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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描述中國籍十一個月大嬰兒，在父母陪伴下跨境行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因對陌生
的醫療環境、且父母對於手術是否成功感到極端緊張、無助，引發收案動機，照護期
間2017年9月4日~9月9日，以個案發展、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整體性評估為主要
架構，藉由直接照護、會談、觀察等方式蒐集資料，確立的健康問題有三：1.害怕、
2.高危險性皮膚完整性受損及神經損傷，3.與照顧者角色緊張；綜合以上給予措施有：
案母及心愛小物陪伴、提供安全防護、藉由引導以宗教祈求方式降低緊張及對父母之
相關協助等。建議可以建置跨國際溝通平臺，藉由影音衛教、模型針具、聽診器及幫
布偶戴手術帽等互動過程，使個案能獲得持續性、高品質的照護。(志為護理，2021;
20:3, 127-136 )
關鍵詞：手術全期護理、人工電子耳植入術、感覺神經性聽障

前 言

當內耳毛細胞受損或聽覺神經缺損，將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6年統

造成重度聽覺障礙，即使配戴助聽器，

計，臺灣新生兒先天性聽力損失發生率

也無法清楚地聽見聲音，造成溝通障

約為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四，其中90分貝

礙，及早進行人工電子耳手術建構嬰兒

以上為極重度聽損佔千分之一(衛生福利

聽覺辨識功能有助於提升嬰兒聽覺、語

部國民健康署，2017)。健全的內耳毛細

言理解、情緒、溝通和社交技巧等各方

胞將聲音震動的機械能轉換成電位能，

面能力(林，2014)。接受手術的嬰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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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與父母分離、不熟悉環境、身體因

