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臺灣腎臟護理學會雜誌 第 6卷第 1期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腎臟內科病房護理師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腎臟內科病房護理長

*
 

   
 

受文日期：95 年 3 月 10 日  修改日期：95 年 3 月 27 日  接受刊載：95 年 6 月 1 日 

通訊作者地址：邱淑芳  桃園市中山路 1492 號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 腎臟內科病房  

電話：（03）3699721   電子信箱：candy203025@yahoo.com.tw
 

照護一位末期腎病病人初次面臨血液透析 

之護理經驗 
 

邱淑芳  盧彩屏* 

 

摘要 

 
本文旨在描述一位因 Goodpasture's syndrome 導致末期腎病而須長期接受血液透析

個案之護理經驗。護理期間筆者經由直接照顧、觀察及會談方式收集資料，並以 Gordon 十

一項健康功能評估分析歸納個案主要護理問題為急性疼痛、現存性感染、疲憊及無望感。

照護過程中筆者透過主動關懷個案建立良好護病關係，運用轉移注意力及止痛劑來減輕疼

痛、教導動靜脈雙迴路導管及動靜脈瘻管照護之正確方法來預防感染、提供血液透析之相

關醫療訊息以及給予心理支持等護理措施，終於使個案能由消極轉為積極的面對血液透析

治療，並提升自我照顧能力，學會動靜脈雙迴路導管及動靜脈瘻管照護之各種注意事項，

且調適血液透析帶來之改變，面對未來的生活。 

 
關鍵詞：goodpasture's syndrome、末期腎病、血液透析 

 

前言 

近年來，腎臟疾病已嚴重威脅國人的

健康，據衛生署 2003 年統計資料顯示，台

灣地區因腎臟疾病而死亡的人數有明顯增

加的趨勢，佔十大死亡原因排名中第 8 位

（內政部，2003），而因慢性腎衰竭或其他

疾 病 導 致 末 期 腎 病 者 亦 不 斷 增 加 。

Goodpasture's syndrome 是一種罕見的疾病 

 

 

 

 

 

 

 

，關於此症目前仍屬調查階段，據統計每

年發生率約 0.5-1 人/每百萬人，但其對腎臟

的損害卻是快速、且嚴重的傷害，80%之病

患會於一年內進展成末期腎病變，終至腎

衰竭，而須終生面對血液透析治療或換腎

才能維持生命（Neil, 2002）。 

本個案因上腸胃道出血入院，住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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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現有腎衰竭症狀，經行腎臟切片檢查

確認為 Goodpasture's syndrome 導致末期腎

病，隨即須面對終生血液透析治療，面對

突如其來之巨變，個案表現出震驚、憤怒

、缺乏安全感及無望感等強烈情緒反應，

引發筆者深入探討之動機，希望能對此症

有更深入了解，協助個案度過危機並將此

經驗與護理同仁分享，供往後照護類似個

案參考。 

文獻查證 

本文獻查證包括 Goodpasture 's syn-

drome 與末期腎病之相關概論、初次接受血

液透析病人常見之健康問題及護理措施二

大部份進行探討： 

一、Goodpasture 's syndrome 與末期腎病之

相關概論 : 

