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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苦難偏多。常見苦難人因病而貧、因貧而病，終讓一個家庭被病

痛拖垮，孩子的未來也失去希望。因此我們的醫療與教育志業，致力培育能夠

走入人群拔苦救難的人間菩薩。

回顧二十二年來，從慈濟護專創校至今，歷任校長、老師用心耕耘，把慈濟

人文融入教育，卓然有成，今年慈濟技術學院還榮獲全臺技專院校評鑑最優的

成績。

我們的學生經常在課餘走入社區，主動訪視付不起交通與醫藥費用而無法看

病的照顧戶；我們將這分志業精神融入醫療教育，也在醫學系、護理系學生畢

業實習之前，舉行受袍、加冠的儀式，傳承搶救生命、守護生命，投入醫療志業。

正如我們國際人醫會的醫護團隊，自動前往苦難偏遠、缺乏醫療的地區義診、

發放物資，人人都志為不請之大醫王與白衣大士。

諸如巴西、瓜地馬拉等國時值嚴寒冬日，卻又豪雨成災；又如在美國北加州

的偏遠山區，仍有凋零的退伍軍人齒牙動搖，亟需照顧。

這些世間的暗角，都有我們各地人醫會成員，不畏艱難前往，為他們義診、

冬令發放，以愛撫慰。

每年中秋，遍布全球的國際人醫都會齊聚花蓮，分享義診的心得，互相學習，

拓展生命的視野。數年前，結合慈濟大學模擬手術，並舉行醫護國際研討會，

觀摩、討論專業精湛的醫療技術，期盼把握時間，多做研究，找出讓人類不再

受病苦折磨的妙方。

感恩世界各地人醫會的醫護團隊，以生命走入生命，在苦難中發揮人性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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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真心承擔
Carry Out the Duties with True 
Heart and Humanity

人生有時會面臨關鍵的抉擇時刻，1995 年就是我人生關鍵的一年；

那年我在國立清華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不久，就進入慈濟技術學院

擔任教職，並兼任課外活動組長。一年後，受張芙美校長委任為學務

長，負責全校學生的生活輔導與照顧等。全臺灣大專院校的學務長任

期平均為一年八個月，而我，則擔任了 15 年，應該算是臺灣最資深

的學務長。

任職學務長期間，校方對於文化、經濟與身心弱勢的學生，都會

積極給予協助與輔導，例如成立專班提供原住民學生免費就讀，使其

習得一技之長，進而改善家庭經濟，長期且間接促進部落的進步；此

外，提供清寒助學金，使學生能安心就學；對於學習落後學生也給予

課後輔導，使其順利完成學業。這就是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配

合社會環境演變且用心關注學生需求的學程設計，讓有心向學的弱勢

學子，能有機會接受到高品質的教育與愛的關懷，畢業後若順利就業，

即能逐步脫離貧困。

在教學方面，我認同「沒有教不好的學生」，行為偏差的學生，經

過關心、了解與陪伴，就能感受到老師的真心而回到正軌。有這樣經

歷的同學們在畢業後會主動跟我聯絡，都讓我感受身為教師的成就感。

2011 年 8 月 1 日，有幸接任本校第八任校長，於 7 月 28 日的交接

儀式，證嚴上人還特地前來，給我們鼓勵與期許。慈濟技術學院從楊

社 論
Editorial

◆ 文︳  羅文瑞  慈濟技術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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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真心承擔

思標校長籌創慈濟護專開始，繼由張

芙美校長與洪當明校長的卓越帶領，

制度與規章辦法均建立的非常完善。

歷來的各項評鑑與訪視也都成績斐

然，在 2010 學年教育部評鑑更創下

本校所有受評單位全部一等的空前佳

績。

有同仁問我，在這樣情況下接任校

長應該壓力很大吧？其實任何人接受

新的職務應該都會有壓力，但是誠如

上人開示：「只要有歡喜心，壓力就

可轉為承擔力。」這句靜思語，其實

跟護理工作有很大的共通之處，要以

一顆歡喜心去承擔照護病人、面對家

屬的工作壓力。

需知，臺灣的護理形象也是前人經

過長久的努力才建立。臺灣護理的發

展源起於英國長老教會的醫療宣教，

最早在臺灣擔任醫療照護工作是具有

護士資格的女宣教師，當時的女宣教

師不僅提供醫療的照護，同時也訓練

臺灣本土的護士，這就是臺灣護士的

起源。由於宗教的薰陶，那時臺灣的

護士普遍具有樸實、犧牲與奉獻的精

神。而後在日據時代臺灣護士的養成

教育則是在醫院裡完成的，由醫院的

醫師訓練，而受訓護士生的地位也僅

高於雜役人員。這些受訓護士生必須

先侍奉醫生再服侍病人，這不僅破壞

護士的制度，也造成了護士的自卑感

與壓力。今日臺灣護理制度經過長時

間的改革後，已大幅提升護理人員在

醫院的地位，也促進了專業護理制度

的多元發展。而今，則更要強調「人

性化」的回歸。

專業的護理是以病「人」而不是以

病「情」作為護理判斷的基準。護理

不只要求技術上要純熟，也必須考慮

到病人是一個整體，要以病人的心理、

家庭與社會等各方面的因素來做完整

的評估，給予適當的幫助；須在專業

的基礎上，注入人文關懷，使病人獲

得最妥適的人性化照護。所以護理不

僅具有科學性，更是一門人文藝術。

而慈濟技術學院對於護理人才的

培育，更是提高標準為「具有關懷社

會、尊重生命、大愛精神與人文素養

之專業護理人員」。所以學生在學期

間，除了正式的課程之外，課餘也都

會參與帶動中小學學生社團的發展、

社區衛教關懷、弱勢族群訪視與環境

保護等志工服務學習的非正式課程。

十多年來，慈濟技術學院的教育不

只給於予學生專業的智識，更以「慈

濟人文」為主軸，秉持「慈、悲、喜、

捨」的校訓精神，在「專業與人文並

重」的理念下，培育學生「以人為本」

的專業知能，並注重學生的生活與品

格教育，為國家社會培植「德才兼

備」的良才。

上人曾經說過：「適當的壓力是

累積福慧的助力與衝力。」今後，

慈濟技術學院會繼續在用心為臺灣

培育良才的適度壓力下，將壓力轉

為助力、衝力與承擔力，朝此目標

精進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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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教育志業體的護理老師相互邀

約，利用雙十國慶的連續假期參加慈

濟基金會舉辦的「傳承靜思法脈，弘揚

慈濟宗門精進共修營」。三天的活動，

課程內容十分地充實與多樣，而與會的

學員們也相當地有福報，因為恰巧能一

起見證歷史的重要時刻：美國羅斯福

基金會董事長，安娜 ‧ 艾黎娜 ‧ 羅斯

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也是羅

斯福總統的孫女，為了頒獎給證嚴上

人，特地從美國長途飛行，親臨花蓮頒

發「傑出公共服務獎」給上人。在典禮

的這一刻，與會的學員們內心非常的激

動，這個獎項是首次頒給美國境外的人

士，全體掌聲如雷，一起起立致敬；同

時，上人也獲得菲律賓東方大學頒發的

人文榮譽博士。這些年來，上人獲獎無

數，但是總是將所有的榮耀全歸給慈濟

人。對於這麼多的國際獎項的肯定，上

人完全就是親身實踐「為佛教、為眾

生」的理念，先做給大家看，再說給大

家聽，也因此成功地締造了今日的靜思

法脈、慈濟宗門。

透過年度的精進營隊活動，學校的老

師與醫院的護理主管和同仁們再次研修

人品典範、文史留芳的深層意義，以能

落實人為本的護理教育，以人文法水滋

潤養成護理學生的知能與良能。

法不僅要能入心，更要能入「行」。

日前，臺北慈濟醫院有一位資深的病房

護理師，為了減少病人多挨針的可能

性，自願將自己當練習的工具，讓新進

護理人員在她身上練習靜脈注射技術。

像這樣的活生生的實例，雖然在慈濟的

教育體系中是屢見不鮮的故事，然而每

一個故事的發生，都再次地令人感動萬

分與佩服。

回想十幾、二十年前，當時還沒有可

以練習醫療技術的高科技設備，花蓮慈

院腸胃內科病房的護理主管就曾為了熟

練技術而讓新進護理人員在她身上練習

置放鼻胃管 (N-G tube) 的技術，不但

讓新同仁有直接實際操作練習的機會，

間接地提升病人插管的順利，減輕病人

◆ 文︳  賴惠玲

Humanity as Dharma Water Purifies 
Nursing Education

From the Editor
編者的話

人文法水潤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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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適，更是讓自己能充分體會病人的

苦。此舉，也樹立了一個典範。隨著近

年護理人文的被強調，這個古早時期的

以人為本的臨床護理教育的故事情節，

總是不斷地浮上心頭；而這位當年提供

自己的身體讓新進同仁練習的護理主

管，早已是靜思精舍的常住師父了；而

此次的精進共修營，看到坐在前方的這

位師父，身材較矮小但卻十分挺直的背

影，護理人文的意涵不免再次地如湧泉

般，不斷地在腦中反思浮沉。

護理學門與慈濟宗門有很多相似的價

值觀，其中之一是兩者都強調實踐。唯

有實踐才能認識護理的妙法。因此，每

學年慈濟護理教育都有許多不同的服務

學習課程的設計安排，包括從重症照護

到社區照護，更延伸到離島的健康服務

等，讓學生透過「實做」以深耕人文，

體現護理人文的真髓。護理學生在養成

教育的過程中，開始認識護理的科學和

藝術。日後是否能成為民眾眼中所謂的

「稱職的好護士」，在養成教育過程中

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關鍵，而老師本身更

是關鍵中的關鍵。服務學習的課程很耗

老師的時間，因此願意提出這種教學設

計的課程數量仍有進步的空間；但是多

位護理老師仍為落實教育英才的宏願，

額外布施相當多的個人寶貴時間，是大

家學習的典範。

老師們不僅是在課堂上說，更是帶

領學生在各道場中實做，使學生透過服

務，體會在加護病房外等候的家屬的身

心靈煎熬，以及如何有意義地關懷，陪

伴他們在陌生的、無助的重症環境中渡

過艱難的時段。社區老人數量隨著人口

老化與少子化等的結構性的改變，產學

合作下的老人福氣站的多年經營也展現

相當成效；而遠離臺灣本島的蘭嶼也在

長期與地方衛生機關的合作下，經營出

一塊可供學生實踐離島社區護理專業和

人文的福田。而這些看似簡單的關懷陪

伴，卻是護理學門中十分重要的護理的

本質，也是人本醫療全人照護中，靈性

照護的精髓。

除了學校老師，在醫療照護的職場

上，每一位資深的護理師也都是新人的

老師，每一位同仁也彼此互為良師益

友。在守護生命的道場中，強調「以人

為本」、「全人照護」的這幾個字，看

似簡單，卻足以讓身為健康照護者的我

們，終身學習不盡。尤其隨著各人日益

隨減的生命，與理當也日益增長的慧

命，對人本的照護的靈性意涵也各自解

異。透過三天的精進活動，護理人更學

習到以佛法將護理人文更深度化。尤

其，人在生病的時候，身心皆煩躁，而

醫護人員在搶救生命中闖秒關的過程

中，彼此都更容易現「阿修羅」相，因

此，如何將護理人文法水融入到護理教

育中，讓護理學生在進入職場之前能有

機會先加以實踐與體現，也都是我們需

再不斷地精進學習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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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 vs.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白袍 vs.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莫忘初衷
Keep the Original Ideals 
in Heart

身為整形外科醫師，工作地點不

僅是在開刀房，也在病房及門診，

所以時間是被切割且相對有限的，

如果有經驗豐富的護理師參與其中，

定可大大加分。

很幸運地，在我的工作中都有這

麼樣的人物。在病房，對病人的種

種資訊了然於心，對於病人臨床表

現及目前狀況牢記在心，並且可以

對醫師想要得到的訊息迅速提供；

在開刀房中，術前器械準備完整，

手術中順暢提供器械及醫材；門診

中，有效率的親切服務，安撫病人

的心情；即使參與口腔腫瘤病友團

體的活動，不管在院內，或去居家

訪視，也讓病人與家屬感受專業與

溫暖。這一切，只因為有護理師這

個在醫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次刷手」的傳承

 而在醫學上，經驗的傳承是十分

重要的，外科領域更是如此；工作

時間的長短則是獲得豐富經驗的重

要因子，想要一蹴而及往往是不可

能的。從青澀的新人轉變為成熟的

專業人，再以專業資深者帶著下一

代的新人入行的情景，在醫院裡不

斷地發生，不管是護理或醫師。

在開刀房內請醫學生刷手，他們

生疏且不確定的刷手動作，因為手

術衣或手套戴錯而染污了。看著他

們被開刀房巡迴護理師要求重新再

刷一次手，腦海中不禁浮現起自己

第一次刷手的情境。那時。因為不

熟悉且對開刀房的環境有著一股莫

名的崇拜與害怕，深怕一個不小心

就染污了整個無菌區，造成病患感

染，因此初次的刷手顯得十分狼狽，

那時的我與眼前這一幕可說是相去

不遠。雖然上過課也曾實際練習過，

但是在開刀房內第一次的刷手，總

是狀況連連。還好當時的巡迴護理

師很有耐心地指導著我這個菜鳥醫

學生，才能讓我順利完成刷手、穿

著無菌手術衣及戴手套的動作。

歷史總是一再重複地發生，這般

 文︳  王健興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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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護理同仁

討論會時，王健

興醫師會固定撥

空參與，回饋自

己的專業經驗給

護理夥伴。攝影

/李玉如

鏡頭也總是一再地重演，這就是傳

承的開始，也是學生時代對護理師

的第一個印象，與之前在大學校園

中與護理系同學的互動，完全不同。

求教媽媽級護理師  

臨床經驗快速累積

在大學醫學院中，醫學系要念七

年而護理系則是四年，雖然同時進

入大學校門，但是在我們才剛要踏

入臨床之際，念護理的同學們早就

到臨床學習，甚至開始工作了。

進入醫院之後，無論是在見習醫

學生、實習醫學生或是資淺的住院

醫師時代，我有不少的知識與經驗

都是向資深的護理人員學習的。特

別是在值班之際，向資深的護理人

員討教，詢問以往是如何處理類似

的狀況，可以快速地累積經驗。

這些資深護理前輩們，可都是

看著老師們成為老師的過程中，非

常有份量的媽媽級人物呢！所以多

向他們請教絕對是有收獲的，不僅

在知識及經驗上可以得到滿足，有

時還可以挖到一些塵封的歷史故事

呢！

實際上，經驗本身即是個非常有

價值的寶藏，而有經驗的資深護理

人員，則是維繫一個單位良好傳承，

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擔任住院醫

師期間，有一次我因為病人的狀況

複雜無法下決定，很想請主治醫師

來加護病房一起討論，但又不敢這

樣就請老師過來，還好資深的護理

同仁告訴我這位主治醫師的罩門，

僅僅簡短的一句話就把老師「騙」

過來了，後來雖然被唸了一下，但

是畢竟達到我的目的，讓老師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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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病人，也解答了我的疑惑，

更幫忙病人度過了這次難關。

R16 的回饋  感恩好護理

隨著歲月的流逝及經驗的累積，

我也成為一位資深的外科醫師了，

套句賴鴻緒教授的話，我已是 R16
了（第十六年住院醫師）。

在目前的整體環境中，護理人

員的高流動性似乎是不可避免，要

找一些媽媽級的資深護理人員就更

顯困難。看著剛畢業進入職場工作

的新人們，彷彿就看到自己剛進職

場的模樣，因為不熟悉，所以有著

相當的不安及害怕，但是姊姊級的

護理人立刻補位而成了新人們的保

母，給予他們呵護及照料，讓他們

有所依靠，並適時提供了值得學習

的榜樣。

護理師的養成教育十分重要，因

為我們是專業的醫護從業人員，但

是在學校中，並不會特別去強調如

何在不同工作場合中，仍能表現出

專業素養。在工作中持續的教育訓

練及職場倫理的養成，將以病為師

及視病猶親的精神發揮在平常工作

中，抱持謙虛的心態及同理心的態

度更是重要元素。

能與擁有這些特質的護理人員共

事，真是一大樂事！不僅工作順暢，

可以提供病人優質的醫療品質，也

可以在工作中得到成長，實在是不

可多得的經驗。

我也因為職責所在及站在一個回

饋的心態上，有機會與單位的護理

人員互動。在例行性的病房會議上，

我把想法和經驗與病房護理人員分

享，將大家報告的內容以各種不同

的角度與大家探討。就在前些時候，

我分享了如何在文獻上搜尋摸索的

心得，還有找資料文獻的困難，也

談到如何建立病人治療計畫的種種

想法與經驗。或許教育不是只侷限

在課堂上，在工作中、會議中及各

對實習醫學生、住院醫師、護理

師，王健興醫師都切切叮嚀，只

為把病人照顧好。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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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場合，當然也可以傳遞相關的理

念與想法，激起互相討論的動機。

醫護同心齊精進

在醫療上常常可見團隊合作照

護一個病患的例子，病房如此，開

刀房如此，即便是在門診中也是如

此。我所熟悉的整形外科病房、耳

鼻喉科病房、開刀房及門診等單位

中，在各個護理長及資深學姊的帶

領與許多護理同仁的合作中，我們

共同完成了許多常規及困難案例的

治療。雖然時光的腳步把我們帶往

不同的角色，雖然環境的變遷使我

們有了更進一步的成長，但是醫療

工作絕對不是單打獨鬥就可以完成

的，醫療絕對不是英雄主義的世界，

這樣的定理我相信是不會改變的。

而在慈濟的大家庭中，精舍在

精神上及心靈上給予我們莫大的支

柱及指導，這也是在其他地方所沒

有的資源。另一大特色，就是慈濟

醫院有許許多多來自各地的志工，

每天在醫院這個大道場中與我們同

修，志工的關懷常常及時的提供我

們在工作當中的一個鼓勵。

再回首想想當初進入醫學院的

初衷，無論是懷抱著南丁格爾的精

神或是史懷哲的情懷，不管是擁有

白衣大士的奉獻與大醫王的慈悲，

是聞聲救苦的觀世音菩薩也好，還

是不忍眾生於苦難的地藏王菩薩也

好，是否仍然與我們目前的工作目

標一致呢？

當白衣遇上白袍，我們利用時間

及生命來幫助另一個受到病苦折磨

的生命，幫助他們往健康的身心靈

方向前進，同時這也造就了自己更

健康的心靈。這樣的志業是否值得

我們繼續投入呢？答案當然是肯定

的，而且是要更積極地投入！期勉

自己在醫療這條路上有幸繼續與白

衣大士們共同合作，一起完成這樣

的志業。

樂於將經驗傳承的護理師，不管是

媽媽級或姊姊級，都是新人學習的

榜樣。圖為花蓮慈院頭頸癌醫護團

隊至玉里訪視病友。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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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解 讀 Indepth View

 文︳  彭少貞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兼進修推廣部主任

這段時間以來，網路個人化的發達，

導致護理人員在分享訊息與尊重病人

隱私的界線間不斷遭受質疑，幾次新

聞事件也為護理專業形象帶來不小的

衝擊。

例如，2011 年 7 月，新北市某家醫

院急診護理人員將病人傷口照片放上

臉書 (facebook) 個人網頁，並以非專

業語氣描述工作內容，該照片及言論

引發網友撻伐。根據媒體報導，護士

按醫療流程拍照記錄後私自上傳病人

照片，事發後解釋自己只是想跟朋友

分享工作點滴，沒有故意要暴露病人

隱私的意思。但是這樣的行為已經明

顯違背護理倫理，衛生署表示該護理

人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八條「護

理人員或護理機構及其人員對於因業

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不得無故

洩漏」之規定，將依護理人員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之停業處分。」

猶記得 2010 年 4 月間曾有一位護

理人員照護一位臥床老人，將為他擦

藥的逗弄過程錄下放置 youtube 網站

公開播放，已曾引起社會大眾對護理

人員專業照護態度與關愛形象的質疑。

再度，這則新聞披露出護理人員運用

病人隱私訊息於個人網路言論、忽略

護理倫理原則的不當行為。

今年 8 月的一則事件則是與慈濟醫

療有關。報紙媒體大幅報導某醫院護

理人員的部落格放置了產婦進行手術

時的剖腹照。原來這是南部某護專學

生在大林慈濟醫院實習結束時，為紀

念完成實習的而拍攝的。大林慈院簡

守信院長則於與雲嘉慈濟志工會談時

有說明原委。照片是六年前拍攝，因

為學生實習有時需要拍照紀錄，如：

剖腹產消毒過程等，事後可以和同學

及老師討論分享實習過程，應是合理

行為，但拍攝時須注意避開病人的臉

部，也不宜對外公開。此外，此護理

人員早已忘記自己部落格的管理密碼，

而讓這樣的資訊長時間掛在網路空間

裡。事情的原委，是此護理人員的情

敵將部落格照片洩密給媒體，才引發

必要的界線

The Necessary Line - Between Patients’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病人隱私與訊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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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一連串事件。但無論如何，事實

已經造成，該護理人員仍要為此付出

代價，也欣然接受法律制裁。

一個個事件，涉及的護理人員都說

是無心之過，但是因此而致全臺灣護

理人員形象受創，實在不值得。故藉

此機會試著解讀，提出見解，期許不

會再有類似的無知事件發生。

首先，從網路言論與病人隱私的來

探討這類新聞事件的意涵。自從網路

科技發達後，在網站表達個人想法、

進行人際關係互動已是無可避免的社

會現象與趨勢。由於網路言論傳輸快

速，具備匿名性、無國界性，滿足了

許多使用者快速傳播訊息的需要，分

享自認為是個人情緒的表達。言論自

由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概念之一，從許

多網路流傳的 KUSO（惡搞）影片可

以了解許多網友以各項形式的「創意」

自由表達意見，然而忽略了所傳播的

訊息如涉及他人隱私、毀謗、破壞行

為，仍必須面對相關法律的責任。所

謂病人隱私指的是就醫過程中，病人

與醫事人員互動產生的所有訊息，範

圍包括檢查結果或主訴內容、文字或

影像資料、法律規定不能或病人主觀

上不願意被曝露的訊息。

保護病人的隱私是醫護人員的基本

義務，在醫療法第七十二條指出：「醫

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

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

漏。」護理人員亦受到護理人員法第

二十八條的明確規範。關於病人的相

關訊息，如果是在網路上發表或當作

聊天的話題就成為公開的行為，撰寫

人就需要對言論負責。

其次，許多非醫護類工作的朋友可

能對護理人員從事的工作、執行處置

過程可能很好奇，覺得醫護人員很勇

敢、生活經驗豐富，私下如果有醫護

人員因而譁眾取寵的運用病人隱私，

我們不禁要問：護理人員是否真的能

「以病人為中心」？即便在下班之後，

仍應落實同理病人苦痛、尊重病人感

受的原則！病人隱私與跟朋友分享訊

息是有很明確的界線的。試想，自己

不欲人知的訊息，不論是透過 email、
個人網頁、他人轉述，一旦傳播開來，

有誰會開心呢？即便是一般社會大眾，

皆會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角度去

思考，從事護理工作者怎麼能不更謹

慎地從病人角度去關懷病人需求呢？

從這些新聞事件顯示，護理教育過

程中，對護理學生及護理人員加強護

理倫理與法治教育的重要性。許多學

生使用網路時，以為呼應網路上的謾

罵只是一種情緒發洩，卻不知已經構

成言論霸凌、毀謗等的不當行為。美

國曾有一位護理人員在網路社群吐苦

水，暗指上司是精神病患，因而遭到

解聘。學校與臨床護理教育不但要加

強倫理與法治教育，更要教導護理學

生從「心」去關愛病人，教導護理學

生與護理人員用正確策略表達意見、

處理情緒，才不會傷了病人、自己與

護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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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膚功能性袖套

每每在協助長期安養機構處理住民傷口的照護與處置時，發現長

期臥床、行動不良的老人容易造成手部關節攣縮，而花蓮的環境較

潮濕，皮膚如果沒有適時的移除過多水分，容易導致皮膚浸潤，引

發組織功能惡化，且容易滋生細菌，不僅散發特殊的皮膚氣味，甚

而引發皮膚完整性受損，有些部位久了就出現壓瘡。

現有的臨床照護多以將紗布直接抖散攤開或是紗布直接包覆手肘

或是纏繞手指，需要常常更換。這種傳統的防護方式，首先把三塊

4x4 紗布抖散攤開直接包覆雙手，然後用紙膠固定，使用長度約 30
公分，所需時間約 5 分鐘，這麼做是為了防護手肘壓瘡。接著，以

一塊 2x2 紗布纏繞雙手指間，再用紙膠固定，使用長度約 10 公分，

費時約 5 分鐘，這是為了手指指間的皮膚照護。此種方式不僅無法

達到減少皮膚受壓之效，皮膚還因為使用黏性過強、常常撕貼而造

成撕除傷口，皮膚反覆性地受傷。更換頻率高會增加材料與護理人

力成本，病人仍然皮膚不適，甚至出現傷口感染，嚴重的話導致敗

血症威脅生命。

故引發設計兼具維護手部關節功能性位置，且預防壓瘡及皮膚撕

除傷的防護功能性袖套。

護膚功能性袖套的設計，需要材料為：

． 女性胸罩杯 4 片

． 無指袖套一付

． 襪子一雙

． 軟性網球二個。

文、圖／ 羅淑芬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主任 )、

        羅靜宜 (臺北慈濟醫院護理師 )、蔡喬聿（花蓮慈濟醫院護理師）

A Skin-protective Functional 
Sleev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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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步驟：

1. 先將女性胸罩杯二片縫

合，接著將縫製好的女性

胸罩杯片縫製在袖套內層

約 40~45 公分處

2. 將襪子剪裁適合放置軟

性網球大小，約 10×10
公分

3. 將襪子半成品縫製在袖

套手掌心面

4. 護膚功能性袖套半成品 5. 使用時將軟性網球塞入

掌心套中

6. 護膚功能性袖套完成作

品

優點：

． 可維持病人皮膚完整性，避免撕除傷與壓瘡發生、維持手指關節處乾淨與

衛生，維持手部關節於正常功能位置，可保護手臂及手掌，以維持病人最

佳尊嚴。

． 容易穿戴，穿戴調整時間約 1 分鐘，方便照護人員使用。

． 視髒污狀況 1-3 天與衣物一起清洗，晾曬後重複使用，且可使用半年之久。

． 減少撕除傷口、壓瘡及皮膚炎症之相關醫療費用支出。

左圖為一般包紮方式，膠布黏貼皮膚易導致撕除傷口及壓瘡。右圖為使用功能性護膚袖

套，有避免皮膚撕除傷害，減少手肘壓瘡發生等等優點。



18

■封面故事



19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第十卷

第五期

Human Centered 
Nurs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以人為本的
護理教育與實務

「以人為本」的實踐與否，

以病人與家屬的感受最準；

讓人性關懷在忙於照護之際不要被遺忘了，

護理同仁在手腳俐落完成常規的同時，

只要眼觀細節、耳聽心聲，心安定一點點，

以病人為中心一點也不難。

而以人為本的觀念若能在教育養成階段建立，

面對臨床變化多端、千頭萬緒的考驗，

護理同仁不會因忙而心盲而後覺得事業茫茫，

而能記得常保對人的關懷；

記得愛心與慈悲，

滋養自我心靈的廣度及深度。

在護理教育各項課程融入人文關懷，

種下以人為本的新苗，搭配實習體驗澆灌成長，

也期待於進入職場後此觀念就此深植心中。

護
慰
全
人

攝影 /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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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慰全人

「以人為本」、「以病人為中心」

的概念，普遍見於國際與臺灣健康

照護機構的理念宣導中，也是身為

護理教育者的我們想要學生根植心

中的。我想，每一位臨床的同仁應

該不會覺得自己沒有做到以人為本；

然而，隨著健康照護發展愈重視科

學技術，醫療照護過程將病人「去

人性化」的現象似乎演變成很難避

免，不管臺灣或國際皆然。類似下

述的情境考驗，大家可以回想看看，

有沒有曾經遭遇或煩惱過？

兼顧關懷與效率的兩難

在醫院的清晨時分，大夜班的護

理人員準備交班了，匆忙穿梭在各

病房招呼病人家屬起床，「起床囉！

起床囉！請將陪病床收起來，等一

下醫生、護士要巡房，請把這裡清

理乾淨。」結果遇到一位家屬說昨

夜病人沒睡好，自己也陪伴的很累，

希望能再休息一下，也希望待會巡

房不要吵醒病人……萬一不叫醒病

人，那後續怎麼辦？處在醫院工作

常規流程與病人及家屬個別狀況有

衝突的時候，護理人員該怎麼做，

才算「以人為本」？

章太太是產後二個月、首次當媽

媽的上班族，懷孕過程即接受許多

哺育母乳益處的衛教，但在上班後

發現工作忙碌讓她無法放輕鬆的準

備母乳，在返回門診時，她對護理

人員表達身體的疲憊、沒有充分母

乳哺餵的挫折與愧疚感。身為了解

哺乳母乳益處的護理專業人員，期

望每位新生兒均能享受母乳而健康

成長，但面對母親的表達，能責怪

她不重視小孩嗎？怎麼做會更好？

76 歲陳老先生因肺癌入院，其子

女卻對他說只是感冒而已。當他逐

漸虛弱地詢問護理人員：「我想知

道我會好嗎？」這是臨床照護中常

發生的情境，尊重病人？或是尊重

家屬？告知或不告知，才是以病人

為中心？

護理是一種重視科學與藝術、強

調關懷的專業。自十九世紀護理開

始發展，即強調「人」為服務的對

象、主張「關懷」為核心理念，諸

多護理學者發展的護理哲理皆以人

性關懷為中心價值。護理人員扮演

照護病人的第一線角色，因而也被

認為是確保照護過程能夠落實「以

人為本」的關鍵角色，因此更需要

能提供以人為本的護理教育，培育

具備人文精神的護理專業人員提供

護理服務。

本期封面故事針對慈濟醫療志

業體的臨床護理人員探討其對「以

人為本的護理教育與照顧理念」的

看法，透過調查了解他們認為護

理教育與臨床實務中仍須努力的方

向。在 664 份有效回覆問卷中，參

與者 98.2% 為女性；學歷分布以

■ 文／彭少貞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兼進修推廣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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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為學士畢業或在職進修學士

者最多，專科畢業者佔 33.3% 次

之。受訪者護理職級以 N2(34.5%)
最 多，N4(9.4%) 最 少； 職 務 以

第一線臨床護理人員為主，有

68.8%；工作單位比例最高為急重

症 (24.2%)、內科 (19.9%) 與外科

(15.7%) 單位。

七成臨床清楚以人為本  

第一道題目詢問參與者是否清楚

「以人為本」的理念，共約 74%
的人回答清楚與非常清楚，可見大

多數臨床護理人員自信具備相關理

念；只有 8% 回答不清楚與非常不

清楚，但仍有 18% 的回答沒意見。

從基本資料來看，回答沒意見或不

清楚者以第一線護理人員居多，因

此醫院的在職教育可以針對此理念

的落實開課宣導。當然，這樣的比

例也可能反映出忙碌的護理工作導

致去人性化行為的不可避免，或是

同仁忙著把工作完成而無暇去思考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男 12 1.8

女 652 98.2

總計 664 100.0

學歷 人數 %

專科 221 33.3

學士(含在職進修) 271 40.8

大學以上 172 25.9

總計 664 100.0

護理職級 人數 %

N 158 23.8

N1 122 18.4

N2 229 34.5

N3 99 14.9

N4 56 8.4

總計 664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護士 457 68.8

副護理長 46 6.9

護理長以上 70 10.5
個管師(含其他功

能小組)
28 4.2

專科護理師 50 7.5

其他 13 2.0

總計 664 100.0

工作單位 人數 %

內科 132 19.9

外科 104 15.7

急重症 161 24.2

小兒婦產 60 9.0

社區 15 2.3

功能小組 17 2.6

洗腎室 14 2.1

行政 24 3.6

其他 137 20.6

總計 6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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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層的問題，然而這一層問題其

