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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 共享天倫

家庭醫 生的重要性

移民來到美加,
除了昂貴的醫療
費用引人關心外, 如何維護個人和家人
的健康, 也是許多華人新移民關切的話
題。一般來說, 擁有固定的家庭醫生,
對於整個家庭的保健維護是十分重要
的。
很多華人至今仍難改變“有病才就
醫”的態度, 平時不覺得身體有什麼不
舒服, 是不會主動找醫生檢查診治的, “
既然好端端的, 便沒有必要花費時間金
錢去看醫生”, 再加上移民生活多半忙
碌, 自己也未必了解真正的身體情況,
因此亦談不上一般常規的健康維護, 如
果平時缺乏家庭醫生的照顧, 一旦身體
發生健康問題, 醫生很難掌握實際情況,
進行適當的醫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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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家庭醫生?
民眾定期前往醫生處檢查, 不但自
己可以正確了解健康實情, 在家庭醫生
那裡也有一套完整的記錄, 曾經患過什
麼疾病, 做過哪些檢查, 注射預防針和血
壓狀況的記錄等等, 均可有案可查。
一旦遇到身體發生緊急情況, 例如
老年人中風、神智不清, 在緊急情況下,
如果缺乏較為完整的病史, 急診醫生難
以迅速地判斷病症掌握治療先機。如果
患者平時有家庭醫生照顧, 急診醫生可
以及時獲得包括檢查結果等有關患者詳
細的健康資料, 很快了解病人的身體狀
況, 給予及時診治。
此外, 當就醫者身體出現情況時, 家
庭醫生則會將病人迅速轉介給適當的專
科醫生, 或是安排住院治療、檢查, 不至

耽誤病情; 而病癒後的追蹤復檢, 也依賴
於家庭醫生持續進行觀察維繫。
前面談過, “有病就醫”並非正確的
保健態度, 不應等待身體機能出現不適
症狀, 才想到去看醫生, 事實上醫學所倡
導的保健維護, 是首先著重建立預防醫
學的觀念。
例如, 在哪一年齡階層, 應該相隔多
久時間做一次身體檢查;什麼時候、哪
個年齡階層的人, 該注射流行性感冒預
防針; 應該相隔多久驗一次血, 檢查血中
膽固醇或血糖的高低; 婦女到哪一個年
齡層應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老年人隔多
久該進行血壓測量等等的預防保健, 均
有賴家庭醫生提供專業認知, 提醒所照
顧的病人, 定期進行檢驗與檢查, 協助大
家做好平時健康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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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勝於
治療
有 許
多疾病, 往
往是由於
患者的疏
忽沒有及
早做好正
確的預防
措施, 而在
病情轉趨明
顯後才就醫治療, 有時也因為拖延時日,
而增加治療的難度, 此時如果有家庭醫
生, 便能發揮“預防勝於治療”的顯著功
能。
身體的健康應從日常預防做起, 而
不是有了病才找醫生。所謂健康不僅
僅局限於身體機能方面, 還包括人的精
神活動, 特別是華裔移民, 在整個生活
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之下, 不論是物質還
是精神等各方面, 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因此更不可忽視精神方面的維護, 不該
諱疾忌醫, 過于壓抑自己的情緒, 一旦
發生問題, 不但自己遭受病痛之苦, 還
可能影響家庭及親人。
一個家庭,
是否僅由一名家庭醫
生便足夠照顧全家人的健康? 一般來
說, 一個家庭可能需要一名以上的家庭
醫生, 這要看組成家庭成員的年齡層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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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個小家庭, 如果孩子年齡還
小, 在十一、二歲以下時, 那麼父母需
要的是內科醫生, 而子女則賴幼兒專科
醫生來照顧。如果家中有五十歲以上
的中老年人, 那麼便要有老年專科醫生
負責處理; 另外, 婦女方面的疾病, 則需
由婦科專科醫生來診治。因此, 一個家
庭在年齡層不同的情況下, 便可能需要
兩、三名家庭醫生來照顧全家人的健
康。
美國幅員遼闊,
在一些人口稠密
的城市裡, 例如美東地區, 醫生所提供
的醫療服務通常是以專科為主, 除了婦
科、小兒內科和家庭科可作為家庭醫
生外, 其他各類專科例如心臟科、腸胃
科、肝科、血癌科、內分泌科、精神
科、神經科及各類外科都是需要更多
年的專科訓練來達到更進一步的診斷
和治療。
但在人口密度不高等中西部地區,
由於醫生資源不足, 則較為盛行由全科
性質的家庭科醫生來擔任家庭醫生的
角色。
一般而言, 這類全科醫生所受培訓
時間較其他(包括內科)專科為短, 所接
受的訓練亦以防疫等例如傷風、咳嗽
一般性病況等診治為主, 對於醫源缺乏

