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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連 體 嬰 是 病 因 不 明 罕 見 胚 胎 發

育，也是雙胞胎最罕見的一種形式

(Osmanağaoğlu et al., 2011)，連體嬰活

體發生率約五萬分之一到十萬分之一

(Mutchinick et al., 2011)，目前以手術

將連體嬰分離是所有醫療團隊治療罕見

連體嬰最主要目的，但手術及麻醉風險

高，即使是很有經驗的外科醫師，都

是相當有困難的手術，整體而言連體

嬰兒存活率約為25％(Osmanağaoğlu et 

al., 2011；Tannuri, Batatinha, Velhote & 

Tannuri, 2013)，連體嬰分割手術後兩個

獨自個體的肢體活動也需要重新學習持

續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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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是一對1歲1個月出生腹部相連連體嬰，出生後倆姐妹以肚子貼地學習爬行，入院
行分割手術。護理自2015年2月10日至4月8日依五大整體性層面評估，並藉術前訪視上
刀照護、術後會談、身體評估觀察及後續追蹤，確立問題有主要照顧者緊張，潛在危險

性損傷，肢體活動不協調。照護期透過翻譯人員衛教手術訊息，以減緩主要照顧者緊張

與焦慮，術前為倆姐妹量身訂製木馬坐椅推車，輔助活動學習坐穩；術中使用襪套、小

兒專用脂肪墊保護頭部及骨突觸避免壓迫，分割手術後以手術帽顏色區分身份，接續並

由兩組醫療團隊完成手術，手術後透過復健醫療團隊讓雙胞胎倆學習爬行，坐穩，站立

走路並順利出院。期望藉由此篇個案報告照護經驗與臨床同仁分享。(志為護理，2019; 
18:4, 74-84 )

關鍵詞：腹部連體嬰、手術全期護理、肢體活動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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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風險的腹部連體嬰分割手術，