實與護理初衷有關。

五成教育課程涵養人本  

實習與社團也有益

第二項問題想了解參與者過去所

受的護理教育中，那些層面是有助

於涵養「以人為本」的素養。本項

題目以複選的方式回答，結果前五

項依序為護理專業課程 (62.7%)、
社團、課外活動 (52.9%)、護理實

習課程 (51.8%)、通識教育課程

(48.8%)、學校生活環境 (34.2%)。
護理學者 Day(2005) 指出護理學

生在學校期間專業社會化的經驗，

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生對專業價值的

認識已能從刻板印象轉為專業的描

述，例如：低年級時認為護理工作

是幫助他人，高年級時則能體認「關

懷」的意義。以本校的課程為例，

護理專業課程亦強調護理倫理與關

懷，更營造重視人文的校園氛圍，

引導學生投入志工服務從實作中體

驗；通識課程中設計有融入尊重生

命概念的慈濟人文、生命教育、茶

花道等課程。從本次調查資料顯示，

頗多護理學生從社團、課外活動獲

得以人為本教育的學習機會，可見

非傳統教育課程對現代學生的影

響，例如本校學生參原住民社區服

務、學習以專業能力服務他人，感

受人與人互動的情感交流，除了獲

教育部肯定、學生自我成長的價值

更為豐碩。

此 外， 教 育 部 近 年 來 鼓 勵 教

師將通識教育、基礎醫學課程與

護理專業的結合，將有助於涵養

學生關懷的特質。值得提醒的

是，Price(2009) 指出學生會觀察與

學習教師或臨床護理人員的行為表

現，有些學生在臨床觀察的情境反

而讓學生對護理工作產生又愛又怕

Q1 您是否清楚「以人為本」的理念？ (N = 664)

非常清楚 8.0%

非常不清楚 2.0%

沒意見 18.0%

不清楚 6.0%
清楚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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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業課程 62.7

社團、課外活動 52.9

護理實習課程 51.8

通識教育課程 48.8

學校生活環境 34.2

師生互動關係 20.8

服務學習課程 17.2

基礎醫學課程 10.8

20%0% 40% 60% 80%

Q2 護理學校教育有助於涵養「以人為本」素養的層面？

(N = 664，複選 )

的矛盾情結，因此教育者需要更重

視學生的感受。

教學方法與教師素養  

教育亦須以人為本  

第三項問題是詢問參與者認為現

行護理教育還應加強那些層面來落

實「以人為本」？比例較高的結果

依序為教學方法 (69.0%)、教師素養

(57.5%)、教材內容 (54.8%)。
傳統式教學以傳授知識為主，但

是要培育學生以人為本的涵養，運

用傳統式教學是不足夠的。教育過

程中，學生是主體，也就是獨特的

「人」，教師須尊重學生個人的認

知與經驗，因此教學方法需要調整

為討論式、互動式、自主式的教學

策略，讓學生能從實例或實際操作

中學習。例如，本校老人照護課程

教導老化過程，實驗課程就運用設

備讓學生體驗高齡者行動情形，實

習課程則讓學生實際至日托站帶領

老人進行身體機能活化活動或至安

養中心餵養、為老人清潔，將理論

與實務結合。

金繼春副教授 (2006) 指出臺灣護

理教育評鑑學會評鑑的重點在教師

是否具備教學素養，自己是否具備

人文關懷、實務能力來教導學生。

從本次調查結果可知，從臨床護理

人員的角度來看，教師被期待要更

加精進人文素養與教學能力，才能

有更好的創造力來培育未來的護理

人員。本校透過教師臨床實務能力

成長計畫，讓教師不斷精進專業知

能；也透過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相

互觀摩人文理念融入課程的教學方

法。除了護理專業課程，解剖生理

學實驗課程的「大體老師」成為啟

發學生對護理專業價值認識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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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有微生物免疫學課程培育

學生尊重生命、關懷生態的素養。

護理自我高度認同  

團隊與志工次之

第四項問題問到慈濟六院護理同

仁感受到醫院在那些層面有提供以

人為本的照顧？並限制選定三個答

案。受訪者高度肯定護理同仁的表

現，比例達 81.6%，顯然護理同仁

認同彼此在「以病人為中心」的落

實程度；其次依序為醫療團隊的工

作態度 (71.8%)、志工的服務態度

(64.6%)，再接著則是醫院環境設備

(41.1%)。

期待加強醫護合作  

次為醫院政策

最後一項問題則詢問大家，認為

醫院須加強那些層面來落實以人為

本的照顧呢？雖然前一項問題受訪

者肯定團隊同仁的服務態度，不過，

認為首先須加強的，也是醫護團隊

的合作 (70.8%)，的確，醫護團隊

成員越能夠密切合作、良好溝通，

對於病人來說更能提供最適切的照

護。例如：醫院在舉辦的 IPPC 跨

科團隊病例討論會中，就能感受到

醫護緊密合作的優質照護品質。

其次需要加強的，則是檢討與規

劃醫院各項政策 (56.6%)，定期提供

醫護人員相關在職教育 (52.1%) 也
凸顯了重要性。還有改善病房設計

與設備 (44.4%)、規劃醫院環境與動

線 (42.8%)、加強行政人員的訓練

(28.2%) 等項目皆與醫院行政決策相

關，也是病人在接受健康照護過程

中隨時會感受到，例如候診 ( 檢查 )
時間太久、病房過於擁擠、醫院地

圖不明顯或手續複雜等，醫院各職

責主管可以自己當作病人實際去體

驗，就能找出需改善之處。

試想，你我生病的時候，也是

心靈能量最脆弱的時候，會希望到

那一種醫療院所尋求健康照護協助

呢？除了醫療的專業技術，我們需

求的不外乎是：服務態度友善、醫

護倫理落實、設備與技術安全、就

醫環境舒適與動線便利等，當然，

如同此次問卷反應出來的，受訪的

臨床護理同仁肯定醫院服務人員有

做到「以人為本」的態度，尤其是

護理同儕的表現，而且令人欣慰的

20%0% 40% 60% 80%

教學方法 69.0

教師素養 57.5

教材內容 54.8

學習目標 41.0

科目設計 34.6

教學（實習）時數 22.9

教學設備 16.7

Q3 護理教育應加強的層面？

(N = 664，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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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態度觀念在學校就開始

養成。

為了能持續性培育護理人員以人

為本的涵養，學校護理教育要幫助

護生調整原先對護理的刻板印象，

並建立對護理專業價值的認同；在

護理實務中，護理臨床教育則應協

助護理人員學習面對與處理專業價

值與組織管理之間的衝突 (Maben, 
Latter, & Clark, 2006)。透過此次問

卷結果，讓我們更確定在護理教育

上的多元努力，也期待我們的努力

能夠讓護生的人文觀念根深蒂固，

在進入職場工作後時時護好初衷。

Q4 醫院達到「以人為本照顧」的層面？

(N = 664，複選）

20%0% 40% 60% 80% 100%

護理同仁的工作態度 81.6

醫療團隊的工作態度 71.8

志工的服務態度 64.6

醫院環境設備 41.1

醫院行政服務 19.6

行政同仁的工作態度 16.7

其他 4.5

Q5 醫院應加強的層面？(N =664，複選）

20%0% 40% 60% 80%

加強醫護團隊的合作 70.8

檢討與規劃醫院各項政策 56.6

提供醫護人員相關在職教育 52.1

改善病房設計、設備 44.4

規劃醫院環境、動線 42.8

加強行政人員的訓練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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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健康的需要在那裡，護理的光就在那裡！」護

理教育旨在培養人文與專業能力兼具，符合社會發展與

國民健康需求的照護人員。社會變遷劇烈，人口的結構

與疾病的型態也隨之改變，花蓮縣又屬於人口外流、老

化問題較為嚴重的縣市，如何培養學生不僅具有在醫院

執業的能力，也兼具社區保健與長期照護復健的專業技

能，是教育的重要課題。

關懷老人  催生福氣站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自 1989 年開始培育護理專業人

才之路，2001 年二年制護理系設立，也給了教育志業

一個發展非急性體系的社區照護人才培育的契機。

二技的護理課程，除了原有的內、外、婦、兒、精神

科的臨床科目之外，也依照族群的需求加入了社區健康

照護與長期照護的課程，最主要希望護理學生除了照顧

病人之外，對於社區與長期照護的個案也能有所瞭解與

認識。正因為需要照顧的個案有八成在社區，只有二成

在醫院。在全民健保醫療制度實施總額給付以來，社區

裡慢性病個案數增加，長者在青壯人口流失的鄉村社區

十分欠缺兼具醫療與生活照顧模式之社區照護據點。因

此，配合二技的課程、社區的需要，經過縝密的社區評

估與計畫，透過教育部專款的補助計畫，花蓮第一個社

區的老人關懷中心成立了，那就是太昌福氣站。

從體驗、體會到體貼

福氣站，是和學生一起腦力激盪所產生的。在傳統的

醫療教育中，對於長者多以失能、虛弱、退化與孤單來

定義，少用正向的眼光看待歲月的影響。但在社區，學

生可以看到長者的調適、長者的心情與健康需求；由體

驗、體會到體貼，是教育的關懷主軸；在與長者共同參

與的過程中，學習去看歲月帶來的智慧與故事，是社會

心理的實務篇。學校的課堂教育，必須透過實務的體驗

■ 文︳ 蔡娟秀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汲
銀
髮

智
慧
To Accept the 
Elderly and 
Learn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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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操作，才能將學理轉化為專業能力。

由於少子化，家庭成員銳減，再加

上大多數的學生國中畢業就負笈到護

理學校學習，學生社會化的機會很少，

因此如何在傳統的課程中，加入實務

體驗與服務，是讓學生真正學會「聞

聲救苦」的重要關鍵。在學校單純的

生活中，學生無法理解除了自己世代

之外的需求與溝通模式，曾有學生說：

「我本來以為阿公阿嬤很多都需要我

幫忙，可是到了福氣站才知道，他們

會的比我們還多，要是現在沒有了電，

我們可能比阿公阿嬤更早餓死臭死

喔！」

溝通是另一個層次的學習。在學校

習慣了與同學的溝通模式，學生到福

氣站第一件事是學習母語。常聽到長

輩驚訝的說：「你不是客家 (閩南 )人，

怎麼不會說哩 ?」剛開始時，學生只

能回以表情符號，慢慢的，學生發現

笑容、專注的眼神與讓長輩有展現經

驗的機會，是最好的溝通與支持。

護理的主軸在健康維護，在支持個

案日常生活的功能，但「如果護理人

員的養成多在集中居住的學校、畢業

又到醫院工作，他如何能體解日常生

活活動的執行與調適？」看到學生蹲

在志工媽媽旁努力的想要學煮飯、配

菜時，我忽然深深的感動；因為他們

不只在學習護理、學習關懷，他們在

學習生活。

透過學校教育與臨床實務的結合，

福氣站轉眼從一個到十七個，第一個

站成立至今轉眼 8 年了。長輩的笑容

依舊，活動中心也在大家積極的參與

之下，獲得政府補助，從鐵皮屋改建

為鋼筋水泥。當年實習的學生，有一

半轉作長期照護或是長者健康促進的

工作，慈濟醫學中心社區健康中心的

護理長林金蘭玩上了癮，現在是社區

關懷據點健康體能的重要推手，也完

成了護理碩士的學位。只能說能導向

學生體會長者、真是個福氣無限的功

德。最後，與大家分享長者福氣站的

設計理念：

教學生病 (sick) 之前，

先教會學生生命 (life)；

教學生指導 (direct) 病人之前，

先教會學生傾聽 (listen)；

教學生治療 (cure) 之前，

先教會學生照護 (care)。

社區福氣站的實習課程，

讓慈濟技術學院護生藉由

與老人的互動學習良好的

護病溝通，也發現長者們

都是深藏不露的生活家。

攝影／陳世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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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 1990 年起全面推動母乳哺育，產後一個

月純母乳哺育率因此從 1996 年 5%，到 2004 年的

29.4%，提升至 2008 年健康局電話調查 54.3%，可謂

成效卓著，惟產後六個月的純母乳哺育率僅 15.9%，

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美國的史密斯 (Linda J. Smith)
在 2007 年提出：要完成「成功的母乳哺育」的使命，

需要周遭的生活環境與照護措施是支持且鼓勵母嬰持續

的，同時餵奶的過程中母嬰雙方都是舒適且享受的。

一個完善的嬰兒餵食策略應根基於「以人為本」的全

面關照，亦即「全面建構母乳哺育友善環境」，包括授

乳家庭、生產機構、工作環境、生活社區及整個社會大

眾。就「人本」的概念，站在營養與醫學健康關注上保

護、鼓勵與支持母乳哺育是顯學研究，營造持續支持的

哺乳社會則是尊重生命與全人關懷的實踐。

突破哺餵困境  特設門診指導陪伴

「健康」與「母愛」是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採用的母乳

推廣策略，臺灣社會營造一種「以無私且無盡的母愛哺

育嬰兒，是產後婦女自然也應然的表現」氛圍，無形中

也暗示選擇配方奶餵食母親「缺乏母愛」與「罔顧孩子

健康」。

邱芳慧老師於 2002 年提出報告，檢視臺灣推動母乳

哺育所面對的困境包括；專業人員教育不足亦缺乏知識

一致性，缺乏聆聽及支持技巧的演練學習與實務運用；

政府推動成效強調量化數據卻缺乏以女性增能中心概

念，相關教育訓練多採大班且單向式教學模式，亦少關

注社會福利政策對婦女權益的影響探討，因此醫療專業

人員面對哺乳個案經常照本宣科或以僅個人經驗回應，

若缺乏豐富實做經驗時，能給予授乳婦女的幫助便更顯

局限。

■ 文︳   王淑芳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暨國際認證泌乳顧問暨國際泌乳認證組織國家協調人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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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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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餵奶是我和孩子兩個人

可以決定的事，在我們母子兩人

都非常努力的時候，為什麼大家

總要說一些打擊人的話，還說是

為我們好……」     

熊媽

上述個案的感受是臺灣社會很普

遍的現象。2010 年 4 月一位立委發

言：「不敢在公共場所哺乳，是怕

自己奶小、不好看嗎？」這樣的言

論更增加女人在臺灣哺乳的困難度。

一次掛號終身服務  

喜見母親展歡顏

母乳哺育實踐關係到龐大且交錯

複雜的社會結構、傳統文化習俗、

人際互動層面。美國於 1985 年透

過 60 位不同專業領域之專家群，

建構泌乳顧問之基本能力與執業範

疇，進一步建置國際泌乳顧問認證

委員會 (IBLC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Lactation Consultant Examiners, 
n.d.)，旨在透過教育、諮詢及臨床

母乳哺育問題處理，及與醫療團隊

共同合作，達到保護、推動及支持

母乳哺育的實踐。臺灣自從 2007 年

產生首批 6 位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筆者於 2008 年接受 IBLCE 聘任為

國家協調人角色，花蓮慈濟醫院走

在全臺的先端於婦產科門診開設符

合性別需求之「母乳哺育諮詢自費

門診」。門診時間為每週四下午，

服務範疇涵蓋產前及產後泌乳服務

及諮詢、哺乳問題處理、心理支持、

哺乳期夫妻生活諮詢及溫和生產等

項目。除了在院門診外，也接受家

訪照護預約。

從自己哺育母乳開

始，王淑芳老師二十

年來努力推動臺灣

的母乳哺育親善，

因為哺乳社會是尊

重生命與全人關懷

的實踐。圖為王老

師接受大愛電視臺

節目專訪。( 王淑芳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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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來，服務超過 300 個以上

授乳家庭。「一次掛號，終身服務」

是這個門診的信念，許多個案從第

一胎掛號後，不定時電話諮詢到再

次懷孕生產。「擔心奶水不足」仍

是就診的主因，哭泣哽咽更是普遍

出現的情緒反應，值得欣慰的是，

一次至少 60 分鐘的諮詢過程後，見

到每個母親破涕為笑的剎那。某日

清晨巧遇早產雙胞胎爸爸智文，他

說：「託您的福，一年多了，她們

現在都還在吃母奶，跑跑跳跳好得

不得了。」記得兩年多前他們夫妻

愁容滿面的來到我的門診談論初為

人父母的焦慮，幾次晚上家訪，評

估與確認嬰兒成長，或是單純關懷

打氣，轉眼間他們成功母乳哺育 3
個孩子，並前來參與醫院親職教室，

鼓勵其他身處相同情境的家庭，這

是最珍貴的迴響與價值。

幸有眾人齊推動  

期待社會全面認同

母乳諮詢門診存在的必要性，無

庸置疑。雖然諮詢耗時，一週一次

的門診量，所能服務的個案實在有

限，加上需要自費，也大幅限制民

眾就診的意願，但是這樣的諮詢陪

伴真的幫助了許多徬徨又想哺育母

乳的家庭。而門診能存在，感恩許

多人；來掛號的媽媽們，沒有您們

的親身體驗與實踐，這個門診早就

吹出熄燈號；感謝當時慈院石明煌

院長、婦產部朱堂元主任在籌備階

段的全力相挺；產科魏佑吉主任甚

至讓出慣用的診間，還有小兒科朱

家祥醫師、張宇勳醫師與婦產科高

聖博醫師的熱情轉診，都是延續這

個門診持續運作最重要的推手。也

衷心感恩護理部與醫務部的全力支

持，還有門診同仁的連絡與協助，

尤其是貼心的維護個案隱私與展現

對其家人參與的熱誠接納。當然，

相信對「旁聽學習」的護生及護理

師，也真實呈現人本關懷的教育價

值。

在美國，國際認證泌乳顧問服務

可由母親醫療保險給付，且在小兒

科醫師醫療照護給付手冊中，可以

即使是雙胞胎，也能夠哺餵母乳，接受過王

淑芳老師諮詢協助的父母，都能感受滿滿的

愛與生命的奇妙。(王淑芳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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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到「母乳哺育與泌乳支持」的

標準國際疾病分類碼項目。醫療人

員可以與國際認證泌乳顧問展開照

護合作關係，提供最佳的母乳哺育

嬰兒與家庭照護服務。爭取健保給

付，以全面嘉惠產後婦女，減輕就

診自費負擔，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母乳哺育是攸關國家經濟與國民

素質的個人行動，雖是一人私領域

之決定，確實為公領域議題。每個

人的經驗都不盡相同，每個人的經

驗的值得珍視，哺餵母乳行為的實

踐與否，涉及女性在婚姻、家庭及

社會中的角色與壓力，社會與醫療

議題，看見女性在哺乳中的困境，

才能免於讓女性成為「制式」母乳

哺育推動政策下的犧牲者。

從一個成功哺育母乳的母親，

到護理師、護理老師的多重角色，

到母乳哺育運動的推動者，轉眼已

二十年，對於臺灣的母乳哺育及支

持也充滿期待。「母親與嬰兒」才

是母乳哺育的主體，母乳友善的精

神只是要把嬰兒還給媽媽；把決定

權還給女性；把乳房功能發揮其基

本功能；回歸「人本」的原始關懷，

專業人員站在參與是一種榮耀、陪

伴是重要的支持行動的立場去實踐

與推動母乳哺育。社會大眾亦應體

認「個人」在促進母乳哺育實踐歷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整合

身心靈與社會的多元需求，才能達

到「健康」的最終追求，開展人類

新世代心中的新希望。

花蓮慈院母乳諮詢門診提供了有困擾或疑惑的父母一個解決管道，若個案許可，實習旁聽的護理

師與護生也因此獲益良多。攝影／吳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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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裡，病人是主角，家屬是配角，醫護人員

只是跑龍套的人而已。」這句話是一種簡化的以病人

為中心的概念，我在此先舉如下的例子。

看見共在與陪伴的力量

一位 40 多歲的陳大姊罹患肺癌末期，她一入院就表

示她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因為這兩年她讀了不少經

書，了解人終須放手離開，她學習了灑脫自在，但是

當有一天隔壁床的奶奶準備離開人世，大姊在旁感受

到死亡是如此真實，開始主訴呼吸不順，腹部及背部

疼痛難耐，在疼痛評估後，護理人員施打止痛劑，但

是陳大姊的疼痛及身體不適均未改善。護理人員除了

陪伴她，幫她按摩，還用輪椅推她到客廳坐，但她仍

全身不適、顫抖，痛哭不止。護理長這時走來，輕聲

跟陳大姊說：「你的不舒服我瞭解。」之後就像母親

抱著嬰孩般與她一同躺臥在病房客廳的長沙發上，大

姊無法止住淚水，不停地哭泣，護理長輕輕唱著詩歌，

一邊撫摸大姊的頭髮，直到她情緒穩定才緩緩說出其

內心的感覺。原來她以為自己已經克服死亡的陰影，

但是隔壁老奶奶的離去，讓她開始焦慮害怕，她發覺

自己面對死亡其實是軟弱的、束手無策的，感覺一股

黑色陰影籠罩過來，所以開始覺得身體一切的不適，

但當護理長這樣抱著她的時候，她覺得有股溫暖安定

的力量，讓她平靜下來。

上述的陳大姊呈現靈性的困擾、死亡的恐懼會進而

導致生理不適，也就是所謂的整體痛 (total pain)。但

是，護理人員完全接受個案的情緒表現，同理個案的

痛苦，並用行動支持個案，進而關愛和陪伴的能量可

以讓個案感到平靜安適。這過程中彼此共在，且彼此

自我超越，超越原先的莫名焦慮的原因、超越不知所

措，到最後體認自己對死亡的看法，同時護理人員也

超越了害怕陪伴時的沈默、手足無措，甚至打破「陪

■ 文︳  楊均典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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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是浪費時間」的疑惑。這樣的過程，

就是所謂的「靈性護理」。

 培養靈性需求的照護能力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第37屆世

界衛生大會中，正式將靈性層面含括

在健康的定義中。意即全人照護不止

於身、心、社會的層面，還包括靈性

方面的關照。身體的照顧與心靈的照

顧同等重要，南丁格爾早在 1800 年

代也指出靈性護理是全人照護的重要

基石，而靈性護理是「以人為本教育」

的體現，其首重的是對人的關懷。正

因為護理人員所付出的愛心與倫理表

現，可以顯現出他們內心的靈性能量

及深度，所以，要培養一位好的護理

人員，不只是有純熟的技能或豐富的

專業知識，還需要加強護理教育中的

人文及靈性教育，才能培養出視病猶

親、關愛個案、以人為本的護理人員。

我們在學校的教育，期許培養學生具

慈悲喜捨的護理人格，並且內化至學

生的靈性層面。護理教育或是臨床工

作不只是在追求專業業核心能力的成

長，也需要注意自己生命內涵的滋養

及滿足個案靈性需求的照護能力。

尊重病人尋找生命答案的過程

對於靈性護理，不論念了幾年的護

理學，臨床工作了多少年，護理人員

普遍對它印象模糊、很抽象。在護理

評估時，只好描述個案的宗教屬性即

從基礎教育就培養護理系學生建立「以病人為中心」、「靈性關懷」的觀念，並進而在實習中體會。

攝影 /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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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差了事。其實，靈性是人的本質、

生命的內涵，是「我為何成為我」

的重要因子，它整合了生、心、社

會等層面，藉由自己與他人、環境

或是至高者（神）的互動中感受到

愛、被愛、歸屬感、寬恕等和諧平

衡的內外關係，進而感到內心的平

安，體認自己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然而有時每個人都會有生病、憂

傷、失敗、失落、失志，個人的內

在會失去平衡，甚至對自己的生命

意義產生懷疑、無愛、孤獨、無望、

無助、無力感，這時就產生靈性的

需求。

護理人員對正在遭受病魔侵襲

的人給予尊重的態度，就是以人為

本、以個案為中心，尊重他、瞭解

他，視他為重要的。Miner-Williams
在 2006 年提到護理人員在靈性護

理的角色並非全然的給予個案生命

的答案，而是尊重他找尋屬於自己

的生命答案，在個案找尋的過程

中，適時的停留並陪伴他，這段護

病關係，也是一種夥伴（合作）關

係。靈性護理目的是什麼呢？簡言

之，就是讓個案及其家屬在護理期

間能感受到平靜、和諧 (harmony)
的狀態。在護病的夥伴關係中，護

理人員可以藉由傾聽、談話、分享、

陪伴、尊重、支持、鼓勵、信任、

關愛、接受個案的情緒表現、同理

及依個案需求提供宗教服務，彼此

在這過程中一起學習和成長。雖然

護理人員有時無法完全滿足個案的

需求，但是至少在個案疾病受苦的

過程中，能讓個案感受到護理人員

是與他共在。

別小看基本護理技術

它也是靈性護理

王女士肝腫瘤末期，移動身體就

痛苦不已，所以在家中有三個月不

曾洗澡。剛進病房時，大家都可以

聞到她身上陣陣的酸臭味，她也因

此感到不好意思，護理人員笑笑回

應：「辛苦了阿姨，沒關係，我們

會幫你的。」護理人員執行身體評

估，並告知醫師個案疼痛情形並予

以止痛劑後，護理人員即幫個案作

楊均典老師以真實的臨床案例說明，引導學

生能試著理解靈性護理的重要性與真實意涵。

攝影 /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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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與共在，讓病人與家屬獲得平靜安適與

尊嚴，創造和諧溫暖的醫療環境，是每位護

理同仁都能做到的。攝影 /謝自富

床上洗澡洗頭的護理。洗澡洗頭在

護理上不算是什麼高級技術，但是

護理人員在洗澡過程中沒有嫌棄個

案的污穢，反而謝謝個案的配合。

藉由一個身體的清潔的技術，還給

個案身為人的尊嚴，讓個案不用感

到尷尬難堪，而且在洗澡後很舒適

的睡著。個案感受到的是全然地被

接受、同理和尊重。所以，靈性護

理並非是抽象或遙不可及的，它是

一種護理的態度，而且是人與人最

基本的互動與關心。

精神科病人也有靈性需求

在精神科長期住院的機構，住民

長時間與家人分離，會思念家人，

尤其是在特別的節日。醫護人員可

以請家人寄一封鼓勵的信函並附上

家人的照片，或是幫助住民安排省

親及回家的機會，這也是滿足他們

愛及所屬感的靈性需求。抑或是個

案功能退化，甚至自我照顧功能不

佳，如果護理人員以關愛的心設計

自我照顧技巧的教育方式、按部就

班的重新培養自我照顧技巧，正向

地鼓勵個案，使之能達成自我照顧

的能力，對個案而言，這是生命控

制感的起步，也是一種自我超越。

「護理是科學，也是藝術」，這

句話護理人員都能朗朗上口，如同

廣告詞句「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當護理人員執行科學化護理時，要

本於對人性的尊重，勿讓自己淪為

照顧的機器，適時的加入靈性護理

的元素，真誠地微笑、傾聽、同理、

陪伴或甚至拍拍個案的肩，給他一

個擁抱。雖然我們無法替個案受

苦，但在他們人生疾病痛苦的過程

中，站在個案及家屬的立場為他們

設想、與他們共在，讓他們獲得平

靜安適及尊嚴，這些都能創造溫暖

和諧的護理環境，也展現人性的價

值和護理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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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o Provoke
Your Inner Self

心靈轉彎處 Turning Point

開啟內在     
的

不管懷抱理想與否，護理同仁從踏入職場那一刻起，就

開始在工作中不斷於外在醫療環境及自我價值之間來來回

回地尋找平衡點。學姊學長是學妹學弟尋找解答的主要對

象，時常要在工作或生活上解除疑惑，但是，多久才算資

深？再資深，還是會有問題，資深者要從何處找答案？舉

例來說，在護理傳承的議題中，經常提出的問題之一是與

年資有關的，像是聽到學妹學弟問──

「學姊，為甚麼妳臨床可以待那麼久？」

「為什麼你能一直保持笑容，看起來都很快樂？」

「為什麼你遇到那麼大的衝擊，還能夠撐過來？」……

而學姊學長的回答可能是──

「我就想辦法抒壓，去按摩，去唱歌，去找朋友聊天吃飯、

訴苦水，甚至也去上課。」 「但是有時似乎也無法改善工

作上的壓力……」

或是

「以前有聽人分享，職業婦女在家庭與工作間自處，就要

像換磁碟那樣，上班用一個磁碟，回到家再換另一個磁碟，

兩者不會有交集；因此工作時能專心，不會想到家庭；在

家時也不要記得工作的事。」「但是，這種方法似乎不符

潮流，因為時代變了，護理角色更多元，好像要更大容量

的記憶體才能運作……」

更坦白的如：「很多事情，我也還沒有答案……」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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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有些疑問，經過時間的淬煉，

越資深時，答案就浮現；但也有很多

疑問，即使回答了學弟妹，也必須坦

白，自己也還在尋找答案。綜合這樣

的結果，讓我去想：「到底如何做，

才能保有護理的初心？以及維持自我

及工作的平衡點？」期望能提供給同

仁一把開啟自己內在的鑰匙，但要正

確表達讓大家明瞭，卻是很不容易。

剛好近日一堂教育訓練課程中，特

別邀請曾在慈濟醫院服務的博士候選

人石世明心理師為同仁主講，發現他

的說明可以提供大家找到答案的線索

與方法。石世明教大家一套深度溝通

技巧，讓同仁學習開發自我的潛力。

例如，他在課程中提到：「醫療人

員的驕傲使病人具有安全感，但是也

需要『人性我』的謙卑，自己的生命

經驗與病人的生命經驗產生共振。」

又說「護理人員的成長等於病人照顧

品質，透過在工作中的成長，才能延

伸護理職涯的深度及廣度」。要能越

來越資深，先要在工作中有成長；工

作中的成長，有時是透過繼續教育訓

練連結臨床經驗，有些則透過資深同

仁的引導發現護理價值；當然也可以

去參加心靈成長講座或工作坊。

石世明並在課程中舉出一位護理同

仁找到開啟內在鑰匙的一則故事，也

於此分享出來，希望讓同仁得以借鏡。

這是石心理師過去在心蓮病房舉辦傾

聽陪伴小組座談會的案例：腫瘤科研

究護士高雅英為了幫助病人繼續接受

治療而多次與病人發生爭執，多年後

重新聽到病人坎坷卻豐富的生命故事

時的震撼，而寫下自己懺悔的心情，

並藉由座談會當眾念給病人聽。病人

給予的回饋，成為開啟護士深層內在

慈悲的一把鑰匙。

於此，也請資深護理師薰丹分享，

她經由心理師的提點發現自己在護病

互動中的個人感受，並因此調整自己

的工作。而隔離單位的素雯護理長也

分享她的學習，最難開的鎖是心鎖。

期望透過他人的故事，您也可以找到

自己心中的那一把鑰匙，讓內在的力

量永遠不熄。

若能找到開啟自己內在的鑰匙，則生活或工作都將能量不滅。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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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妹的懺悔

有一句話說「施比
受更有福」，我很

愧疚的要說：「我
自己

是一個富有又奢侈
的人。」我的富有

，來自於接觸、認
識到很

多的癌症病人；我
的奢侈，卻是因為

我對這些病友視而
不見和

淡漠。老天給了我
這麼多的福氣，不

過，我似乎不自覺
的選擇

捨棄。每次到心蓮
病房參加傾聽小組

，和病友、一起參
與關懷

的志工們做心靈上
的分享。在工作之

餘，到這裡來沉澱
自己的

心情，掏空心中擾
人的思緒及偏見，

重新在每個故事、
分享中

找回感動。在這裡
分享生命經驗的病

友，他們不需要冠
冕堂皇

的詞句，現實生活
的遭遇就足以觸動

每個人心中的最深
處。陪

伴的人不需要天馬
行空的幻想，就能

與他們一起和生命
舞動。

我要很慚愧的說，
認識病人金浩這麼

久，我從來都不知
道原

來他在十三歲就上
船當童工，不知道

他曾遠洋過，當時
生活的

苦，不亞於今日得
癌的病痛。作為一

個護理人員，我只
是粗淺

的了解到：他是一
位淋巴瘤病人、是

第幾期的患者、行
過多少

次化療，殊不知他
的背後，是這麼多

的辛酸累積過來。
很不幸

地身為一位醫療人
員，我常以為我很

忙，忙到只能和個
案匆匆

來，匆匆去的談病
情。因為這樣代表

個案只需要我這麼
做，個

案只需要專業上的
服務。我又很「自

以為是」的替個案
做「我

的」決定，所以我
得到的只是醫療上

的回饋，但在病人
的生命

裡，我又佔了什麼
角色呢？

於是，當金浩在心
蓮病房分享過去的

生命經驗時，我很
懊悔

為什麼第一個聽到
他的故事的人不是

我！當我從背影看
見他頭

上稀疏的蒼蒼白髮
時，我才恍然，我

已錯過了最珍貴的
時光。

來到心蓮的傾聽小
組，就像每個星期

洗滌自己的心靈一
次。病

人的生命分享不只
教導我不畏死，更

教導活的尊嚴、活
的意義。

現在，我正開始學
習褪去矜持與驕傲

，用謙卑及微笑，
面對尊

重生命的人。

註：此篇文章出自心蓮病房心理靈性教材，由石世明提供，曾登載於《安寧照顧

會訊》5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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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蓮病房工作較其他單位有更多

