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一位糖尿病足部潰瘍傷口之護理經驗
摘要
台灣地區於 1993 年已邁入老年社會，截至 2000 年底，65 歲以
上老人佔人口總數的 8.6％。因此在今後將可見到更多慢性併發症的
老年糖尿病患者。根據中央研究生物醫學研究所的糖尿病盛行率調
查，顯示在大於 65 歲以上的族群，男性是 9％，女性是 29％。根據
歐美的資料顯示，25％的糖尿病患者會因足部問題而就醫，15％的患
者在一生當中會發生足潰瘍。因此，足部問題是糖尿病患者住院最常
見的原因，而因筆者所服務之單位屬於外科病房，所見因糖尿病引發
之足部潰瘍患者亦不少，甚至有些病患還要面臨截肢的命運因而有感
而發寫出關於此類個案之照護經驗。
關鍵字：糖尿病、足部潰瘍
評語：
總論：完全無陳述整個護理過程；雖有嘗試提及糖尿病足部潰瘍的
重要性，但文獻資料不是
重要性，但文獻資料不是太老舊
不是太老舊就是採用歐美統計報告；個案非老
太老舊就是採用歐美統計報告；個案非老
年期患者，不知為何一直強調年齡；字數雖符合規定，但內容完整
年期患者，不知為何一直強調年齡；字數雖符合規定，但內容完整
性薄弱；選擇此個案的動機於前言處呈現即可
性薄弱；選擇此個案的動機於前言處呈現即可.
；選擇此個案的動機於前言處呈現即可.

前言
因著國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變遷，國民生活富裕，因而引響飲
食型態及生活方式，國人罹患糖尿病者有逐年增加之趨勢，而糖尿病
在台灣地區十大死因當中，於民國 91 年已增加至第四位（柯、孫、
劉、王、袁，1999）。
糖尿病足部潰瘍是台灣地區糖尿病患者常見的慢性併發症之一
（江、劉、張，2007）。而糖尿病患者常見的併發症，除了心血管疾
病、視網膜病變、腎臟病變之外、下肢的傷口、潰瘍及感染也是常見
的疾病，如果沒有早期診斷、治療及處理，常常導致患者必須接受截
肢手術（鄭、簡，2006）。
然而除了造成病患身體缺損、功能喪失及心理精神方面之問題，
龐大的醫療費用支出與社會成本也是的問題不容小覷的問題，而因著
上述之嚴重性及原因，引發筆者想要書寫關於此類個案之照護經驗。
評語：
總論：引用的十大死因資料太老舊，投稿時已公布
總論：引用的十大死因資料太老舊，投稿時已公布 96 年統計結果
；有提及作者選擇此疾病的重要性，但動機無法確知（與摘要處所
；有提及作者選擇此疾病的重要性，但動機無法確知（與摘要處所
撰寫的內容不一致） ；個案的護理過程不具獨特性與立意.
；個案的護理過程不具獨特性與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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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總論：高登評估所得內容與後續問題確立中的主客觀資料相關性弱
；主客觀資料應陳述日期或時間；目標的擬定應考量個案病情及導
因等相關因素；部分目標、措施的擬定與該健康問題無關；多處措
施未看出執行日期或時間、優先順序及個別性；不同目標應設定不
同措施；評值尚有依其所定不同目標來完成，唯先前的目標擬定沒
有明確，故其適切性不足；沒有提出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
有明確，故其適切性不足；沒有提出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

結論
每一個病人都是我們人生中的老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態
度，不同的疾病也會因人而異而有所需要的治療方式、照護措施也會
有所不同，照顧著不同的病人也可學習著不同的知識，在讀書的過程
只能死背，但搭配臨床個案來看，反而讓人印象深刻。照顧病人的過
程中曾向病人建議每天測量血糖，並避免麵包類的食物，但個案表示
自覺沒有必要，而且覺得若限制那麼多，活著又有何意義。或許，要
改變個案的觀念是困難的，要個案改變其生活習慣及態度更是困難，
但我們可以自己專業的知識教導及衛教個案如何自我照顧，讓生活不
因疾病而受太多限制及困擾，讓其生活品質能夠更好也是我們的一項
挑戰。
評語：
總論：個人心得有提及（不代表有進行充分討論）
總論：個人心得有提及（不代表有進行充分討論）；缺少照
；缺少照護總論
，沒有提出具體限制、困難及
，沒有提出具體限制、困難及報告成果對日後護
限制、困難及報告成果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的
報告成果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的建議
理實務工作的建議.
建議.
.

