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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技能

不斷閱讀

不斷練習

不怕挫折

不放棄

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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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個案

考量
依臨床專長為主

親身照顧引發動機

獨特性

題目訂定

關鍵字

運用治療性遊戲於一位罹患肺
炎之學齡前期兒童護理經驗

應用羅氏適應模式照護一位口
腔癌之護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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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訂定

關鍵字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協助
一位頭部創傷病童照護經驗

前言

主題之重要性

選取主題寫作之動機

期待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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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北護理期刊第十六卷
第二期中華民國103年9月

周宛君/周利娜
運用治療性遊戲於一位罹患
肺炎之學齡前期兒童護理經
驗

前言呈現重要性

肺炎是兒童呼吸道感染中最常見的疾病
之一。根據衛生署2012年統計資料顯示，
肺炎在台灣1-14歲兒童與青少年十大死
因中排名第五位（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2013）。研究顯示，黴漿性肺炎
是造成兒童呼吸道感染主要原因
（Spuesens,Fraaij,Visser,
Hoogenboezem,Hop,van Adrichem,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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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呈現動機/護理問題

黴漿性肺炎使病童出現體溫過高和呼吸
道清除功能失效，若未及時接受治療及
照護，易導致肺膿瘍、肋膜積水等合併
症（Patria, Longhi, Lelii, Galeone, 
Pavesi, &Esposito, 2013）。然而學
齡前期兒童於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發展未
成熟，無法正確執行深呼吸、咳嗽、及
自行咳痰，加以面對陌生的環境、各種
侵入性的治療檢查、與父母分離等狀況，
而心生恐懼甚至抗拒或配合治療處置。

前言呈現目的

本文個案為罹患黴漿菌肺炎感染的學齡
前期兒童，入院時出現退縮、抗拒服用
藥物、不願配合噴霧和胸部扣擊治療，
導致無法有效降低體溫與排痰。為協助
個案減輕住院恐懼、增加自我控制感和
配合治療，在護理過程中運用治療性遊
戲，以角色扮演、畫圖、吹風車等方式，
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降低對治療的抗
拒及促進合作與遵從行為，提供以發展
為基礎之人性化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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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審查

應用羅氏適應模式照護一位
口腔癌之護理經驗

前言呈現重要性

隨著醫療日新月異，國人平均壽命
延長，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4
年統計資料顯示惡性腫瘤為國人十
大死因之首，而口腔癌占癌症第五
位，相較2006年上升3.1%，而男性
罹患口腔癌占惡性腫瘤比例23%，
位居第四位(行政院衛生服利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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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呈現動機及護理問題

人體頭頸處分布多處神經、血管及淋巴
結導致癌細胞容易侵犯及轉移，手術是
口腔癌治療方法之一，當病人診斷口腔
癌而接受治療，面對手術前後焦慮感，
以及後續恢復期造成疼痛、進食、語言、
吞嚥功能障礙，加上顏面口腔組織缺損，
導致身體心像改變，無論是個案或家屬
都需接受極大壓力及負面情緒(蔡、楊，
2014)。

前言呈現目的
本文為照護初次口腔癌手術個案，自訴
剛被診斷口腔癌，因害怕手術造成不適，
轉向較無侵入性的飲食療法，但情況未
改善而接受手術治療，對於疾病與手術
前後的疑慮及困惑，產生身心靈焦慮等
問題，引發筆者想深入探討動機。希望
藉此與病人及家屬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
後，運用個別化護理處置健康問題，滿
足身心理需求，提升整體性的照護，迎
向未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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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審查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協
助一位頭部創傷病童照護經
驗

前言呈現重要性

頭部創傷在全球兒童的死亡率中佔主要原因之
一，美國因嚴重頭部創傷兒童死亡率高居24
％ (參考文獻)，據國內頭部創傷病童統計顯
示81%是源自於意外，19%導因於虐待(湯等，
2012；Allen, 2016)。頭部創傷病童若欠缺
適當的疾病照顧與生活功能調整，會造成身
體、認知、情緒、行為或社會短期或長期障
礙，亦影響到日後的發育和社會發展；而照
顧頭部創傷病童造成父母的莫大壓力進而影
響到整體家庭之運作(Kirk,Fallon,Fraser, 
Robinson,& Vassallo,2015; Roscigno & 
Swan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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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呈現護理問題、動機、目的

