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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描述88歲男性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0年，初次經歷急性惡化之急診護理經驗
，照護期間為2018年2月25日至26日，經由會談、觀察、身體評估、病歷查閱等技巧收
集資料，並運用Gordon十一項健康功能性健康評估，主要健康問題為低效性呼吸型態
、現存性感染及焦慮等。急診護理初期介入提供藥物治療、足夠的氧氣及教導有效呼
吸技巧，改善肺炎併呼吸喘之問題。在急性期後，教導個案漸進式活動，並衛教肺部
復健運動以防再次急性惡化，及定期接種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可降低呼吸道感染發生
，進而減輕焦慮之導因。未來建議臨床優化資訊建置，以軟體設備紀錄個案運動及用
藥情形，方能追蹤長期健康成效。期望藉由此護理經驗提供照顧類似個案之急診護理
人員參考。(志為護理，2020; 19:2, 127-136 )
關鍵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低效性呼吸型態、現存性感染、焦慮、急診

前 言

是急診入院的常見原因，帶給醫療保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健系統沉重負擔(Jones et al., 2018)。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許多國家常

AECOPD主要由細菌、病毒感染或環境

見十大死因之一，據臺灣行政院衛生福

因素引發，細菌感染為常見原因(Estirado

利部統計顯示2017年國人十大死因慢

et al., 2018)，若未能及早診斷或治療，

性下呼吸道疾病排名第七(行政院衛生

將進展至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廖、

福利部，2018)。急性惡化之慢性阻塞

陳、楊，2015)，因此，AECOPD對

性肺疾病(acute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COPD患者的住院、再入院、疾病進展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

和死亡率產生多層面負面影響(Estirad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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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OPD以持續性呼吸道症狀和氣

本文個案88歲男性，為20年COPD患

流受限為特徵，包括呼吸困難及咳嗽

者，平日活動自如且有運動習慣，因呼

(GOLD, 2018)，因呼吸困難制約活動

吸喘五日至急診，診斷為AECOPD，期

量，使肌肉廢用及降低活動耐力(陳，

間因疾病及肢體無力問題，導致呼吸喘

2017)，低效性呼吸型態護理為予以足

以及初次AECOPD下床活動需他人協助

夠氧氣及改善呼吸困難，密切監測呼吸

產生焦慮，故引發探討動機，除改善急

型態及氧合，配合有效呼吸技巧，如噘

性惡化症狀外，藉由會談了解個案對疾

嘴式呼吸、用力呼氣、腹式呼吸等，改

病的認知，透過衛教及實際操作協助改

善通氣障礙、呼吸困難及增進呼吸肌

善呼吸喘情形，進而完成自行下床活動

耐受性(Zeng, Jiang, Chen, Chen, & Cai,

之期待，並利用肺部復健的方法預防再

2018)。

復發，提升自我健康照護能力，創造良
好的生活品質。

AECOPD因慢性呼吸道炎症反應刺
激，導致呼吸道分泌物過多，除利用呼
吸道清除技巧外，也可配合胸腔物理治

文獻查證
一、急性惡化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療，如：維持舒適臥位、抬高床頭(促
進肺擴張情形)、三點姿勢(坐著身體向