Goodpasture's syndrome 是指急性腎病

症候群併有肺出血症狀。Goodpasture 抗原

會侵犯腎絲球基底膜，造成腎絲球壞死及

增生，病患會出現血尿、尿液沉澱物、腎

性蛋白尿，在數週或數月中轉變成腎衰竭

。鑑別診斷為腎臟切片檢查，顯微鏡下可

見瀰漫性、增生性之腎絲球，常見合併症

為腎臟出血導致血腫引發疼痛及感染的問

題（Neil, 2002）。Goodpasture 's syndrome 80%

病人會於一年內進展成末期腎病變，末期

腎病變是指有功能的腎臟組織不可逆的減

少，腎臟功能衰退至只剩下正常人百分之

十的階段，以致剩餘腎功能無法維持體內

電解質和代謝的恆定狀態，造成尿素和其

他代謝廢物積聚體內，此時血液中尿素氮

和肌酸酐值會持續上升，引發貧血、高血

壓、水腫、酸中毒、電解質不平衡、及出

血等症狀。目前治療方式以免疫抑制劑及

類固醇藥物，併血液透析、連續可活動性

腹膜透析或腎臟移植為主，早期積極的治

療，可延緩病程惡化，促進腎功能之恢復

（Neil, 2002; Smeltzer & Bare, 2000）。 

二、初次接受血液透析病人常見之健康問

題及護理措施： 

（一）生理方面 

初次血液透析後之病人因短時間電解

質及體液容積的改變，會有疲倦、噁心、

嘔吐、低血壓、動靜脈瘻管栓塞等問題

(Gurklis & Menke,1995)。此外病人使用免疫

抑制劑及類固醇藥物導致白血球數目減少

使外在免疫系統受抑制，容易遭受各種感

染。暫時性血管通路如動靜脈雙迴路導管

（double lumen）主要提供需要緊急接受血

液透析沒有瘻管的病患使用，感染率約

8-20%，長期血液透析病人應建立永久性血

管通路，而動靜脈瘻管（arterio venous shunt

）是永久性血管通路的第一選擇（黃，2002

）。Sklar, Newman, & Scott 等（1999）指出

透析治療因超過濾、滲透壓改變、血液通

透膜作用及生理因素影響而易產生疲憊感

。首先針對上述感染問題，提出的護理措

施有： 

1、 預防感染：暫時性血管通路需注意無菌

技術，每次透析後都要換藥。 

2、 動靜脈雙迴路導管之護理： 

(1) 保持導管周圍傷口的乾淨。 

(2) 以擦澡方式洗澡。 

(3) 若有流汗、盜汗情形儘速擦乾。 

(4) 植入內頸靜脈雙腔導管者，勿穿

套頭或過緊衣服，睡姿勿壓迫導

管。 

(5) 導管應用膠布固定，尖銳物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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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安全別針不可靠近導管。 

(6) 保持傷口清潔乾燥，若有導管脫

落情形，應立即壓迫導管入口以

防出血，立即到院處理。 

(7) 如有呼吸短促、胸痛、咳嗽不止

、發燒、寒顫等情形，立即就醫

（蘇，2000；黃，2002）。 

3、 動靜脈瘻管術後護理： 

(1) 執行手臂加壓握球運動：術後第

三天可用手擠壓軟球 3 秒至 5 秒

，以增進瘻管之血流。 

(2) 預防感染：保持良好衛生習慣及

維持皮膚完整性。 

(3) 避免血管栓塞：避免睡覺時手當

枕頭用及勿在此處做任何治療，

如：打針、抽血、量血壓等。 

(4) 預防出血：避免用力提重物、碰

撞等（馮，1998）。 

其次是疲憊之護理措施： 

1、 運動可增加體適能及肌肉力量，建議透

析病人運動宜先作低技術性的運動，如

：往上抬腿、走路或一般體操，而後循

序漸進，以增加病人耐力。 

2、 訂定活動的優先順序或延緩非必要的

活動。 

3、 在同一個時間中只做一件事以避免過

量的工作。 

4、 尋求家人或醫護人員適當的協助，可以

節省能量消耗及保持體力，進而改善疲

憊之狀況（馮，1995）。 

（二）心理方面 

初次接受血液透析之病人，於被告知

需進行透析時會擔心何時開始血液透析、

透析所帶來的生活限制及壓力、是否需要

執行腎臟移植等（Gurklis & Menke, 1995）

。臨床上發現血液透析病人調適過程中，

須依病人各期心理反應作適當處理，能緩

解其鬱結的情緒，引導較佳的疾病適應狀

況（翁，1994）。當病人面臨身體狀況衰退

或惡化、承受持續病痛、長期治療卻不見

療效、預料有負向的未來、面臨多重失落

情境及面對死亡威脅時，最容易產生無望

感（陳，1994）。針對以上問題，提出的護

理措施有： 

1、 提供適當的訊息給予病人、家屬及家人

的支持系統是非常重要的，而護士必須

與醫師共同發展有關血液透析的教育

計畫，以支持病人自主性的選擇（

Pfettscher, 1997）。 

2、 在經過深入的接觸個案並建立信任之

護病關係，以傾聽及開放式問題促進個

案表達內心感受，澄清或修正其不正確

的訊息，協助瞭解目前身體狀況以增加

自我控制感，鼓勵尋求本身宗教信仰增

強其正向信心，介紹成功案例與之分享

，以及教導重新設定生活目標後使病人

的無望感獲得改善，協助其渡過無望感

的危機（楊、王，2001）。 

護理評估 

一、 個案簡介 

(一) 基本資料                  

曾女士，50 歲，高中畢，離婚，慣用

國語溝通，信奉佛教，為公園清潔工；育

有 1 子 2 女，現與子女同住。經濟狀況尚

可，子女們每月會提供部分零用金給個案

，平日與女兒互動較好。 

（二）疾病史及患病過程 

1、 過去病史：10 多年前曾因盲腸炎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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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2 年前在診所就醫時發現腎臟功能不

良，腎功能指數偏高，定期門診追蹤治

療。 

2、 此次發病經過及治療過程： 

      個案於 93 年 1 月 12 日突然腹痛及

吐血，至門診求診，安排於 1 月 14 日作

胃鏡檢查，發現有上腸胃道出血而入院

，治療期間發現末期腎病。住院後詳細

療程，見病程發展表，（表一）。 

二、Gordon 十一項健康功能評估 

（一）健康認知與健康型態： 

個案主訴平常少生病，自認健康狀

況良好，平日未特別從事維持健康活動

，也未定期健康檢查，無抽煙及喝酒之

習慣，偶而感冒、頭痛，不嚴重時會自

行到藥房購買成藥服用，無效時才就醫

。10 多年前曾因盲腸炎開過刀，2 年前

發現腎功能指數偏高，每 2-3 個月回門

診檢查。對於此次住院，個案認為是自 

 

