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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帐使用的手册

我们的服务远景

增进儿童健康

对儿童提供优秀的健康护理

我们的服务品质包括

忠心承诺

专业职责

尊敬隐私

优秀护理

完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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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本医院

维斯蜜儿童医院地方大, 对第一次来的访客来说, 尤其是小孩
子,可能会有点混淆不清的感觉。

我们知道离开家可能会造成你心绪不宁,因此我们竭尽全力提供
安抚您的服务。这本小册子里的讯息不但能帮助您和家人准备
来访, 并且能协助您舒适的住院。

住院的任何时间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请勿犹豫询问, 本医院里
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非常乐意的协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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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册

小孩子住院期间里请把本手册带在身上, 并在手册内
记录资料以便未来查询。

另外您在每一间病房里也可以找到本医院和邻近地区
邮局、美容院、和超市等服务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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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只是一间医院

维斯蜜儿童医院是国际儿童健康界的权威和新南威尔斯州
最大的小儿科教学医院。

我们提供州内其它地方无法得到的多项专科医疗服务。

本医院是国家儿童肝脏移植单位和州立儿童灼伤医疗单位
的所在地, 另外我们的心脏病学科执行州内大多数的儿童心
脏开刀。

我们照顾生病的儿童和他们的
家人已经有120多年了。我们的
医疗人员愿意同您和您的孩子
们合作来保证您接收到最高品
质的护理服务。

本医院的医疗哲学以家帐为中
心, 也就是说不但我们和父母亲
及家人合作,而且我们也
了解每个家帐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主张父母亲、和其它
支持您的亲戚朋友们都有扮演
看护病童的重要部分角色。
本院的专门技术和医疗设备在
国际间享有数一无二的声名。
同时, 我们设立了一个利用娱    
乐、教育节目、艺术、和帐园
来协助康复的重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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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找到我们?

维斯蜜儿童医院在Westmead区Hawkesbury路和
Hainsworth街的角落上, 靠近悉尼西区Parramatta。

搭乘公车和火车均可到达本医院,自行开
车可在M2和M4公路上看到指标,另外也可
以从主要街道,例如James Ruse车道,或是
Great Western高架车道进来。您
可以打电话给交通热线131 500询问公车、
火车、渡船、和悉尼西区私人交通车
来回运行时刻表。

本手册的后面附有有关寻找本院的详细资
料。

停车 (parking)

父母亲和访客的停车位在Hainsworth街
上,医院大门口可以上、下车, 我们的义工
可以在您去停车的时候帮您看管小孩。

大多数的访客需要付停车费,拥有健康卡或
是退休卡的家帐可以享受折扣。

只用把卡交给安全警卫办公室即可。如果您
有道路交通局发出的残障人停车许可则可以
免费停车,残障人停车位在停车场1楼。离开
停车场的时候,您必须在出口栏杆那儿按
铃,安全警卫办公室会帮您拉起栏杆。其它
停车费的安排可以同社会工作者或是病人朋
友组人员询问。

如果您在晚上时间要到停车场去拿车,安全
警卫办公室可以派人陪你一起去。

轮椅和推车

使用轮椅和推车的人可以从访客停车
场使用一条平坦的特别通道直接进入
医院大门。医院里并设有电梯和轮椅

斜坡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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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问题
隐私

我们尊重和维护所有病童和病童家人资
料的隐私。

我们保密您孩子的生病和治疗情况。我
们的医疗人员严谨的遵守隐私的工作条
件。

一般说来,如果没有您的许可我们不能
对外泄漏您的医疗记录。但是有些时候
,虽然没有您的许可,我们仍旧必须依照
法律规定来放出一些资料,比方说,法
院为了调查医疗健保而发出传票、或是
需要通知的疾病情况。

索取小孩子的医疗记录

您有权利看您小孩子的医疗记录 - 只
要向小孩子的病房管理护士提出要求即
可。
若果您想要看您孩子的全套医疗记
录,或是想保留一份记录,您可以打电话
给医疗记录部门询问�     
这个要求很容易安排,并且只酌收影印
服务费。

您可以同您孩子医疗组的工作人员询问
任何有关您孩子医疗记录的问题。

医疗教学

本医院在教育下一代健康医疗专业工作
人员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
教学是在密切的管理之下来进行
的。我们期望您能协助我们实行这个职
责,但是如果您要求不要让实习医生来
作医疗检查,我们会尊重您的决定。

(02) 9845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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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可以讲给您孩子的病房管理
     护士、或是医疗组的工作人
     员听
2。 您可以利用每个病房或是每个
     部门的意见箱
3。接洽服务改善单位�

地址�The Service 
Improvement Uni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at Westmead
Locked Bag 4001 Westmead
NSW 2145
电话: (02) 9845 3422
传真: (02) 98451007
电邮: SIUSIU@chw.edu.au

4。若果在提出意见之后,您
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掉,请和
病人朋友组或是临床风险管理
经理联络。病人朋友组的办公
室在2楼、Kids Health的隔
壁,电话(02) 9845 3535(如果
用病床电话,拨53535),另外可
以从病房里或是医院前面询问
台那里以电话呼喊找人。

5。临床风险管理经是医院指派接 
   受正式抱怨的工作人员。

恭维、建议、和抱怨
我们以提供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为工作主旨。为了能不攐地改善我们的服务,我们欢
迎您针对住院经验提出您的意见。 我们看重所有建议和抱怨,并且在加以调查之
后,用来增进未来的服务。您的意见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方面做的好,和哪方面
需要改进的最好方式。

您可以经过下面几种方式来告诉我们您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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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其它家帐的隐私