極的電阻與電生理測試，以確認植入體

手術造成疼痛等情形，因此，手術室護

功能，通常需住院二至四天(吳、鄒，

理師應依嬰兒發展階段，給予手術全期

2015)。

護理照護。

二、嬰兒人工電子耳手術全期護理

個案為中國籍十一個月大嬰兒，出生

(一)手術前期：

時發現重度聽力障礙，經診斷為感覺性

接受手術的嬰兒會面臨與父母分離、

聽障，在父母陪伴下跨境至本國進行人

不熟悉環境、等情形而感到害怕。因此

工電子耳植入手術。因跨國門診時瞭解

手術前訪視依嬰兒發展程度，了解詞彙

個案是家中第二個聽障兒，且父母對手

與圖片給予解釋。降低嬰幼兒害怕的方

術是否成功感到擔心；面對完全陌生的

法，包括：熟悉玩具、日常用物或者提

醫療環境感到害怕，故引發收案動機，

供遊玩及觸摸醫療設備，如血壓器，可

希望藉由個別性的護理照顧及對父母之

減輕手術前的害怕程度(涂等，2015)。

相關協助，使個案及父母能獲得高品質

親職壓力檢視量表可以檢視雙親照護者

跨境醫療照護，在全球化國際醫療浪潮

的焦慮來源，評估結果可以應用於臨床

下，此類個案有增加之趨勢，因此，將

照護(Lee et al., 2016)。主要照顧者在嬰

此經驗提供給臨床人員作為照護此類病

兒住院期間出現的行為感到焦慮，提供

人之參考。

疾病指導需告知主要照顧者，嬰兒住院
的害怕行為均屬正常反應，進行醫療處

文獻查證
一、感覺性聽障與人工電子耳植入術

置盡可能讓照顧者都陪伴在旁。陪同嬰
幼兒在等候室等待，麻醉後再讓照顧者

感覺性聽障若未及早治療會耽誤語

離開，減少嬰幼兒的哭泣與害怕感，同

言發展，藉由人工電子耳之電流刺激殘

時降低嬰幼兒及主要照顧者焦慮(王，

存聽神經，將聲音訊息傳送到大腦皮質

2017)。

產生聽覺(吳、鄒，2015)。人工電子耳

(二)手術中期：

比一般助聽器複雜，可改善但不能治癒

此時個案處於麻醉中，完全依賴護

已損壞的聽力，因此必須在植入電子耳

理人員輔助而得到自我照顧的需求，護

後，輔以先進儀器配合術後訓練，讓病

理重點包括：使用輔助設備預防手術傷

人能接收更完整的音頻以達到更佳的

害、環境監控、建立並維持無菌區、正

語言理解。研究顯示，嬰幼兒越早植

確計數術中敷料與器械，使個案安全的

入人工電子耳開始學習，語言發展較佳

完成手術。人工電子耳植入過程中單側

(Golestani et al., 2018)。

耳朵及顏面會受壓，需預防因手術臥位

人工電子耳手術切口位於耳後，長約

所造成神經肌肉的傷害，更因嬰兒皮膚

3至4公分，手術時間單側約2到3小時，

細嫩、組織柔軟且皮下脂肪薄弱，對壓

先進行乳突鑿開術後，進入至中耳腔，

力的承受度低；術中消毒皮膚以及積蓄

將電子耳的電極植入鼓室階，接著做電

有沖洗液的布單，在受壓部位會造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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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高程度的親職壓力；母親的親職壓

對變高。因此，必須保持皮膚清潔與乾

力大於父親；尋求支援的因應方式主要

燥，以防止浸潤造成表皮破損，使用減

為使用正向、積極心態解決所面臨的

壓輔助物可以降低手術壓瘡發生的機率

問題(胡，2016)。無論是嬰幼兒或青少

(劉等，2014)。人工電子耳手術部位神

年，因為身體疾病至醫院就醫甚至接受

經分布密集，使用電鑽及電燒刀的部位

手術，對於其父母及整個家庭而言都充

需提供完善的安全照護肌肉與神經功

滿壓力，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將雙親

能。嬰兒因為皮膚薄容易失溫，再加上

納入照護對象，藉由術前訪視給予雙親

手術室較低的溫度、濕度、未加溫的點

有關疾病及手術前中後照護的說明和問

滴、身體的暴露等均會造成低體溫，全

題釐清的機會；播放多媒體的手術室環

身麻醉周邊血管擴張及血流重新分布致

境介紹，可以讓父母預先認識手術的環

體熱流失，應適度給予保暖並監測體溫

境，也可以減少其對於手術前後過程的

(黃等，2017)。

未知感。開放讓父母陪同嬰兒進入手術

(三)手術後期：

室，可降低手術緊張感，也可降低嬰幼

人工電子耳手術後護理，在生理方
面：疼痛評估應以病人的主觀感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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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刺激和潮溼情形，出現壓瘡的機率相

兒內心處於害怕及壓力的情緒(李、林，
2012)。

主，輔以客觀工具評估疼痛指數、部

個案簡介

位、性質、程度、時間與頻率以適度處
理疼痛問題。身心障礙之嬰兒，因溝通

一、個案基本資料：

不易及疾病導致疼痛觀察不易，容易被

譚小朋友，男性，2016年10月2日出

忽略，以改良式行為觀察模式，用臉部

生，胎位正常足月自然產，出生時體重

表情、腿部姿態、身體活動、哭泣程度

3,110公克，新生兒篩檢正常，有按時接

及易安撫程度等5項指標來評估，再依據

種預防注射，無不良反應，目前11個月

評估結果給予緩解疼痛感方法。護理過

大。入院日期2017年9月4日，無藥物過

程中護理人員面對跨境手術嬰兒和家屬

敏史，個性害羞、怕生。

需考量生、心、社會、發展及文化等不

二、過去病史及入院經過：

同層面的需求，跨境醫療病人會感受到

平常有小感冒在附近診所就醫，無特

在國內與跨國接受醫療時，兩個國家醫

殊病史。因感覺性聽障來臺進行雙側人

療人員採用的照護行為不一致，因此，

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自2017年9月4日由

用跨文化接受的態度及關懷完成嬰兒及

父母陪伴住院，9月6日接受手術，9月9

家屬跨國醫療的目標(Plonien & Baldwin,

日評估傷口情況無異常出院，9月10日返

2014)。

回中國。

三、住院嬰兒父、母親角色緊張及相關
照護

三、家庭評估：

文獻指出，身心障礙兒童雙親感受

個案家庭型態為小家庭，主要經濟來
源為父親，父親教育程度為大學，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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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型電子公司負責人，母親教育程度

