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您有英语语言方面的困难，请让员工预约口译员。

您也可以在家拨打 9605 3056 联系电话口译服务。

服务为免费提供。请询问员工本信息手册是否有您需要的语言版本。

本手册有简体中文 (Simplified Chinese)、繁体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
(Greek)、Italiano (Italian) 和  (Vietnamese) 版本。

帮助我们在您住院期间照顾您

护理伙伴

Partners in Care_Simplified Chinese



护理伙伴关系

您将有一个全心致力于您的安全和身
心健康的医护小组。您是这个小组的
重要一员，我们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在
您的护理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

我们的员工会与您和您的家人合作， 
确定您的护理目标和护理计划。

我们的员工会经常和您讨论您的护理，
并征求您的同意，以便和您的家人或照
顾者讨论您的护理。

我们会尊重您的价值观、偏好、精神信
仰、文化需求、家庭情况和生活方式。

我们会问您：

• 您的健康和康复目标对您有何意义

• 您是否有任何交流或行动方面的需
求，或需要任何感官方面的调整

• 您是否有原住民户或托雷斯海峡岛民
血统，是否希望原住民医疗人员参与
您的护理

• 您的族裔文化，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员
工的做法或提供的食物，从而适应您
和您的家人/支持者的文化要求

• 您希望我们怎么称呼您，包括正确的
发音

• 您的性别和希望使用的名字

• 您是否是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
双性者或酷儿 (LGBTIQ性小众人士) 

您并非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对
您的了解越多，就越能在您住院期间
为您提供更好的支持。

在我们计划和提供对您的护理时，如
果您和您的家人能够提供可能引导我
们了解您的意愿的任何法律文件，比
如预先护理指示或计划、医疗决策者
支持人员或计划、授权书，我们将非
常感谢。

我们鼓励您的家人和照顾者在您住院期
间来探访您。请向护士或助产士了解目
前的探访时间。

请将所有贵重个人物品送回家，因为
Eastern Health 不负责保管这些物品。

如果您戴假牙、牙托、助听器或视力
矫正眼镜，请告诉我们的员工。

尽早解决担心问题，获得
适当的帮助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照顾者对您的护理
或身心健康的任何方面感到担心，请尽
早提出，以便我们能够解决。

请尽快告诉照顾您的护士、助产士或
其他员工。您也可以向当班负责人或
病区经理提出此事。

 如果您仍然担心您或您的家人的病
情在恶化、康复情况没有达到预期
或病情没有改善，请拨打 
9975 6789 联系患者护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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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参与您的护理决定

积极参与并与医护小组合作，能帮助
确保您获得适合您的护理。

在您做出您的医护决定之前，我们会
确保您完全了解我们建议的任何医疗
检查、治疗和程序的风险和好处。

如果您不确定或不理解医生、护士、
助产士或其他医疗人员所说的内容，
请提出来。提出问题能帮助医生和其
他医疗人员了解您对自己健康的担心
问题以及在决定您的治疗时对您重要
的事情。

与员工一起将对您重要的信息列在交
流板上。交流板的作用是让您、您的
家人和护理小组之间能共享信息。

精神健康

住院是一种不寻常的体验，会影响您的
精神健康感受。

我们建议您采取以下行动：

•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员工能帮
助您打电话、进行视频通话和安排探
访。

• 制定每天的小目标，注重于逐步康
复。如果您生了大病或身体很不舒
服，能够坐在床外、洗个淋浴或穿上
日常衣服都是很大的进步。

• 修身养性。进行缓慢的深呼吸，每天
练习数次。注意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 接触自然。看向窗外。您能看见什
么？如有可能，到户外去。

• 用各种活动分散您的注意力，比如看
电视、阅读、玩游戏或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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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在医院里的安全