我们要求您如同本医院尊重您隐私一样
的尊重其它家帐的隐私。

另外请照顾自己的孩童。如果知道别人
的孩童需要医疗协助时请通知护理员工
来帮忙。

吸烟和酗酒

为了维护您孩童的健康,同时也遵守新南
威尔斯健康部门的规定�

维斯蜜儿童医院唯一的吸烟区是在靠近
医院入口外面的一个有遮阳的地方,其
它任何地方均不可吸烟。医院工作人员
可以告诉您怎么走到吸烟区。医院里的
所有建筑物都装有烟检测器,在检测到有
烟的时候会自动通知消防队。

请勿带酒或是非法药物到医院里。

鞋子
基于健康和安全的原因,我们要求父母亲
和访客们在探访时一定要穿着鞋子。

手机
手机的使用有可能会干扰到医疗设备的
功能,所以基本规定上,在病房里请不要

使用手机。

这点要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装置
有许多医疗机器的地方,但是在别的地
方问题会比较小一点 - 所以请您在使
用手机之前先询问护理人员。

安全措施
安全警卫经常的巡逻维斯蜜儿童医
院。安全警卫的办公室在2楼、急救
部门的对面、并且24小时都有人工
作。本医院有一个叫做“守护医
院”预防犯罪的措施,但是尽管如
此,请仍然注意平常的安全警惕, 并
且不要把重要和贵重物品随地放、

无人看管。

适当的行为

为了保证病人、访客、和工作人员的安
全和福利,任何人使用具有虐待性和威
胁的语言或是表现出威胁的态度将会被
驱除出医院。

 该记住的几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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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私人健保
在您的孩子准许入院时您有选择使用 “私人” 或是 “公家”健
保的权利。

如果您有私人健保, 并且您的孩子也是使
用私人健保的病童, 您和医院 双方都可
获利。

孩童可以享受选择治疗医生的好处 (有
选择的时候), 如果您所选择的医生是本医
院里常驻的专科医生, 那么除了平常的保
险费用以外您无须另外付费。本医院里所
聘请的许其它多医疗师也是采用同样的收
费方式 (这些医疗师的工作职责请参考第
16页)

虽然我们尽量提供私人病房给私人健保病
童, 但是因为多数护理区里只有限定数量
的私人病房, 而且这些房间需要依照孩童
的医疗需求来分配, 所以我们无法保证时
时都有空出的私人病房。

当病人使用私人健保的时候, 医院可以利
用所收到的费用来维持高质量的服务, 并
且购买医疗机器和雇用更多医护人员。

私人健保最近改变请款程序, 减少了
家长需要填写的文件数量和付费的麻
烦。如果想知道有关私人健保的讯息
�请洽病童协调人, 电话 
(02) 9845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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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童和家人的权利和义务
维斯蜜儿童医院忠诚的为家帐提供服务。这个服务哲学是以支持病
童和家人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

在维斯蜜儿童医院里的时候您可以
期待下列对待:

• 以最完善的关心、考虑、 礼貌、和

尊敬来对待您

• 让您包括在孩童的医疗保健队里�并

且成为一重要份子

• 从职员那儿可接受清楚、 简明、和

容易理解的儿童保健信息。

• 清楚的介绍医疗保健队的成员给您

• 鼓励您询问所有儿童保健方面的

      问题, 并接受清楚的答复和充分的

解释 

• 医院维护您的尊严, 在提供医疗服务

时我们会考虑各病童不同的文化和社

会背景需求

• 您可以收到包括病历表等所有有关儿

童保健的信息

•    您可以在私人和保密的环境里来

      解决任何有关儿童保健得的问题

您是维斯蜜儿童医院社区的一份
子, 我们期待您:

• 尊敬并体谅我们的工作人员, 其它患

者和患者的家帐

• 与您的儿童的医疗保健队分享有关保

健信息

• 告诉我们您家帐的特别需要以方便我

们的协助

• 小心您个人财产、尊敬医院物产、并

遵循医院里抽烟和酗酒等重要规则

•     提出所有有关您孩童和家帐在维斯

      蜜儿童医院里所发生的医疗问题

•    帮助我们改进我们对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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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孩童的医疗保健队
您儿童的医疗保健队包括许多不同的医疗专员一起与您合作提供给
您孩子最好的服务, 并且对您的家帐加以支持。我们的医疗保健队
大多都经过多种专业謐练。

所以医疗保健队的工作人员专业范围广
泛、拥有许多不同的技能, 同心合力的为
您服务。

医疗保健工作者有三个主要小组�护士、医
生、和联盟的保健医疗专员。
医疗保健队则是依照您儿童的医疗需求来
组成, 有可能只有一两位成员, 也有可能
从不同 部门派出的许多雇用职员。

在这个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儿童医疗
保健队成员的角色和职责的信息。
 
除了这些保健队成员以外, 还有其它支援
员工专门负责医院每天运作的重要工作, 
例如: 病房书记、清洁人员、食品供应工
作员等和其它许多不同单位的工作员工。
请任意询问任何一个职员他们在医院里有
关儿童医疗的职位和工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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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团队

通常您的小孩会由一群医师来照顾. 这些医生由一位
主治医师 (资深的医师) 负责管理 ,  您可以在您的小
孩病床上方看到该主治医师的姓名. 这位主治医师将为
您小孩的医疗照顾负起主要的责任.

顾问医师

保健团队会依照您小孩的健康问题把医疗
的焦点放在内科, 外科或两者之上. 

我们大多数的顾问医师都是小儿科医生, 
对于小孩的医疗有相当的专业水平. 有些
顾问医师专精于内科其中的一个领域,  例
如: 肾脏内科(肾脏及膀光专科) 或眼科
(眼睛专科).