 

 

 

 

 

 

 

 

 

 

 

 

 

 

 

己一直拖，不去看醫師才會那麼嚴重，

對於目前疾病的瞭解程度仍不清楚，「

醫師說的我實在不能了解，有那麼嚴重

嗎? 」，1 月 16 日右腹股溝處置入動靜脈

雙迴路導管，因導管造成活動不便於 1

月 23 日改置於右頸處，至 2 月 21 日出

院時仍留置，住院期間個案常會不經意

以手即觸摸注射部位之傷口敷料。1 月

16 日 WBC：11250 /ul、CRP：18.4 mg/dl

，1 月 19 日 WBC：16880 /ul、CRP：2.69 

mg/dl，1 月 23 日 WBC：19760 /ul，經以

上評估，個案有現存性感染之護理問題

。 

（二）營養代謝型態： 

個案身高 158 公分，體重 65 公斤（

理想體重為 46.8-57.2 公斤），身體質量指

數（BMI）爲 26 kg/m²（正常值為 20-25 

kg/m²），屬肥胖，以標準體重 55 公斤計

算，所需熱量為 1700 卡/天，過去半年體

重未有明顯變化，食慾正常，口味偏重 

 

 

 

 

 

 

 

 

 

 

 

 

 

 

 

 

治療日期 治療療程 

1 月 14 日 
BUN：81 mg/dl、Cr：8.9 mg/dl、K：5 meq/L、Hb：6.6 g/dl 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至

本病房，被告知需接受血液透析治療。 

1 月 16 日 
右腹股溝處予以插上動靜脈雙迴路導管後，即予連續 2 天行血液透析治療， 

輸血兩個單位濃縮紅血球沉澱物，往後固定每週透析 3 次。 

1 月 17 日至 

2 月 10 日 
持續監測 Hb 值於 4.5-9.4 g/dl、BUN 值於 81-179 mg/dl、Cr 值於 8.2-11 mg/dl。 

1 月 19 日 
行腎臟切片檢查，確立診斷為 Goodpasture's syndrome，檢查後個案主訴腹部疼 

痛厲害，醫師診治後予急作腹部電腦斷層，結果左側腎臟出血血腫。 

1 月 20 日 
行胸部電腦斷層發現有肋膜積水，開始使用免疫抑制劑 Cyclophosphamide 及類 

固醇 Prednisolone 治療。 

1 月 23 日 因活動不便，要求拔除腹股溝處動靜脈雙迴路導管，改插於右頸處。 

1 月 29 日 至手術室行左手動靜脈瘻管吻合手術。 

2 月 21 日 
由案女陪同步行出院，右頸處動靜脈雙迴路導管留置，告知每週來院行血液透析

治療 3 次。 

表一 病程發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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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偏食，咀嚼、吞嚥正常，平日水分

