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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描述一位紅斑性狼瘡患者併發末期腎病後首次接受腹膜透析之護理經驗。筆

者於 2007 年 1 月 3 日至 2007 年 2 月 9日護理期間透過觀察、身體評估、直接護理與會談

方式收集資料，運用羅氏適應理論模式進行整體性評估，發現個案有體液容積過量、抉擇

衝突、情境性低自尊、焦慮等健康問題。藉由信任感與夥伴關係之建立，協助個案瞭解抉

擇衝突的來源，澄清價值觀及優先次序，透過衛生教育提供相關資訊及病友經驗分享，增

進個案對疾病的認識，並實地參訪透析室瞭解血液透析與連續性活動性腹膜透析兩者間治

療之差異，邀請案母共同參與治療，協助個案選擇合適的治療方式，運用放鬆療法降低對

手術之焦慮狀態，讓個案早日學習腹膜透析照顧技巧，以達到自我照顧之目標。希望藉由

此次的護理經驗，提供日後護理人員在面對相同疾病照護時的參考。 

 
關鍵詞：連續性活動性腹膜透析、全身性紅斑性狼瘡 

 

前言 

紅斑性狼瘡患者中約有50%會合併腎

功能障礙，且於疾病末期出現尿毒症狀甚

至需要接受透析治療（林、林，2006）。

目前透析的方式有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兩

種，由於兩者的治療方式差異很大，因此

如何選擇適合的透析方式是末期腎病患者

重要的議題（行政院衛生署，2007）。首

次透析的患者常會出現震驚、悲傷、難過 

 

 

 

 

 

 

 

與憤怒的情緒，加上要面對長期透析治療

與無法恢復健康的衝擊，會對生理、心理

、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更容易面臨治療

抉擇上的衝突（林、顏，2003；陳、陳、

曾，2006；Welch & Austin, 2001）。此時醫

護人員必須提供患者適當的訊息及支持，

來協助他面對漫長的透析生活（Weet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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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是一位 29 歲紅斑性狼瘡併發末期

腎病的患者，因為得知必須終身藉由透析

來維持身體功能，加上對透析方式的不瞭

解，出現抉擇衝突的矛盾，引發其一連串

的情緒反應；因而激發筆者想深入探討首

次接受透析患者照護上的需求。透過羅氏

適應理論模式來協助個案正視必須長期接

受透析的事實，讓個案瞭解不同透析方式

的差異後，藉由一對一的教學、回覆示教

與放鬆療法，讓個案能以正向的態度來面

對漫長的透析生活。希望藉由此次的照護

經驗，提供護理人員在照顧此類個案之參

考。 

文獻查證 

一、全身性紅斑性狼瘡與末期腎病 

全身性紅斑性狼瘡是體內免疫調節機

能的異常，產生各種自體抗體，抗原與抗

體相結合的免疫複合體經由血液傳播，沈

積在腎臟組織後就會吸引許多白血球浸潤

、釋出許多發炎介質、腎絲球與腎小管細

胞壞死、甚至組織纖維化因而合併末期腎

病（林、林，2006）。約有 5-22%紅斑性狼

瘡的患者，會因狼瘡性腎炎在發病的 10 年

後進展至末期腎病（邱、黃、蔡，2005；

Yu et al., 2006）。當併發末期腎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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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十，導致

體內代謝廢物與水份的聚積，造成電解質

和酸鹼值的不平衡（王、楊，2004；李、

林，2006）。 

二、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的差異 

血液透析是利用擴散及超過濾原理，

藉由透析機器將血液中多餘水份及代謝廢

物排除。優點為較易快速有效清除廢物，

且由醫護人員在透析中心執行，家中不必

準備透析用品。缺點為需受扎針之苦，加

上每次需要4小時，每週要到醫院2-3次，且

需要配合醫療院所的透析時間，也容易在

透析中、透析後發生低血壓、頭痛、抽筋

、透析後疲憊感等不適症狀（陳等，2006

；連、黃，2006）。 

腹膜透析則是在腹部植入一永久性矽

膠導管，透過人體腹膜的毛細血管為半透

膜，將透析液注入腹腔，利用擴散、過濾

、滲透與對流原理，將血液中代謝廢物移

除至透析液後再排出體外。優點為透析過

程中患者仍可自由活動、可提供患者自我

照顧居家治療，減少其日常生活及工作之

影響；血液動力學變化慢，對心臟血管影

響較小，較易維持血壓之穩定；不需扎針

、沒有血管通路及血液流失的問題；缺點

為透析液留置於腹腔造成外型改變、體重

增加、疝氣、腹膜炎、腹脹、活動與睡眠

之困擾（王、林，2003）。 

三、腹膜透析患者常見之護理問題與措施 

面臨透析的患者會經歷拒絕、延遲接

受以及最終接受透析的過程，故陷入不知

如何選擇透析方式之抉擇衝突。當患者採

取腹膜透析時，亦會擔心自己無法勝任腹

膜透析的執行過程。加上透析後外觀的變

化所引發身體心像改變、擔心性能力與生

育能力受到影響，亦會因自卑感重、覺得

自己是別人的負擔而自貶為無用之人，進

而衍生焦慮、不安與情境性低自尊等問題

（王、楊，2004；林、顏，2003；潘，2002

）。 

首次接受腹膜透析的患者和大多數接

受透析的患者一樣，有透析前體液容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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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的問題。主因是腎衰竭造成體液調節功