由于有些内外科的成员也在大学里任教或
基于工作上的需要而须担任教职, 所以有
些成员可能拥有教授或是副教授的职称. 
其它的顾问医师可能被称做专任医生或兼
任医生. 这些职称的差异来自于他们与医
院有着不同的工作合同, 并不代表他们在
专业程度上或经验上有任何的差异. 专任
医生指的是由医院聘请的全职医生, 而兼
任医生是指在本院兼职的医生, 这些兼职
医生也有可能拥有私人诊所或是在其它的
医院服务.

所有的顾问医师都有责任来教导及管理我
们资历较浅的医师,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您孩子的日常照顾以及平时的联系沟通会
由资历较浅的医师及护士来负责.

本院聘请了大量的资浅医师, 这些资浅
的医师在医院里接受謐练, 这些謐练的
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在自己所选的专业
领域中成为顾问医师. 由于我们专精孩
童的医疗, 所以我们不聘请毕业后从业
未满两年的医生. 资历较浅的医师须在
顾问医师的指导及管理下才能作业. 
由于资历较浅的医师会有不同的经验
水平, 他们在职称上也会有所差异, 
例如:

研究员
研究员指的是具有多年注册医师经验而

且已经快完成顾问医师謐练的医生.

注册医师
注册医生是指已经完成住院医师所须的
住院年限并且快要完成小儿专科或外科

謐练的医生.

住院医师
住院医师指的是医疗团队中资历最浅的
成员. 他们在本院都须在成人医院的内
科中实习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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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团队

护理长
护理长是一位注册护士, 付责管理整个
病房和病房里的护士. 当您有任何问题
无法与照顾您孩子的护士讨论时, 请与
该病房的护理长联系.

临床护理顾问
临床护理顾问也是已注册的护士, 该
护士负责照料整个医院中特定的相关
事宜, 他们除了可以对您的家帐提供建
议以外,也可以支持您的家帐、其他护
理、及医疗同仁. 临床护理顾问在您孩
子的照顾事宜中扮演一个负责沟通协调
的角色.

护理从业人员
护理从业人员是有注册登记的护
士, 并且有专精的护理领域 

(如: 糖尿病症)。 护理从业人员独立
提供及安排 治疗, 同时和 不同的保
健团队合作, �提供专业知识、建议、
及协助给孩童、孩童的家帐、和院内的

其它同仁。

护理从业人员
护理从业人员是有注册登记的护士, 
并且有专精的护理领域 (如: 糖尿病
症)。 护理从业人员独立提供及安排
治疗, 同时和不同的保健团队合作, 
�提供专业知识、建议、及协助给孩
童、孩童的家帐、和院内的其它同仁。

临床护理专家
临床护理专家同样是一位已注册的护
士, 该护士的照顾范围为一个病房, 
专责于该病房中的一些特定事宜.  临
床护理专家也可以为您的家帐提供建
议及支持, 同时也为其他同病房的或
相同专业的同仁提供同样的服务.

注册护士
注册护士是指俱有护理学学历的护
士. 很多注册护士在广泛的护理学中
都各有其特定的专业领域. 注册护士
除了负责为您的孩子提供日常的照顾
外, 也为您的家帐提供支持.

在编护士
在编护士是指已完成两年在编护士课
程的护士. 在编护士的责任是为您的
小孩提供照顾及支持小孩和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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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健康专业群
在联合健康专业群中有不同的健康专家.　以下讨论到的只是整个专
业群中的一部份:

听力学家
听力学家专精于听力的测试

营养学家
由于孩童医疗状况的改变, 有些小孩须要
做饮食评量, 有些须要特别的饮食处方,  
有些则须要改变所摄取的饮食, 而营养学
家则是专门为这些小孩提供在营养摄取上
的信息, 教育及建议的专家.

职业疗法专家
职业疗法专家専门为小孩及青少年提供帮
助, 除了提供使他们能从家里及学校的日
常工作中独立行动的协助之外, 同时也帮
助家长在家里对小孩所能提供的关爱.

斜视矫正专家
斜视矫正专家专精于治疗眼睛及视力的
失调.

复健师
复健师的专业服务在于提供设备 (如: 固
定骨格用的夹板, 支架等器材)  以协助
行动问题的矫正及治疗. 

药剂师
药剂师专门提供医疗用药以改善您的小孩
的病况.

物理治疗专家
物理治疗专家专门与小孩及家庭配合
来建立, 恢复及保持小孩最佳的身体

机能, 独立行动及良好的健康程度.

乐理治疗师
乐理治疗师运用乐理的经验及处理方
针来帮助小孩适应自己的疾病及住院
治疗等事宜.

心理学家, 临床心理学家及临床
神精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提供病人及家庭广大的服务
范围, 其中包含协助处理与心理学相
关的问题, 与行为学相关的问题及身
心失调的问题等等. 

社会福利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在情感上及实质上
的帮助, 以协助小孩及家庭处理因疾
病及住院所引起的各种问题.

语言病理学家
语言病理学家专门诊断沟通及感知的
问题, 他们会与家庭配合, 共同克服
在这个领域内的困难.



您孩子的保健团队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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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告知您的小孩有关到
医院的相关事宜

•   尽可能地以简单的字句来解释您
     的小孩他的病况或所须要做的手
     术, 以及当他们在医院中里会发
     生的所有情况.
•   在回答小孩子问题时, 尽管是有
    关疼痛的问题.　或是使您感到困难
     回答的问题,您都必需尽可能坦白的
     回答。您健康医疗团队的成员也能
    为您做详细的解译.
•   在您准备到医院之前不妨和您的子
     孩一起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这些
    书籍能为您提供所须的协助. 对年
    幼的小孩这些书籍以图片为主较适
    当. 这些书您可以在您书店, 图书
    馆, 或位于我们二楼儿童健康书
     店里找到, 或请致电 
     (02) 9845 3585.