於感覺性聽障；嗅、觸、味覺皆正常。

為高中，職業為家庭主婦，家境小康，

3.呼吸系統：

住院期間主要照顧者為母親，父親為
輔，國語可溝通。

右對稱，觸診胸廓無畸形及壓痛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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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無異常呼吸音。

護理評估
筆者於20 1 7 年 9月 4日 至 9月 9 日 個 案

4.循環系統：
聽診心尖脈時，心跳速率約100次/每

住院及手術期間擔任手術全期護理師角

分鐘規律、無心雜音；觸診股動脈搏動

色，藉由直接照護、會談、觀察等方式

正常，下肢無水腫或淋巴腫大情形。

蒐集資料，並運用丹佛嬰幼兒發展、生

5.消化系統：

理、心理及社會等整體性評估，以確認

視診腹部微凸，觸摸柔軟無壓痛，

個案及其主要照顧者之護理問題。

叩診無鼓音，腸蠕動10~15次/分。進食

(一)發展評估：

習慣：案母表示:「平均4小時喝200cc

依據「丹佛嬰幼兒發展測驗」評估結

牛奶，會添加稀飯、米果及果泥等副食

果，年齡線為十一個月，除語言方面其

品，胃口佳。」術後6小時恢復進食，第

餘皆通過該年齡線測試，粗動作方面，

二餐恢復術前食量。

個案可雙手扶著傢俱走；精細動作方

6.泌尿系統：

面，會把一些小東西放入杯子；社會適

平日包尿布，尿液呈黃色，一天約換

應方面，看到陌生人會害羞；護理期間

6至7次，尿道口有正常開口外觀乾淨無

聽到個案會發出些許無意義聲音，與案

發紅，肛門口周圍無泛紅及破皮，大便

母以表情及肢體語言溝通，需要案母協

次數每日1次，土黃色成形軟便。住院期

助他表達，訪談期間個案要喝水，眼睛

間大小便正常。視診腹股溝無異常，陰

會看向案母，個案很少離開案母視線範

莖外觀乾淨、無包皮過長、發紅及分泌

圍活動。

物，雙側睪丸已下降至陰囊內，陰囊皮

(二)生理評估：

膚完整，兩邊對稱，無水腫，觸診無疝

1.外觀：

氣；手術中無裝置導尿管，手術後排泄

個案身高80公分(97百分位)，體重10
公斤(85~97百分位)，皆於生長曲線正常
範圍，皮膚完整無異味，指甲呈現粉紅

順暢型態無改變。
7.神經肌肉骨骼系統：
個案四肢外觀正常且對稱，會爬、會

色，皮膚飽滿，頭髮均勻分布具光澤。

坐，因為剛學會走路，在家時很好動，

2.感官系統：

可攙扶站著或是扶著牆慢慢行走。

雙眼外觀正常對稱會注視物品跟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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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腹式呼吸，可見胸廓起伏一致且左

(三)心理評估：

動，瞳孔有光反應；雙耳外觀正常且左

依艾瑞克森心理發展理論，個案主要

右對稱，耳內無分泌物，無法辨別聲音

發展任務為自主性對羞恥、懷疑等概念

來源，腦幹聽力反應檢查為90分貝，屬

建立，案母表示:「他會在家中客廳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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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這時手術是康復的黃金時間，日後說

