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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我是護理人 我驕傲

2020「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
　　為形塑護理專業形象，提昇與啟發學子們對護理的認知及學習興趣，作為日後選讀大學護

理科系之參考，本會於暑假期間分別與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及台東馬偕醫院/聯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
理「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本活動已堂堂邁入第七年，年年獲得廣大迴響、深獲好評，今年

持續針對國中與高中學子設計ㄧ系列活動，並未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開放不久就額滿。

　　活動內容除了延續以往，以遊戲、實作、體驗與分享方式讓學子體驗護理工作的內涵及

精神外，特別因應疫情，規劃「防疫大作戰」關卡，讓學子了解護理師在防疫期間的作業流

程。闖關活動包括：學習幫嬰兒換尿布、穿孕婦裝，體會父母養育的辛勞；學習CPR，於緊
急時刻挽救更多生命；藉由桌遊活動，學習健康飲食的概念與正確的運動知識；學習傷口照

護、注射與包紮，擔任家中的守護小天使；藉由正確洗手、確實的口罩配戴、隔離衣的穿戴

等，建立正確的防疫觀念。

　　另，首次辦理以目前就讀護理科系二年級以上學生為對象之「一日護理師體驗營」，讓

護理學生們先有探索與體驗護理職場的機會，並邀請護理界的優秀典範做職涯規劃說明，凝

聚護理生力軍的向心力，未來在護理界生根茁壯、將護理專業發光發熱。

學習CPR 體驗母親懷孕的辛苦防疫大作戰



 

衛生福利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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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底完成衛生福利部認可訓練 始可提供專業項目服務

　　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7月10日衛部顧字第1091961604號函釋，自110年1月1日起，凡執
行「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中CA01~CA04、CB01~CB04及CD02等項目者，均需依規
定完成衛生福利部認可訓練始可提供服務。

　　衛生福利部認可訓練係指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之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礎訓

練8小時線上課程（不含個案討論與分享，需完成課程並通過評量測驗及格，始得列印學習
證明）及地方政府自辦之個案研討4小時實體課程，共2類合計12小時訓練，並應於109年12
月31日前完成上述訓練。
　　提醒從事長期照顧服務的護理同仁們，尚未完成訓練者，請盡速抓緊時間完成!!
　　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之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礎訓練網址：

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3

暫緩執行109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未於

12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個案需結案措施」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結案條件規定，居家醫療主治醫師應於收

案後12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若未於12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者，應予結案。中央健康保險
署考量本計畫收案病人因嚴重呼吸道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民眾就醫習慣，致
用藥整合困難。暫緩執行109年之「未於12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個案需結案措施」，年底
將視疫情發展，研議是否展延放寬期限，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健保署來函詳見本會官網

https://www.nurse.org.tw/最新消息/其他單位消息/政府公告。

【文／李沛湘整理】

 

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 【文／梁淑媛整理】



本 會 訊 息

為使護理機構永續經營，請落實依規定申報健保費用

109年1~9月護理機構健保費用申報違規案件

機構類別 區域 違規情事 健保署處分狀況 本會處理情形

居家護理所 中區 以不正當行為

或以虛偽之證

明、報告或陳

述，虛報醫療

費用之情事。

健保署109年4月核定：
追扣、核減費用，機構

停止特約三個月，機構

負責護理人員於前述停

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

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

支付。

本會致電關懷並轉知

地方公會，機構負責

人對核定無異議依健

保署函辦理，並感謝

本會及地方公會的關

心。

居家護理所 中區 以不正當行為

或以虛偽之證

明、報告或陳

述，虛報醫療

費用之情事。

健保署109年9月核定：
追扣、核減費用，機構

終止特約一年，機構負

責護理人員於前述終止

特約之日起一年內對保

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

費用，不予支付。

本會致電關懷，機構

負責人已自行聘請律

師申請複核。

【文／許慈恩整理】

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心得分享

【國中組】居仁國中 黃巧馨

　　我覺得今天的活動非常的好玩、有趣，因為我去年就有參加過了，決定之後一定要再

次報名，結果今年也沒讓我失望，這兩次的體驗營真的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明白想成為一

位護理師很不容易，我之後有可能會讀護理相關的學校，但也不一定會，因為我覺得太辛

苦了，但仍可能嘗試看看。今天的蛇燈超酷的，第一次看到，超喜歡的啦！一台要30萬可
以買30台高背輪椅，那個嬰兒的頭真的超重的，也體驗到媽媽懷孕的辛苦，我差一點站不
起來；雖然CPR很重要，但是我還是不喜歡，因為我都壓不下去，且壓到手很痛，但我之
後還是會努力的學習比較好壓的方法；另外我覺得這次活動的主辦單位很用心，小禮物超

多，超感動，而且都是很實用的文具，然後活動結束後還給每人一盒泡芙；另外，今天學

到防疫相關的知識，可以讓我們保護好自己也保護好他人，例如：口罩的正確戴法，以及

濕洗手、乾洗手的正確步驟，對防疫相當有幫助，而且這邊的護理師態度非常親切，我之

後如果有機會，一定還會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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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組】義守大學 鄭維智

　　很高興能夠參加「一日護理師體驗營」，看到在醫院實習和自己獨立後的差別，也看

到了病房以外的空間，例如:手術室、隔離病房等等。看到學校沒有的設備和沒教的技術。
聽到了學長姐的傳奇故事就覺得他們對於護理的這份初心熱忱依舊沒變過，每位學長姐都

是我們模仿的對象。明年就要出社會的我，對於未來有相當大的憧憬，覺得未來很遠，很

大，護理這項工作很忙，但我讀護理就是喜歡把病人照顧好到出院或把生命救回來的那份

成就感而已。今天的體驗營看到了很多臨床上的工作，我們未來要做的事情讓我提早思考

未來想要去的科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天工作都會是開心的，照顧病人上也會更有動

力。我希望我對護理的初心永遠不會改變，我會準備好自己，再去做每一天的事情。就選

我所愛，愛我所選，助人為快樂之本就是我的座右銘吧!

【高中組】三民高中 張瑋純

　　選擇護理之路在我高一那年就已確立目標，再加上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影響，我

看到許多白衣天使在前線奮鬥，保護我們的安全，他們的艱辛及對護理的這份熱誠，是我

所嚮往的，因此我在三年後選擇我最初的夢想，很幸運我已確定加入護理這個大家庭，希

望自己可以秉持這份熱誠，為病人付出。

　　這次的營隊讓我受益匪淺，在營隊中，我們參觀及體驗許多護理師的工作。早上我們

參觀了內科病房、急診室、手術房，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手術房的參觀。除了基本的儀

器以及房內介紹之外，我們還很幸運的觀摩一台新型的手術—達文西手術。在參觀手術室

的過程中，我看到了許多等待手術的病人和家屬他們臉上緊張的神情，因此未來我想進入

手術室學習，因為我覺得手術室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必須戰戰兢兢、分秒必爭，病人及

家屬對手術室都是存在滿滿希望，因此我想進入手術室協助醫師，幫助病人脫離險境、讓

病人家屬放下心中的大石。手術室曾經對我來說是一個我永遠都不想踏入的禁地，因為之

前家人的關係，但是參加這次一日護理師的營隊，我下定決心要進入手術師幫助更多的

人。

　　在下午的體驗活動，我們體驗了四項，分別是：新生兒沐浴、抽血、傷口包紮、老人

行動不便，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抽血及老人行動不便的體驗。在抽血體驗中，我發現護

理這項工作，必須有非常細膩的心，因為在抽血過程中，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小細節，例