攝取約 1200 c.c.；有固定假牙，在家每餐

可進食 1-2 碗飯，熱量約 1600-2000 卡/

天，1 月 20 日主訴「我都痛到吃不下」

，住院期間食慾變差，覺得醫院伙食難

吃且沒味道，所以由女兒負責準備麵食

或便當約三種菜及一碗飯，可吃完 1/3

的量，觸診皮膚溫暖，膚色較蒼白，外

觀完整，無脫皮、乾燥、搔癢及傷口，

指甲正常，毛髮顯稀疏，口腔黏膜完整

。1 月 16 日 Albumin：3.2 g/dl、Total Protein

：6.3 g/dl、Hb：8.4 g/dl，1 月 23 日 Hb

：6.5 g/dl，2 月 10 日 Albumin：3.9 g/dl

，經評估無營養之護理問題。 

（三）排泄型態： 

個案平日每天解便一次，色黃成形

。1 月 19 日腎臟切片後絕對臥床休息。

腹部外觀微凸微腹脹、兩側對稱、無腫

塊，腸蠕動音 6 次/分、叩診微鼓音，呼

吸平穩無呼吸困難情形。住院期間 2 日

解便一次，性狀呈前端硬便，後段為軟

便之黃褐便。平日排尿次數約 5-6 次/日

，尿液呈淡黃色、尿量約 600-800 c.c./日

，解尿時無灼熱感，住院期間排尿次數

約 3-4 次/日，尿量約 500-700 c.c./日。1

月 19 日至 1 月 21 日尿液呈淡紅色，

Transamin 1 Amp Q8H IV drip， 三天後尿

液即呈淡黃色。每次血液透析脫水約

1.5-2.5 公斤，體重維持在 65-66 公斤。 

（四）活動-運動型態： 

個案生命徵象體溫 36.6℃、脈搏規

則 82 次/分、呼吸音正常 20 次/分、血壓

160/80 mmHg，Renitec (5mg) 1# po qd，膚

色及末梢指甲蒼白，四肢肌力為 5 分、

肌肉張力正常，日常生活功能以巴氏量

表評估：100 分，為完全獨立皆可自理，

平日休閒活動是逛街。1 月 16 日開始血

液透析後表示「每次洗腎後都特別疲倦

，想睡覺，又睡不著，無法自行下床，

到隔天精神體力才會逐漸恢復」。1 月 19

日行腎臟切片後，因腹腰部疼痛厲害，

同日行腎臟超音波檢查發現左側腎臟血

腫，醫囑絕對臥床休息。 

（五）睡眠-休息型態： 

個案平日在家睡眠時間為 10Pm 至

6Am（8hrs），沒有午睡習慣，住院期間

睡眠時間為 0Am 至 4Am（4hrs），午睡

1-2 小時，自覺所需睡眠時數為 7 小時，

1 月 17 主訴「常感到噁心、想吐、食慾

變差，開始洗腎後，時常感覺到疲憊，

沒精神，怎麼休息都不夠」、「感覺全身

乏力，做什麼事都提不起勁」、「好累、

無精打采，做什麼事都沒力氣」。白天感

到疲倦，常打哈欠、脾氣變差，與個案

會談時注意力無法集中，反應較慢，經

以上評估，個案有疲憊之護理問題。 

（六）認知-感受型態： 

個案慣用國語溝通，口語表達清晰

，學習能力好，有輕微老花眼，需戴眼

鏡閱讀書報，聽力正常，味、嗅覺正常

，1 月 19 日行腎臟切片，左側腰部傷口

約 0.2 cm²、周圍皮膚約 5 cm²瘀青，返回

病房後約 1 小時即主訴疼痛厲害，「整個

後腰背處好像尖銳針刺痛，都沒停過，

尤其在翻身或移動時更痛，只有打止痛

針才可稍緩解」，疼痛自評 9 分（10 分法

），靜止不動時也有 5 分痛，「到底是怎

麼一回事，怎麼會痛到這種程度」，疼痛

時可見個案雙眼緊閉、全身冒汗、哭泣

且氣憤，說話越來越大聲，皺眉、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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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痛苦，血壓 190/100 mmHg、呼吸次