的地區而言, 經由一名全科醫生負責全
家人的身體維護, 仍然可以提供家庭醫
生制度, 達到維護大眾健康的目的。
如何選擇一名適當的家庭醫生? 在
專科醫生林立的各類醫生廣告中, 選擇
一名適合的醫生, 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特別是不了解自己家人有那些疾
病問題, 應該看什麼專科, 這些疑慮實在
讓華人特別是新移民感到無所適從。
最常見的方法便是經由朋友介紹,
不過, 這也不是完全適用的, 例如內科
專科醫生是否專長於糖尿病的內分泌
治療或者另外心臟科腸胃科等疾病的
治療? 因此在選擇家庭醫生時, 必須與
家中成員需要的醫療照顧切實配合。

針對需要合理選擇
第一次見家庭醫生時, 除了詳細告
知自己及家族的病史外, 還應該告訴醫
生對身體有那些感覺, 特別是感到異樣
時, 更不可輕視不適症狀所表露的身體
警訊。許多健康問題, 通常是有就診者
的身體首先感覺出來的, 有些病症並不
一定會呈現在常規的檢查或檢驗中。
每年至少應看一次家庭醫生, 即使
是覺得身體狀況不錯, 也不可忽略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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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的重要性。一般而言, 家庭醫生定時提醒
民眾前往進行例行的診察, 不要以為沒有什麼
不適, 而將醫生的通知擱置一旁不予理會。
當需要專科醫生的會診時, 應該由您信任
的家庭醫生轉介, 有時不應盲目相信自己非專
業的朋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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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體檢預防隱患
在美加就醫, 著重家庭醫
生制度, 這和華裔移民前在原
居住國或地區的就醫習慣多
不相同, 過去身體不舒服看醫
生, 在港、台、中國大陸、東
南亞等國家地區, 一般人大多
是逕往醫院掛號看病。然而
移民美加後, 門診並不是醫療
院所的主要服務項目, 而且即
使是門診, 病人也是經過預約
而依時就診, 和移民前華人習
慣的醫療制度有很大差別。
如果平時沒有固定的家庭醫
生負責處理醫療保健問題, 身
體不舒服時要上醫療院所看
一回門診, 亦非易事。
不只是在醫療院所就醫
需要預約, 前往家庭醫生處
診察, 也不可忘了預約的重要
性。即使是一般性的防疫檢查, 也是需要預約的,
這樣醫生依就醫者的需要, 安排充分的時間診察,
就診者便可妥善運用時間, 減少在醫療診所枯等竟
日的煩擾。
超過三十五歲, 每年應依年齡、需要進行必要
的檢查, 即使身體感覺不到病痛, 也不能完全保證
沒有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缺乏運動、飲食結構
不平衡等等, 就算是年紀還輕, 也不可忽視體重
的健康, 趁著年輕時, 便該及早建立正確的預防觀
念。
身體只
有一個, 應
該隨時好好
維護它, 就
醫診察的宗
旨不在於治
療病兆, 而
是 要 防 止
疾 病 的 發
生。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