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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所有的會員們不吝提供意見，讓我們一起為病
人安全把關，致力於提升透析照護品質。
雖然伊波拉病毒來勢洶洶，台灣萬幸至今仍
處於警戒期，但相關感染管制政策仍是學會高度

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平安！
學會受腎臟醫學會邀請，共同參與透析院所
實地訪評作業，預定至 12 月即將完成，在參與實
地訪評作業前，品管評鑑委員會在梁前理事長帶
領下，就「血液透析訪視作業評量標準」中護理
訪評的內容，事前至醫院及診所實地了解並相互
溝通，經多次討論再三斟酌才完成修正，同時於
北、中、南區辦理護理訪評委員共識會，除此之

關切的議題，為讓大家對伊波拉病毒的致病機轉
與照護有更多認識，並事先做好相關防範，以應
不時之需，故今年 12 月 28 日於高雄榮民總醫院
加辦一場伊波拉病毒感染照護的研習會，期待大
家的參與。歲末年終，各百貨公司、車站都已被
聖誕樹裝飾點綴的燦爛耀眼，學智在此先預祝大
家聖誕快樂，新的一年蒙福，天天平安喜樂！

外，對於初次參與訪評的護理委員另先安排一位
資深護理委員帶著共同學習，以期達到護理訪評
委員實地評核時的一致性，為了更深入了解基層
的聲音，於訪評結束時，也請受評院所將意見直
接寄回學會，讓學會可以進一步分析檢討，完成
以輔導為主的實地訪評。
透過陸續於北、中、南區辦理的護理行政主
管研習會，與會的護理長除了分享彼此管理上的
心得，也分享自己院所受評的經驗，更提供很多
的寶貴意見，促進學會與院所間更多雙向的溝
通，也謝謝品管評鑑委員會芙蓉主委及委員們，

理事長 周學智 敬上

感謝
1. 金容實業有限公司
贊助 10000 元整
2.百特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
2000 元整
3.江慧珠
4.秦建民
5.李意文
6.何昭中
7.鄭宛婷

透過訪評中院所及護理訪評委員所提供的意見，
與會員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於 8 月共同辦理北、
中、南三場的品管種子研習營，安排品管監測及
PDCA 改善循環相關課程，同時藉由分組討論，讓
與會學員可以實際操作以熟練品管技巧，而學會
的用心，由透析院所提供的回函中可見到受訪院
所對學會正向的回饋與肯定。學會屬於大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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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整
1700 元整
1000 元整
100 元整

主編的話

梁嘉文

護理人力短缺問題在全國長期廣大的關注與回響下逐漸改善，友善職場環境的建構下『育嬰留停』、『勞
基法』等推行良善美意的政策，高齡化社會也讓護理人力需求也更為增加；少子化、護理職場暴力事件
等卻讓投入的護理人員身心俱疲，這樣的人力缺口如何填補?真是護理界相當沉重的負擔啊!
許多護理人員在結婚生子後就退出護理職場，專業人員養成不易、留於職場生涯上卻很短，非常非常可
惜! 多年後若想再重返職場卻又因『已非來時路』、專業知能中斷有年而躊躇不前，如何在整合後產生
新動力?又可兼顧家庭照顧之需？或可舒緩基層人力瓶頸。
本期以『重返透析職場』與『腎友心路』歷程的分享，期能讓吾等透過沉澱後找出到另一個『新的可能』！
非常感謝本期樂於分享的每位腎友與護理師們!（北港媽祖醫院血液透析室陪同予鼓勵腎友身心復歸的
分享值得學習，謝謝!）

病及高血壓，因為這二個慢性病會影響到換腎的
成敗，為了要戰勝它們，我開始做了一連串的準
備，我改變了我的飲食習慣讓我的糖尿病改善
了，血糖控制在正常範圍，現在的我不必吃降血
糖藥物，而我的高血壓也因足夠的透析獲得控
制，每次的洗腎我都延長透析治療時間，且曾主
任也讓我使用高通透率及高透析率的人工腎臟來

腎友 楊先生
郭麗英 護理師
從 95 年開始洗腎至今已經有六年了，因為本
身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多年才讓我走向洗腎這一