數 24 次/分、脈搏 110 次/分，全身肌肉

緊張，注意力集中在自己身上，經以上

評估，個案有急性疼痛之護理問題。 

（七）自我感受-自我概念型態：  

個案目前對自我感覺不滿意，1/14

住院初次被告知須終生接受血液透析治

療，個案表現出震驚、無法置信。主訴

「以後長期要靠洗腎過日子了」、「每次

想到這個病，還有以後的生活問題就睡

不著，很想睡了就不要再醒來」、「我也

沒做什麼壞事，怎麼會得到這種病！怎

麼會這樣！」，自覺對於腎臟切片後的情

況感到無法控制，重複要求醫師予以探

視，「我腎臟裡面在流血，會不會死」，

對於安排之檢查及治療須不斷地給予說

明才能配合，「我認為洗腎會讓身體無力

，還是先回家休養一段時間再看看吧!」

對於自己不了解或是有疑問的事情，會

重複詢問多位醫護人員並不斷按呼叫鈴

求助，多次流淚、哭泣，經以上評估，

個案有無望感之護理問題。 

（八）角色關係型態： 

個案已離婚，現任職桃園市公園清

潔工，目前與子女同住，雖然覺得已將

孩子養大，但都未成家立業，還有許多

事要操心，女兒們可自立，偶而給些生

活費，但不可以囉唆她們。住院後，女

兒每天會來陪伴約 1~2 小時，與女兒們

較有話聊，有事也會找她們商量，兒子

偶來探視一下約 30 分鐘隨即離去，母子

間談話互動少，住院期間偶見佛堂師姐

來探視，與鄰床病友及醫護人員之互動

良好，給予相關衛教可配合。 

（九）性-生殖型態： 

個案已停經半年，離婚後六年無性

生活，目前未與任何人有親密關係，外

陰部生殖器正常，未定期作子宮頸抹片

及乳房自我檢查，無發現有異常或不適

症狀。 

（十）調適-壓力型態： 

平日有壓力時會與女兒們商量，或

到廟裡拜拜尋求神明保佑及指點迷津，

對此次突如其來的血液透析治療，有措

手不及之感，「這到底是什麼病啊！」、「

真的都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嘗試嗎？」，面

對終生要血液透析，覺得很緊張，現在

主要的壓力源是血液透析，內心所想的

都是血液透析的事，對未來覺得沒希望

，不知該如何走下去。面對此次住院壓

力，希望醫護人員能給予最大的幫忙。 

（十一）價值-信念型態： 

個案信奉佛教，對於宗教活動熱心

參與，表示有拜拜心裡就有寄託，對於

金錢不強求，「平日花錢以賺多少花多少

，人生在世就是要活得快樂」；可是現在

對健康的信念是負向，「反正已經到這種

地步，只能跟醫師配合了，過一天是一

天」，表示在神佛面前，心情會比較平穩

、安寧，住院期間偶至佛堂聽佛經、拜

拜。 

問題確立 

綜合以上評估，確立個案的護理問題

為： 

一、急性疼痛。 

二、 現存性感染。 

三、疲憊。 
四、無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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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一 急性疼痛/與腎臟切片後腎臟出血、血腫有關（93/1/19-2/10） 

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S1：1/19 主訴「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怎麼會痛

到這種程度」、「整個後

腰背處好像尖銳針刺痛

都沒停過，尤其在翻身

或移動時更痛，只有打

止痛針才可稍緩解」。 

S2：1/20「我都痛到吃不

下」。  

 

O1：1/19 腎臟切片於左

側腰部，傷口 0.2 cm²、

周圍皮膚 5 cm²瘀青，返

室後 1 小時即主訴疼痛

厲害，血壓升高至 190/ 

100 mmHg，脈搏快 110

次/分，呼吸快 24 次/分

。 

O2：1/20 疼痛時雙眼緊

閉、全身冒汗、哭泣，

且氣憤說話越來越大聲

，注意力集中在疼痛上

，有皺眉情形，四肢肌

肉張力增加變緊。 

O3：自我評估疼痛強度

有 9 分痛。 

O4：1/19 注射 Demerol 

50 mg IM 3 次。 

1.1/21 能說

出並做到三

種減輕疼痛

的方法。 

2.1/25 疼痛

指數自評降

至 5 分。 

3.2/1 疼痛

指數自評降

至 0 至 1 分

。 

 

一、減輕疼痛 

1-1.集中給藥、換藥治療及衛生教育等護理，上

午及下午各一次。 

1-2. 1/19 切片後以 5 公斤砂袋置於左側腹部，冰

枕置於左側腰背部每 20 分鐘，休息 10 分鐘，避

免出血及減輕疼痛，1/20 協助採平躺。 

1-3. 1/20 教導轉移注意力，如聊天、看電視、請

案女拿收錄音機來聽佛號、誦讀。 

1-4. 1/20 示範放鬆技巧，深呼吸後引導個案想像

躺在一大片草地上，先全身繃緊用力，開始放鬆

手腳，依序放鬆至全身，請個案閉眼並跟著作。 

1-5.依醫囑予使用止痛藥如 Depain-X 1# qid po、

Demerol 50 mg q6h IM prn。 

二、增進舒適 

2-1. 1/19 後提供安全舒適環境，將室溫調於 25℃

，床高維持 45 公分。 

2-2.採舒適的臥位，抬高床頭約 30 度，傾斜左側

以壓迫切片部位，枕頭置於右腰部。 

2-3.協助口腔護理 4 次/天，三餐飯後及睡前。 

2-4.協助翻身及擦澡，並維持床單平整。  

三、心理支持 

3-1. 1/20 每天利用 30 分鐘陪伴並傾聽個案對疼痛

的感受及討論疼痛過程。 

3-2.針對個案對疼痛的耐力，予以口頭讚許。 

3-3. 1/20 鼓勵案女陪伴並適當表達關心與支持，

並以輪椅推個案到 7 樓佛堂禮佛、拜拜，給予宗

教信仰上的支持。 

四、居家照護 

4-1.教導有腰部疼痛或血尿情形立即告知醫護人

員，返家後若有上述情形立即返院。 

1/21 

說出並執行

深呼吸、聊

天、聽佛經

以減輕疼痛

。 

1/25 

個案執行減

輕疼痛方法

後，疼痛指

數自評降至

5 分，在移

動時仍有疼

痛情形。 

2/1 

疼痛指數自

評降至 0 至

1 分，可說

出腰痛或血

尿情形是不

正常的，要

告訴醫師。

 

護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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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二 現存性感染/與免疫抑制及動靜脈雙迴路導管留置有關（93/1/16-2/21） 

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O1：1/16 於右腹股溝處

有動靜脈雙迴路導管留

置，傷口外觀乾淨，WBC

：11250 /ul、CRP：18.4 

mg/dl。  

O2：1/18 始一週行血液

透析三次。 

O3：1/19 WBC：16880 /ul

，CRP：2.69 mg/dl，體

溫 37.2°C。 

O4：1/20 始予以 Endoxan 

100 mg qd po 及類固醇

Prednisolone 20 mg bid po

治療。 

O5：1/23 動靜脈雙迴路

導管改插於右頸處，傷

口外觀乾淨，WBC：

19760 /ul。 

O6：1/29 行左手動靜脈

瘻管吻合手術。 

O7：住院期間常會不經

意以手觸摸動靜脈雙迴

路導管部位之傷口敷料

。 

 