的靈性成長的機會，唯有護理人員獲

得心靈的自由，才能有能量協助病人

經歷疾病歷程。

因為當時我有參加傾聽陪伴小組的

討論會，是親耳見到、聽到資深護理

師英妹在公開場合對病人懺悔過往的

護病互動經驗。其實，對於我，這也

是一種省思，讓我去練習思考，當病

人展現他的靈性層面時，護理人員對

病人是只展現「醫療我」還是保有「人

性我」？

「醫療我」的反射性出現

個人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位

病人的疼痛一直無法控制，團隊評估

認為病人是整體性的疼痛，係指癌症

病人的疼痛除了身體性外，且有社會

性、精神性及心靈性疼痛等四層面。

當時我是照顧她的主護，我找她到旁

邊的商店喝咖啡，想讓她可以跳脫一

下病人的氛圍，緩解她藥物無法處理

的疼痛。事後將這樣的活動提出與病

房心理師談起時，心理師問起當下感

受如何？我回答他：「病人喝了幾口

咖啡，胃口如何……」等答案。

「人性我」讓護理不斷電

經過省思，才發現自己當時真是一

個「標準」的護理人員，以為在幫忙

病人；真相是，在喝咖啡的當下，我

還是在用專業技術這個「醫療我」評

估病人受苦的心在陪伴病人，而「人

性我」在工作的時候被我拋到腦後。

只純粹使用「醫療我」護理病人，我

想病人應該只感受到醫療層面的照

顧，護理人員照顧病人一板一眼，會

讓病人感受不到護理的溫暖，護理人

也無法從病人身上學習到人生的課

題，日子久了，對於護理工作容易缺

了解護理同仁有「醫療我」與「人性我」的兩種存在，薰丹自

己的專業會習慣隱藏人性我，也透過一次次與病人和家屬的互

動而逐漸讓自己釋出情感。攝影 /李玉如

釋放心靈自由

■ 文︳  胡薰丹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資深護理師

Relieve Our Mind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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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存在的共振

■ 文︳  張素雯  花蓮慈濟醫院二十東病房護理長

The Resonance of Being There with the Patient

自 2002 年轉調到骨髓移植病房，

因為工作上需要在職教育，便參與相

關專科的照護課程，如腫瘤學會所舉

辦的基礎、進階腫瘤護理課程、癌症

照護等課程，也參加過安寧種子訓練，

舉凡相關的照護課程不管是技術層

面、心理層面，我都盡量把握機會去

上課，逐漸的轉成為個人對腫瘤病人

照顧專科方面的興趣。因為我覺得這

些知識可以隨時隨地應用在照護個案

身上或作為教導新進人員的教材。

到底在害怕什麼？

但是即使我上了這麼多相關的課

程，當病人面對死亡時，我仍然沒有

勇氣坦蕩蕩的跟病人討論。一旦病人

真的跟護理人員提起說：「護士，我

快死了，怎麼辦？」我將會無言以對。

理性的我會陪在病人旁邊，再利用時

機跟家屬或團隊討論病人所提出的問

題，彷彿將責任推給家屬、專科護理

師或安寧共照護理師，自己躲到忙碌

的工作上就可以不用直接面對。然而

每當獨處，內在的自己卻永遠無法釋

懷，我到底在害怕什麼？我又該如何

做才能真正誠實的面對我的個案以及

提供他們照護之外的需要？

發現脆弱的「人性我」

我曾經照顧過一位罹患神經母細胞

瘤且發育遲緩的個案，案母照顧個案

無微不至，把個案當成是一般正常小

乏感動，當然不會有工作的動力。

當發現自己的能量在流失後，經由

不斷地與病房心理師討論，重新找回

我們的真性，護理過程中原本就存在

著我們的本心，「醫療我」與「人性

我」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看見病人受

苦，我們會有慈悲心，面對病人死亡，

我們會流淚與難過，這都是可以接受

的；但是要知道病人除了受苦與死亡，

同時也會留下很多精神層面的東西，

這就需要我們用「心眼」去覺察與發

現，透過照顧病人的省思，才能讓自

己不斷的充電，保有源源不絕的護理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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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在照顧，讓我想到自己的母親與重

度身障的弟弟，所以在照顧此個案時

幾乎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家人在照顧，

心情的喜怒哀樂都是跟著他們走，感

覺就像陪伴自己家人。可是在自己經

過了喪親之痛後，才發現那種刻骨的

心痛是別人無法分擔的，護理人員面

臨病人往生整個過程是絕對無法真正

體會家屬心中的感受與想法，畢竟我

們仍然不是親人。

透過石心理師的課程，我了解到護

理人員原來有「人性我」與「醫療我」

的分別。經過一陣反省後，我發現，

面對專業照顧時，我的「醫療我」真

的很驕傲，但是我的「人性我」卻很

脆弱，往往不知如何去幫助病人，因

為我知道我不是他 ( 病人與家屬 )，我

也沒有參與他 ( 病人與家屬 ) 的一切一

切，僅由病人目前的一小部分，我無

法了解他；而現在，我學會保有一些

「人性我」來思考病人及家屬的問題，

雖然我無法替代他們決定，就算我認

為他們的決定可能有偏失，我也不會

當下強迫，面對自己無法認同的個案

或讓我觸景生情的個案，我會聽他訴

苦、給予安慰，且學會提出與醫療團

隊溝通。

以前常在想，我要如何在心理層面

上幫助我所照顧的病人，現在思考的

是，我要如何將自己和個案產生存在

的共振。傾聽、陪伴加上持續學習深

度溝通技巧，讓自己的「人性我」出

現，應該是不二法門吧！

張素雯護理長坦承自己過去不知道如何去面對病人的心靈或情感需求，現在則懂得傾聽與陪伴，

與病人的存在產生心靈的共振。圖為病房護理師為慈濟技術學院護生示範給藥。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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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 Man with a Soft Heart - A Profile of Chi-
Yen Chao, RN, Surgical ICU, Hualien Tzu Chi 
Medical Center

■ 文︳  李崇仁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助理教授

柔情鐵漢

在花蓮慈院的外科加護病房裡的是東臺灣情況最

危急嚴重的一群病人，幸有六、七十位護理同仁輪

班照護；在這個人數不少的護理單位，年資十年以上

的很多，專業歷練豐富，而且大家情同姊妹，當然，

其中也有幾位兄弟，趙紀硯是其中的「中生代」。

身高雖然還沒一百八十，體重不能透露，但體形

壯碩的趙紀硯，在三十歲的現在，為人夫、為人父，

人生進入下一個階段的他，在工作與家庭兩方面都

努力付出，也求取平衡。

在花蓮土生土長，也在花蓮教育養成

從小在花蓮市長大，紀硯沒有見過外公，因外公

在他兩、三歲時就往生了，但是有記憶以來，媽媽就

對他說過外公在荒涼的東臺灣行醫、體恤貧苦病人的

故事，在紀硯小小的心靈裡種下對醫療工作的嚮往。

不過，在花蓮高中就讀時，考試分數的現實面讓他

知道不會當上醫生，填大學志願時，紀硯很老實的

說，「其實是按照排名，主要選醫技，其次填上護理，

也沒有一定要留在花蓮……」，但結果就是，他的

分數對上了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趙紀硯成為該系第

四屆學生。

趙
紀
硯

	
	
	
	

花
蓮
慈
院
外
科
加
護
病
房
護
理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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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大學，趙紀硯忙著體驗自由自在的生

活，勤跑社團，例如：春暉社、生態保育社、

茶道社等，當社團幹部跟夥伴們四處辦活動，

國小的衛教、營隊、甚至北濱堤防的彩繪，都

有他們青春揮灑的足跡。不論是活動企劃或是

張羅器材裝備，他從活動中歷練當決策者及執

行者的各種能力。很多

一起打拼玩樂的夥伴，

現在也都各自在慈院貢

獻自己的專才了。

緊接著到醫院的實習

課程，則讓他體驗了將

大學時期忙碌充實

的社團生活，讓趙

紀硯（左二）邊玩

邊成長。（趙紀硯

提供）

在社團與表演中盡情付出，實習課程時體驗護理專業，年輕的趙紀硯感受著生命的多樣與熱情。圖

為2005年護生之夜演出，後排中為趙紀硯。（趙紀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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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業的情形。

這期間，最讓紀硯挫

折的莫過於產科實習經

驗，畢竟惡露、母乳哺

餵等衛教，對於男護生

而言，女性母愛的照護

中隱私的結界，簡直就

像圍繞護城河的象牙塔，

讓他望之卻步。但是紀

硯學習到女性病人拒絕

時的眼神與肢體動作，

了解有些事情並不是靠

自己能夠獨立完成。護

理專業的學習，就在老師的鼓勵、同學的支持，

以及爸爸媽媽的默默相挺與關懷中，克服挫折

與困難而終於完成。

遇生命中另一半

經過一年多的當兵生活，退伍後的趙紀硯這

次是自己決定要回到花蓮，既然回花蓮，就到

曾經實習的花蓮慈院上班，也如願在自己的首

選單位──外科加護病房，開始了正式的臨床

護理職涯。

「我想走外科系，因為可以照護不管是神

經、心臟胸腔、骨科、燒燙傷等各種病症的病

人，複雜度夠，挑戰性高。」從言談中，可以

加冠典禮之後就要開始臨床實習，朝專業前進。圖為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第四屆同學於加冠典禮後

合影，第三排左一為趙紀硯。（趙紀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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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紀硯對於自己在專業上的期許。不過，他

也承認剛到單位的時候，壓力很大，想轉行；

單位裡高手如雲，當菜鳥的感覺很不好受，不

過心情低落時，病人一個肯定的眼神、家屬一

句簡單的感謝，都會讓他決定再繼續，想起護

理工作原有的單純與開心。外科加護病房磨練

趙紀硯的臨床能力，也是在外科加護病房，他

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工作的低潮期在臨床三年時再度出現，然

而卻也是生命下一階段的序曲；紀硯與女友結

婚，步上紅毯，開始扮演一家之主的先生角

色。

結婚當爸爸  生命新樂章

結婚了，就不能隨便被低潮打敗不工作的。

這對同在護理領域工作的夫妻也在婚後這兩年

進行了一番因應調整；紀硯轉調內科加護病

房，進行不同領域的照護服務，太太留在外

科加護病房；然後為了

迎接新生的寶貝，決定

不適合繼續夫妻兩人都

輪三班的工作，太太轉

調放射科擔任技術員，

紀硯則回到外科加護病

房，這個三人的小家庭

這時進入一個新的平衡

的狀態。

在內科加護病房一年

半的時間，紀硯體驗內

外科不同的屬性、運作

模式，不僅學習新知，

也讓自己心性更成熟，

也對自己回到外科加護

工作更有把握。雖然才

回到外科加護病房幾個

月而已，紀硯已經開始

結婚生子的人生新階段，讓趙紀硯覺醒自己必須更有承擔，在專業上成長。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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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小組長的訓練，也

承擔起單位「加護訓練

班」的教學工作，讓自

己的護理專業越來越開

闊。

男護的使命　

五 年 的 臨 床 工 作 生

涯，讓趙紀硯越來越清

楚男性護理的不能與

能。例如：一般民眾認

為女性還是由女護理師

服務比較好，會比較難接受由男護理師執行治

療，而男性患者可以接受男護理師的服務，甚

至覺得男護比較能夠知道他的需求，也比較敢

向男護理師表達心裡的想法。其實女性只要是

未接觸女性隱私的地方，也是願意接受男護服

務的。經驗已經教會紀硯，如果交完班去看病

人時，跟奶奶、阿姨打招呼，介紹「今天我是

照顧您的護士」，看到對方的眼神露出一絲絲

害怕或擔心，紀硯就會主動請女性同仁來幫

助。

男護理師通常在精神科、急診、加護病房

等比較重症的單位服務，主要原因不外體型與

特質。例如，紀硯分享：「面對病人或家屬情

緒不穩定，通常我們都會站在女性同仁的前

面。」還有，遇到暴力、碰到酒醉的問題，由

男性來處理，對方比較顧忌。紀硯認為，護理

是需要非常細心，又要兼顧耐力體力，男性能

夠加入其實是蠻受歡迎的。而紀硯對護理職業

的解讀是：護理人員是一個觀察者，也是醫病

之間溝通的橋梁；他更感謝這份工作帶給他對

生命的體悟。

悟生命的可貴　

每位護理同仁都有在臨床遇見「生命消逝

的第一次」的經驗，之於趙紀硯，他至今記得

當時的情景。「那是在試用期，應該是工作第

一個月。」一位二十多歲的外籍新娘，因為嚴

重車禍受創而從急診送上來加護病房，剛上線

的紀硯負責照顧，心裡非常害怕、很慌亂，因

為「病人不是馬上死亡，但是看到心臟亂跳、

血壓一直掉……」，還有聽到家屬跟病人的對

話，感受那種不捨的心情，對於年輕的他衝擊

很大，感嘆人生怎麼會這麼無常。

加護病房的單位特性，讓趙紀

硯很早就感受生命的無常與可

貴，現在也擔任單位的教學小

組長，開始教育新人的工作。

攝影 /李玉如



47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第十卷

第五期

現在，面對過很多病人生命的隕落，趙紀

硯說，他已經懂得控制情緒，轉換成正面的思

考，「感謝死亡使我們領悟生命的可貴，而生

命的可愛讓我們知道死亡的恐懼。在照顧病人

的護理這一條道路上，許多人我們一生只會碰

到一次，以後永遠不會再相遇了，所以不要錯

過這唯一的機會，盡心，照護。」

下一個五年的挑戰

看著紀硯從菜鳥變成中生代，去內科歷練再

回到外科，單位麗娟護理長與淑敏副護理長都

給予肯定，「覺得他變得比較成熟」。而淑敏

對於紀硯的印象是：「他很懂得善用方法去把

事情完成」、「做事很嚴謹」、「對事情都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問紀硯的缺點，居然說：

「想不出來」。惠珍督導對紀硯的評語是「認

真負責」，而看過紀硯上大愛電視「志為護理」

節目的秀真督導，則感動於紀硯太太說的話，

因為她要紀硯「放手去

追求理想」！

護理生涯要進入第二

個五年，其實將是另一

番風景。兒子快滿兩歲，

紀硯說：「我好累喔！」

因為下了班想睡覺的爸

爸遇到了該睡覺不肯

睡、精力充沛的兒子，

紀硯說護理工作訓練出

來的耐性，都快被兒子

磨光了。雖然這麼說，

但人生這個階段不就是

這樣。面對兒子時很想

求饒，照顧病人時仍然

溫言軟語，趙紀硯展現

出鐵漢柔情，繼續體驗

生命的風景。

跌跌撞撞累積五年的臨床經驗，趙紀硯開始承擔護理教學，朝下一個五年前進。圖為懿德媽媽贈

送小禮物給加護病房同仁，與趙紀硯、護理長鄭麗娟合影。（趙紀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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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Concept and 
Mankind Concept 
of Ms. Nightingale

■  講者︳  薄井坦子教授   譯者︳  錢淑君副教授

大學畢業、取得國家護理師認證後，由於對所學仍有懷疑，不能理

解護理的真義，因此不敢到臨床照顧病人。時經 8 年、探尋真理的過

程中，是南丁格爾的護理理論讓我重新認識護理，進而找到護理的本

質，才有信心投入職場。了解護理的本質並實際驗證後，我著手創辦

日本國立千葉大學的護理學院，希望藉推廣南丁格爾的護理理論以培

養更多理解護理本質的專業護理人才。

此次非常感謝花蓮慈院護理部的安排，在演講前得空參訪慈濟靜思

南丁格爾的

人類觀

護理觀與



49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第十卷

第五期

南丁格爾的護理觀與人類觀

堂與慈濟大學，發現慈濟所推展的精神與南丁格爾的護理理念不謀而合。

一方面自東京大學醫學部衛生看護 ( 護理 ) 學系畢業至今，正好五十年。希

望能將自己這五十年來的研究及經驗與大家分享。

雖然接受了大學教育卻無法掌握「何謂護理？」

在 1950 年代日本的大學護理教育是學制改革的產物，為醫師所主導。

因此在東京大學醫學院衛生看護學系接受了 4 年的教育，卻依然不瞭解

醫學與護理學兩個專業的區分，也就是說掌握不到護理的真諦。關於護理

專業從具護理背景的副教授身上學到的是「不管是病人或健康的人，護理

乃協助服務對象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態」、「護理是從觀察開始，也以觀察

結束」。然而心中的最大疑問是「我並非病患，從護理人員自己的角度觀

察病患，並從護理人員自己的角度進行判斷這樣能達到幫助病患的目的

嗎？」。從護理助教那裡學習護理技術，也引發「難道護理技術沒有理論

存在嗎？」之疑問。因為不清楚護理是什麼所以不敢從事臨床工作。由恩

師的推薦任職當時日本醫師公會會長武見太郎的秘書，開始進行大規模的

國內外文獻查證以解答「何謂護理？」。然而所整理出來的文獻報告卻無

法滿足醫師公會會長所想要的答案。

護理是什麼  答案在臨床

因此接下來便要求到臨床跟著護理師輪三班執勤，並進行實際的調查

研究。針對同樣一位病人將醫師的治療行為與護理人員所執行的照護活動

一五一十的記錄下來，整理成報告書再次呈現給醫師公會會長後，被問及

「對如此的病人進行這樣的照顧是護理人員本身的判斷嗎？」聽了答覆之

後醫師公會武見太郎會長表示「若不幫助護理人員擁有專業性的話，國民

的健康就沒有保障。」。日後將醫學與護理學兩個專業之本質的共通性與

相異性整理如下圖。醫師與護理人員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醫學乃

研究疾病的因果關係，而護理則是去看穿病患是如何過他的 24 小時而形成

目前的疾病。因此醫學以診斷與治療為主軸，護理則除了從身體層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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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心理、社會關係以及生活過程去掌握病患的生活特徵，依循自然的法

則也就是健康的法則協助他進行生活的調整。

南丁格爾的護理方法論——三層關心的灌注

在初期於臨床運用所學到的護理三大原則「醫學知識、愛心、專業技術」

照顧一位拒絕所有護理人員為他執行身體清潔工作的腎臟病病患而，碰了

一鼻子灰時，讀到了南丁格爾對護理所下的定義，終於惑然而解。接下就

是向各位先簡單介紹南丁格爾對護理的闡釋。

簡單來說，南丁格爾的護理理念便是給予病人「三層關心」：

一、 是 an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case, 對於照顧對象的理性關懷。

二、 是 a (much higher) hearty interest in the patient,  對於照顧對象

發自內心的人性關懷。

三、 是 a technical (practical) interest in the patient’s care and 
cure. 對於照顧對象的生活與促進治癒過程的技術性關懷。

護理現象與醫療現象的共通性與相異性

護理的

本質

護理現象 醫療現象

構造

現象

醫療的

本質

構造

現象

患者心理

社會關係

生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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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的護理觀與人類觀

對於病人的關心須整體性，從年齡發展階段、健康障礙種類、目前的健

康或者疾病恢復階段、生活過程四個層面去勾勒其特徵後，並同時顧及心

理層面，了解病人的想法與感受；最後，每位病人都是不同的個體，因此

依循個別性執行不同的護理照顧。

而我在醫學院所學到的護理方式多是由第一層直接跳到第三層，也就是

看到病人的病徵，便急著執行相對應的護理方法。然而這樣的護理方式，

讓我在臨床上面臨很多的挑戰，這讓我了解到不理解病人的想法是無法好

好進行護理工作的，才發現我之前所受的教育是無法真正改善病人的身心

的。當我理解了這個道理、試著運用南丁格爾的護理理念，許多之前很難

應對的病人都漸漸的改變、有回應了，讓工作順利許多。

原來南丁格爾的理念便是理解病人的需求，不是以處理病徵的角度，而

是設身處地的著想、理解病人心態，這才是護理的真正意義。透過我自己

的臨床實習經驗，驗證了南丁格爾的理念。理論得到良好的驗證後，我認

為該是回到教育界培育新人的時候了。建構自己的理論、也有了實際的臨

床經驗後，我才有自信能分享我所理解的護理真義。

健康的法則就是護理的法則——理論在教學與臨床的功效 

南丁格爾的護理理論所主張的是──健康的法則即是護理的法則。我當

時在任教的護理專門學校大力傳授推展這個理念，學生在臨床實習時便應

用在病人身上，大大地改善了許多病人的狀況。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一

位被判定為無意識植物人狀態的病人，學生卻發現該病人其實是有意識的。

情況是這樣的：一開始時，看著全身接滿維生管線的病人，學生對我說：

「不知如何與病人進行互動，因為沒有辦法辨別病人的想法，沒辦法提供

什麼護理服務。」在整個實習的過程中，其實病人都沒有明顯的改變，而

在實習結束前一天，學生偷偷的將小小一口和菓子放進病人的口中，對病

人說：「總是用鼻胃管給您餵食，一定都感覺不到什麼味道。這和菓子您

吃吃看吧。」沒想到病人居然有了咀嚼的動作，學生自然的問說：「好吃

吧？」「好吃。」病人開口回答。不得了了，學生大驚之下一口氣衝到醫

師辦公室，「醫生！快來看啊，病人開口說話了！」醫生說：「下午我再

去看，反正下午要給病人注射，我下午再去看。」到了醫師給病人注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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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呼喚病人姓名也沒有回應、注射時問痛不痛也沒有反應，學生看在

眼裏，關心地問病人：很痛吧？「很痛啊！」病人回答。這情況正好被經

過的院長看到了，在了解經過後便要求全院醫師從今以後要好好瞭解護理

的照顧工作。

這證明了只要將正確的理論確實地學習融會，即使是沒有實際經驗的護

理實習生，也能執行良好的護理工作、改善病人的狀況。因為學生的腦中

從授課中學到正常健康的飲食方法不是僅有透過鼻胃管供給營養而已，應

該經由咀嚼品嚐享受食物的味道。

從心出發  理論深植心中

有了這樣的經驗後，我便到大學開設護理學院，將經過驗證的護理理論

教授給大學的學生。大學裡多的是腦筋聰明的學生，但是護理的工作熱忱

必須發自內心，如何能讓學生能將理論深植於心中並培養出專業熱忱對我

來說也是一個挑戰。這邊舉幾個例子。

一位手術後準備恢復正常飲食的病人，每每將吃進去的食物又吐了出來。

一日我的學生為該病人送中餐的時候，病人對學生說：「是不是也可以順

便幫我準備痰盂？」學生不解：「為什麼呢？」病人說：「因為我吃東西

就會吐啊。如果不先準備好，吃了東西想吐的時候就來不及了。」學生接

著回答：「不用擔心，用餐時我會陪著您。用餐的時候不能一邊想著吃一

邊想著會吐，這樣怎能好好用餐呢！我身為實習生的責任是陪著您好好用

完餐，好好的將養分吸收進去。」結果該病人也真的能好好地用完餐，完

全沒有吐出來。

另外一個例子是一位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動的病人。原來這病人是因為酒

精中毒而四肢癱瘓，學生不斷的鼓勵病人多動就會惹惱他；學生很困擾跑

來找我，我就陪著去看病人。我對病人說：「一直躺著都不動的話，久了

就真的想動也動不了了。您希望一直躺在床上無法動嗎？反言之，如果你

的大腦不斷的對你的四肢下達動的命令，原本不會動的四肢也可以稍稍移

動。您要不要試試看呢？」病人在我不斷的加油聲中，手指漸漸的顫動了

起來。我就說：「您看！您的大腦下的命令傳到手指了啊！」隔天學生陪

著這位病人進行復健，復健師指示病人進行一些復健動作，然而病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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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動作，學生想到昨天的事，鼓勵病人說：「快叫您的大腦下命令啊！」

果然在學生的鼓勵下，病人的腳慢慢地抬了起來；整個復健室的人都驚訝

的歡呼。

這位學生從指導老師與病人的互動中得知，病人不動的原因在於自己不

知道如何主宰自己的身體，所以隔天復健時便能現買現賣。

再舉一個例子，也是一位很聰明但有自我中心傾向的學生。他負責的病

人是一位因白血病住院的議員，所有病房護理師都認為一個實習生應該沒

有辦法「搞定」這個病人的，但是這個學生初生之犢不畏虎，很有自信的

說：沒問題，我可以的。同時我也覺得，學生具備了無菌操作的相關知識，

更是一個優等生，照顧這樣的病人應該是沒問題的；於是在與護理長商量

後同意讓這位學生負責照顧這位病人。實習的第一天，午餐後學生正在收

拾餐具，病人突然對學生說：「可以幫我拿冰枕來嗎？」學生回答說：「好，

等我把這些餐盤收好後馬上幫您拿來。」等學生拿來冰枕的時候，病人不

出
生

疾
病

死
亡

復
原
力

調
整
生
活
作
息

因果關係的查明與治療

時間軸
小
時
的
生
活

24

病人同時需要醫療與護理專業

威脅生命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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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地說：「你是以自己的工作為優先啊。」這時學生心中一緊，畢竟是個

聰明的學生，回想起在學校時總被老師說「妳的護理措施總是以自己本身

為出發點、而忘了病人的需求才是護理工作的出發點」，很是懊惱。但為

了學分實習還是得持續下去。第二天學生又來到病房，議員病人正在看報

紙。報紙上報導著政治的紛亂，學生瞟見了報紙上的大字脫口說出：政治

真的很難搞啊。病人完全不理他。這時學生又是一驚：「糟了，我又說錯

話了！」心裡正盤算著如何是好時，想到上午交班時護士曾說過這名病人

的腳時常覺得無力，學生於是對病人說：「聽說您的腳常覺得無力，我幫

您按摩一下好嗎？」病人說：嗯。準備按摩的時候，發現病人的腳骨瘦如柴，

連血管都清楚的看得見，心裡想著這些血管裡流的若是營養充足的血該有

多好。又想到這個病人總是很挑食，醫院提供的餐食總是有大部分被他丟

掉，因此無法均衡吸收養分。所以學生就邊按摩邊順口說著：「如果這裡

面的血液都有豐富的養分該有多好，可是要有營養的血液就得多吃點東西…

…」病人說：「嗯，那來吃點什麼好了。」學生想到每次收餐時丟掉一大堆

食物覺得很可惜，所以都會把優格放在冰箱保存，就說：「那麼吃點優格

好嗎？」病人說：「那是女人吃的東西！」學生說：「優格裡面有很多養

分啊，可以幫您恢復體力，您就吃吃看嘛。」聽完學生的話後，病人便說：

「不然就吃吃看好了。」吃一口後說：「喔，還不難吃嘛。」

上述的學生雖然自我中心，不易站在病人的立場，缺乏南丁格爾所說的

受邀前來演講的薄井坦子

教授（左一）、協助翻譯

的錢淑君副教授（中）與

花蓮慈院護理部章淑娟主

任合影。攝影 /葉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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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薄井坦子 (Usui Hiroko)
1932 年生。畢業於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教育學部與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衛生看

護學科。曾任教於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看護短期大學、日本千葉大學看護學

部籌辦人（為日本第一所國立大學護理學院）及日本宮崎縣立看護大學創校校

長，於 2011 年卸任，獲頒宮崎縣立看護大學榮譽教授。薄井教授卸下校長職務

後，便受邀至各地演講分享，推展南丁格爾的護理理論，以增加護理人員對護

理本質的認識。主要研究項目：看護學研究方法論、看護學教育理論、南丁格

爾研究。 
重要著作：

《科學的看護論》，第三版，日本看護協會出版社，1997( 第一版 1974)
《�原文�看護覚え書》，現代社（1974）《 Notes on Nursing》日文版 
《 看護のための人間論：�ナースが視る人体》

（中譯：護理人類論：從護士觀點看到的人體），講談社（1987）
《 看護のための疾病論：ナースが視る病気》

（中譯：護理的疾病論： 從護理的觀點來看疾病），講談社（1994）

譯者：錢淑君

現任日本宮崎縣立看護大學副教授

第二層關心。但是看到病人骨瘦如柴便馬上能判斷他所需的是什麼而讓病

人願意嘗試他本來拒吃的食品。

所以說，病人就是學生最好的老師。聰明的學生透過實習與病人實際接

觸，運用所學的護理理論，在在驗證南丁格爾的理念是成就好護理人的理

論。

下次我來跟大家分享我對南丁格爾理論的研究，究竟南丁格爾的理論

給了我們什麼啟發與實用性。雖然南丁格爾是上一個世紀的人，不過深

讀她的理論就會發現其實是非常完整的科學研究，內容涵蓋目的論、對

象論還有方法論。而其理論不論在當時或在 21 世紀的現代都是不過時的

真理。

( 內容整理自 2011 年 8 月 15 日於花蓮慈院演講，整理者：鄭育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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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之樂
The Joy of Helping Others

■ 文︳  邱瑞琴  慈濟技術學院二年制進修部護理系

臨 床 14 年，

二技進修的成人

護理實習課程是

我生命中第一次

為「護理」而感

動的一次，深深

觸動我的內心。

為了尋找實習

個案，起初只知

道她是個傷口困

難癒合的病人，

有 糖 尿 病 腎 病

變長期接受血液透析治療，因為跟我

的臨床領域相近，所以選擇了這個病

人當我的個案對象，也希望能以自己

多年的相關經驗來幫助她。照護過程

中，醫師建議考慮截肢，但病人拒絕

了，但卻感到很絕望，我以同理心真

誠的告訴病人和家屬：請你們相信我，

我不會放棄，我會盡我所能的！

接著我運用在校所學的資料搜尋技

能找尋相關病症的實證資料做參考，

並與老師討論照護模式，經過了多次

與醫療團隊溝通討論其他敷料的使用

後，並與病人及家屬共同規劃營養及

疼痛照護計畫，原先病人及家屬抱著

姑且一試的心情，結果沒想到經過了

二週，傷口開始出現長肉縮口的徵象 !
此時此刻我比誰都興奮，並激動的

與病人及老師、同學、醫療團隊分享

一同努力的成果，也當面感謝個案的

配合，謝謝她給我這個機會幫助她，

而她及家屬則是不斷的說我才是她們

家的貴人，說著說著我竟然和病人一

起哭了起來！這是感動又高興的淚

水，是我一輩子都難忘的經驗。雖然

實習已經結束了，但是我的照護關心

依然持續著。

因為這樣的成就感，讓我再次願意

一輩子為護理付出！回到家中跟先生

分享此事，不禁再次流下淚水，一向

堅強的我有這樣的反應，也令先生感

到驚訝不已！那是助人的快樂，讓我

更能感受「施比受更有福」的意境了。

在職進修的實習課程讓臨床經驗豐富的

學生能抽離出來，用嶄新的角度學習，

除了專業，心靈更獲得意想不到的豐富

收穫。圖右一為瑞琴。攝影／羅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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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實習心視界
Heart Widened in Advanced Study’s  
Training Course
■ 文︳  蘇美如  慈濟技術學院二年制進修部護理系

