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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目 錄

　　為感念醫護人員在過去一年來不辭辛勞對抗疫情，守

護全體台灣人民安全，總統府特別邀請本會與醫師、中醫

師、牙醫師及藥師五大公會全聯會組成「中華民國醫事團

體元旦升旗典禮委員會」，共同規劃辦理111年元旦升旗
典禮。

　　111年總統府元旦升旗典禮以「堅韌台灣 立足世界 
World as One」為主題，活動包含國防部示範樂隊暨三軍
儀隊、北一女中樂儀旗隊、建國中學樂旗隊出場外，五大

公會更邀請百名醫護人員到現場，大合唱抗疫名曲《幸福

台灣子》及耳熟能詳的《明天會更好》，演唱過程搭配疫

情期間醫護藥人員，不眠不休堅守崗位的感人畫面，以及

來自民眾各種加油打氣的溫馨舉動，呈現醫護及全民共同

防疫的努力。

　　活動最後，五大公會邀請60名服務於全台各地優秀
的醫護代表獻唱國歌，同時，五大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們

陪同蔡總統與賴副總統出場，齊唱國歌，將典禮活動帶

到最高潮。

　　五大醫事公會全聯會能受邀主辦元旦升旗典禮，這是

對醫護人員莫大的肯定，也藉由規劃這場活動，將醫護人

員才華洋溢的一面呈現給大眾，更藉此機會謝謝民眾在疫

情期間的配合，讓台灣成為國際防疫資優生，長期站在第

一線抗疫的全國護理同仁，2022年仍會持續為國人健康堅
守崗位，也期待新的一年依然能生活如常，共同為健康幸福的未來繼續努力！

111年總統府元旦升旗典禮

堅韌台灣 立足世界 World as One

大合唱團體

護理界國歌領唱代表與總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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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帶來的學習改變--

護理法律尖兵線上工作坊課後心得

李英芬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護理部副主任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護理法律尖兵工作坊」是護理全聯會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積極推動計畫之一，主要的

目的期望培育護理主管具法律素養之種子師資，及對執業環境相關法律議題之評析與實務諮

詢、宣講及推廣能力，以促進及提升護理人員和專業之法律觀及相關權益。於108年開始，原
定每年舉辦二區二場，每場每區 30 人為原則，課程安排則有課室教學、分組討論與回饋，
108年10月及11月分別在台北新光醫院與台中榮民總醫院各辦理一場工作坊，專題演講分別
有：「從勞動法規談護理工時的安排」及「護理人員的業務範圍與過失責任」，再加上分組

討論有關護理臨床實務法律案例，結合當時發生案件與護理人員關心之勞動權益等主題，進

行更深入的了解，二場共計68位護理主管參與，課後滿意度分別為4.83與4.97(滿分為5分)，法
律基本概念後測亦有所進步，整體課程獲得許多正面的回饋。原定109年再繼續辦理，以便讓
第一年報名，但因名額限制無法參與者能有機會再聚一堂，討論護理執業相關法規議題，只

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干擾，礙於工作坊進行過程中學員及輔導員較難以維持社交距離，工作

坊只能先暫停。

　　然而，110年國內COVID-19的疫情並沒有緩解，更在5月爆發社區感染，防疫等級升至全
國三級，如大家所知，基於 COVID-19 病毒的高傳染性，保持社交距離、做好個人防護成為
日常生活中必須執行的注意事項，許多的集會、教育課程、經濟活動等人與人密切接觸的活

動不是中止就是改變型式，取而代之的是各類線上活動、視訊、遠距醫療等科技的介入。在

疫情之前，網路線上課程就已逐漸被運用，可用預錄、或有單向講授，或有可視訊進行意見

交流等不同方式，然而有些需要互動式教學、分組討論、技術演練等教學活動，還是多以實

體方式進行之，但在COVID-19疫情的肆虐下，許多資訊公司推出不同的視訊會議模式提供不
同的功能，讓使用者可藉由資訊科技導入在不同領域、進行不同的活動，不管是線上購物、

閱讀、觀賞、醫療，抑或是辦理各種形式之會議等等，於是，在110年8月的護政醫療法制委
員會委員會議中，針對已延宕一年未辦理之「護理法律尖兵工作坊」提出是否可嚐試使用可

