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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辦理護理行政主管研習會，促進學會與院所

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平安！

主管間面對面的雙向溝通，讓彼此間的互助合作
更加緊密。
另學會 5 月底剛收到中華護理學會舉辦「第

剛過完護師節與母親節，在此先跟各位勞苦
功高的姊妹們致上最高敬意！透過學術委員會小
鳳主委及所有委員的精心規劃，今年學會已於 3
月開始，在全省北、中、南、東各區各辦理一場
慢性腎臟病營養介入治療學術研習會，緊接著又
於 5 月與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合作辦理末期腎病患
者的安寧療護研習會；自 98 年 9 月 1 日起，中央
健保局正式公告將「八大非癌疾病正式納入安寧

四屆亞洲腎臟護理研討會-ANNS 2015」活動相關
訊息，此次研討會預訂於 8 月 14~15 日在上海錦
雪苑酒店舉行，相關訊息已公告於學會網頁上，
請大家上網查詢，並預留時間踴躍報名參加，也
提醒會員們務必於 6 月 15 日前上網完成投稿作
業，學會秘書處會持續追蹤 2015 年 ANNS 大會
相關資訊，並及時公告於學會網頁，若有任何問
題也歡迎跟學會秘書連絡。

療護健保給付」，新增八類疾病類別，其中將「急
性腎衰竭，未明示者」、「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
未明示者」等末期疾病，納入安寧服務範圍，讓
更多末期病人受惠；末期腎病患者的安寧療護一
直是學會關注議題，除辦理相關研習課程外，並
持續關懷臨床腎臟護理師們照護上的相關需求，
今年 1 月 16 日衛生福利部發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施行細則修正全文 9 條，此次研習會中透過講師
授課內容，除了讓與會學員更清楚法規外，也讓
學員們更深的體認與學習如何將安寧療護更落實

最近南韓國已陸續發布多起罹患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病例，依疾管
署公告截至 6 月 6 日已累計病例數達 50 例，其中
4 例死亡，因此在此提醒大家，非必要盡量不要
前往當地醫療院所，要養成勤洗手、戴口罩等良
好衛生習慣，做好相關防範措施，保重自己身體
健康。在端午粽香與龍舟競賽的各項熱鬧活動前
夕，祝大家端午佳節愉快，天天平安喜樂！
理事長 周學智 敬上

運用於末期腎病患的臨床照護，研習會中或會後
多獲與會學員的好評與討論，期待大家能將臨床
相關照護經驗投稿於學會雜誌，分享給更多會員。
學會於今年 5 月 24 日在花蓮門諾醫院也圓
滿完成東區護理行政主管研習會，透過會員委員
會新茹主委及品管評鑑委員會芙蓉主委與二委員
會的委員們精心策劃，學會陸續於北、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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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謝采雲

自加冠典禮開始，我們就被賦予偉大神聖的使命，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職業標準，勿為
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家務之祕密，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
身為天使的我們，在這溫馨感恩的護師節，我們要為自己的表現給予掌聲及肯定，因為我們不斷的
努力才有今天的護理品質，也正因如此，我們平日要疼愛自己、照顧好自己，才能有更大的能量，去關
心周遭的每一個人，將此生命的燈火延續照亮下去。以下三篇文章是護理照護的分享，希望藉此我們能
共勉之。

桃源仙谷裏，在腎友的引領之下，我們走到了仙
谷裏腎友的家，看到了腎友種植蔬菜、玉米，過
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再看看周邊的地形，親身體
會到腎友平日的山中生活以及到院透析的路途真
是不容易啊！

透析是條漫長的路，每位腎友自醫師診視需
要接受長期透析的開始，必須每周二至三次到醫
院報到，護理人員的上針、下針、耳提面命的關
懷衛教等，這些周而復始的護理照護工作，是每
家透析中心所給予腎友的照護，然，給予這些照

在關西鎮上，我們看到了獨居而行動不便的
腎友，雖然日常生活可自理，但因中風導致行動
不便，晾衣服必須爬樓梯上頂樓，若在家中有所
不適，卻是缺乏求救資源，另外我們看到了站在
門口迎接護理人員到來的家屬、腎友，在我們到
達後，給予測量血壓、血糖，經過實際了解才知，
腎友血壓居高不下，原因是血壓計許久未校正、
藥物服用遵從性差，甚至還看到腎友家中屯積多

護對腎友足夠嗎？適切嗎?
在擬定單位年度計畫的時候，護理長與單位
同仁共同討論，如何提供腎友安全、品質、人性
化、溫馨的照護，除了提供透析中護理照護外，
我們還能提供腎友什麼？什麼才是腎友最需要
的？於是，我們計畫走入腎友的家，將「腎友家
訪」列為單位的年度計畫之一。初次的家訪，我
們選擇距離本院透析距離較遠且透析人口較密集
的關西線家訪。
這次的家訪，雖然是關西線，但最遠的路程