從事臨床工作多年，以前覺得自己

對工作很認真很努力，而且只要把病

人照顧好，順利轉出加護病房，就是

對病人最好的照護，就是所謂的好護

士。就拿我暑假進行學校護理學臨床

實習的第一位個案來說，我不曾去思

考病人返家後可能面臨的問題及需

要。後來才發現，知道之後心境也有

不同。

這個案是個糖尿病足截肢病人，在

照顧她的期間，觀察到她的心態轉

變，由一開始的震驚，到不得不面對

截肢的事實，及後來的坦然接受而努

力告訴自己，要學習照顧截肢後的自

己以免連累兄弟姊妹成為負擔，還有

她面對截肢後的幻肢痛及幻肢感等。

雖然個案身心變化過程很快，但都與

理論相符合！也讓我理解、感受到離

開醫院後的病人所需面對的一切。

還有，進修實習等於從一個外人的

角度來看事情，我發現，很多事情突

然變得清楚了。例如：以前在加護病

房總是忙到過了下班時間還無法下

班，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時間和病人好

好溝通，實習時，反而看見許多可利

用的時間，如幫病人換藥時就可以一

面溝通及進行衛教；原來，換一個角

度抽離一下，用點心，就有驚喜的收

穫。另外一個收穫就是覺得要好好加

強自己的基礎醫學，遇到不了解的

時候就應認真找資料看書，弄到懂為

止！

雖然實習讓我忙又累，還要照顧小

孩，原先還很困惑我們都是在職生，

為何學校還要安排實習？但是收穫

真的還不少！我開始省思真正好護

師的特質，也要能站在病人的角度，

探索生病歷程對他的影響，還有，或

許自己可以利用週邊的資源，幫助緩

解他的病痛或心靈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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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自創校以來，一直

倡導「專業與人文並重」。專業不

難理解，人文的詮釋「萬家爭鳴」，

只要在網路上輸入關鍵字，就有上

萬筆針對「人文」的詮釋。「慈濟

人文」貴在實踐，讓專業發揮，讓

付出者在「做中得歡喜」；也讓受者，

得助而安、得救而感恩。

護理系的學生在學校有認真的老

師，以熱情教導他們專業的知識，

帶領他們實習，老師的嚴格教導，

也是一種專業的人文，讓孩子以尊

重生命的態度，嚴謹的對待自己的

專業。只是在慈濟大家庭中，慈濟

的孩子更有福的是，有志工的陪伴。

他們最早接觸的慈濟志工就是學校

的懿德媽媽、慈誠爸爸。這些孩子

們暱稱「爸爸、媽媽」的慈濟志工

以身教示範什麼是無私的付出、什

麼是不求回報的愛；他們分享自己

的志工經驗，也引導孩子省思生命

的大意義。

護理科的學生在慈濟大環境中，

理所當然的會利用週末時間到慈濟

志業體擔任志工，在資深志工帶領

下，「做中學，學中做」；慢慢的，

隨著投入的時間越長，也就「做中

學，做中覺」了。

志工的陪伴，舒緩了年輕學子心

中想要助人但又無來由的惶恐；志

工的陪伴讓孩子在心中有疑惑時，

及時獲得解答。幾位五專二、三年

級的同學到精神科病房當志工，她

們覺得病人看來都沒有什麼徵狀，

也不敢開口問病人為什麼住院。是

有經驗的志工師姑告訴同學個別個

案的問題，其中又以情感受到傷害

最多。她們看到年紀比她們小的病

人因失戀一直嚷著要跳樓，蔡青桂

同學就非常有感觸，「我們不要因

一時賭氣，做了讓自己後悔的事。」

還有，五專四年級林菀芝同學到

醫院當志工，分配到血液腫瘤科，

開始時，很害怕，怕自己面對癌症

病人時，無法控制情緒。她說，「第

一次面對癌症病人，沒有經驗，真

不曉得如何去安慰他們、給他們勇

氣。幸好有師姑師伯（慈濟志工）

我的手
Hold My Hand and Guide Me Gently

■ 文︳  謝麗華  慈濟技術學院人文室主任

牽緊
志工伴我行 Volunteers Comp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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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
在旁邊陪伴，可以在一旁學習。」

真到病房與病人接觸後，菀芝發現

病人沒有想像中的傷心喪志，反而

因為看到病人對生命積極的態度，

讓她有很多省思：「這次志工行，

讓我知道生命可貴。遇到事情，不

要選擇逃避，要用正面的思考去面

對。」

跳離專業實習的壓力，護理科同

學在志工陪伴下，投入志工服務，

都能夠以不同的角度，思考自己未

來要投入的護理臨床工作。二技一

年級林怡雯說：「感謝師姑師伯的

帶領，讓我們在服務時，瞭解其中

內涵。師伯跟我們說一句靜思語『付

出是事項，感恩才是真理』。我們

從服務的過程中，體會到有能力為

別人付出是多麼感恩的事。」同學

也慢慢領會到「付出無所求，還要

說感恩」的心靈感受是怎麼一回事。

當前全世界都在鬧「護理荒」的

時候，我們不斷的提醒同學，大家

「前途一片看好」，但也不無藏隱

憂。為什麼這麼多護校會栽培不夠

護理人員供市場需求呢？究其真相，

那是護理人員的職涯壽命不長啊！

這裡畢業生補缺，那裡年輕的護理

人員又離場開缺了。那又是為什麼

呢？那是使命不足於抵擋困難的環

境啊！

專業如果是謀生工具，人文就是

賦於使命，讓專業有大意義。慈濟

人文是實踐的人文，志工的陪伴，

是一種澆灌，讓愛的種子在孩子心

中滋長。我們深切期盼因為有大愛、

因為有使命，我們的孩子能夠跨越

未來的職涯難關，行使白衣大士，

聞聲救苦的精神，永不退轉。

參加服務性活動，

幸有慈誠懿德爸媽

的引導，學生們才

容易排除恐懼心而

很快融入，體會付

出 助 人 的 快 樂。

（慈濟技術學院人

文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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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丁手記
Murse

,
s Diary

「哇，你是我們學校第一個登記

的學弟！」在五專聯招登記分發處，

學姊陳柏文如此對我說。就這樣踏進

了慈濟護專（現「慈濟技術學院護理

系」）。那一年，我15歲。對於從小

超黏父母、未離開父母身邊，從花蓮

縣的鄉下來到花蓮市的么兒來說，家

與學校間的距離是如此遙遠。

開學報到後，學姊弟妹的相認、與

懿德媽媽的相見，讓我有了溫暖的感

受。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那時

候的我，最常跑去找學姊蔡碧雀與吳

麗玲，對於我內心的不安與課業上的

學習，她們總是給我鼓勵，讓我在護

理學習上有勇氣繼續往前走。專一結

束後，第一次的實習──基礎護理，

來到了花蓮慈院骨科病房。當時負責

學習照護的，是一位28歲因車禍而雙

下肢及左手骨折的男性病人。

在這場意外中他失去了妻子及未

出世的第一個胎兒。病人此時尚不知

妻兒已離世的消息，帶我實習的王螢

寬學姊提醒我在照護及應對上要注意

的事項。在照護期間，病人對我如弟

弟般的疼惜，對於剛實習技術不純熟

的我，他總是大方的接受與鼓勵。但

是那一天我真的嚇到了，因為，他的

家屬說出了實情，對於新婚一年的他

是如此巨大的打擊。然後隔天一早，

學姊告訴我，病人今天早上要下去助

念堂探視妻子，要我陪病人下去。心

漫談急診路	

■ 文／黃柏浚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資深護理師

Casual Notes of My ER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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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急診路	
想：「天啊！那不是停放遺體的地方

嗎！」

在那微涼的地下室，聽著病人的

哭泣聲，對於15歲的我來說，是生

平第一次感受到生死問題的衝擊。在

那之後，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對病人的

感受，實習也到了結束的時候。這件

事對我來說，也留下了遺憾，因為接

著實習的同學告訴我，病人一直想見

我，希望我能去探視他。但是年少的

我，不知道如何面對病人的感受與生

死的衝擊，最終我還是沒回去醫院看

他。

在醫院工作，真的很幸運可以到自

己的第一志願──急診室。花蓮慈院急

診室的正門有一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看

見外面、路邊的景物，我很喜歡。更

幸運的是，碧雀姊竟也在急診室工作。

剛退伍回到醫院，離開醫療環境1年10
月的我，早已忘了所學。在新人學習的

階段，進度明顯落後同期進來的同事，

當時有學姊對我說：「你在學校成績很

好不是嗎？為何到醫院工作表現差這麼

多。」這句話讓我深受打擊，因為她的

話沒錯。但從那一刻起，我給自己訂下

兩個目標，第一，我要在半年內熟悉急

診常見的所有檢查及常規；第二，要在

一年內把所學知識全找回來。這段當新

人的日子雖然辛苦，但也是收穫最多的

時候。 
漸漸的，覺得自己成為一位稱職的

急診護士了。某一天，突然接到出

車任務，到機場、某學校 (或是火車

站？ )去接一位香港回臺灣的發燒病

人，此病人需要隔離觀察，因為香港

剛爆發了S A R S。完成任務2天後，

自己突然發燒了，而且在香港剛爆

發SARS時期，所有人對這個疾病還沒

有正確答案，讓我心中莫名的害怕恐

懼，擔心自己會被隔離，當時已任急

診護理長的碧雀姊，發現我幾天來上

班的異常表現，便找我會談，告訴我

該休息一下，重新調整自己。從15歲
看著我長大的碧雀姊，察覺出連我自

己都還不清楚的問題，她當下立即處

理，給了我一段長假，調整步伐。

在急診工作3年後，在一次與碧雀姊

的會談中，她鼓勵我再往上進修，因

為我遇到了工作上的瓶頸。在考取了

從一個少年、家中的么兒，到成為急診資深護理

師的過程，黃柏浚輕鬆漫談，也不忘感謝一路提

攜的學姊長與師長們。攝影 /李玉如



62

慈濟大學護理系在職班後，在學校不

僅是重新學習外，更認識了來自不同

醫療環境的同學，對各種不同的工作

了解更多。尤其是在3年級的行政實

習，在廖惠娥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到

多層面的思考及應對處理。

隨著工作年資的增長，也開始帶領

剛踏入醫院的新進護理同仁。游雅婷

（嘟嘟）是我第一個帶的新人，對於

首次要帶新人，其實自己有些不知所

措。記得嘟嘟在到單位後的第5週的第

1天，我帶她在急診留觀室學習，我告

訴她今天的目標是16:00準時下班，在

滿床的忙碌狀況下，我們在17:30之後

不久下班了。其實內心滿開心的，因

為我知道在這麼忙碌的狀態下，這個

新人的表現超乎我的預期。

隨著帶新人的經驗，我也製作出了

一本號稱「葵花寶典」的急診新進人

員訓練手冊。原本僅用於自己帶新人

使用，但這本手冊也成為現今花蓮慈

院急診的新進人員訓練手冊。

今年4月急診設置了專科護理師，自

己則轉任急診資深護理師，打算朝著

專科護理師邁進，探索不同層次的領

域。

經過這麼多學姊、學長及師長們的

照顧、指導與提攜，自己在護理工作

一路上順遂平安。現在我也是別人的

學長，我希望自己的所學專長除了照

護病人之外，也能成為提攜新人的學

長。至於許多人常喜歡探究問我的問

題 ： 「 為 什 麼 大 家 都 叫 你 『 寶

弟』？」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黃柏浚的新進人員訓練手冊「葵花寶典」意外成為單位訓練之寶，一邊帶新人，一邊朝向急診專科護

理師的目標努力。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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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Research Articles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吸菸居世界死因中第 6 危險因素，每年因吸菸

死亡約 540 萬人，至 2030 年將達 800 萬人。吸菸與個人、家庭及社

區因素之關係甚為緊密，既有研究多探討吸菸行為，而較少同時討論

個人、家庭及社區因素。因此，本研究藉由中部某縣家戶資料分析，

希望分析結果可提供資訊協助戒菸措施規劃、政策推動，以提升戒菸

成效。

本研究選取訪視資料中 20~50 歲個案，有效樣本共 10,037 位。訪

視問卷內容涵蓋：人口學資料、憂鬱情緒及吸菸行為包括菸齡、吸菸

頻率、吸菸量及戒菸意願。

本研究發現有較高的吸菸行為為男性，結果較國健局 (2009) 調查

結果，男、女性吸菸率分別高出 3.88%、0.56%，且吸菸率最高的

年齡層為 41~50 歲，將近三成。除此，研究發現教育程度為國中以

下者的吸菸率較高，原住民有較高吸菸行為，較高憂鬱情緒者較有可

能成為吸菸者。有固定伴侶、戶長、有學齡（前 )期人口及家人吸菸，

吸菸比率較高。

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屬性、家庭狀況及社區因素間具相關性。因

此，專業醫護者提供之戒菸措施，可考量吸菸者的屬性與其家庭及社

區的影響。( 完整論文見 66 ～ 76 頁 )

Explore Related Factors of Smoking Behaviors for 
Residents in the Middle Taiwan

探討中部居民吸菸行為之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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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0) 指出

吸菸居世界死因中第6危險因素，每年

因吸菸死亡約540萬人，至2030年將達

800萬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資

料顯示1980年代臺灣成年男、女吸菸率

分別為60.4％、3.4％，至2008年男性

降為38.9％，而女性則升至4.8％(國健

局，2009)。相較美國男女各為23.5％、

18.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8)，臺灣男性吸菸人

口的降幅仍需努力，而女性吸菸人口增

加的預防也需關注。畢竟吸菸是公共衛

生的最大威脅，卻也是健康維護上可控

制的。

吸菸與個人、家庭及社區因素之關係

甚為緊密，且研究多探討吸菸行為，而

探討中部居民吸菸行為

之相關因素

陳杏雯　祝年豐*　陳興夏**　葉美玲***

天主教耕莘醫院護理部護理長  國防醫學院教授*  中原大學教授**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接受刊載：2011年7月25日
通訊作者地址：葉美玲  112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電話：886-2-2822-7101 分機3317    電子信箱：meiling@ntunhs.edu.tw

中文摘要

吸菸是世界死因中的重要危險因素，也為公共健康之最大威脅。此行為會受到個人、

家庭和社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藉由中部某縣家戶資料，旨在探討20~50歲居民的個人

屬性、家庭及社區與吸菸行為之相關性。以都市、鄉村及山地不同型態為選樣區域，自

2007年12月至2009年3月間家庭訪視10,037位20~50歲居民之資料。運用卡方檢定及階層邏

輯斯迴歸法分析吸菸行為之相關因素與模式預測。研究結果發現男性、年紀大、教育程

度低、原住民身份、有經濟能力、有憂鬱情緒、戶長、家中有學齡（前）期人口、家中

有吸菸人口及居住山地區會影響吸菸行為。吸菸所造成的危害是可預防之公共衛生危險

因素，當戒菸相關規劃或教育介入、健康促進活動時，可參酌上述之重要因素。(志為護

理，2011; 10:5, 66-76 )

關鍵詞：吸菸、個人屬性、家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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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同時討論個人、家庭及社區因素，

而近年吸菸率未顯著下降，故此議題仍

持續被關注。因此，本研究藉由中部某

縣家戶資料，旨在探討20~50歲居民的個

人屬性、家庭及社區與吸菸行為之相關

性。冀本分析結果可提供資訊於戒菸措

施規劃、政策推動等參酌，以提升戒菸

成效。

文獻查證

吸菸行為會受個人、家庭和社會因

素的影響。根據研究指出個人的吸菸行

為受其特性影響，如吸菸行為易出現於

男性(Park, 2009)、年紀較輕者(吳等，

2005；楊等，2006)、教育程度較低者(國

健局，2011)。King等(2006)探討14,903

位美國非裔成年女性吸菸行為發現，從

未吸菸、第一次吸菸年齡較晚或戒菸者

皆與其教育程度有正相關性。Gupta和

Ray (2007)調查結果顯示，在印度的文

盲使用菸草勝算比較大專以上教育程度

者為高。Hu、Pallonen和Meshack (2010)

分析1,054位居住在德克薩斯州成年華裔

美國人的目前菸草使用，發現教育程度

較低的家庭有較多的男性吸菸者，但教

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吸菸量有增加趨勢。

種族也與吸菸盛行率有關聯，如在美國

種族中，印地安人吸菸率最高而亞裔最

低(36.4％ vs. 9.6％) (Rigotti, Rennard, & 

Daughton, 2009)；臺灣原住民學生吸菸

比率亦高於非原住民，且隨年齡增長而

增加(郭等，2005)。此外，年近中年者

面對事業壓力，常會藉由吸菸以期降低

緊張、焦慮，當情緒越負向則吸菸行為

越明顯(張、王，2004)。Strine等(2008)

發現217,379位美國居民中，吸菸者出現

焦慮症狀是未吸菸者的2.1倍。Kenney和

Holahan (2008)也發現204位大學生中，吸

菸者憂鬱傾向較未吸菸者明顯。

就家庭及社區因素而言，Wen等(2005)

調查顯示臺灣l0~12年級生有吸菸雙親而

吸菸的機率是高於不吸菸2倍。Kestila等

(2006)也發現雙親吸菸對子女日後吸菸的

影響，在男性的勝算比為3.01、女性為

2.41。King等(2006)發現美非裔已婚女性

多不吸菸。Shiva和Padyab (2008)訪談伊

朗有學齡前期兒童家庭，發現孩子在高

社經家庭中會暴露二手菸的比例明顯低

於在中、低社經家庭。Hu、Pallonen和

Meshack (2010)也指出收入較低的家庭，

有較多的男性吸菸者。Park、Weaver和

Romer (2009)針對4,903位美國青少年健

康縱向調查發現，吸菸朋友人數、在

家可獲得菸品為重要的吸菸預測因素。

Erguder等(2009)針對土耳其6,220位機

構中少年調查吸菸狀況，發現57％曾吸

菸，29.3％目前仍吸菸，而高達80％曝

露於二手菸環境中；與非機構青少年相

比，機構環境較容易啟動或持續吸菸。

由此可知，婚姻、經濟條件、週遭親友

吸菸行為等皆影響吸菸行為。施(2004)分

析13位專家對我國菸害防制法規範對於

胎兒及嬰幼兒應有特別保護之意見，發

現84％贊成其父母有權利要求不要在他

的孩子面前吸菸，81.4％贊成防制二手菸

是權利也是義務。由此可見，民眾對未

成年幼童避免二手菸危害日益重視，加

上目前國民教育中加入菸害相關教育，

學童拒菸行為增強，將應影響家中吸菸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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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吸菸行為亦受居住地的影響。

King等(2006)發現住在美國東北部的非裔

成年女性吸菸率較南方為高，且初次吸

菸年齡較早。Deering, Lix, Bruce和Young 

(2009)發現居住加拿大南方的吸菸人口

較北方多。Huang, Chen, Chen, Magnus

和Hsu (2009)發現桃園山區有吸菸經驗的

學童是城市的4倍。目前國內吸菸行為是

否有城鄉差異的相關文獻極少，但其他

相關議題較常見，例如，林等(2007）探

討臺灣地區成年人在不同居住區域的體

適能狀態，結果顯示有差異。廖、李、

林、宋 (2006)分析全民健康保險承保歸

人檔，結果顯示不同都市化程度有不同

中風危險。張、賴、徐 (2005)分析全民

健康保險門診處方治療明細資料檔，結

果發現都市化程度越落後的地區糖尿病

死亡相對風險越高。因此，城鄉差距應

會影響生活習慣，進而可能影響健康，

而吸菸即是種生活習慣。

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訪視資料業已經該縣

衛生局同意使用(衛醫字第0980012280

號)。訪視資料為該區衛生所護士，依

戶籍登記人口進行逐戶健康訪查，若三

次訪視未遇之個案予以排除。2007年12

月至2009年3月間共訪視6,242戶，20歲

（含）以上成人為17,912人，分別占該

縣總戶口、總人口數及原住民人口之

14.22％、13.35％及32.48％。本研究選

取訪視資料中20~50歲個案，有效樣本共

10,037位。訪視問卷為衛生局依業務需求

聘請專家所擬定之，內容涵蓋：人口學

資料、憂鬱情緒及吸菸行為包括菸齡、

吸菸頻率、吸菸量及戒菸意願。問卷由

訪員填寫。吸菸是指截至目前吸菸超過5

包，且近30天曾使用菸品；不吸菸乃指

從未吸菸或目前已戒菸(國健局，2009)。

人口學資料及吸菸行為使用名目測量尺

度。憂鬱情緒評估使用董氏基金會臺灣

人憂鬱篩選問卷，共18題，以0~3計分，

總分0~54，高於19者（含)為有憂鬱情緒

(葉、林，2006)。本研究測得之內在一致

性信度Cronbach’s α為.89。

資料依樣本戶號串聯及彙整每戶基本

資料檔，以SPSS 18.0進行資料處理及分

析。統計分析以卡方檢定變項吸菸與否

之差異；階層邏輯斯迴歸分析吸菸行為

之相關因素與模式預測，模式依個人、

家庭及社區分層分析。

結果

一、個人屬性、家庭及社區分佈狀況

有效樣本中都市、鄉村與山地區域

所佔比例分別為51 .84％、33 .78％及

14.39％。表一呈現個人屬性、家庭及

社區分佈狀況，個人屬性方面以男性、

26~30歲年齡層、高中（職)教育程度、

非原住民、具經濟能力及無憂鬱情緒居

多，分別為52.97％、21.23％、42.55％、

90.96％、75.69％及99.06％；家庭方面以

有固定伴侶、非戶長、無學齡（前)期人

口及無家人吸菸居多，分別為51.70％、

83.10％、59.95％及69.52％；居住於都

市、鄉村及山地分別為51.83％、33.78％

及 1 4 . 3 9％。分析樣本中，吸菸率為

25.03％，其中都市、鄉村與高山吸菸比

例分別為17.72％、28.58％及43.01％。

平均年齡為35.79歲、菸齡為14.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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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3％每週7天皆吸菸，73.17％每天菸

量多於10支，76.27％沒想戒菸。

二、�個人屬性、家庭及社區與吸菸與否

之分析

表二呈現卡方檢定吸菸與無吸菸者

的個人、家庭及社區因素之結果。吸菸

行為與性別、年齡、教育、原住民、具

經濟能力、有憂鬱情緒、固定伴侶、戶

長、具學齡（前)期人口、家人吸菸及

現住社區皆具統計上顯著差異。其中

28.35％家中具學齡（前）期人口者仍有

吸菸行為；而吸菸者中，32.20％至少有

一人以上家人也有吸菸行為。

三、吸菸行為模式之分析

表三呈現邏輯斯迴歸模式之結果。

本研究提出之預測模式一、二、三，

分別依序以個人屬性、家庭及社區

分層進入迴歸分析中。Cox & Snell R 

Square與Nagelkerke R Square於模式一

分別為.28、.41，模式二.30、.44，模式

三.31、.45，其中模式三最佳。整體配適

度結果於模式一χ2=3123.60 (p<.001)、

模式二χ2=3395.44 (p<.001)、模式三

χ2=3512.72 (p<.001)，變項與吸菸與

否具有中度相關。其中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原住民、具經濟能力、憂鬱情

緒、戶長、學齡(前)期人口、家人吸菸、

居住社區等對預測吸菸行為具統計上顯

著意義。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發現有較高的吸菸行為為

男性，這結果較國健局 (2009)調查結

果，男、女性吸菸率分別高出3.88％、

0.56％。而本研究中吸菸率最高的年齡

層為41~50歲，有將近三成。這結果不同

於國建局(2009)的報告，31~40歲最高，

且達五成。這結果也有別於其他研究發

現，年齡較輕吸菸率較高(吳等，2005；

楊等，2006)。這可能與2009年1月11日臺

灣菸害防制法的正式施行有關，也可能

是其菸品危害之警示策略，對較年輕族

群有達到勸阻作用。除此，本研究發現

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的吸菸率較高，

這與國健局(2011)及King等(2006)發現教

育程度較低者吸菸率較高之結果相似。

或許藉由教育歷程與認知累積，可增加

民眾對菸害的適切判別。

本研究發現原住民有較高吸菸行為。

這結果與Rigotti、Rennard和Daughton 

(2009) 發現美國以印地安種族吸菸率最

高的研究結果相似。具經濟能力者也

有較高吸菸行為，購買菸品的經濟條件

影響吸菸行為(Park, Weaver, & Romer, 

2009)。而目前臺灣推動菸害防制之提

高菸稅策略中，與較落實菸害防制之國

家相比，菸價仍較低，尚不足以影響具

經濟能力者購菸，故本研究支持政府提

高菸稅規劃，期能再積極降國人吸菸

率。本研究也發現較高憂鬱情緒者較有

可能成為吸菸者，這結果支持Kenney和

Holahan (2008)的發現，吸菸並不能有效

地減輕焦慮。故推動戒菸活動時，應考

量憂鬱情緒評估與專業諮詢介入，進而

增加戒菸意願與持續性。

有固定伴侶、戶長、有學齡（前)期人

口及家人吸菸，吸菸比率較高。這不同

於King等(2006)提出已婚者吸菸較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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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家庭文化而言，戶長易受家庭生活

影響，因須承擔家計，而家中未成年人

口是加重家庭經濟負擔一環，或許因而

以吸菸行為來降低壓力。本研究發現家

中吸菸人口數多會促使家庭成員出現吸

菸行為，這與Wen等(2005)的研究結果一

致。而山區居住環境的吸菸率高於鄉村

及都市，此支持居住區影響吸菸行為的

發生(King et al., 2006)。故推動菸害防制

之預防二手菸危害策略，可考量家庭成

員角色、經濟、居住環境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吸菸者不曾

想戒菸者較W H O ( 2 0 1 0 )的報告高出

54.27％。國健局(2009)統計也顯示，

戒菸意圖由2007年44.3％下降至隔年

36.6％。因而，如何誘發吸菸者的戒菸

動機極為重要。其次，自覺健康狀況與

戒菸與否有關，故當吸菸者因健康問題

求助醫護專業時，正是提升戒菸意圖的

重要時機。醫護專業者的詳盡說明與討

論吸菸的危害，是可以增加戒菸率(羅、

劉、陳、黃，2005；McCulloch, 2007)。

除此，禁菸活動與政策的推動應也是戒

菸成效的重要影響力。臺灣推動菸害防

制之提供戒菸服務策略時，專業醫護者

所扮演的戒菸促進角色極為重要，若又

由被動專業醫護照護，轉為主動走入群

眾提供諮詢，將更能提高吸菸者的戒菸

意圖。

根據本研究結果，個人屬性、家庭狀

況及社區因素間具相關性，但其中具經

濟能力及學齡（前)期人口與吸菸行為等

因子的相關性較弱；而居非山地區者及

高教育程度者有較低吸菸行為。因此，

專業醫護者提供之戒菸措施，可考量吸

菸者的屬性與其家庭及社區的影響。較

高的吸菸行為風險，易出現於男性、教

育程度較低、原住民身分、具經濟能

力、有憂鬱情緒、戶長身分、家中有未

成年人口、家中有人吸菸及居山地區

等。就戒菸或菸害認知相關措施提供，

必須是多元化、多管道的，如藉由門

診、住院、電話、媒體、網路等。加強

宣導吸菸及二手菸暴露對未成年人的健

康損害，也是必要的。由本研究結果可

知中部某縣吸菸行為有區域型態差距，

然因僅分析該縣中三個鄉市資料，且原

住民比率較該縣高，故宜謹慎使用此結

果。未來研究尚需增加區域範圍與非原

住民比率。再則，本研究資料是該區公

衛護理人員以面對面訪視收集，未將訪

員與受訪者關係列入分析，亦未排除社

會期許干擾，此為本研究限制，也是未

來研究須考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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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知足就會海闊天空少煩惱。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Practice being content 
your world will become worry-free.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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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個人屬性、家庭及社區之分佈狀況 

項目 都市(n=5,203) 鄉村(n=3,390) 山地(n=1,444) 總計(%)
性別

男性 2,691 1,851 775 5,317(52.97)
女性 2,512 1,539 669 4,720(47.03)

年齡

≦25歲 993 611 290 1,894(18.87)
26-30歲 1,243 658 230 2,131(21.23)
31-35歲 962 599 178 1,739(17.33)
36-40歲 795 583 235 1,613(16.07)
41-45歲 653 546 265 1,464(14.58)
46-50歲 557 393 246 1,196(11.92)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879 676 419 1,974(19.67)
 高中(職) 2,078 1,558 635 4,271(42.55)
 專科及以上 2,215 1,126 385 3,726(37.12)
 遺漏值 31 30 5 66(0.66)

原住民

 否 4,875 3,365 890 9,130(90.96)
 是 18 8 536 562(5.60)
 遺漏值 310 17 18 345(3.44)

具經濟能力

 無 1,271 707 404 2,382(23.73)
 有 3,919 2,660 1,018 7,597(75.69)
 遺漏值 13 23 22 58(0.58)

憂鬱情緒

無 5,182 3,348 1,413 9,943(99.06)
有 17 33 31 81(0.81)
遺漏值 4 9 0 13(0.13)

固定伴侶

無# 2,662 1,529 630 4,821(48.03)
有 2,533 1,850 806 5,189(51.70)
 遺漏值 8 11 8 27(0.27)

戶長

 否 4,413 2,933 995 8,341(83.10)
 是 790 457 449 1,696(16.90)

學齡(前)期人口#
 無 2,817 2,309 891 6,017(59.95)
 有 2,386 1,081 553 4,020(40.05)

家人吸菸

 無 3,946 2,125 907 6,978(69.52)
 有 1,257 1,265 537 3,059(30.48)

註：#無固定伴侶：指離婚、喪偶、分居、未婚(無同居人)；學齡(前)期人口：指家中15歲以下(含)學齡前期、學齡期

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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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有無吸菸行為之個人屬性、家庭及社區因素比較

變項
有吸菸(n=2,512) 無吸菸(n=7,525)

χ2
個案數  (%) 個案數  (%)

個人 性別 1836.74***
    男 2,259 （42.48） 3,058 （57.52）
    女 253 （5.36） 4,467 （94.64）
年齡 198.21***
    ≦25歲 314  (16.58) 1,580  (83.42)
    26-30歲 420  (19.71) 1,711  (80.29)
    31-35歲 450  (25.88) 1,289  (74.12)
    36-40歲 493  (30.56) 1,120  (69.44)
    41-45歲 494  (33.74) 970  (66.26)
    46-50歲 341  (28.51) 855  (71.49)
教育程度 614.64***
    國中及以下 769 （38.96） 1,205 （61.04）
    高中(職) 1,290 （30.20） 2,981 （69.80）
    專科及以上 438 （11.76） 3,288 （88.24）
原住民 325.30***
    否 2,134 （23.37） 6,996 （76.63）
    是 323 （57.47） 239 （42.53）
具經濟能力 220.4***
    無 322 （13.52） 2,060 （86.48）
    有 2,174 （28.61） 5,423 （71.39）
憂鬱情緒 51.07***
    無 2,459 （24.73） 7,484 （75.27）
    有 48 （59.25） 33 （40.75）
家庭 固定伴侶 37.72***
    無 1,073 （22.26） 3,748  (77.74)
    有 1,431 （27.58） 3,758  (72.42)
戶長 260.63***
    否 1,825 （21.87） 6,516 （78.13）
    是 687 （40.50） 1,009 （59.50）
學齡(前)期人口 39.65***
    無 1,372 （22.80） 4,645 （77.20）
    有 1,140 （28.35） 2,880 （71.65）
家人吸菸 120.64***
    無 1,527 （21.88） 5,451 （78.12）
    有 985 （32.20） 2,074 （67.80）
社區 419.64***
    都市 922 （17.72） 4,281 （82.28）
    鄉村 969 （28.58） 2,421 （71.42）
    山地 621 （43.00） 823 （57.00）

註：***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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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吸菸與個人、家庭及社區因素之邏輯斯迴歸模式(n=10,037)

變項 β OR (95％CI) -2log
likelihood

模式一　性別(女= 0)

年齡(次序變項)

教育程度#

專科及以上

高中(職)

原住民(否= 0) 

具經濟能力(無= 0)

憂鬱情緒(無= 0)

模式二　性別(女= 0)

年齡(次序變項)

教育程度#

專科及以上

高中(職)

原住民(否= 0) 

具經濟能力(無= 0)

憂鬱情緒(無= 0)

固定伴侶(無= 0)

戶長(否= 0)

學齡(前)期人口(無= 0)

家人吸菸(無= 0)

模式三　性別(女= 0)

年齡(次序變項)

教育程度# 

專科及以上

高中(職)

原住民(否= 0) 

具經濟能力(無= 0)

憂鬱情緒(無= 0)

固定伴侶(無= 0)

戶長(否=0)

學齡(前)期人口(無= 0)

家人吸菸(無= 0)

社區(參考組：山地)