對個案、親人、家庭及醫療團隊而言，

皆是一大挑戰，護理初期因與案母溝通

上有困難，經由翻譯人員得知案母焦

慮，加上個案早過了七坐八爬時間，想

翻身卻無能為力，故引發書寫動機。手

術室護理人員若能藉由手術全期護理，

加上視病猶親並藉由翻譯人員協助降低

主要照顧者緊張焦慮；此外，後續持續

復健協助倆姐妹爬行、坐穩、站立及走

路，不再相絆儘早走出自己人生。

文獻查證

一、腹部連體嬰分割手術前期護理

連體嬰是罕見先天性畸形，女性率約

75%，依照身體連結部位區分，腹部連

體占最多約33% (Zhong et al., 2013)。

手術前期是病患決定接受手術至病患送

入手術室為止 (伍等，2014) ，在進入

手術室到麻醉誘導前期，主要照顧者若

能在旁陪伴至誘導期結束，可降低其焦

慮 (伍等，2014)；貝式焦慮量表可評估

焦慮情形，總分63分，0-7分為極度輕

度焦慮、8-15分為輕度焦慮、16-25分為

中度焦慮、26分以上為重度焦慮。手術

前護理措施包括肢體語言表達關心與支

持，給予疾病文獻資訊、協同醫療團隊

包括麻醉科、外科醫師及護理人員、復

健師，告知病情、後續治療計畫，並衛

教術後至加護病房觀察，可以緩解主要

照顧者對於手術不了解產生焦慮（任，

2012；Zhong et al., 2013)。連體嬰分割

手術前重點在組織擴張器手術，並多次

的灌入生理食鹽水，為的是將連體嬰相

連的皮膚距離拉開，治療過程前更應加

強對主要照顧者說明此步驟目的，方能

提升主要照顧者認知進而降低治療過程

焦慮。

二、腹部連體嬰分割手術中期護理

手術中期是指個案送入手術室至恢復

室期間，面對手術室內冰冷環境、儀器

設備、器械等，都可能導致手術中期潛

在危險性傷害發生（任，2012）。腹部

連體嬰分割手術，是兩個相連的個體，

手術中除了儀器設備擺設、手術流程與

單人手術方式不同，關鍵在於肝臟相連

的部分，因肝臟本身具有分泌、解毒、

新陳代謝的功能，血液供應非常豐富，

屬雙重血管，在手術過程中一不小心

恐會造成大量出血的風險(Zhong et al., 

2013)。手術過程中兒童因皮膚及組織

柔軟且薄弱、姿勢擺設不同易造成受壓

處壓瘡形成、加上長時間的手術過程，

須更加注意皮膚完整性，此期護理目標

在於維護手術病患安全、舒適與尊嚴，

手術前後檢視皮膚完整性，不被手術中

外來物例如刀片、紗布或是縫線造成損

傷；此外，正確的肢體擺放使病患不受

物理化學及儀器設備傷害；手術過程中

更要嚴格遵守無菌技術；並密切監控體

溫，手術中體溫小於36℃，易增加手術

部位感染風險，可使用兒童型全身溫熱

墊來增加保暖護理，預防體溫過低情形

（任，2012；伍等，2014）。因連體嬰

分割手術後，個體由一分割為二，分割

後更需確認連體嬰雙胞胎姐妹的身分，

臨床上可使用不同顏色的手術帽區分個

案身分。

三、腹部連體嬰分割手術後期護理

連體嬰分割手術後雙胞胎姐妹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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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成二，手術結束後轉到小兒加護病

房，密切監測病患生命徵象，運送期

間須確認病患安全，包含引流管路、呼

吸道、口胃管、傷口情形、保暖措施

的維護，確保運送過程中安全(伍等，

2014)。手術後倆姐妹成獨自個體，肢

體活動需重新學習，臨床上須有復健醫

療復健團隊，透過討論並依據病人的身

體功能、年齡及個案所能理解程度，訂

定一個適切可行復健計畫，執行過程定

期開會討論適度修正。復健師教導主要

照顧者在兒童面前擺放玩具，引誘兒童

抓握玩具，放手後也能坐穩，並放置軟

墊或是有靠背椅子保護安全；而站是走

的前驅，可選擇與兒童高度相當的桌

子，將喜愛的玩具放置桌上，讓兒童站

著玩玩具，訓練雙腿的穩定性，走路方

面可使用學步推車、學步車，告知主要

照顧者可幫兒童穿上防滑的鞋襪，以預

防跌倒。

護理過程

一、基本資料

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為足月產出

生，體重4,020公克，身長47公分，目前

1歲1個月大，身高72公分、倆姐妹體重

共16.4公斤，兒童生長曲線量長為百分

之97(備註：倆姐妹總體重計算所得結

果)。住院期間倆姐妹可用簡單菲律賓

語言及肢體、表情等方式與案母溝通，

與父母、案姐及外公同住。姐姐平時興

趣為玩布娃娃，妹妹興趣為聽音樂，住

院期間以案母為主要照顧者。

二、過去病史

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出生至今無開

刀及住院史，無藥物過敏史。

三、家族史

案母無慢性病史，案父及案祖父有高

血壓，曾祖母及案姐有氣喘。 

四、此次疾病就醫經過

02/10 因腹部相連之連體嬰在行動上不便，故 
 至本院就醫。
02/21 行第一次組織擴張器手術，預三週內的 
 時間培養分割後足夠組織覆蓋皮膚。
02/26 皮膚組織注入生理食鹽水100克。
03/02 皮膚組織注入生理食鹽水150克。
03/08 皮膚組織注入生理食鹽水160克。
03/13 培養九十平方公分皮膚，行腹部連體嬰 
 分割手術。
03/13 手術後轉入小兒加護病房。
03/16 拔除氣管內管並轉至普通病房。
03/18 開始坐、站立及走路復健治療。
03/27 傷口拆線。
04/08 出院回國。

護理評估

2015年2月10日至4月8日藉由實際照

護、會談、身體評估、後續追蹤及病歷

查閱方式，運用生理、發展、社會心

理、靈性層面收集資料，資料如下：

一、生理評估

(一)外觀：

2/20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身高72公

分，倆姐妹體重共16.4公斤/97百分位，

腹部皮膚相連處長度約15公分，倆姐妹

全身皮膚完整，無破損脫屑，膚色正常

無發紺，四肢無水腫，指甲顏色均為粉

紅，毛髮黑色亮麗，牙齒外觀白晰，雙

胞胎姐姐的牙齒上下排各兩顆，妹妹牙

齒下排兩顆，咀嚼功能正常，皆無吞嚥

困難。觀察倆姐妹外觀，除腹部相連外

其餘臉部五觀及四肢骨骼正常。3/11經

過多次皮膚組織注入生理食鹽水治療，

倆姐妹體重共約19.9公斤。3/13行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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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手術後將倆姐妹完全分開，腹部傷