本文個案是一位因車禍導致嚴重頭部創
傷的病童，歷經右邊肢體偏癱，吞嚥障
礙，泌尿道反覆感染健康問題、及主要
照顧者焦慮。筆者為專科護理師藉由運
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主導召開跨領
域團隊與家屬會議，提供個案個別性、
整合性的照護，引發撰寫此篇個案報告
之動機。期待藉此照護經驗的分享，能
提供醫護人員了解到跨領域團隊合作模
式，能提升頭部創傷病童的照護品質。

前言

主題之重要性

選取主題寫作之動機

期待達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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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間

關鍵字

一位腹膜透析患者併發腹股
溝疝氣之照護經驗

林惠瑛 胡美枝 楊麗瓊 周利娜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第 13 卷第 1 期

互動時間

健康問題-關鍵字

術後傷口疼痛

知識缺失

心靈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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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間

前言內容，含

……依統計，目前接受透析治療
63,999 位病人中，選擇腹膜透析
（peritoneal dialysis, PD）治
療者達 6,384人，約全國總透析人
數的 9.97％（中央健保局，
2012）。

互動時間

病人接受腹膜透析治療可能發生的合併
症，不論感染引發之合併症或它因形成
腹壓上升導致透析液滲漏之機械性併發
症，如疝氣（蔡、郭、吳，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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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間

...漫長透析治療歷程造成病人生理、心
理、社會與靈性交互的衝擊而影響病人
生、心、靈舒適及之生活品質，如因治
療引發合併症而造成身體不適感、照護
資訊缺乏而導致自我照護技能不足、為
因應治療而改變生活作息產生的心靈困

擾，以上因素可能導致病人對生命意的
認同（Asti, Kara, Ipek, & Erci, 
2006;Rabindranath et al., 2007）….

互動時間

筆者服務於腹膜透析室，面對一位因接受腹膜
透析治療而罹患腹股溝疝氣之個案產生術前
／術後之生理不適、對不同透析治療模式的
不了解及缺乏照護資訊而產生自我照護知能
缺失，甚而因長期接受透析治療以致對預後
與人生價值疑惑所產生的心靈困擾，引發筆
者對個案之同理與關懷心，進而針對個案問
題提供個別性之專業照護與指導，使個案能
持續接受腹膜透析治療以達到良好的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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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證

內容含，

主題關鍵字

護理問題--受限於篇幅，

列出3-4個護理問題即可

新臺北護理期刊第十六卷
第二期中華民國103年9月

周宛君/周利娜
運用治療性遊戲於一位罹患
肺炎之學齡前期兒童護理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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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肺炎是肺組織實質發炎，依侵犯範
圍和致病物質分類為病毒性、非典
型性、細菌性或吸入異物
（Popler,Lesnick, Dishop, & 
Deterding, 2012）。病毒性肺炎
易發生於五歲以下兒童，屬臨床常
見肺炎且預後良好。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非典型性肺炎主要的致病原因為黴漿菌
肺炎，好發於二至五歲以上兒童，常見
的併發症包括肋膜積水、膿胸、肺膿瘍、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等，不容小覷
（Patria,et al. 2013），其臨床症狀
為頭痛、發燒、喉嚨痛、呼吸速率加快、
活力減低、食慾不振等，以症狀治療和
胸腔物理治療為主（台灣兒科醫學會，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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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ㄧ、體溫過高

下視丘控制體溫調節，體溫調節中樞
經神經傳導反應周邊冷熱接受器而啟動
產熱或散熱中樞，以維持兒童核心體溫
定位點恆定狀（KuntzPatwari,2013）。
當感染發生時引發體內的發炎反應，發
炎反應藉由巨噬細胞等免疫系統細胞分
泌多種細胞激素，進而作用在下視丘引
起體溫定位點的上升（台灣兒科醫學會，
2010）。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肺部受黴漿菌感染，侵犯肺部下葉及
支氣管周圍組織，使肺部組織充滿滲出
物，產生發炎反應，影響體溫定位點的
改變，而產生體溫上升。正確評估體溫
是照護肺炎病童首要護理措施（Sund-
Levander & Grodzinsky, 2013）。體
溫升高時，常合併精神倦怠、食慾差、
頭痛、全身痠痛等症狀。體溫上升過程
中，除使用退燒藥物、提供休息和適當
的補充液體、調整病童衣物和被蓋，助
易於體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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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若體溫持續上升，則需依醫囑給予退燒
藥；出現寒顫時，給予衣物和被蓋適當
保暖。皮膚溫熱時，協助減少衣物和被
蓋，並保持室內空氣流通、或予與溫水
拭浴，緩解體溫上升的不適；補充發燒
時造成水分喪失，提供足夠水分攝取。
一般而言，學齡前期兒童每日水分攝取
為1300-2000cc（徐、李，2009；陳、
馮、沈、李，2011）。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二、呼吸道清除功能失效