都市

鄉村

2.89

0.09

-1.69

-0.44

1.94

0.31

1.88

3.11

0.08

-1.55

-0.40

1.80

0.31

1.82

-0.02

0.40

0.09

1.06

3.13

0.08

-1.53

-0.41

1.26

0.28

1.71

-0.08

0.36

0.22

1.00

-0.91

-0.36

18.01***（15.31-21.20）

1.09*** （1.05-1.13）

0.18*** （0.16-0.22）

0.65*** （0.56-0.74）

6.93*** （5.47-8.77）

1.36*** （1.16-1.60）

6.52*** （3.69 -11.51）

22.39***（19.64-27.82）

1.08**  （1.02-1.11）

0.21*** （0.53-0.60）

0.67*** （0.53-0.60）

6.05*** （4.68-7.60）

1.36*** （1.17-1.63）

6.19*** （3.54-11.35）

0.99    （0.87-1.16）

1.49*** （1.28-1.73）

1.09    （0.96-1.23）

2.89*** （2.54-3.30）

22.92***（19.26-27.28）

1.08**  （1.03-1.13）

0.22*** （0.18-0.26）

0.67*** （0.58-0.77）

3.51*** （2.64-4.67）

1.33**  （1.13-1.57）

5.54*** （3.11-9.89）

0.92    （0.80-1.07）

1.44*** （1.23-1.68）

1.24**  （1.10-1.41）

2.72*** （2.38-3.11）

0.40*** （0.33-0.49）

0.70*** （0.57-0.85）

7714.23

7442.40

7325.12

註：#參考組為國中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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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oking 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in the cause of death worldwide and an immense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Such behavior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factor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 attributes,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resid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20 to 50. With 

urban, rural and mountain area as sample region, data of 10,037 resid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20-50 were retrieved through household visit from December 2007 to March 2009. Chi-

square test and stratum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smoking and to predict smoking behavior in the proposed mode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dividuals who were male, senior, with low education, aboriginal status, financially capable, 

depressive, head of the household, had school or preschool children, had other smoking 

family members, and lived in mountain areas were prone to smoking. The detrimental effect 

of smoking is an avoidable public health risk fact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from 

the study can be considered when planning smoke cessation programs, education intervention 

or health promotion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66-76)

Keywords:  community,  family,  personal attributes,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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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當病人因疾病需要接受手術時，為

了讓手術能順利進行及手術安全，在整

個手術全期中各相關單位，需要層層把

關，因為手術前的辨識及手術部位標記

可以預防手術錯誤(Banschbach, 2009)，

而手術前有完善的準備，可以降低病

人在手術中的危險性及手術後的合併症

(Faster, 2005; Millar, 2009, Walker, Thorn 

提升大腸直腸外科病房

手術病人術前準備完整性

之改善專案

黃小芬　李麗華*　邱彥菱*　許皖茹*　沈永釗**　蔡麗紅***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臺北長庚紀念醫院急診室護理長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直肛科病房護理師*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

總院護理部護理督導**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講師***
接受刊載：2011年7月25日
通訊作者地址：蔡麗紅  333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61號
電話：886-3-2118999 分機3330    電子信箱：lhtsai@gw.cgit.edu.tw

中文摘要

完整的術前準備，對病人手術過程的安全及手術是否順利進行，有著密切關係。本專

案旨在提升大腸直腸外科病房手術病人術前準備之完整性，經現況分析發現2008~2009
年期間，術前準備不完整率為0.47％(23/4,851)，其原因包括：交班不完整、確認資料不

完整、檢查病人身上飾品不完整、病人不了解需配合事項。因此本專案運用品質改善之

專案手法，制定術前準備流程、修訂術前衛教資料，透過手術病歷資料及同意書核對工

具、設計術前準備提醒標語、創意設計術前補給站、提供人形圖卡之勾選及核對，以及

主動邀請病人參與術前準備過程，不僅有效減少術前準備異常，落實病人手術安全之目

標，也提升了護理人員之護理品質與工作效率，臨床術前準備工作帶來莫大的助益。(志
為護理，2011; 10:5, 77-87 )

關鍵詞：直腸肛門外科病房、術前準備、核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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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undsen, 2006; Veenhof, Sietses, 

Giannakopoulos, Van der Peet, & Cuesta, 

2007 )。

手術病人佔本病房住院病人之78％以

上，統計2008~2009年期間，術前準備異

常共有23件，佔總手術病人數之0.47％，

且2009年之異常發生率較2008年上昇

55.6％，可見術前準備異常之嚴重性，

不僅延遲病人進入手術室時間，造成病

人、手術室人員及醫師心中的不悅，對

醫療服務品質造成負面的影響，加上護

理人員對於術前準備已再三核對，仍發

生術前準備異常，降低護理工作效率與

品質，護理人員本身亦感到極大挫折

感，有鑑於此，引發本組改善術前準備

完整性作業之動機，希望藉此專案的推

行，減少術前準備異常，落實病人手術

安全之目標。

現況分析

一、單位特性

本病房為大腸直腸外科專科病房，收

住之病人大多為預接受手術之大腸直腸

癌病人、痔瘡或肛門瘻管病人，以及大

腸直腸癌術後須接受化學治療之病人。

在2008~2009年期間，總入院人數為6,219

人，其中手術人數為4,851人，佔78％。

共有34位護理人員，總床數為77床，病

房佔床率為96.8％。

二、術前準備作業流程分析

術前的準備，包含(一)完成手術及麻

醉同意書填寫；(二)腸道準備；(三)體液

供給；(三)檢查及檢驗；(四)藥物準備；

(五)病人辨識； (六)術前準備配合事項：

護理人員根據病房的「手術病人術前衛

教本」說明需要準備的事項包括：午夜

後禁食及須於術前移除身上飾品，但衛

教本內容不足，沒有詳細說明其目的，

護理人員會根據自己的認知告訴病人，

也沒有統一的衛教內容供護理人員參

考，另外也沒有針對手術前準備衛教單

張供護理人員參考。

護理人員利用「術前護理記錄單」，

檢視術前準備的完整性，本院護理部雖

有制定共通性之手術護理標準作業規

範，但未詳細規定哪一項作業，須於哪

一班完成，而單位內之術前準備流程

中，亦未將術前準備工作，合理分配在

每一班進行，導致每一班的護理人員都

需花費許多時間執行術前準備，及重複

核對已執行過之工作。

三、2008∼2009年期間之術前準備異常

項目分析

於2010年1/4至2010年1/10期間，採資

料回溯法，依「護理業務術前準備異常

檢討表」中資料，得知2008~2009年期

間，提報術前準備異常件數共計23件(見

表一)。由資料中亦發現，2009年之異

常發生率較2008年上昇55.6％【(14件-9

件)/9件*100％】。

四、�2008~2009年期間之術前準備異常原

因分析

於2010年1/4至2010年1/10期間，透過

「護理業務術前準備異常檢討表」中描

述之異常發生過程，深入分析及統整此

23件術前準備異常之原因，結果發現共

有62項次異常原因，將此異常原因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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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別(見表二)。

綜合上述現況分析，本專案小組將結

果以護理人員、政策、病人及工具面，

歸納成「手術前準備不完整」之特性要

因圖(見圖一)。

問題確立

本專案主要問題為手術病人術前

準備不完整，共計23件，不完整率為

0.47(23/4,851)，分析主要原因包括： 

(一)護理人員未完整交班未完成事項佔

35.5％。

(二)護理人員未再逐一核對確認病歷資料

或手圈資料佔25.9％。 

(三)護理人員未確實檢查病人身上飾品佔

17.7％。

(四)病人不了解需配合事項或移除身上物

品的重要性佔20.9％。

專案目的

為落實手術辨識流程及安全查核項

目，達到醫療人員主動提供病人手術安

全相關資訊，以病人手術安全為第一的

原則下，期望不再發生術前準備異常發

生，因此訂定本專案目標為：提升手術

病人術前準備完整率達100％。

護理人員 政策方面

手
術
前
準
備
不
完
整

未正確核對手
術攜帶用物

缺乏專科之手術前
準備標準作業流程

工作忙碌疏
於再次確認

年紀大記性不好
手術前準備衛
教本內容不足

情緒緊張

重聽

未正確執行
交班

未確實檢查病
人身上飾品

缺乏手術前準
備衛教單張

缺乏核對術前準備
事項之輔助工具

缺乏手術前準
備衛教單張

語言不通

病患 工具

圖一  手術前準備不完整之特性要因圖

79第十卷　第五期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提
升
大
腸
直
腸
外
科
病
房
手
術
病
人
術
前
準
備
完
整
性
之
改
善
專
案

表一  2008~2009年期間手術病人術前準備異常項目統計(N=23)

異常項目 2008年(件) 2009年(件) 小計(件) 比率(%)
手術同意書不完整 2 4 6 26.1
活動假牙未取下 2 2 4 17.4
手圈基本資料不完整 1 3 4 17.4
內衣(褲)未移除 1 2 3 13.0
指甲油或耳環未移除 3 3 6 26.1
小計 9 14 23 100.0

表二  2008~2009年期間手術病人術前準備異常原因統計 (N=62)

異常原因 次數 比率(%)
護理人員未完整交班未完成之事項

沒有詳細的標準作業流程將工作分配到各班 10 16.1
未將交班事項列入記錄作提醒 12 19.4
護理人員未再逐一核對確認病歷資料或手圈資料

沒有工具協助核對同意書完整性 6 9.7
工作忙碌未核對 6 9.7
認為前一班已備妥故未核對 4 6.5
護理人員未確實檢查病人身上飾品 11 17.7
病人不了解需配合事項

沒有手術前準備衛教單張工具輔助提醒 6 9.7
情緒緊張 2 3.2
語言不通 2 3.2
年紀大記性差 2 3.2
重聽 1 1.6
小計 62 100.0

 
文獻查證

一、術前準備完整之重要性

手術前完善的準備可以降低手術過程

中的危險性及手術後的合併症。準備的

項目及目的包括：(1)卸妝、卸除口紅、

指甲油：手術中可能因麻醉或失血而影

響到循環中的含氧量，可由指甲床或皮

膚、唇色，了解是否有缺氧；(2)勿戴隱

形眼鏡：當手術時間過長，配戴隱形眼

鏡將會造成眼角膜缺氧，嚴重會影響視

力或造成永久性的傷害；(3)移除金屬

飾品（如手錶、項鍊、髮夾、手環或耳

環)：手術時會使用電燒刀止血，若發生

導電情形，將造成皮膚燒灼傷危險；(4)

移除內衣褲：避免衣服產生靜電，而與

手術使用之電燒刀發生導電情形(Burbank 

& Miller, 2006)；(5)移除活動假牙：全身

麻醉肌肉鬆弛或放置氣管內管，容易導

致活動假牙鬆脫，掉入氣管或食道，導

致阻塞呼吸道而造成危險(Faster, 2005)；

(6)灌腸：手術前腸道準備是為了預防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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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內的感染、吻合處的滲漏、傷口感染

或污染手術檯(Veenhof, et al., 2007 )；(7)

禁食8小時：預防手術期間增加胃逆流的

機會，以及因麻醉造成肌肉鬆弛、嘔吐

(Faster, 2005; Walker et al., 2006)；(8)排

空膀胱：麻醉問題易發生尿失禁或尿儲

留(Williams, Ching, & Loader, 2003)；(9)

靜脈注射及手術前給抗生藥：術前禁食

容易發生脫水的問題，因此靜脈輸液可

以預防手術中的脫水問題，而抗生素可

以預防術後的感染(Millar, 2009)。

二、提升術前準備完整的方法

維護病人安全是制定護理作業規範的

最優先考量，也是最終目標，因此制訂

一套符合專科之標準作業流程，可以提

升術前準備之完整性(Banschbach, 2009; 

Nilsson, Lindberget, Gupta, & Vegfors, 

2010)。另外在醫療團隊中人員之間良好

的溝通，不只可以避免不良事件發生，

也可以提升照護品質(Manser, 2009)，而

手術前準備查檢表可以當作醫療團隊中

一種溝通的方式(Nilsson, et al., 2010)。護

理人員需要24小時三班輪流照顧病人，

因此制訂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明訂每班該完成的項目，可以減少重覆

性作業及遺漏之事項。另外，設計出完

整、統一的查核表，可以協助護理人員

立即發現未完成項目，並在交接班時可

以做為共同確認待完成的項目。

護理人員於病人手術前，給予病人

及家屬說明相關注意事項，可以提升手

術安全，因此針對專科性製作手術前準

備事項及目的之衛教本及衛教單張，提

供護理人員在執行衛教時的ㄧ個輔助工

具，可以增進病人之認知及遵從度，提

升手術的安全(Felley et al., 2008; Rigatelli 

et al., 2009; Walker et al., 2006)。

解決方法

為了達成此專案之目的，專案小組依

目前蒐集資料及相關文獻，針對問題進

行討論各種改善方案，依解決方案之可

行性、適當性、效益及成本四項重要因

素，進行決策矩陣分析。由評價項目（4

項），評分中點（3分)，與參與討論成員

（5人)相乘後，得60分，故選定60分以上

者為改善對策（表三)。

表三  解決方案之決策矩陣表

解決方案 可行性 適當性 效益 成本 總分 採行

1.制定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23 15 19 23 76 ◎

2.修訂術前衛教本 23 23 23 15 84 ◎

3.增設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張 17 23 23 15 78 ◎

4.增設手術同意書及病歷資料核對工具 25 21 19 23 88 ◎

5.標竿學習 25 21 23 23 92 ◎

6.舉辦說明會宣導術前準備標準流程 25 23 23 23 94 ◎

7.增加上班護理人力進行術前準備之確認 5 5 15 25 50
8.重新安排在職教育訓練 15 13 13 25 56
註：5分最優、3分可、1分最差，以60分以上者為選定改善對策基準，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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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過程

本專案執行期間為2010年1月14日至

2010年5月14日，分為計劃期、執行期及

評值期三階段進行，茲將各期工作內容

敘述（表四)。

一、�計劃期（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2

月5日)

(一)擬定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針對術前準備完整性核對之重覆性工

作，參考本院手術護理標準規範，制定

符合專科之標準化作業流程，明定每班

該完成之項目，統整擬定出「術前準備

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二) 擬定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張，以

及修訂術前衛教本

依本院手術護理標準作業規範及標

竿學習其他醫院術前準備須知之書面資

料，構思出「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

張」，內容包含術前準備注意事項、需

移除飾品之原因，並依此內容修訂「術

前衛教本」。製作「人形圖」卡，以利

表四  執行計畫進度表

項目/期間

年 2010
月 1 2 3 4 5
週 3 4 5 1 2 3 4 1 2 3 4 5 1 2 3 4 1 2

一、計劃期

1.擬定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 ☆ ☆ ☆

2.擬定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張 ☆ ☆ ☆ ☆

3.擬定手術病歷(藥物)、同意書核對工具 ☆ ☆

4.設計術前準備提醒標語 ☆ ☆

5.修訂術前衛教本 ☆ ☆

6.規劃安排宣導術前準備標準作業流程
 說明會 ☆

二、執行期

1.制定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

2.制定術前衛教單張 ☆

3.修訂術前衛教本 ☆

4.制定手術病歷(藥物)、同意書核對工具 ☆

5.張貼術前準備提醒標語於護理站 ☆ ☆ ☆ ☆ ☆ ☆ ☆ ☆ ☆ ☆

6. 舉辦宣導新術前準備標準作業流程及執行
方式之說明會 ☆

7.運用工具執行術前準備新標準流程 ☆ ☆ ☆ ☆ ☆ ☆ ☆ ☆ ☆

8.適時檢討及修正 ☆ ☆

三、評值期

1.成效評值 ☆ ☆

2.結果分析 ☆

3.標準化 ☆

附註：2/13-2/28為春節期間，配合醫師放假未收治需手術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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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主動參與及註記身上飾品(或無法移

除物)於人形圖卡上，再透過護理人員核

對圖卡上飾品。

(三) 擬定手術病歷(藥物)、同意書核對

 工具

因為在病歷準備過程或手術同意書缺

乏完整的核對方式及工具，且手術同意

書需簽署的地方很多且空間狹小，因此

構思製作增加手術病歷(藥物)以及同意書

之核對工具。

(四)設計術前準備提醒標語

設計術前準備提醒標語：「術前準備

超重要，眼耳假牙內衣褲、手鐲腳鏈指

甲油，通通脫掉沒煩惱」，並規劃張貼

於護理站放置手術病歷之櫃臺上，也製

作成彩色、醒目小卡，貼在每位護理人

員使用的護理文書板夾中，提高人員對

此作業之執行動力及向心力。

(五) 規劃安排宣導術前準備標準作業流程

說明會

規劃將於2/8~2/12期間，將針對擬定之

「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於晨會

中宣導，並與護理人員進行討論，說明

作業修訂內容、新增設之衛教工具、核

對工具，以及將開始執行新作業流程之

時間。

二、�執行期(2010年2月8日至2010年4月

30日)

(一)制定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

與專科督導及護理長討論後，針對術

前準備標準作業流程進行重點改善，將

術前準備細分成三班需要完成的部份，

當班無法完成之項目，需統一於護理治

療卡上註明無法完成的部份，並列入護

理記錄及口頭交班，將新制定的「術前

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以彩色列印

方式，突顯三班需完成之作業內容，並

護貝後放置在術前衛教本第一頁、護理

站放置手術病歷之櫃臺桌面。

(二)制定術前衛教單張及修訂術前衛教本

製作「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

張及「人形圖」(附錄一)，於指導手術

同意書填寫時同時給予病人，與病人在

「人形圖」上，一起勾選目前身上可移

除之飾品或無法移除物，最後共同簽名

確認，將病人納入整個術前準備過程，

以提升其配合度及認知程度。提供「術

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張給病人，使

其了解各項移除飾品之原因及重要性，

最後將「人形圖」貼於病歷鐵皮內頁，

以利護理人員於病人送入手術室前，核

對『人形圖』上有勾選之飾品，減少對

病人從頭到尾核對之步驟及時間。「術

前衛教本」因資料老舊及內容不足，本

組成員討論後依疾病的發生史及術前準

備事項系統性重新製作，並輔以彩色圖

片。

(三) 制定手術病歷(藥物)、同意書核對

 工具

製作手術病歷(藥物)資料及同意書核對

工具，將所有要準備的項目做成條列式的

表格，若已完成術前準備之項目，則核對

後在表格上打勾，未完成之部份，列入交

班，當下一班需要再次核對資料時，僅需

針對未打勾之項目核對即可。另外，製作

與同意書一般大小之A4核對卡，依醫護

人員及病人所需完成書寫之項目及位置鏤

空處理，當核對卡放置在同意書上方時，

即可一目瞭然未完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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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說明會宣導新流程及輔助工具使

用，以及張貼術前準備提醒標語於護

理站

利用2/8、2/10、2/12 8:00~8:30三次護

理晨會時間，針對病房全體護理人員，

舉辦新的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說

明會，介紹輔助核對之工具、衛教單張

及修訂後衛教本內容，並提供每位人員

術前準備提醒標語小卡，可以張貼在護

理文書板夾中。

(五)運用工具執行術前準備新標準流程

因2/13~2/28為春節期間，故於3/1開始

正式實施新「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

程」，專案小組成員分別安排上三班不

同班別，以利實際觀察人員執行情形，

並隨時以口頭方式指導及加強宣導「術

前衛教補給站」及核對工具的使用方

式。

 (六)適時檢討及修正

專案執行期間，人員使用「術前衛教

補給站」及「人形圖」之衛教單張過程

中，發現有標示項目不足之處，因專科

需求，人員建議在人形圖增加人工肛門

及戒指，以方便人員勾選，並與組員討

論後於3/18~3/19修定內容，並持續進行

專案內容。

三、�評值期（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5月

14日��)

專案實施九週後，進行成效評值。收

集3/1~4/30期間之手術人數。因專案之介

入措施，使得人員在執行術前準備完整

過程之成效明顯，

故將術前準備三班標準作業流程、術

前衛教補給站、人形圖、手術同意書核

對工具、手術病歷(藥物)核對工具，以

及利用術前衛教本進行病人之術前衛教

等，標準化及列入病房常規。

結果評值

專案改善措施介入後，於2010年3月1

日至2010年4月30日期間，共計手術病人

362人，均無提報術前準備異常，確實提

升手術病人術前準備完整率達100％。

其中有許多附加效益，如病人及家

屬表示有「術前衛教補給站」之衛教單

張，可以仔細再看一次術前準備注意事

項，了解需移除物之原因及重要性，當

忘記護理人員衛教過之內容時，可以複

習；護理人員表示，自從有病人主動參

與勾選術前準備需移除飾品之作業後，

病人配合移除飾品之意願提高，也不易

忘記，於手術當天，只需核對人形圖上

有勾選之飾品即可，不需為病人從頭到

腳再檢查一次，節省許多時間；組長交

接班時，可以利用病歷或同意書之核對

工具交班，並針對未完成事項追蹤即

可，不須從頭到尾再檢查一次書面資

料，也節省許多時間。最重要的是，將

術前準備工作合理、合宜的分配在三個

班內，人員不需重複做許多衛教或核對

資料的工作，真的對臨床護理業務助益

良多。

結論及建議

臨床上，因為術前準備不完整，不僅

導致病人延遲開刀，甚至會影響手術安

全，因此本專案分析現況術前準備異常

之原因，運用品質改善之專案手法，改

善術前準備流程，透過手術病歷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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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核對工具、修訂術前衛教資料、

創意設計術前補給站，以及主動邀請病

人參與術前準備過程，提供人形圖卡之

勾選及核對，不僅有效減少術前準備異

常，落實病人手術安全之目標，也提升

了護理人員之護理品質與工作效率，為

臨床術前準備工作帶來莫大的助益。

在執行專案期間，護理主管給予相當

大的支持及鼓勵，透過與護理人員及專

科醫師溝通、取得共識，才能完整配合

及參與專案的活動，也使整個專案有了

更大的支持力量；也幸而專案改善使得

單位護理人員對於術前準備更有遵循的

方針，也更能落實執行，期盼未來能持

續性監控整個術前準備之作業流程，針

對缺失不斷加以改善、精進，以不斷提

升術前準備完整性之醫療品質。

礙於有限的時間、人力，未能將評

值日期延長，使得參與本專案進行的病

人數較少，也很難排除或避免短期內成

效評值之天花板效應。現況分析主要以

過去二年期間發生之異常事件為主，未

能及時測量病人延後手術之時間，以及

護理人員處理異常所花費的時間，否則

一定能更準確計算出發生術前準備異常

時，所浪費之醫療成本支出。對於作業

流程改變前後所節省之護理工時、病人

對於術前衛教指導之滿意度，以及護理

人員使用各類改善前後之衛教工具滿意

度，未來得及進行測量與評值，以致於

無法提出改善後之客觀數據，佐證病人

及護理人員口述之滿意程度，以上三點

實為本專案之限制。因此，透過專案執

行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一)術前準備對病

人開刀過程順利有實質的助益，故建議

入院當日或術前一天即開始進行術前準

備；(二)醫護人員間的聯繫，可在病人入

院第一時間即達成術前準備的共識。期

望本專案之經驗，提供臨床類似作業流

程準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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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的艱難與琢磨，

就是一種考驗。

一塊璞玉要有粗石來磨，

才會發出耀眼的光芒。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events are a kind of test.

They are like a piece of jade that needs to be 
polished on a rough stone for luster to shine forth.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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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let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traoperative safety 

and progression of patients. This project was aimed at enhancing the completion rate in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for patients in the colorectal surgical units. Current analysis 

had revealed that the rate of incomplete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s was 0.47% (23/4,851) 

between 2008 and 2009. The causes were: incomplete shift transfer procedures, incomplete 

data confirmation, incomplete removal of personal items from patients, and poorly 

informed cooperating procedures. The project had applied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drafting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procedures, revising pre-operative health education material, 

developing checklists based on pre-operative medical records and consent forms, designing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reminder slogans, designing innovated pre-operational information 

counter, providing checking cards with human figure, and inviting patients to participate 

in pre-operational preparations. This project effectively reduced incompletion rate in pre-

operative preparation and ensuring patient safety in surgical procedures.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indicated an improvement in nursing care quality, working efficiency, 

and brought about tremendous benefit to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77-87)

Keywords:  checking list,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surgica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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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描述一位青少年因事故傷害導致顱骨凹陷性骨折之加護病房照護經驗，自

2009年5月22日至2009年6月29日照護期間，採用Gordon 11項健康功能型態進行護理評

估，確立現存性感染、組織灌流改變、個人因應能力失調、照顧者角色緊張等健康問

題。針對疾病引發合併症之身體不適，提供個別性護理措施，引導表達感受，協助加強

因應能力。更積極輔助建立有效支持系統，入院時即對社會較弱勢之個案家屬，主動給

予正確相關知識及結合社會資源協助，並持續轉介追蹤，達成完整服務。期望透過此照

護經驗分享，提供對類似個案照護參考。 (志為護理，2011; 10:5, 88-97 )

關鍵詞：顱骨凹陷性骨折、青少年、加護病房照護

前 言

根據統計2008年事故傷害居十大死因

第六位，15-24歲青年第一大死因（行

政院衛生署，2009，6月3日），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出事故傷害是青少年死亡及

失能之主因，又以交通事故傷害最常見

（WHO, 2008），雖隨醫療技術進步，

使交通事故導致頭部外傷病人存活率提

昇，但對青少年及家庭仍有莫大衝擊。

本個案屬中低階層家庭青少年，除

恢復最佳生理功能外，更應瞭解事故傷

害所衍生的心理障礙，針對該階段健康

發展需求，評估其因應能力與可運用資

源；並對其弱勢家屬，整合醫療團隊成

員合作，協助建立有效的支持系統，得

到完善有力的支援，滿足需求，協助個

88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一
位
顱
骨
凹
陷
性
骨
折
青
少
年
之
加
護
病
房
照
護
經
驗

案勇於面對傷害，亦使其個人與家庭整

體均能得到正向適應，故引發筆者撰寫

本篇個案報告之動機。

文獻查證

一、顱骨凹陷性骨折之處置

臨床症狀有腦脊髓液耳（鼻）漏、

浣熊眼、眼球震顫（林，2008）；合併

症為顱內出血、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外

傷急性水腦，其徵象有頭痛、噁心嘔

吐、頸部僵直、皮膚紫斑、Bruzinski’s 

sign(+)（平躺頸部抬高時，可見大腿在

股關節處向前彎屈）、Kernig’s sign(+)

（大腿彎屈後，將小腿拉直，會因腿後

諸肌及後背痙攣而有抗力）等（徐、

曹、林，2006）。多以手術予以減壓

及去除血塊，放置引流管於腔室內，

但術後仍有合併症發生之可能，如中

樞神經系統感染問題（Polaski & Tatro, 

2003）。急性期護理措施為密切觀察生

命徵象與意識變化、維持顱內壓＜15 

mmHg、確保呼吸道通暢、注意脊髓液

性狀、預防感染及提供適當營養（高，

2008；陳、郭、謝、葉、胡，2008）。

二、�事故傷害後青少年的身心衝擊與

����護理

青少年容易因身體功能缺損或治療引

發副作用，感到缺乏控制與自主能力，

形成孤立、社交隔離之負向感（林、

陳，2010；劉、蔡、龔、周，2008；

Thomas, 2003）。Erikson（1963）認為

此時期心理社會發展任務為「認同-角

色混亂」，應能瞭解生活中所擔任的各

種角色且對未來有許多選擇，是親密或

孤立之發展關鍵，生活重心由父母轉向

同儕團體。照護時除提供減緩病痛措施

外，更應關切治療衍生的衝擊，以有效

溝通取得合作，引導說出感受，釐清現

實與期望之差距，瞭解長處，減少挫

敗，持續家人與同儕等不可或缺的支持

系統（李，2008）。

三、加護病房病人家屬的壓力源及需求

當青少年因突發事故傷害導致生命危

急，家屬的主要壓力來自於擔心安危、

不瞭解病況及治療、不知如何照顧及後

續龐大醫療費用等（陳，2010）；而頭

部外傷重症病人的行為改變，不只影響

到本身生活，也干擾家庭成員的健康，

研究指出頭部外傷病人之家庭照顧者普

遍都有焦慮及憂鬱等現象(Morris, 2001；

Sinnakaruppan, Downey, & Morrison, 

2005)，為協助適應衝擊，護理人員應

評估家屬應付危機的能力，鼓勵表達感

受及需求，給予安慰支持，以同理心回

答問題，提供照顧技巧及協助尋求社會

資源（如義工、社工師），滿足需求，

降低壓力及焦慮，確保病人與家人得到

適當照護支持（吳，2009；陳、伍，

2005；Lam & Beaulier, 2004）。

護理過程

一、個案簡介

陳先生，未婚，為獨子（養子），17

歲，高職三年級，國、客語溝通；信仰

佛教；養父62歲，肢體殘障無法工作，

主要經濟依靠印尼籍56歲養母，種菜販

賣及打零工賺取微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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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去病史

曾於2007年騎腳踏車返家途中，因閃

避貨車撞至電線桿，僅四肢擦傷，活動

功能未受影響。

三、本次求醫及治療過程

於2009年05月22日結束打工騎腳踏車

回家時，被肇事車輛追撞後逃逸，由119

送醫，意識不清、左眼瞼瘀腫、鼻口出

血不止，予氣管內管維持呼吸通道，診

斷為頭顱凹陷性骨折、硬腦膜外出血，

於術後轉入加護病房。

四、護理評估

自2009年05月22日至06月29日期間，

以Gordon十一項健康功能評估進行資料

收集與分析。

（一）健康認知與健康處理型態：

平時身體狀況良好，不抽菸、喝酒。

5/22 到院時昏迷指數（Galsgow coma 

scale, GCS）：E1V1M4-5，瞳孔反應：

R/L 4(-)/4(-)，5/23體溫：39℃，臉色

潮紅，檢驗數據白血球（white blood 

cell, WBC）：12.67×103/ul，C-反應

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19.75 

mg/dl，5/25頸部僵直、Bruzinski’s 

sign(+)、Kernig’s sign(+)，移動頭部

時有皺眉痛苦表情，電腦斷層檢查為右

側急性水腦，腦脊髓液培養發現肺炎鏈

球菌，評估確立有現存性感染之健康問

題。

（二）營養代謝型態：

平時飲食無特殊喜好，不偏食，身

高168公分，體重58.7公斤，標準體重

在55~68公斤間，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20.31屬標準範圍

內，皮膚無乾燥或水腫。住院時鼻胃管

留置，會診營養師評估營養需求，屬靜

態活動程度，住院初期每日先提供基本

熱量為1600kcal，日後再依消化與活動

程度調整，6/9鼻胃管反抽有褐色液，潛

血反應4+暫禁食，予藥物治療，補充非

腸道營養。6/15胃液潛血反應(-)，6/22 

血紅素：12.1gm/dl；Albumin：3.5gm/

dl，將本項相關健康問題列入追蹤。

（三）排泄型態：

平時每天解便一次，排尿正常；入院

後導尿管留置，每班尿量約800-1000cc。

腸音10-20次/分，叩診腹部微鼓音，住院

期間二天解便一次，黃褐軟便。

（四）活動運動型態：

自我照顧方面，平時均可獨立執行；

5/22發生事故傷害，術後昏迷指數：

E3VTM4，瞳孔反應：R/L 3(+)/4(-)，

左右肌力為2分及4分。巴氏量表為0

分，5/23血壓：200/87 mmHg、平均動

脈壓（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125 mmHg、體溫：39度、心跳：108、

呼吸：12次/分、顱內壓（intracranial 

pressure, ICP）：40-55mmHg、腦灌流

壓（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 CPP）：

79 mmHg、潮氣末二氧化碳分壓（end 

tidal CO2, ETCO2）：25-29 mmHg。聽

診雙側下肺葉為乾囉音、痰液白微稠、

無法自咳，提供Bisolven以蒸氣吸入方式

給藥，以助化痰；呼吸器原設為輔助控

制模式（assist control mode），FiO2：

30％、潮氣容積（tidal volume, TV）：

600ml、呼吸速率：12次/分，6/13逐步嘗

試調整為壓力支持模式（pressur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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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但因無法適應，認定脫離呼吸