AECOPD為呼吸道症狀急劇惡化，

前傾手臂放膝蓋上、肩脥微抬高，協助

導致需要更多額外的治療，常見原因是

提高橫膈，提供更佳的氣流)、背部扣擊

呼吸道感染，主要症狀為呼吸更加困難

等，配合支氣管擴張劑使用，以清除呼

及胸悶，伴有喘鳴聲、咳嗽、痰液量增

吸道分泌物(陳、王，2018；Zeng et al.,

加、痰液黏稠度及顏色改變，並且發

2018)。

燒。治療目標是儘可能減少急性惡化
的不良影響，與預防後續事件的發生

三、急性惡化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常
見心理問題及其護理措施

(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呼吸喘是AECOPD主要造成焦慮的原

Lung Disease [GOLD], 2018)，治療使用

因，其中若曾反覆入院者，有較高程度

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或併用短效性抗膽

的焦慮與憂鬱(Pumar et al., 2014)。多數

鹼藥劑，若有痰液變黃稠、痰量增加

患者因失去健康的控制感，依賴性增加

或呼吸喘加劇時，應給予抗生素治療

及自主性喪失，而引發焦慮，導致生活

(Restrepo, Sibila, & Anzueto, 2018)，能夠

品質下降，若提供完整的出院衛教及疾

縮短恢復與住院時間，降低早期復發、

病照護資訊，可減緩焦慮程度(Pooler &

治療失敗風險，治療時間應為5-7天。而

Beech, 2014)。提供壓力與症狀的改善方

若曾出現急性惡化發作後，應採取預防

法，如放鬆技巧、認知行為治療、瑜珈

再次發作的措施(GOLD, 2018)。

及自我管理等，降低焦慮情緒，增加患

二、急性惡化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常
見生理問題及其護理措施

者與疾病共生之自我效能(Puma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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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預防措施

喪偶十年，案父肺癌過世，與案長子
及案長媳同住，案長子66歲從商，是主

的中、重度或非常嚴重的COPD患

要經濟來源及主要決策者，案長媳62歲

者，建議進行肺部復健預防再復發，

為家管，住院期間主要由案長子、長媳

對於COPD患者來說最佳的實踐方法

留院照護，家庭經濟小康。

是戒菸，可預防急性發作(Criner et al.,

二、此次疾病就醫經過

2015)，且可改善症狀、生活品質、增

個案於2018年2月25日主訴呼吸喘已五

進身體和情緒狀態以利參與日常活動

天、全身無力情形入急診，家屬代述曾

(GOLD, 2018)。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

於2月20日至外院求治，診斷為AECOPD

疫苗接種也可降低呼吸道感染的發生

及肺炎住院，但出院後症狀仍未改善，

(Restrepo et al., 2018)。

故入本院急診求治，檢傷級數為三級。

COPD患者可藉由肺部復健，增進運

胸部X光顯示雙側肺葉浸潤增加，確立

動耐受力、緩解呼吸困難及疲憊等症狀

診斷為AECOPD及肺炎，醫師囑以抗生

干擾(GOLD, 2018)，運動訓練以肌肉阻

素、支氣管擴張劑及化痰藥物治療，2月

力訓練增進骨骼肌功能，如使用便攜式

26日至胸腔內科病房治療，於3月4日出

踏板訓練器每日至少四次的循環，使下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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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近期(即≤4週)曾發生AECOPD

肢力量、坐姿和身體平衡改善。肺部復
健是個有監督的運動訓練和衛生教育措

護理評估

施，目的為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身

急診護理期間為2018年2月25日21時15

體改善和心理狀況的行為改變(Jones et

分至2月26日8時56分，以Gordon 十一項

al., 2018)。

健康功能型態評估、直接照護、訪談及
觀察結果如下：

護理過程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一)基本資料

一、健康感受及健康處理型態
2/25 22:35個案訴：「我身體很健康，
以前抽菸喝酒約20年，抽菸每天1包、

鄧先生，88歲，小學畢業，主要語言

喝米酒一星期1,200ml，都戒40年了，不

為國、臺語，信奉道教，已退休，生活

吃檳榔，生病就到診所或醫院，會配合

習慣良好，已戒菸、酒約40年，無嚼檳

治療，這樣才好得快，我知道運動很重

榔，嗜好為菜園工作及健走運動。

要，平常在家附近走走。」入院因感冒

(二)過去病史

多天後呼吸喘及全身無力，疾病診斷為

腎衰竭16年及前列腺肥大8年，規則服用

意接受並配合治療。

慢性病藥物，2010年行經尿道前列腺刮

二、營養代謝型態

罹患COPD 20年、高血壓20年、慢性

除術，無藥物及食物過敏史。
(三)家族史及家庭史

AECOPD時，能清楚自己所患疾病、願

身高162公分，體重65公斤，理想體
重57.7公斤，身體質量指數24.76，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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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每日所需熱量1,442.5大卡，無吞