分組之視訊方式進行之？在會議中獲得通過，於是有了這次「護理法律尖兵工作坊-護理主管
法律種子師資訓練(線上課程)」的舉辦。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需要執業登記之應變措施
　　為維護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工作持續運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2日肺
中指字第1103800298號函，有關各級政府機關招募未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辦理防治工作，涉
及執行各醫事人員法定業務規範時，其執業登記之應變措施，自即日起延長至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日止，相關訊息請逕至本會網站www.nurse.org.tw查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本 會 訊 息

【文／潘碧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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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過程中，工作小組夥伴慈惠、秀悅、麗珍和我在張主委及慧洳副主委的指導下，透

過l ine群組討論專題演講題目、分組討論議題及講師邀請，為符合本工作坊目的之一為對執
業環境中對相關法律議題之評析與諮詢，也將近2年來護理師們在COVID-19疫情期間所遇到
的執業問題反應到全聯會的會員專區，讓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第一線護理師們在勞資問題或法

規解釋上遇到的各種問題，除先綜整會員提問之內容，再經由小組夥伴之資料收集與腦力激

盪，經多次的討論後，完成此次線上工作坊之內容規劃，包括有「從勞動法規談COVID-19
期間護理人員勞動權益」專講，邀請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邱羽凡副教授擔任講

師，另三個分組討論議題有：(1)疫情期間，護理人員拒絕調動至專責病房怎麼辦？(2)疫情期
間，護理人員減班、排班、給假該如何處理，才能符合法規？(3) 為顧及疫情發展與影響護理
人員基本工作環境安全之間，雇主責任與員工權益要如何兼顧？則由本小組的秀悅、麗珍和

我分別擔任分組討論之主持人。而籌備工作中，另一個重要的功課就是要熟悉視訊分組的操

作，感謝會務人員香頻組長的協助與測試，讓我們在事前就能有完善的準備，得以在11月5日
順利舉辦。

　　當天，透過網路，來自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共22位
的護理主管相聚在網路世界中，聆聽邱羽凡副教授精彩生動的演講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視訊聽

課模式，透過邱副教授說明防疫隔離假、防疫照顧假、因工作確診等相關法令規則；而後請

事前已分成三組的學員分別改進入不同的視訊場進行分組討論，儘管在每個分組中，彼此只

能透過音訊和視訊畫面進行交流，但討論過程仍如現場一般，與會的夥伴可輪流開起麥克風

進行發言，分享自己的經驗與對討論主題的看法，分場主持人也可主動邀請較少發言的夥伴

表達想法，儘管大家都不甚熟悉對著鏡頭說話，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分享也讓討論時間很快

就結束。線上工作坊最後一部份就是所有與會夥伴再次回到主視訊會場，由各組推派一位代

表做摘要報告及建議，綜合各組報告，可見到在這次疫情期間，普遍都是護理師主動表達願

意到專責病房照顧病人，而院方對於在專責病房照顧的醫護團隊也會提供足夠的保護措施和後

續照護作為，如：特別安排照顧確診病人之住宿、返回原單位前之休假等，讓護理師獲得照

顧；當時受到疫情影響，醫院因為病人數減少、佔床率低，也遇到護理人員若不願意休假時之

處理問題，而邱副教授與慧洳副主委也予一一回應之。短短3小時的工作坊，就在大家熱烈回
應中圓滿結束，整體工作坊之滿意度達4.64(滿分為5分)。 
　　事後小組夥伴也針對本次活動進行檢討，專講、討論議題都能符合參與者的期待，但辦

理方式是最為不同之處，此次活動是很多參與者第一次參加線上課程不能只有「聽」，是被

要求要發言、要能讓在網路上的大家看得到，過程中有發生連線斷斷續續、有麥克風不清楚

等現象，多少造成討論之流暢性，所幸主持人提醒也可使用留言功能加以補強，這些狀況也

讓大家讓小組成員見識到線上工作坊與實體場之差異，辦理工作坊的目的是要深度討論與分

享，實體場能更便利面對面溝通，一定優於線上模式，但若能克服造成線上模式最大障礙之

網路連線問題，進行之流暢性也會改善。

　　COVID-19疫情帶來的改變是什麼？COVID-19不但衝擊著人們的生活、醫療的型態，更
衝擊著醫病溝通，學者提到COVID-19大流行提供醫療轉變的機會，後COVID-19時代將建立
全新的醫療溝通與照護模式，遠距醫療、智能化設備、e-Health穿戴設備等都將持續發展。對
護理專業而言，我們也要知道後疫情時代的改變，除新醫療科技能導入於病人照護實務，在