能變差、攝取過多而無法完全排除，導致

液體過度負荷所引起。當體液容積過量時

，會引發心、肺功能的障礙，造成左心肥

大甚至肺水腫，臨床上病患會有呼吸困難

、咳嗽及囉音等情形（沈、丘，2003；

Carpenito, 2002）。護理人員可以透過定期

評估呼吸型態、呼吸音，適當的水份及鈉

、鉀的限制和每日測量體重、監測輸出入

量、評估周邊水腫情形、並協助抬高水腫

肢體，利用重力協助淋巴回流、教導等張

及等長運動，收縮骨骼肌促進末稍血液循

環等措施來減輕腫脹的情形（沈、丘，2003

）。 

雖然腹膜透析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較小

，但是外觀的改變、可能有腹膜感染、透

析管路感染的併發症等問題，容易讓首次

接受腹膜透析的患者產生恐懼、悲傷、難

過及憤怒激烈的反應（林、顏，2003），加

上日常生活會有許多的變化，包含服藥、

回診時間的安排、腹部的導管隨時提醒病

患要換液、腹膜透析液會增加腰圍，使其

需調整衣服的大小，都會讓患者身、心受

到影響（Weety, 2001）。故廖、蔣、陳（2006

）的研究建議對於首次接受透析治療患者

，需不定期提供相關資訊，如：病友的經

驗分享與社會資源福利的運用，以便患者

選擇適當的治療方式、增加其自我照顧動

機及能力、以增進身體健康來減輕不適。

同時護理人員需要瞭解病患對透析的真正

想法，鼓勵表達心中的困惑，適時同理患

者內心的害怕及擔憂，並引導、抒發內心

的擔憂與害怕。此外，在照護過程中也應

省思與患者之間的互動，勿陷入以上對下

的衛教模式，以尊重的態度協助病患選擇

接受治療，提昇其對未來的希望；當個案

較能接受事實時，可以開始詳細告知各項

透析治療的資訊，讓他在激勵與支持中，

願意更進一步瞭解與學習自我照顧（林、

顏，2003；潘，2002）。 

綜合以上文獻，接受腹膜透析的患者

生理上會有體液容積過量、腹膜感染、透

析管路感染的併發症等問題，心理上則有

焦慮、不安、擔心透析帶來身體與心理的

不適及面對不同透析方式抉擇衝突的困擾

，病患可能表現出震驚、憤怒、缺乏安全

感及無望感等情緒反應。腹膜透析屬於居

家治療的方式，患者的遵從性與治療的結

果有密切的關係，良好的護理指導可以提

供病患達到自我照顧的目標。護理人員應

該提供與疾病照護相關的資訊、主動瞭解

患者的需求與不適症狀、藉由相關病友的

認識與交流、參觀透析的過程與有效的溝

通，來降低不安與擔心，同時藉由技術示

範及回覆示教，以傾聽與開放式的問題促

進個案表達內心感受、澄清及修正不正確

之訊息，協助瞭解目前身體的狀況來增加

自我控制感，並連結重要的親友情感支持

來提昇其疾病的自我照顧技巧（王、楊，

2004；陳、陳、曾，2006；Weety, 2001）。 

護理評估 

筆者於個案 2007 年 1 月 3 日至 2007

年 2 月 9 日住院期間，藉由建立治療性人

際關係，護理過程以羅氏適應理論模式依

生理功能、自我概念、角色功能和相互依

賴，進行主、客觀資料收集。 

一、個案簡介 

鄭小姐為 29 歲未婚女性、慣用國語、

信仰佛教，排行老么，高職畢業後在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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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咖啡店上班，罹病後因身體虛弱在雙

親的要求下，辭去工作回家鄉以方便就近

照顧。目前無職業，現與雙親同住，雙親

務農為個案主要經濟提供者。家庭族譜見

（圖一）。 

二、過去病史 

個案因臉部不規則紅斑、持續性發燒

、反覆關節疼痛，於 1993 年 11 月多次到 

 

 

 

 

 

 

 

 

 

 

 

 

 

 

 

 

 

 

 

 

 

 

 

 

 

 

醫院求診，同年 12 月被診斷全身性紅斑性

狼瘡後，定期在門診追蹤治療。 

三、此次入院與治療過程 

個案此次入院是因兩個月以來持續性

腹水，曾於門診行腹水抽吸之治療四次但

仍未見腹水情形改善，近一個禮拜來常常

走一下路就感到呼吸很喘很不舒服、頭也

很暈，雙下肢水腫有更加劇情形，故到急

診求診。病程發展表，詳見（表一）。 

 

 

 

 

 

 

 

 

 

 

 

 

 

 

 

 

 

圖一 家庭族譜 
表一 病程發展表 

時間  發病及治療過程 

2006. 