種藥物未服用，而視力差的腎友其房間卻在 2 樓，
樓梯間亦是凌亂，讓我們看到了家中生活安全上
的問題，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若不親自到訪，單
憑藉一次透析四小時的照護，很難體會腎友們除
透析治療外的居家照護問題與心靈感受。當下我
們現場提供腎友及家屬正確的護理指導及居家照
護注意事項，例如如何達到足夠的營養攝取，以
及協助尋求社會資源關懷獨居老人生活等，雖然
只有短短一天，在實際參與後，讓我心中有著無
比不同的感受。

是桃源仙谷，在獲得腎友同意後，進一步決定此
次拜訪每位腎友的重點，在護理長帶領之下，我
們 8 位護理人員共同搭乘腎友交通車至腎友的家
一一拜訪。
每次都只聽到交通車司機、腎友的對話，先
騎車到山下某處集合再和誰一起搭乘，我們都只
是聽聽罷了，孰知路途是如何？原來真的是住在

回到單位，針對家訪過程撰寫訪視報告，並
將此次訪視結果分享給醫護同仁，作為臨床照護
腎友們之參考，而訪視中發現腎友的其他問題，
則於每月例行舉辦的醫護討論會中提出來討論，
藉由團隊的腦力激盪，尋求適當的改善方法。
此次家訪，讓我們可以更加瞭解腎友居家的
自我照護，更可以拉近與腎友的護病關係，我們

龍潭敏盛醫院 血液透析室
廖玉萍 護理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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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想的不只是腎友身體上的照護，其心靈層面的
照護，亦是我們的照護重點，如何打造腎友第二
個家，我想關鍵就是”愛”。

安馨大溪診所
張怡青 護理長
安馨大溪診所成立於 2004 年 11 月，由龍潭敏盛
醫院腎臟科郭和煙主任帶領專業團隊服務透析病
患，我們和全球最大的透析產品供應商 Fresenius
Medical Care 合作，導入最先進的透析產品及全
面的管理經驗，秉持著安全、溫馨、優質的透析
環境提供在地服務。雖然位處於桃園的偏鄉-大
溪，但園區擁有活力草原、自然生態景觀、古道
漫步、優游魚池，椰林大道大門敞開，是全國最
美的環境，能夠讓腎友鄉親在悠閒的環境中，體
驗身心靈的優質感受。

圖(一)家中屯積多種藥物未服用

照護腎友是我們整個醫療團隊和家屬須共同
努力的，每月的透析抽血報告，除了讓腎友了解
之外，同時我們也希望建立與家屬間的雙向溝通
管道，所以每月與腎友解釋報告、衛教注意事項
之外，主護護士也會書寫「腎友聯絡本」將抽血
報告及注意事項或相關透析問題呈現於聯絡本，
請腎友帶回家，讓家屬一起了解自己在洗腎室的
狀況。每季的團體衛教，由醫護人員提供腎友新
知，我們也請腎友經驗分享，相互交流，提升自
我照護能力。走入腎友的家庭生活是我們醫療團
隊照護的重點之一，安排每年 2 次的家庭訪視，
我們醫護人員在院長帶領下全體出動，帶著自己
的家眷走入腎友的家庭生活，讓我們的孩子多認
識些爺爺奶奶，也讓他們的家人認識我們，融入
彼此的生活，每月的生日卡寄送、母親節發送康
乃馨花、過年平安果以及賀年卡的祝福等，這些
都是我們無限關愛的付出。

圖(二) 視力差，樓梯間的凌亂呈現安全問題(房間在二樓)

轉眼間在地服務已達十年，在去年 12 月 21
日，我們舉辦了『安馨大溪十周年慶暨歡樂耶誕
慶』活動，當日費森尤斯亞太台灣地區馮冬萍總
經理、大溪鎮大家長等來賓蒞臨，活動中展現了
腎友們雖然每周二至三次透析，但他們每位仍能
重返社會並與家人互動，腎友林 0 秀協助編排護
理同仁開場舞表演，在每次透析後留下來指導我
們的舞步，並安排國小三年級的兒子一起參與我
們的表演，在動態活動中，腎友王 0 科帶領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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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協會展現氣功、腎友呂 0 雄及高 0 吉呼朋引
伴為大家帶來胡琴演奏，靜態作品展示了腎友楊 0
玲的各式紙雕、腎友陳 0 莉親手縫製給孫女的迷
你制服、腎友張陳 0 蓉可愛動物串珠及腎友徐 0
光與兒子搭架的薑餅屋，另外我們還有陳 0 屘爺
爺的百歲暖壽，在此感謝腎友家屬協助活動當日
的舞台搭設、音控，以及每位腎友身懷絕技不藏
私的為這次活動增添豐富及歡樂，讓整個活動能
順利圓滿成功。

龍潭敏盛醫院 血液透析室
趙君蓓 副護理長
『要活就要動』，即便不良於行或是長期臥床的
病人，都還必須持續的作復健活動，養成規則的
運動訓練可改善病患的身體功能及促進心理健
康，藉此可知運動對我們的重要性。
2002 年龍潭敏盛血液透析室與全球最大透
析供應商-費森尤斯香港亞太地區的安馨公司進