有給他吃，則大叫、生氣，對於自己喜

話能和健康的孩子一樣」。比較中國及

歡或堅持的東西會吵著要。」口腔評估

本院的醫療費用、手術時間及評價後，

時出現咬緊牙關、全身扭動且手腳亂揮

決定跨海來臺進行人工耳蝸植入手術。9

的舉動，表現不願意服從，排斥反應激

月4日案母反覆問筆者：「這個手術成功

烈。

率很高吧？這位醫師醫術真的很好嗎？

(四)社會評估：

有沒有人說手術完還是聽不見！」主訴

個案意識清楚可以發出無意義聲音。

說：「這次過來臺灣手術懷抱很大的希

住院期間常以哭鬧及鑽到母懷裡表達需

望，很怕手術不成功，近來也睡不好，

求；住院期間變得依賴，看穿白衣服醫

不知不覺瘦了3公斤。」而案父說：「因

護人員靠近會閃躲，術前訪視時只要父

患有聽障的大兒子未經治療，無論是讀

母離開視線，眼神跟著父母並緊握他們

書生活及人際關係上都不順利！想幫小

的手，要求抱抱尋求安全感。案母表

兒子積極尋求治療，不要耽誤到個案的

示：「個案習慣手裡抓著一條小手帕，

學習」。9月4日依親職壓力量表評估：

可是進手術室甚麼都不能帶怎麼辦？不

父母困擾得分43；困難兒童得分39；親

可以讓他拿著嗎？」9月5日16點20分案

子失功能得分31；壓力總分113，屬輕度

母表示個案怕痛，怕打針，住院期間多

壓力。評估照顧者角色緊張/對手術的不

在床上玩玩具或是扶著椅子行走，媽媽

確定性及病情不了解有關。

總會在旁扶著、哄著，叫他小心「別跌

(七)手術中期護理評估：

著了！」，評估個案有害怕/與陌生醫療

9月6日早上8點進入手術室，9點40

環境及進入手術室與母親分離有關的護

分劃刀，15點30分手術完成進入恢復

理問題。

室，總計手術時間5小時50分。左右側

(五)靈性評估：

顏面及耳朵各受壓2小時25分，背側受

個案的家庭無特別宗教信仰，但9月5

壓7小時。採全身麻醉，平躺仰臥頭轉

日上午安排個案至聽力中心聽力檢測回

向對側，手術室內環境溫度攝氏20度，

程時，案父詢問我們：「聽說行天宮很

濕度60%，小兒導電片貼於臀部，點滴

靈驗，可以帶我們去一趟嗎？」於是讓

注射於右側手臂，消毒液消毒頸部以上

他們全家去行天宮拜拜，求得平安符。

範圍，神經探測儀探針放置於兩側眼尾

經由廟宇氣氛的昇華，感受到家人語氣

以及嘴角，探測顏面神經走向以避免傷

中的安定，心情平和的回到醫院。

害神經。藉由顯微氣鑽鑽出植入電極通

(六)主要照顧者評估：

道。聽力師測量電極的電阻與聽神經電

案母是主要照顧者，案父是家中主要

生理測試確認植入體功能正常。完成雙

決策者，個案與父母互動良好；住院初

側人工電子耳植入後最後將傷口縫合包

期案母表示：「經由社群網站及病友手

紮。評估個案有高危險性皮膚及神經損

術經驗分享得知人工耳蝸(電子耳)，小

傷/與手術時間長、手術傷口及植入物有
Volume 20 . Number 3 . June 2021 第二十卷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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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去，看見吃的食物會用手抓，如果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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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健康問題。

細胞密度高且極小中耳及內耳空間執

(八)手術後期護理評估：

行。手術過程以電鑽於鼓室階製造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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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15點30分個案抵達恢復室由案