專業成長的部份也可多加運用遠距方式，有了此次不同於實體場之辦理經驗，即使未來再有

任何疫情變化，我們也能有更多不同的因應。再次感謝護政醫療法制委員會張瀞文主委及邱

慧洳副主委的指導，法律尖兵工作小組慈惠、秀悅、麗珍的合作，以及香頻的協助。



　　｢身為一個男性，為何會選擇女性較多的護理專業就讀呢？這應該是每位男性護理師及護

生並不陌生的問題，也因護理環境一直以來呈現陰盛陽衰的情形，加上社會對於護理的刻板

印象，更是凸顯出性別差異下而產生的問題;感謝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體恤男
性護理夥伴的需求，透過舉辦男性護理人員工作座談會，集結了各縣市的男性護理師分享臨

床工作時所遇到的問題及建議，期望藉此發展協助方案。

　　這次有幸能邀請到台灣第一位男性護理教授楊政議教授於座談會中做專題分享，主題為

男性護理師職涯發展之優勢、機會、限制與挑戰，由男性開始加入護理專業的歷史沿革作為

序幕，再者使用國內外的數據分析顯示出雖然男性執業人數在護理專業中有逐漸上升的趨

勢，但在性別比例上仍呈現嚴重失衡的情形，楊教授及多數學長也提出其實在任何職場上性

別比例的失衡多少都會產生兩性的衝突，會中許多學長前輩也分享到，其實因於團體中屬

於”稀有動物”所以很常會被獨立出來審視，很多時候需要更小心的行事，甚至曾經懷疑自

己到底只是因為性別而被看見還是真的是能力有得到認可，也害怕因此在團隊中被眼紅或誤

會，但學長們也分享自己的經驗表示其實在懷疑並尋找答案的多年後，發現只要把自己的責

任妥善的完成，並磨練砥礪自己的專業，把護理當成志業來經營，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自

然不需要擔心自身的價值會因性別差異而被模糊；楊教授的專題分享用自己的歷程帶給我們

這些後輩許多發想及鼓勵，我們現在遇到的困境都已經有許多學長經歷過，曾經因缺乏role 
model而讓男性於護理專業中的迷思，到了現今台灣自有男性護理師於醫院執業至今約歷時30
餘年，有這些學長們的耕耘及經驗，讓後輩們能在臨床上或其他護理專業中更得心應手，也

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這個團體。

　　於座談會中也感謝高靖秋理事長及張瀞文常務理事等全聯會的委員，能看到護理環境中

的需求，並舉辦這樣的座談會給各縣市的男性護理師能有機會做交流，期望透過全聯會這樣

完善的組織去建構一個永續的平台，提供護理相關資訊與成員間的經驗分享，讓已加入或對

護理仍有疑惑的莘莘學子們有一個尋求解答的地方，提升兩性護理工作環境的品質。

　　這次參加座談會帶給筆者很大的感動，看到護理工作上已經有很多領頭的學長們不管執

業多久都還是保持對護理專業的堅持及自我能力的提升，並對於後輩的提攜更是不遺餘力，

也有和自己一樣在基層的護理夥伴們仍努力精進中，讓筆者感到不孤單，也期望自己能秉著

前輩們的精神繼續於護理專業及維護病人的安全中努力著，也期望有更多南丁格爾及”男丁

格爾”一同加入這溫暖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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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護理人員座談會參與心得分享
李嘉偉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護理師

藍俊傑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護理師

　　很榮幸能參與本次男性護理師座談會，聽見每位資深學長們分享的護理生涯，

突然覺得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關於男性護理師有蠻多問題可以探討的，這次的座談會有

聽見男性助產士，我覺得很特別，但在臨床上被孕婦拒絕的次數或許比男性護理師來得多，

也是一條很艱辛的路程。

　　我認為對於優劣勢這塊，比較因人而異，確實無論臨床或是在學校，男生在多數女性面

前略為珍貴些，但相對一定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學姐，好比說因為我是男性在臨床上遇到困難



或者是工作不順時，學姐會給予更多的幫助及正面的建議，會有一些差別待遇，有些性別刻

板印象的學姐就會認為男生應當比女生分擔更多的工作，總之對於優劣勢，沒有一定的標準

答案。

　　而幫助同事搬點滴、搬運病人或是修理3C及家電產品，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好，反而覺得
蠻有成就的，剛好我在加護病房，大家本來就該團結把事情完成。