做透析，讓我每個月的廓清率都達到腎臟醫學會
的標準，做了種種的努力，因為我深深地相信機
會是給做好準備的人。
我也努力了好幾年，幸運之神終於來敲門
了，很幸運地在去年的 11 月 26 日接到成大醫院
的通知要我到醫院準備換腎，當時真得又驚又喜
還帶有一點的忐忑的心情，洗腎室的護理人員也
很替我高興，還出來幫我再做一次血液透析讓我
可以洗乾淨再到成大報到，但是很可惜的這次我
的組織配對並不是第一順位，與幸運之神擦身而
過，所有的期待落空，當時真的很失落心情真是

條路，當初曾主任跟我說要去洗腎室接受慢性腎
病衛教，以及要有洗腎的心理準備時，我曾一度
害怕到連洗腎室都不敢進去，還請洗腎室的護理
人員到洗腎室外面跟我做衛教，而且我還去做生
機飲食療法，足足逃避了將近二年，腎功能沒有
改善還是繼續惡化，才讓我真正的透徹覺悟接受
要洗腎的這個事實。
在我開始做血液透析時很不能適應，我的生
活要做很多的改變，一週要到醫院做三次的血液
透析治療，讓我原本的工作時間也因為要透析而
打亂，剛開始真的很沮喪，血液透析室的護理人
員建議我去排換腎，我考慮之後也覺得為了有好
的生活品質，且不影響工作的考慮下，我在 96 年
就到台南成功大學腎臟移植中心登記換腎，開始
了我等待換腎的心情。
為了可以得到換腎的優質條件我收集了一些
資料，首先要先改善影響我的健康的敵人～糖尿

無法言喻。
我跟洗腎室的護士長期的相處下來有著好像
家人一般的情感，當我到成大等待換腎時接到她
們的問候，不可諱言地當醫師告知獲得腎臟移植
機會的人不是我時，期待的心跌落谷底時挺不好
過的，就差臨門一腳有些怨懟，但我也很快就認
清了，至少我登記換腎真的有希望，雖然其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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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五年，還一度以為換腎的機會石沉大海了，
至少在這一次讓我覺得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隨著醫學的進步腎臟移植的成功率提升，已

身問題時，才知道---好難。
洗腎！沒別的辦法了嗎？往後的一個多禮
拜，高雄、台南看了不少中西醫，各有各的其他

經是末期腎病變的替代療法：血液透析、腹膜透
析、腎臟移植其中一項，目前醫界、宗教界、政
府一直在推器官捐贈，但在台灣洗腎的人很多但
捐贈的器官卻很少的情況下，腎臟的取得很不容
易，雖然下次再接到通知的時機遙遙無期，但我
還是會盡量做好該有的準備，等待下次的一
“腎”奇蹟。
後記：「等待」的過程很糾結，更需要毅力與堅
持，個人心境的調整更是繼續往前走的動力，楊

或許可行的辦法，但最終仍不免的說：還是要洗！
後來，接受了一位家庭醫師的指導，用控制飲食
的方式，嘗試著是否能將指數降下來。之後幾個
月裡，指數起起伏伏，心情也跟著上上下下。直
到 101 年 1 月 8 日清晨，擋不住的水往肺裡灌，
急診室醫師幾番的勸說著要〝急洗〞，但我還是
不死心的期待著飲食控制能有效果，最後醫師說
了一些我無法反駁的話：「你的尿雖然量足夠，
但只有水沒有渣，毒素都沒排出。若現在放你出
去，你隨時有可能倒下。」我知道在劫難逃了。

先生真是太棒了！
這篇心路的分享讓從事作為臨床工作者的我們聽
到腎友更深層的聲音與期待，讓臨床照護的價值

決定進一步治療後，本想就住院吧！但想不
到竟然被推進〝加護病房〞，心裡好是不解，能
跑能跳的人進加護病房？

更彰顯，所以還是要一起繼續加油向前行!

