好。 

● 電器（例如電熱水壺/煲、飯煲）

的電線應妥善擺放，以免兒童拉扯電線而

導致燙傷或灼傷。 

   

2. 誤飲火水
2009年，一名3歲半男童在家中床底下找到一瓶用飲品樽盛載的液體，開蓋後給19個月大的幼弟飲用，幼弟即時嘔吐及咳嗽，母親懷疑幼子誤飲火水，大驚報警，幼子送到急症室搶救，後轉深切治療部留醫。

近年兒童意外中毒事件薄
1. 誤飲蒸餾水樽裝載的白電油

2010年8月，一名歲半男童在家中

拿到載有液體的蒸餾水膠樽，只喝一口

即咳嗽及嘔吐，放聲大哭，父親懷疑兒

子誤飲樽內的白電油，慌忙報警並攜同

膠樽將其送院，幸經治療後無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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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anide）、清潔行業用的白電油（white 

spirit），這些工業用品的毒性和濃度極高，

故在包裝及使用安全的要求遠比家居清潔

用品高，絕不應帶回家，免生危險。 

經食物傳播的疾病——

嬰幼兒屬高危一族
經食物傳播的疾病是指所有與進食

食物有關的疾病，通常由細菌性致病原引

起，例如沙門氏菌。病者通常出現腹痛、嘔

吐及腹瀉等腸胃病徵狀，有時也會發燒。

嬰幼兒、長者、孕婦及免疫力較差等「高危

人士」，可能較易受致病原感染，或在感染

後較易出現嚴重病情或併發症，要着力預

防。

● 患傳染病時不應處理食物：患傳

染病或出現有關病徵，如腹瀉、嘔吐、發燒

或腹痛，應停止處理食物。若手部有傷口，

應以防水膠布遮蓋或戴上手套。

● 用清潔的手配製食物：在處理食

物前後、進食前、如廁及處理垃圾後，應用

清水和梘液徹底清洗雙手。

● 保持用具和環境清潔：使用用具

和工作枱後，應用乾淨的布或刷子、熱水

和清潔劑清洗乾淨。食物殘渣應妥善包好

並棄置於有蓋的垃圾桶內。

● 小孩進食前先清潔雙手：小孩子

經常四處觸摸，雙手可能沾滿細菌，要特別

注意進食前徹底清潔雙手。

不要用食物盒或飲品樽盛載
有毒物質

● 切勿以原本盛載食物或飲品的容

器儲存家居清潔用品或其他化學物，或有

毒物質如火酒、天拿水、火水、白電油等。

● 使用上述物品時，提防兒童在家

長不留意時把它們吞服，用後立即放回安

全地方。

別隨便放置清潔及化學用品
● 家長應將所有家居清潔或消毒用

兒童中毒主因是誤吞西藥及有毒家居用品
根據香港中毒諮詢中心的資料，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間共錄得489宗中

毒個案（見下表），最大的受害群組為0歲至５歲的兒童，佔307宗（62.8%），而最常

導致中毒的物品為西藥和家居用品，分別有214宗（43.8%）及207宗（42.3%），將0歲

至５歲及6歲至12歲兩個受害群組加起來，0歲至12歲兒童中毒而涉及西藥的有176宗

（36%），涉及家居用品的有109宗（22.3%）。有關的家居用品包括殺蟲劑、清潔劑、

乾燥劑或防潮用品，以及化妝品或個人護理用品。

品及個人護理用品，存放於上鎖的櫃內或

置於高架上。

● 清潔用品應存於原本的容器內及

不要撕去容器上的標籤，瓶蓋必須扭緊，

存放的地方應遠離食物和飲料及確保兒童

不能觸及。勿在家中積存過量清潔用品。

● 可選購備有安全瓶蓋的產品。

切忌把高危化學品帶回家
●  有些家長在 工作上會 接 觸工

業用有毒物品，例如電鍍行業用的山埃

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香港中毒諮詢中心記錄的中毒個案

主要牽涉的毒物種類       
0歲至
5歲

6歲至
12歲

13歲至
59歲

60歲或
以上

年齡
不詳

總數

西藥 169 7 15 19 4 214

家居用品* 100 9 69 28 1 207

其他 38 6 12 11 1 68

總數 (百分比)
307

(62.8%) 
22

(4.5%) 
96

(19.6%) 
58

(11.9%) 
6

(1.2%) 
489

(100%) 