入電子耳空間，解剖上接近顏面神經、

母安撫，微有哭聲無大鬧。7日8點護理

眼周及上唇分枝。總手術時間5小時50

時間個案已醒來，表情平和，觀察傷口

分。左右側顏面及耳朵各受壓2小時25

無紅、腫、熱、痛及滲液。9點至聽力

分。

中心開頻，看到個案對聲音有反應，案

(二) 護理目標：

母歡呼拍手表示心中大石頭終於踏實的

9/6手術結束後，個案沒有發生神經或

落下。術後訪視時，案母表示緊張已消

皮膚損傷。

除，晚上睡的安穩許多。9/8再次親職壓

(三) 護理措施：

力量表評估，結果：父母困擾得分31；

9月6日8時30分鋪設全床脂肪墊以緩衝

困難兒童得分27；親子失功能得分29；

背側皮膚壓力點的壓力，血氧飽和監測

壓力總分87，屬正常範圍。

器夾於大拇指，每30分鐘觀察末稍血液

問題確立
經由以上評估，歸納出個案及其主要

循環狀況。9/6 08:30放置馬蹄形狀脂肪
墊於頭部顏面皮膚下方，氣管內管周圍
加以適當保護。確認所有儀器組件無壓

照顧者有以下健康問題：

迫個案皮膚。溫毯機置於脂肪墊下，溫

(一)高危險性皮膚及神經損傷/與手術時
間長、手術傷口及植入物有關。
(二)害怕/與陌生醫療環境及進入手術室
與母親分離有關。
(三)照顧者角色緊張/對手術的不確定性
及病情不了解有關。

度設定為39℃。手術前後移動個案時，
以抱起方式移動，減少剪力造成皮膚損
傷。導電片完整貼滿於臀部，消毒皮膚
過程輕柔以免溶液積蓄布單及浸濕導電
片。手術過程注意工作人員勿將身體重
量壓或靠在病人身上。沖洗傷口改以10

護理措施及結果評值
一、高危險性皮膚及神經損傷/與手術時
間長、手術傷口及植入物有關

毫升空針滴注沖洗，布單上無蓄積生理
食鹽水。維持手術臺周圍高度、穩定，
提供醫師、助手及各刷手人員手部適度
支托，降低震動對個案的傷害。於眼周

(一) 客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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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及上唇以神經監測儀監測電燒使用與

9/6 08:30協助雙側人工電子耳植入手

神經活動之互動關係，接近神經時立即

術前準備，採全身麻醉，去除衣服，過

提醒醫師，預防神經合併症產生。交班

程中評估其皮膚乾燥、飽滿有彈性，完

給恢復室，請病房追蹤個案皮膚及神經

整無破皮。皮膚細嫩、組織柔軟及皮下

功能有無受損。

脂肪薄弱，電導片選擇貼放於臀部。手

(四) 護理評值：

術前以克菌寧消毒液消毒皮膚，手術過

手術前、消毒後再次檢查個案皮膚完

程以生理食鹽水沖洗。手術過程於神經

整，無溶液浸濕皮膚及導電片現象。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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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協調麻醉部門，9/6進入等候區時