學齡前期兒童因呼吸系統尚未完全成
熟，無法有效執行深呼吸咳嗽的動作。
以黴漿菌肺炎為例，易造成呼吸道痰液
的累積，加以肺部分泌物增加時，肺組
織實質化而降低彈性，進而增加呼吸阻
力而影響換氣功能，易使病童出現呼吸
困難徵象（Patria, et al.) 。



2018/7/13

18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臨床上呼吸道清除功能失效以胸腔物理
治療為最主要的方式，包括，噴霧治療
稀釋痰液及促使痰液排出；姿位引流乃
利用重力原理，將肺部周邊細小分枝的
分泌物引流至較大的氣管而排出；胸腔
叩擊經由空氣產生震動，促進呼吸道分
泌物鬆動以排除分泌物，以上胸腔物理
治療有效減少呼吸道的阻塞而改善氣體
的交換（Kaminsk, Forgiarini Junior, 
& Andrade, 2013）。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學齡前期兒童無法自行執行有效咳嗽，
為達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應於飯前
一小時或飯後2小時執行噴霧治療，繼
而姿位引流與胸腔叩擊，以避免引發嘔
吐與不適。執行胸腔扣擊時應避免腰部
以下部位、脊椎及骨突處。執行姿位引
流與胸腔叩擊過程中應觀察病童有無出
現呼吸費力情形並指導病童咳嗽時以雙
手壓住腹部，使用腹肌的力量用力咳嗽
排出痰液（張、蔡，2009；陳、馮、沈、
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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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三、學齡前期兒童面對住院的恐懼

學齡前期兒童處於認知發展理論「運
思前期」階段，特徵為以自我中心與想
像式思考。當學齡前期兒童誤解住院接
受治療是受處罰或因住院期間因治療感
受身體約束時，出現恐懼感，如「因為
不聽話，所以需要住院打針」。此發展
階段注重身體完整性，因治療兒身體完
整性受破壞時，恐懼被侵入或刺入部位
或傷口出現開口因而使體內的東西流出
（張、蔡，2012）。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學齡前期兒童對於住院的恐懼，除了疾
病本身及治療造成的身體完整性受損，
對陌生的病房環境及醫護人員或與家屬
分離的恐懼感，於此情況下，若無提供
適當照護，可能對病童造成心理影響，
甚至影響往後人格發展（徐、李2009）。
面對治療產生身體傷害與疼痛時，依學
齡前期病童認知程度予以解釋，並提供
發問疑惑的機會減輕對治療的恐懼，對
於病童的配合行為應給予肯定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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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與父母分離出現負向情緒與行為時，鼓
勵家屬以病童喜愛的玩具陪伴以增加安
全感，而護理人員應接受其負面情緒和
行為反應，運用治療性遊戲，如玩偶、
第三人稱說故事或繪畫方式，鼓勵病童
表達內心想法，與病童建立良好的溝通
管道，增進病童與醫護人員信任和安全
感，以降低因住院產生的恐懼感（張、
蔡，2012；Salmela, Salanter, & 
Aronen, 2010）。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四、治療性遊戲

