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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每年有超過一百位病人，因小

腸衰竭需長期仰賴全靜脈營養來供給養

份，長時間持續使用全靜脈營養會導致

嚴重併發症，如容易引發嚴重敗血症或

肝臟機能惡化等，接受小腸移植手術是

活命的唯一治療方式(陳，2008; Soltys 

et al., 2017)。筆者為移植團隊一員，過

程中需吸取眾多小腸移植經驗，查閱國

內小腸移植手術全期護理相關文獻發現

極為缺乏，針對小腸移植手術全期所產

生之照護問題，是值得手術室護理師關

注的議題。

本文病人在移植前因反覆人工血管

感染進出醫院，造成生理與心理極大壓

力，移植前漫長等待與不安，移植後長

期使用排斥藥物與定期追蹤排斥等情

形，使病人面臨許多照護問題，引發筆

者深入探討的動機，希望藉由歐倫自我

照顧理論提供病人個別的護理措施(林，

2011)，期望早日達成恢復正常生活與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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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篇為照護短腸症患者接受小腸移植手術全期護理經驗。於2014年4月3日至5月22日照
護期間，運用歐倫理論進行評估，藉由訪視會談、身體評估及觀察，確立病人出現焦慮

、潛在危險性擺位傷害、潛在危險性傷口感染及現存知識缺失等問題。手術前期提供支

持與教育性的護理措施，訪視傾聽及陪伴並與個案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協助減輕焦慮；

手術中期維持皮膚完整性及預防潛在性傷口感染；手術後期讓個案及照顧者了解移植術

後急性排斥症狀、小腸造瘻留置目的及居家照護知識。期望藉此經驗的分享，提供照護

小腸移植患者之參考。(志為護理，2019; 18:3, 114-124 )

關鍵詞：小腸移植、短腸症候群、手術全期護理、歐倫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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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心願，並與護理同仁們分享作為日

後照護此類病人參考。

文獻查證

一、小腸移植概論

小腸移植為治療多重因素所引起的腸

道衰竭，包括短腸症候群、腸道蠕動不

良、腸道表皮細胞吸收不良以及腸道腫

瘤等，其中又以短腸症候群最為常見。

而造成短腸症候群的病因，成人方面常

見因素有腸道血管栓塞、外傷、腸沾黏

導致扭轉缺血和發炎性腸道疾病等，病

人因上述任一原因導致腸道衰竭無法經

由腸道營養方式維持足夠的營養則必須

使用全靜脈營養供給維生養份(Ascher,  

2014; Thompson et al., 2017)。在長時間接

受全靜脈營養過程中，若出現下列併發

症：1.超過兩條以上的主要靜脈栓塞2.每

年發生超過兩次以上全靜脈營養導致的

血液感染3.肝臟機能持續惡化，或者以進

入肝衰竭狀態4.使用全靜脈營養仍無法

有效提供每日必須之水分與營養，則需

考慮小腸移植。小腸移植手術可分為單

獨小腸移植、肝合併小腸或多重器官移

植等，單獨小腸移植手術為移除原有僅

剩的小腸，將合適的屍腸移植到受贈者

體內，將腸系膜的血管接到受贈者腹部

血管(Fishbein, 2009)，並在移植小腸作造

瘻術，可作為小腸內視鏡檢查、清除小

腸內糞便和移植術後短暫腸內營養的供

給，腸造瘻可於術後3~6個月關閉(花、

曹、吳，2006；周、綜、尹、宙，2006;