 

2007.01.02  

 

2007.01.03 

2007.01.04 

 

2007.01.05 

2007.01.07 

2007.01.08 

 

2007.01.09 

2007.01.12 

2007.01.15 

2007.01.22 

2007.01.29 

2007.02.09 

於門診返診時因腹水過多產生身體不適，予抽腹水四次（11/14、11/28、12/12、 

12/26）每次約抽出 1000-1500 cc 淡黃色液體。 

回門診抽血尿素氮 152 mg/dL、血中肌酸肝 6.9 mg/dL，故醫師建議個案住院做更

詳細之檢查。 

因腹水、呼吸喘、頭暈與尿量變少，故個案到急診求診。 

尿素氮：155 mg/dL、血中肌酸肝：7.4 mg/dL、血紅素：7.9 g/dL、 

血比容：23.8%、予輸血治療（leukocyte poor RBC 2U X 2 天）。 

因腹水情形仍未改善予行腹膜抽吸約 1590 cc 腹水無異常報告。 

抽血報告顯示血紅素 8.8 g/dL、血比容 33.5%。 

24 小時肌酸酐廓清率(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為 5.9 ml/min 

（正常值：90-139 ml/min）。 

因腹水情形未改善，故醫師安排作腹腔鏡，檢查無異常報告。 

Abdominal MRI：有大量的腹水積聚（Massive ascites） 。 

因末期腎病及病患血管細小之原因，醫師建議行腹膜透析治療。 

個案行腹膜透析手術。 

開始第一次試洗，傷口周圍組織無紅腫，外觀顯乾燥無分泌物。 

出院門診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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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評估 

護理期間自 2007 年 1 月 3 日至 2007

年 2 月 9 日，藉由身體評估、會談、觀察

家庭互動及查閱病歷等方法收集資料，並

運用羅氏適應理論評估，其評估內容如下

： 

一、生理適應模式（physiological model）的

評估 

（一） 活動與休息 

「我住院前每天大概睡6-7小時，住院

後可能是環境的改變，加上隔壁阿嬤用氧

氣的聲音讓我睡不好，常常覺得很累、睡

不好。後來我叫媽媽幫我把家裡的棉被及

喜歡的CD片帶來，現在大約睡7-8小時，有

時候我也會在洗完澡後，擦薰衣草身體乳

來幫助自己入睡，我覺得現在睡的比較好

了」，個案可單獨下床行走、步態穩健，住

院期間無跌倒情形，四肢肌力測試為5分，

個案可行步行到中庭散步，偶顯得呼吸費

力，但是休息30分鐘後，呼吸費力情形可

改善，評估此項目為適應。 

（二） 營養 

「我會挑自己喜愛的食物吃，喜歡口

味較重或較甜的東西」。身材中等，住院前

兩個月體重 45 公斤，此次入院時身高 154

公分，體重 57 公斤，計算身體質量值（body 

mass index, BMI）為 24.05（57÷1.54
2
= 24.05 

kg/m
2
）屬於正常（正常值：18.5-24 kg/m

2
）

。住院飲食採熱量 1500 大卡/天、限水 1500 

ml/天、低鈉 5 g/天、低鉀 40 meq/L。計算

每日熱量所需（52.2x25=1305 大卡/天）故

屬正常。評估此項目為適應。 

 

（三） 排泄型態 

「我約 1-2 天解便一次，住院後也沒

有特別的改變」大便為黃軟便，腸蠕動音

每分鐘 10-20 次。「在家每天喝 4 大杯的水(

約 2000 cc)，但一天只解 2-3 次小便，量不

多。住院後小便比較多，每天尿 6-7 次」

尿液顏色呈茶色，無解尿困難及灼熱感，

使用口服利尿劑（Furosemide 40 mg/tab 2pc 

bid po）評估此項目為適應。 

（四） 體液電解質 

「住院前喝水沒有控制，想喝就喝，

不會感到特別口渴，住院以後醫師叫我限

水一天只能喝 1500 ml」。1 月 4 日血液中電

解質鈉 134 meq/L、鉀 4.5 meq/L、鈣 8.8 mg%

，雙下肢足背水腫++（++代表壓下深度 4mm

，為中度水腫），腹圍入院時 80 公分，入

院後一星期增加到 85.5 公分。1 月 3 日「

我最近兩個月來胖了 12 公斤，肚子裡的水

越來越多，腳也越來越腫。」、1 月 4 日「

今天我試著爬樓梯，才走一層樓就喘到不

行」。1 月 4 日白蛋白 3.2 g/dL，個案因腎衰

竭造成體液調節功能變差，故有體液容積

過量之健康問題。 

（五） 氧與循環 

「我的肚子很大，動一下就感覺會喘

，醫師給我使用氧氣後，呼吸比較順一點

」。個案意識清楚，無抽煙及呼吸道方面病

史，呼吸 16-24 次/分，心跳 70-80 次/分，

血壓 150-190/ 90-120 mmHg，呼吸規則無使

用呼吸輔助肌，無咳嗽，1 月 4 日胸部 X-ray

發現右側肋膜有輕微積水，鼻導管 3 L/min

使用時 SPO2：97-98%，肢體末稍皮膚溫暖

，指甲與黏膜呈粉紅色，指甲微血管充盈

約小於 2 秒回復粉紅，評估此項目為適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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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感覺與知覺 