一位經產婦突獲唇顎裂新生兒之母職調適護理經驗
摘要
本篇描述一位剖腹產經產婦，產後突然面對新生兒對先天性唇顎
裂，導致個案失落衝擊且面臨唇顎裂新生而照顧問題，以及家人對新
生兒難以接受的母職調適過程。筆者於 2006 年 8 月 8 日至 11 日，藉
由 Gordon 11 項健康功能型態評估，運用會談、觀察、身體評估確立
個案主要護理問題有：家庭運作過程紊亂、潛在危險性父母／小孩依
附關係障礙、照顧者角色緊張；予個別性護理措施如：運用支持、陪
伴、傾聽個案表達家人是否接受新生兒之憂慮，提供溝通管道以瞭解
家人對產下唇顎裂新生兒的想法，並傳達家人以漸接受新生兒之訊息
給個案，同時引導個案由被動性接觸新生兒進步到主動性接觸，促進
親子依附關係建立，協助婆婆與案夫參與新生兒餵食過程，且能返家
後與個案共同照顧新生兒，亦介紹成功案例分享其照顧經驗，提升個
案有母職角色之自信。
關鍵詞：唇顎裂、照顧者角色緊張、母親調適
評語：
總論：有陳述
總論：有陳述主題（目的）
有陳述主題（目的）、護理期間、整個護理過程及結論。
、護理期間、整個護理過程及結論。在
字數符合規定情況下，可考慮加入：一、引用相關文獻說明本個報
的重要性；二、照顧上的限制和建議.
的重要性；二、照顧上的限制和建議.
.

文獻查證
一、唇顎裂及唇顎裂而餵食技巧照護
常見先天性體染色體異常疾病中，600 位新生兒會有一位唇顎裂
的寶寶，分為唇裂、唇裂合併顎裂（羅慧夫顱顏基金會，2006），單
純唇裂或合併有顎裂的好發比例為 1/1000；唇顎裂兒合併身體其它
部位異常，建議手術時機為二歲之前完成修補手術，避免日後患孩出
現言語障礙，唇裂第一次修補時間再出生三個月、腭裂修補則是在出
生後 9-15 個月（黃，2006；羅慧夫顱顏基金會，2006）。
在唇顎裂的寶寶餵食方面，需教導母親利用拇指或乳房遮住形成
一個口腔以利哺餵母乳，其照護技巧包含：餵食器具建議使用羅慧夫
顱顏基金提供的特殊奶嘴與奶瓶、吸吮時將奶嘴放於較完整的唇、上
顎、餵食時寶寶的姿勢為半坐臥、若牛奶反流時需暫時停止餵食、餵
食過程分次拍打嗝預防吸入過多空氣、餵食完必須餵食開水或以棉花
棒沾水清潔口腔奶垢（羅，2000；黃，2006；羅慧夫顱顏基金會，2006）
。
二、唇顎裂及家庭心理衝擊與護理
據黃（2005）指出，產下遺傳性疾病患孩之家庭成員會出現失落、
震驚、罪惡感、焦慮情緒，衍生的護理問題有：家庭因應能力失調、
親職角色衝突與扮演改變，護理人員應傾聽家庭成員對疾病產生的疑
惑與提供合適心理支持與鼓勵說出感受，並提供自己作為協調者與諮
詢角色，協助家庭成員能正向態度面對這樣的衝擊。
三、母職調適護理
趙、高、葉（1998）指出母親擔負照顧疾病兒責任往往大於父親，
若母親對新生兒照顧既能不熟悉，又單獨面對照顧責任，易產生極大