孫、劉、姜、陳，2015; George et al., 

2017)。

二、手術全期護理

手術室護理人員在手術全期三個階

段，根據病人個別健康問題提供專業、

整體及持續性的護理照護，手術全期護

理應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模式(吳、歐，

2011)。

(一)手術前期指病人決定接受手術到

送入手術室，需採取支持與教育性護

理，護理人員角色為資料收集並解釋手

術前例行檢查、手術過程、麻醉方式與

提供手術相關護理指導(吳、歐，2011；

陳、 莊、 林、 任，2014)。該時期護理

重點在手術前訪視評估，提供身體、心

理及社會的需求的滿足，確認其焦慮程

度並適時給予支持，釐清手術及麻醉方

面疑問。運用會談、觀察及傾聽等技巧

鼓勵表達內心感受，幫助病人減輕焦慮

(任，2012)。

(二)手術中期為將病人送上手術檯麻

醉到完成手術至恢復室或病房，多數

需採取完全代償性護理，因接受麻醉

無意識或不能移動，無法執行自我照

顧需完全依賴護理人員照護(吳、歐，

2011；陳、 莊、 林、 任，2014)。小

腸移植手術主要採全身麻醉方式，平躺

臥位雙手避免不當外展不超過90度，

以防止肩關節脫位或傷及臂神經叢；長

時間採取固定姿勢，骨突處與床褥之

間相互擠壓易造成壓瘡，可利用矽膠軟

墊來預防(張、陳、陳，2007)；手術過

程若使用電燒刀需預防電燒傷發生，迴

路貼片應黏貼於平坦皮膚表面，避開骨

突、疤痕、毛髮或受壓等部位；手術

室室內濕度維持在40~50％，溫度維持

60~68℉(15.5~20℃)，移植過程應全程

監測病人體溫變化，適時提供溫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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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墊等保暖措施，預防低體溫的發生

(任，2012)；手術過程遵守無菌原則，

並做好防水措施，移植手術術中為保存

受贈器官需使用冷水濕潤，接完血管及

關傷口前改用大量溫水沖洗，皮膚若是

處於潮濕的環境，容易造成浸潤變軟，

導致表皮層的天然屏障變的脆弱(張、

陳、陳，2007)。

(三)手術後期指進入恢復室、病房或

其他單位到病人完全康復為止，從麻醉

消退進入恢復期採部份代償性護理，出

院前轉回支持與教育性護理。此期護理

重點為手術後傷口感染與合併症的預

防、疼痛的評估、提供術後護理指導及

返家的自我照顧方式(吳、歐，2011；

陳、 莊、 林、 任，2014)。小腸移植術

後多有腸造瘻口，應告知病人腸造瘻的

重要性與如何照護，腸造瘻口需每週以

內視鏡進行二~三次觀察腸黏膜組織及

採細胞切片，判定是否有急性排斥現象 

(花、曹、吳，2006)，術後若腸道無滲

漏且開始蠕動即可開始腸道營養，初期

使用等張無油元素飲食，若無異常或排

斥狀況產生可改為正常飲食但必須為熟

食(孫、劉、姜、陳，2015; Fryer, 2007),

提供小腸移植病人術後居家衛教如 :免

疫抑制劑及移植相關藥物服用目的與注

意事項，觀察感染、排斥症狀及身上管

路之作用，急性排斥症狀如：發燒、腹

痛、腹脹、腸麻痺、小腸造瘻排出物增

加或排血等，並解釋出院後定期返診與

檢查的重要性(Fryer, 2007；Kosmach & 

De Angelis 2007)。

個案簡介

病人住院期間(2014年4月3日~2014年5

月22日)，藉由觀察、訪談及運用歐倫理

論評估方式收集資料，相關資料如下:

一�.�基本資料

58歲已婚的男性，國臺語溝通，過去

有抽煙習慣並在一年多前已戒，與配偶

同住並育有一女，個案過去從事公職現

已退休，妻子與女兒皆有工作家中經濟

穩定，退休後與朋友四處旅行與上健身

房，鮮少在家陪伴妻女，因此與妻女關

係疏離，罹病後只能轉為依賴妻子，主

要照顧者為24小時看護。

二�.�疾病求醫過程

過去有高血壓、前列腺肥大及心臟

病史，因2012年11月10日突然強烈腹痛

至某醫學中心治療，隔日行剖腹手術發

現小腸壞死，手術切除小腸後僅存15公

分，於同年11月25日放置腸造瘻，隔年

2013年4月至11月行人工血管手術，過程

因反覆感染引發敗血症而往返醫院，故

2014年4月3日行小腸移植手術，於2014

年5月22日出院，後續門診追蹤。

護理評估

一、一般性自我照顧需求

(一)維持充足的空氣

術前呼吸型態正常，速率約為18~22次

/分鐘，4月4日手術過程中使用全身麻醉

以氣管內管及呼吸器維持氣體交換，呼

吸速率設置在12次/分鐘，監測血中含氧

濃度為98~100％。

(二)維持充足的營養

平時以胃造瘻管灌食及靜脈給予高營

養輸液注射，無法由口正常飲食，一天

中營養攝取1,800~2,000卡，入院時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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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公分，體重為60公斤，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為19.35kg/m2，

體重介於理想體重10%之間(57.9~77.9

公斤)，血色素12.2g/dl，albumine值為

4.2gm/dl，手術前皮膚乾燥無彈性，入

院前左側腹部上即有胃造瘻口及腸造瘻

口，因腹部原有造瘻口加上術後的傷口

及引流管，評估有潛在危險性傷口感

染；住院中營養維持由口進食及全靜脈

營養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TPN)給

予，每日2,000~2,500大卡之熱量，出

院前體重為70公斤，血色素10.9g/dl，

albumine值為3.5 gm/dl。手術過程中為

了保存受贈器官需要用冷水保持濕潤，

接完器官後與關傷口前改用大量溫水沖

洗，易造成皮膚浸潤。評估個案皮膚狀

況不佳於手術擺位時需加強保護。

(三)水份攝取

4月3日手術前因需禁食故禁止水分攝

取8小時，使用靜脈輸液補充水分，4月4

日術中於右頸放置中心靜脈導管、左頸

人工血管、右手動脈導管及左手靜脈導

管，輸入液為4,450cc、輸血PRBC 1u，

術中出血量為4 0 0 c c、尿液解出量為

850cc，術後轉送加護病房，因手術需要

放置鼻胃管減壓並於4月23日移除。

(四)維持正常的排泄

入院前以人工肛門解便每日數次，聽

診腸蠕動5~7次/分，叩診腹部呈鼓音，

術後人工肛門解便量約為500~1,000cc左

右，於術後4月26日自行解便一次呈墨

綠色。手術時放置尿管，於4月14日時

移除，現可自行解尿且順暢，每日約為

2,000cc左右，呈淡黃色。術後放置三條

引流管分別是1.橫膈下2.右側肝下3.道格

拉斯窩，引流液量逐日減少，4月23日移

除右側肝下，4月24日移除道格拉斯窩，

4月26日移除橫膈下。

(五)維持活動及休息平衡

移植前身體可自由活動不需他人協

助，檢視肌肉關節活動度四肢皆五分。4

月4日因手術採全身麻醉，活動力及知覺

感受力降低且手術時間長達12個小時，

手術臥位採平躺固定姿勢不能移動，造

成身體多處受壓點如枕骨、肩胛骨、

肘、薦骨及腳踝等，手術過程需使用電

燒刀及術中會沖大量溶液，須避免皮膚

接觸到金屬物品。因此評估有潛在危險

性手術期間擺位傷害之問題。平日睡眠

不規律平均約6個小時且需使用鎮靜安眠

劑方能入睡，住院期間睡眠時數約6~7小

時仍使用藥物幫助睡眠。術後於4月4日

至4月21日在加護病房觀察休息，手術後

仍維持氣管內管使用並於4月10日拔除，

氣管內管留置期間使用fentanyl citrate 

500mg IVP Q6H ，故無法測得疼痛指

數，拔管後詢問傷口疼痛程度疼痛指數

為4~5分，4月21日轉至病房時詢問傷口

疼痛程度降至2~3分。

(六)維持獨處與社會互動平衡

於民國94年退休，長時間與朋友四處

旅行，與妻女之間關係疏離，罹病後只

能依賴妻子，因案妻白天上班，聘請本

國看護協助照顧，案妻訴因個案生性固

執、敏感與挑剔，生活照顧方面格外要

求仔細，曾屢次與看護發生言語衝突，

多賴妻子居中協調才得以維持照顧品質

至今，其父母離異雙方各組家庭，此次

住院父母皆有至醫院探望。

(七)防止對生命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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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有使用藥物控制高血壓、前列腺