口長度約15公分。3/14雙胞胎姐姐左右

皮下皆有一條引流管，引流液25亳升/

日，雙胞胎妹妹則為右邊皮下有一條引

流管，引流液15亳升/日，3/16倆姐妹引

流管皆拔除，倆姐妹的傷口皆無異常且

無分泌物，並於3/27拆線。手術後雙胞

胎姐姐身高72公分體重為9.8公斤兒童生

長曲線量長為百分之75，雙胞胎妹妹身

高72公分體重為9.7公斤兒童生長曲線量

長為百分之75。

(二)呼吸系統：

2/20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呼吸時，

倆姐妹的呼吸一致，呼吸頻率規則視診

胸廓兩側對稱，胸部聽診無異常，呼吸

頻率約25次/分，SPO2 99-100%。3/13

手術後轉小兒加護病房，雙胞胎姐姐呼

吸頻率28次/分，SPO2 99-100%，妹妹

呼吸頻率30-38次/分，SPO2 98-100%，

胸部視診及聽診無異常。3/16倆姐妹拔

除氣管內管並轉至病房，SPO2介於99-

100%，4/8出院前呼吸規律正常。

(三)循環系統

2/20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除了肝臟

相連，各自臟器獨立。2/21倆姐妹體溫

(顳溫)約攝氏36.5~37.5度，全身觸診皮

膚溫，四肢末梢溫暖，指甲外觀平整無

裂痕，聽診心音規律無雜音，心跳速率

120-148次/分，血壓115/84mmHg。4/8

姐姐體溫36.5度，心跳速率約128-148

次/分，血壓約120/65mmHg，妹妹體溫

36.8度，心跳速率約125-142次/分，血

壓約124/66 mmHg。

(四)消化系統

2/20案母：倆姐妹副食品為乾飯、小

饅頭，無口腔及腸胃問題。雙胞胎姐姐

每三小時牛奶量60-120毫升/次，麥芽

糊一天2次，解便一天1-2次、淡黃色軟

便。妹妹每三小時牛奶量50-110毫升/

次，解便為一天2次淡黃色軟便，糞便

報告無潛血反應。3/13倆姐妹手術後於

口腔內放置8Fr口胃管觀察胃部消化情

形。3/15雙胞胎姐姐口胃管引流量約1

毫升 /天，妹妹引流量約0.5毫升 /天，

顏色皆為淡黃色。3/16移除倆姐妹口胃

管，下午4點開始進食雙胞胎姐姐牛奶

量80毫升/次，妹妹牛奶量75毫升/次，

兩姊妹皆有解便一次，顏色為黃色軟

便。

(五)泌尿、生殖系統

2/20案母訴：「雙胞胎姐姐排尿量一

天約2-4小時更換尿布一次。妹妹排尿

量約3-5小時更換尿布一次，尿黃無雜

質，倆姐妹大小會陰對稱，尿道周圍

無發紅破皮，2/22尿液檢查：潛血為陰

性、WBC 0-1 HPF、 RBC 0 -1HPF。

3/13手術受放置8Fr.導尿管，雙胞胎姐

姐術後尿量750毫升/日，妹妹800毫升

/日。3/16倆姐妹皆拔除尿管，使用尿

布，姐姐約2-3小時更換尿布一次，妹

妹約3-4小時更換尿布一次，尿液顏色

皆呈淡黃色清澈無雜質。

(六)肌肉骨骼系統

2/20案母訴：「倆姐妹從出生到現

在，因怕脊椎因為好動而受傷所以都必

須抱著，因身體相連受牽制，坐太穩也

不會走路，姐姐活動力較強經常找到支

撐點就會翻身，這一翻身就壓在妹妹的

身上，所以倆姐妹長時間無法維持平穩

的坐及站立姿勢」。雙手精細方面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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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起一塊積木互相敲打，雙手肌肉力