何时告知您的小孩要到医院

对于较大的小孩请在几个星期前让他们
知道. 他们可能会想像去医院的情形, 
并且思考要如何去面对它.

3到4岁的小孩们, 请在来医院数天前就
告诉他们.　他们可能喜欢玩假装在医院
里的游戏。

若对像是年龄更小的儿童则只需在出
发前告诉他们即可. 因为他们还不了
解时间, 一天或一个星期对他们而言
没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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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带些什么

须要为婴儿带什么

检查清单

□ 基于健康及安全的考虑, 父母亲无
法在病房中准备婴儿的奶水. 我们
有提供某些品牌的奶粉, 

    如: S26, S26 Progress, S26 
LF and Infasay 等等. 如果您的
幼儿使用其它品牌,请自行携带您
所始用的奶粉, 我们的冲泡室会帮
您的幼儿冲泡. 

□ 在奶瓶方面您可以选择自行携带或
有需要时向我们借用□ 我们也提供一些品牌的橡皮奶嘴及
橡皮乳首. 如果你的小孩使用特别
的橡皮奶嘴或橡皮乳首, 请您自行
携带.

□ 请记得携带您幼儿所喜欢的玩具或
类似的物品,以安抚幼儿.□ 请记得从家中携带一些衣物及摺叠
式的婴

您本人需要携带些什么物品
捡查清单

□ 本手册
□ 记载您小孩目前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

□ X光片, 病况报告 (如果该报告与此次小孩的诊疗俱有相关性)□ 医疗保险卡
□ 医疗保险手册或医疗保险卡□ 健康记录手册 (蓝本手册)□ 浴袍及拖鞋
□ 睡衣裤
□ 便装, 其中包含了鞋子(给可以起床走动的小孩使用)□ 防晒油, 帽子及太阳眼镜      (小孩可以到外面时使用)□ 发刷及梳子

□ 肥皂, 牙刷及牙膏
□ 任何特殊的饮食处方□ 最喜欢的一个玩具, 一本故事      书, 一支着色笔或一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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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蜜儿童医院的入院许可
准备程序

确认您小孩的预约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确认您小孩的预约, 请尽快寄回您
的资料表格或回函, 这样可以让我们为
您小孩的来访做好所有的准备事宜。

我们的预约室将会在小孩入院的前两天
打电话给您并确认您的到逹日期. 

如果您小孩在入院当动手术的话,我
们的护士会在前一天下午3点至6点
之间打电话通知您到逹的时间及小孩开
始禁食的时间.　请您一定要遵守禁食
的指示(也就是您的小孩须要开始禁食
的时间).

如果您的小孩没有遵守禁食的指示, 我
们可能会取消您小孩的手术.

如果您小孩的入院日期是在动手术的前
一天,请您在入院当天早上10:30至
11:30之间打电话到我们的预约室确认
可用的床位,电话号码是
(02)9845 2300. 如果您所住的地方到
本院需要4小时以上的车程,我们的预约
室将在您入院日期的两天前以电话和您
确认您的预约.

如果您的小孩有不适的感觉以至于您不

确定他是否能到医院动手术, 请您打电
话到我们的预约室, 我们会给您适当的
建议, 电话号码是 (02) 9845 2300. 
我们有可能须要为您的小孩重新预定手
术的时间.

当您到逹医院时请先到询问处, 我们会

有职员或义工指引您正却的路向.

小孩动手术前的相关事宜

如果您的小孩有动手术的需要, 我们会
要求您填一份健康状况调查表. 这份调
查表将会交给医院里负责手术前事宜的
护士审合, 并判断您的小孩是否须要在
手术之前先做一个手术前临床检测. 

如果您的小孩需要参加手术前临床检  
测, 我们会以书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
您.

手术前临床检测医师,麻醉师及负责手术
前事宜的护士评量您小孩的健康状况, 
并做一些在手术前必须的检测.您可以利
用这个机会发问手术相关的事宜, 并且
了解一些手术后所需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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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您的小孩在手术之前会被安置于病房里或一个特定地点以做好准
备. 他们在医师准备好前可以穿着睡衣玩耍或休息. 如果您有任何
的问题请随意地发问.

同意书
在医师向您解译手术的相关事宜之后, 
我们将要求您签署一份同意书. 在我们
动手术之前我们一定要拿得到这份同意
书. 如果您需要翻译的话, 请告知医院
里的任何工作人员.

充份地了解您小孩所要动的手术及手术
之后所需要的照料事宜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时, 请您尽
可能地发问.

禁食
在动手术之前,您的小孩必须先禁食, 也
就是说您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不可以给
小孩任何的食物或饮料.

禁食在手术中是十分重要的.

为什么禁食很重要?
对任何人来说, 在手术之前能有一个
净空的胃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一个
净空的胃,对被手术的病人而言他们将
须冒着会呕吐及让食物或液体倒流至肺
部的为险.　禁食指的是至少在麻醉前
6小时不得摄取食物或牛奶.　婴儿必须
在麻醉前4小时停止母乳的摄取, 儿童
必须在麻醉前两小时停止喝水. 我们的
护理人员将会通知您小孩的确实禁食时
间. 禁食的时间会依您小孩的手术时间
而有所不同.

您应该记录下您小孩的禁食时段:

何时不得再摄取食物及牛奶:

何时不得再摄取母乳:

何时不得再摄取清澈的饮料:

何时须抵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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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醉
很多父母亲都会担心小孩的麻醉过程. 麻醉师是具有专业经验的
专科医师, 并且都受过专业训练, 能在手术的过程中完善的照顾
病人. 麻醉师会确认您的小孩睡着�并且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严密
地观察小孩们的呼吸及体内循环的情况. 麻醉师会确保小孩子在
手术后感受到最轻微的疼痛。

我可以陪我的小孩多久时间?