遊戲是兒童生活的一部份。兒童藉由遊
戲學習、獲得生活經驗或表達內心的感
受。治療性遊戲指醫護人員透過遊戲協
助病童表達因住院、疾病或治療引發之
生、心理不適感，運用治療性遊戲協助
病童了解住院原因、接受治療目的、抒
發情緒，以減輕住院恐懼（張、蔡，
2012；Duffin & Walk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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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治療性遊戲，分為第一類情緒宣洩性遊
戲，如透過打針遊戲、繪畫或第三人稱
說故事等表達或抒發住院或治療引發身
心不適及恐懼感。遊戲過程中亦可導正
「住院接受治療是懲罰不聽話小孩」的
錯誤觀念，減輕病童內疚與自責感。第
二類為指導性遊戲，利用角色扮演、第
三人稱說故事、象徵性或擬人化遊戲協
助兒童了解引發疾病及治療目的，如引
發體溫過高原因、接受胸腔物理治療與
靜脈注射等。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第三類為生理健康促進性遊戲，透過遊
戲協助兒童願意配合或參與促進生理健
康的治療與照護，以維持或促進生理健
康，如吹風車或泡泡等遊戲方式增加肺
部擴張（林，2010；林、蘇、蘇、游，
2010；張、蔡，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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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審查

應用羅氏適應模式照護一位
口腔癌之護理經驗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一、口腔癌介紹

二、吞嚥障礙

三、焦慮

四、身體心像

五、羅式適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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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審查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協
助一位頭部創傷病童照護經
驗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ㄧ、頭部創傷病童之治療

造成兒童頭部創傷的主因含，跌倒、汽機車車
禍、運動傷害與暴力。由於兒童的頭佔身體
比例大於成人，故使其容易發生頭部創傷
（廖、劉，2011）。頭部創傷是由於機械性
外力加諸於頭皮、顱骨、腦膜或腦部組織，
腦部組織產生不同的壓力、壓迫或將腦組織
推擠、拉開，甚至撕裂或互相重疊等
（ Allen, 2016），常造成腦震盪、腦挫傷
和撕裂傷、及顱骨骨折等（湯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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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二、頭部創傷病童之照護

頭部創傷導致顱內出血的治療包含控制腦水腫
和腦壓升高，預防再度出血，降低腦傷後癲
癇的發生率，促進腦部血液之灌流量
（ Allen, 2016），需要密切觀察顱內壓升
高徵象，如，意識改變導致嗜睡、躁動不安 、
混亂、頭痛、噁心與嘔吐、運動及感覺功能
失調、瞳孔放大或對光無反應、血壓升高、
心跳變慢等(參考文獻)。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預防顱內壓升高護理含，1.密切觀察評
估生命徵象及意識狀態；2.維持呼吸道
通暢與良好的氧合；3.避免用力解便、
閉氣；4. 預防體溫升高，使大腦新陳
代謝率上升增加顱內壓；及5. 抬高床
頭30度且維持頭頸在正中位置，以促進
腦部靜脈回流（李、廖2011；柯、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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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突如其來的頭部創傷不但讓主要照顧者承受莫大的壓
力，亦會造成家庭的運作壓力與危機，使得家庭運
作無法即時適應與協調，家庭生活步調失序（陳，
2010）。家庭的照顧環境常會因為資源不足而受限，
故醫護人員應發展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計劃（Ennis 
et al., 2014; Souza, Braga, Filho, & 
Dellatolas, 2007），藉由評估主要照顧者及家庭
成員的需求，從中協調與溝通，增強家庭的因應能
力，持續性的關懷、陪伴，讓主要照顧者減輕其壓
力，並提供家庭成員及環境足夠的支持與資源，促
進頭部創傷病童順利返家及社區（Roscigno & 
Swanson, 2011）。

應用範例-文獻查證

三、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

世界衛生組織對「跨團隊合作照護」之定義為：
「多位不同臨床專業健康照護工作者與病人、
家屬、照顧者和社區共同合作，以提供最高
品質的周全照護」(WHO, 2010)。醫療照護團
隊面對病人同時合併多重疾病，常伴隨高度
複雜照護問題，及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的高
度需求採跨領域團隊合作而符合病人、家庭
及社會的需求(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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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間

一位腹膜透析患者併發腹股
溝疝氣之照護經驗

林惠瑛 胡美枝 楊麗瓊 周利娜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第 13 卷第 1 期

互動時間

健康問題

術後傷口疼痛

知識缺失

心靈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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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證

內容含，

主題關鍵字

互動時間

文獻查證內容，含

 腹膜透析合併症

 腹膜透析引發腹股溝疝氣之臨床處置

 腹股溝疝氣術後疼痛及其護理

 自我照護能力缺失

 長期腹膜透析治療的心靈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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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文獻查證常見問題