如：找血管、消毒時由內而外做同心圓，這些都是需要有一顆細膩的心，才能順利的完

成。老人行動不便的體驗中，我們體驗當老人中風時的行動是如此的不方便，當我穿上輔

具的那一刻，我才發現我的肌肉是完全使不上力，行走時非常不方便，這時的我才體會到

原來老人行動不便的世界是這個樣子。透過這項的體驗，我發現護理這項工作除了需要有

細膩的心，還需要有同理心，換個角度，站在病人的立場思考，才能體會他們的心情，並

給予他們適當的照護。

　　經過這次的一日護理師營隊，我並不後悔即將踏上護理這條道路，反而對護理有了新

的認識，護理不僅僅是給予病人完善的照護，還是病人的精神支柱，我們一句鼓勵、一句

關心，可能會讓病人感到欣慰。希望未來的我也可以成為像護理師營隊裡面的護理師一

樣，有著對護理滿滿的熱誠、對病人有著滿滿的愛心，成為一名真正的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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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息（相關訊息詳見本會網站https://www.tpena.org.tw，參加對象為台北市護理師護
士公會活動會員）

˙109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票選「110年護師節紀念品」，請會員至本會網站投票，投票人
數每達50人由電腦自動抽獎一次，愈早投票中獎機率越高，獎品為「特製版悠遊卡(內含
300元儲值金)」，獎品將於活動結束後，由本會統一掛號寄出，敬請踴躍參與。

˙11月6日辦理會員聯誼~~一日網美基隆之旅，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本會研習活動

日期 主 　　題 地　　　點 積分

11/3 護理職場研習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檢

驗大樓6樓大禮堂
專業3點、感控1.5點、

品質1.5點

各縣市公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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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及12月14日分別於敏盛綜合醫院及林口長庚醫院辦理「109年倫理、法律、感控
與性別議題研習會」。

☉11月16~30日辦理「第16屆會員代表選舉」，各選區選舉日期及地點於公會網站
 https://www.ttna.org.tw公告，請會員踴躍前往投票。
☉12月9日辦理「東勢林場森呼吸+客家文化園區一日遊」，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修正本會「護理人員職場權益問答輯（Q&A）」，請逕上本會網站https://www.kna.org.tw
【公會出版品】查詢。

☉「第15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110年1月27日(星期三)13:00，假高雄福華大飯店召
開，請會員代表預留時間踴躍出席，行使代表權利與義務。

【文／潘碧雲整理】

陳靜敏 顧問 當選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李　選 顧問 榮任美和科技大學副校長

馮容莊 理事 榮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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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美秀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監事長

　　　　財團法人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董事長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6

♥

表一、全球前十名國家確診人數及死

　　　亡人數 (截至2020年10月13日) 

國家 確診 死亡

 美國 7,903,940 218,526
 印度 7,173,565 109,894
 巴西 5,103,408 150,689

 俄羅斯 1,312,310 22,722
 哥倫比亞 919,083 27,985
西班牙 888,968 33,124
阿根廷 883,882 23,581
 秘魯 849,371 33,305

 墨西哥 809,751 83,507
 南非 693,359 17,863
法國 691,977 32,583
英國 617,688 42,875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20.10.13)

♥

前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係因感染冠狀病毒而引發，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與2003年之SARS在基
因與感染特性極為相似，因此國際病毒學分類學委員會(ICTV,2020)將此病毒學名定為嚴重急
性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簡稱SARS-CoV2。
此外，由於此病毒於2019年12月起源於中國武漢，也將其簡稱為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我國為監測與防治此新興傳染病，並
於2020年1月15日命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並
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於2020年1月21日確診第一
例境外移入個案，截至2020年10月13日止，已有225
個國家/地區遭受感染，全球確診人數已超過3,774萬
多人，死亡人數超過107.8萬人，其中確診人數超過
60萬人的國家如表一(維基百科，2020a)。另外，台灣
由於執行超前部署，嚴格執行邊境檢疫各項政策與措

施，成功為社區整備爭取時效與維護醫療量能，各部

會也橫向合作，公私更協力合作共同聯防與全國民眾

的配合，因此，不但沒有社區感染，確診病人數只有

530人，死亡7人，大部分為境外移入(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2020)。確診人數在世界受感染的國家中
排名第174位 (維基百科，2020a) 。

致病源及傳染途徑

　　致病源為冠狀病毒，其為造成人類與動物致病的主要病原體，為一群有外套膜之單股正

鏈RNA病毒，外表為圓形，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到其結構最外層是一群棘狀突起的蛋白質，
外觀類似鑲著珠寶的皇冠而被稱之為冠狀病毒(陳，2020)詳見圖一。這些棘狀蛋白質就像一
把鑰匙，其可以打開宿主(人/動物)體內組織帶有特定細胞受體的
鎖，亦即能轉動人類呼吸道和眼睛中之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 (ACE 
2)｣和跨膜絲胺酸蛋白酶2 (TMPRSS 2)｣而進入鼻腔和眼睛，主要
侵犯呼吸系統，最後引起肺炎並導致呼吸衰竭。

　　此外，眼睛和淚管也是潛在的傳染途徑，糞口傳播也具有可

能性。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

或無戴口罩、護目鏡防護下長時間與確診病人或無症狀感染者

處於二公尺內之密閉空間中，也會增加感染風險(疾病管制署，
2020a)。

圖一、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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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常見之臨床徵象與症狀機率

徵象／症狀 %
1.發燒 83–99%
2.乾咳 59–82%
3.倦怠 44–70%
4.呼吸急促 31–40%
5.咳痰 28–33%
6.嗅覺、味覺喪失(或異常) 15- 30%
7.喉嚨痛 13.90%
8.頭痛 13.60%
9.肌肉酸痛或關節痛 11–35%
10.腹瀉 3.7-31%

♥
♥

♥

♥

潛伏期

　　潛伏期為1-14天，大多數為5-7天。

可傳染期

　　發病二天即可能具有傳染力。

　　確診病人上呼吸道檢體可持續檢測SARS-
CoV-2核酸陽性平均達二星期以上，下呼吸道
檢體檢出的時間可能更長。

　　常見之臨床徵象與症狀發生率如表二(資
料來源：維基百科，2020b；Huang, Wang, Li 
et al., 2020)

臨床表現與疾病病程

一、 大部份病人於感染後第3-7天出現症狀，初期症狀為發燒、乾咳、倦怠，其他常見症狀
為咳嗽有痰、肌肉酸痛、關節痛、頭痛、發冷、噁心、嘔吐，少部份病人有腹瀉、喉

嚨痛、鼻塞、流鼻涕。

二、 多數病人症狀輕微，通常於發病後1-2星期間康復。
三、 有些無症狀感染者會出現嗅覺／味覺喪失或異常。
四、 部份症狀輕微或無症狀者，也有可能在第二星期出現病情惡化。
五、 患有慢性病者或免疫功能低下者，以及高齡者病情嚴重度較高，可能會出現嚴重肺炎

或呼吸衰竭。

六、 重症病人約有6成出現譫妄症，原因不明。英國倫敦大學精神醫學家Jonathan Rogers
與國王學院學者整合分析數個醫學文獻資料庫和論文發布平台上刊載的72份有關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道症候群（MERS）和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研究論文，探討冠狀病毒感染對精神狀態的影響，發現重症病人出現意
識混亂、情緒激動和譫妄症者約占60%。此外，在2020年4月出版的美國醫學會雜誌：
神經醫學（JAMA Neural）對新冠病毒肺炎病人的研究也發現約有2/3病人出現神經症
狀。法國的小型研究也發現重症約有2/3出現譫妄症，因此，對於新冠病毒對腦部的影
響，仍需進一步釐清以便提供合宜的精神心理照護（管，2020）。