「平常關節都會酸痛，吃完止痛藥後

，酸痛情形改善很多」。口服解熱鎮痛藥

（Acetaminophen 500 mg/tab 1 顆 QID）後，

疼痛指數由 5-6 分降到 3-4 分。視、聽、嗅

、觸覺與位置感均正常。評估此項為適應

。 

（七） 神經與內分泌功能 

意識清楚、能正確說出人、時、地。

十二對腦神經檢查正常。瞳孔大小為
R
 

3.0(+)/L 3.0(+)。1 月 4 日飯前血糖值正常：

86 mg/dL，無糖尿病、腎上腺、腦下垂體及

甲狀腺等疾病之病史，評估此項目為適應

。 

二、心理社會適應層面 

（一）自我概念模式 

1. 身體自我（physical self） 

「肚子這麼大看起來像河馬難看死了

，現在變成這樣也不喜歡出門，也不希望

朋友來看我，因為大家都會一直問，很煩

我不知道要如何回答，也不想回答」說話

時個案眼睛直視前方、皺眉，低頭沈默不

語數分鐘後自訴：1月15日表示「醫師說我

腎臟壞掉了需洗腎，我一定要洗腎嗎？」

、「腹膜透析是什麼？我現在真的不知道該

怎麼辦才好，是要做腹膜透析治療好？還

是不做好？還是有其它選擇？唉啊，很煩

耶。」、「我一定要洗腎嗎？腹膜透析及血

液透析是什麼？那一種治療對我最好？妳

會選擇那一種？除了這些我沒有其他選擇

了嗎？我真的不知道該怎麼做才好」眼眶

泛紅頻頻拭淚，經評估此項有抉擇衝突之

健康問題。 

2. 人格自我（personal self） 

個案自認是個負責任、遵守道德操守

、樂觀開朗的人，人際關係是自己非常重

視的部分，平常有困難時常會找母親及朋

友商量。「我信仰佛教也相信輪迴，所以

盡量不去做傷害人的事，和朋友間處得還

不錯，工作也還好，朋友都說我是個很容

易相處的人，但是我已經得到紅斑了，為

什麼還要承受開刀、洗腎的痛苦?」、1月

20日表示「當我知道我的手術日期是1/22

時，我坐也坐不住，吃也吃不下，我好緊

張真不知該怎麼辦？」、「一想到開刀就

會忍不住胡思亂想，越想心就越煩，好想

死一死算了」。擔心病情惡化，個案表情

緊繃、眉頭深鎖、坐立難安、害怕手術導

致死亡。評估此項有手術焦慮之健康問題

。 

（二）角色功能模式 

個案現年29歲，根據Erikson人類發展

階段理論，個案處於親密/孤立階段。第一

角色為29歲成年女性。第二角色為小女兒

、女朋友，住院前與家人互動良好，生活

中遇到困難時，會與案母或男友商量。此

次住院後，態度顯冷淡，有時連案母關心

的話語也不回應。第三角色為病人，個案

訴：「像我這種年紀的人都在賺錢了，我生

病住院媽媽就需放下田裡的工作來醫院照

顧我，我真的很沒用，以後的透析生活將

會變得很慘，更需要依賴家人的照顧了，

有時想到這就想死一死算了，免得造成大

家的負擔。」、「其實初次得到紅斑時，我

曾想過要自殺，但沒有勇氣的去做，現在

又要長期洗腎，當初真該死一死就好了，

幹嘛活到現在，增加大家的負擔。」、「我

有交往的對象，但母親反對說是孽緣，說

我生這種病與人家在一起只會害到別人，

成為他人的負擔而已，像我這樣不幸的人

，不能有幸福嗎？」在照護初期個案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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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間的互動少，對醫護人員關心顯得冷漠

、眼神少有接觸，不喜歡與人交談，常在

案母離去時，眼眶泛紅用面紙頻頻拭淚。

評估此項目有情境性低自尊之健康問題。 

（三）相互依賴模式 

個案住院前健談且愛開玩笑，與家人

關係密切、互動良好。有幾位知心好友，

假日會和朋友聚會或是與男友出遊。入院

後，變得沈默寡言，雖然有家人陪伴，但

是對於家人的問話常漠不關心，不時嘆氣

或低頭不語，雖然好朋友偶爾會來醫院探

訪，但是個案表示「我不喜歡朋友來看我

，我不想當個生病的人，我可以自己照顧

自己」。個案訴：「我現有交往對象，彼此

感情很好，但母親好像不太喜歡，說像我

生這種病和人家在一起會害到別人。但是

生這種病真的不能擁有自己的幸福嗎？我

不想一輩子都依賴媽媽」。住院期間個案因

交往對象引起案母不悅外，其餘與案母間

互動良好，評估此項目適應。 

 