在您住院期间，我们会与您合作，提
供各种护理和信息，确保您在整个住
院期间的安全。

我们将一起制定一个计划，明确您面
临的风险。

• 如果您有任何既存疾病或担心问题，
而我们没有问到这些情况，请告诉我
们。

• 如果您感到害怕或焦虑，请告诉员
工，我们会帮助您。

• 如果您身上任何部位感到有新的或非
常强烈的疼痛，或感到头晕目眩或困
惑，请立即告诉员工。

感觉困惑或健忘？

如果您感到有些困惑，有记忆或思考
困难，或只是感到“有些不对”，请
告诉我们。

一些患者，尤其是 65 岁以上的人，会
突然感到糊涂。这称为谵妄症。谵妄症
会有很多原因，比如感染、疼痛、一些
药物和缺乏睡眠。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告诉我们。

预防摔倒

医院是人们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您患
病或使用某些药物，这对您来说就很
困难。当您起身时，您可能会感到头
晕目眩或无力，以及脚下站立不稳。
这会使您面临摔倒的风险。

您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使用助行器、眼镜或助听
器，就带到医院来。

• 来医院时携带舒适的衣服和合脚的
胶底鞋。

• 尽量保持活动，如果可能，去散步
和坐在床外。离开病区前，请告诉
员工。

• 如果您感到站立不稳或不确定，请
求助。

• 遵守您的医护小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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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压迫性损伤（褥疮）

压迫性损伤是指由于坐在或躺在一个
地方时间过长而对皮肤或皮下组织的
一些部位造成的损伤。风险最大的人
体部位包括脚跟、骶骨（臀部）、肘
部、髋部和耳朵。

• 保持活动——经常改变躺着和坐着的
姿势。如果您需要协助，我们可以帮
助您。

• 如果您感到疼痛，请告诉我们，尤其
是在上述风险部位。我们可以提供特
殊设备帮助您缓解情况。

• 保持皮肤干燥——如果您的衣服或床
单潮湿，请告诉我们。

保持良好饮食

在医院里保持良好饮食很重要，这有助

于您更快康复，从而能尽早回家。

如果您最近体重下降，或有咀嚼或吞咽困
难，请告诉我们。如果您因为过敏、采用
特殊食谱、宗教或文化信仰或个人口味而
需要特殊的食物或饮品，请告诉我们。如
果您需要营养补充饮品，请告诉我们。

如果您需要进食和喝水方面的协助，以
及准备用餐或打开任何食品包装方面的
协助，也请告诉我们。



患者身份识别

确保为您提供正确的护理是安全医
护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 您会收到一根在住院期间戴的身
份腕带。请将腕带一直戴着，如
果脱落，就另外索取一根。

• 员工在向您提供药物或治疗之前
会要求查看您的身份腕带。我们
每次都会要求查看。

• 如果您的任何个人信息有误或需
要更新，例如姓名、出生日期、
地址等，请告诉我们。

• 在您住院期间，员工会多次向您
询问您的身份。这是一项安全检
查，旨在降低我们出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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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身体健康

您在住院期间腿部或肺部出现血栓的
风险会比平常高很多。

因此，在安全的情况下保持活动很重
要。

• 如有可能，坐在床外。

• 为预防血栓，您可以在床上或椅子
上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动作，比如：

- 转脚腕

- 抬腿

- 深呼吸和咳嗽

• 如果医生开了医用弹力袜，请穿上
它。

• 如果医生开了医用足部压力装置，
请使用。

• 保持健康膳食，保证充足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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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感染

在医院里，您有可能会受到感染，使
您的护理更复杂。降低感染风险的方

法包括：

• 饭前便后要洗手。

• 员工与您发生任何接触前，问他们
是否已经洗手或用过消毒搓手液。

• 如果您身体不适，比如腹泻或呕
吐，请告诉我们。

• 如果您的床铺或卫生间脏了，需要
清洁，请告诉护士。

• 问医生能否拔掉静脉插管。

• 鼓励访客在进入和离开病 
区时使用消毒搓手液。

• 请访客不要在他们身体不 
适时来探访。

有时候，我们必须穿戴特殊防护设备来
照顾您。卫生部会不时建议使用口罩、
护目镜、面罩、一次性罩袍和手套，以
防止肠胃疾病和新冠病毒等具有高度传
染性的疾病在患者和员工之间传播。