量皆4-5分。觀察雙胞胎姐姐站立時以

右腳為主要站立腳，肌肉力量4分，左

腳著地少，肌肉力量2分，而妹妹站力

與姐姐相反，左腳肌肉力量5分，右腳

肌肉力量2分。2/23與復健師及其他醫

療團隊共同討論，避免倆姐妹因為平

躺、玩耍過程影響到組織擴張器，故本

院工務組為倆姐妹量身訂製木馬坐椅推

車，讓倆姐妹先學會坐穩，3/13行腹部

連體嬰分割手術，3/18倆姐妹開始坐、

站立及走路復健治療，術後訪視觀察倆

姐妹想坐在床上，姐姐可坐穩，但妹妹

坐不穩，很快倒在床上。 

二、發展評估

2/20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行丹佛嬰

幼兒發展篩檢測驗，年齡線為1歲1個

月，倆姐妹語言方面皆能說出「媽媽」

「爸爸」；社會適應方面會自動對人

笑，也能自己拿穩餅乾吃。在粗動作方

面雙胞胎姐姐肌肉力量雙手5分、右腳4

分、左腳2分較乏力，妹妹肌肉力量為

雙手及左腳5分，右腳2分，皆無法維持

平穩站立姿勢。

三、心理及社會評估

2/20案母訴：「倆姐妹小不會說自已

與別人有什麼不同」。2/20術前訪視腹

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對於陌生的護理人

員會感到害怕及出現哭鬧反應，藉由案

母安撫抱著可改善哭鬧程度。3/8看到術

前訪視護理人員，較為熟悉後不會哭鬧

也能夠自己玩。3/13腹部連體嬰雙胞胎

姐妹至手術室時對於陌生環境感到不安

害怕及哭鬧的情緒反應，可經由案母安

撫改善。

案父親為臨時工人收入不穩定，需靠

當地消防隊傳送物資。此次跨海就醫醫

療費用相當可觀，醫療費用是由當地志

工及基金會協助進行募款。住院期間由

翻譯人員及志工陪伴，主要照顧者為案

母。 

四、	連體嬰之主要照顧者心理層面評
估

案母為菲律賓人，國小畢業識字，

以菲律賓語溝通，能說簡單中文，大部

分由翻譯人員轉述表達，案母除了腹部

連體嬰雙胞胎姐妹，還有一個五歲大女

兒，平日由案母照顧，案父要照顧大女

兒及工作故無法陪同。3/11術前訪視時

經由翻譯人員詢問訪視護理師「倆姐妹

分割手術都很安全嗎？手術真的能夠將

兩個人分開嗎？手術後要住加護病房是

不是很嚴重？這樣的手術成功的人很多

嗎？手術時間會很久嗎？」術前訪視過

程中，案母表情沉重且落淚，經由翻

譯人員讓案母瞭解貝式焦慮量表評估內

容，評分結果為28分，屬於中度至重度

焦慮。 

確立問題

經由以上評估發現個案健康問題有 

一、主要照顧者緊張 /手術資訊不足

及治療術後照護不清楚有關（2/20∼

3/27）；二、潛在危險性損傷/與手術時

間長、長時間手術擺位、手術設備儀器

易造成潛在灼傷及燒傷、身體部份暴露

在涼快的環境中有關（3/13）；三、肢

體活動不協調/因腹部連體嬰雙胞胎接受

分割手術後無法坐穩、平穩站立及走路

有關(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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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措施與結果評值