我们很鼓励家长陪同小孩一起进手术
室. 在大多数的状况里, 如果父母亲
愿意的话, 父母亲可以在小孩做麻醉
时陪着小孩. 但是, 有些情况我们不
建议这么做, 例如对像是一个很小的
幼儿而且情况十分紧急. 在这种情况
下麻醉师将会给家长适当的建议.

我的小孩如何被麻醉?

小孩被麻醉的方法若不是藉由静脉
注射, 就是藉由带面罩,再由面罩中
释出令人感到舒适的麻醉气体至孩
童的脸上.  麻醉师会使用合适的技
巧让小孩不会对麻醉感到害怕.



复原病房

当我的小孩在手术室时, 我该
做些什么?

您应该藉着这个机会去吃点食物及喝
点饮品,或者也可以到医院的草地上走
一走. 在接到手术室同仁的通知时, 
请您至3楼的复原病房等待室里静待. 
当您的小孩可以见您时, 我们会打电
话到等待室通知您.

若是手术的时间超过预期的时间,　
请不要耽心,因为实在有很多因素会影
响手术时间的长短.

在手术完成之后, 您的小孩将会被送
至复原病房里.

复原病房

复原病房是小孩苏醒的地方. 您可以在
小孩苏醒后立即见到他. 复原病房只允
许两为成人探视小孩, 其余的小孩, 
如: 兄弟姊妹, 除了需要父母照顾的幼
儿以外.一律不可以进入探视。复原病
房中专业经验的护士会在小孩苏醒时提
供充份的照顾�并且确认小孩的舒适.

大多数的小孩都能很快地从麻醉中苏
醒�并且没有有任何大问题. 但是, 麻醉
后的瞌睡, 头晕及呕吐是常见的可能现
像.

小孩在苏醒之候会被送到一般的病房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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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中的生活
在一般病房中我们鼓励父母亲们尽可能地参与小孩的复原照顾. 
这种保健照顾哲学是儿童康复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们希望您告
诉我们在照顾小孩的事宜当中,哪些方面您想要参与(例如:为小孩
洗澡,喂食,或喂药…等等),并且告诉我们您或您小孩任何的特别
须求。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协助我们为您的小孩提供更
好的照顾.

每一个小孩的房间都可以看到花园或庭
院.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衣厨并且
可以使用共用的浴室.

父母及访客不能使用病房里给病童使用
的厕所,但是在每个病房中都有您可以
使用的厕所.

每一个病房里都设有一间父母亲可以使
用的休息室,　在休息室中您可以为自
己冲泡热饮, 而且休息室中也都配有电
冰箱, 微波爈, 及电视等可供您使用.

病人的膳食

所有的病人都可以从我们的菜单中选择
餐饮.　调配饮食的专员及营养师可以
回答您在餐饮上的问题, 并且协助您饮
食方面的特别需求。

如果您孩子的床前有 “不可进食
�的标示, 请不要给小孩任何饮
食. 在不可进食的状况下进食, 

可能会使您的小孩遭遇危险.   
另外除了您自己的小孩以外, 请
不要给别人的小孩任何食物或饮
料.

家长的膳食

在病房中我们不提供给父母亲膳.您可
以在医院里不同的商店中购买零食及餐
饮, 这些商店从早晨到傍晚营业 (若
须要详细的资料, 请参照第 44 页). 
您也可以自行携带食物,家长休息室里
设有冰箱供您存放食物.　请在您的食
物上标示您的姓名及存放日期. 另外, 
您也可以向义工服务员购买零
食, 义工服务团在每个工作天(国定假
日除外)的早上推手推车到每个病房里
贩售零食. 

此项服务是由义工服务处协同饮食部
一起合作提供饮食给病人的家属,　
所有的营业所得都经由义工服务处捐赠
会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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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病

父母亲及负责照顾的人可以一直陪伴着
小孩

• 家属及亲友探病的时间为早上 10 
点至中午 12 点, 及下午 2 点至晚
上 7 点

• 孩童的午休时间为下午 12:30 至 
2:00. 在这段时间内, 小孩只可由
父母及负责照顾的人陪同.

• 若是探病者是儿童, 该儿童需随时
有大人的陪同. 如果您不想带其他
的小孩一起探病,您可以将小孩交由
本院的儿童照料处代为照顾. 本院
的儿童照料处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
星期五早上 9 点至下午 3 点, 周
未则为早上 10 点至下午 2 点. 并
酌收照顾费

          用. (详情请参见第 43 页).
•      生病中的小孩十分容易受到感染,

所以父母亲只适合跟自己的小孩玩
耍. 如果来探病的人有感冒或其它
不适的地方, 请父母亲转告他们不
宜来访. 有些小孩特别容易感染水
痘,麻疹及其它的接触传染性的疾
病. 如果您与这些疾病有任何的接
触, 请不要到医院来探望病人. 
如果您无法确定的话, 请与我们联
系.

回复病房, 加护病房� Variety, 
Clancy及Camperdown 等病房的特
殊探病条例

在这些病房里的一些小孩很容易
被感染�而且感染对他们来说是十
分危险的事情.　因此,请您务必
格外地留意。每间病房的资料单
中都有更详尽的探病条例.

电话
病床边的电话一般只能在接听来
电时使用,该电话也和摇滚音乐室
及星光快车房连线. 您也可以利用 
“Phoneaway� 电话卡经由此电话来拨
打外部电话. “Phoneaway� 电话卡可
以在 3 楼的儿童药房和1 楼的小熊饮
食部购得. 另外, 整栋医院里都设有
公共电话可供使用.

为了保持小孩良好的睡眠品质, 
请告知您的亲友避免在晚上 8 点后打
电话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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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病童家长使用的住宿

当您的小孩在医院时,　协调住宿问题的工作人员可以为您说明
住宿的种頪及费用. 