常見的合併症

重症病人可能出現下列合併症（疾病管制署，2020b）
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呼吸衰竭。

二、敗血性休克。

三、心律不整、心肌病變、心臟衰竭。

四、急性腎損傷或腎衰竭。

五、代謝性酸中毒。

六、血小板減少、凝血功能異常。

七、續發性感染。

八、肺纖維化。

重症存活病人，通常需要3-6星期才會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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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驗室檢查

　　相關之實驗室檢查如下(黃等人，2020)：
一、確定診斷

　　採取鼻咽、口咽或痰液進行分子生物學核酸(real-time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檢查，若為陽性，即為確診個案(Wang,Wu,Xu etal，2020)。
二、COVID-19重症病人常規監測項目

1.血球計數 2.發炎指數：CRP、ESR等
3.D-dimer、Ferritin、LDH 4.心肌酵素：CK(creatine kinase)及troponins
5.肝腎功能：GOT、GPT、creatinine 6.心電圖(EKG)
7.胸部X光

三、影像學檢查

1. 胸部X光檢查發現雙側肺實質浸潤。
2. 胸部電腦斷層檢查(CT)，可看到肺部毛玻璃狀病灶或肺實質化(consolidation)，多為
雙側多發性病灶、血管壁增厚。通常在發病後8~14天，CT變化較嚴重。無症狀者之
CT也可能會出現上述類似變化。

3. 有些病人會出現肺部空洞(cavitation)、氣胸(pneumothorax)，尤其插管使用呼吸器病
人應注意是否出現張力性氣胸。

治療

一、抗病毒藥物

　　目前並無特定推薦的治療方式，大多採用支持性療法，不過，已有文獻支持能抑制病

毒核酸的聚合及針對宿主的細胞機制選擇性增強或抑制的藥物如下：

1. Remdesivir
 可抑制新冠病毒RNA依賴性。RNA聚合酶可讓新冠病毒RNA的轉錄與轉譯被終
止，減輕病情，縮短病人恢復時間(Beigel, Tomashek, Dodd, Mehtai et al, 2020; Wang, 
Lao,Zhang et al., 2020)。適應症為未使用氧氣治療下PaO2 ≦94%，需使用呼吸器或
裝上葉克膜病人。

 第一天由靜脈給予200mg，第二天起每天100mg，服用期間以10天為原則。但要注
意是否出現噁心、嘔吐、直腸出血和肝毒性副作用。

2. Favipiravir
 第一天每天兩次口服1600mg，第2~5天每天兩次口服600mg。
3. Hydroxychloriquine(羥基奎寧)
 第一天400mg二次，第2天至第5天200mg每天二次。
 但若有視網膜病變、G-6-PD缺乏症、EKG上有QTc間隔延長、孕婦或哺乳婦女應列
為禁忌(黃等人，2020)。不過，根據2020年5月中旬在Lancet醫學期刊發表的研究顯
示，病人服用此藥的死亡率和發生心臟問題的風險反而更高。WHO於5月25日以安
全疑慮為由，暫停羥基奎寧的跨國臨床試驗。我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原本納

入第四版臨床處置指引，但病人治療後平均轉陰天數並未顯著縮短，加上最近國際

醫學期刊的副作用報告，因此考慮修改治療指引(管，2020b)。



9

4. Teicoplanin
 可抑制病毒複製，安全性高，但目前尚無足夠臨床實驗證明其具體成效。
5. Dexamethasone
 對於需要氧氣或呼吸器支持的嚴重病人，每天給予6mg為期10天，可降低死亡率

35%，英國政府已宣布授權對需要氧氣的COVID-19住院患者使用(黃，2020)。
6. 多株抗體雞尾酒療法(REGN-COV2)
 此劑含有二種高濃度抗體，可與病毒的棘突結合，限制病毒的擴散能力，改善病
情，臨床試驗顯示療法安全(葉、謝，2020)。 

7. 其他補充療法
 病人在使用上述療法時，同時給予鋅(Zinc)、維他命D、胃藥Famotidine、褪黑激素
和Aspirin。

二、氧氣治療

　　根據WHO(2020)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臨床治療指引提示，重度或危急病人約佔19%，
其中14%需要住院及接受氧氣治療，5%需住進加護病房。
(一) 治療目標：維持SpO2 > 93%。
(二) 持續監測：應使用脈搏血氧監測儀(pulse oximeter)持續監控SpO2，並適時抽血評估

PaO2/FiO2的變化，預防因缺氧導致器官功能受損，建議處理流程如圖二 (黃等人，
2020)。

(二) 持續監測：應使用脈搏血氧監測儀(pulse oximeter)持續監控 SpO2，並適時抽血

評估 PaO2/FiO2 的變化，預防因缺氧導致器官功能受損，建議處理流程如圖
二(黃、蔡、林、陽、廖等人，2020) 

 
 

 
 
 
 
 
 
 
 
 
 
 
 
 
 
 
 
 
 
 
 
 
 
 
 
 
 
 
 
 
 
 
 
 
 
 

資料來源：黃瑞仁等人 2020)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合併低血氧 

維持氧氣輸出量 

(心輸出量 Hb) 

治療肺炎 符合下列插管條件 
1. PaO2/FiO2 <150mmHg 
2. 呼吸窘迫經非侵入性治療無法
改善 

3. 合併其他器官功能不全或休克 
4. 無法清除痰液 
5. 意識障礙 

1. 插入氣管
內管 

2. 由專家插
管 

3. 使用 N95

口罩及防

護裝備 

4. 最好使用
電子影像

喉頭鏡 

5. 減少不必
要人員在

病室內 

1. 嚴密監控臨床
惡化徵兆 

2. 維持脈搏血氧
飽和度在 92-
96% 

3. 嚴密控制感染
(避免氣霧產
生) 

4. 切記不要延遲
插管 

5. 每 1-2小時評
估是否改善 

可先用氧氣治療 

考慮使用高流量氧氣導管 

是否已符合插管條件 

審慎考慮使用非侵入性通氣 

每 1-2小時觀察是否改善 

惡化 

圖二.新冠病毒感染合併急性低血氧處理流程圖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可忍受 

圖二、新冠病毒感染合併急性低血氧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黃瑞仁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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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流量鼻導管給氧
1. 建議在負壓隔離病房使用，醫護人員應有適當的安全防護裝備，病人應於高流量導
管外加戴上外科口罩，以減少氣霧外漏。

2. 當病人之PaO2/FiO2介於200-300mmHg，呼吸窘迫不明顯時，應從低流量開始，依
病人情況逐漸提高到40-60公升/分，若為呼吸窘迫病人，則直接給予60公升/分。當
流量已達60公升/分，但FiO2>60%，1-2小時內病人的PaO2/ FiO2持續下降至低於150 
mmHg，或呼吸窘迫加重/合併其他器官功能不全時，應儘早進行氣管內管插管及使
用侵入性呼吸器。

3. 危急病人應使用可以控制氧氣濃度的設備。
4. 目前台灣疾管署不建議常規使用高流量鼻導管，恐出現氣霧造成環境汙染，但在中
國和歐美仍建議選擇性使用，以減少部份病人插管機會。

(四) 非侵入性呼吸器
1. 依台灣疾管署之臨床診療指引第五版(2020.03.26) 不建議使用，因會有氣霧產生，可
能造成環境污染，但中國和歐美國家則建議可嘗試使用，或許可減少部份病人插管