吸，2/26 02:50協助移動至活動馬桶時，

嚥、咀嚼或進食困難，觀察口腔完整、

表情緊張且有呼吸喘情形，呼吸24-26次

無破損，上下排為活動假牙，飲水量一

/分，使用鼻導管氧氣2L/min下血氧98-

天1,000-1,500ml，皮膚為正常黃種人膚

100%，上肢肌力約5分，下肢肌力約4-5

色，無破損及水腫情形，無異常搔癢，

分，下床活動有呼吸喘情形，休息可緩

手腳指甲乾淨、末梢無發紺，毛髮分布

解，末梢溫暖，感覺正常，無麻木感，

均勻、柔順。三餐時間規律，定時定

脈搏強度2價，心電圖為正常竇性心律併

量，早餐約可吃完一個饅頭及一杯豆

右束傳導阻滯。

漿，午、晚餐約可吃完一碗飯、有蔬

五、睡眠休息型態

菜、肉類或海鮮及水果，偏愛甜食。

2/25 23:45個案訴：「平常都睡很好，

2/25 21:53抽血報告鈉離子：132mmol/

每天睡7小時，沒有吃藥，偶爾會起床

L、鉀離子：5.3mmol/L、白蛋白：3.2g/

尿尿，但可繼續睡，午休1-2小時，這樣

dL。2/25 22:35個案訴：「五天前很喘後

整天就很有精神」會談時精神狀況佳，

我的食慾有比較下降，都吃不太下，早

無黑眼圈，無打哈欠情形或疲倦神態。

餐只吃半個饅頭。」

2/26夜間睡眠時數約7小時，起身使用活

三、排泄型態

動馬桶2次，回病床後使用氧氣呼吸平

2/25 23:45個案訴：「我尿尿跟大便
都沒什麼問題，早上大便一次，一天尿

順，約30分鐘可再入睡。

六、認知感受型態

個6-7次，黃的，沒有血，也不會痛。

意識清楚，GCS：E4V5M6，表達及

現在喘不敢下床又怕跌倒，用尿壺或床

理解能力佳，12對腦神經功能佳，雙

邊的馬桶，很不方便。」視診腹部外觀

眼老花，聽力正常，無感覺異常，2/25

圓鼓，無疤痕、異常腫塊、發紅破損情

23:55個案訴：「人老了沒有年輕時候容

形，肚臍及周圍乾燥，無臍疝氣，聽診

易學會很多東西，決定事情大兒子都會

腸蠕動音正常，約8次/分，為正常水流

找我討論，很快就有結論。」對談時，

聲，叩診腹部鼓音，觸診柔軟，無腫

說5-6個字必須暫停換氣，以便呼吸，對

塊、結節、壓痛感。

話能注視對方並給予回應，表情平淡。

四、活動運動型態

七、自我感受-自我概念型態

2/25 22:35個案訴：「我有運動習

2/25 21:23個案訴：「靠別人好像自己

慣，會在家附近走走，每個禮拜2-3次、

沒有用。」2/25 22:35個案訴：「我平常

大約30-40分鐘，每個禮拜去菜園工作

做什麼都可以自己來，覺得狀態什麼的

4-5天，運動對身體好，我可以照顧自

都很好，啊我兒子媳婦也都把家打理得

己。」對談時，可見說5-6個字須暫停

很好，沒什麼好擔心的。」此次因呼吸

休息，個案罹患COPD 20年，此次因急

喘怕下床活動會跌倒及造成家人麻煩而

性發作於急診就醫，2/25 22:50視診呼吸

感到心理焦慮，2/25 22:45觀察於床上移

淺快、費力，使用呼吸輔助肌，端坐呼

動至活動馬桶時，呼吸喘且面容害怕、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26 00:15個案訴：「我是道教的，

有這樣喘過，第一次這樣，我…真的很

就偶爾到廟裡拜拜，祈求家人平安，對

擔心。」。2/25 23:15觀察下床活動需由

人生的態度是積極的，價值觀算樂觀，

兒子、媳婦協助，移動時會抓緊欄杆，

現在健康狀態不好，只希望住院後改

動作緩慢。 2/25 23:41個案訴：「現在一

善。」談話時表情放鬆，對於疾病後續

直很喘只要下床就很怕跌倒都要別人幫

照護相關內容有期待想更近一步了解，

忙，不想以後都是這樣。」談論此相關

眼神溫和直視談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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皺眉。2/25 22:55個案訴：「之前從來沒