虽然医院没有订房的要求,但您在您到逹医院之前可拨点话
(02)9845 2958 给住宿协调者, 讨论您住宿的需求.

贘还方案  新南威尔思孤立病人之旅行及住宿方案 (IPTAAS)  是给
位于医院200公里以外乡村的家庭使用.其作用在于为这些农村家庭提
供旅费及住宿费上的帮助.　您的医生�社会福利工作者或医院的住宿
协调者都可以在 IPTAAS 这方面给您更多的相关信息.

病房内的住宿
除了加护病房及新生儿特护病房以外的
其它病房里,每张儿童病床旁都设有免
费的单人沙发床. 请使用的家长们参阅
家长留宿信息. 由于病房的空间有限, 
每一个小孩只能由一位家长留下陪伴. 

大部份的病房都有一间家长用的卧室
(可以让1至2人使用),这个房间由护
理长依病房里孩童的医疗须求来调配
使用. (使用此房的家长须每晚缴交费
用).

在家长卧室旁有淋浴间及厕所供家长使
用. 请家长们勿与病童共用厕所.

  医院中其它的住宿资源十分有限.

家长用宿舍
家长用宿舍位于 2 楼, 该宿舍中有少
数的单人房, 每间单人房可以让两位成
人留宿. 本宿舍依每人�每晚来收费. 医
院保留住宿优先权给有小孩在加护病房

或新生儿特护病房的家长。除了需要喂
哺母乳的幼儿外, 我们无法将其他孩子
安置在家长用的宿舍里. 若需要更进一
步的相关信息, 请电 (02) 9845 2958 
和家长用宿舍取得联系.

Ronald McDonald 宿舍
这个设施是给住在乡间地区的家庭及
需要长期留宿的家庭使用. 医院保留住
宿优先权给有小孩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家
庭. 若需要更进一步的相关信息, 请电 
(02) 9845 0600 和Ronald McDonald 宿
舍的负责人取得联系.

其它的住宿方式
在医院周围的近郊中有其它可供选择的
住宿方式.
若需要更进一步的相关信息, 请电 
(02) 9845 2958 和住宿协调者取得联系
或来电至 (02) 9845 2641 向我们的社
会福利工作处资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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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留院期间所能做
的活动
图书库阅览
我们的图书馆备有适合每一个年龄层的
书籍,其中有些书已用光碟的形式保存起
来. 本图书馆对您的小孩而言将会是
一个絶佳的去处也会是一个停留的好地
方. 如果您的小孩无法离开病房,请向我
们的护理人员询问借阅书籍,录电影录像
带及录音带的方法.

演奏节目
我们的乐理治疗师们会在每个礼拜为 0 
到12 岁的孩子们表演团奏.

在每个病房中都备有医院内及附近地区娱乐活动的详细资料.

电视观赏
每张病床都装设一台电视机, 可以欣
赏的节目有星光电台及床变摇滚收音
电台. 如果您想观看商业频道, 请您
与您小孩所属病房的办事员联系. 观
看商业频道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青年文艺节目
青年文艺节目提供一系列的创意艺术
活动, 手工艺制作活动, 及休闲活动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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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室及星光快车房

摇滚音乐室及星光快车房位于医院的 
2 楼, 共用医院里广大的娱乐场地. 
我们在这两个房间里安装了电动游
戏,小型电影院,钢琴,随选视听节目
及大量的工艺品. 藉由设备先进的工
作室, 每天 24 小时地向医院的患者
们传送 2 个免费的娱乐频道. 只要
您打开病床前的电视机, 您就能观赏
到这两个频道.

任何患者每天都可以藉由床边的电
话拨打“53577�来向我们的工作室点
播歌曲, 电影, 或参加有趣的竞赛
游戏. 

别忘了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这个房
间中每天都有新奇,有趣且令人兴奋的
事情发生.　摇滚音乐室及星光快车房
是小孩子们的桃花源,在这里没有医生
只有欢乐.

摇滚音乐室开放时间: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 6 点至
晚上 8 点

星光快车房开放时间: 
每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10:30 
至下午 5 点
每周六至周日早上 10:30 至下
午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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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 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因为每个人都期待回家的时候, 所以我们由衷地为您简化出院的程
序. 当您的小孩可以回家时, 您小孩的保健团队会与您商量相关的
细节.

如果您的小孩需要持续性的照顾, 不管
在出院之后您的小孩是用门诊的方式复诊
�由我们的临床联络护士来照顾, 或是由社
区护士或家庭医生照料, 我们都会在您出
院之前为您安排妥当. 

如果您的小孩须要在家中持续进行治疗, 
我们会教您如何进行治疗, 并尽我们所能
地给您最大的协助.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
与在病房中专职照顾您小孩的护士联络以
获得更进一步的协助.在您返家前我们会
给您一些您会用到的电话号码.

在您返家之前,  您将会收到一张儿童
住院摘要, 请将这张摘要转交您的家帐医
师。这张摘要叫作出院摘要书, 有时候这
本出院摘要书直接邮寄给您的家帐医师。

除非我们有您书面的同意, 否则除了小孩
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外, 我们无法让小孩
跟任何人返家. 如果您无法亲自来接小孩
回家, 请您致电我们的护士同仁, 并告知
谁会代替您来接小孩. 此人必须是一个成
人且需有身份证明文件及您所签署的同意

书. 在此同意书中您必须同意由此人帮
您接您的孩子回家.

一般而言,小孩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都
会留在医院中.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
下,即使您的小孩还不能出院,我们也
会许可他回家一小段时间.如果您有这
方面的问题, 请随意地向您小孩的保健
团队资询.