機會。對拒絕急救病人也可以嘗試使用，但應在負壓隔離病房內使用，醫護人員也

要有安全防護裝備。

2. 對於醫療資源不足國家/地區，當侵入性呼吸器不夠用時，在有豐富經驗的醫院，通
常也可將雙向式正壓呼吸器(Bi-PAP)充當插管病人的侵入性呼吸器。

3. 使用時從吸氣壓力(IPAP)8-10公分水柱(cmH2O)、呼氣壓力(EPAP)4cmH2O開始，逐漸
增加IPAP/EPAP，使潮氣容積增加4-6毫升/公斤體重，適時調整，以達到氧合目標。

4. 應每1-2小時重新評估，若有惡化徵兆，必要時應立即插管。
(五) 呼吸器治療
 在感染新冠病毒病人中，約有5%會演變成重症而需入住加護病房，其中大部份病人會

因為急性呼吸衰竭而須使用呼吸器，在進行呼吸器治療過程中，必須遵守下列治療原

則(疾病管制署，2020b)：
1. 考慮儘早插管
 雖然上述所介紹的「高流量鼻導管」和「非侵入性呼吸器」，在低血氧呼吸衰竭治
療上有其成效，但根據對MERS病人的治療經驗，發現使用非侵入性呼吸器治療的
失敗率高，而且較易使帶有病毒的氣霧散布至環境中。因此，若發現病人出現血液

動力學不穩定、意識改變、嚴重低血氧(PaO2/FiO2<150mmHg)或嚴重呼吸窘迫現
象，應儘早插管(黃等人，2020; Demoule, Hill & Navalesi, 2016)。

2. 插管病人應確保其氣道全程封閉
(1)應全程使用密閉式抽痰系統抽痰，減少帶有病毒的飛沫和氣霧散布在環境中。
(2)使用急救甦醒球時，應在甦醒球與氣管內管間加上高效率濾網(HEPA filter)。
(3)當必要斷開氣管內管與呼吸器連接時(例如轉換呼吸器或轉送病人使用甦醒球
等)，應以止血鉗夾住氣管內管後再打開氣管內管，或將氣管內管反折，或以大拇
指蓋住氣管內管出口，以減少病人呼吸道飛沫之散布。

3. 減少醫護人員進入病室的暴露時間與頻率
 設計合宜的工作流程，建立遠端監控及溝通方式，減少醫護人員進入病室的頻率和
時間，進而減少感染的風險，但應避免病人產生單獨面對疾病的壓力與孤獨無助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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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照護原則設定及
調整呼吸器因目前並無針對COVID-19 ARDS的大型實驗研究報告可供參考採行，因
此WHO和美國胸腔學會建議比照一般ARDS的處置原則：
(1)低潮氣容積(low tidal volumes)：每公斤體重4-8ml。
(2)低吸氣壓力(low inspiratory pressure)：壓力<30cmH2O。
(3)對中重度ARDS病人施予肺復張策略(recruitment maneuvers)和高呼氣末正壓 (high 

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努力打開肺部塌陷區域，使其保持開放狀
態及減輕肺部的呼吸負荷。

5. 盡量避免多位病人共用呼吸器
 目前有些國家/地區，因為呼吸器數量不足，而採取多位病人共用呼吸器策略。
數個與呼吸治療相關的專業學會，針對此一作法已發表聯合聲明，「不建議多位

COVID-19病人共用呼吸器」，主要論點是基於目前的呼吸器設計是提供單一病人
使用、多位病人共同，除了無法針對個別病人調整適當的呼吸設定外，也會造成呼

吸驅動及警示系統問題，而且也會增加交叉感染機會，甚至導致共用病人產生預後

不良。

6. 密切監控呼吸器相關併發症及血液動力學之變化
(1)應密切評估病人是否有氣胸、皮下氣胸以及呼吸器相關肺炎等併發症。
(2)應評估病人的體液狀態，以及監控病人是否因胸內壓上升而造成血液動力學上的
變化。

7. 落實「呼吸器相關肺炎預防技巧(VAP prevention bundle)
 通常病人在感染後會有免疫低下期，加上病人大多因ARDS而插管，大多使用高劑
量鎮靜劑和肌肉鬆弛劑，容易發生繼發性細菌性肺炎，因此除了應落實VAP相關感
染預防外，最好也要減少類固醇藥物的使用。但重症患者除外。

8. 盡早脫離呼吸器
 當病人病情改善後，除了應減少鎮靜劑的使用劑量外，亦應採用呼吸器的斷離措施

(weaning protocal)，讓病人能自行呼吸，提早脫離呼吸器。
9.使用呼吸治療設備與管路應注意事項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疾病管制署，2020b；Public Health England,2020)：

(1)呼吸器的吸氣端入口和吐氣端出口，應加裝高效濾網(HEPA filter)，以降低病毒散
布機率。

(2)建議使用高效過濾功能之人工鼻(heat and moisture exchanger filter；HMEF)，維持
呼吸道內溫度在29-32℃，濕度在29-32mg/L，人工鼻每2天應更換，若發現汙染或
出現阻力應立即更換。最好避免使用潮濕器。

(3)整個管路系統應保持密閉，若需斷開時，應將其調整於待用狀態(stand by)，避免
斷開呼吸器時，高流量噴出，造成病毒汙染。

(4)呼吸治療相關用物最好使用拋棄式醫材，並於使用後丟棄於感染性醫療廢棄物垃
圾桶銷毀。

(5)呼吸器應每天以75%酒精擦拭其螢幕和面板，呼吸器機身則以高濃度稀釋之漂白
水擦拭。



12

(6)使用呼吸器病人應依呼吸器脫離原則，進行每日評估，在適當時機進行自發性呼
吸測試，讓復原病人儘早脫離呼吸器。

(7)呼吸器之終期消毒：病人卸下之使用後呼吸器，先於負壓病室內以紫外線照射2
小時，再依照上述第(5)點擦拭整台呼吸器。

(六) 葉克膜使用及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治療
 有關葉克膜(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的使用，應限制在重度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亦即應在適當的呼吸器設定下，經過肺復張(recruitment 
maneuver)和俯臥通氣(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等氧合治療，仍無法維持穩定狀態後才
使用 (Combes, Hajage, Capellier et al, 2018) 。使用單位應考量照護經驗和處理併發症之
能力是否足夠，使用後應落實肺保護通氣策略，逐步降低潮氣容積到4ml/kg，每分鐘
通氣6-12次。

(七) 其他對症治療與支持性療法
1. 針對病人症狀提供適切治療

(1)發燒：給予退燒藥acetaminophen/paracetamol。
(2)咳嗽：給予止咳化痰藥。
(3)肌肉酸痛：給予肌肉鬆弛劑，但應避免長期使用，原則上不可超過48小時。
(4)呼吸不順：必要時給予氧氣吸入。

2. 急性腎功能受損之處理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併發急性腎損傷發生率為0-23%，其中加護
病房之發生率則為8.3-23%，目前採用的治療方式為腎臟替代療法和血液淨化治療
(Zhang＆Liang, 2020)。

3. 神經系統併發症之處理
 根據文獻顯示 COVID-19 病毒最有可能透過嗅神經進入(Desforges, et al,2019)，當病
毒侵入腦部後再擴散至視丘和腦幹，病人可能會出現神經系統症狀，包括意識改變