挫折（Mercer，1986），並隨著配偶想法，導致自我價值觀低落，甚
至面對社會價值觀而無法兼顧照顧其他子女的能力（程，1994；謝，
2002）。而 Kulasu 和 Kennel（1993）提供母親面對缺陷兒有震驚、
否認、憂慮、平衡、重整的五大憂傷時期，為促使早期建立親子依附
護理過程，劉、江（2002）提出在產婦面對缺陷兒時，護理人員的協
助可以漸進性的給予，如：(一)護理人員適時介入新生兒與母親感情
維繫，促使正向情感連結(二)讓母親有宣洩情緒機會，降低心中壓力
並運用同理心(三)護理人員以不強迫態度鼓勵母親面對新生兒(四)
採漸進式方式讓母親藉由撫摸、擁抱達到觸覺上的互動。除此之外，
護理人員亦需採支持、耐心、和藹、不偏袒與不批判的態度，讓母親
抒發內心感受，適時澄清對現況的誤解，促使母親整頓失落的感受，
同時給予正向引導方式，如告知新生而外觀正常的部位，增強面對產
下唇顎裂接受度，提供隱密環境與新生兒互動過程不遭受異樣眼光，
適時安排家人與醫師見面，提升家人唇顎裂醫療與照護知識，提供成
功案例分享心路歷程與社會資源如羅慧夫顱顏基金，並鼓勵父親參與
學習照顧技能，減緩母親承受獨自照顧壓力感受，並給予與母親一段
時間適應衝擊（程，1994；陳，1997；林，1999；田，2001；謝，2002；
黃，2006）。
評語：
總論：有
總論：有避免撰寫
避免撰寫疾病
撰寫疾病部分的
疾病部分的文獻
部分的文獻；
文獻；各段內容都缺少總結；有含中
各段內容都缺少總結；有含中
、英文獻，但近期顯薄弱
、英文獻，但近期顯薄弱；第二段的深廣度
，但近期顯薄弱；第二段的深廣度顯
；第二段的深廣度顯不足；內容與個案問
題、護理措施尚有相關性。部分內文與參考資料處的文獻不一致.
題、護理措施尚有相關性。部分內文與參考資料處的文獻不一致.

問題確立
一、家庭運作過程紊亂／產下一位非預期之唇顎裂新生兒導致個人及家人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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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9 個案主訴：
「我沒搬家沒拿剪刀，家人沒有唇顎裂情況，為什麼我的小孩
會有唇顎裂？是家人使用微波爐、電磁波造成？還是懷孕初期吃感冒藥引起？七
個月時，幹到肚子痛有下墜感，覺得是早產，懷疑胎兒有問題？」
S2.婆婆將筆者帶到病房外訴：
「為什麼孫子唇顎裂？是媳婦愛喝涼？孫子長大頭
腦會有問題？要看精神科？要花很錢？」頓時，婆婆掉下眼淚訴：「我擔心到飯
都吃不下，想到孫子嘴巴我就難過，心疼媳婦說只要做一個月子就要外出工
作！」。
S3.8/10 個案嘆息訴：「先生為什麼對我發脾氣，我有錯嗎？隔壁產婦先生對他
很好，躺在病床上想到就想哭。婆婆和隔壁病患家屬聊，告訴別人我生唇顎裂小
孩，讓我更難受！至少也要尊重我。」。
O1.8/8 個案手術中見到新生兒，眼神驚嚇；筆者初次訪視，個案躺在床上，看著
天花板，案夫雙手抱著胸翹腳，眼神帶怒氣不語。
O2.8/9 中午，個案沉默躺在床上，不主動與筆者交談。20：20 婆婆和大伯一家
人，探視新生兒過程，其大伯及大嫂注視看胎兒，表情震驚。
O3.8/10 婆婆攜帶水果及魚湯給個案補充飲食，個案眼神也少接觸婆婆，婆媳無
肢體上接觸，距離一公尺。
O4.8/9-8/10 案夫探視，坐陪客椅近床緣，夫妻有時背對背情形，不擁抱少交談。
O5.公公於住院期間未曾探視。
8/11 出院前家人能闡述對新生兒之看法，並參與新生兒互動過程
1 提供自己以親切溫柔態度，主動介紹，告知個案與家人，筆者可隨時提供醫療
協助訊息，以穩定家庭心煩氣躁。
2.安排家人與醫師接觸解釋新生兒狀況，告知新生兒四肢健全、心跳呼吸都正
常，先天性唇顎裂異常是須經過修補就可治癒的，並討論相關唇顎裂後續照護
3.介紹成功案例，並徵詢成功案例同意後將其兒子修補成功照片轉地給個案及其
家人。
4.提供資訊及社工資源，告知家屬可申請重大傷病來減輕醫療費用。
5.擔任陪伴、支持與傾聽角色，建立家屬間溝通管道來瞭解家人對新生兒想法，
並適時做為溝通橋樑。
6.個案敘述負面想法時，採引導正向思考但不批判，如個案曾訴：「案婦為了第
一個小孩，從不會帶小孩到會帶小孩，甚至願意做家事。」
7.主動告知家人，成員出現失落、震驚、罪惡感、焦慮的情緒都是正常的，一時
之間是無法接受，需要時間面對與接受。
8.讓個案瞭解產下唇顎裂的心理感受，有震驚、不敢相信、憂慮、平衡、重整憂
傷時期，重新整頓自己情緒。
9.個案講述婆婆負面想法，予以表示接受其想法，情緒反應，建議個案要讓家人
調適原本認為是正常新生兒與事實不符的失落，以及透露婆婆掉淚心疼她只要做
一個月月子就要找工作，減輕夫妻經濟負擔。
10.以圖片式衛教及使用台與逐字慢慢講解，告知婆婆唇顎裂而如何餵食與相關
醫療。
11.告知個案需要時間做調適及返家後可找重要朋友傾訴宣洩情感，如二妹。
12.安排夫妻一起閱讀羅慧夫顱顏基金提供手冊。
13.選擇隱密空間，鼓勵家人參與個案餵奶過程。