1.1/18 能說出並做

到預防感染的方

法二項。 

2.1/26 體溫維持在

36℃-37℃之間，

動靜脈雙迴路導

管傷口無發炎情

形。 

3.出院前無任何

感染徵象發生。

 

一、減少微生物進入體內 

1-1.於病床頭貼告示，提醒醫護人員於接觸

個案前後洗手。 

1-2.每日依無菌技術嚴格執行導管護理並

更換敷料。 

1-3.由護理人員及案女協助每日擦澡或沐

浴，維持身體清潔。 

1-4.維持病室周圍環境清潔乾燥。 

二、保護免疫缺乏病人，以免感染 

2-1.採集中護理，減少進出病室之機會。 

2-2.限制及篩檢上呼吸道感染訪客探訪，並

給予訪客口罩佩戴。 

三、定時觀察感染徵象 

3-1. Q4H 觀察傷口，若有滲濕或出血情形

隨時更換敷料。 

3-2. Q8H 監測生命徵象。 

3-3.每週三次監測檢驗值，如 Hb、WBC、

CRP。 

四、增加病人抵抗力 

4-1.會診營養師，供給適當之營養：熱量

1700 卡/天、蛋白質 60 gm/天、飲水量每天

白班 500 c.c.、小夜 300 c.c.、大夜 200 c.c.

。 

五、衛生教育 

5-1.衛教造成感染原因、症狀和預防措施。 

5-2. 1/23 予案女示教右頸動靜脈雙迴路導

管之消毒方法，並請案女回覆示教。 

5-3. 1/25 予個案示教右頸動靜脈雙迴路導

管之消毒方法，並請個案照鏡回覆示教。 

5-4.衛教動靜脈雙迴路導管之注意事項： 

（1）接觸傷口前後一定要洗手，勿隨意觸

摸傷口敷料。 

1/18 

說出並做到

預防感染的

方法：換藥

前後洗手、

每日洗澡維

持身體清潔

。 

1/26 

體溫 36.5℃

，案女可正

確執行換藥

技術，且右

頸雙腔靜脈

導管傷口無

發紅。 

2/21 

出院時右頸

動靜脈雙迴

路導管傷口

及左手動靜

脈瘻管無發

紅情形，亦

無其他感染

徵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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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2）導管周圍傷口要保持乾燥、乾淨，不要用手抓癢。 

（3）除了血液透析當天可至醫院消毒換藥外，其餘時間應每

天都要消毒換藥，並觀察傷口情形，若有紅腫熱痛及有分泌

物的情形，立即來院處理。 

（4）不要穿套頭或過緊衣服，睡覺時不要採右側躺。 

（5）導管應用膠布固定好，尖銳物品如剪刀、安全別針不可

靠近導管。 

（6）若導管不小心脫落，應立即壓迫導管入口以防流血，或

有呼吸短促、胸痛、咳嗽不止、發燒、寒顫等情形，應立即

來醫院作處理。 

5-5. 1/30 給予衛教單張講解左手動靜脈瘻管吻合手術後應注

意事項： 

（1）教導左手加壓握球運動：自己讀秒數，儘可能握球 5 秒

後再放開，每天 3 次，1 次 20 下。 

（2）保持良好衛生習慣，透析前及每天消毒換藥前使用肥皂

洗手、保持皮膚完整性，避免抓傷，並觀察傷口情形，若有

紅腫熱痛及有分泌物的情形，立即來院處理。 

（3）每天自我檢查瘻管，觸摸有無震顫感覺。 

（4）睡覺時不可將左手當枕頭用、左手不可做任何治療，如

：打針、抽血、量血壓或提重的東西、用力拉扯碰撞。 

（5）透析時有出血狀況應立即告知護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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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三 疲憊/與貧血、血液透析有關（93/1/17-2/21） 

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S1：1/17 主訴「常感到

噁心、想吐、食慾變差

，開始洗腎後，時常感

覺到疲憊、沒精神，怎

麼休息都不夠」、「感覺

全身乏力，做什麼事都

提不起勁」、「好累、無

精打采，做什麼事都沒

力氣」、「每次洗腎後都

特別疲倦，想睡覺，又

睡不著，無法自行下床

，到隔天精神體力才會

逐漸恢復」。 

 