如果您在没有院方同意且违反医疗忠告
的情况下离开医院,您必须为因您的决
定而导致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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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一般性信息
因为我们能体会到离家的不适,所以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地帮助您
在院内的这段时间.　在本章节里,我们将介绍医院中所提供的服
务.每一个病房里会有更详的资料, 让您更清楚地了解该病房区所
提供的服务.

在医院里有任何需要协助的时後, 请别忘了向我们的工作同仁询
问, 我们都很乐意为您排除困难. 若您能对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做
出批评和指教, 我们将会由衷地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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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协助您的工作人员

土著居民保健教育
委员

我们的土著居民保健教育委员
专门为来医院就医的原住民家
庭提供所须的协助

出纳员

出纳员的办公室位于 2 
楼,与主要入口处相对. 您
可以在这里支付多数的医
疗款项 (本处设有电子转
帐业务).

牧师

           不论患者家庭成员的信仰及
           文化背景,我们的牧师都 
           乐意为为他们提供 24 小时
的服务. 除此之外, 我们也为需要冥
想及祷告的人在 2 楼设置了静祷室.

口译服务

儿童保健-小孩保健推广中心

            我们提供每天24小时的私人口
            译服务,口译人员可以面对面地
           为您提供口译服务,也可以在电
话中为您翻译. 另外�我可以为您安排使用
手语的翻译人员. 口译服务并非由本
院提供, 因此越早通知对您越有利. 这
项服务可以由照顾您的小孩的工作人员
为您安排.

           儿童保健中心除了是一个信
           息资源外也是一家书店, 
            它位于医院的 2 楼, 营业时
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 点至下
午 4 点.这里提供一系列的书籍, 电
脑化的信息, 电影录像带及小手册等
等. 书店的职员不但能提供您一整套
协助人员的联系电话, 也可以提供您
一些少见疾病的相关信息.您可以拨打 
(02) 9845 3585 来和此书店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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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之友

义工

病房祖母

如果您须要离开一下子, 您可
以请我们的义工服务员代为照
顾您的小孩. 若须要更详细的

资料, 请您和我们的护士同仁谘询. 在
义工商店中售有精美的礼品, 大多数的
礼品都是由手工制造出来的. 您也可以
购买本医院的代表礼物 -　敷绷带的可
爱小熊 , 和其它贩卖精品.义工商店每
星期一至星期五的营业时间为早上 9 
点至下午 4 点,每星期六至星期日的营
业时间为早上 10 点至下午 3 点. 
本店在平安夜开始休业, 并于 2 月初
开始恢复营业.

病房祖母是由社工处提供给长
期病人使用的服务. 本服务是
由一位受过训练的祖母义工来

陪办您的小孩, 每星期约三到四天. 
当您的家人及朋友无法来陪伴您的小
孩或您须要休息时, 此服务能提供您
适时的帮助.

病人之友为病人, 其家庭, 和医
院之间取得联络, 藉以提供与医
院程序,服务及设施的相关信

息. 病人之友位于医院 2 楼, 紧邻儿童
保健书店, 如有需要与其联络, 请播电
话至 (02) 9845 3535,或用病床电话拨
打分机号码 5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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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设施

银行业务服务
在医院2楼, 义工商店的对面�设有一台自动
提款机,能接受多家银行的提款卡. 儿童药
房可以使用电子转帐业务 (附有提款功
能). 另外在出纳处也设有电子转帐设备 
(但是没有提款功能).

哺乳室
本院十分了解喂哺母乳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
特别为妈妈们设置了哺乳室,室里备有帮您
乳水吸挤器材.另外�本院也有人员专精喂哺
母乳的协助. 如果您须要这种协助, 
请向您病房的护理长谘询.

尿布更换台及喂食室
本医院的 2 楼及 3 楼设有幼儿更换尿片处
及喂食室. 较年长的孩童可以在 3 楼的孩
童检验中心或 2 楼的更衣间里换衣服, 该
更衣间在义工商店不远的转角处. 

零钱兑换机
在急诊部门的对面设有一台零钱兑换机, 
把纸币换成等值的 2 元铜板.

药房
儿童保健药房营业的时间为星期
一, 二,四, 及星期五的早上 8:30 
至下午 5:00, 星期三和星期六的营
业时间则是早上 8:30 至下午 12:
30. 这里提供整套的药房服务, 同
时也销售礼品, 个人用品,邮票及 
“Phoneaway� 电话卡. 本店位于医院
的 2 楼, 在义工商店的隔壁.电话号
码(02) 9689 2999, 从院内拨打内线
电话时�请拨分机号码 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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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如果您的小孩需要使用特制的器材 
(如: 坐椅或沐浴), 请您通知
护理长.

电器设备
基於安全上的考虑, 医院的维修部门
必须在您使用自己带来的电器设备之
前作检查, 例如: 电视机, 录像机, 
注入水泵等等. 请和病房中的职员联
系, 以取得更详细的信息.

庭园与花园
本院拥有数个户外区域供您使用, 其
中包含了中式花园
及儿童花园. 请在带您孩子离开病房
之前与病房的护士联络.
无论您的小孩要到外面停留多久, 都
请您事先确认您的小孩已
经涂了妨晒油及带上帽子.

请尊重医院的庭园, 不要乱丢垃圾. 
当您在室外时,除非是在特定的吸烟区

内�请遵守我们的禁烟政策。 

听力问题
对于听力有问题的人, 本院在 2 楼的交
换机室设有电话打字机. 如果您还须要手
语翻译师我们也能为您安排.病人用的通
讯设备可以在职业疗法部门借到. 请向照
顾您的小孩的职员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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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房

医院药房 (跟儿童药房是不同的) 主要的功
能是分配医生处方给住院病人及一些门诊病
人用药. 医院药房位于 2楼 (邻近于家长用
宿舍). 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点至下午 4:30. 当我们在调配医生处方时
请您耐心等候.
本药房除了提供用药给院内的孩童外也为门
诊及准备出院返家的孩童提供用药. 在您返
家之前请您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来为您
准备最后一次的处方用药.