評
值

1.8/9 醫生告知家人唇顎裂相關病因治療過程後，案夫就主動聯繫就醫時間。
2.8/10 婆婆參與餵食過程，婆婆笑了說：
「擔心他不會吃，現在還吸的這樣好」，
個案體會婆婆是關心新生兒並第一次出現微笑表情。
3.8/10 與成功案例馮太太聯繫後，馮太太熱心積極表示要至醫院探視個案，但
因個案婆婆說馮太太懷孕不適合探視，故筆者在 8/11 轉交馮太太的兒子在唇顎
裂修補後之照片給個案家人，家人看了照片就笑出來表示看不太出來。
4.8/11 計畫案夫參與餵奶，因案夫工作及照顧老大之不便故無達到；婆婆訴：
「公
公是關心孫子，會問到小孩吃的情形，看到我來醫院照顧媳婦就放心。」

二、淺在危險性父母／小孩依附關係障礙
1.個案首次照顧唇顎裂寶寶的衝擊與壓力
2.案夫無法接受唇顎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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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9 約 10 點，案夫獨自嬰兒室探視女兒後返病房，案夫沉默不語，停留在病
房半小時就返家。
S2.8/9 護理人員電話聯繫哺餵奶，個案表示：「不想去哺餵」
S3.8/10 個案訴：「先生希望一個月內趕快修補，這樣嘴巴就看不出來，先生氣
醫院為何沒檢查出來！」
O1.8/8 術後返病房，個案表情黯然！
O2.個案探視嬰兒不主動與人交談。
O3.8/9 20：30 筆者鼓勵個案主動探視嬰兒，個案低著頭默默注視新生兒嘴唇，
不主動餵食，返病房後獨自坐在床上發楞。
O4.8/10 8：30 嬰兒室護理人員以電話聯繫個案才第二次至嬰兒室。
O5.住院期間案夫共探視新生兒三次，第一次在開刀房外，第二次為醫生解釋病
情，第三次於開窗時看，約五分鐘。個案住院期間不主動與人交談，顯沉默不快
樂。
出院前夫妻倆能願意學習參與照顧新生兒
1.筆者告知個案及家人：
「女娃很可愛，四隻正常活力佳，而且臉上有兩個可愛
小酒窩。」
2.鼓勵可隨時前往嬰兒室哺餵母乳，或餵奶時間主動聯繫，並告之新生兒進食時
吸允能力佳等情形，增強夫妻餵奶動機。
3.轉述本院成功案例心路歷程之分享，初期心理難過是一定過程，接受自己的情
緒反應，只要配合醫療手術就可修補起來，不要放棄寶寶是會好起來。
4.案夫至嬰兒室探視時，主動提供隱密環境，護理人員將新生兒推至父親面前並
抱起來，讓婦女更近距離的目光接觸。
5.當個案不願意餵奶時，以鼓勵方式建議可摸摸女娃手、腳或臉頰。
6.當個案願意餵食時，在旁協助指導她並給予肯定，增強母育信心。
7.護理人員每天告知新生兒情形如進食、體重、大小便、哭、笑等動態，增強父
母的養育角色認知。
8.安排夫妻共同學習新生兒照顧技能，並協調時間，以不強迫態度陪同夫妻觀看
羅慧夫顱顏基金提供之錄影帶。
9.寶寶出院時，教導案夫執行清除口中奶渣與嗆奶之處理並回覆示教。
10.取得成功案例電話並同意彼此聯繫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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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夫妻雙方以點頭方式，了解會客與餵奶時間。