檢視個案皮膚完整無發紅、水泡、破皮

再注射靜脈留置針，減低個案及家屬的

及電燒傷等情形。9/6 16:00於恢復室觀

焦慮感。9/6 08:00當個案在等候區準備

察個案無神經受損之徵象徵候。術後訪

時，讓案母也換手術衣陪同個案直到進

視並詢問病房護理師，個案無皮膚或神

入手術室，麻醉後再讓案母離開，減少

經受損情形。

個案哭泣與害怕感。9/6 08:00允許個案

二、害怕/與陌生醫療環境及進入手術室
與母親分離有關

帶自己的心愛小物小手帕至手術室安撫

(一) 主客觀資料：

9/4 14:20案母表示：「個案習慣手裡

情緒。
2. 9/6 15:20手術結束前安排案母提早
更衣至恢復室等候個案，個案一醒來可

抓著一條小手帕，可是進手術室甚麼都

立即看到案母。

不能帶怎麼辦？不可以讓他拿著嗎？

(四) 護理評值：

他哭鬧起來可是很難停下來的。」9/5

1. 9/5 17:00衛教玩遊戲的過程，個案

16:20案母說：「小孩極度害怕打針，可

會觸摸模型針具、聽診器也會嘗試幫布

以不要晚上就打嗎？」9/4 11:00入住病

偶戴手術帽。9/5麻醉科同意，讓個案

房時對環境明顯的警戒，看到穿白色醫

進入等候區時再注射靜脈留置針。9/6

護人員就躲到案母懷裡，開始哭泣。9/4

08:00由等候區進入手術室前能情緒平穩

14:00住院後個案無大哭大鬧但手裡緊抓

的配合醫師及護理人員進行準備。9/6

著一條小手帕。9/5 10:00進行聽力檢測

08:10個案在案母及安心小物陪伴下入手

顯得畏縮，需要案母隨時在旁安撫。9/6

術室，接受麻醉。

08:00當護理人員核對檢視標示時迴避，

2. 9/6 15:30抵達恢復室由案母安撫微

揮開並鑽進案母懷裡。9/6 08:00個案進

有哭聲，無大鬧扯紗布情形。

入手術室等候區，不斷的用手去拉扯手
術衣帽，雙手不斷指著外面，表示要出

三、照顧者角色緊張/對手術的不確定性
及病情不了解有關

去，往門口方向爬出去。

(一) 主客觀資料：

(二) 護理目標：

1.9/6個案能在案母及心愛小物陪同

下，進入手術室進行手術。
2.麻醉清醒後情緒能被安撫，不出現

跨境施行人工電子耳植入術之嬰兒手術全期護理：以家庭為中心

上午12:05轉向右側及15:30手術結束後，

9/4 16:00案母「這個手術成功率很高

吧？這位醫師醫術真的很好嗎？有沒有
人說手術完還是聽不見！」案母主訴
「這次過來臺灣手術懷抱很大的希望，

扯傷口紗布的行為。

很怕手術不成功，近來也睡不好，不知

(三) 護理措施：

不覺瘦了3公斤」。

1. 9/5 17:00利用兒科病房所提供的衛

9/4 14:00案母詢問有關手術前後的準

教布偶，試著讓個案摸模型的針具、聽

備及注意事項，臉部表情顯現不安及眼

診器及幫布偶戴手術帽，讓他在遊戲裡

眶含有淚水。9/4親職壓力量表壓力總得

先熟悉手術室內可看到之醫療物品。9/5

分113，有輕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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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08:00當協助案母更衣時發現她臉