 

 

 

 

 

 

 

 

 

 

 

 

 

 

 

問題確立 

經由上述護理評估歸納出個案有四項

健康問題如下，並依照其健康問題給予整

體性的護理措施： 

一、 體液容積過量 

二、 抉擇衝突 

三、 情境性低自尊 

四、 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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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一 體液容積過量/與輸入、輸出不平衡有關 

相關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措施 評值 

行為評估（第一層次評估） 

S： 

1.1/3「我最近兩個月來胖了 12

公斤，肚子裡的水越來越多，腳

也越來越腫。」 

2.1/4「今天我試著走樓梯，才走

一層而已，就喘到不行」。 

 

O： 

1.1/3 眼瞼浮腫，雙下肢皮膚緊

繃、光亮，足踝處出現(++)的凹

陷性水腫。 

2.1/3入院時測量體重57公斤，較

住院前兩個月體重45公斤(增加

12公斤)。 

3.1/4-1/6尿量約<1000 cc/ day、呈

茶色尿、無沉澱物。 

4.1/4 個案行走一層樓梯後，生

命徵象變化如下： 

血壓：150/90 mmHg→180/110 

mmHg；心跳：80 次/分→120 次

/分；呼吸：16→24 次/分，呼吸

時顯費力，使用胸鎖乳突肌。 

5.個案住院期間大多臥床休息

，床頭維持 45 度以上。 

6.1/4胸部X-ray顯示右側肋膜積

水。  

7.1/4 BUN：155 mg/dL、Cr：7.4 

mg/dL、K：4.5 meq/L、HB：7.9 g/dL

、HCT：23.8% 

8.1/8 24hrs CCR：5.9 ml/min。 

 

影響因素（第二層次評估） 

1.主要刺激：與腎衰竭造成體液

調節功能變差，攝取過多而無法

完全排除，導致輸入、輸出不平

衡有關。 

2.相關刺激：無法自我控制適當

水份。 

3.剩餘刺激：末期腎衰竭，殘餘

腎功能日漸減退有關。 

1.1/7個案

能說出三

項水份控

制方法。

 

 

 

 

 

 

 

 

 

 

 

 

 

 

 

 

 

 

 

 

2.兩週內

病患周邊

水腫情況

由2+降為

1+。 

1-1.1/4請個案每天早上七點穿著

病患服及使用相同磅秤測量體重

並記錄。 

1-2.1/4指導個案以磅秤及有刻度

的杯子詳細記錄每日吃下的水和

食物。 

1-3.1/4使用有刻度尿液收集桶記

錄每日尿量。 

1-4.依醫矚告知個案每天需限水

1500 ml，包括飲水、湯品等，並

與個案一起製作檸檬冰塊，以增

加唾液分泌及減少水份之攝取。 

1-5.與營養師共同討論協助調整

個案飲食習慣，並建議食用院內

治療餐伙食，合併採低鹽飲食（5 

g/天），如：避免醬菜、醃製類

及過多調味料使用，並實際使用

磅秤測量食用鹽5 g，讓個案更瞭

解5 g（一小茶匙）鹽的實際份量

。 

 

 

 

 

2-1.1/6與個案討論每日的活動計

劃：每天到2樓中庭散步，每次30

分鐘、每15分鐘休息5分鐘，以不

費力、安全為原則，且心跳維持

在100-110次/分。 

2-2.1/7在床尾處放置一顆枕頭，

高度約30公分，衛教個案臥床休

息時，可將雙下肢抬高，以促進

下肢之血液循環，改善水腫。 

2-3.住院期間每8小時評估個案雙

腿水腫消退情形（用布尺測量腿

圍），及有無其它周邊組織水腫

之產生。 

2-4.依醫囑給予利尿劑Furosemide 

40 mg/tab 2pc po bid，紀錄小便量

並監測有、無血鉀低之症狀（如

倦怠、嗜睡、肌肉無力）。 

1. 1/6「原來我不

可以吃醬瓜類

的食品，因為鹽

分很高會讓水

分排不出去。我

現在吃醫院的

伙食，他們會幫

我計算鹽分，我

就不用再擔心

吃的太鹹了！」

2.1/7個案表示：

「我現在會含

檸檬冰塊，讓自

己比較不會口

渴，來減少喝水

量。」；「我現

在很習慣記錄

每天的吃下去

及排出來的量

，一天吃下去的

總量盡量不超

過1500 ml」。 

 

 

1/15體重由1/3測

量 的 57 公 斤 降

至52.5公斤(-4.5

公斤)、輸出/輸

入量-200到-500 

ml/day；雙下肢

水 腫 由 2+ 降 為

1+，個案主訴：

「 現 在 走 一 層

樓梯，不會覺得

呼 吸 喘 或 不 舒

服」。 

 

護理措施與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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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二 抉擇衝突/與首次面對選擇腹膜透析治療方式價值觀不明確、缺乏腹膜透析