十年前我們從零開始，十年後的現在，每月
服務量超過 1100 人次，提供在地人便利透析，減
輕復興山區腎友舟車勞頓的辛苦，每個人都有初
來乍到的時候，不管是同仁還是腎友，我們都會
張開雙臂擁抱您，像朋友一樣嘻笑打氣，像家人
一樣相互勉勵，這裡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家。點點
滴滴的累積讓我們與腎友建立超出醫病關係的情
誼，我們是充滿愛的一家人。

行策略聯盟合作，2005 年初，亞太區透析護理總
監來台訪視，當時參觀了台灣的透析流程，隨口
向陪同人員說了… “台灣的洗腎治療者真像個病
人!!”經過進一步的交流分享，才了解國外醫療
對於透析治療者多採用積極引導，著重於增進其
功能性狀態及安適感。同年六月，有幸接受香港
商安馨公司指派，參訪新加坡 S&J 透析中心，學
習透析中指導病患運動，第一次看著病患於透析
過程中，自在且愉悅的活動，原來，沉悶的醫療
過程是可以被改變的。
透析治療一次就是三至四個小時，對病患
而言，因為擔心連接管或針頭脫落，往往保持同
一個姿勢不敢亂動，所以在洗腎過程中，常有手
腳酸痛等等的不適問題。經由文獻的蒐集，我們
發現血液透析中進行運動訓練是一種安全的心肺
復健，可藉此增加攝氧量、改善透析中低血壓、
減輕憂鬱狀態，讓腎友關注自身健康及積極的面
對人生，同時提升臨床照護品質。
2006 年第一季，將此透析中運動的觀念在
單位推行，因初期經驗不足，整體團隊上的反應
成效不彰，於是重新搜集現況資料逐一了解，分

圖(一)腎友帶領山林氣功協會展現氣功

析影響透析中運動推行的原因，藉由腎友的團體
衛教、人員的凝聚共識、拍攝宣導 DVD 於每班播
放、獎勵參與透析中運動的護理人員及腎友，另
外除運用現有的資源及能力許可之下，將運動的
內容及過程做不同程度上的安排與變化，增加運
動參與度，創造以腎友、護理人員、單位三贏的
目標，重新推行此活動。

圖(二)百歲腎友的暖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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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增加病患之活動與肌肉耐力、減少透析不
適、提升透析生活品質
人員：上班兼運動、提升護理的帶動力
單位：增加治療之趣味性及互動性、塑造單位特
色
經過重新擬定推行透析中運動的計畫後，
讓此正向的透析中運動能順利在單位推行，近十
年來，由護理人員帶領每班透析中 30 分鐘的運
動，看著腎友們由排斥到接受，進而養成固定的
運動習慣，除了減少透析中肌肉痠痛外，也增添
了透析中樂趣，藉由透析中運動凝聚團體共識以
及提升護病關係。
安馨公司與單位共同照護病人的遠景，是
協助病患及其家人重返正常的生活軌道，服務的
宗旨是提供優質的透析治療服務，幫助病人達到
如常工作、享受家庭樂趣及參與社交活動的理想
生活。推行透析中運動一路走來，看著腎友們嘗
試走出封閉，面對未來，重新展開一個又一個的
向上循環，正是面對生命挑戰的一種積極行為。
延續生命，並不是透析治療的唯一目的，要達到
如常人生活，除了需要全體護理人員的專業與照
護，更需要腎友的支持與配合。能看到所有的腎
友們都能充滿希望，勇敢的挑戰明天，是身為護
理人員的我們共同的理想與驕傲。

圖(二)護理人員帶領腎友透析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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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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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委員會
本會於六月份舉辦「法規課程：職場災害與職業
安全法規研習會」及七月份舉辦「專業課程：PD
腹膜透析護理進階課程—兒童照護研習會」已開
放線上報名作業，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屆時踴躍報
名參加！

圖(一) 腎友透析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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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題

場次（暫訂）
3/8 南區-高榮

3

慢性腎臟病營養
介入治療

3/22 北區-慈濟
3/29 中區-中榮
4/12 東區-台東馬偕

4

三高及慢性腎臟
病防治醫護人員
教育訓練

4/12-與彰化衛生局
合辦
4/18-竹山秀傳
(與南投衛生局合辦)
5/3 北區-忠孝

5

末期腎病患者的
安寧療護

5/17 中區-中榮
5/24 東區-花蓮門諾
5/31 南區-高榮

慢性腎臟病防治
進階教育訓練
6
職場災害與職業
安全法規
7
8

腹膜透析護理兒童照護
種子教師培訓
工作坊
CKD

9

6/10-台東馬偕
(與台東衛生局合辦)
6/7 北區-忠孝
6/28 中區-澄清中港
7/5 南區-高榮
7/26 中區-彰基
待訂
9/13 北區-國泰
9/6-北區

品管種子研習營

9/20-中區
10/4-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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