母能情緒平穩的安撫個案至麻醉完成。

部不安，雙手顫抖。9/6 08:50手術期間

9/6 08:30案母表示：「讓他摸著熟悉的

案母在家屬等候區表情緊繃，雙手緊

小毛巾，麻醉時他小手握著我到睡著，

扣。

也讓我感受到他的安心；同時自己手握

(二) 護理目標：

平安符跟神明祈求感覺心情安定平靜許

1. 9/6 08:00入手術室前案母能說出3項

擔心的事及因應措施。
2. 9/6案母陪同個案入手術室後主訴緊

2. 9/6 15:30案母抱個案眼淚掉下，主
訴:「手術終於完成了。」9/7 09:00看到

張程度降低。

個案對聲音有反應案母歡呼拍手，表示

(三) 護理措施：

心中大石頭終於踏實的落下。後續照護

1. 9/4 13:30向個案及案母自我介紹，

由病房護理師接手，9/8 14:00術後訪視

以衛教本提供手術室相關資訊，讓案母

時，案母表示緊張已消除，睡的也安穩

了解手術室環境，建立信任關係。9/4

許多。9/8親職壓力量表評估，結果壓力

14:20利用電腦播放醫院衛教影片讓父、

總分87，屬正常範圍。

母親對手術過程有初步認識。9/5 13:00
安排個案全家至行天宮拜拜祈福，引導

結論及建議

案母向關聖帝君說出擔心事項並引導案

整個手術全期照護過程，護理師與個

母如何向關聖帝君祈求。9/6 08:55案母

案及家人建立了良好護病關係，發揮手

在等候區時引導其手握平安符祈禱個案

術室護理專業的角色，提供醫療照護資

手術平安順利，讓案母在旁邊陪同、安

訊；手術前，由於醫療環境陌生及手術

撫個案。

不確定感，導致個案及家屬皆出現害怕

2. 9/6 09:15允許案母陪同個案進入手

或緊張情緒，藉由術前訪視及手術當日

術內直到麻醉誘導期，期間引導案母跟

的相關措施加上案母不間斷的陪伴，有

個案互動，安撫個案，攜帶個案心愛小

效降低個案的害怕，也以正向的支持、

物進到手術室。9/7基於案母對行天宮的

增加信任關係、開放案母陪同入手術

信任，提供行天官官網網址，以作為後

室，加上手術前提供宗教的支持，有效

續信仰資源。手術後續與病房交班，請

降低照護者緊張、不安；手術中，運用

護理師追蹤案母的照護技能與緊張程度

專業知識協助手術擺位，有效預防皮膚

之變化，必要時予以適當之協助。後續

及神經之損傷，並在術後訪視提供個案

交班請病房護理師於個案出院前，提供

與案母關懷等措施，減少因為不同國情

案母諮詢連絡管道，以降低不安，並做

文化差異影響照護成果，讓個案能順利

追蹤。

出院，邁入人生的新里程。

(四) 護理評值：

134

多。」

跨國醫療對嬰幼兒及其家庭而言為

1. 術前訪視後，案母主訴:「對手術

一大壓力，須面臨與家鄉完全不同的醫

流程已經比較清楚。」進入手術室後案

療環境。研究顯示跨國醫療最常出現的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問題首為語言障礙，其次為手術後續追

。https://doi.org/10.6286/2015.50.4.197

蹤照護議題(Plonien & Baldwin, 2014)，

胡嘉容(2015)．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親職壓力之

此個案母語同屬中文，故無語言障礙的
問題；但因地域的影響無法提供連續性
著跨國醫療案例不斷增加，建議可以建

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
黃瓊慧、吳貞慧、張怡華、賈如瓊、張璇其
、洪曉佩(2017)．全身麻醉病人術後介
入 保 暖 措 施 改 善 低 體 溫 之 成 效 探 討 ．健

置跨國際溝通平臺，使個案能獲得持續

康與建築雜誌，4 (2)，88-94。https://doi.

性、高品質的護理照護，另外，在嬰幼

org/10.6299/JHA.2017.4.2.R10.88

兒照護領域中，與個案建立良好的關係

劉欣萍、王姵雅、林佳蓉、謝伶瑜(2014)．管

是重要的開始，所以，建議要運用遊戲

理及預防成人於手術環境發生低體溫之策

互動的方式緩解個案的住院害怕以降低
臨床照護困難，藉由本篇報告希望藉由
經驗分享，提升護理品質，達到手術全
期的目標，更能顯現手術室護理人員專

跨境施行人工電子耳植入術之嬰兒手術全期護理：以家庭為中心

及長期追蹤，為照護上最大的限制，隨

文獻分析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

略臨床實務之建議．嘉基護理，15 (2)，
5-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11月10日)．先

天性聽力障礙 。 https://www.hpa.gov.tw/

Pages/Detail.aspx?nodeid

Golestani, S. D., Jalilevand, N., & Kamali, M.

業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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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perative Nursing for Infants Traveling
for Cochlear Implantation: Family-Centered
跨境施行人工電子耳植入術之嬰兒手術全期護理：以家庭為中心

Yen-Mei Chuan, Chia-Fen Hs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erioperative nursing experience of an 11-month-old infant from
mainland China whose parents brought her to Taiwan for cochlear implantation surgery.
Parents felt extremely nervous and vulnerable due to the unfamiliar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risks inherent in the operation. The main assessment framework was based o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integrity based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Data were collected with direct nursing,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The period
studied lasted from September 4-9, 2017. Three main health problems were identified:
fear, high-risk of impaired skin integrity and nerve damage, and Caregiver Role Strain.
Authors provided the patient’s mother with encouragement and kept familiar toys available
for the patient to reduce tension and anxiety. Religious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was also
provided for the parents during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would ensure continuous and high-quality care for such cases. In
addition, interactive procedures such as audio-visual education, model needles, stethoscopes,
and simpl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putting surgical hats on puppets can enhance the
patient-nurse relationship, reduce the difﬁculty of clinical ca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ioperative nursing.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1; 20:3, 127-136)
Keywords: cochlear implantation, perioperative nursing, sensory-neural hear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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