(15%)、骨骼肌破壞(19%)、和急性腦中風(6%)。此外，在義大利北部醫院統計分析
指出常見的神經系統症狀為頭痛、意識混亂、味覺和嗅覺異常、肌肉酸痛和全身無

力。因此，醫療團隊在治療嚴重低血氧的 COVID-19 病人時，應特別監測和保護病
人的大腦，避免發生缺氧性腦病變(Busl et al, 2019；Filator, et al, 2020；Grose, et al, 
2019)。
(1)使用近紅外線腦氧監測儀(NIRS)，監測大腦皮質之帶氧及去氧血紅素(Oxy- & 

deoxy-Hb) 比例；正常值為55-80%，若低於50%，應依神經科常規治療積極處理。
(2)使用連續腦波監測儀(cEEG)，監測重症病人之腦部放電狀況，當腦波從快波到慢
波，代表腦血流下降，應照會神經科醫師進行處置。

(3)穿顱都卜勒(Transcranial Doppler)
 此種連續超音波檢測可以透過流速(FV)和脈動指數(PI)了解重症病人腦血流狀況
以及腦內壓變化狀況，並提早獲悉大腦循環是否中止，通常若出現腦循環中止，

約97-100%病人預期會腦死。
4. 血液動力學支持--輸液治療

(1)成人感染病毒合併休克：動態的保持皮膚溫度，微血管充填。急性復甦治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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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靜脈輸入平衡晶體溶液(balanced crystalloids)；例如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若輸液中或輸液後休克現象未改善，建議使用 Norepinephrine 為第一線血管加壓
劑。若 Norepinephrine 無法取得，建議使用 Vasopressin 或 Epinephrine。

(2)若病人併發呼吸衰竭使用呼吸器治療，建議不要給予全身性皮質類固醇治療。

護理照護

一、依照疾病管制署之處理流程規劃並落實執行(圖三)。

1. 通報衛生主管機關採檢送驗。 
2. 將病人優先安置於負壓隔離病室，並維持
房門緊閉。工作人員進入病室應採適當隔

離防護措施註 3。 

其他診斷 照護病人應持續採取適當的 
感染管制防護措施 

護理照護 

一、依照疾病管制署之處理流程規劃並落實執行(圖三)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2020b) 

1. 採取分流機制，將病人移送至專屬區域
（如：具負壓或通風良好之檢查室），進

行後續評估。 
2.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應佩戴高效過濾口罩，
並視 身體可能暴露之範圍及業務執行現
況，搭配使 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裝備
（如：護目鏡或面罩）註 1。 

並有相關暴露史 

病人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通報條件註 2 

感染管制防護措施 

重新評估 
防護措施 

病人進入門診或急診檢傷

分類區有急性呼吸道症狀 

1.醫護人員遵循標準及飛沫防護措施註1：門

診：佩戴醫用/外科口罩急診檢傷分類：佩
戴醫用/外科口罩，並視身體可能暴露之
範圍及業務執行現況，搭配使 用手套、隔
離衣及護目裝備（如：護目鏡或面罩）。 

2.給病人戴上口罩。 

病人 

註 1：門診及急診醫護人員在對有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病人問診時應佩戴醫用/外科口罩，並請病人戴上口罩；
若病人有症狀且具相關暴露史，則應將病人移送至隔離區域進行後續評估與採檢，相關工作人員應佩
戴高效過濾口罩，並視身體可能暴露之範圍及業務執行現況，搭配使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裝備（如
：護目鏡或面罩））。 

註 2：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如診治病人符合相關通報定義，請至疾管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通報。 
註 3：隔離防護措施：包括手部衛生、穿隔離衣、戴手套、護目裝備、醫用/外科口罩或高效過濾口罩(N95或

歐規 FFP2等級(含)以上口罩)。病人治療依醫師臨床疾病處置，必要時照會轄屬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
揮官。 

圖三、COVID-19 病人處理流程［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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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嚴格隔離

　　醫護人員在進行病人篩檢、插管及各種診療活動時，會近距離接觸飛沫、痰液或體

液，應有完整的個人防護裝備，以免暴露於感染風險中。各醫院應依據一般門診區、類流

感門診區、加護病房及負壓隔離病房等區域進行下列相關防範(疾病管制署，2020c)：
(一) 一級防護

1. 適用範圍：醫院門口分流，一般門診區；另設發燒篩檢站於急診內看診區。
2. 防護措施：穿戴工作帽、外科口罩及工作服；戴乳膠手套或接觸病人前、後洗
手；戴口罩前及摘下口罩後洗手；建議戴上護目鏡或面罩，加強面部黏膜防                
護。

(二) 二級防護
1. 適用範圍：執行與病人有密切接觸的診療活動；例如急診檢傷站、感染症病房、加
護病房、採集血液、痰液或分泌物及處理死亡病人遺體時。

2. 防護措施：穿戴防護帽、防護口罩(N95口罩)及工作服、戴乳膠手套且接觸病人前後
洗手，建議戴上護目鏡或面罩，加強面部黏膜防護。

(三) 三級防護
1. 適用範圍：密閉之發燒篩檢站、負壓隔離病房，為疑似及確診病人抽痰、採取檢
體、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支氣管鏡檢查、心肺復甦以及進行病人生理監測和提供

各項護理照護及醫療處置時。

2. 防護措施：穿戴防水防護衣、防護帽、N95口罩(建議外加外科口罩)、護目鏡以及佩
戴全面型呼吸防護衣或正壓式頭套。配戴雙層乳膠手套及單次使用鞋套。建議於脫

除手套、面罩、頭套和隔離衣的步驟間應以酒精洗手。

　　最好在穿脫防護裝備時應有專人指導，或是互相監督，或有圖像指引，應有大鏡子，

以全面做好安全防護。嚴禁穿著個人防護裝備離開汙染區，以避免各個分區的交叉感染。

三、鼓勵病人保持適當的活動與休息

　　輕症確診病人 不論是住在專責隔離病房或負壓隔離病房，應鼓勵其每天仍應保持適當
的活動和休息，以增強免疫力。

四、攝取足夠營養

　　攝取均衡而且充足的營養，不僅可以維持體力，亦可增強免疫力，應鼓勵病人儘量多

吃。對於重症無法進食病人，可採鼻胃管灌食、並由靜脈補充水分與電解質。

五、維持呼吸道通暢

1. 病人若有痰多現象，應鼓勵其咳出，對無法自行咳出病人，宜小心執行抽痰技術。
2. 對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病人，可協助病人採俯臥姿勢通氣(p rone pos i t i on 

ventilation)，執行時，一定要落實肺保護通氣策略低潮氣容積原則，每天持續16小
時以上，執行時機愈早愈好。執行時應注意管路安全及預防受壓部位壓傷。但過度

肥胖或有大量腹水病人，因其腹內壓較高，俯臥姿勢會使腹內壓升高，進而提高肋

膜壓(pleural pressure)，反而會造成跨肺壓(trans-pulmonary pressure)下降，呼氣末因
壓力下降造成肺部塌陷，不宜採行(Guêrin et al, 2013)。

六、維持病人身體清潔舒適

　　病人由於發燒，有時也有腹瀉現象，輕症病人可以自行沐浴清潔，重症病人則必須協

助執行身體清潔及皮膚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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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精神心理支持