肥大及心臟病，並定期回診追蹤，原有

抽煙習慣，於罹病後為了身體健康已經

在一年多前戒煙。手術後衛教採元素飲

食太油及未煮熟的食物勿食用，平日也

要有適當的運動，表示為了恢復原有的

生活品質會盡量達成。

(八)增進正常功能及發展潛能

罹病前熱愛健身、旅行及品嚐美食，

罹病後無法進食及身體不適，經常影響

情緒。此次從加護病房轉回病房後，在

體力可以負擔下可經常下床活動。出院

前主訴「表示對未來生活習慣及新植

入的小腸等應如何照護並表示擔心害

怕」、「聽醫生說使用抗排斥藥物會使

自身免疫力下降，需要注意什麼? 什麼

時候才能拔除身上的人工血管」。評估

有現存知識缺失的問題。

二、發展性自我照顧需求

現屬於艾瑞克森(Erikson)人類發展之老

年期，此階段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持續活躍

的投入現在的生活，同時能統整過去的生

命歷史。經濟來源為自己的存款、配偶及

女兒的工作所得，面對龐大的醫療費用感

到擔憂，轉介社工提供經濟協助。罹病前

對自我感到生活滿意，罹病後從震驚絕望

轉為無奈接受，已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並

調整自我照顧的方式。

三、健康偏離性自我照顧需求

手術前訪視時，表情凝重不時皺眉，顯

示出不安及焦慮，對於即將面臨的手術及

麻醉方式表示有許多疑問，4月3日術前訪

視時主訴「臨時被通知有合適的小腸可以

移植，與太太倉促的趕來急診辦理住院，

心理都還沒做好準備」、「之前的開刀經

驗，知道手術室很冷，可否幫我注意保

暖」、「小腸移植應該是很大的手術，會

開多久？有沒有危險？」、「全身麻醉的

藥可以用好一點的嗎？」、「手術後去加

護病房要住多久？」。評估手術前有焦慮

的情形發生。

四、自我照顧能力及缺失：

經由自我照顧需求評估，手術前期

被臨時通知來住院，對手術相關知識缺

失，心理準備不夠充足造成焦慮使得部

份自我照顧功能缺失；手術中期需要全

身麻醉不僅有危險性手術擺位傷害，其

使用免疫藥物身上多處管路及手術傷

口，易造成潛在危險性傷口感染之照護

問題，其自我照顧能力為完全缺失的情

形；手術後期病人僅知道手術成功率，

對於排斥藥物的使用，移植術後的治療

方式及照護現存知識有認知不足，故有

自我照顧能力部份缺失之情況。

問題確立

綜合以上護理評估，所呈現的健康問

題包括：

一、焦慮／將面對小腸移植手術

二、�潛在危險性手術期間擺位之傷害

／因手術姿勢平躺固定不動且手

術中須大量使用溶液沖洗，易造

成皮膚受壓及浸潤的情況發生有

關

三、�潛在危險性傷口感染/使用免疫

抑制劑、多處管路及手術傷口

四、�現存知識缺失/缺乏出院後居家

自我照顧之相關資訊

護理措施及評值

一、�手術前期：焦慮／將面對小腸移
植手術﹙2014年4月3日至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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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觀資料4月3日