的自我照顧知識有關 

相關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措施 評值 

行為評估（第一層
次評估） 
S： 
1.1/15「醫師說我腎
臟壞掉了需洗腎，
我一定要洗腎嗎？
」 
2.1/15「腹膜透析是
什麼？我現在真的
不知道該怎麼辦才
好，是要做腹膜透
析治療好？還是不
做好？還是有其它
選擇？唉啊，很煩
耶。」 
 
O： 
1/15 個案反覆問相
同問題，表情緊繃
、皺眉、嘆氣、偶
說話停頓、坐立不
安、苦惱及緊張之
生理徵象。 
1/15 與個案會談時
，個案會不自主反
覆搓揉手指，尤其
說到不知道要不要
接受腹膜治療時搓
揉的更厲害。 
1/15 尚未決定採用
的透析方式，擔心
無法勝任與執行透
析過程。 
 
影響因素（第二層
次評估） 
1.主要刺激：與首次
面對選擇腹膜透析
治療方式價值觀不
明確。 
2.相關刺激：缺乏腹
膜透析的自我照顧
知識。 
3.剩餘刺激：過去抉
擇的經驗。 

1.個案能於
三日內說
出兩項腹
膜透析與
血液透析
在治療上
的差異。 
 
 
 
 
 
 
 
 
 
 
 
 
2.個案能在
住院期間
選擇適合
的透析方
式，並模擬
執行透析
過程。 

 

1-1.1/15與醫師討論患者是否有治療上的
禁忌症後，給予慢性腎衰竭、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等衛教單張，並逐一講解治療目
的、適應症及所花費時間與技能等內容，
並以螢光筆標示重點。 
1-2.陪同個案及案母實地去瞭解血液透析
室之環境，並觀看執行腹膜透析之衛教錄
影帶。 
1-3.定時詢問對衛教內容瞭解程度、傾聽
個案及案母對治療的需求。衛教結束後留
10-15分鐘的時間讓個案問問題，並澄清其
疑問。 
1-4與個案討論兩種治療方式的差異，並傾
聽其對治療的需求。 
1-5.介紹目前選擇腹膜透析及血液透析的
病友2-3位與個案認識，共同分享首次透析
的經歷與面對不同透析方式的選擇過程
，鼓勵個案參與討論、交流資訊。 
 
2-1.1/16瞭解個案操作腹膜透析的能力及
理解情形，安排換液技術學習，運用玩偶
示範、教導與練習，並讓個案回覆示教，
製作簡易換液技術之筆記本和秘訣，方便
個案正確執行換液技術（連接-引流-排氣-
沖洗-注入-蓋上迷你帽）。 
2-2.教導個案更換腹膜透析液時，選擇固
定舒適的換液位置，避免塵埃飛揚造成感
染的危險。同時提醒洗澡用淋浴的方式，
降低導管出口發炎。 
2-3.1/17衛教個案選擇腹膜透析返家的注
意事項：若有腹痛、發燒、透析液流出、
混濁、灌入困難、輸液管接頭受污染或導
管破裂時，立即返院處理。 
2-4.1/17教導選擇腹膜透析後，在飲食上需
增加蛋白質攝取，如牛奶、雞蛋、肉類，
限制香蕉、柑橘、楊桃等含鉀量高的食物
。 
2-5.1/18取得血液透析病友的同意，讓個案
親自觸摸血流震動感、實際觀看動靜脈瘻
管的傷口。教導練習握球運動、分享瘻管
之照護和注意事項：做瘻管肢體勿量血壓
、打針、提重物等，並隨時注意瘻管肢體
處，有、無異常出血情形。 
2-5.1/19協助個案確立採用透析治療方式
後，再依選擇的方式回覆示教血液透析或
腹膜透析，應注意的事項及其合併症。 

1/18個案能說出「血
液透析就是人家說
的手筋由機器洗，優
點是身體髒的東西
清的比較乾淨，缺點
就是需常常受扎針
之苦，需常常跑醫院
。」、「腹膜透析是
由肚子洗，好處是在
家裡洗就可以了，比
較方便也不必受扎
針之苦，缺點是比較
容易得到腹膜炎的
感染」。 
 
 
 
 
 
1/18「原來腹膜透析
和血析透析方式是
不一樣的、雖然血液
透析到醫院洗腎就
好，但是要麻煩家裡
的人陪我來。腹膜透
析好像比較不會影
響我的生活，但是要
學會自己處理，我想
要選擇腹膜透析」。
個案在觀賞錄影帶
與實際模擬操作後
，參考筆記本的同時
，能在提醒下正確執
行換液技術。 
 
1/20個案能說出2項
腹膜透析的注意事
項「如果回家有腹痛
及不明原因發燒時
，我會立即到醫院來
看醫生、在換水的時
候，也要注意清潔及
無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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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三 情境性低自尊/自我照顧能力降低之護理問題 