　　病人罹患新興傳染病，面對許多不確定，內心大多焦慮不安。當住進負壓隔離病室

後，等於與外界隔絕、家人不能探病，除了恐慌﹑無助之外，也會出現絕望感，我們醫護

人員應隨時給予鼓勵、關懷，使其懷有希望，當病人身心愉快，除怯恐懼不安時，其免疫

力也會提升，可以對抗病毒，提早康復。

　　家人雖然不能探病，但現在資通信設備發達，除了可以使用手機或電話互相表達關懷

之外，也可以採用視訊拉近彼此距離，減輕疏離感。

　　有些病人可能會出現疫病後心理創傷症候群，病人出院後仍應保持密切關切，提供心

理諮商輔導，確保身心安康。

結語

　　台灣此次在防疫和抗疫表現傑出成為國際典範，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提早成立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超前部署，另方面應該要歸功於2003年抗SARS的經驗與傳承，全國民眾通力合
作，聽從指揮官的指示，每個人都能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因此，並未像許多

國家發生社區感染或群聚感染。

　　護理師在疫情發生時，總是站在最前線，挺身參加機場/港口檢疫、居家檢疫、集中
檢疫、發燒篩檢以及疑似和確診病人的直接照護，穿著厚重的安全防護裝備，雖然汗流浹

背，冒著被感染風險仍不畏不懼，完成守護民眾健康的使命，護理師們的表現倍受社會大

眾肯定，大家以護理師為榮，在此特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謝謝大家的卓越專業貢獻。

　　在感謝護理師的貢獻時，各醫院應避免因長期疫情造成的工作負荷過勞，而導致醫護

人員感染風險上升，宜適當增加人力配置。

　　此外，目前全世界COVID-19疫情仍持續蔓延中，大家務必繼續保持最高警覺，阻絕病
毒入侵，隨時做好防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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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

月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考題(選擇題，共10題)：
1. 我國將感染新冠病毒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係使用下列哪一種名稱？(1)中國肺炎；(2)
武漢肺炎；(3)COVID-19；(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2. 全球COVID-19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為？(1)英國；(2)美國；(3)印度；(4)巴西。
3. COVID-19冠狀病毒最主要侵犯哪一個系統？(1)腸胃消化道系統；(2)神經系統；(3)呼吸系
統；(4)泌尿系統。

4. COVID-19潛伏期平均為？(1)1-14天；(2)0-7天；(3)3-10天；(4)0-83天。
5. COVID-19最主要採用下列哪一種方式確定診斷？ (1) 抽血檢查血球計數、發炎指數和病
毒量；(2)採取鼻咽或痰液進行PCR檢查；(3)胸部X-光檢查；(4)肺部電腦斷層檢查。

6. 下列哪一種藥物WHO以安全疑慮為由，呼籲暫停使用？(1)Teicoplanin；(2)Favipiravir
(3)Hydroxychloroquine；(4)Remdesivir。

7. COVID-19病人若無法清除痰液發生嚴重低血氧，而有呼吸窘迫現象應？(1)插入氣管內管  
；(2)使用非侵入性呼吸器；(3)使用葉克膜；(4)給予高流量氧氣治療。

8. 護理師在急診篩檢站、感染症病房、加護病房、採集血液、痰液及處理疑似COVID-19死
亡病人遺體時宜採取？(1)一級防護；(2)二級防護；(3)三級防護；(4)只要戴口罩和手套
即可。

9. 當發現病人有下列哪些症狀時，應通報衛生主管機關採檢送驗(A)有急性呼吸道症狀(B)
有相關暴露史(C)符合COVID-19通報條件，答案：(1)(A)+(B) ；(2)(A)+(C)；(3)(B)+(C)；
(4)(A)+(B)+(C)。

10.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2020年2月起在媒體宣導，呼籲全國民眾預防感染
COVID-19，最重要事項為(A)戴口罩(B)勤洗手(C)保持社交距離(D)注射疫苗。答案：
(1)(A)+(B)；(2)(A)+(C)；(3)(A)+(B)+(C)；(4)(A)+(B)+(C)+(D)。

通訊
考題

實證護理必備工具書
定價：450元（全新第四版）

特價95折、10本團購價8折

優惠期限：2020-12-31

ISBN：978-986-522-160-7

●新增第9單元「實證護理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

特別邀請成大醫院實證團隊，將其推動多年的「實證護理

與臨床能力進階制度結合」的經驗，與大家分享，讓讀者

能快速學習N1〜N4的學術報告撰寫。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四版二刷

《熱賣書 強強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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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律師

護理人員之「立即聯絡醫師」與

「緊急救護處理」義務
通訊課程 (2)

【專業課程】

18

　　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之業務如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
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依醫師指示執行醫療輔助行為。又護理人員法

第26條規定「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遇有病人危急，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得先行給
予緊急救護處理」，護理人員於執業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巡視病人之情狀，

一旦發現病人有異狀，應立即聯絡醫師，尋求醫師之救援，以排除病人之危險狀況（黃，

2014）。護理人員執行業務，遇病人出現危急情形，第一線義務乃「立即聯絡醫師」，惟醫
師尚未抵達現場處理病人之危急狀況前，為避免病人之病況惡化，護理人員於必要時得採取

緊急救護處理，而「緊急救護處理」乃護理人員遇危急病人時之第二線義務。護理人員對病

人所採取之緊急救護處理，若涉及醫師應親自執行之高危險醫療行為或核心醫療行為（註：

診斷、處方、手術、實施麻醉、病歷記載此等醫療行為，學理上稱之為核心醫療行為），依

醫師法第28條第4款但書之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者，處6個月以上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四、臨時施行急救」，則無由成立密醫罪（王，2013）。然而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僅限
於病人危急時始應立即聯絡醫師，亦即護理人員仍有判斷病人是否危急之必要，並非病人一

有病症之反應即賦予護理人員立即聯絡醫師之義務（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醫字第14號民事
判決）。

　　護理人員若遇病人危急，應依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立即聯絡醫師或於必要時給予緊急
救護處理，若違反此等義務，依護理人員法第33條規定，當地衛生局可對其處以新臺幣6千元
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護理人員若未改善，將面臨1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
業處分。然而護理人員違反立即聯絡醫師或於必要時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而導致病人死

亡，除面臨罰鍰或停業之行政責任外，亦可能同時具有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前者之責任為

成立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後者之責任則為成立民事之損害賠償責任。
　　本文擬介紹一則「產婦因產後大量出血而死亡，其夫與子女除主張醫師誤判產婦之出血

點而未能為產婦即時止血外，亦主張專科護理師與護理師疏於立即聯絡醫師，導致救治時間

遭延遲而死亡，遂向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與其任職之醫院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

案例，此外，其夫與子女更主張專科護理師於醫師尚未抵達現場時，對產婦施予醫療行為，

則有違醫療法令（註：家屬雖未言明為何者醫療法令，惟其所指應為醫師法第28條所規定之
密醫罪），惟專科護理師所為者乃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之緊急救護處理，此案例既涉及護
理人員遇危急病人之第一線義務，即「立即聯絡醫師」，亦涉及第二線義務，即「於必要時

給予緊急救護處理」，茲針對此案例之案例事實與法院判決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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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介紹－臺灣宜蘭地方法院89年重訴字第44號民事判決