如果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我们会向您解
释，并告诉您这些措施预期会持续多
久。

Hand Hygiene
easternhealth

SO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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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药物

药物是医疗护理中所常见的治疗方法。您
需要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来管理您的药
物。

告诉我们您的健康情况和您在家服用的任
何药物，包括非处方药或传统辅助药物，
比如维生素或草药。

来医院时，请携带您所用药物的最新清
单，包括药物名称、强度、使用剂量和时
间。

如果您以往曾对任何药物过敏或出现副
作用，请告诉我们。

出院回家时，请询问您的药物是否有任何
变化、任何新药可能的副作用以及回家后
该如何服药。

如果您对自己的药物有任何疑问或担心，
请询问您的医生、护士或药剂师。

如果您在服药方面有任何困难，比如吞
咽药片有困难，请告诉我们。

出院

出现前获得您需要的信息很重要。

我们会和您讨论以下信息：

• 提供给您的家庭医生的医护总结 
（出院小结）。

• 您的药物。

• 如果需要随访，预约的日期、时间
和地点。

• 为支持您在家康复，向社区服务机
构所作的任何转介。

•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担心，可以和
谁联系。

我们需要确保您理解我们给您的信
息，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您有任
何疑问，请提出来。



09

保护您的隐私

维护您的隐私和信息保密对我们非常
重要。我们遵守维州所有与隐私和保

密有关的法规。

我们只会为提供优质医护和相关行政
活动（比如出具账单）而收集所需的
信息。

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不要将您的健康
信息与为您提供医护帮助的其他人共
享。

有些情况下，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将一
些个人信息提供给诸如卫生部和法院
等机构。

您的信息可能会用于健康相关研
究——研究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保密
指导原则，未经您同意不得在研究中
使用任何个人信息或身份信息。健康
相关研究只有通过道德审批后才能开
展。

查阅您的信息

所有持Medicare卡或DVA卡的患者现在
都有一套My Health Record（我的健康记
录），除非他们已联系Medicare明确“要
求退出”该记录。

Eastern Health会向My Health Record载入
各种文件。如需关于My Health Record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Eastern Health网站

 www.easternhealth.org.au 
 或发电子邮件至

 myhealthrecord@easternhealth.org.au

您也可以向我们的员工索取一份您的病
理检查或放射检查结果。

您可以要求查看或索取我们保存的您的
其它健康信息。您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信
息自由服务处（FOI）提出该请求。

 如要联系该服务，请拨打 (03) 9871 3170 

 或发电子邮件至

 foi@easternhealth.org.au

 如需关于FOI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Eastern Health网站  
www.easternhealth.org.au



您可以对EASTERN HEALTH有何期
望？

您的权利 这意味着什么

获得服务
您有权获得满足您的
医护需求的护理。

安全
您有权获得安全的医
护。

尊重
您在健康服务机构时
有权受到尊重。

合作
您有权与您的医疗机
构合作。

信息

您有权得到您的健
康信息、查看您的信
息，以及获得帮助理
解您的健康信息。

隐私
医疗机构必须尊重您
的隐私。

提供反馈 您有权提供反馈。

您作为患者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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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Eastern Health的患者，您有权期
望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和护理。

您应该知道在接受我们护理期间可以
对Eastern Health有何期望，以及您有
哪些责任。这很重要。

《澳大利亚医疗权利宪章》（The 
Australian Charter of Healthcare 
Rights）阐述了使用澳大利亚医疗系
统的患者、消费者和其他人的权利。
这些权利对于确保所有医护服务的安
全和高质量至关重要。Eastern Health
支持并致力于遵循这些原则。