「我來這裡幹嘛？」
「你肺水腫隨時可能復發，如果有昏迷現象要
馬上急洗，………」
「我………回不去了！」
護士邊推邊說：「不可以下床，所有要下床的
事都要請護士幫你，拿水、丟垃圾、包括小
便，………」
「小便也要護士………」
「不然請護士拿尿壺給你，你自己來。」
「是，是，是，我自己來………」
一躺上病床，五個護士十隻手，一起在身上動
作，貼心電圖的、貼呼吸的、換衣服的、量體溫
的、量血壓的………，真的有怕被吃掉的感覺。

腎友 壞人
陳黎青 護理師
40 歲的生日，你會收到什麼禮物呢？15 歲前
還有蛋糕，之後離家讀書、當兵………，沒太多
印象誰幫我慶生過。但，這次、這次有了，長庚
的腎臟科醫師送給了我一個病名：慢性腎衰竭-第
五期，禮物是：終生洗腎。
一如往常，沒有蛋糕，沒有太多歡樂。哄睡
了老婆小孩後，我失眠了。徹夜輾轉，周旋在現
實、理想與夢想之中，一切變得那麼飄渺。還有

之前對洗腎就有基本的認識，知道一洗下去
就沒完沒了，醫師們也看出我對洗腎的排斥感，
因此介紹〝腹膜透析〞的方式，來達到排出毒素
的目的。經過幾次反覆的溝通後，瞭解腹膜透析
的治療方式，適合我的生活型態，對我優點大於
缺點，雖然在日常生活上還是會帶來些麻煩與不
便，但走到這一步，不做也不行了，為了小孩，
為了老婆。
距離上次進開刀房的時間有三十幾年了吧，
那是小學開盲腸的事。老婆強忍著淚水，硬是擠
出笑容，把我的病床推進開刀房。醫師護士們雖

理想嗎？還有夢想嗎？思緒如海嘯般一波波的衝
擊著。生病沒什麼大不了，只是不忍妻兒跟著受
苦。凝視著老婆甜美的睡容，輕撫著小孩稚嫩的
臉龐，我還這麼年輕，怎會如此！怎能如此！想
到往後將會帶給他們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更甚
者，若來不及陪小孩長大，我心愛的妻兒該怎麼
辦？種種的負面情緒不斷的浮現。真實的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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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斷解釋這是簡單的小手術，但她內心的恐懼
與焦慮，從她冰冷的指尖傳進我的掌心，真是心
疼了我的老婆。
生病後，對於某某人因某病過世的新聞特別
有感觸，也特別注意身旁親友的疾病狀況，說來
也可笑，我的結論竟是：很慶幸我得的是腎衰竭。
如果，今天是癌症、或是其他的臟器衰竭，甚至
是心肌梗塞，我還能如此樂觀嗎？人生的遺憾何
其多，但最少這是一個可以治療、可以控制的疾
病，只要遵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按時換藥水及服
藥，腹膜最長甚至可以使用二十幾年，還有換腎、
血液透析的治療方式可以使用。

南曦
噹噹噹! 上課鐘聲響起，大家已排序就位，
進入考試中， 看看大家很認真的在答題，好緊張
喔！在考試……這場景一幕幕浮現， 一直重覆
著，看著窗外微風中漂著淡淡的花香，入秋了還
真有點絲絲涼意，唉!原來又在做夢，最近也不知
怎麼回事，常夢到人在上課或正在考試中的場
景，心想怎麼可能，這些東西已離我太遙遠了！

感謝所有協助我度過這段黑暗期的醫師護士
們。
感謝親切如母親的寶霞醫師。
感謝最美麗的白衣天使黎青。
當然也要感謝父母的操勞。每次回家，望著他
們憔悴的面容，不捨、愧疚久久不已，是我沒照
顧好自己，讓你們擔心煩惱。
更要感謝我心愛的老婆，你做了所有妳能做
的，而沒有一點怨言，總是帶著笑臉對我，替我
設想，為我分擔。
人生是在賭『遇到的』，遇到就是你的。遇