　　分享中還有提到關於放置導尿管的部分，每家醫院放置人員好像都不太一樣，就我的觀

點我認為由同性別放置較妥當，主要是因為比較了解生理上的構造。

　　近年來男性選擇讀護理科系的趨勢有漸漸成長，男性在職場上確實好像能讓做到一個平

衡，就好像家裡都生女生，突然生了一個男生一樣，會受到大家關注與討論，藉由這次座談

會認識許多資深學長，也知道原來有一群熱血的男護理師們在護理界漸漸崛起。

 

第1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蕭淑代
常務理事：明金蓮、吳孟嬪、尹玓、林淑娟、李作英、胡文郁

理　　事：沈青青、林麗華、王采芷、林綉珠、徐紫娟、洪毓玲、曾紀瑩、許麗珠、

　　　　　林佳慧、蔡銀、鈕淑芬、朱怡蓁、劉錦蓉、林玲雅、楊惠晶、洪世欣

常務監事：張澤芸 監事：劉翠瑤、趙慧玲、劉淑芬、黃嗣棻、傅玲、高啟雯

☉ 敬請會員繳納111年度常年會費壹仟元，以利會務推展，完成繳納後，請於一星期後至本會
登入網站確認繳費紀錄，以維護自身權益。

【會費專戶】郵政劃撥帳號05160805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查詢繳費紀錄】公會網站首頁→會員登入→會員專區→繳費紀錄。

各縣市公會訊息

蕭淑代理事 當選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王維芳委員 當選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李芳珊主任 連任新竹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周汎澔理事 連任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 3月12日假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研究大樓綜合會議廳，辦理「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五十周年慶祝大會」。

☉ 4月9日辧理「宜蘭酒廠+九寮溪生態園區一日遊」。
☉ 4月26日辦理「111年新冠疫情研習會」(視訊課程+實體課程)。
☉ 4月30日假綠光花園婚宴會館，辦理「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
以上活動內容已公告公會網站，歡迎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文／潘碧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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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李芳珊
常務理事：陳慶怡、羅月英、黃美鑾、許鈺萩

理　　事：鄭竹珮、李芷萍、周宜靜、黃欣萍、黃百后、陳意超、翟麗紅、沈永芳、

　　　　　簡智慧、張淑敏

常務監事：張慧蘭 監事：周佩君、鄧夢蘭、鄭如芬、鄭如玉

 

第32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王維芳
常務理事：張嘉蘋、楊惠琳、陳聰馨、謝秀梅

理　　事：高尤娜、吳淑芳、張鳳儀、王麗薇、徐華吟、王琇霈、王玉霞、藺寶珍、

　　　　　蘇睿寧、黃維珍

常務監事：呂旻芬 監事:郭雪敏、陳麗芳、阮惠貞、林美智

 

第16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周汎澔
常務理事：王棋、李育珮、廖玉美、胡潔瑩

理　　事：孫麗珍、簡淑媛、楊佩瑄、武香君、曾惠珍、周學智、陳怡蒨、李碧月、

　　　　　陳柑伴、陳亞玲

常務監事：陳麗琴 監事：江秀珠、陳碧嬌、伍麗珠、邱丹霙

定價：450元（第五版）

特價：95折！428元／本

ISBN：978-626-317-200-5

實證護理必備工具書

非常感謝各位讀者的熱烈迴響，新版出刊歡迎
舊雨新知繼續支持！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五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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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姿慧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護理長

通訊課程 (1)

【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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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無力症

♥

♥

♥

♥

一、前言

　　肌無力症（myasthenia gravis, MG）為一種慢性自體免疫疾病，侵襲神經肌肉接合處導致
肌肉無力，無法治癒且需長期使用藥物治療。肌無力症符合我國重大傷病條件，截至2021年
底已近6,000人領證（衛生福利部，2021），推估台灣發生率為每十萬分之2.2人，盛行率為
每十萬分之23.2人。肌無力症病人死亡率已從75%下降至4.5%，平均存活率為34.3±2年，已不
再被視為無法治療之重症，如何與慢性疾病長期共存，是非常重要的議題（Basta et al., 2018; 
Hendricks et al., 2019）。