相關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措施 評值 

行為評估（第一層次評估） 

S： 

1.1/16「像我這種年紀的人都在

賺錢了，我還在跟大家伸手要錢

，覺得自己很丟臉、也很沒有用

」。 

2.1/16「自從得了紅斑後，我的

身體就逐漸變得很虛弱常常住

院，媽媽就需放下田裡面的工作

，來醫院照顧我，我真的很沒用

，只會增加別人的負擔而已」。 

3.1/16「其實初次得到紅斑時，

我曾想過要自殺但沒有勇氣的

去做，現在又要長期洗腎，當初

真該死一死就好了，幹嘛活到現

在，增加大家的負擔。」 

4.1/16「我有交往的對象，但母

親反對說是孽緣，說我生這種病

與人家在一起只會害到別人，成

為他人的負擔而已，像我這樣不

幸的人不能有幸福嗎？」 

 

O： 

1.與個案會談時個案常用「沒有

用的人」來形容自己，語氣低沈

、表情顯得無助、無奈，常坐於

床旁椅搖頭、嘆氣。 

2.當提及案母表示「自己無法給

他人幸福，反而會造成男友的累

贅」時，個案眼眶泛著淚水、聲

音哽咽哭泣。 

 

影響因素（第二層次評估） 

1.主要刺激：因疾病產生自卑、

無用感，擔心成為他人的負擔。 

2.相關刺激：案母「連累他人、

造成不幸」的想法。 

3.剩餘刺激：負向的自我認知。 

 

1/23(一週

內)個案

能正向的

描述並接

受自己。

1.1/16拉起床簾提供隱私環境，引

導個案說出平日在家所操持的

家務、對家庭的重要性及正向影

響，口頭給予正向鼓勵與肯定。 

2. 1/16讓個案回想以往對父、母

親的照顧、服侍、尊敬及孝順，

和未發病前在台北工作時，對家

裡的貢獻，並給予正向鼓勵。 

3.1/17澄清選擇腹膜透析並不會

造成太大的生活改變，只要自己

願意，仍可像以往與他人發生正

常社交關係。 

4.1/17與主治醫師聯繫，向個案、

其男友和案母說明其紅斑性狼

瘡為何會合併腎衰竭之真正原

因，並提供相關資訊，釐清紅斑

性狼瘡合併腎衰竭與因果報應

無關。 

5.1/17安排機會在男友探訪個案

時，讓案母親眼觀察男友與個案

的互動與情感連結，增加彼此的

瞭解。 

6.引導開放式問話，讓個案、案

母與男友表達對於紅斑性狼瘡

合併腎衰竭，需做腹膜透析治療

之想法與感受。 

7.1/18鼓勵案母、案姊等重要親友

，說出個案對家庭的貢獻與重要

性，透過他人的肯定來強化其存

在價值。 

8.1/19提供紅斑性狼瘡團體相關

資訊，例如中華民國思樂醫之友

協會、林口長庚醫院彩虹之友關

懷聯誼會、台南成大醫院鳳凰之

友協會、SLE我的病網站

http://www.sle.com.tw， 鼓勵藉此

交換不同意見，並彼此經驗分享

。 

9.提供身心障礙者之福利法資料

，如：身心障礙者鑑定手冊之申

請辦法。 

1/18個案訴「

等我出院後

，我會幫忙大

姐照顧小孩

，以減輕大姊

負擔，大姊說

會給我零用

錢，那我就不

需要再跟爸

媽要錢，我可

以靠自己的

力量賺一些

錢，其實我還

是個有用的

人」。 

 

1/20個案表示

：「其實長期

在 洗 腎 的 人

還蠻多的，他

們 都 過 的 很

好，我也會跟

他們一樣，因

為 我 有 愛 我

的人，願意和

我 一 起 對 抗

病魔，我更應

該 好 好 照 顧

自己，讓自己

和 以 前 一 樣

過 著 正 常 人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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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理診斷四 焦慮/與即將面臨腹膜透析手術有關 

相關資料 護理目標 護理措施 評值 

行為評估（第一層次評

估） 

S： 

1.1/20 個案表示：「當

我知道我的手術日期

是1/22時，我坐也坐不

住，吃也吃不下，我好

緊張！真不知該怎麼

辦？」 

2.1/20個案表示：「一

想到開刀，就會忍不住

胡思亂想，越想心就越

煩」。 

O： 

1.1/22 個案預行腹膜

透析手術治療。 

2.個案說到手術時，神

情凝重不安、皺眉，肌

肉張力增加，說話時音

調顫抖，呼吸急促，手

部顫抖，並對手術口頭

表示擔憂。 

3.坐立不安並將注意力

集中在自己身上。 

 

影響因素（第二層次評

估） 

1.主要刺激：即將面臨

腹膜透析手術。 

2.相關刺激：對於手術

過程不甚了解。 

3.剩餘刺激：擔心手術

會帶來生命的威脅。 

1.1/22前

能說出兩

件所擔心

的事情。

 

 

 

 

 

 

 

 

 

 

 

 

 

 

 

2.個案能

於手術前

執行減輕

焦慮方法

至少兩項

。 

 

 

 