O1：1/16 及 1/18 血液透

析後，多臥床休息。 

O2：白天感到疲倦，常

打哈欠、脾氣變差，與

個案會談時注意力無法

集中，反應較慢常有打

哈欠情形。 

O3：1/14 Hb：6.6 g/dl、

1/16 Hb：8.4 g/dl、1/23 Hb

：6.5 g/dl。 

O4：1/20 始予以 Endoxan 

100 mg qd po 治療

Goodpasture's syndrome。 

1.1/19 能說出並運

用二種運用保存

體力的方法，如由

護理人員及案女

協助擦拭身體，有

需要協助時會按

紅燈鈴尋求支援。

2.1/25 必要時會要

求協助並執行部

份自我照顧，如協

助下床坐輪椅至

浴廁刷牙洗臉。

3.2/21 出院前表示

體力增加並可執

行自我照顧活動

，如自行下床至浴

廁刷牙洗臉。 

 

1.鼓勵表達出心理對於疲憊的感受。 

2.1/18 教導保存體力的方法：由護理人員及

案女協助擦澡或坐在馬桶上洗澡、將常用

的日常用品擺放於床旁桌上，並移至隨手

可取得之處。 

3.增加睡眠及休息：安排洗腎後睡眠及每天

午睡時間約 2 小時。 

4.1/17-1/18 安排運動訓練：鼓勵做床上主動

運動，如：四肢全關節運動、抬腿運動等

，一天 4 次，每次 5-10 分鐘。 

5.視需要協助日常活動，並鼓勵其獨立完成

，2/1 漸進式活動，在可忍受的範圍內，協

助下床坐輪椅或在病室內緩慢行走，一日 2

次，每次 10 分鐘。 

6.2/2 鼓勵兒女探訪時，陪伴個案坐輪椅至

康樂室聊天、散步。 

7.1/16 至 2/18 期間，依醫囑給予輸血治療共

15 次。 

8.2/10 鼓勵多補充含鐵的食物，如瘦肉粥、

葡萄乾、菠菜。 

1/19 

說出並利用

案女來訪時

擦拭身體，

更衣，執行

時動作放慢

，有需要協

助時會按紅

燈鈴尋求支

援。 

1/25 

主訴現在比

剛開始血液

透析時較不

累，能要求

協助下床坐

輪椅至浴廁

刷牙洗臉。

2/21 

主訴體力稍

增加，能自

行下床至浴

廁刷牙洗臉

並走出病室

外約 200 公

尺，步態緩

慢、穩，由

案女陪同步

行出院。 

 



中華民國 96 年 6 月                                  臺灣腎臟護理學會雜誌 第 6卷第 1期  

 

 

 

 

 

 

 

 

 

 

 

 

 

 

 

 

 

 

 

 

 

 

 

 

 

 

 

 

 

 

護理診斷四 無望感/與初次被診斷須終生接受血液透析治療有關（93/1/17-2/17） 

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S1：1/16「我認為洗腎會

讓身體無力，還是先回

家休養一段時間再看看

吧！」、「我也沒做什麼

壞事，怎麼會得到這種

病！怎麼會這樣？」 

S2：1/17「以後長期要靠

洗腎過日子了」、「每次

想到這個病，還有以後

的生活問題就睡不著，

很想睡了就不要再醒來

」。 

S3：1/19「我腎臟裡面在

流血，會不會死」。 

 