二、疾病導因

        為自體免疫系統疾病，自體抗體與乙醯膽鹼接受器結合，導致神經突觸末梢分泌之乙醯
膽鹼（acetylcholine, Ach）無法與肌肉上的乙醯膽鹼接受器（acetylcholine receptor, AchR）結
合，並加速乙醯膽鹼被分解，導致神經與肌肉傳導障礙。最常見之抗體為乙醯膽鹼接受器抗

體（Anti-Acetylcholine receptor antibody, AchRAb）佔54.2%、肌肉特異性酪氨酸激酶（muscle-
specific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MuSK）佔7.8%、脂蛋白相關蛋白抗體（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4, LRP4）為1.3%（Bird, 2021a）。

三、疾病分類

        依疾病嚴重程度分四級：（一）I級：僅眼肌無力，預後良好；（二）IIa級：輕度全身無
力，對藥物治療反應佳，且預後良好；IIb級：中度全身無力，有吞嚥、說話及咀嚼障礙，活
動容易受限制；（三）III級：中度全身型無力，急性發作進展快，發病約幾週至數個月即影
響到咽喉及呼吸肌無力，對藥物治療反應差且預後不佳；（四）IV級：晚期重度肌無力，症
狀緩慢進展，發病二年內影響呼吸肌，需要人工呼吸器，只能臥床（Osserman et al., 1958）。
肌無力症依症狀可分為三種類型：眼肌型、延髓型和全身型；眼肌型佔46.4%、延髓型佔8.9%
及全身型佔21.4%。眼肌型影響眼外、上瞼提肌和眼輪匝肌，引起上眼瞼下垂和複視；延髓
型將影響咀嚼肌肉並引起吞嚥困難；全身型通常從眼部症狀開始，90%於發病3年內影響近
端肢體肌肉，而若有頸部無力、咀嚼、吞嚥困難之症狀，表示有肌無力危象之風險（Bird, 
2021b）。

四、疾病症狀

        依影響不同肌肉部位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無力，常見症狀為眼瞼下垂、複視、口齒不清、
聲音沙啞、說話及吞嚥困難、頸部及四肢無力，症狀隨著肌肉的使用而加重，有時間波動變

化，休息或睡眠後可改善（Bird, 2021b）。骨骼肌無力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活動功能障
礙，肩膀外展肌肉、髖屈肌及頸部肌肉為最受影響之肌肉群，造成手臂舉起、腳部伸展、扶

椅子站立、步行及抬頭等動作受限。

        部份病人自體免疫反應較強，或因為呼吸道感染、不當藥物使用、手術及生產、緊張及
焦慮情緒及過度勞累而導致病情加重，頸部無力、咀嚼、吞嚥困難，並影響到頸部無力及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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膈膜，產生呼吸肌肉無力，導致生命威脅，稱之為肌無力危象（myasthenic crisis），罹病2
年內的病人較容易有症狀惡化，約有15-20%肌無力病人曾發生肌無力危象（Bird & Levine, 
2020）。為了預防症狀惡化，教導肌無力病人遵從用藥，以及盡早辦識惡化的徵象，並且盡
早就醫非常重要。

五、疾病診斷

        臨床檢查包括：（一）抽血檢驗血清中的AchR抗體，約85%肌無力症病人抽血皆可
測得此抗體，若AchR抗體呈陰性，則將進一步檢驗MuSK及LRP4抗體；（二）Tensi lon
（Edrophonium） t e s t：注射藥物後，觀察眼瞼下垂是否有改善；（三） 連續性電刺激
（repetitive motor nerve stimulation testing, RST），以固定電量對無力的肌肉進行刺激，可
發現病人在肌肉誘發電位有衰退情形；（四）單纖維肌電圖（Single fiber electromyography, 
SFEMG）：利用細小的電極針，記錄臉部或眼部神經肌肉交接處的傳導；（五）胸部電腦斷
層：75％肌無力病人胸腺異常，包含胸腺瘤或胸腺增生（ Bird, 2021a）。

 六、疾病治療

肌無力症治療簡述如下：

(一) Pyridostigmine（Mestinon）：俗稱大力丸，為乙醯膽鹼酶抑制劑，讓乙醯膽鹼刺激接
受器更長時間，有助於肌肉收縮，為第一線治療，藥效約15-30分鐘發揮，可維持3-4小
時，視臨床症狀調整劑量，但Mestinon對MuSK抗體的肌無力症病人無良好效果，常見副
作用包含：腸絞痛、腹瀉、支氣管分泌物增加、噁心感、肌肉痙攣、心跳變慢等等，飯