器失敗。經評估確立有組織灌流改變 /

腦、呼吸道清除功能失效、身體活動功

能障礙之健康問題。

（五）睡眠休息型態：

無服用安眠藥習慣，5/31停用治療性

鎮靜劑，可於晚上10-11點入睡，夜眠約

7-8小時，無倦容。

（六）認知感受型態：

個案原國中畢業後就業，因對廚藝有

興趣，父母鼓勵選擇就讀高職烹飪科，

半工半讀，希望成為優秀的廚師。插管

期間用點頭、搖頭與右側肢體做簡單表

達，5/25曾以肢體表示「頭痛及頸部不

適」，也會利用護理人員提供的「 」圖

卡來表達自己心情感受。

（七）自我感受、自我概念型態：

個案有1/2原住民血統，開朗樂觀，

對輪廓及身材感到滿意，自小已知收養

身分，在校成績平平，自覺不讓父母煩

憂。術後未照鏡子前，不知外觀已有改

變，6/4要求照鏡，並以筆談詢問「會恢

復原來的樣子嗎？」，醫護人員詳細說

明先前治療對外觀影響及預後，個案表

示「那時被撞不清醒，現在恢復了，如

果還要做什麼請讓我決定…」。

（八）角色關係型態：

具兒子、學生及病人等角色，家庭互

動良好，有問題時以民主方式解決，家

中決策者為養父；在校亦與師長、同學

相處融洽。5/23會客時家屬表情凝重站

在床沿，養母憂慮表示「他清楚嗎？怎

麼那麼多管子？做什麼？」，5/25、6/24

養父提到「我家經濟原本就有問題，今

天又要手術，該怎麼辦？」、「醫師說

要轉院，不知要花多少錢？」經評估確

立照顧者角色緊張之健康問題。

（九）性生殖型態：

單身未結交女友，未有性行為，無此

方面疾病。

（十）適應壓力耐受型態：

家屬表示個案過去未有無重大事件影

響生活。住院時期待親友能多來探視，

但養父母年邁且無交通工具及同學因課

業限制，探視次數無法如個案期待；6/4

筆談問「嘴巴的管子是不是一輩子要插

著？」6/6個案顯得沮喪，以「 」圖卡表

示自己的心情，常雙手緊握拳，6/8出現

情緒激動、企圖拔管等負向行為，6/24

筆談呈現「不要轉院，大家不能來看

我。」經評估確立個人因應能力失調之

健康問題。

（十一）價值信念型態：

信仰佛教，常參與學校活動、專業證

照考試，住院期間養父幫個案求平安符

置於枕頭下，個案筆談表示祈求神明幫

助他渡過難關。

問題確立、護理措施及評值

一、現存性感染／與顱骨凹陷性骨折引發中樞神經系統感染（5/25–6/29）

護理目標：（一）體溫維持在36-37.8度。

 （二）頭部傷口無紅腫及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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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灌流改變：腦／與顱內出血及顱內壓升高有關（5/22–6/29）

護理目標：（一）個案顱內壓維持＜15mmHg。

 （二）個案腦室外引流液量維持＜100 ml/day。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評值

S1：
 5/25以肢體表示「頭

痛不舒服」。

O1： 
5/23 GCS E3VTM4，
寒顫後臉色潮紅，血

壓200/87mmHg
O2：
5/25頸部僵直，轉頭

時有皺眉表情，Bru-
zinski’s sign(+)，檢

查顯示右側急性水

腦，放置腦室外引

流，引流液呈淡紅

色、濁液狀，醫師診

斷中樞神經系統感

染，CSF培養：肺炎

鏈球菌

1.評估意識及監測生命徵象。

2. 維持體溫於正常範圍內：如依狀況調整室

溫、體溫超過38℃以上給予冰枕使用，＞

38.5℃與醫師討論退燒藥使用，監測其藥效。

3. 感染徵象監測及控制：(1)接觸病人前後確實

執行洗手。(2)評估傷口是否有紅腫熱痛及惡

臭味或化膿、觀察引流液之性狀。(3)確實執

行無菌技術操作。(4)灌食前後搖高床頭30
度，避免溢奶或嘔吐導致吸入性肺炎。(5)監
測呼吸型態、呼吸音及痰液性狀，必要時進

行動脈血液氣體分析。(6)監測檢驗值，追蹤

感染有無緩解。

5. 維持適當營養：(1)經由靜脈輸液及TPN維持

體液及電解質平衡。(2)攝取足夠水分，2,000- 
3,000c.c/天。(3)會診營養師，共同評估病人營

養需求。

6. 提供棉質吸汗衣物，定時給予擦澡、更換衣

物，維持空氣流通。

7. 5/25依醫囑給予抗生素藥物Vancomycin及
Mepem，監測其副作用。

1.6/1 GCS E4VTM6
2. 6/3使用抗生素期間，

未有相關副作用。血

壓130/70mmHg
3. 6/8-6/29 腦室外引流

液呈淡黃色、清，量

＜30 ml/ day。
4. 6/20-6/29個案體溫維

持在36.5-37.3度間。

5.  6/22 CSF培養：紗雷

氏菌

6. 6/29頭部傷口外觀無

異常，但經細菌培養

發現常見之合併症 -
中樞神經系統嚴重感

染，醫療團隊評估後

聯繫同一體系之醫學

中心，予轉院治療。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評值

 S1： 
以肢體表示頭痛。 
O1：
 5/22左眼瞼瘀腫、鼻

口出血不止，診斷為

硬腦膜外出血。

O2： 
5/23 ICP-40-55 mmHg 
CPP-79 mmHg
O3： 
5/25出現眼球震顫、

左耳瘀血，檢查顯示

右側急性水腦，腦室

外引流液量420 ml/
day。

1. 監測評估意識、瞳孔反應、生命徵象及運動、感

覺功能。

2. 密切觀察顱內壓升高徵象如：意識改變、頭痛、

噁心嘔吐、血壓升高、脈搏與呼吸變慢等。

3. 維持管路正確位置及通暢，觀察引流液的性狀

及每日引流量，維持CPP 60-80mmHg、ICP＜
15mmHg。

4. 避免顱內壓增高︰(1)臥床時將床頭抬高30°，

助靜脈回流，減輕頭痛情形。 (2)維持呼吸道通

暢，抽痰前後給予高濃度氧氣之人工氣袋。(3)
預防Valsalva's maneuver 活動，如用力排便。

5. 詳細記錄輸出入量，觀察有無尿崩症狀，如兩小

時尿量> 500 c.c.。
6. 依照醫囑給予Glycetose150c.c.q4h IV使用，降低

腦腫脹。與醫師討論必要時鎮靜劑使用，避免腦

組織受損。

1. 5 / 2 6  I C P - 7 - 1 1 
m m H g  C P P - 6 3 
mmHg

2. 5 / 2 8口鼻出血已

止，腦室外引流液

量85 ml/ day。
3. 6/20-6/29引流液量

＜50 ml/day，無噁

心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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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因應能力失調／與不適當因應方式及缺乏支持系統有關（6/4–6/26）

護理目標：（一）能與親友、醫護人員用筆談表達心情。

 （二）加護病房期間無拔管企圖，配合治療。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評值

S1： 6 / 4 筆談「嘴巴的管

子是不是一輩子要插

著」？ 
S2： 6/6常以「            」圖

卡表示自己心情。 
S3： 6/24筆談表示「不要轉

院。大家沒辦法來看

我」。

O1： 左側肢體無力，ADL
需依賴他人。

O2： 以氣管內管維持通氣，

無法脫離呼吸器。

O3： 6 / 6 告知會客時間已

到，緊握養母的手不

放、哭泣。 
O4： 6/8出現情緒激動、企

圖自拔管路之行為，多

閉目休息，不理會醫護

人員詢問。

1. 協助建立有效支持系統：

(1) 早晚30分鐘的會客時間，給予彈性的

探視或延長探視30~60分鐘。

(2) 引導親友運用溝通工具，增加溝通及

支持。

(3) 鼓勵同學與個案分享學校近況，建議

無法前來探視者，可錄製錄音帶（如

鼓勵的話語）及寫慰問信、卡片，使

其瞭解同儕們關心與支持。

(4) 教導親友幫個案做運動，重建彼此互

動。

2.引導表達心中真實感受：

(1) 透過筆談鼓勵個案表示自己的看法，

以真誠的眼神接觸，建立信任的護病

關係；採不批判的溝通技巧，利用肢

體語言、圖卡作溝通工具。

(2) 請老師提供過去復學成功案例，與家

屬共同討論尋求解決方案。

3.取得充分配合：

(1) 以簡單易懂的字句說明，週遭各項監

視儀器及其身上管路之作用。

(2) 教導放鬆技巧，如播放喜愛的音樂及

親友錄製的錄音帶。

(3) 瞭解其興趣，鼓勵肯定自我並強化優

點，如「廚藝好、通過初級廚師考

試」等。

(4) 教導正向情緒抒解方式，建立自信

心，如有合宜的因應行為，給予真誠

地稱讚。

(5) 觀察個案傷害自己的動作，並採取適

當措施，以避免自傷性的行為發生，

若使用約束、張口器，需告知其原

因。

(6) 請醫師向個案說明目前病況與治療計

畫；執行護理措施前說明目的與過

程，待取得同意後執行，使其有被重

視的感覺，如口腔護理及轉院過程與

原因。

1. 6/9養父母每週到院

陪伴病人約2-3次，

每次30-50分鐘。

2. 6 / 1 0老師帶同學們

來，個案眼中泛淚以

筆談方式表示「謝謝

你們寫的卡片、很高

興你們來看我，希望

能趕快好起來」。

3. 6/12-6/26未再出現企

圖自拔管路、咬管等

行為，且能配合治療

及回應醫護人員之詢

問。

4. 6/26經解釋後，以筆

談表示接受轉院之建

議，期待早日康復。

用「              」圖卡

表達此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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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顧者角色緊張／與缺乏知識及不知可利用資源有關（5/23–6/26）

護理目標：（一）家屬能表示瞭解病況及說出可能之預後。

 （二）家屬能學習正確利用資源，減輕負擔。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評值

S1： 5/23養母焦慮地表示「人

清楚嗎？怎麼那麼多管

子？是做什麼用的？」。

S2： 5/25養父表示「經濟原本

就有問題，又要手術該怎

麼辦？」。

S3： 6/24養父表示「醫生說要

轉院，不知還要花多少

錢？」。  
O1： 5/23會客時家屬表情凝重

站在床沿，凝視個案無互

動。

O2： 養父年邁，肢體殘障，每

月領殘障津貼3,000元，家

中主要經濟依靠養母打零

工及種植蔬菜販賣維持，

個案學費靠助學貸款繳

費。

1.提供相關知識及資訊：

(1) 主動向家屬環境介紹，以簡

單易懂字句，說明管路(如
Endo、NG等)及周圍監視儀器

功能及注意事項，並配合護

理指導單張，澄清疑問。

(2) 每週至少舉辦一次家屬座談

會：針對協同會談時醫師解

釋之病況、後續治療計畫及

可能預後進行討論，避免使

用專業術語回答問題，引導

家屬說出害怕或不瞭解的地

方加以說明。

(3) 透過有效溝通，建立良好關

係，鼓勵表達感受及需求，

澄清疑慮，接受家屬的焦慮

不安感。 

2.指導如何接觸個案：

(1) 5/26會客時間停止使用鎮靜

劑，鼓勵家屬探視陪伴，教

導利用肢體、筆談進行溝

通。

(2) 教導幫個案做被動運動，藉

由肢體碰觸使個案感受家人

關心。

3.協助尋求社會資源：

(1) 5/25會同社工師瞭解因家有

不動產不符低收入戶申請資

格，養父母可改向學校申請

平安保險給付及重大傷病卡

辦理，減輕住院費用，並提

醒醫師開立診斷書，以便其

申請急難救助。

(2) 6/24轉介慈善團體，濟助轉院

時救護車之費用，並於轉院

前電話聯繫轉介醫學中心之

社工師，持續關懷。

1. 5/28養父母能說出引流管

留置目的，主動向護理人

員說出疑慮及擔心處，請

護理人員提供相關資訊。

2. 5/30參加家屬座談會後，

養父母可表達目前治療計

畫是先控制感染後，再訓

練脫離呼吸器。

3. 6/1養母前來會客時，可主

動幫個案做被動運動及按

摩，增加接觸機會。

4. 6/10養父表示感謝老師及

同學們的捐款，以負擔個

案日常用品費用及前來探

視之車資。

5. 6/26養父表示「謝謝!你們

的幫忙，讓我們鬆了一口

氣。可以轉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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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本文個案正值青少年期卻因事故傷

害，導致顱骨骨折引發嚴重中樞神經系

統感染、心理社會發展受阻，善用文

獻中所提到青少年事故傷害後之措施

應用於個案，協助其身、心及社會適

應（劉等，2008；李，2008；Grazina, 

2001）。另外對弱勢族群的家屬，主動

給予相關資訊及運用社會資源，有助病

人日後漫長復健之路平順。

個案轉診醫學中心後，以電話追蹤得

知病人曾因右側第二、三腦室不通，經

醫師說明，獲得同意後於8/5放置右側

腦室引流；並於8/13病況穩定，家屬希

望就近照顧，轉回本院接受後續照護，

再次見面時個案以筆談表示「很高興回

來，要復健」。8/20於醫療團隊解說及

同學的支持下，同意進行氣管切開術，

9/30成功脫離呼吸器，恢復說話、使用

輔助器下床行走，養父一再感謝團隊的

幫助，10/13出院至護理之家接受復健，

同學也定期前往打氣。

本文最大限制為轉院後，受制於地理

因素無法直接探訪病人，雖經電話關懷

追蹤仍感不足，因個案病程及復原時間

漫長，所以整體醫療網絡持續合作性照

顧及追蹤深具價值；個案因病況需要，

由原就醫之榮院轉至同一醫療體系之醫

學中心持續照護，建議日後榮院體系整

合時，可結合資訊人員專才，利用電子

化設備使病人資料傳達不受紙本或院際

之限、無遠弗屆，隨時掌握病人就醫現

況；而對此青少年病人，除給予生理照

護外，在心理部份更應含重建認同感、

自信心與恢復獨立性，與居家護理師、

復健師、父母及同儕等重要成員共同參

與照護；規劃出院後重返校園，則可透

過社工師訪查與學校輔導老師結合，適

時處理問題。期望將此經驗及建議，提

供行政者與臨床同仁分享，有助相同個

案早日重回家庭與學校生活，減少醫療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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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留不住，

未來的難預測，

守住現在，當下即是。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The past is gone. 
The future is unpredictable.

All we have is now. 
Make great use of it.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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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a nursing care experience of a youth who was accidentally injuried 

with depressed skull fracture. From May 22th to June 29th in 2009, the author collected 

the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of the patient. The Gordon’s 11 items health 

functio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 and determined that case was prone to infection, 

altered tissue perfusion, ineffective individual coping, and caregiver role strain. The case 

was provided with an appropriate care plan and intervention to meet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The author also actively suppor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family and 

support systems, providing the patient’s family, who wer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adequate 

information and social resources. The author hoped that through sharing this nursing care 

experience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ase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88-97)

Keywords:  depressed skull fracture,  intensive car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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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甲狀腺癌(thyroid cancer)是內分泌系

統中最常見的癌症，依其細胞型態區

分，乳突癌(papillary carcinoma)及濾泡

癌(follicular carcinoma)佔甲狀腺癌的

94%（Sherman, 2003）。根據行政院衛

生署的統計資料顯示，甲狀腺癌的發

生率以女性為主，女男發生比率約3：

1，居女性十大癌症第七位（行政院衛

生署，2009）。喉返神經麻痺(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palsy )為甲狀腺手術

(thyroid surgery)常見的併發症，嚴重時

會導致聲音沙啞及吞嚥障礙，甚至影響

到個人工作和社交生活，除此之外術

後頸部的疤痕也會對心理層面造成困擾

一位行雙側全甲狀腺

切除手術患者之手術

全期護理經驗

陳慧君　王美惠*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手術專責護理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專科護理師*
接受刊載：2011年4月1日
通訊作者地址：王美惠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耳鼻喉科病房

電話：886-7-3121101 分機5010；0975-357-136　電子信箱：880046＠ms.kmuh.org.tw

中文摘要

本文針對一位甲狀腺乳突癌接受雙側全甲狀腺切除手術之年輕女性進行手術全期評

估，了解個案面對手術的擔憂及不安，經評估後確立的健康問題有焦慮、潛在危險性傷

害與知識增進的準備度。筆者藉由持續性的關懷及心理支持，並對手術過程給予個別性

需求的詳盡解說，解決個案面對手術產生的焦慮；手術中做好完善的保護措施，預防因

手術臥位及使用電燒止血造成的傷害；提供甲狀腺切除術後傷口及自我照護的資訊與衛

教，於手術前、中、後期滿足身心靈的需求，讓個案有信心面對手術，並早日回歸正常

的生活。(志為護理，2011; 10:5, 98-107 )

關鍵詞：甲狀腺癌、全甲狀腺切除、手術全期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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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row & Dahlen, 2002）。本個案

於求學期間因歌聲優美，常受到矚目與

肯定，目前現任職的工作以言語交談為

主，但受到親戚接受甲狀腺手術後聲音

沙啞之影響，個案在心理上面對此次手

術的焦慮程度明顯高過一般病患。故除

了在手術前提供足夠的資訊、認知及心

理支持之外，手術中做好保護措施防範

潛在性傷害，手術後衛教注意事項並協

助傷口照護、後續追蹤將有助於照護品

質的提升。因此完整的手術全期護理，

協助病患在面對手術過程有更好的身心

適應是非常重要的。

文獻查證 

一、� 甲狀腺癌與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甲狀腺癌在臨床上常見的症狀是以甲

狀腺結節(thyroid nodule)來表現，若早期

發現，其治癒率極高，全甲狀腺切除術

(total thyroidectomy)是對於不同細胞型態

的甲狀腺癌優先選擇的手術方式（Sosa 

& Udelsman, 2006）。但若手術前超音

波檢查或電腦斷層檢查，發現頸部淋巴

結有異常腫大或懷疑為惡性腫瘤轉移

時，則術中就需考慮合併頸部淋巴清除

（廖，2004）。

喉返神經(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正

常走向在甲狀腺後方的氣管食道溝中，

當再次手術、較大的腫瘤或是術中出血

影響到視野時，在術中要辨識喉返神經

就會變得相當困難。近年來許多研究顯

示，甲狀腺手術術中使用喉返神經偵

測系統(intraoperative neuromonitoring of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可以幫助辨識

及剝離喉返神經，除了明顯降低術後喉

返神經麻痺的機率（Shindo & Chheda, 

2007），也可以預測術後喉返神經的功

能（Randolph, 2003）。 

二、� 全甲狀腺切除病患手術全期照護

手術前期病患通常有能力照顧自己，

護理活動著重於病患身、心的準備，此

期多採用支持與教育性護理，滿足身、

心、社會的需求（伍、吳、張、劉，

2005；張，2003）。大部分病患手術前

的焦慮主要是來自於對未知的害怕，擔

心的事項，會因個人先前的經驗而有所

不同（林、戈，2004），護理人員於術

前訪視時應運用傾聽與會談技巧讓病患

表達感受，提供手術相關衛教，並適時

澄清不正確的觀念，將有助於減輕焦慮

（Bellamy, 2005）。

手術中期病患處於深度麻醉下，無法

執行自我照顧的能力，因此護理人員必

須維護病患的安全與權益，防範潛在性

的傷害，包括：預防異物存留、化學、

物理、電刀的傷害，預防手術臥位造成

神經肌肉的損傷，維持皮膚的完整性、

控制體溫及預防感染（Pelter, Stephens, 

& Loranger, 2007）。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採改良式仰臥臥位，床頭抬高30度，針

對骨突處及受壓部位，應盡量減少皮膚

承受壓力的強度與時間，避免壓瘡的產

生（伍等，2005）。手術時使用切割止

血的外科電刀，迴路板應貼於靠近手術

部位之平坦皮膚表面，避開骨突處、結

痂、毛多的部位（李，1997）。

手術後期護理活動重點在重建病患生

理的平衡狀態，預防因手術及麻醉引起

之合併症（伍等，2005）。術後出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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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血腫壓迫氣管或雙側喉返神經麻痺，

皆會造成呼吸道阻塞，手術後12小時常

發生出血情形，因此手術後應密切檢查

敷料及出血情形，維持引流管功能，嚴

密監控生命徵象（胡，2007）。臥床時

避免過度仰臥防止牽拉到傷口縫線，從

床上坐起時以雙手支撐後頸部（胡，

2007；Kumrow & Dahlen, 2002）。教

導病患自我照顧及促進健康，鼓勵家

屬給予心理支持，能增進其術後生活

品質（Huang, Lee, Chien, Liu, & Tai, 

2004）。甲狀腺癌手術治療後的追蹤，

在整體治療計畫中，是很重要的一部

份，按時回診，可以即時發現身體的任

何改變（廖，2004）。

個案簡介

林小姐，23歲，慣用國、台語，大學

畢業，未婚，現職為百貨公司化妝品專

櫃員工，在家中排行老二，父親從商，

母親為家管，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為父

親，姊姊在外地工作，弟弟仍在學中，

現與父母同住，家人感情和睦。家族樹

見圖一：

過去病史

個案於2005年騎機車跌倒撞傷尾骶

骨，曾看中醫治療。無慢性病及手術病

史。

求醫過程

2008/10 在頸部觸摸到一腫塊，至他

院抽血檢查診斷為甲狀腺腫大，曾口服

Eltroxin每日一顆治療，但未按時服用及

回診。

2009/2 甲狀腺腫塊變大、吞嚥時有異

物感，至本院求診，經觸診、甲狀腺超

音波、細針抽吸細胞學檢查及頸部電腦

斷層檢查，診斷為甲狀腺乳突癌並有鈣

化情形。

2009/3 3月23日入院，3月24日接受

雙側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bilateral total 

thyroidectomy)，3月27日傷口復原良

好，出院返家。

護理評估

護理期間為2009年3月23日至2009年3

月27日，採直接會談、觀察、身體檢查

及病歷查閱等方式收集資料。

80歲 77歲77歲 76歲

57歲 56歲 54歲

26歲

56歲

23歲

53歲

22歲

52歲 48歲

圖一 家庭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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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術前期護理評估�

個案入院時體重50㎏，身高165㎝，

BMI值為18.36(正常值為22-25)，理想

體重為59.89㎏。個案皮膚白皙，無乾

燥、脫皮或水腫情形，平時飲食以三餐

為主，一餐吃ㄧ碗飯，特別偏好肉類食

物，不喜歡吃青菜，每日喝水約1500cc~ 

2000cc左右，1-2天排便一次，偶爾有便

秘情形。一天睡眠總時數約8小時，平

時沒有固定運動的習慣，除了上班外，

會幫案母做家事，平日休閒活動為聽音

樂、上網或和朋友逛街。身體狀況偶爾

會有小感冒，多半上診所拿藥或休息使

其痊癒。

手術前一日訪談中，個案告知在決

定手術後，心裡很擔心手術後會有聲音

沙啞情形或是手術疤痕不好看，也擔心

自己的疾病，不知道手術是否可以將癌

細胞都切除，便常常流淚，食慾也變

差，有時一餐只喝一碗湯，決定接受手

術後，常有失眠情形，睡眠總時數約6

小時。會談過程個案面部表情凝重、

雙手握拳，流淚表示：「想到要進去開

刀房我就覺得好害怕，進去會看到你

嗎？」，希望筆者可以陪她，並詢問：

「手術中我是不是都是睡著的?醒來後就

在病房嗎?」。個案和姊姊的感情很好，

這次手術，姊姊特地請假來照護她，父

母及弟弟也會來院探視，與家人互動關

係佳。住院前，案母帶個案去拜拜求得

一護身符，個案覺得護身符可以保佑她

這次的手術平安順利，希望可以帶入手

術室。個案認為自己的外貌姣好，身

材也很標準，對自己的歌聲常受到別

人的肯定感到很有自信，但受到親戚手

術後聲音沙啞的經驗影響，讓她對手術

產生不安全感，不斷詢問使用神經偵測

系統，是否可以避免聲音沙啞的情形發

生，聲音沙啞的機率有多大？並一直對

筆者說：「妳可以請醫師幫我把傷口縫

漂亮ㄧ點嗎？」詢問2次手術傷口的位置

及大小，並問及：「傷口在脖子上，我

要注意什麼事情？」。

二、手術中期護理評估

個案採氣管內插管處於深度麻醉，

手術全程約4小時，手術中血壓：106-

122 /68-78 mmHg、心跳：68-88次/分、

呼吸：12-18次/分，靜脈注射輸液輸入

850ml，出血量120ml，手術後單次導尿

尿液量280ml。術中擺位採頸部伸展仰

臥姿勢，肩下墊高，床頭抬高約30度，

使用全身、足跟、肩下脂肪減壓墊，頭

圈固定頭部，頸部以棉捲支托。手術過

程以生理食鹽水500cc沖洗傷口，並使用

電燒器切割組織及止血，導電貼片黏貼

於右大腿，皮膚無燒燙傷情形。術中喉

返神經偵測系統結果顯示切除甲狀腺前

後訊號值無差異性變化，喉返神經功能

無受損。手術完成時，個案頸部傷口約7

公分，以美容膠(steri-strip)黏貼，紗布及

宜拉膠布加壓固定，傷口下方1公分處有

Hemovac一條引流，傷口無血腫情形。

三、手術後期護理評估

個案術後於恢復室期間，每5分鐘監測

一次生命徵象，血壓：118 /72 mmHg、

心跳：78次/分、呼吸：20次/分，引流管

引流量約35ml，引流功能正常，頸部傷

口敷料乾淨、無滲血情形，呼吸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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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清醒後評估說話聲音略沙啞，術後

第二天聲音無沙啞情形，軟式內視鏡檢

查雙側聲帶活動對稱，無麻痺情形，協

助傷口換藥時無紅腫發炎，看到傷口只

有細細的一條線，個案表示終於放心

了，也對外觀表示滿意，主動詢問：

「我的頭不太敢動，盡量不動傷口是不

是會比較沒有疤？」、「甲狀腺都切除

對我的身體會有影響嗎？要注意什麼

事？」、「還需要做什麼治療嗎?」，希

望筆者能多告訴她關於疾病的事情，希

望復原後自己還能保持手術前外表良好

的狀態。此次生病讓她體悟到健康的重

要性，希望能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

護理問題確立

綜合上述的護理評估資料，確立個案

的健康問題有焦慮/對手術過程不了解及

擔心手術結果有關，潛在危險性傷害/與

手術臥位、術中使用電燒器止血有關，

知識增進的準備度：缺乏甲狀腺切除術

後照護的相關訊息等。

一、焦慮/對手術過程不了解及擔心手術結果有關 (3/23-3/25)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3/23
S：
1. 想到要開刀，我就

吃不下  ，也睡不

好。

2. 明天開刀時你會陪

我嗎？

3. 手術中，我都是睡

著嗎？醒來後就在

病房嗎？

4. 我可不可以帶護身

符進去開刀房？

5. 手術後我的聲音會

不會沙啞？機率多

大 ？
6. 傷口會多長？可以

縫漂亮一點嗎？

1. 3/ 23個案能說出內

心的感受，並自述

焦慮程度已減輕。

2. 3/23衛教結束個案能

夠了解並正確說出

手術過程。

1. 引導個案表達擔心害怕的

事情，並耐心傾聽內心的

感受。適時握住其雙手給

予安慰，建立互信關係。

2. 鼓勵個案聽喜歡的歌曲

或輕音樂，放鬆心情。

3. 讓個案及家屬知道筆者為

其手術期間的主護護士，

在手術期間均會陪伴在

旁。

4. 說明整個手術過程，如：

進入手術室後，會由打點

滴處給予麻醉藥，睡著後

會從嘴巴插入一根導管幫

助呼吸，甦醒後管子即會

移除。手術後會先至恢復

室觀察1小時，等待意識

清楚、生命徵象穩定後即

可返回病室。

1. 3 /23 個案主動說出聲

音對她真的很重要，

覺得聲音也是留給別

人的第一印象。

2. 3 /23 衛教後個案不再

流淚，表情較放鬆，

主動與筆者聊到在學

校參加歌唱比賽喜歡

唱蔡依林的歌，觀察

個案晚餐可以吃完ㄧ

碗飯。

3. 3 /23 個案表示：「我

已經清楚神經偵測系

統對我的手術是有幫

助的，我也可以了解

一些不可避免的因

素。」， 「看到手術

成功的例子我較不擔

心」。

4. 3/23 個案表示：「我

已經了解整個  手術

過程，放心多了」。

護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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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O：

1. 說話時表情凝重，

雙手緊握，不停流

淚。

2. 重複詢問關於手術

的過程與結果。

3. 親戚不成功的手術

經驗使其產生不確

定感。

4. 預定3  /  2 4施行雙

側全甲狀腺切除手

術。

3. 3 / 2 4 進入手術室

前，個案情緒平穩

沒有流淚、表情凝

重的表現，並能坦

然的面對手術  。

5. 與主治醫師一起訪視個  
案，配合使用喉返神經

偵測系統圖片及光碟，

解釋術中使用可幫助辨

識喉返神經的位置，並

解說手術風險。

6. 向個案保證手術時，會

提醒醫師於皮下一針一

針細心縫合傷口，並使

用美容膠布黏貼，請個

案放心。

7. 介紹鄰床行相同手術的

成功個案，增加個案對

手術的信心。

8. 向個案允諾，在手術過

程中會將護身符以紙膠

固定於手術帽內，保留

在身邊，請個案放心。

5. 3/24在手術室門口個

案看到筆者微笑表

示：「看到妳我覺得

很安心」。

6. 3/25主治醫師以軟式

內視鏡檢查個案雙側

聲帶活動對稱，並播

放術前檢查錄影與個

案及家屬共同觀看，

並做比較，確定聲帶

無麻痺情形，個案表

示：「我終於可以放

心了」。

7. 3/25術後訪視時，陪

同住院醫師幫個案

換藥，頸部傷口約7
㎝，拿鏡子讓個案觀

看，個案表示：「傷

口細細的一條，醫師

幫我縫的不錯」。

二、潛在危險性傷害/與手術臥位、術中使用電燒器止血有關(3/23-3/24)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3/23
O：
1. 個案行走、吃飯、
自床上坐起時，身
體功能活動正常。

3/24
1. 個案在手術後未因
使用電燒器止血造
成電燒傷，也無神
經 肌 肉 損 傷 的 情
形。

1. 術前檢查手術設備電燒
器、手術台功能正常。

2. 手術台鋪上全身脂肪減
壓墊，使用肩下與足跟
脂肪減壓墊，以頭圈固
定頭部，頸下墊柔軟棉
捲防止懸空。

3. 手術床單保持平整及乾
燥。

4. 雙手放置於身體兩側，
手掌掌心朝下微伸展，
使用壓手巾保護約束雙
手；手術床雙側床緣放
置L型保護架，預防轉動
手術台時手掉落；雙腳
使用約束帶固定，約束
帶與皮膚間留有兩指腹
空間。

5. 電刀迴路板橫貼於個案
的右大腿，避開骨突
處。

1. 手術結束後立即檢視
個案全身皮膚完整、
無發紅或破皮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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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三、知識增進的準備度/缺乏甲狀腺切除術後照護的相關訊息(3/23-3/26)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S：
3/23
1. 傷口在脖子，我要注
意什麼？

3/25
2. 甲狀腺都切除對我的
身體會有影響嗎？要
注意什麼事？

3. 還需要做什麼治療
嗎？

4. 我的頭不太敢上下左
右轉動，盡量不動傷
口是不是會比較沒有
疤？

3/23
1. 個案能正確說出
甲狀腺切除後的
注意事項。

3/23 
1. 告知術後傷口下會有引流
管，翻身或移位時應避免
拉扯及壓迫。

2. 教導從床上坐起時要以手
支托後頸部或側躺後手撐
著床鋪再坐起，頸部可
稍微上下左右約15度的轉
動，若要翻身或轉身則以
轉動身體的方式。

3. 衛教個案及家屬術後若個
案感到頸部腫脹、呼吸困
難要立即按呼叫鈴或直接
通知護理人員。

4. 衛教開始進食先以冰涼軟
質的布丁或冰淇淋，勿進
食太熱、太硬的食物。

3/25 
5. 衛教手術後容易感覺疲憊
及虛弱，應盡量休息，維
持規律的生活作息，及均
衡飲食，出院後可從事溫
和的運動如：散步、騎自
行車等。

1. 3 /23個案回覆示教從
床上坐起手托著後頸
部之動作，並能正確
說出注意事項。

2. 3/25個案表示以前不太
注重飲食，生了病後
會注意飲食均衡不偏
食，也盡量不熬夜。

3. 3 /25個案表示身體健
康就會維持外表的美
麗，因此會按時吃藥
及定期複診。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3/24
O：
1. 麻醉前檢查個案頭
部、背部、四肢皮
膚及骨突處皮膚完
整無發紅或受損情
形。