一、	主要照顧者緊張╱手術資訊不足
及治療術後照護不清楚有關（
2/20~3/27）。

(一)主客觀資料

2/20案母經由翻譯員轉述：

S1. 明天的組織擴張手術是做什麼? 手術

時間會很久嗎？

S2. 手術會很危險嗎? 對姐妹會有什麼影

響嗎？ 

S3. 3/12明天手術能將兩個人分開嗎？手

術對倆姐妹都很安全嗎？

S4. 3/12我可以陪她們進去裡面嗎？ 

S5. 3/12手術後要住多久？手術成功會成

功嗎？

S6. 3/12手術後能夠像正常人走路嗎？

O1. 術前訪視告知隔日行腹部連體嬰分割

手術。

O2. 案母焦慮程度，由翻譯人員協助填寫

貝氏焦慮量表，評分結果為28分，屬

於中度至重度焦慮。 

O3. 案母將倆姐妹放置手術床眼眶泛淚，

倆姐妹離開案母懷抱不停哭鬧。

(二)護理目標

1. 2/20 22：00主要照顧者可經由翻譯員說

出組織擴張手術之原因。

2. 3/12 23：00翻譯後主要照顧者可說出分

割手術注意事項2項及後續治療。

3.3/27貝氏焦慮量表降至15分。

(三)護理措施

術前訪視經由翻譯人員轉述：

1. 告知案母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行分割

手術前需先有足夠的皮膚關閉傷口，所

以需先行皮膚擴張手術，分割後才有足

夠的皮膚覆蓋。

2. 針對組織擴張手術，再次評估案母理解

程度，並補充說明案母不了解部分。

3. 術前訪視利用肢體語言表達關心與支

持，給予疾病相關文獻資訊，可以減少

案母對於手術不了解所產生的害怕，並

緩解焦慮。

5. 介紹相同手術成功分享經驗，增加案母

對分割手術預後的信心。

6. 告知主要照顧者可以陪同進入手術室內

直至個案接受麻醉睡著後再開，降低分

離焦慮情形，並表示手術過程中皆由筆

者全程照顧。

7. 術前訪視先需自我介紹，告知經由醫

療團隊包括麻醉科、外科醫師及護理

人員、復健師，並清楚說明整個過程並

經由訪視衛教圖片向案母說明個案整個

手術室內環境、手術過程、預計手術時

間，術後傷口，也會告知術後會轉入加

護病房觀察，身上管路，讓案母安心。

(四)護理評值

經由翻譯員轉述：

2/20 22：00主要照顧者可講出組織擴張

手術是為了要培養分割後足夠的皮膚覆

蓋。

3/11 23：00主要照顧者可說出藉由圖片

及衛教，對於手術資訊更清楚。

3/12主要照顧者能講出手術後先到加護病

房觀察，身上會有尿管及引流管，等到

穩定後會轉到病房。

3/16病房訪視，主要照顧者面帶笑容，貝

氏焦慮量表為輕度10分。

3/18主要照顧者表示倆姐妹恢復很好，貝

氏焦慮量表為極度輕度5分。

3/27倆姐妹傷口已拆線，協助填寫貝氏焦

慮量表，評分為極度輕度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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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潛在危險性損傷╱與手術時間長
、長時間手術擺位、手術設備儀
器易造成潛在灼傷及燒傷、身體
部份暴露在涼快的環境中有關（
3/13）。