* 包括殺蟲劑、清潔劑、乾燥劑、防潮用品、化妝品或個人護理用品。註

資料來源： 香港中毒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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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房
慎防兒童從高處墮下

過去8個月，至少有4宗新聞報道涉

及兒童由高處墮下受傷或死亡的意外。事

實上，幼童從高處跌下受傷是頗常見的意

外，例如幼兒睡在沒有圍欄的床上時轉身

墮地受傷，年紀較大的兒童則喜歡跑跳，

在家中攀高跳低時可能跌傷。

● 要預防兒童從高處墮下，應

避免他們在床等家具

上跳動，或是在碌架

床的上層玩耍或睡

覺。不要獨留兒童在

容易翻倒的枱、床、

長椅或沙發等地方。

● 不要把床或

傢俬靠近或擺放在窗旁，避免兒童攀爬其

上玩耍造成意外。

● 窗戶應加裝穩固的窗花，窗花

不能太粗 疏〔美國消費品安 全 委員會

（CPSC）建議，窗花間

隔距離不宜超過10厘

米，約4吋〕，以免兒童

把頭卡在中間。活動的

窗花用完應立即上鎖，

不要嫌煩。

窗簾繩、晾衫繩可釀致命意外
家長要小心窗簾繩、晾衫繩、包裝用

的尼龍繩、頸巾或長形絲巾等都可能被兒

童當作玩具玩，萬一纏繞頸項，可能引致窒

息，家長須時刻提高警覺。2007年8月本港

便曾發生女童在家中意外被晾衫繩勒頸的

意外，幸家人及時發覺搶救後送院。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今年6月收到

當地一名歲半兒童差點被窗簾繩勒死的報

告後，即時宣報召回某國際家居用品公司

大約340萬個懷疑有問題的窗簾。在美國、

歐洲和澳洲等國家或地區，都訂定了窗簾

的安全標準。

● 不要讓兒童以尼龍繩、繩索、頸

巾或絲巾作玩具。

● 不要將家具放近窗簾，避免兒童

藉攀爬家具觸及窗簾。嬰兒睡床附近亦不

可置有繩索（例如窗簾繩），否則幼童把玩

繩索亦可導致致命意外。

● 家長須確保窗簾繩不在兒童伸

手可及的範圍，除可盡量剪短窗簾繩之

外，也可用收索盒把繩子收納好，或將繩

子掛於牆壁的鈎子上。美國消費品安全委

員會更建議，有小童的居所應裝置無繩式

（cordless）設計的窗簾或百葉廉。

一張安全的嬰兒睡床
與初生嬰兒相處是不少家

長的愉快時刻，不過並不建議成

人與嬰幼兒同床，以免增加壓傷

或令幼兒窒息的機會。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及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過去13年接獲

12宗有關1個月至4個月大嬰兒使用睡眠位

置固定產品（sleeping positioners）導致窒

息死亡的報告，兩個機構於今年9月發出警

告，提醒消費者停用任何類型的睡眠位置

固定產品。

● 嬰幼兒應睡在合規格並有床欄的

床上，床欄應拉上。

● 嬰兒睡床應按照生產商指示或說

明書安裝，切勿自行改裝。如發現床欄柱

等組件鬆脫或剝落，應立即維修，否則嬰

兒頭部及四肢可能會卡在其中，情況嚴重

的話可能會導致窒息。

● 床褥尺寸應配合床架尺寸，過大

或過小同樣增加引致意外的機會，床褥必

須堅實，不宜太軟，並要保持清潔乾爽。

● 初生嬰兒不宜使用枕頭和睡眠位

置固定產品，鬆軟的毛公仔亦不應放在床

上；被子宜以床褥固定，切勿用被遮蓋嬰

兒面部或頭部。嬰兒的睡姿以仰睡為佳。

● 嬰兒床不宜放於窗旁，床沿不應

放置雜物（如疊高的衣物），以免壓傷幼童

或衣物遮蓋嬰幼兒的面部而令他們窒息。

● 家長如要 使用遙 距離 監察 器

（baby monitor），宜選用無線款式；如使

用有電線的監察器，須確保幼兒接觸不到

監察器及其電線。嬰兒使用睡眠位置固定產品時，有機會把面部壓

向有關產品，引致窒息，美國當局提醒消費者停用。

生活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