問題時，面容愁苦、語氣沮喪。

八、角色關係型態
多重角色為孩子的父親、媳婦的公
公、孫子的爺爺，以及住院期間為病

問題確立、護理計畫、措施與評值
一、低效性呼吸型態/與AECOPD及呼
吸喘有關(2/25-2/26)

人，2/25 23:45個案訴：「我們家的人關

主客觀資料

係、感情都很好，有事就大兒子決定，

S1:2/25 21:35個案訴：「這五天都很喘，

經濟也都他負責，跟大兒子和媳婦最
親，我們住在一起，很少有衝突的，平
常親友跟鄰居相處都很好。」2/26 00:42
觀察與兒子及媳婦互動良好，欲下床活

躺著更不舒服，睡覺都坐著。」
S2:2/25 22:50個案訴：「一直很喘，腳也
無力。」
O1:2/25 21:40視診呼吸淺快、費力，使

動時，兒子會主動協助。

用呼吸輔助肌(斜角肌、胸鎖乳突肌

九、性生殖型態

突出)，噘嘴呼吸、端坐呼吸，呼吸

2/25 23:45個案訴：「老婆10年前就過

24-26次/分，血氧飽和濃度97%，使

世了，就我和小孩過生活，人也老了，

用鼻導管氧氣2L/min下，面容愁苦、

對性生活這些沒什麼期待，能夠安穩的

皺眉。

過一生就好。」視診陰莖、陰囊外觀正
常、無異常分泌物，有前列腺肥大之過
去病史。

十、因應壓力耐受型態
2/25 22:50個案訴：「平常心情都滿愉
快的，有壓力就自己到外面散步分散注

O2:2/25 21:50對談時，約說5-6個字須暫
停換氣，以便呼吸。
O3:2/26 02:50移動使用活動馬桶，表情
緊張且有呼吸喘情形，呼吸24-26次/
分，雙上肢肌力約5分，雙下肢肌力
約4-5分。

意力，有困擾跟兒子或媳婦一起討論，

護理目標

現在的壓力是生病，希望可以趕快穩

(1)2/26 03:00前個案能主訴呼吸喘緩解程

定，做想做的事。」談話時表情平順，
談述到家人面帶微笑，談述到疾病時表
情皺眉、擔心，面對疾病可接受且配合
治療。

十一、價值-信念型態

度大於60%。
(2)2/26 05:00前個案呼吸次數能小於22次
/分。
(3)出院前，個案能主訴無呼吸喘情形並
可下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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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措施

主客觀資料

(1)每四小時監測血氧濃度及呼吸狀態。

S1:2/25 22:35個案訴：「覺得痰很多，咳

(2)依 醫 囑 予 支 氣 管 擴 張 劑 ( a t r o v e n t
1pill、butanyl 1 pill INHL Q6H)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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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導管氧氣2L/min使用。
(3)維持舒適臥位，如：抬高床頭、三點
姿勢，提供更佳的氣流。
(4)教導利用腹式呼吸、噘嘴呼吸，可增
進通氣量。

S2:2/25 23:50個案訴：「前幾天有發燒，
整個人沒力氣，其他醫院說是肺炎住
院四、五天，還是很不舒服，醫師也
告訴我胸部X光兩邊肺部有感染，我
一定要配合治療，才會好。」
O1:2 / 2 5 2 2 : 5 0 聽 診 雙 下 肺 葉 濕 囉 音

(5)教導呼吸喘緩解時可嘗試漸進式下床

重，明顯痰音，自咳能力弱，偶

活動，坐於床邊約5分鐘，無頭暈情

可咳出黃白色穠稠痰液，胸部X

形，他人攙扶起身，站穩後行走。

光顯示雙側肺葉浸潤增加，抽血

(6)教導呼吸喘緩解時可嘗試進行肺部復

報告：WBC:9.59*10^3/uL、N.