(一)主客觀資料

O1. 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體重共16.4公

斤，手術中容易受到器械壓迫造成皮

膚破損。

O2. 手術時間08：47至14：00，長達5小

時47分。

O3. 手術前評估倆姐妹皮膚完整，紅潤飽

滿，倆姐妹因肝臟相連，手術姿勢擺

位先採側躺姿勢，易受壓處為耳朵、

肩部、腋下、手肘、髖部及腳踝。

O4. 手術室內空調溫度為攝氏20-22℃，

09：00連體嬰姐姐體溫攝氏約35.8-

35.9度，妹妹體溫攝氏約35.8-36度。

O5. 手術全程使用儀器設備電燒、全身溫

熱墊、烤燈、超音波手術吸引儀、抽

吸器。

(二)護理目標 
1. 手術期間08：47至14：00，中心靜脈導

管溫度維持體溫36.5-37.5度之間。

2. 手術結束後離開手術室前皮膚完整無機

械型，化學性灼傷及電燒傷發生。

3. 手術結束至小兒加護病房前無因為姿勢

擺位造成血液循環障礙。

4. 手術結束至小兒加護病房前除手術傷

口、引流管傷口，身體其餘部分能保持

皮膚完整及無受損情形。

(三)護理措施 
1. 08：30手術床床單保持平整，使用烤燈

使棉被溫暖。

2. 08：35手術中給予兒童專用溫熱墊，設

置為38℃溫度。

3. 08：40避免病人曝露在冷氣下使體溫降

低適當曝露手術部位。

4. 08：45側臥姿位擺設，使用自製襪套當

成帽子予以頭部保暖，兒童專用U型頭

墊固定頭部兩側，棉捲當襪子予以腳部

骨突受壓處保暖及防護，並於腋下、膝

下、腳踝受壓處放置兒童專用長型脂肪

墊及膝下放置兒童專用抗壓方形脂肪墊

保護預防壓瘡。

5. 08：45確認兒童手術電燒功能及功率，

且電極貼片依年齡選擇小兒電燒迴路貼

片至背部及左大腿外側，確認皮膚無接

觸金屬物品。

6. 08：50使用水溶性優碘消毒，避免酒精

溶液造成的體溫散失。

7. 08：47-14：00手術過程避免儀器設

備、包布身體，如：舖設無菌單須預留

一些空間，勿使布單接觸面承受高度的

壓力而傷及神經。

8. 12：17倆姐妹分開成為兩個獨立個體且

分別於兩張手術檯，由兩組外科醫療團

隊進行後續取出組織擴張器及傷口縫

合。

9. 13：50於轉送小兒加護病房前30分鐘電

話通知，請先將溫熱墊及烤燈開啟，維

持病患體溫，並請通知呼吸治療師待

命。

10. 14：00手術結束無菌紗布傷口覆蓋，

並將引流管黏貼固定。

(四)護理評值

1. 3/13 08：47至14：00手術期間雙胞胎姐

妹體溫皆維持在攝氏35.9-36.2度，小兒

加護病房後兩姊妹的體溫皆在攝氏35.8-

36.6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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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6. 4/5雙胞胎妹妹能走路7步以上，右腳肌

肉力量達5分。

(三)護理措施

1. 2/23與復健師及其他醫療團隊共同討

論，為倆姐妹量身訂製木馬坐椅推車，

讓倆姐妹在手術後照護時可以讓合適輔

助活動椅，並學習坐穩。

2. 3/18復健師每天一次50分鐘教導案母在

倆姐妹面前擺放布娃娃，吸引倆姐妹抓

握玩具，放手後也能坐穩，結果發現姐

姐很快學會坐穩，妹妹坐不穩，易往右

側倒。

3. 3/19將布娃娃或是音樂放置右側吸引妹

妹用右手抓握後能平穩坐著。

4. 3/20選擇與姐姐身高相當桌子，將喜愛

的布娃娃放置桌上，讓姐姐站著玩娃

娃；妹妹喜歡音樂，讓妹妹穿上會發出

2. 手術時間長達5小時47分鐘，14：00術

後檢視倆姐妹全身皮膚完整，側臥時

易受壓處無紅腫、水泡，雙頰及嘴唇紅

潤，雙下肢紅潤溫暖。

3. 14：20手術結束後轉送小兒加護病房前

倆姐妹無發現機械型，化學性灼傷發

生，電刀迴路板移除之部位，倆姐妹無

皮膚破損。

4. 17：00小兒加護病房探視倆姐妹四肢活

動皆正常。

5. 17：30至病房探視倆姐妹傷口無滲液，

乾燥且結痂，除手術傷口，皮膚皆完

整。

三、	肢體活動不協調╱因腹部連體嬰
雙胞胎接受分割手術，術後無
法坐穩、平穩站立及走路有關
(3/18~4/8)

(一)主客觀資料

3/18主要照顧者緊張焦慮經由翻譯員轉

述：

S1. 平常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站立時很

快跌倒。

O1. 腹部連體嬰行分割手術。

O2. 電腦斷層顯示骨骼皆正常，倆姐妹腹

部相連，站立時雙胞胎姐姐左腳2分

較乏力，妹妹則為右腳肌力2分。

(二)護理目標

1. 3/19雙胞胎姐姐復健能自己坐著5分

鐘，不在輔助下站立1-2分鐘。

2. 3/23雙胞胎姐姐能扶床欄走路3-5步。

3. 4/5雙胞胎姐姐能走路8步以上，左腳肌

肉力量達5分。

4. 3/19雙胞胎妹妹復健能自己坐在床上3

分鐘，不在輔助下站立 1-2分鐘。

5. 3/23雙胞胎妹妹復建能扶著床欄走路2-3

構想圖

木馬推車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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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鞋，站著就有音樂聲音，增加雙