內容與主題或護理問題無
連結

文不對題

欠缺邏輯、組織

撰寫文獻查證常見問題

未註明文獻出處，涉及智
慧權

整大段內容引用單一文獻
(抄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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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文獻查證

提醒自己！

呼應主題、關鍵字

呼應護理問題

文章鋪陳

護理評估-護理理論

Gordon 11項健康功能型態

關懷理論 (Watson)

羅式適應模式

紐曼氏理論

整合性護理評估：生理、心
理、社會、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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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計畫

確立護理問題

識別導因

設定優先順序: 生理→心理

訂定具體目標

執行護理措施：個別性護理

護理評值

書寫護理計畫常見問題

與護理問題不相關主、客觀資料

提醒自己！
主、客觀資料與護理問題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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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導因

吞嚥障礙/與術後口腔組織傷口腫脹及受
損有關 (105.05.03-105.05.30)

S1：5/3個案筆談：「我的右臉覺得怪怪
的，是否還是紅腫?」

S2：5/3病人表情皺眉持續擦拭口水：
「怎麼又在流口水?」

S3：5/13醫師查房個案指著肚子訴：
「我好想從嘴咬東西，但吞不下。」

S4：5/17臉部面露為難訴：「我很害怕
喝水，不想再嘗試。」

應用範例-導因

O1：4/29行拔牙、下頜骨廣泛切除術、
右側頸部淋巴廓清術、游離皮瓣移植術。

O2：5/3鼻胃管留置且灌食。

O3：5/3右臉頰有6cm x 6cm紅腫。

O4：5/10說話含糊不清楚。

O5：5/16第一次嘗試喝水時由口喝水會
嗆咳。

O6：5/16喝水時，水從嘴角流出。

O7：5/17面露為難對喝水有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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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目標

特定性：確定目標的主體是個案、
家屬或主要照顧者

可達成性：可觀察的行為、可量化

合理性：符合個案情況設定可達成
的成果

時效性：明確設定達成時間，可分
近、中、長程

宋琇鈺等 (2015) N3個案報告實務撰寫 華格那出版

應用範例-護理目標

生理層面

 11/14(時效性) 個案(特定性)能了
解引起體溫過高的原因(可達成性、
合理性) 。

 11/15 主要照顧者能正確執行三項
處置體溫上升方法。

 11/15 個案能配合每日液體攝入量
15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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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護理目標

心理層面

 11/14(時效性) 個案(特定性)能以
語言或非語言表達，減少恐懼反應
(可達成性、合理性) 。

 10/1 個案能主動說出因信仰所帶
來的平安與喜樂。

出院前，個案能主動分享生命的意
義。

書寫護理計畫常見問題

護理措施

缺乏以個案為中心個別性護理--
將課本護理措施複製(抄襲)至
護理措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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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缺乏以個案為中心護理措施

給予心理支持。

鼓勵進食。

鼓勵多喝水。

減輕焦慮。

減輕疼痛。

教導有效咳嗽及深呼吸。
 …….

應用範例-以個案為中心護理措施

 鼓勵進食

協同營養師共同討論，並提供吞嚥訓練
食物選擇，如：布丁、豆花等食物，切
成1x1塊狀，由口腔健側進食。

 鼓勵多喝水

適時監測因體溫上升導致體液流失，依
醫囑給予點滴Tatai NO.2 1500ml/天，
個案體重為25公斤，一天所需水分量為
15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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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以個案為中心護理措施

 減輕焦慮

引領個案心靈平安：

5-1.5/3請院牧部提供聖經及十字架，便
於病人閱讀使心靈寄託。

5-2.案妻帶個案最愛的宗教音樂-讚美之
泉，輔助個案心靈平靜。

5-3.5/4偕同宗教關懷師與個案會談並禱
告，藉由宗教信仰讓個案感受到支持力
量。

應用範例-以個案為中心護理措施

 減輕疼痛

7/31陪同醫師於術後第一天與個案及家屬解釋
導致疼痛不適感的原因：因大範圍截肢傷口
造成強烈疼痛感，並以手術記錄圖片讓其了
解傷口情形。

 教導有效咳嗽及深呼吸

7/27教導個案執行有效性深呼吸運動以利肺部
擴張，如(1)吸氣時，吸足氣體至腹部鼓起；
(2)將腹部內縮用力吐氣；(3)每2小時執行上
述深呼吸動作至少5-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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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例-以個案為中心評值