（一）案例事實

　　A於87年5月16日上午11時至X醫院生產，由主治醫師甲、專科護理師乙及輪值護理師
丙、丁，共同為A實施接生醫療及產後護理業務，同日17時52分產下一名男嬰B。甲於18時5
至10分，為產婦A縫合會陰，確定其狀況正常，並指示乙等人觀察產婦狀況後離開。丙、丁二
人乃將A推至待產室，進行產婦衛教及檢查A產後子宮收縮狀況。迨同日18時20分，丙對A完
成檢查，確定產婦子宮收縮及惡露狀況正常，15分鐘後，丙再為A檢查子宮收縮情形，均屬
正常。18時44分，A之女兒向丙反應A有不舒服情形，經丙檢查後，發現A出血量較多，旋即
將A推回產房，並通知甲及乙。乙於經通知後5至10分鐘內來到現場，A有產後出血不止之情
形，惟甲仍未抵達，乙乃使用 Bosmin10c.c.紗布壓迫（packing）產道止血。甲隨後亦抵達現
場，嗣於18時55分，甲與乙共同為A檢查，並設立「IV」線、備血及輸血等處理。A經此治療
後，已無再出血及子宮收縮異常現象，甲乃囑咐護理師持續輸血治療及觀察。20時，丙發現A
之意識雖清楚，但其血壓不穩、宮縮硬、惡露量多，乃於20時10分再通知甲到場。甲於20時
15分到場檢查後，先重複前次程序，但因A出血狀況未見改善，而於20時30分告知A之家屬，
將對A施行子宮擴刮術。嗣因A之惡露量仍多，且流血不止，再於20時45分決定為其行全子宮
切除術。A切除子宮後，仍繼續出血，甲爰緊急聯絡同院外科醫師戊會診。經戊檢查後，發現
開刀處有多處滲出血液，初時無法判定出血點，其後由A傷口處往上延引，發現肝臟左葉有裂
傷且出血甚多，經縫合二、三針後，其出血已較少，但仍有其他部位在滲血，經處理後，將

A交由甲處理，再經觀察一個多小時，發現A已呈擴散性血管內凝血機能異常，A經急救後因
「敗血性休克」、「多發性器官衰竭」、「瀰漫性凝血機能不全」，延至87年5月25日上午7
時43分不治死亡。
1.原告主張
 原告即A之夫與子女主張A生產後甲因多次返回其位於他處之自營診所看診，任A出血許久
未經發覺，復於助產過程中因業務上之疏失，導致A受有肝臟破裂（1×5公分）及壓擠傷
之出血不止情形後，未能即時發覺迅予治療。原告亦主張乙、丙、丁對A之死亡有共同過
失，係指此三人係當場為A接生時之護理人員，其等未隨時為A測量血壓注意A之狀況，亦
未即時通知甲回院及通知值班醫師為A急救，乙在急救過程中以「使用Bosmin10c.c.革紗
packing」為A止血，亦有違醫療法之規定。甲及乙、丙、丁共同過失醫療行為，致生A死亡
之結果，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又甲等醫
護人員均受僱於X醫院，故X醫院亦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2. 被告主張
 甲本其婦科專業知識，對A產後出血施以適當處理後，發現A仍出血不止，即邀外科、腎臟
科等醫師會診，並對A之肝臟破裂處加以縫合，符合醫師診治病患之處理原則，而無疏失
之處，更無延宕可言。甲、乙、丙、丁就整個生產過程及產後出血意外處理過程，亦未發

現有疏失之處。

二、法院判決

1. 醫師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92年7月17日台婦醫字92140號函所附之鑑定報告略以：「87年5月16日

18:15發現病人有大量惡露，血壓降至68/50mmHg，血紅素降至 3.0g/dl，此時檢查子宮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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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但醫師卻未進一步探查產道，包括子宮下段、子宮頸、陰道是否有其他裂傷引起

出血，甚至進一步檢查其他可能出血原因。病歷僅記載表示由護理人員使用 Bosmin10c.
c.紗布壓迫（packing）產道止血失敗。」對出血點之判斷及決定止血之方式，乃為甲之
職責。依此鑑定結果，已指明甲於A血紅素下降至3.0g/dl，有大出血之情形時，此時檢查
子宮收縮良好，但卻未進一步探查產道，甚至進一步檢查其他可能出血原因，顯見甲之

醫療行為確有過失，且因其過失致無法適時尋得A正確之出血點並予止血，導致A產後出
血過多死亡，甲應負賠償之責，X醫院亦應依民法第188條之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2. 專科護理師與護理師
(1)立即通知醫師之義務      
 乙為專科護理師，丙、丁則為護理師，既本其專業對生產後之A進行衛教、量血壓及
觀察之工作，並於發現A有出血不正常之現象時立即通知甲回院，之後並遵照甲之指
示對A為適當處置。原告主張乙、丙、丁未隨時注意A產後狀況，尚不足採。A產前本
即由甲為定期產檢，甲並於A生產時為A接生，對A之身體情狀應知之甚詳，則於甲能
經通知迅速返回處理之情形下，乙、丙、丁未再通知值班醫師處理，已屬適當，難謂

有何遲誤之情形，原告主張乙、丙、丁應對A之死亡，負損害賠償責任，尚不足採。
(2)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
 原告指稱乙使用紗布為A止血，違反醫療行為一節，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以90年8月9
日衛署醫字第0900055019０號函覆本院以：「查『檢查產婦並使用Bosmin10c.c.革紗
packing』（即原告所指乙所為以紗布止血之行為），係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之業
務範圍，應由醫師為之或由護產人員依醫囑為之，又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護理人
員執行業務時，遇有病人危急，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得先行給予緊急救護處

理。」乙於遇A產後出血不止，於通知甲後，而甲未到前，所為之「使用Bosmin10c.
c.革紗packing」處置，應屬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所稱之緊急救護處理，並無何違反
醫療法令之可言。

三、結論

     病人出現危急狀況，所需要之處置，乃醫療處置，若醫師未於現場，護理人員則應立即
聯絡醫師，使其趕赴現場，對病人施予及時有效之醫療處置。然危急病人生命之搶救，分

秒必爭，若醫師尚未抵達現場，護理人員於必要時應對之施予緊急護理處理，以把握搶救

病人生命之黃金時間，從而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規範護理人員於病人危急時之立即聯絡
醫師與於必要時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不無道理，希冀護理人員執業時能善盡此等義

務，以保障病人之權益。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既賦於護理人員於必要時給予病人緊急救
護處理之義務，護理人員為緊急救護病人而執行醫師應親自執行之高危險性醫療行為或核

心醫療行為，則難對之以密醫罪相繩，此觀醫師法第28條第4款但書自明。

參考文獻

 1. 王紀軒（2013），無照行醫在社會變遷中的轉變與探討，輔仁法學，45，133-186。
 2. 黃惠滿（2014），兒科護理人員業務過失有責性之個案研究，護理雜誌，61（2），

63-73。
 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4年醫字第14號民事判決。



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依醫師指示執行醫療輔助行為，為護理人
員之業務範圍。

2. 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遇有病人危急，應
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得先行給予緊

急救護處理。

3. 護理人員對病人所採取之緊急救護處理，
若涉及醫師應親自執行之高危險醫療行為

或核心醫療行為，則成立密醫罪。

4. 護理人員遇病人危急時，應立即聯絡醫
師，亦即護理人員仍有判斷病人是否危急

之必要，並非病人一有病症之反應即賦予

護理人員立即聯絡醫師之義務。

5. 護理人員遇病人危急，違反立即聯絡醫師
或於必要時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當

地衛生局輕則可對其處以罰鍰，重則可對

其處以停業處分。

6. 護理人員遇病人危急時，違反立即聯絡醫
師或於必要時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而

導致病人死亡，亦可能成立刑法第276條
之過失致死罪。

7. 護理人員遇病人危急時，違反立即聯絡醫
師或於必要時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之義務而