1. 「臨時被通知有合適的小腸可以移

植與太太倉促的趕來急診辦理住

院，心理都還沒做好準備」。

2. 「之前的開刀經驗知道手術室很

冷，可否幫我注意保暖。」

3. 「小腸移植應該是很大的手術，會

開多久？有沒有危險？」

4. 「全身麻醉的藥可以用好一點的

嗎?」

5.「手術後去加護病房要住多久？」

(二)客觀資料

1.訪談時表情凝重眉頭深鎖。

2.4月4日預施行小腸移植手術。

(三) 護理目標

1. 4月4日前個案能降低焦慮，情緒平

穩的接受小腸移植手術。

2.生命徵象能維持正常範圍內。

(四) 護理措施

支持與教育性

1.4月3日向個案自我介紹。

2.以開放式問句詢問個案基本資料。

3. 說明手術流程及術後身上可能會有

的管路，手術室服務員會至病房推

床接至手術室，筆者會在手術室迎

接個案，並與麻醉科護理師完成安

全查核作業。

4. 說明手術後可以選擇自控式止痛

劑，需自費的金額與可使用的天

數。

5. 告知手術期間筆者會全程會陪伴至

手術結束為止，手術期間家屬可在

手術室外家屬等待區等待。

6. 說明移植手術後需住加護病房一段

時間，加護病房可探視的時間，案

妻於非探視時間可回家中休息。

7.解釋術前禁食的重要性。

8.教導多練習深呼吸與咳嗽等運動。

9. 整個訪視過程雙眼凝視個案適時給

予語言支持，以減輕焦慮的情形。

10. 向個案說明手術床會放置體溫調節

機與烘過的熱被，以維持體溫達到

保暖的效果。

(五) 護理評值

1. 4月4日入手術等候室時，個案表示對

手術與麻醉過程大致清楚明瞭，並且

能說出手術後會先在加護病房觀察數

天，前幾天仍會插著氣管內管，持續

給予藥物治療，管子拔除後，若傷口

會疼痛，能說出如何處理。

2. 4月4日個案進入手術室時情緒平穩

地回答並參與手術室安全查核作

業。

3. 4月4日個案在手術臺上表示手術床

與被子很溫暖，都不會覺得冷。

4. 4月4日個案於手術臺，測量之生命

徵象為：

BT:36.5℃

PR:72次/分

RR:20次/分

BP:122/72mmHg

二、�手術中期：
（1）�潛在危險性手術期間擺位之傷

害／因手術姿勢平躺固定不動
且手術中須大量使用溶液沖洗
，易造成皮膚受壓及浸潤的情
況發生有關﹙2014年4月4日﹚

(一)主觀資料

此期因個案接受全身麻醉，故無主觀資

料。

(二)客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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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高176公分，體重60 kg，BMI值

