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護理 

編碼 BSN242  

學分 3  

必備科目 人類生物學 I&II、基礎護理學 I&II、健康評估 

副備科目 心理學 

時間 第二年 第三學期 

   

教授方式 講授 30 學時 

 研討／導修／工作坊 15 學時 

 臨 床 實 習  參閱臨床學習 III 

   

評核 小組作業 20% 

 研討及參與 30% 

 考試 50% 

 

序言 

本科目的目標是使學生學習後，結合核心才能及護理概念，更好地去了解兒童青少年先天

性和其它常見疾病及在生理、心理、認知、社會情緒、營養、行為方面的生長發育的特點及健

康需求等。學生掌握豐富的理論知識及兒科護理原則，從而能更好地指導今後的兒科疾病護理，

兒童青少年保健及健康宣傳工作。本科目也探討了從少年期過渡到青春期的階段中，不同的文

化、環境和社會因素對生理、心理和性成熟方面的影響及帶出的相關社會問題，從而為他們提

供適切的護理照顧。另一方面，也探討兒童常見疾病的評估和護理措施。 

 

目的 

本科目結束後，學生能夠： 

1. 描述兒童各年齡分期，青少年期的正常生理，認知和心理-社會發展的特點 

2. 評估小兒體格發育的各項指標，並運用有關指標對小兒個體和群體進行生長發育的監測及

健康狀況的評估 

3. 認知對兒童生長、發育的影響因素及營養支持 

4. 討論兒童青少年期防止發生意外的安全措施 

5. 認知免疫計劃及對一般常見的傳染病作出預防措施及護理 

6. 探討兒童及青少年常見的健康危機並作出適當的對策及預防 

7. 能與不同年齡的患兒進行有效溝通 

8. 理解兒童先天性及各年齡常見疾病的診斷、治療、護理原則及護理措施 

 

大綱 

1.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護理學的目的、護理工作者的角色 

2. 兒童及青少年生長發育的特點與影響發育的因素 

3. 兒童及青少年的合理營養 



 

4. 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在生理、認知、情緒和社會等方面的發展 

5. 澳門防疫接種計劃 

6. 嬰幼兒／少年兒童和青年的健康評估 

7. 兒童青少年健康策略及社區資源。 

8. 青少年護理的當代問題和趨向 

9. 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危機：性、厭食症、濫用藥物、自殺等 

10. 兒童各年齡常見病的診斷、治療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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