8/9 案夫探視案女一次。筆者告知醫師檢查後案女除唇顎裂外，其他正常，此時
夫妻倆人眼睛含著淚
8/10 個案可幫寶寶餵食完 30ml 配方奶；鼓勵案夫可一起參與餵奶過程，案夫以
點頭表示好。
8/11 夫妻觀看羅慧夫顱顏基金提供錄影帶後，案夫臉部神情由緊繃轉為微笑表
示：「看見唇顎裂父親生下唇顎裂小孩，都修補成功了，我女兒會好的。」個案
也笑出來說：
「先生重視小孩，心中壓力就減輕了」
。提供成功案例聯繫方式，個
案訴：
「有需要會主動聯繫」
；詢問案夫對羅慧夫顱顏基金所提供手冊內容是否瞭
解，案夫以點頭方式表示瞭解；案夫正確執行清除寶寶口中奶渣，夫妻倆人抱著
案女一起步出嬰兒室。

三、照顧者角色緊張／1.產下唇顎裂新生兒 2.為主要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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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10 8：50 各案第二次至嬰兒，個案緩緩抱新生兒，只表示：
「他會喝嗎？怕
弄傷她的嘴唇！」
，個案不敢壓住新生兒嘴巴並表示：
「怕弄傷她的嘴巴，不要餵
母乳」，餵食完 30ml 配方奶離開嬰兒室。8/10 12：50 第二次哺餵時，見新生兒
哭泣時顎裂很深，愁眉苦臉說：「怎麼裂的如此深？不只是一處還兩三處，怎麼
辦？」。
S2.8/10 早上個案訴：
「雖然尿管與點滴拔除，躺在床上，想她的嘴巴該怎麼辦？
公婆可以接受嗎？要如何安心睡，只能反覆睡。」
S3.8/10 個案訴：「同年被奶奶嫌女孩子沒有用，婚後被鄰居笑便宜貨，賺不了
大錢，老大臍疝氣合併雙側腹股溝疝氣，三至四歲，因支氣管發炎，吃一年藥，
現在身體健康，自認先生和小孩照顧的不錯，不再認為自己是沒用，生下女兒，
又讓我失去信心，是我身體有問題嗎？」。
O1.個案首次面對唇顎裂的照顧，不了解唇顎裂照護知識。
O2.8/9 至 8/10 雙側乳房柔軟，手擠壓無乳汁分泌，8/11 個案返家時出現乳房微
漲奶，無排空乳汁。
8/11 個案能說出唇顎裂特殊照護技巧 4-6 項及正確執行哺餵技巧
1.每日至少兩個時段每次 20 分鐘陪伴個案，讓個案感受不是獨自面對產下唇顎
裂小孩。
2.個案首次至嬰兒室探視或餵奶，給予提供隱密環境並全程陪伴在旁，適時給予
正向的鼓舞。
3.個案餵食新生兒有疑慮時，以肯定她的口氣告知：
「老大開刀你都照顧的不錯，
新生兒也只是嘴巴上構造不一樣而已，經過修補手術是會好起來，新生兒吸吮能
力佳，可以試著哺餵。」
4.當個案開始主動至嬰兒室學習餵食，給予分階段個別性護理指導如下：
4-1 個案主動將新生兒抱起餵奶時，姿勢都正確告知做的很好，增強自信心。
4-2 餵食過程中 10~20cc，幫助打嗝，以拍背方式：將新生兒頭靠進身體，和新
生兒面對面一手固定新生兒頭，一手呈杯狀於背部輕拍；餵食姿勢採半坐臥，避
免嗆奶並觀察有無發黑；餵食完若有排便，更換尿布時勿將雙腿舉高超過肚子，
動作亦輕柔避免溢吐奶；餵食完後再餵食開水清潔口腔，可以使用棉棒清潔顎
部、舌部，強調餵食過程中有牛奶從鼻子溢出來是正常不要害怕；教導嗆奶時處
理與使用吸球壓吸與鬆放技巧。
4-3 哺餵餵母乳前將雙手洗淨、清潔乳房，教導個案使用手指將新生兒唇裂隙縫