為19.35 Kg /m2於理想範圍，血色素

12.2 g/dl，皮膚乾燥無彈性，入院前

左側腹部即有兩處造瘻口。

2. 接受全身麻醉時間長達12個小時，

活動力衰退及知覺感受力下降。

3. 需平躺造成全多處受壓如枕骨、肩

胛骨、肘、薦骨及跟骨等。

4. 手術過程中為了保存受贈器官需要

用冷水保持濕潤，接完器官後與關

傷口前改用大量溫水沖洗，易造成

皮膚浸潤。

5. 手術過程使用手術電燒刀，須避免

皮膚接觸到金屬物品。

(三)護理目標

1. 4月4日手術結束後除了手術造成的

傷口及其原有的兩處造瘻口，其餘

皮膚需皆保持完整。

2. 皮膚狀態沒有因大量溶液沖洗造成

皮膚浸潤及術中使用電燒刀造成皮

膚受損。

(四)護理措施

完全代償性護理

1. 於手術臺上鋪設全身脂肪墊，脂肪

墊放置布單須平整，防止骨突處受

壓造成傷害。

2. 使用棉捲包覆四肢，雙手使用手板

固定，角度勿超過90°，避免造成

肩關節與神經的傷害。

3. 電燒迴路貼片需選擇肌肉血流豐富

的部位，且確定貼片完全服貼於皮

膚，撕除時動作輕柔，並觀察皮膚

完整性。

4. 於個案身體兩側，從腋下至髂骨處

黏貼保鮮膜，防止術中使用的溶液

流至全身造成皮膚浸潤。

5.術中避免器械桌壓迫到皮膚肌肉。

6. 手術結束後立即檢視全身皮膚狀

況，確認無壓瘡情形之發生。

(五)護理評值

1.  4月4日個案手術完成轉送至加護病

房，除手術時造成的傷口及三處造

瘻口外，骨突處皮膚皆完整無破損

之情形發生。

2. 四肢關節活動正常，肌肉及神經功

能完好。

3. 全身皮膚完整，未有電燒傷之情形

發生。

（2）�潛在危險性傷口感染／使用免
疫抑制劑、多處管路及手術傷
口(2014年4月3日至4月7日)

(一)主觀資料

此期因個案接受全身麻醉，故無主觀

資料。

(二)客觀資料

1. 病人為短腸症患者，長期使用全靜

脈營養。

2. 於4月4日08：00進入手術室，09：

00手術室開始20：00結束手術共12

小時00分鐘。

3. 手術傷口為清潔至汙染的傷口，切

口為腹部正中線，長為15公分。

4. 右頸中心靜脈導管置放、左頸人工

血管、右手動脈注射管、左手靜脈

注射管。

5. 4月4日手術後腹部有三條引流管，

鼻腔內置鼻胃管及尿道置長期導尿

管，造口瘻有三處。

6. 4月4日使用：methylprednisolone、

thymoglobuline等免疫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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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手術中期BP:110~130/60~80mmHg。

(三)護理目標 

1. 手術前30分鐘內完成給於預防性抗

生素。

2.術中正確執行無菌技術。

3. 個案手術後7 2小時內體溫均低於

37℃。

(四)護理措施 

完全代償性護

於院外以無菌技術執行摘取捐贈屍體

小腸手術：

1.手術部位以10% alcohol B-I消毒。

2. 手術人員外科刷手後穿著無菌衣與

戴無菌手套，鋪無菌區域，並依無

菌原則執行無菌技術。

器官移植手術：

1. 手術前將預移植之房間以紫外線消

毒。

2. 手術室內溫度維持15.5-20℃，濕度

維持在40-50%。

3. 手術房前後門予以關閉管制人員進

出，以維持正壓氣流。

4. 手術前30分鐘給予靜脈注射預防性

抗生素tazocin IVD 2,250 mg。

5. 手術室成員確實執行外科無菌刷手

技術，穿戴無菌衣及手套，維持無

菌區域，確實核對器械及無菌品之

有效期限、完整性及化學指示劑變

色與否。

6.以無菌技術消毒並放置導尿管。

7. 以4% hibiscurb及10%alcohol B-I消

毒手術部位，上至鎖骨下至大腿上

1/3、兩側至腋中腺。

(五)護理評值 

1. 4月4日08：35手術前25分鐘完成給

予預防性抗生素。 

2. 4月4日08：00~20：00手術全程沒有

發生無菌技術執行失誤之情形。

3. 4月7日體溫：37℃，WBC：10.2 

10Λ3/μ1，個案傷口無紅腫熱痛等

感染症狀。

三.手術後期

現存知識缺失／缺乏出院後居家自我

照顧之相關資訊(4月21日至5月22日)

(一)主觀資料

1. 4月21日個案剛由加護病房轉出，病

患表示：「對日後新植入的小腸應

如何照護？ 」

2. 「聽醫師說吃免疫抑制劑會造成自

體免疫力下降，需要注意什麼？會

很容易發生排斥現象嗎？」

3. 「什麼時候才能拔除身上的人工血

管。」

(二)客觀資料

1.個案於4月4日行小腸移植手術。

2.預計5月22日後出院。

(三)護理目標

1. 5月22日前個案能夠說出小腸移植術

後生活飲食之注意事項。

2. 5月22日前個案能說出服用藥物的種

類。

3. 能說出小腸移植後的排斥臨床症

狀。

(四)護理措施

支持與教育性

1. 衛教個案及家屬飲食須採低油飲

食，勿吃生食，其餘可正常飲食。

2. 衛教個案出院後可於家中先由房間

來回走動，在走出房間至客廳，活

動須採漸進式增加。現階段暫時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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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共場所，防止不必要的感染。