2. 個 案 接 受 全 身 麻
醉，無法活動。

3. 個案手術時間共 4
小時，肩下墊高，
採頸部伸展仰臥姿
勢 ， 床 頭 抬 高 3 0
度，手術台常向左
向右傾斜。

4. 術中使用電燒器，
傷口使用500㏄生理
食鹽水沖洗。

2. 除手術傷口外，其
他部分皮膚完整無
受損。

6. 個案身體以手術包布適
當及完全覆蓋，避免和
金屬與儀器接觸，防止
電刀使用時造成灼傷。

7. 電刀筆未使用時，放置
於絕緣的保護套內。

8. 沖洗傷口時，動作緩
和，保持無菌布單的乾
燥。

9. 手術結束後立刻檢查全
身皮膚及骨突處  如：
尾 骨是否有發紅的現
象。

2. 個案在恢復室清醒
後，身體功能活動正
常，無身體上的疼痛
主訴。

104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一
位
行
雙
側
全
甲
狀
腺
切
除
手
術
患
者
之
手
術
全
期
護
理
經
驗

主客觀資料 護理目標 護理措施 護理評值

O：
1. 3/24個案行雙側全甲
狀腺切除手術。

2. 3 / 2 5至病房探視個
案，會談過程個案眼
睛看向右側與筆者說
話，頸部一直維持伸
直姿勢，不敢上下左
右轉動，肩頸部不自
覺的聳起。

3. 主動詢問許多手術後
傷口注意事項及身體
照護問題。

3/25
2. 個案出院前能正
確說出出院後定
期回診追蹤的重
要性。

6. 了解個案術前未按時服用
藥物及回診的原因和疾病
相關知識、經驗，給予澄
清不正確的想法並強調按
時服藥及回診的重要性，
必要時提供甲狀腺疾病相
關文獻。

7. 與個案及家屬共同討論
能 提醒個案按時服藥的方
法，如：手機設定每日固
定時間鈴聲響起，出現該
吃藥的提示；或於個案的
梳妝台前貼一張提醒按時
吃藥的字條。

8. 配合衛教單的使用，告知
定期回診的重要性，如：
監測血中甲狀腺球蛋白濃
度，可掌握甲狀腺癌是否
有復發的跡象。並說明檢
查的時間在手術一年內，
每3個月檢查一次，一年
後每6個月檢查一次，如
果一切正常，兩年後一年
檢查一次。

4. 3/29出院後電訪，個案
告知晚餐後會和案母
一起去散步。

5. 4 / 6電話追蹤個案告
知已在自己的梳妝台
前貼一張提醒按時吃
藥的字條，都有按時
吃藥，姊姊也會提醒
她；筆記本也有記錄
回診的日期。

結論與討論

不論面臨的手術是大或小，都會對

人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本個案罹

患甲狀腺癌面臨甲狀腺全切除手術，且

擔心術後聲音沙啞而產生的高焦慮，筆

者於術前訪視時，運用傾聽與會談技巧

引導個案說出內心的感受，不斷的給予

關懷及心理支持，並藉由主治醫師的解

說，及成功個案的介紹，使個案能有信

心接受手術治療。筆者詳盡的手術過程

解說及相關衛教，讓個案知道即將發生

的事情，減少了因未知而產生的焦慮。

個案在進入手術室前即表示：「經過你

與醫師的解說，讓我了解整個手術過

程，我已經放心多了。」。手術中做好

事前保護措施並於術中嚴密監控，可以

避免手術過程的潛在性傷害。加強術後

之衛教，可以促進個案自我照顧能力

及有效利用健康照護系統。在3/29電訪

中個案表示：「這次的手術很感謝妳

給了我很大的幫助，讓我能順利的出

院。」，印證手術全期護理對個案及家

屬確實能提供正向與實質的幫助。

    由於健保制度的關係，病患通常

都在手術前一日才住院，而在決定手術

直到住院這段期間，病患也須歷經一段

內心的掙扎與調適。這段時期病患的焦

慮與害怕，若無專業護理人員適時的介

入，提供心理支持、適當的衛教與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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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病患對未知的恐懼將造成心理

壓力，進而影響生理功能之失調。但礙

於手術室排班每日跟刀無固定科別與人

力不足的限制，無法於門診期間接觸到

個案，協助個案解決住院前這段期間的

焦慮，乃為此次護理上的限制。在愈來

愈重視護理品質的現今，手術室護理人

員應努力追求專業上的成長，確實應用

手術全期護理實務，於手術前、後走入

病房接觸個案，了解個案潛在的問題及

心中的恐懼與需求，協助獲得身心靈上

的滿足及預防潛在性的傷害，早日恢復

健康，使個案能獲得個別性、連續性、

完整性的高品質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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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a perioperative assessment on a young female patient who 

underwent total thyroidectomy due to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The goal was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uneasiness and doubt of this surgery, and after assessment, the established health 

problems were anxiety, potential risk of injury, and insufficient and incorrect knowledge. In 

preoperative phase, the author relieved the patient’s surgery-induced anxiety with continual 

care and thoughtful mental support, and thorough explanation of surgical procedure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condition. During intraoperative phas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measures were applied as precaution to prevent injuries arisen from surgical positioning and 

electric cauterization. In postoperative phase, inform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on self-care 

post-thyroidectomy were provided in detail. The perioperative care given had covered the 

comprehensive needs of the patient, improving the patient’s confidence to face surgery, and 

return to regular life activitie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98-107)

Keywords:  perioperative nursing care,  thyroid cancer,  total thyroidectomy

107第十卷　第五期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照
顧
一
位
痛
風
性
關
節
炎
患
者
初
次
血
液
透
析
之
護
理
經
驗

前 言

依據行政院衛生署2008年資料顯示，

腎臟疾病佔國人十大死因第八位（行政

院衛生署，2008），而台灣透析人數逐

年增加，其中有92％末期腎病變須接受

長期血液透析治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腎

臟基金會，無日期)，痛風是一種源自於

核酸代謝異常或尿酸排泄減少的代謝疾

病，若發作頻繁會因血清或尿中的尿酸

值偏高而出現腎臟損傷，嚴重甚至發生

照顧一位

痛風性關節炎患者

初次血液透析之護理經驗

陳碧玉　許紫燕　黃碧華*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血液透析室護理師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居家護理師*
接受刊載：2011年5月11日
通訊作者地址：黃碧華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50號3樓之1
電話：886-7-7511131 分機2243　電子信箱：0006848@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一位長期罹患痛風性關節炎病患，因濫用偏方導致腎臟衰竭初次血液透析

之護理經驗。筆者於2009年1月3日至1月17日，護理期間運用Gordon十一項功能性健康

型態評估，發現個案有「潛在危險性跌倒」、「特定性知識缺失」及「無望感」等健康

問題。因個案長期為痛風性關節炎所苦，曾有幾次痛風石摘除開刀經驗，導致嚴重的跛

行，在面對需長期血液透析治療之打擊下而產生無望感，期間筆者主動關懷個案的需

求，並透由護理活動的介入，使個案增強自我控制，參與自我照顧及強化人際互動，此

外，藉由家屬的支持系統帶給個案希望的建立，為個案解決疑惑，以減少透析治療合併

症，另配合衛教單張的教導使其有明確依循方向，培養個案面對獨立自主的透析生活，

藉此護理經驗與大家分享，以提供護理人員日後照顧此類病患之參考。(志為護理，2011; 
10:5, 108-118 )

關鍵詞：痛風性關節炎、血液透析、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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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導致不可逆的末期腎臟疾病，須

終身靠血液透析治療來維持生命（鍾、

蔡，2006；黃，2004；Green, Harris, Lin, 

＆ Moylan, 2004/2006)，病患除了要面對

治療帶來的不適外，尚需面對個人心理

調適及經濟壓力等問題。

 個案因長期痛風性關節炎導致尿毒症

而無奈接受血液透析，又因擔心透析中

低血壓，透析瘻管穿刺不順利及憂心往

後須面對長期血液透析治療的壓力，使

其覺得無所適從，期望藉由護理措施的

介入，協助個案及早以正向態度面對透

析生活，為照護此個案之重點。

文獻查證

文獻查閱分別依痛風性關節炎與血液

透析、血液透析病患常見問題照護及透

析病患動靜脈瘻管的認知與照護等三部

份進行文獻探討。

一、痛風性關節炎與血液透析

痛風是一種極度疼痛的關節炎，其

乃由於核酸代謝異常及尿酸排泄減少

所引起，或因尿酸結晶沉積在關節及

其他組織而造成急慢性發炎（Dhoble, 

Balakrishnan, & Smith, 2008；Roddy, 

2008)。長期高尿酸血症可能引起痛風

性關節炎、高血脂症、糖尿病及心臟血

管疾病，若發作頻繁會因血清或尿中的

尿酸值偏高而出現腎臟損傷，然當腎臟

無法從血液中清除廢物及水份，病人必

須接受長期血液透析治療來延長生命

（鍾、蔡，2006；黃，2004；Daugirdas, 

Blake, ＆ Ing, 1994/2007；Green et al., 

2004/2006)。

二、血液透析患者常見身心症狀及照護

血液透析治療過程中病患可能出現頭

暈、心悸、嘔吐、噁心、低血壓等(李，

2004)，且身體衰退及承受長期病痛時易

有無望感，對未來常有負面的看法(葉、

葉，2007)，常見問題的護理如下：

(1)透析中低血壓的發生

透析中低血壓的定義是於血液透析中

收縮壓<100 mmHg，伴隨有暈眩、抽

筋、噁心、嘔吐、胸悶等症狀，若間隔

透析間體重過度增加，可藉由胸部X光

心肺比（cardiac thoracic ratio, CTR）來

評估，當心肺比大於50％者視為體液容

積過多，當發生時應停止超過濾作用、

減緩血流速度、採頭低腳高姿勢增加心

臟回流並給予病患100 -200 ml的0.9％

生理食鹽水後，再測量血壓及脈搏的

變化，發現血壓下降或處理方法不當，

易造成病患跌倒，甚至會危及生命安全

（丁、江、林、林，2007；江、陳、

黃，2008；黃、趙，2007）。

應採取以下措施：1.當步態不穩時需

使用輪椅或拐杖( RaO, 2005)。2.穿著合

宜的服飾及防滑的包鞋。3.張貼標示提

醒照顧者易跌倒的高危險群病患。4.適

當的照明及保持地面清潔乾燥。5 .廁

所應設置緊急鈴。6.告知會導致低血壓

藥物之注意事項（方、黃、柯、姜，

2007）。

(2) 無望感

當慢性腎衰竭導致長期透析，病患易

有依賴或獨立衝突、淡漠悲觀、負向思

考及情緒低落等且感到無望感 (張、張、

詹、詹，2004)，需以同理心，引導其說

出內心想法，藉由回顧過去如分享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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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事件，鼓勵參與自我照顧及人際互

動，以增加病患自我控制感及因應能力 

(葉、葉，2007；張等，2004)。

三、血液透析病患動靜脈瘻管之照護

血管通路是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線，

建立的血管若維護良好，可減少出血、

感染、阻塞等，瘻管使用後需壓迫止血

約10分鐘，若出現紅、腫、熱、痛、麻

刺等徵象，應迅速就醫，隨時觸診瘻管

是否有震顫感，應避免壓迫瘻管、穿過

緊的衣物、及患肢穿戴手錶等飾物、注

意肢體保暖，而每天掌握軟式橡皮球3-4

次，每次10-15分鐘，用手壓迫或輕綁止

血帶於患肢上臂，可使新建立瘻管擴張

（林、謝，2007）。

個案簡介

一、基本資料

孫先生，67歲，已婚，育有2子1女，

宗教信仰為道教，慣說台語，不識字，

年輕時從事捕魚工作，55歲已退休，目

前與妻子及兒子同住，女兒為主要經濟

來源，家庭圖譜如圖一。

二、過去病史�

個案有高血壓十年及痛風病史約十八

年，規則服藥，1999年曾兩次開刀摘取

痛風石。2002年10月曾因急性腎炎住院

治療，發現有慢性腎臟疾病，出院後持

續門診追蹤檢查。2008年6月抽血檢查

BUN:94.6mg/dl、creatinine(Cr）:7.07mg/

dl，為第五期末期慢性腎衰竭，因病況

持續惡化，個案於2008年11月經醫師建

議接受右手動靜脈瘻管手術。 

三、求醫過程

此次因一週前，自覺腹脹、噁心嘔

吐、尿量減少、下肢水腫，2008年12

月4日入院抽血檢查BUN:129 mg/dl、Cr 

:14.22mg/dl，診斷為慢性腎衰竭，醫師

建議住院透析治療，行右頸處雙腔動靜

脈迴路導管置入術，並緊急透析，2008

年12月9日超音波顯示左側腎臟萎縮至

70歲

42歲
精神疾病

35歲
待業中

32歲 35歲

67歲 64歲
高血壓

65歲
不詳

63歲 59歲 57歲 55歲 53歲

不詳不詳

圖一 家庭圖譜

110



Volume 10 . Number 5 . October 2011

照
顧
一
位
痛
風
性
關
節
炎
患
者
初
次
血
液
透
析
之
護
理
經
驗

4.7公分，右側萎縮至7公分，經確立診

斷為慢性腎實質病變，須接受長期血液

透析，2008年12月10日病況穩定出院，

安排每週血液透析三次。

四、護理評估

護理期間利用每週二、四、六行血液

透析期間，依Gordon十一項功能性健康

型態評估，予以分析如下：

（一）健康感受及健康處理型態

個案表示無服藥過敏情形，不抽煙、

喝酒，從未做健檢，感冒會至診所求

治，罹患高血壓及痛風等疾病，會規則

服藥但偶會嘗試服用降尿酸偏方。12/6

抽血urine acid:11.1 mg/dl，醫師予開立 

colchicine及allopurinol每日各一顆口服，

個案訴：「毒素越來越高時，醫師建議

洗腎，沒想到這麼快，是不是吃降尿酸

的藥及偏方造成耶」？經護理指導後，

個案了解發現尿酸偏高，除高普呤飲食

限制如酒類、海產等，應由風濕科醫師

詳診，是否有造成尿酸偏高的潛在性疾

病，同時追蹤腎功能狀況，並控制血

壓、血糖、血脂等，不買非醫療場所或

其他來源不明中藥品。

（二）營養與代謝型態

個案身高：159公分，乾燥體重：66.5

公斤(理想體重:55.3公斤)，身體質量指數

(BMI)為26.3kg/ｍ²(正常值20-25)：有過重

情形，1/8抽血檢驗結果total protein:6.91g/

dl、albumin:3.37 g/dl、Hb:8.4gm/dl。有貧

血及白蛋白低下情形，個案牙齒壞掉兩

三顆未裝假牙，不影響咀嚼功能，案妻

表示「個案早餐及午餐皆以米飯為主，

魚、菜少量，會自作牛肉丸每日3-4顆增

加營養」，個案腳背、腳跟、膝蓋多處

結節，色素沉著抓痕傷口，手指、關節

手肘、多處痛風石。

（三）排泄型態

個案未透析前每日解尿約2,000cc，目

前解尿約100-200cc/日，顏色呈黃、偶有

泡沫尿，依醫囑每日睡前Hytrin(良性攝

護腺肥大藥物)口服1顆，約2-3天排便一

次，少至中量為軟便，腹部外觀微凸，

兩側對稱無腫塊，腸蠕動音為11-15次/

分，叩診無鼓音。個案偶而發生便祕情

形，睡前口服Duphalac liquid 10cc瀉劑會

改善。

（四）活動與運動型態

個案從事靜態生活居多，偶因痛風

性關節炎發作致輕微跛行，膝蓋微彎

屈、外展，右手大姆指、中指，及左手

無名指近端關節皆腫脹變厚、變形，

1/6「我的膝蓋不太敢做運動，怕運動

會發作會疼痛！」，1/8「我很擔心彎

曲膝蓋」，評估個案肌力：雙上肢4-5

分，雙下肢：4分，膝關節ROM (range 

of motion exercise；關節活動運動)彎曲

大於90度困難，1/8協助個案下床時，

步態不穩微發抖。個案1/7體重67.2kg，

1/10體重71kg，三天共增加3.8公斤，故

依醫囑增加單次脫水量0.5公斤，當日

透析前血壓92/55mmHg，心跳：80-87

次/分、呼吸20-24次/分，透析中血壓降

至88/49mmHg，對呼叫反應慢，全身

盜汗予200 ml的0.9％生理食鹽水灌注

後恢復意識及血壓，透析結束後血壓

110/70mmHg、坐起血壓111/55mmHg。

1/8主訴「我走路100公尺就會頭暈、胸

口緊緊的就想休息」、「開始洗腎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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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到疲憊、全身無力」，「我害怕下

床活動後頭暈」，個案於1/8至1/10透析

中皆有透析低血壓發生，約血壓下降至

86-92/45-55mmHg，且四肢末稍血循微

冰冷、有抽筋情形，評估個案有「潛在

危險性跌倒」。

（五）睡眠與休息型態

個案每天晚上10點就寢，早上約六、

七點起床，無午睡習慣，常透析當天返

家疲累，但半夜醒來多次，不會依賴安

眠藥。通常至透析隔天晚上才好入眠，

夜間總睡眠時數約5-8小時，白天注意力

及精神尚可。 

（六）認知及感受型態

個案意識清楚，無使用助聽器，1/6

主訴「小姐我很擔心血筋(台語)不好注

射，熱敷時我會使用熱一點水，以免很

快就冷了！」，1/8「左手掌握住右手上

臂加壓，這樣我很吃力！」、「熱敷時

約一次四十分鐘，握球想到才握」，個

案2008年11月建立右手上臂自體瘻管，

觸診動脈端皮膚薄且血管接近表層、靜

脈血管深沉且細小，注射時常有血管破

裂瘀青情形，回覆示教時發現個案熱敷

及握球方式不正確，經醫護人員予以解

釋及指導，個案可接受，評估個案有

「特定性知識缺失」。

（七）自我感受及自我概念型態

1/8主訴「生病以後感到身體越來越不

好，也沒自信了」，個案搖頭表示（且

眼角泛起淚光）「我很久以來很少出

門」，說話時直視前方，皺眉。1/ 10「痛

風性關節炎困擾我很久，現在又遇到洗

腰子(台語) ，我這輩子真累！死了就算

了！」說完後，話變少了、閉目、不斷

的嘆氣搖頭「我無效了！」個案無法以

有效行為來適應所受的衝擊與改變，評

估個案有「無望感」的健康問題。

（八）角色與關係型態

個案大兒子因高中功課等壓力而發病

目前精神科門診追蹤，但大兒子為主要

照顧者會陪同個案到院透析，二兒子目

前找不到工作待業中，「女兒回來都會

塞5000元給我當零用錢！」個案平日與

女兒互動較好，每月靠漁會及殘障手冊

補助約領10,000元，住大廈六樓的國宅

仍有貸款，經濟並不富裕。

（九）性與生殖型態

夫妻兩同住一起，年輕時太太曾流產

過兩三次後育有兩男一女，年輕時聚少

離多，約10-20天一次性生活，猶如小別

勝新婚，老來伴現在更為珍惜，但年邁

體力因生病而每況愈下，少有性慾，夫

妻喜逗嘴互相討侃，表示親密。

（十）因應及壓力耐受型態

個案性情開朗，透析後家中事情皆放

手老婆處理，當面對問題時偶有意見不

合，但個案不計較，因體諒案妻年輕時

為他吃了不少苦，對於醫護人員衛教會

主動詢問題，希望未來生活能獨立不依

賴家人。

（十一）價值與信念型態

個案信奉道教，年輕時因職業的關

係，會以廟宇拜拜方式，來求船隻平安

歸來，平時並不會迷信於怪力亂神，認

為尋求醫療人員，對於病情才有幫助。

五、問題確立

經由整體性評估後，發現個案有：潛

在危險性跌倒、特定性知識缺失及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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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健康問題，詳述如下：

護理計畫

護理目標：
1.個案於1/17前能瞭解透析低血壓發生原因及說出預防跌倒等意外之處理至少三項。2.個案能口頭表示增
加活動後無出現不良生理反應。

護理措施 評值

一、預防低血壓：

1-1 透析前詢問個案前次透析後有無頭暈、耳

鳴、抽筋等及觀察調整後的乾燥體重是否

適當。

1-2 透析前測量個案血壓並適情況給予鼻導管

氧氣使用。

1-3 每小時以生理監視器持續監測個案的心跳

速率、血壓變化和意識狀態並記錄。

1-4 透析中個案發生血壓下降，馬上停止超過

濾作用，必要時給予100-200ml的生理食

鹽水，血液流速由250cc/分減緩為220cc/
分，使其採頭低腳高姿勢以增加心臟回

流，再測量血壓及脈搏的變化情形。 
1-5 瞭解個案用藥情形及與醫師討論是否有引

起血壓下降的藥物。

1.1/8 個案透析中血壓約90/56~120/60mmHg，心跳

72~80次/分因洗後抽筋、耳鳴，將乾燥體重由

66.5改為67公斤，透析結束作胸部x-ray檢查，

瞭解CTR為49%，並且護理人員已請醫師向個

案解釋此乾燥體重會隨患者情況調整，通常

CTR值百分比在50%以下，肺部肋膜沒積水時

可將透析前體重視為乾燥體重。

   1/13 個案瞭解兩次透析間體重勿增加太多，否則

透析中因脫水太多而降血壓。

   1/17 透析中仍有降血壓，採頭低腳高姿勢後血壓

穩定，當天因血壓低，睡前口服Hytrin 1顆
2mg，依醫囑暫停口服，並向個案說明此藥

副作用會降低血壓。

2.1/10 個案透析後血壓若太低，會先坐床邊約十分

鐘待血壓平順後再下床。其穿著拖鞋但有止

滑效果。 

問題一：潛在危險性跌倒/與透析中低血壓、暈眩及制動有關（2009/1/8-/1/17）

主觀資料 客觀資料

1. 1/6「我的膝關節儘量不太敢做運動，怕

運動會發作會疼痛！」

2. 1/8「我走路100公尺就因為頭暈、胸口

緊緊的，就想休息」。

3. 1/8「開始洗腎後時常感到疲憊、全身無

力」、「我害怕下床活動後頭暈」。

1.  1/7體重67.2kg，1/10體重71kg，三天共上升3.8公
斤，增加單次脫水量0 .5公斤，當日透析前血壓

92/55mmHg，透析中血壓降至88/49mmHg，予叫喚

反應慢、全身盜汗。

2. 個案1/8至1/10透析中皆有透析低血壓發生，約血壓

下降至86-92/45-55mmHg，四肢末稍血循微冰冷、抽

筋。

3. 個案睡前口服1顆Hytrin 2mg。
4.1/8抽血報告Hb:8.4gm/dl 、Alb:3.37 g/dl。
5. 個案67歲，目前下肢膝蓋微彎屈、外展，步態緩慢不

穩，透析結束需使用輪椅。

6. 1/8 評估個案肌力：雙上肢4-5分。雙下肢：4分、膝

關節(正常0-125度)ROM彎曲大於90度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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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措施 評值

1-6 必要時依醫囑執行胸部X光檢查，並向個案說

明此檢查是為了了解是否有過多的水分鬱積在

肺部，以利醫師調整透析脫水量。

二、預防跌倒：

2-1 透析前及透析結束後皆須測量平躺及坐姿血

壓，若有姿勢性低血壓時須採漸進式移位，

如：先坐於床邊5-10分鐘，待血壓穩定後再下

床。

2-2 個案下床後，評估其是否穿戴合適的鞋子。

2-3 移除環境危險物  (如濕滑的地板、拖鞋、電

線、等) 地面須保持清潔乾燥及適當的照明。

2-4 利用預防跌倒衛教單張如鼓勵個案來院透析使

用拐杖或輪椅等、等待電梯時旁邊設置的椅子

及家中浴室增加扶手。

2-5 確實交班此個案為跌倒高危險群病患，並貼上

黃色圓型「預防跌倒」之標示牌於血液透析記

錄夾外，以提醒同仁注意。

三、維持關節活動量

1-1 評估個案肌力及對增加活動的意願。

1-2 鼓勵日常活動儘量讓個案採獨立且漸進式方式

如下床、站立、拿東西等，勿依賴家人幫忙。 
1-3 在個案忍受範圍下協助做指、腕、肘、肩、

踝、膝及髖關節屈曲、伸展運動，如：足背下

壓5秒上屈5秒及左右旋轉踝關節一次，每日至

少3次每次持續5分鐘。

1-4 向個案說明當感到疼痛不舒適時，必要時請醫

師評估給予止痛藥。

1-5 教導可在床上做的運動如採空的腳踏車，並適

情況增加次數及時間。

   1/15 個案可出說透析結束後，先坐於床邊一

下，血壓穩定後再下床、穿不打滑的鞋

子及地面保持乾燥來預防跌倒。

   1/17 個案無跌倒事件發生。

3.1/10 執行膝關節運動時，會要求動作輕柔慢

一點，表示害怕執行此動作。

   1/17 個案自訴於家中會仰臥作採空的腳踏車

約5分鐘，評估個案肌力：雙上肢5分，

雙下肢：4-5分，觀察個案由家屬協助行

走時步伐穩固。

問題二：特定性知識缺失/與瘻管熱敷及握球運動方法錯誤有關（2009/1/6-/1/15）

主觀資料 客觀資料

1.1/6「熱敷時我會使用熱一點水，以免
很快就冷了！」。

2.1/8「熱敷時約一次四十分鐘，握球想
到才握」」。「左手掌握住右手上臂加
壓，這樣我很吃力」。

1.個案右手上臂自體瘻管置，動脈端皮膚薄且血管接近
表層、靜脈血管深沉且細小，注射易有血管破裂瘀青。

2.1/8示教時發現個案自體瘻管熱敷及握球方式不對。

3.個案未受教育識字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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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目標：
個案1/15前能正確執行瘻管熱敷及握球運動方法且說出5項瘻管自我照護注意事項。

護理措施 評值

一、動靜脈瘻管的照護

1-1 透析前使用聽診器衛教個案認識瘻管方向，示教聽診血

流聲使其有參與感。      
1-2 教導個案透析後若有血腫形成，24小時內要冰敷以達止

血、止痛；24小時後再以熱敷以促進血循及消腫。 
1-3 向個案解釋患肢不可打針、抽血、量血壓、勿戴手錶、

手環、飾物及勿當枕頭睡覺。

1-4 教導個案自我觀察瘻管是否紅、腫、熱、痛等感染應迅

速就醫。

二、瘻管熱敷及握球運動：

2-1 向個案說明熱敷時的水溫以手肘內側不燙手為原則（約

為43度），以免燙傷皮膚。

2-2 教導個案並請家屬協助，於透析24小時後利用三餐飯後

及看電視時間進行握球運動，先熱敷10-15 分鐘，握球

時口頭1數到10秒後放開，重複運動20-30分鐘。

2-3 同時進行握球運動，用手壓迫或輕綁止血帶於患肢上臂

使新建立瘻管擴張。

「1/10個案現在每日二至三次握球，

熱敷約30分鐘，流速250cc/分，瘻管

彈性佳，外觀皮膚完整。

1/13個案可說出瘻管自我照護5項：

1.透析結束後傷口不可以弄濕。

2.不可提重物。

3.隨時用手接觸有震動感。

4. 可說出皮膚有紅、腫、熱、痛為感

染徵兆，須馬上就醫。

5. 洗腎完一天內，不可做熱敷及握球

運動會有滲血情形。

1/15動脈端瘻管黏貼膠布處皮膚微

紅，但無腫、熱、痛等感染現象，個

案表示疑似因貼膠布過敏引起，而避

開患部黏貼，再觀察皮膚微紅、過敏

情形有無改善。

護理目標：
1/17前個案能說出心中的感受及壓力問題且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並配合治療。

護理措施 評值

1. 主動關懷個案並上前打招呼，詢問上次透

析後有無頭暈、抽筋等不適。

2. 協助個案採舒適臥姿，滿足個案身體舒

適，建立信任感。

3. 接受個案沉默、憤怒情緒，利用陪伴及輕

撫肩膀對個案的關懷。

1/10個案以言語表示害怕成為家人負擔。

1/13 個案對於透析瘻管功能進步，隨著穿刺失敗率

減少，覺得來透析壓力減輕不少，一定會持續

配合熱敷及握球的活動。

1/15 個案希望以後像鄰床透析的阿伯皆靠自己很獨

立。 

問題三：無望感/與長期慢性病及末期腎衰竭有關 （2009/1/8-/1/17）

主觀資料 客觀資料

1. 1/8「生病以後感到身體越來越不好，

也沒自信了」、「我很久以來很少出

門」。

2. 1/10「痛風性關節炎困擾我很久，現在

又遇到洗腰子(台語)我這輩子真累！死

了就算了！」、「我無效了！」。

1.1/8個案搖頭表示且眼角泛起淚光。

2 1/10說話時直視前方，皺眉。

3個案說完後話變少了、閉目、不斷的嘆氣搖頭

4. 個案痛風病史約十八年，目前診斷尿毒症須接受長期

血液透析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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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本篇報告主要探討一位長期罹患痛

風性關節炎病患，導致嚴重腎臟衰竭併

血液透析治療之護理經驗，在護理個案

期間，筆者發現個案透析中的低血壓問

題會危及生命安全，故以穩定生命徵象

及減緩身體不適為優先考量。再者，透

析後跌倒的預防措施對個案亦顯重要，

故當個案症狀獲得緩解，體力狀況較恢

復的情況下，適時佐以輪椅、助行器等

輔具，指導各項復健運動，維持關節的

良好功能可避免跌倒的發生。而透析下

針前仔細評估其血管功能，慎選下針部

位以減少穿刺失敗率，教導個案瘻管正

確熱敷及握球方法等，皆可延長病患透

析血管的功能及增加存活率（林、謝，

2007）。

在會談中發現個案在得知需接受靜脈

瘻管吻合手術及面臨血液透析治療時，

對未來人生及日後生活照顧感到茫然、

無望，而出現無望感之徵象，故筆者藉

由主動關懷及不時提供血液透析之相關

醫療訊息，與個案建立良好的護病關

係，以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觀點切入，不

時地鼓勵，使其重建希望，增加自我肯

定。

在歷經一個月主護照顧，雖不能完

全終止透析併發症如：透析中低血壓發

生，但在照護期間未有跌倒事件，而個

案透析瘻管也因循正確熱敷及握球方

法，日漸富有彈性且無感染和阻塞情

護理措施 評值

4. 增加探視個案次數及時間，讓個案有被關

心的感覺。

5. 藉由每次透析時，以回顧生活方式引導個

案說出內心感受，並同理其想法。

6. 鼓勵個案參與自我照顧如血壓的測量、瘻

管熱敷及握球等。

7. 隨時告知個案透析過程有進步的情形如：

瘻管的功能及彈性改善。

8. 引導個案談論有興趣的話題或經驗，例

如：年輕時跑船當船長的經驗。

9. 提供臨床上，罹患痛風合併血液透析控制

良好的成功案例給個案及家屬。

10. 對於個案有正向情緒時給予稱讚。

11. 鼓勵案妻及子女參與治療活動，並介紹鄰

床透析10年的腎友，以協助個案及早適應

疾病。

12. 提供個案選擇機會以增加自我控制感如：

(1)透析時幫個案協助戴上耳機，讓其選

擇喜好電視節目及適當音量(2)透析時讓

其選擇下針部位。

1/17   來透析時會先會探視隔壁床腎友並與之交談。

且案妻表示個案外出散步、頻率增加，臉上掛

著笑臉回應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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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目前可承受每週三次頻繁注射。