1-1.1/20 陪伴個案、輕拍肩膀、以開

放式的問句「你在擔心什麼?」、「你

現在的感覺如何?」讓個案說出對手術

感覺、內心的想法和擔心的事，以不

批判、點頭、撫摸的方式來表達同理

心及支持。 

1-2.1/20以衛教手冊、圖示來解說此次

手術過程及準備、手術所需的時間、

麻醉方式及恢復的情境、同時說明手

術後可能有的活動限制和管路護理，

每解說完一項，停留5-10分鐘讓個案

問問題，讓其確實瞭解後，再進行下

一項的說明。 

1-3.1/20介紹1145A床紅斑性狼瘡合併

末期腎病，目前採用腹膜透析治療方

式的病患與其認識，透過經驗分享與

交流，增加其對手術的瞭解過程與居

家照護的認識。 

 

2-1.執行任何護理活動時，能主動解釋

目的、注意事項，說明手術前、後的

流程與情境。 

2-2.1/21協助個案採舒適姿勢(半坐臥

、側躺並以枕頭作支托)，引導深呼吸

(緩慢吸氣後、再緩慢的吐氣緩慢的吐

氣，吸氣時想像正在聞一朵清香的花

，使用平靜自然之吸氣及呼氣)來減緩

緊張的情緒。 

2-3.1/21在個案沐浴後，利用她喜愛的

薰衣草身體乳液，來協助個案作頸部

、手部、背部按摩，幫助放鬆。 

2-4.1/21利用隨身聽播放喜歡聽的音

樂，來紓解其不安的情緒。 

2-5.減低環境的吵雜，手術前可以安排

在治療室，利用小燈幫助入眠，同時

減少鄰床病友的干擾。 

11/21個案表示：「

現在身體狀況大不

如前，心裡害怕病

情會越來越嚴重，

擔心開刀後會不會

醒過來？」、「我

不會因為這樣而死

掉？」、「傷口會

不會爛爛的？會不

會痛？會不會好？

」 

 

 

 

 

 

 

 

 

1/22個案表示「開刀

確實讓我感到很焦

慮！當我感到煩躁

、不安時，會聽些

輕柔的音樂，例如

：聽大自然音樂，

或擦薰衣草身體乳

並按摩頸部和雙手

約10-20分鐘，來緩

解我的不安，也讓

整個人輕鬆許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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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與結論 

個案正值人生的黃金階段，因為狼瘡

性腎炎引發慢性腎衰竭，需要接受透析治

療。在生理上有體液容積過量等不適症狀

，加上對於透析過程的不瞭解與需要長期

接受透析的恐懼，讓其產生焦慮、不安，

陷入抉擇衝突及對手術的焦慮。加上身體

外觀的變化、擔心成為家人的負擔的負向

情緒衍生情境性低自尊等問題，與王、楊

（2004）、林、顏（2003）、潘（2002）等

人提出之論點相呼應。 

個案因為身體外觀的改變顯得自卑、

加上疾病引起的不適、面對長期透析治療

的壓力，震驚與不安的情緒在照顧的初期

顯得沉默、安靜、鬱鬱寡歡。「我不知道

未來的日子應該怎麼過下去?」，對於筆者

的關懷都用簡單的語句回應。藉由主動提

供相關的照護手冊、陪同參觀透析過程後

，個案比較願意和筆者談論自我照顧的議

題。由此可知，護理人員可以提供疾病與

治療相關訊息來建立信任關係，減少以上

對下的互動模式，透過一對一與實地參訪

等護理過程，適時澄清個案的疑慮與增加

自我照顧的技巧。主動介紹其他病友分享

交流、讓重要的親友參與照護活動，讓其

感受到愛與關切，傾聽其對照護的需求，

鼓勵表達與宣洩負向情緒，提供選擇機會

讓其增加控制感及自我照顧技巧。希望藉

由此次護理經驗，讓護理人員重視年輕女

性患者面對長期透析治療照護的獨特性，

在面臨治療抉擇的情境中，透過相關資訊

的提供讓個案做出合適的決定，以正向的

態度適應未來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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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perience from a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

sus Patient Receiving Peritoneal Dialysis  

For the First Time 

Mei-Hsiu Cheng  Pi-Chi Wu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an SLE patient with ESRD 
who received peritoneal dialysis for the first tim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via observ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direct nursing and history taking from January 3, 2007 to February 9, 
2007. In addition, Roy’s Adaptation Model for complete evaluation was used, revealing that this 
patient had body fluid overload, conflict decisions, situational low self-esteem and anxiety. By 
establishing trust and partnership, the patient was assisted in making the 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decision and prioritizing the patient’s priorities. By provid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sharing experiences from other patients, we increased the pati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
cerned disease. Actual visits to the dialysis center helped the patient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H/D and CAPD, while the patient’s mother’s participation assisted this patient in the selection 
of a suitable form of dialysis. Incorporating relaxation therapy, we have decreased the patient’s 
anxiety regarding surgery, allowing the patient to learn the skills of CAPD self-care. It is our 
hope that through this nursing experience, we can help to enlighten other nursing staff members 
when encountering patients under similar situations. 

 

Key words：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 (CAP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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