 《澳大利亚医疗权利宪章》的
完整信息，包括一份简明英文
版、19 种社区语言译文版本以及
各种视频和数码信息，可在网上
查阅，网址：  
www.safetyandquality.gov.au/ 
consumers/working-your-
healthcare-provider/australian-
charter-healthcare-rights/
supportive-resources-second-
edition-charter

维护儿童的权利、坚持对儿童的责任
对我们同样重要，而且我们承诺，儿
童安全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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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责任

作为患者、家人或照顾者，您在接受
我们的医护服务时也有相关责任。

您的责任包括：

• 与治疗小组合作，提供关于您的健
康和个人情况、可能影响您的护理、
治疗或住院的信息。

• 参与您的医护决定。

• 参加所有预约就诊，如果无法前来，
应确保通知医院或相关服务机构，并
尽可能及时通知。

• 不在Eastern Health物业范围内吸烟，
包括电子香烟。Eastern Health主动鼓
励并支持希望减少或停止吸烟的患
者。

• 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在Eastern Health享
受安全感和受到尊重的对待。

• 不把武器、违禁药物或酒带到医院
来。

• 对所有员工、其他患者和访客举止
尊重。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公共财产的
暴躁行为、威胁行为或任何攻击
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会要求有
该行为的患者和访客离开，并可
能会报警。 
违法者可能会被起诉。

以患者为先

在您住院期间，我们可能需要将您转

到其它地点，以便提供您需要的护

理。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将您送到最

合适的地点，让您获得最适合您的护

理和治疗。

Eastern Health是一所教学医院，所以

可能会有学生和实习生加入您的治疗

小组。

事故

有时候，患者或家人会发现可能或已经

对患者造成意外或不必要的伤害的事件

或情况。

这就是一起事故。我们鼓励您告诉病

房或病区经理您发现的任何事件，或

通过下页中的反馈方式和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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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们服务的一般问询，请拨打1300 342 255联系

Eastern Health联络中心。

反馈

我们欢迎并鼓励患者及其家人向我们
提供关于其经历的反馈。您的反馈对
我们很重要，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做
得较好和需要改进的方面。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您在Eastern Health的
经历的反馈（表扬、建议、投诉），我
们很想了解。

如果您对您的护理的任何方面感到担
心或不满，请首先向病房或病区经理
提出。如果您仍然感到担心，请联系
我们的患者关系顾问，电子邮件：

 feedback@easternhealth.org.au,电话：

 1800 EASTERN (1800 327 837).  
这是免费电话。

人们有时会担心，如果在接受我们的
服务期间提出投诉，会受到区别对
待。所有反馈都会与患者的医疗记录
分开管理，人们提出的任何担心问题
都不会影响当前或未来的护理。

如果您觉得这样让您感到更自在，您可
以在出院后再提供反馈，或使用我们的
在线反馈表匿名提出反馈，网址：

www.easternhealth.org.au/contact-us/
complaints-compliments-and-comments
如果您匿名提出反馈，您的反馈会被
转给相关经理供其审查和了解，但因
为没有您的信息，我们无法向您提供
答复。

谢谢！

我们感谢参与编制本手册的患者和消
费者注册成员。我们重视患者为改进
我们提供的护理的质量和安全所提出
的意见。

Eastern Health 致力于听取我们消费者
的声音。

我们的消费者注册成员参与一系列
委员会和改进活动。如果您有意申
请成为消费者注册成员，请联系消
费者和社区联系经理，电子邮件：

 consumers@easternhealth.org.au

如果您有任何改进本手册的反馈或建
议，请联系患者体验中心，电子邮件：

 feedback@easternhealth.org.au, 电话：

 1800 327 837

Eastern Health已通过澳大利亚医疗服
务标准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n 
Healthcare Standards）认证。

EASTERN HEALTH服务地点

• Angliss Hospital
• Box Hill Hospital
• Healesville Hospital 和  

Yarra Valley Health
• Maroondah Hospital
• Peter James Centre 
• Wantirna Health 
• Yarra Ranges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