後立即服藥，可減少腸胃不適，而若病人服用過量，可能造成乙醯膽鹼接受器毒性，將

發生膽鹼危象（cholinergic crisis），導致口水分泌物增多、支氣管收縮、吸入性肺炎以
及難以清除的黏稠分泌物，引起呼吸衰竭（Bird, 2021b）。

(二) 皮質類固醇：常用之類固醇為prednisone，能降低自體免疫作用，減少抗體產生，因類固
醇有全身性副作用，故若達到治療目標類固醇劑量應逐漸調整至最小有效量，而劑量不

宜快速減量，否則會造成復發風險，若症狀惡化需要向上調整劑量，臨床中也常使用靜

脈注射高劑量的類固醇脈衝療法（IV Methylprednisolone  pulse therapy），類固醇常見副
作用為：胃酸增加、腸潰瘍、低血鉀、低血鈣、高血糖、外觀改變，如：體重增加、長

痘子、毛髮增生等，治療的劑量愈高、使用愈久，愈容易出現副作用，長期使用者可以

增加鈣質攝取，必要時服用鈣片及維他命D製劑，避免骨質流失（Saag & Furst, 2020）。
(三) 免疫抑制劑：Azathioprine（Imuran）可抑制細胞增生及T淋巴球免疫作用，必須定期

抽血監測，若骨髓抑制造成白血球減少及肝功能異常，則考慮停藥，而Mycophenolate 
mofetil（Cellcept）及Tacrolimus（Prograf）也是常用來治療MG的免疫抑制劑。

(四) 血漿分離術（plasma pheresis）：為住院緊急移除自體抗體，治療時可以選擇的血管通路
為雙手靜脈血管、人工血管或放置雙腔靜脈導管，每次療程約3-5次，隔天一次，治療時
間約2週，病情僅能暫時性改善，維持數週或數月之後症狀會漸漸再產生，故無法單獨使
用血漿分離術治療，仍需輔助免疫抑制劑來維持療效，合併症包括：低血壓、感染、血

栓及出血（Bird, 2021a）。
(五) 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IVIG）：含有多種抗體，可以中和自

體抗體或抑制巨噬細胞活化，療效約施打後3-5天才會出現，可達2個月的療效，而腎衰



♥

竭病人不宜使用，併發症發生率約1~15％，大多出現發燒、肌肉痠痛、有鮮少的病人發
生白血球減少情形，也可能因血液較黏稠引起血栓之合併症（Bird, 2021a）。

(六) Rituximab：為人鼠嵌合單株免疫球蛋白，與CD20受體結合，使B細胞數量減少，原本
用來治療淋巴瘤或白血病，而後來被證實具有免疫抑制效果，能治療神經系統自體免

疫反應，於2003年第一次用Rituximab成功治療肌無力症，研究亦指出使用Rituximab治
療Musk抗體型肌無力症，有較好的效果，並且能讓類固醇的使用減少（Wylam et al., 
2003）。

(七) 胸腺切除術（thymectomy）：肌無力症病人75%合併有胸腺增生，文獻指出60-80％病人
接受胸腺切除後，能緩解肌無力症狀（Wolfe, 2016）。

七、肌無力症病人護理

　　肌無力症為慢性疾病，影響肌肉收縮，進而影響身體日常活動功能，需提供病人足夠的

疾病認識，包含症狀自我觀察與因應、配合規律用藥治療、注意用藥禁忌、調整日常規律作

息及情緒壓力調適。

(一) 提供足夠的疾病資訊：肌無力症並非常見疾病，因為多元的症狀，部份病人確診前，面
臨曲折的就醫過程，包括：眼科（複視、眼瞼下垂）、耳鼻喉科（聲音沙啞、鼻音及說

話含糊不清）、腸胃科（吞嚥困難、無法進食）及復健科（肢體無力），初診斷時經常

帶著許多疑問，此時提供足夠的疾病及治療資訊，能讓病人學習接受疾病事實，並且能

配合治療。

(二) 提供正確的用藥治療觀念：常見藥物治療為大力丸、類固醇及免疫抑制劑，其中大力丸
使用過量，將導致膽鹼危象而引發呼吸困難，故指導正確使用藥物非常重要，而藥物帶