O1：1/14 住院初次被告

知須終生接受血液透析

治療，表現出震驚、無

法置信。 

O2：夜眠偶中斷，多次

流淚、哭泣，表示擔心

往後血液透析問題。 

O3：每次告知要做檢查

、要血液透析，皆不願

意，醫護人員須不斷地

解釋說明，案女再三拜

託，才願意勉強配合。 

1.1/24 能夠說出心

中的感覺。 

2.出院前能以正

向的態度說出血

液透析的感受及

規劃未來。 

1.每星期告知目前治療方式及病程進展，減

低其恐懼並澄清對疾病及治療的誤解。 

2.鼓勵體驗 BUN、Cr 高造成身體不適與

BUN、Cr 降低後身體感覺上的差異，讓個

案瞭解目前身體狀況以增加自我控制感。 

3.醫護人員的支持與鼓勵 

3-1.1/17 起每日 10AM~10:30AM 運用同感心

與個案會談，透過溝通的過程，以瞭解心

中的感受並給予心理支持。 

3-2.與個案會談傾聽其所面臨的血液透析

之壓力，鼓勵抱持正向的態度，給予支持

。 

3-3.鼓勵多聽新聞、看電視、聽音樂來轉移

注意力。 

3-4.鼓勵運用宗教信仰增強正向信心，與個

案分享此種考驗是神明給的考驗，要盡力

克服難關，平日可多念佛號、禮佛來加持

心中信念。 

3-5.1/17 協助以不同角度來看事情，尋求不

同的解決之道，設立對自己重要而有意義

的目標，如現在先把身體養好，至少看到

兒女都可成家立業自力更生，再設定以後

的生活目標。 

3-6.1/18 與個案共同回想個人長處，並記錄

下來，需要時可拿出來看，鼓勵自己。 

4.重要他人的支持與關心 

4-1.1/17 洗腎前電話聯絡洗腎室護士抽空到

病房向病人說明洗腎室環境及血液透析流

程，讓個案更瞭解血液透析作業，以減輕

其焦慮。 

4-2.1/18 鼓勵案女多來院陪伴，參與照護計

畫，並且多表達出對個案的關愛與希望。 

1/24 

說出目前最

擔心一輩子

要洗腎，且

身體變差後

如何到醫院

洗腎的問題

。 

1/24 

開始每週有

二-三次志

工來探訪約

1 小時。 

2/3 

個案說把它

當作是人生

的另一種考

驗，常念經

拜佛後心情

較平穩，且

有師姐不定

時探訪給予

心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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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心得 

本個案因 Goodpasture's syndrome 導致

末期腎病，住院期間有急性疼痛、現存性

感染、疲憊及無望感等問題，筆者先與個

案建立信任之人際關係，協助其解決生理

不適，如減輕疼痛感、預防感染、運用運

動訓練增加體力改善疲憊問題，引導個案

有正向想法以協助渡過無望感。個案於住

院期間終能接受血液透析治療，於 2 月 21

日病況穩定後自行步行出院，筆者在照護

過程中提供許多心理支持、教育及諮詢，

此與翁（1994）提出照護慢性末期腎病者

須提供醫療、護理、教育、諮商及特殊資

源等服務之文獻相符。而後於 3 月 15 日、

4 月 21 日及 5 月 16 日電訪 3 次，個案表示

目前每週血液透析三次，左手動靜脈瘻管

無發紅情形、觸摸有震顫感覺，已於 3/14 

 

 

 

 

 

 

 

 

 

 

 

 

 

 

 

 

 

 

 

 

開始執行血液透析，瘻管功能良好，3/16

拔除右頸動靜脈雙迴路導管且無發紅情形

。因無法兼顧工作現已離職，先把身體調

養好，再找其他較輕鬆的工作。 

照護過程中，最大的限制因筆者非血

液透析專科護理師，對此方面之經驗與學

識較薄弱，故欲向個案解釋說明透析過程

、及其擔憂等問題，顯得不具說服力，建

議可適時請血液透析專科護理師走出血液

透析室，針對初次血液透析個案進行診視

並與臨床護理人員交班達成共同照護責任

，除了解個案外，更可增強初次血液透析

個案之信心及安全感，建立被關懷之信任

關係。照顧此個案，筆者深深感受到，對

於家庭系統支持不足的個案來說，臨床護

理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是家人，也是朋友，

主客觀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計劃/措施 評值 

  4-3.1/22 會診社工師，不定期探視提供協助並給予心理支持。 

4-4.2/5 介紹血液透析多年病患謝女士與個案認識，彼此經驗

分享並相互支持。 

4-5.2/7 協助加入本院腎友會，認識腎友並參加腎友會的活動

増加社會支持度。 

4-6.在適當的情況下，給予拍拍肩膀或拉著個案的手，告訴她

要多加油，醫護人員會陪著她，鼓勵案女給予肢體上的觸摸

。 

5.鼓勵學習配合醫療計畫 

5-1.1/23-1/25示教個案及案女動靜脈雙迴路導管照護方法及注

意事項。 

5-2.1/30 給予衛教動靜脈瘻管日常生活照顧注意事項。 

5-3.使用正向迴饋技巧，表現進步時給予肯定。 

5-4.建議在體力允許下，每天回覆示教換藥技術。 

2/17 

主訴腎友中

，有人已血

液透析 7~8

年，看起來

身體還很健

康，希望自

己也行，表

示將在分院

洗腎，體力

許可時要再

去上班，這

樣日子過得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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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保持溫暖、真誠的態度，依據個案個

別需求，提供具個別性的照護，對個案而

言，才是他們確實需要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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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perience of A Patient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faced with the first Incidence of Hemodialysis 

 

Shu-Fang Chiu  Tsai-Ping Lu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dealing with a patient at 
the end stage of renal disease caused by Goodpasture's Syndrome with long term hemodialysis. 
We collected the data via primary care observation, discussion and the Gordon functional health 
assessment guide. Major nursing problems include: acute pain, infection, fatigue and hopeless-
ness experienced by the patien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author has provided the patient with 

cautious care, relieving pain by diverting the patient’s attention and also using analgesics to 
prevent infection through proper attendance to double lumen and arteriovenous fistula proce-
dures, and also the provision of related information on hemodialysis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Finally, We helped the patient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facing hemodialysis, en-
hanced her self-caring ability, gained knowledge in the important methods of care pertaining to 
double lumen and arteriovenous fistula, and in accepting and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that 
hemodialysis has brought to her life. 
 

 

Key words：goodpasture's syndrome,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hemo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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