護理目標

 11/14 個案能了解引起體溫過高的
原因

評值

 11/14 案母訴：「個案發燒是因為
肺炎起引起，當肺部感染情形改善
時體溫亦會隨之改善。」。

應用範例-以個案為中心評值

護理目標

 11/14 個案能以語言或非語言表達，減
少恐懼反應。

評值

 11/14 護理人員給予個案口服藥時，個
案對護理人員不再出現哭鬧和畏懼行為，
主動靠近護理人員並表示：「阿姨，我
乖乖吃藥了，可以給我海綿寶寶貼紙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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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護理計畫

提醒自己！

護理問題、導因、護理
目標、護理措施、評值

相互呼應

結論與討論

全文總結

討論：正/反觀點的文獻支持本
文結論或與本文不同的觀點進
行討論

護理貢獻

限制困難

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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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臺灣護理學會審查

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協
助一位頭部創傷病童照護經
驗

本文運用跨領域團隊合作模式協助一位
頭部創傷病童護理經驗。個案因泌尿道
感染反覆入院，而右側肢體無力、吞嚥
困難、灌食與復健問題仍持續存在，造
成案母極大焦慮，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
模式，不但提升案母鼻胃管進食及復健
技能，使個案進食熱量增加，其肢體無
力獲得改善，也促進家庭成員能相互支
持，讓案母的焦慮得以減輕，並能延續
於出院後所需的飲食、居家環境及復健
的準備等，使個案在疾病治療完成後順
利出院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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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協助團隊各成員評估個案及家庭成
員的需求和改變，更作為家屬與醫護團
隊成員之間溝通橋梁，協助克服其照顧
需求，呼應Ennis等學者（2014）主張
以家庭為中心照護頭部創傷病童之理念。
透過跨領域團隊的個案會議，讓團隊中
不同專業領域發揮合作、協調、溝通及
整合，達到符合個案的個別性、適切性
的照護計畫（Zwarenstein et al., 
2009），經筆者及整個照護團隊努力下，
逐漸建立起良好的醫病關係，不僅獲得
個案、案母及家庭成員認同並參與照護
措施 (貢獻)。

照護期間雖然筆者持續地、耐心地陪同
個案、案母與家庭成員，透過跨領域團
隊合作幫助改善個案的生理問題及案母
的焦慮，但礙於建立信任關係不易及照
護時間有限，對於車禍可能造成個案與
家庭成員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未做深入了解與評估，建議未來心理師
能加入跨領域團隊合作，提供進一步評
估及協助頭部創傷病童個案與家庭成員
的心理層面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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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案簡介

護理期間

護理評估

個案主要問題

重要護理措施

結果評值及結論

200-300字為宜，不超過500字

㇐位過敏性肉芽腫症候群患者接受體外膜氧合治療之照護經驗
新臺北護理期刊第十七卷第二期
侯乃禎/洪秋霞/彭麗蓉/周利娜

本文運用關懷照護理論(護理評估)為基礎，護理ㄧ位
過敏性肉芽腫症候群個案接受體外膜氧合治療導致
周邊動脈阻塞疾病面臨截肢之經驗。(個案簡介) 護
理期間為101年7月25日至101年8月11日，筆者藉由
直接照護、觀察與會談方式收集資料，針對個案身、
心、社會與靈性各層面評估，發現有氣體交換功能
障礙、急性疼痛及身體心像紊亂等問題 (個案主要
問題)。照護過程中，監測生命與組織缺氧徵象改善
氣體交換障礙情形；止痛劑使用並輔以音樂與轉移
注意力減輕疼痛達成生理舒適與健康；提供家人與
社會關懷照護截肢後身體心像紊亂衝擊，增強回歸
社會的復原力(列出每個護理問題之重要護理措施) 。
過敏性肉芽腫症候群為臨床罕見疾病，然國內缺少
此類個案探討文獻，分享此照護經驗供日後照護類
似個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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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書寫格式

APA格式(第6版)

網路查詢

堅持

一定會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