腳穩定性。

5. 3/22倆姐妹開始學走路，穿上防滑襪預

防跌倒。

6. 3/22姐姐站較穩使用學步車，放置布娃

娃吸引，妹妹站較不穩使用音樂學步推

車，吸引妹妹往前走。

7. 3/28放置2個布娃娃距離10公尺處，吸

引姐姐；將會出聲音的圖片距離8公尺

處，吸引妹妹往前觸摸。

(四)護理評值

1. 雙胞胎姐姐3/19坐在床上時間5-7分鐘，

不在輔助下站立約1-2分鐘，左腳肌肉

力量3分。3/23 姊姊能扶著床欄走路5

步，左腳肌肉力量4-5分。4/1 姐姐可坐

穩床上10分鐘，不在輔助下走路5步。

4/6 姐姐能夠不在任何輔助下站立10分

鐘，走路7步，步態平穩，左腳肌肉力

量5分。

2. 雙胞胎妹妹3/19能坐在床上5分鐘，不

在輔助下站立1-2分鐘，右腳肌肉力量

2-3分。3/23妹妹能扶著床欄走路5步，

右腳肌肉力量3-4分。4/1妹妹能夠坐穩

床上玩娃娃8分鐘，不在輔助下走路4

步。4/6 妹妹在輔助下走路7步不易跌

倒，右腳肌肉力量5分。

結論與討論

個案為腹部連體嬰雙胞胎姐妹，彼此

緊緊相依了13個月，於2015年3月13日

行腹部分割手術女嬰，手術罕見，相對

於兒童本身及其主要照顧者都是極大考

驗，案母獨自帶個案跨海來台求醫，面

對語言溝通的障礙、手術資訊不足及治

療預後不清楚的複雜心情，經過訪視衛

教手術相關流程及結果，並利用肢體語

言表達關心與支持，經由翻譯員協助翻

譯，使案母降低緊張焦慮。手術後在醫

療團隊及復健介入下，雙胞胎姐妹可以

獨自坐穩、站立及步行，於出院返國前

案母也表示有信心在家協助雙胞胎姐妹

持續復健，回國後院方也以遠端視訊個

案的情形，得知每日案母仍於按時協助

復健，目前雙胞胎姐妹能正常走路，回

歸正常的生活。

照護期間執行護理措施皆需配合翻譯

員時間，手術後照護及復健也是手術護

理人員在照護上困難及限制，筆者只能

藉由多次探視，持續關懷以及查詢病歷

記錄等方式完成此份個案報告。筆者深

感近年來外來人口多，建議臨床實務能

增加多國語言訪視衛教手冊或是即時翻

譯軟體進行雙向溝通。筆者身為罕見手

術個案之手術室護理師，與本院優秀的

醫療護理團隊合作，讓罕見個案順利分

割、順利復健及順利出院實感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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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

就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Getting angry is actually punishing ourselves 
for the mistakes of others.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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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Nursing Experiences 
in Caring for 

Omphalopagus Conjoined Twins

Pei-Wen Chen, Yao-Lian Yang*, Shu-Hua Hsu**, Yac-Chun Cheng***, Hui-Ling Y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cerns 13-month-old omphalopagus twins. They underwent separation 

surgery because they were incapable of resting on the belly and learning to crawl. The period 

of nursing care was from February 10th to April 8th, 2015. Five holistic nursing assessments 

were performed. Through preoperative visits, practical care, postoperative interviews, 

physical assessments, and follow-up, key problems were identified, which included main 

caregiver anxiety, potential risk of injury, and limb mobility restriction. Main caregiver 

anxiety can be relieved by providing an adequate translator. Tailored wooden horse carts for 

sitting and exercise were prepared. Some potential risks were avoided during surgery: socks 

and a special pediatric fat pad were used to protect the head and bones, surgical instruments 

were carefully aligned, and cloth was wrapped carefully around medical tubing. The twins 

were placed on separate operating tables, and operating caps of different colors were placed 

on the twins for identification. The separation surgery was performed by two independent 

medical teams.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cluded crawling, sitting, standing, and walking 

courses. The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having achieved an excellent outcom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case report, clinical experience can be disseminated and causes and effects can 

be clarified.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19; 18:4,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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