医院附属学校
医院的教育暨训练部门有设立一所儿童学
校, 专门给需要留院一个星期以上的孩童
使用. 如果您须要更详尽的相关信息, 请
您和我们的学校管理人员联络, 来电请拨: 
(02) 9845 2813.

网际网络终端机

我们设有两台网际网络终端机方便您的使
用, 它分别位于医院底楼的 小熊饮食中心
对面及医院大廰的保安室外面. 我们酌收小
额的使用费.

洗衣房

我们为家长设有投币式的洗衣房. 它
位于 1 楼走廊的底端.
每次使用洗衣机及烘乾机时您须要投
入一枚 $1 硬币. 若需购买洗衣粉则
须投入一枚 $2 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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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一些场所

在维斯蜜儿童医院周围有很多的当地
的零售店. Parramatta是为一主要商
场. 在该商场中有很多的政府机构, 
大型商店, 专卖店,餐廰, 咖咖馆, 
戏院及休闲设施. 在每一个病房中都
有当地场所
更详尽的资料.

遗失物品

若您遗失任何物品, 请您告知我们的

保安室.保安室设于急诊部门对面.

家属照顾
家属照顾中心为于 1 楼斜坡的底端, 专
门照顾住院, 门诊, 及急诊病童的兄弟姊
妹. 本中心的开放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
五, 早上 9 点至下午 3 点, 在周末为早
上 10 点至下午 2 点.
我们酌收小额的照顾费用, 此外, 如果您
的小孩须要在本中心吃午餐,请您为他们
准备好餐食. 该中心在平安夜停止营业, 
并于 2 月初恢复营业. 预约请洽义工服
务处联络, 来电请拨: 
(02) 9845 3840.

厕所及残障用厕所

我们在医院的每一个楼层都设有厕所, 
并且在每一间厕所里安装了给残障人使用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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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饮食中心

熊宝宝咖啡快餐店

儿童角落快餐厅

三明志面包店

Starbucks咖啡厅

义工队的零食手推车

贩卖机

进餐地点

每天营业, 营业时间早上 7 点至晚上 10 点. 地点位于医院 1 楼斜
坡的底端.小熊饮食中心销售各式各样的热食, 沙拉, 三明志, 寿司, 
饮料, 糕点, 糖果, 水果, 冰淇淋, 零食, 南北货, 报纸, 杂志
及 Telstra 的电话卡 (包含了 Phone Away 电话卡).

熊宝宝咖啡块餐店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早上 8 点至下午 8 点, 
在于医院 2 楼的斜坡顶端.熊宝宝咖啡快餐店售有一系列的咖咖简餐
及饮料. 它也有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

儿痛角落快餐厅营业的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早上 6:30 至下午 5 点. 
位于 Hainsworth 街道旁, 邻近于儿童医疗中心. 儿痛角落快餐厅供
应一系列的咖咖简餐, 三明志, 糖果及糕饼, 还有饮料及冰淇淋.

三明志面包店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早上 10 点至下午 3 点, 位于
医院 2 楼, 与儿童保健处相邻.三明志面包店售有多款式的三明志, 
除了有已经做好的以外, 也可以依客人的喜好让客人自行订制定喜爱
的三明志. 该店也售有寿司, 饮料, 及一些零食和水果.

Starbucks 咖啡厅营业的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五早上 6:30 至晚上 8 
点, 及每周未的早上 8:30 至下午 5 点.Starbucks 专精于咖啡及其
它饮品的泡制. 他们也售有零食及一些 Starbucks 品牌的零售商品. 

义工队的零食手推车售有一系列的零食及饮料. 义工们会在每个工作
天 (国定假日除外) 的早晨推手推车到每个病房里贩售零食. 此项服
务由义工服务处协同饮食部一起提供病人家属饮食服务�所有的营业所
得将经由义工服务处捐赠给本院.

本院的许多位置上都设有贩卖机,贩售的内容除了零食及饮料外�还有其
它的物品, 如: 化妆品等等, 另外也设有零钱兑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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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电话号码
我们列出了一些对您可能很有帮助的电话号码. 以下的电话号码除
了一般的外线号码之外, 也列出了内线分机号码, 您可以使用病床
旁的电话拨打内线分机号码。

外线号码
分机
号码 页数

住宿协调人员

图书库

预约室

诊疗危机处理负责人 

(负责处理抱怨投诉事宜)

财政处 (负责帐目处理)

口译服务 (至晚上 11 点)

儿童保健处

病人谘询处

病人之友

病人联络人

公共关系处

摇滚音乐室

服务改善协调委员

家属照顾中心

社工服务处

星光快车房

义工服务处

(02) 9845 2958         52958         31
(02) 9845 0808         50212         32
(02) 9845 2300         52300         23
(02) 9845 3442         53442         10

(02) 9845 3166         53166         38
(02) 9840 3456  (至晚上 11 点)      38
(02) 9845 3585  53585/53588     38
(02) 9845 3777         53777 
(02) 9845 3535        53535    10&39
(02) 9845 3673        53673          12
(02) 9845 3364        53364
(02) 9845 3571        53571          33
(02) 9845 3442        53442          10
(02) 9845 3838        53838    30&43
(02) 9845 2641 52641/ 5264 19&33
(02) 9845 3601          53601         33
(02) 9845 3841          5384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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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员目录 
(列表)

如果英文不是您的母语或是您在了解英语上有困难, 我们可以为您安
排口译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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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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