3. 告知個案術後定期回診之重要性，

須長期追蹤移植後排斥狀況，人工

血管須等到以口進食穩定且無排斥

症狀發生，方能移除。

4. 衛教個案除了原本服用的心律不整

藥物及胃藥制酸劑，加上抗排斥藥

物如:類固醇抗發炎抗過敏，免疫抑

制劑及抗組織胺等。

5. 教導個案認識急性排斥症狀如 :發

燒、腹痛、腹脹、腸麻痺、小腸造

瘻排出物增加或排血等。

(五)護理評值

1. 5月20日個案能夠說出：飲食採低

油、勿吃未烹煮的食物。及下床活

動採漸進式，活動範圍先以居家為

主，現階段不適宜到人多的地方，

避免不必的感染。

2. 按醫師排定的時間回診，需定期小

腸鏡、病理切片及抽血檢查。

3. 按時服用藥物，抗排斥的藥物需長

期服用，類固醇與免疫抑制劑等。

4. 5月20日個案與家屬清楚說出移植後

出現的急性排斥症狀，並知道需立

即至本院急診掛號。

討論及結論

此篇是描述一位短腸症患者行小腸移

植手術全期護理之過程，主要運用歐倫

(Orem)自我照顧理論進行評估。發現病

人手術前、中、後出現焦慮，潛在危險

性手術期間擺位傷害、潛在危險性傷口

感染及現存知識缺失等照護問題，護理

重點在協助病人於手術前期緩解焦慮、

預防術中擺位之傷害、預防並避免潛在

性傷口感染及說明移植手術後如何居家

自我照護，降低了病人及照顧者的不安

與壓力，能主動投予各項治療及護理措

施。病人因靜脈導管反覆感染而多次往

返醫院，一開始對醫護人員有著強烈的

防禦心，筆者多次的訪視陪伴、支持及

傾聽，漸漸地與其建立了良好的護病關

係，使其能積極且正向地面對移植後的

治療，期望能達成生活恢復正軌之心

願。

移植之小腸來源是目前主要由腦死患

者捐獻，因此移植手術無法事先預知，

多為臨時通知病人，對於病人及家屬手

術前訪視及衛教時間極為短暫，建議移

植團隊能於病人評估須接受移植手術

時，讓病人與家屬事先接受小腸移植相

關護理指導措施及衛教，使病人有充足

的訊息及心理準備，期待能降低不確定

感及術前焦慮程度，提升將接受移植小

腸病人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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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做，大事難成。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If we are unwilling to do little chore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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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the experience of providing nursing care for an adult patient with 

short bowel syndrome who underwent small intestine transplantation. We used Orem’s 

theory to perform the nursing evaluation. During the surgical period, the patient experienced 

perioperative anxiety, had potential risks of perioperative positioning injury and wound 

infection, lacked knowledge of the condition, and had other issues. During the preoperative 

period, nurses provided assistance and implemented educational measures. Likewise, 

visiting, listening, and accompanying the patient helped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nurses and alleviate the patient’s anxiety. To maintain patient 

safety and prevent unnecessary injury during the surgical period, systemic siliceous fat pads 

and cotton were used to protect the skin. Before surgery, we administered antibiotics and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asepsis to prevent potential wound infection. During surgery, we 

pasted a waterproof film and plastic wrap around the surgical site to maintain skin integrity 

and prevent skin infiltration.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were provided with an explanation 

regard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ute rejection symptom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purpose of 

intestinal fistula retention, and home care.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9; 18:3, 114-124)

Keywords:  Orem’s theory, perioperative nursing, small intestine transplantation,   
 short bowel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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