健運動，如抬腿運動增加下肢肌力、
上肢舉手運動減少呼吸喘情形。
(7)教 導 返 家 後 可 進 行 居 家 肺 部 復 健 運
動，如步行、騎腳踏車等，建議頻率
每週3-5次，每次20分鐘，初始可由運
動五分鐘，開始逐漸增加。
護理評值
(1)2/26 02:14個案訴：「現在這樣躺著

seg:81.0%。
護理目標
(1)02/26 03:00前個案能正確執行有效咳
嗽之方法。
(2)02/26 06:00前個案聽診呼吸音雙側肺
葉濕囉音改善。
(3)出院前，個案胸部X光顯示雙側肺葉
無浸潤。

不會喘了，感覺好的程度大概70%左

護理措施

右。」對談時，可完整表達，呼吸平

(1)教導有效的咳嗽方法為採坐姿將頭微

順，胸廓起伏一致。

前傾並放鬆肩膀肌肉，用枕頭或手支

(2)2/26 03:56個案訴：「有在吸藥就比較

托胸腹部，咳嗽前先做深呼吸運動三

不喘了。」呼吸18-20次/分，無使用

至五遍後再憋住呼吸約3秒鐘，吐氣

呼吸輔助肌，末梢溫暖，面容柔和。

時作連續咳嗽運動2次。

(3)3/2查閱病歷可見已無使用支氣管擴

(2)深呼吸運動為由鼻慢慢吸氣，腹部膨

張劑及氧氣鼻導管，探視可見呼吸

出吸到不能再吸後，閉氣3秒，嘴唇

平順，主訴：「我現在可以自己下

嘟成圓形慢慢將氣吐出，使腹部恢復

床。」

平坦，每小時5-10次。

(4)3 / 2 查 閱 病 歷 可 見 目 前 用 藥 為
prednisolone 1tab PO QD。

二、現存性感染/與痰液量多且無法
咳出及肺炎有關(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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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 醫 囑 予 支 氣 管 擴 張 劑 ( a t r o v e n t
1pill、butanyl 1 pill INHL Q6H)、化痰
藥物(acetlcysteine 1pk PO TID)及抗生
素(avelox 400mg IVD QD)使用，避免

呼吸道黏膜乾燥及發炎，減少呼吸道
纖毛活動的受損及分泌物的增生。
(4)聽診痰音位於雙下肺葉，姿位引流採

O2:2/25 23:15下床活動需由兒子、媳婦
協助，移動時會抓緊欄杆，動作緩
慢。
護理目標

背扣擊法，手曲成弓狀從背部下方往

(1)2/26 05:00前個案能說出因呼吸喘導致

上方、由外側往內側拍打，每秒3-5
次，避開脊椎、腎臟、肩胛骨等位
置，每部位扣擊約3-5分鐘。
(5)每四小時評估呼吸型態、呼吸音之變
化。
(6)衛教流感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接種可
降低呼吸道感染的發生。
(7)衛教遠離二手菸可有效降低呼吸道感
染的發生。

焦慮的程度降低。
(2)出院前，個案能無需他人協助自行下
床如廁。
護理措施
(1)每班會談10-15分鐘，運用同理心、陪
伴、傾聽，鼓勵表達其內心想法。
(2)教導進行放鬆技巧，如：想像訓練、
冥想、聆聽音樂等。
(3) 每 次 護 理 時 ， 給 予 簡 單 、 明 確 的 說

護理評值

明，及精神上的支持、鼓勵，並告知

(1)2/26 01:04個案能自行咳出少至中量黃

有進步的地方。

白色穠稠痰液。
(2)2/26 08:12聽診個案雙下肺葉濕囉音已
改善，痰音減少。
(3)3/3病歷查閱胸部X光顯示雙側肺葉無
浸潤。

三、焦慮/與初次AECOPD呼吸喘及下
床活動需他人協助覺得自己沒用
有關 (2/25-2/26)。
主客觀資料
S1:2/25 21:23個案訴：「因為很喘，下床
都要人幫忙，真的很麻煩，靠別人好
像自己沒有用。」
S2:2/25 22:55個案訴：「之前從來沒有這
樣喘過，我…真的很擔心。」