自從婚後全心投入家庭，照顧兩個小孩陪伴
他們成長，而現今小孩已較大不需陪伴與接送，
才想重新回職場工作，但重新回鍋談何容易，時
隔近十年，原有的教材，已被奶粉、尿片、及一
堆玩具覆蓋到不知到哪去？才想起聯絡以前的老
同事幫忙借一些教材及講義，重新温習喚回一些
記憶，而有二位老友看好我重新復出，而另一位
則看衰，也好心告訴我現在職場已和以前大大不
同，要我有心理準備，為了不讓看好我的老友失
望，決定豁出去。
因為職場中斷太久，要在下次換照前補足護理師
積分，於是白天工作晚上上網補一些網路課程分
數，休假時哪裡有課就去哪上，也去考了一些需
要的認證，而考試時遇到的場景，不就是我夢境
的場景嗎? 我雖無第六感，但冥冥之中自覺是天
意安排就順勢而為吧！

到的，不管是輸還是贏，只能接受。快樂的贏，
勇敢的輸。傷心、難過，都不能過生活；接受、
改變，才能延續。我想我最少還要活三十年，加
油！
麥當勞裡，媽媽告誡小孩說：「吃完再去玩，
不然壞人會來偷吃光哦！」
我竊笑地想著：壞人！妳在叫我嗎？腎臟壞掉的
人。
後記：每個人都有一個專屬的生命故事，由這篇

來到了第一家的工作職場，那裡的同事年齡
有些和我差距甚大(近十幾歲)，年輕人有些說話
還真是率直，記得剛去報到時被訓話；這機器剛
剛不是教過你，面板怎麼又設錯了，怎又忘了，
你不是以前待在大醫院很資深嗎？怎麼連這個都
不會……，剎那間我語塞無法回答，只知眼睛很
模楜，淚水己無法控制，這也讓我想起以前在帶
新人時會很有耐心的 Training，會常重覆提醒直

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在和生命搏鬥的過程中，仍有
著需多讓人感謝與支撐的力量，然而最中要感謝
的~還有腎有自己的信念與堅持，接受改變的勇氣
與正面的思考、作為，將再次展現生命的亮度與
厚度!

4

★編輯委員會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投稿
歡迎會員踴躍投稿至本會雜誌，稿件類型包括：
研究論文、行政專案、個案報告。投稿相關資訊
可至本會網站，點選『學會刊物→臺灣腎臟護理
學會雜誌』查閱、下載。

到能獨立作業，但事過境遷時空交替，媒體不是
常報導護理人力嚴重不足嗎？為何不給我們這些
有心回鍋的人一個重新投入職場照護人力的工作
機會呢？
於是自己不斷充電，再次加強學理與技術
面，上緊發條重新出發，感謝老天在我需要幫忙
的時候都能適時的幫助我，也感恩那些幫助過我
的貴人同事，還有那些用犀利字眼訓我的年輕學
妹們，點醒我，讓我更努力投入我的工作，認真
的照顧病患、協助發現問題，讓病患能適時得到
幫助，藉由本次小小經驗分享復出的心路歷程，
也期許自己的體驗能給準備重回臨床的工作者一

★學術委員會
本會於 12/28(日)舉辦「專業課程：伊波拉病毒感
染照護研習會」已於 11/27(四)下午一點開放線上
報名作業，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屆時踴躍報名參
加！

些幫助，先打一針『預防針』，及早作準備～讓
重返職場的路走的更順遂～再愛一次！有道是：
『施比受更有福』，人生亦如是，不是嗎？一起
繼續加油～加油囉！

各委員會訊息
★會員委員會
提醒會員繳交今年度常年會費
尚未繳交今年度常年會費之會員，煩請撥冗繳交
新台幣 1000 元整，以確保會員權益及會務推展。
會員可於本會網站上查詢會費繳交情況，方法：
登入帳號及密碼後，點選『繳費狀況查詢』即可。
★護理專業發展委員會
「腎臟護理師認證筆試」結果通知及複查
腎臟（血液透析及腎臟照護）護理師認證筆試已
於 103 年 11 月 2 日上午完成，筆試結果通知及複
查等相關作業，將依序於今年底前完成。
作業
筆試結果公
告及通知

日期
12/19
（五）

說明
1.於本會網站公告。
2.個別郵寄通知。
請使用「成績複查申請
表」，以限時掛號寄至
筆試成績複 12/26
本會申請，以一次為限
查申請
（五）前
，逾期不予受理（以郵
戳為憑）。
寄發筆試成
12/31
績複查結果
個別郵寄通知。
（三）
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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