處密和以利吸吮。
4-4 個案願意試著哺餵母乳時，教導採橄欖球抱法哺餵母乳姿勢，測試尋乳反射
來瞭解新生兒是否肚子餓，協助新生兒嘴巴，靠攏密合貼進乳房讓寶寶更容易吸
吮。
4-5 教導餵食牛奶滴速以一秒一滴為標準，測試溫度可將牛奶滴在手腕內。
4-6 奶嘴以十字形為佳，選擇使用可擠壓塑膠製的奶瓶，盡量使用唇顎裂專用奶
嘴奶瓶。
4-7 建議購買 5-6 個特殊奶嘴，勿用電鍋消毒，鋼杯裝用熱水燙就好，消毒會使
材質變硬。
5.評估個案補餵母乳情形，尊重他哺餵母乳意願，若不願意直接哺餵，則教導如
何用手自行擠出乳汁、瞭解乳汁通暢性或電動吸奶器使用。
6.參與嬰兒室衛教課程，教導體溫異常處置、排泄型態、黃疸知識、沐浴與臍護
理、新生兒篩檢須知。
7.提供嬰兒室衛教諮詢專線，並 24 小時隨時為開放狀態。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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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早上餵食新生兒過程，個案自行將新生兒抱起並採半坐臥，餵食完後會正
確清洗寶寶口腔，個案對於所教導的內容口頭表示能瞭解，且可說出特殊照顧技
巧，如餵食姿勢、拍背方式、使用十字洞奶嘴、觀察項目如有無發黑、餵食完採
右側臥休息還有嗆奶用吸球處理等 6 項；出院時使用電動吸奶器擠出 20cc 之黃
色乳汁。

評語：
總論：能將
總論：能將高登評估後所得
能將高登評估後所得有意義資料納入
高登評估後所得有意義資料納入後續問題確立
有意義資料納入後續問題確立中；
後續問題確立中；問題
中；問題確
問題確
立處的主、客觀資料具時效性與正確性
立處的主、客觀資料具時效性與正確性；
具時效性與正確性；部分目標陳述方式可再具
評量性些；有根據問題提供連貫、一致與適當措施；措施具體、周
評量性些；有根據問題提供連貫、一致與適當措施；措施具體、周
詳，具
詳，具個別性與可行性，但
個別性與可行性，但未
，但未能看出執行
看出執行日期或時間
日期或時間；措施與文獻
時間；措施與文獻
查證內容無法明確看出其連貫性與一致性，因連貫性與一致性文獻
查證內容無法明確看出其連貫性與一致性，因連貫性與一致性文獻
資料較薄弱所致；有針對目標做具體成效
資料較薄弱所致；有針對目標做具體成效評值
；有針對目標做具體成效評值；缺乏
評值；缺乏具體的後續照
；缺乏具體的後續照
顧計畫.
顧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