(4)由醫師解釋目前疾病狀況及藥物使用
目的。衛教若急性惡化情況改善後建
議行肺部復健計畫，以減少反覆入院
的可能性。
(5)依醫囑予氧氣鼻導管2 L/min使用並監
測血氧情形，讓個案能自行觀察血氧
之變化。
(6)衛教呼吸平順時會提供助行器使用，
減少下床活動需他人協助之焦慮。
護理評值
(1)2/26 03:15個案訴：「來這裡吸藥、打
抗生素控制感染後，呼吸比較不喘，
也比較放心了。」
(2)3/2 10:15探視個案可自行下床活動，

S3:2/25 23:41個案訴：「現在一直很喘只

無需家人協助，主訴：「現在不會喘

要下床就很怕跌倒都要別人幫忙，不

可自己下床。」談話面帶微笑，心情

想以後都是這樣。」

愉悅。

O1:2 / 2 5 2 2 : 4 5 於 床 上 移 動 至 活 動 馬 桶
時，喘且面容害怕皺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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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低腳高的姿勢，俯臥，協助者行拍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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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探討一位COPD患者初次急性惡
化之急診照護過程，個案因呼吸喘及肢
體無力致低效性呼吸型態，與下床活動
需他人協助產生焦慮，在後續住院能安

一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惡化之急診護理經驗

心接受治療並於呼吸喘改善後嘗試自行
下床活動，筆者藉由與個案及家屬建立
良好的治療性關係，使用口頭衛教及衛
教單張的方式，除解除現存之呼吸喘問
題，更衛教肺部復健對於疾病之重要
性，並可有效降低再次入院之可能性。
於03月02日探視個案時，能自行下床，
主訴：「現在不會喘可自己下床，以後
會定期施打流感及肺炎球菌疫苗。」談
話面帶微笑，心情愉悅。
AECOPD的照護目標為改善現階段
急性症狀，而正因此疾病會長期與病患
共存，故預防急性惡化之照護是相當的
重要，礙於多數病患於急診停留時間短
暫，雖已給予適切護理與衛教，短時間
內卻僅改善呼吸喘問題，其餘健康問題
需長時間護理方能見成效，此為急診護
理臨床上之困境，因此，建議利用資訊
優化建置，如使用手機軟體設備紀錄個
案運動及用藥情形，讓醫護團隊可藉由
軟體紀錄了解近期健康狀況，給予適當
處置，更能減少因疾病發作反覆入院之
可能性，提供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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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兩件事不能等，
一是孝順，二是行善。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There are two things in life that cannot wait,
fulfilling filial piety and doing good deeds.
~ Master Cheng Y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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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Patient with
Acute Exacerbation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Meng-Ting Liang, Hui-Ling Yeh*, Hui-Fang Su

ABSTRACT
This case report describes the emergency care of an 88-year-old man, who ha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for 20 years, during his first visit to the emergency room
due to acute exacerbation of the disease. The nursing period lasted from February 25 to 26,
2018, during which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physical assessments,
and reviews of medical records. Using Gordon’s 11 functional health assessments, the
patient’s main health problems were found to be as follows: inefﬁcient breathing patterns,
existing infections, and anxiety. During early emergency care intervention, treatment
included medication, adequate oxygen, and the teaching of effective breathing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problems. We taught the patient the usefulness
of gradually increased physical activity, respiration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to prevent acute
deterio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r vaccination against inﬂuenza and pneumococcal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s. These measures reduced his anxiety
after the acute phase of emergency care. Clinical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 long-term health outcomes of patients can be tracked by recording the
case movements and medications using software. We hope that this nursing experience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mergency staff with similar case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0;
19:2, 127-136 )

Keywords: anxiety,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mergency department, 		
existing infections, inefficient breathing patterns

RN,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Head of Nurse Practitioner,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Accepted: November 10, 2019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Hui-Ling Yeh No. 707, Sec. 3, Zhongyang Rd., Hualien City, Hualien County 97004, Taiwan
Tel: 886-3-8561825 #10890; E-mail: u0952120730@gmail.com

136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