導致病人死亡，亦可能成立民事之損害賠

償責任。

8. 於本案，法院認為乙、丙、丁違反立即聯
絡醫師之義務而有過失。

9. 於本案，法院認為乙於遇A產後出血不
止，於通知甲後，而甲未到前，所為之

「使用Bosmin10c.c.革紗packing」處置，
屬護理人員法第26條規定所稱之緊急救護
處理。

10.本案甲、乙、丙、丁與其任職之X醫院皆
須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月

月底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
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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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邱毓瑩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 

--我們擁抱著過去，支持看得見的現在
--我們擁有的現在，勝過看不見的未來

夏 夏蟬穿越老舊的窗櫺，停泊但生命力旺盛的對我說：「即使只有一天能

活，我也要把歌唱得淋漓盡致。因為那是我能力所及，最有把握的事

了！」可是我一點共鳴也沒有呢。

　　我今年二十八歲，剛獲得升任主編的機會，和交往六年的男友訂了婚。作息不

算規律，飲食還算正常，但我經常噁心，尤其在這一年。

　　我以為是壓力太大導致食慾變差，我以為是工作太忙所以體重減輕，直到噁心

感蔓延成為嘔吐，直到酸水化身血液，我才發現，原來一切的以為代表著大事不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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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末期，腹膜轉移，外科治療已經不適合。原來事業與愛情兼得意的同時，

我要用生命償還。

　　我想我完全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診斷，嘗試所有的可能偏方，運動，食療。可是

肚子像是裝了皮球漸漸變成一顆籃球，彈性越來越少，渲染了我的心情，一同失去

起伏。

　　於是我留職停薪，意味著失去我努力經營得到的工作成就。於是我解除婚約，

意味著放棄我渴望共組家庭的美麗想像。我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只好結束周

圍的交集，那是一個巨大的空洞感，陷下去卻不想出來，即使我一直都如此怕黑。

原來我宛如塵埃，對比無窮的癌細胞，只能沈默，輕輕躺在棉絮中間，伸手可觸

的，都是絕望。終於，我走到了吸不到氣的日子，交替著嗎啡帶來的平靜，我覺得

好害怕，然後矛盾到連唯一能掌握的呼吸都交給了機器和管路。眼睛睜開的時候，

我在哭。充斥著雜質的淚水嘩啦嘩啦，濕透了護理師的臂膀。除了抽咽，我不再能

發聲，我也不再記得，文字怎麼寫。

秋 身為一個父親，卻撐不起這個家，也見不到再幾個月就要臨盆的寶寶，我很

訝異我沒有沮喪，大概是因為不再有力氣承擔這份情緒。我每天為了拯救

像犀牛一樣的雙足。即使飽脹到不行，仍然孜孜不倦地吃光了每天一瓶靈芝液，一

杯現打的果汁，兩份水煮無味的魚肉和雞肉，可是身體的蛋白質還是一直在流失。

拖著日益腫脹的雙腳，我寸步難行。不經意從反射的鏡子裡看見一張臉，那凹陷的

雙頰，黃澄澄的鞏膜，眼球像是要落了出來，寶寶看到了應該也會嚇到吧。我想我

還是和護理師一起唸故事書給寶寶聽，我的聲線還算溫柔，還有一點傳達愛的能力

吧。「爸爸，你愛我嗎?」小兔子這樣問，「爸爸當然愛你啊」兔子爸爸這樣說。

秋風颯颯，落葉蕭蕭，陰陰的天幕，撫摸著我的口鼻，想盡辦法，讓血跡斑斑美麗

如詩。我在大出血，止不住的那種溫熱和腥味，倏地讓我成為了兔子的爸爸。我順

著走進童話故事，耳朵繚繞孕妻呢喃：「心無罣礙，無罣礙顧，無有恐怖…」，我

張開嘴巴，發現自己依然擁有一副完美的聲線，我雀躍地哼哼唱唱，「爸爸當然愛

你啊」。

　　穿梭在醫院的長廊，斑駁的油漆牆面，起伏會翹起的地板，治療車鏗鏘走過比

鄰的房間，房裡很特別，隔著簾子望見的都是能夠參加影展的膠卷。癌症末期絕

對比我們想像的可怕，像是潘朵拉的盒子，有無止盡的挫折，好險，身為腫瘤護理

師，我們都很專業，我們不鼓勵病人或家屬太勇敢，因為悲傷是水，需要足夠的流

轉，我們鼓勵的，是和病人，和病人家屬一起，珍惜彼此良善的互動，嘗試道謝、

道愛、道別和道歉，但做不到從來都沒有關係，畢竟我們擁有現在，讓護理陪伴著

生命，讓生命陪伴著失落，找到自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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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重來，我的選擇?
蔡瑩潔 國泰綜合醫院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護理師 

　　你有沒有曾經問過自己，如果不走護理，還能做什麼?關於這件事，我思考

了很久，也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像許多人一樣懷疑著自己是否從事著不適合

自己的工作，事情很單純，但這困擾卻是深沉地令人害怕。「堅守崗位是我的責

任，況且，不做這個，我還能做什麼?」。也許這句話早已在生活中根深蒂固，正

因為如此，我也從來沒有更深一層的思考過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毫

無殺傷力之下，卻有著強烈攻擊性，因為它正一點一滴的撞擊我的意志力。

　　每當護師節的來臨，護士荒及血汗醫院就成為新聞報導的熱門話題，在護理

業務繁重的體制下，是什麼莫名的堅持讓我們至今沒有成為護理界的逃兵?難道只

是必須為五斗米折腰這麼簡單的理由？有人說，護理的舞台已越來越小，被抱怨

申訴也比其他醫療相關人員多得多。我們經常用家屬、病人、民眾的回饋定義存

在，而忘了該被正視對待，並且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重要。但我堅信其實我們一直

擁有一股力量，現在有，過去也有，都只是被忽略了。當醫院成了戰場，不管是

在醫療團隊成員的合作下搶救即將瀕臨死亡的病人，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又或

者幫助病人成功脫離呼吸器、降低感染率，盡力提升醫療照護品質，當成果來臨

時，那澎湃的心情都是無法以言語形容，是一種滿滿的成就感，也許這就是讓人

想要堅持下去的理由吧！

　　近年來，醫院也開始陸續承接海外緊急醫療救援，協助保戶返台就醫等相關

業務，而一直以來對於我來說始終認為醫院是最腳踏實地又穩定的工作場所，沒

想到我的專業竟能跨越地理上的國界線、心理上的高度線，站在三萬英尺的高空

中執行醫療與護理照護，看著病人與家屬對著出勤的醫護團隊感到安心與信任的

神情，專業，不僅讓我更加懂得珍惜自己，也證明了自己另一種價值。想起蘋果

公司創辦人賈伯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每天早上問問自己：『如果今天是你生

命的最後一天，你現在所做的事，還會是你想做的事嗎？』」，我的答案:「是

的，我熱愛護理工作。或許我沒辦法在這個世界上做什麼偉大的事情，但是我相

信即使陪伴病人踏上回家的道路這件微小的事情，在別人心中也能夠變成一件偉

大的事。」也許從來沒有人承諾我們學以致用，或者以興趣維生就一定能發光發

熱。我們堅持地依憑夢想為生，不過是情願用很多很多的辛苦，換取一時的、卻

很值得的快樂。因此，如果能將護理工作賦予不同的意義、不同的想法、不同的

方式，它將有著全新的價值、以全新的姿態出現，也終能真正體會在永不失落的

熱情背後，原來我們的工作多麼得令人感動，這也是一直支持我繼續走下去的動

力。再次問問自己，如果可以重來，我的選擇是否依然不變，我的回答：『是

的，我不後悔當初選擇護理這條路，我是護理師，我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