筆者服務的血液透析室為門診單位，

因停留時間短暫，故鮮有較長的時間來

處理個案的心理問題，僅能藉由透析當

日及電訪來關懷其內心需求，這是在照

顧個案時，所感到的一項限制。而單位

未有腎友會及初次血液透析之講座舉

辦，更限制了衛教的成效，故在此建議

應定期舉辦腎友會活動以增加其支持系

統，此外，對於初次透析的病患及家

屬，應加強透析之護理指導，並提供瘻

管照護手冊及飲食衛教單張，藉由出院

準備服務小組持續追蹤管路照護的情

形，定能真正落實衛教指導嘉惠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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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Bi-Yu Chen, Tzu-Yen Hsu, Pi-Hua Huang*

RN, Hemodialysis Room, Kaohsiung Municpal Hsiao-kang Hospital; RN, Home Care nursing of Kaohsiung 
Municipal Min Sheng Hospital*
Accepted: May 11, 2011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Pi-hua Huang, No. 134, Kaisyuan 2nd Rd., Lingya District, Kaohsiung 802, Taiwan, 
ROC. Tel: 886-7-751-1131 ext.2243; E-mail: 0006848@g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chronic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 

receiving first dialysis treatment due to kidney failure resulted from prescription abuse.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from Jan 3rd to Jan 17th 2009, Gordon eleven functional health 

pattern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atient, and following health risks were identified: risk of 

falls, physical disability, deficiency in specific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contracted disease, 

and a sense of hopelessnes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rheumatoid arthritis, the patient had 

several surgical experiences for tophus removal leading to severe lameness, and dialysis 

treatment was a double whammy for the patient, resulting in hopelessness.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the author initiatively cared for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and through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patient exhibited improved self-control, self-care and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By establishing a family support system, the author aided 

the patient in building hope, and resolved doubts regarding dialysis treatment to reduce 

further complications. Therapeutic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better self-

care behavior of the patient. The author wishes to share this nursing experience as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personnel when encountering similar case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108-118)

Keywords: dialysis,  nurs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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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民健康局2007年防治工作手冊指

出代謝症候群盛行率約為15~30%；洪

等(2010)發現嘉義縣某山地鄉盛行率為

42.6%，內文引述黃惠萍等於2008年屏

東地區原住民盛行率為83.3%；代謝症

候群為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聚合及國

人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行政院原住民委

員會(2010)公布原住民的平均餘命偏低

及死亡率高；其心臟疾病死亡率由2006

照護一位原住民罹患

主動脈瓣狹窄行瓣膜

置換術後護理經驗

吳郁梅　李欣慈*　田培英*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專科護理師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講師*
接受刊載：2011年6月15日
通訊作者地址：田培英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電話：886-3-857-2158-412    電子信箱：amytien@tccn.edu.tw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一位罹患風濕性心臟疾病之原住民女性，因未規則服用藥物及生活型態不

良，導致心臟功能嚴重受損，進而入院接受瓣膜置換術治療。照護期間自2009年11月23
至11月27日，筆者藉由主動關懷及醫護聯合討論會探討病程的變化及運用Gordon 11項健

康功能型態評估，確立其主要護理問題為：心輸出量減少、健康維護能力改變及潛在危

險性出血。整合個案醫療照護的迫切性措施為：維持血液動力學穩定，改善心輸出量；

協助個案落實自我照護能力並預防因原民活動引發的合併症；規則服用慢性病藥物及抗

凝血劑之重要性，說明藥物與生活習慣之相關性。鑒於本文結果，建議醫護人員應了解

原民文化與日常生活型態對疾病的影響，提供合適的護理措施並促進其健康。(志為護

理，2011; 10:5, 119-128 )

關鍵詞：主動脈瓣狹窄、瓣膜置換、原住民、代謝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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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8.7%上升至2008年的10%。成人瓣

膜性心臟疾病中，以風濕熱引起瓣膜性

心臟病最為常見，好犯於二尖瓣與主動

脈瓣(梁、高，2007)。研究指出嚴重主

動脈狹窄患者，其二年內死亡率高達

50%(Coeytaus, Williams Jr, Gary, & Wang, 

2010)；能接受手術者，死亡率則可降至

3~5%(Alghamdi, Elmistekawy, Singh, & 

Latter, 2010；Coeytaus et al., 2010)。本

文描述一位原住民婦女，風濕熱感染導

致主動脈瓣狹窄，引發心臟衰竭，須接

受瓣膜置換術治療。照顧期間個案需正

視規則服藥行為、需了解原民生活習慣

對心臟的影響性和需落實健康促進的責

任。撰寫本文乃是期望與同儕做經驗分

享，提升整體照護品質。

文獻查證

一、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型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0)統計臺灣

原住民婦女人口數約為249,725人；常因

經濟壓力(93.5%)、醫療資源與就醫環境

(78.3%)、事故傷害(69.6%)及飲食文化

(45.7%)等影響健康(彭、蔡、林、呂，

2006)。洪等(2010)發現整合式篩檢中，

介於41~64歲間之原住民，罹患代謝症候

群盛行率為45.3%，有喝酒者佔60%、吸

菸者佔34.6%及嚼食檳榔者為28%等，此

等相關危險因素，會引起發炎症反應，

增加罹患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梁、高，

2007)。

二、瓣膜性心臟病-主動脈瓣狹窄

主動脈瓣膜受到鈣化或風濕熱感染

易導致狹窄，造成後負荷增加，導致心

輸出量減少(Sandra, Martha, Carol, & 

Margot, 2008)。典型臨床症狀為心絞

痛、暈厥及心臟衰竭的情形(Coeytaux 

et al., 2010；Grimard & Larson, 2008)。

心臟衰竭治療重點為增加心臟幫浦功

能：兒茶酚胺類 (dopamine)及氧氣治

療；穩定心律不整：抗心律不整藥物

(amiodarone)；減輕心臟工作負荷：利

尿劑 ( las ix)使用、限制鈉及體液攝取

及採取半坐臥式休息(梁、高，2007；

Tierney, McPhee, & Papadakis, 2003；

Vahanian et al., 2007)。風濕熱的治療

重點為控制感染引起的瓣膜性心臟病，

以盤尼西林為首選藥物；教導瓣膜功能

不良徵象，如心絞痛、呼吸困難或暈眩

等症狀，應儘早就醫處理；預防心臟再

次損傷，需避免接觸上呼吸道感染者

或接觸牙科治療時，應向醫師說明病

史；若出現發燒、喉嚨痛、淋巴結腫痛

等，應儘速就醫；應按時服用抗生素，

不可自行中斷(梁、高，2007; Tierney 

et al., 2003；Vahanian et al., 2007)。心

臟瓣膜嚴重損傷時，需進行瓣膜置換

手術(Sandra et al., 2008)，Carsso等學

者(2011)指出有頭暈及心絞痛症狀之主

動脈瓣狹窄者又不接受手術僅3年存活

率；有充血性心臟衰竭者又不接受手術

其存活率降至1.5~2年；Alghamdi等學

者(2010)針對268位行主動脈瓣膜置換術

後第19天至3.5年期間，行內視鏡心臟

攝影檢查，可發現二尖辦逆流獲得改善

者占164人(61%)；Carsso等(2011)指出

心臟瓣膜置換術後除可增加左心室射出

量外，其心臟大小亦逐漸恢復至正常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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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瓣膜置換手術後照護

綜合多位學者(梁、高，2007；Sandra 

et al., 2008；Tierney et al., 2003)針對心臟

手術護理，乃以維持全身組織灌流量及

改善低心輸出量為主。護理措施包含：

持續評估血液動力學變化與適當處置，

如：生命徵象、心電圖變化、輸出入量

平衡及意識狀況；定時監測相關數據與

醫療處置，如：體液電解質、肺動脈楔

壓、心輸出量及心臟功能指數變化；侵

入性導管照護，如：胸管引流護理、傷

口護理與導尿管護理等。

四、瓣膜置換手術後出院準備服務

英國國家病人安全機構 ( N a t i o n a l 

Patient Safety Agency, NPSA)在1990至

2002年間對600位使用抗凝血劑患者做追

蹤調查發現，其中120位(20%)因未規則

監測凝血時間與藥物交互作用而導致死

亡(Murray, 2007)。更換機械性瓣膜者，

必須規則且終生服用抗凝血劑，定期抽

血監測凝血酶原時間並控制於國際比值

(INR)2~2.5之間(Vahanian et al., 2007)，

最高可控制於INR 3.5 (Murray, 2007)；風

溼熱或鬱血性心臟衰竭引發心房纖維顫

動者則控制於INR 2.5 (Baglin, Keeling, & 

Watson, 2005)。在使用抗凝血劑時，醫

護人員需注意與衛教個案出血徵象，如

牙齦出血、血尿、血便、身體出現不明

瘀青或流鼻血等，應立即返診；需教導

定期抽血、監測INR值，必要時調整藥

物劑量之重要性(梁、高，2007)；需熟

悉嚴重出血或使用過量抗凝劑時，可用

新鮮冷凍血漿(fresh frozen plasma；FFP)

得以緊急中止口服抗凝劑(warfarin) 之抗

凝效果；非緊急時可用靜脈注射或口服

Vitamin K改善出血(Baglin et al., 2005)。

抗凝血藥物使用期間應注意維生素K含

量高的食物如：菠菜、高麗菜、椰菜等

攝入量保持一致(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2009)。

彭等(2006)量性研究調查發現，原住民

婦女對健康教育與醫療服務的需求為：

慢性病防治(91%)、酗酒(89.1%)、體重

控制與營養保健(84.8%)及吸菸(76.1%)。

針對質性分析結果，影響健康的文化因

素為生食、菸、酒和檳榔等；在傳統文

化下也影響就醫行為(彭等，2006)。改

善生活習慣與品質的策略為：加強飲酒

知識的學習，如對心血管的影響、抗凝

劑與酒精用量之相關性及避免意外事故

發生(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2009)；提供正確的紓

解壓力方式，需避免因暴飲暴食及酗酒

造成的慢性疾病發生(梁、高，2007)；

及培養健康休閒習慣，如降低飲酒狂

歡，發揮原住民歌唱及跳舞才華。

護理過程

一、個案簡介及家族史

蘇女士，44歲，已婚，太魯閣族人，

教育程度為初中畢業，習慣用語為國語

及太魯閣族語。案父患有高血壓及心臟

病史，案母則有高血壓及糖尿病史，家

庭樹如圖一。

二、過去病史

個案喝酒、抽菸及吃檳榔習慣已維持

20年；高血壓病史10年以上，91年診斷

出酒精中毒、鬱血性心臟衰竭及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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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9月行心臟超音波檢查LVEF:52%，

診斷為風濕性心臟病合併中至重度主動

脈瓣閉鎖不全及狹窄；因經濟困難及對

疾病嚴重度不了解，轉門診治療。

三、疾病治療經過

個案主訴因心臟衰竭問題斷續於門診

追蹤，98年11月初因發燒、呼吸困難、

胸悶不適入院，11月5日行心導管檢查

後診斷為重度主動脈瓣狹窄、逆流，

LVEF：38%，會診心臟胸腔外科預行手

術；但因案母突然往生，故先返回家中

處理後事。此次於11月20日入院行手術

前評估與症狀處置，於11月23日進行主

動脈瓣置換手術，當日轉外科加護病房

心臟照護。 

四、護理評估

筆者照護期間於2009年11月23日至11

月27日，藉由觀察、身體評估、會談及

舊病歷等方式收集資料，並運用Gordon 

11項功能性健康評估，內容彙整如下：

（一）健康感受-健康處理型態

個案主訴：「身體以前很好，自從

心臟有問題後，這幾年才變得比較不

好」、「其實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也

會想去看病，但是我先生打零工，收入

不穩定，我自己又沒有工作」、「我沒

錢，不舒服時，我不會去藥房買藥」。

高血壓病史，未規則服用藥物控制，

個案表示：「沒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吃

藥」、「每天喝約0.5-1瓶米酒及抽1包

菸」、「吃東西跟吃藥有什麼關係」、

「我也很想戒菸、戒酒，但是看到大家

都在抽菸、喝酒，自己不做，好像很奇

怪」、「沒有抽菸、喝酒，身體有點不

舒服的感覺」；對於此次住院手術，個

案表示不清楚病情會如此嚴重，並且以

為吃藥控制，能改善病情；手術後個案

表示：「醫師說開完刀後要長期吃藥，

血管才會通，心臟才不會塞住」、「醫

師說我太胖要減肥，膽固醇也很高，血

管容易塞住」；個案表示：「醫師都說

的這麼嚴重，以後我會按時吃藥」。護

理問題為健康維護能力改變/與長期使用

菸酒及疾病認知不足有關。

（二）營養代謝型態

個案身高153公分，體重78公斤，理

想體重為51.5公斤，身體質量指數為

33.3，膚色正常，口腔黏膜完整，因蛀

圖一 家族樹

44歲

25歲

50歲

8歲

男性

女性

死亡女性

個案

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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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及嚼食檳榔，齒顏色呈黃黑色、無出

血。主訴住院前因喪事及病情影響，食

慾較差、吃不下東西，當時每日攝食量

約為1~2碗白飯，蔬菜2份、一份肉類；

住院後每日平均攝食量為2碗白飯、4

份蔬菜、2份豆類食品及2份水果，熱

量約1,700卡/天。手術後血紅素維持於

11~13g/dl、血容積於34~40%之間，術後

Comadin 2mg PO QD使用、維持INR：

2.5。護理問題為重度肥胖及潛在危險性

出血：/與抗凝血劑使用及不良生活型態

有關。

（三）排泄型態

術後二日，雙下肢呈現凹陷型水腫一

價，依醫囑每日限水量為1公升，利尿劑

使用下，小便量1,500~2,000ml之間；腸

蠕音為9~12次/分，腹部柔軟，未有觸、

壓痛感，每2天排便1次；無此方面護理

問題。

（四）活動及運動型態

主訴入院前稍微費力活動，即感到

胸悶、心悸、呼吸困難，甚至睡覺時

無法躺下休息，因此已許久未外出工

作，家事多由先生完成，偶會協助簡單

較不費力的活動如：煮水、倒垃圾。

術後第一日，無起立性低血壓，協助

下床行走約十公尺即感呼吸困難、頭

暈不適，呼吸次數為25~35次/分間、心

跳110~120次/分，休息五分鐘後可逐漸

緩解。術後休息時，呼吸速率為16~24

次/分，心跳80~90次/分，略有手抖情

形；鼻套管3L/min使用下，SpO2可維

持於96~99%間。術後二日CXR：雙肺

呈現浸潤，夜間使用VPAP協助換氣。

血壓維持110~120mmHg，右心房壓力

3~5mmHg，肺動脈楔壓18mmHg，心輸

出量3.5~3.8L/min。心電圖持續呈現心房

纖維顫動，無心雜音。護理問題為心輸

出量減少/與心臟瓣膜缺損及心臟手術有

關。

（五）睡眠休息型態

在家睡眠時間長，會因呼吸困難或無

法平躺，而中斷睡眠。個案訴：「喝酒

能幫助睡眠」，無使用鎮靜安眠藥。手

術後出現酒精戒斷症狀，立即使用鎮靜

安眠劑(ativan)治療；有因執行醫療照護

而中斷睡眠。會客時間與家屬互動精神

佳，無打呵欠、疲憊的神情；無此方面

護理問題。

（六）認知感受型態

手術後胸骨-心包膜引流管留置，引流

量300~500ml/天，胸骨傷口約20公分，

以縫線及白紗固定、沒有異常分泌物或

紅腫情形，右側鼠蹊部有一5*6cm²大小

瘀青。主訴翻身活動與下床時，能以束

腹帶固定傷口，疼痛指數約5分以下。休

息或使用口服止痛劑(ultracet)後即可緩

解至2~3分以下，護理問題為急性疼痛/

與術後傷口有關。

（七）自我感受-自我概念型態

個案主訴：「太胖了」、「心臟病，

動一下會很喘」、「應該可以在瘦一點

點，對身體會有幫助」、「等身體好一

點再減肥了」。認為自己是生性樂觀的

人，與家人、朋友及鄰居相處融洽；無

此方面護理問題。

（八）角色關係型態

家中事務由丈夫決定；案子在臺北工

作；案女由案夫接送上學，假日能前來

探視，會熱情擁抱，與個案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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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此方面護理問題。

（九）性、生殖型態

育有一子一女，現年44歲，初經時間

已忘，月經規則約4~5天，乳房外觀略有

下垂，會陰部外觀正常，無異常分泌物

或腫脹情形，未做乳房自我檢查及子宮

頸抹片檢查；護理問題可再追蹤。

（十）因應壓力耐受型態

平日生活簡單，常與朋友、親戚在家

中聚會、喝酒、唱歌；遇到案夫經濟困

難時，會向朋友借錢，會尋求上帝的支

持；無此方面護理問題。

（十一）價值信念型態

篤信基督教，有到教會參與活動。在

加護病房會客期間，親友會在病床前一

同禱告，祈求平安、健康與喜樂；無此

方面護理問題。

問題確立

綜合上述護理評估，佐以Maslow人類

需求的架構及個案需求，因篇幅有限而

擬定三項優先護理問題為：心輸出量減

少/與心臟瓣膜缺損及心臟手術有關；健

康維護能力改變/與長期使用菸、酒及疾

病認知不足有關；潛在危險性出血/與抗

凝血劑使用及不良生活型態有關。

護理措施

（一）心輸出量減少/與心臟瓣膜缺損及心臟手術有關

護理目標:
術後加護期間：無後負荷增加，維持血壓於100-130 mmHg；無前負荷增加，無下肢水腫，無低心輸出
量，CVP及PCWP正常。(11/23-11/27)
出院前個案能說出心輸出量減少的徵象及處理方式。(11/28~)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S(11/23)
1. 睡覺時無法躺下休息。
2. 稍微活動即感到胸悶、呼吸困難、心悸。
O(11/25)
1. 鼻導管3 L/min使用下，SpO2：96-99%間
2. CXR：雙肺浸潤，VPAP夜間輔助使用，多採 
 端坐呼吸
3. 休息時心跳：80-90次/分，呼吸速率：16-24 
 次/分。
4. 活動後心跳：110-120次/分，呈不規則、呼吸 
 速率：25-35次/分
5. 術後聽診心音已無心雜音
6. 心電圖呈現心房纖維顫動
7. Troponin I：0.16
8. 血壓：100-120 mmHg。
9. 尿量1500-2000 ml/day、右心房壓力3-5   
 mmHg、肺動脈楔壓18 mmHg，心輸出量為 
 3.5-3.8L /min

1-1 依醫囑給予氧氣治療與血氧監測。
1-2 監測生命徵象與心電圖變化。
1-3 監測心音、心臟瓣膜聲及心臟酵素變化。
1-4 依醫囑使用抗心律不整如：amiodarone。
1-5 術後評估每小時尿量，維持0.5ml/kg/hr以 
 上，尿量減少應立即告知醫師處理。
1-6 採限鹽5-6g軟質飲食。
1-7 限制水分每日小於1000ml
1-8 每班評估末梢水腫情形，並採半坐臥式， 
 減少回心血量。
1-9 依醫囑給予lasix 40mg po使用，並評值藥 
 物使用效果
1-10 監測每日I&O、體重及電解質變化
1-11 評估出血：胸管引流量、監測血比容，依 
 醫囑給予以輸血、補充體液容積
1-12 依醫囑給予止痛劑(ultracet)及評估止痛效 
 能
1-13 協助傷口固定並教導呼吸訓練，預防肺擴 
 張不全
2-1 衛教低心輸出量徵象：皮膚濕冷、少尿、 
 盜汗、肢端發紺需立即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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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維護能力改變/與長期使用菸、酒習慣及疾病認知不足有關

護理目標:
加護期間，能強化戒煙、戒酒的重要性並同意落實生活中。(11/23~11/27)
出院前，能說出預防疾病惡化的方法及感染控制的重要性至少三項。(11/28~)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S(11/23~11/25)
1. 「我很想戒菸、戒酒，但是看到大家都 
 在抽菸、喝酒，自己不做，好像很奇 
 怪」
2. 「喝酒能幫助睡眠」，無使用鎮靜安眠藥
3. 家屬來訪期間「沒有喝酒、沒有抽菸，身 
 體有點不舒服」
4. 11/25「為了小孩，我應該要戒掉壞習 
 慣」
5. 「抽菸、喝酒已長達20年」
6. 「每日飲酒量為300-600ml米酒，每天抽 
 一包菸」
7. 「不知道病會這麼嚴重，我就是忘記吃 
 藥，有吃藥，病就會好」
8. 「沒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吃藥」
9.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也會想去看病，但 
 是我先生打零工，收入不穩定，我又沒有 
 工作」
10. 「我不會去藥房買藥，我又沒錢」
O(11/23~11/24)
1. 術後即出現手抖、疲憊、焦慮及失眠情形
2. 丈夫及多位親戚前來探視時，滿臉通紅且 
 身上帶有酒氣

1-1 評估酒精戒斷症候群的症狀。
1-2 依醫囑給予vit B1及ativan使用。
1-3 評估抽菸、喝酒的動機，了解依賴性及戒菸、 
 戒酒的看法。
1-4 評估原民文化及生活習慣對於個案維持健康的 
 影響因素。
1-5 衛教有關戒菸、戒酒減少罹病風險及扮演模範 
 角色的重要性。
1-6 建議聚會活動下，發生無可避免的飲酒行為； 
 以米酒為例，其飲酒量應小於150ml；可有助於 
 血壓控制與安全使用抗凝血劑。
1-7 評估照會戒煙及戒酒團體之必要性。
1-8 鼓勵說出改變生活型態的決心，給予正向回 
 饋。
2-1 衛教風濕熱與瓣膜性心臟病需預防上呼吸道感 
 染。
2-2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戴口罩，任何不適，應儘 
 速就醫，以防止心內膜炎。
2-3 接受牙科或外科處理前，應告知已接受瓣膜置 
 換術，需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2-4 避免購買或使用他人的成藥(阿斯匹靈)，應與醫 
 護人員討論。
2-5 告知親友，有關此次手術與疾病的嚴重度，協 
 助戒除不良生活習慣，避免發生感染機會，以 
 改善健康。

護理評值：
11/25主動說出扮演母親角色的重要性，願意改變不良的生活型態。
11/27酒精戒斷症候群處置之後，相關症狀已改善，住院期間未呈現需求菸酒的行為。
12/01 病房探視時，個案及家屬能說出預防感冒的處置並避免進出公共場所。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10. I&O：2130/1890(+240)，BW：77.9Kg，下肢 
 呈凹陷性水腫一價
11. Na:133mmol/L,K:3.6mmol/L
12. 胸管引流順暢為血水小於500ml/day
13. 術後傷口疼痛指數為5分以下

2-2 出院後須定時、定量服用藥物
2-3 飲食須採取低鈉、高鉀及低熱量飲食並返 
 院監測電解質變化
2-4 漸進性運動計畫：心跳不可高於休息時  
 20%，血壓不可高於20mmHg

護理評值；
11/25-11/27 術後第二天開始下床活動每天2次約20分鐘，鼻導管氧氣使用，血氧大於95%無呼吸喘情

形，輸入、輸出量維持每日正負500ml之內。
11/25-11/27 術後第二天開始血壓維持120-130mmHg、心跳80-90bpm，心電圖持續為心房纖維顫動，術

後已無心雜音、聽診心臟瓣膜處有”喀答聲”，無低心輸出量情形。
11/27術後第四天下肢已無水腫發生，傷口疼痛指數為2-3分以下，轉病房照護。

125第十卷　第五期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照
護
一
位
原
住
民
罹
患
主
動
脈
瓣
狹
窄
行
瓣
膜
置
換
術
後
護
理
經
驗

潛在危險性出血/抗凝血劑使用及不良生活型態有關

護理目標：
1加護期間，調整抗凝劑，無出血徵象，維持INR於2.5之間。(11/23-11/27)
2出院前，能說出抗凝血劑使用下應注意飲食、藥物的相關事項。(11/28~)

主、客觀資料 護理措施

S(11/23)
1. 「醫師說開完刀後，需要長期吃藥，血
塊才不會塞住」

2. 「以前，沒有不舒服就不吃藥」
3. 11/26「吃東西跟吃藥有什麼關係」
4. 告知抗凝血劑使用需注意皮膚的完整
性、檢查異常出血或瘀青；個案能說出
「像我媽媽糖尿病，要檢查身體的皮
膚，要穿鞋走路」

O(11/23-27)
1. 全身皮膚完整，除術後造成右側鼠蹊部
有一5*6cm2大小瘀青

2. 心臟手術後胸部傷口約20公分，以縫線
及白紗固定

3. 胸骨-心包膜引流管留置，引流量300-
500ml/天

4. 大便顏色為棕色，無血尿發生
5. 血紅素維持於11-13g/dl、血比容於34-

40%之間
6. 術後Coumadin 2mg po QD使用，INR介
於：2.5-3之間

7. 介紹抗凝血劑使用與飲食種類、食用
油、酒類有相關時，個案表情顯得疑惑

8. 對於抽血檢查，就像糖尿病一樣要驗血
糖，調整藥物劑量，個案能點頭表示了
解

1-1每班檢視皮膚狀況，異常時立即報告。
1-2評估右鼠蹊部瘀青是否擴散及加深。
1-3 監測異常出血情形，如流鼻血、血尿、血便或胸管引

流量異常增加且為鮮紅色。
1-4 監測血紅素、血容積變化，必要時依醫囑予以輸血治

療。
1-5依醫囑給予抗凝血劑，coumadin。
1-6 監測凝血時間變化，異常出血應立即通知醫生並停止

使用，依醫囑注射拮抗劑。
2-1 衛教抗凝血劑須終生服用，切勿自行斷藥，易發生急

性辦膜功能失效，危及生命。
2-2 衛教個案及家屬每日沐浴後，自我檢視皮膚，發生異

常立即就醫。
2-3 衛教安全下床活動，充足照明，排除障礙物，避免發

生碰撞。
2-4 衛教出血徵象，如：牙齦出血、血尿、血便、生理周

期血量變多，應立即就醫。
2-5 注意飲酒量或飲酒種類，與抗凝血劑監測值的相關

性。
2-6 避免暴飲暴食及歡樂活動時，導致用藥劑量或發生合

併症，如忘記服藥、高血壓或相關慢性病、跌倒。
2-7 衛教維生素K含量高的食物如：菠菜、高麗菜、花椰菜

等會降低抗凝劑的作用。
2-8 攝取維生素K食物的量，與抗凝血劑監測值的相關性，

攝入量應維持一致，以維持INR介於：2.5-3之間。

護理評值：
11/23~11/27全身無出血徵象，術後傷口逐漸癒合，瘀青改善。
11/27術後第四天INR值上升至2.3，轉病房照護。
12/01病房訪視時，個案已能說出抗凝血劑使用與飲食相關之注意事項。

結論與討論

本文描述原住民婦女罹患風濕熱、

瓣膜性心臟疾病、鬱血性心臟衰竭及高

血壓等過去病史，原民生活型態產生疾

病相關導因，加上疾病的認知不足與經

濟因素常導致不規則服藥行為，也曾拒

絕手術改門診治療，最終導致心臟功能

嚴重受損。經過此次瓣膜置換手術，醫

療團隊戮力改善個案的疾病，維持正常

血液動能；為避免不良的生活習慣的影

響，須強化疾病認知過程，運用母職形

象以預防疾病惡化；為維持正常生活，

重視飲食內容及服藥的不可忽視性，強

調抗凝血劑使用的相關影響。本次的護

理經驗更讓筆者意識到，面對不同的族

群，在衛教過程裡應重視生活習慣，提

供適切的護理指導，才能達到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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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然而在照護時，筆者忙於穩定

生理功能，對於心理層面的探討顯得薄

弱，成為本文之限制。在用藥安全被重

視的時代下，英國國家病人安全機構

(NPSA)更將抗凝血藥物的監測及管理，

列為病人安全十大策略之一；反觀臺灣

在抗凝血劑的使用及監測，尚無完整標

準作業及規範，對此建議醫院應建立一

套用藥監測系統，並納入醫、護、藥與

個案/家庭，期望落實用藥安全。

參考資料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0，10月11日)．97年

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狀況統計年報．2011

年4月16日取http://www.apc.gov.tw/portal/

docDetail.html?CID=217054CAE51A3B1A

&DID=3E651750B40064673C6B323550CF

7D4A

洪麗玲、熊曉芳、陳敏麗、張麗春、陳秋月、

陳貞美(2010)‧臺灣地區原住民健康危害

行為與代謝症候群之相關研究‧北市醫學

雜誌，7(3)，255-264。

梁穎、高秋惠(2007) ．心臟護理學．於劉雪娥

總校閱，成人內外科護理 (四版，688-701

頁) ．臺北:華杏。

彭玉章、蔡幸足、林慶豐、呂淑妤(2006)‧臺

灣原住民健康問題‧北市醫學雜誌，3 (9)

，907-917。

Alghamdi, A. A., Elmistekawy, E. M., Singh, S. K., 

& Latter, D. A. (2010). Is concomitant surgery 

for moderate functional mitral regurgitation 

indicated during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for aortic sten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Cardiac Surgery, 25(2), 182-187.

Baglin, T. P., Keeling, D. M., & Watson, H. G. 

(2005). Guidelines on oral anticoagulation 

(warfarin): Third edition–2005 update. British 

Society for Haematology, 132(3), 277–285.

Carsso, S., Cohen, O., Mutlak, D., Adler, Z., 

Lessick, J., & Aronson , D., et al. (2011). 

Relation of myocardial mechanics in severe 

aortic stenosis to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 ion and response to aort ic  valve 

replac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107(7), 1052-1057.

Coeytaux, R. R., Williams Jr, J. W., Gary, R. N., 

& Wang, A. (2010). Percutaneous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for aortic stenosis: Stata of the 

evidenc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53(5), 

314-324.

 Grimard, B. H., & Larson, J. M. (2008). Aortic 

steno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 78(6), 717-

724.

Murray ,  E .  (2007) .  Ora l  an t icoagula t ion 

management in primary care. Primary health 
care, 17(2), 41-47.

Sandra, L., Martha, M., Carol, G., & Margot, 

W. (2008). A new o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ortic stenosis percutaneous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Critical Care nurse, 28(3), 40-51.

Tierney, L. M., McPhee, S. J., & Papadakis, M. A. 

(2003). Current medical diagnosis & treatment 
(42nd). New York : McGraw-Hill.

USDA National Nutrient Database for Standard 

Reference (2009,May). Coumadin. Retrieved 

April 10, 2011, from http://www.cpmc.org./ 

earning/documents/coumadin-chin.pdf

Vahanian, A., Baumgartner, H., Bax, J., Butchart, 

E., Dion, R., & Fillippatos, G., et al. (2007).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valvular 

heart diseas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8(2), 

230-268.  

127第十卷　第五期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照
護
一
位
原
住
民
罹
患
主
動
脈
瓣
狹
窄
行
瓣
膜
置
換
術
後
護
理
經
驗

A Nursing Experience of an Aboriginal 
Patient with Aortic Stenosis After 

Receiving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Yu-Mei Wu, Hsin-Tzu Lee*, Pei-Yin Tien*

Nurse Practitioner, Buddhist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Lecturer, Department of Nursing, Tzu Chi College of 
Technology*
Accepted: June 15, 2011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Pei-Yin Tien    No.880, Sec 2, Chien-Kuo Road, Hualien, Taiwan 
Tel: 886-3-857-2158-412; E-mail: amytien@tccn.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a nursing experience of an aboriginal woman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combined with aortic stenosis.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to receive 

the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due to severely impaired heart function,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tobacco, alcohol and betel nut abuse with irregular medication adherence. The duration 

of nursing care was from November 23 th to 27th of 2009. Through active care, exploration 

of the course of disease through joint discussions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Gordon’s 11 functional health patterns, major health issues were established: 

decreased cardiac output, impaired health maintenance and high risk for bleeding. 

Interventions for the patient based on her condition were as followed: maintain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hemodynamics to improve cardiac output; improve self-care ability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atient’s cultural background; improving medication adherence 

such as anticoagulants and antihypertensive drugs by explaining the relevance between life 

style and medication. The results from this paper encourages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take 

patient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fe styl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diseases, in turn providing appropriate nursing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the patients’ 

health statu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1; 10:5, 119-128)

Keywords:  aboriginal,  aortic stenosis,  metabolic syndrome,  valve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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