來的副作用，經常為病人不遵從用藥的原因，尤其長期使用類固醇，導致外觀圓潤，為

女性病人最擔心的部份，此時提供足夠藥物資訊，鼓勵調整飲食及運動，醫師將視症狀

平穩，逐漸減少類固醇用量，同時身材也將會慢慢回復。

(三) 避免症狀變差的因素：肌無力症之症狀波動起伏且多元，需指導病人自我觀察症狀變差
的因素，例如感染、未配合藥物治療、誤用禁忌藥物、手術及生產、緊張焦慮情緒及過

度勞累，可教導病人調整工作、日常生活步調及調適心情壓力，避免身體過度勞累、並

且有充足睡眠及休息，注意自我衛生以預防感染。肌無力症病人需避免使用影響神經

肌肉接合處之藥物包含抗生素（Gentamicin、Neomycin、Ciprofloxacin、Levofloxacin、
Erythromycin及Quinine等）、乙型阻斷劑（Propranolol、Atenolol及Timolol等）、鈣離
子阻斷劑如：Verpamil、心臟用藥（Procainamide、Bretylium及Trimethaphan）、眼科藥
物：Timolol等、降血脂藥物（Atorvastain、Pravastatin及Rosuvastatin等）、免疫檢查點抑
制劑（Pembrolizumab）、神經肌肉阻斷劑（Sccinylcholine、Vecuronium）、肉毒桿菌毒
素、其他藥物（Fludarabine、Cisplatin、Interleukin-2、Magnesium（IV注射）及重金屬拮
抗劑Desferrioxamine、Iodinated radiologic contrast agents）（葉，2020）。

(四) 認識危象及緊急就醫時機：肌無力症有二大危象：肌無力危象經常為藥物治療效果不
佳，導致呼吸肌無力、脖子無力合併呼吸及吞嚥困難；膽鹼危象為乙醯膽鹼酶抑制劑

（大力丸）使用過量，造成肌肉更加無力，並且難以排除口咽分泌物，導致呼吸困難，

若發生上述危象，必需立即返診治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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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足夠的社會支持與保持心情平穩：肌無力症的症狀影響日常生活、工作及社交活動，
造成病人身心壓力，容易引起憂鬱及焦慮（Alanazy, 2019），而情緒變化過大可能導致
疾病復發或症狀惡化，透過調整日常生活步調、適度的運動、接觸大自然、宗教信仰、

轉念思考及社交活動參與，找到自我舒緩壓力的方法，以維持平穩的心情。此外，也可

以鼓勵病人加入病友團體，病友間分享疾病因應經驗，透過彼此傾訴、關懷、鼓勵及陪

伴，能夠學習與疾病共處，並且能透過幫助他人，而達到成就及價值感，也同時達到心

情的平穩，讓肌無力症狀獲得良好的控制（邱、葉、莊，2018；陳等，2016）。

八、結論

        肌無力症雖然為無法治癒的疾病，但病友藉由配合醫師治療處置、調整規律的日常作
息、學習放慢生活步調，並且維持穩定的情緒，症狀通常可緩解，大多數病人可回到正常的

生活，透過醫護團隊及病友的陪伴與支持鼓勵，能夠增加疾病調適及長期共處的能力，達到

優質的肌無力症照護。

九、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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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35-241。https://doi.org/10.6320/FJM.2016.20(3).1

葉建宏（2020）．影響神經肌肉交接處的藥物．肌無力症手冊（34－35頁）．新光醫院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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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https://www.nhi.gov.tw/DL.aspx?sitessn=292&u=Lz AwMS9VcGxvYWQvMjkyL3Jl
bGZpbGUvMC80NzE0LzExMDEx6YeN5aSn5YK355eFLnBkZg%3d%3d&n=MTEwMTH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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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hthalmology, 205 , 99-105. https://doi.org/10.1016/j.ajo.2019.0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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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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題，共10題)：
1. 肌無力症為可完全治癒之疾病。
2. 肌無力症最常見之症狀為複視及眼瞼下垂。
3. 肌無力病人抽血檢驗乙醯膽鹼接受器抗體 (Anti-Acetylcholine receptor antibody, AchRAb)皆呈
陽性。

4. 乙醯膽鹼酶抑制劑（大力丸）使用過多，容易造成腹絞痛、口水分泌物過多並且難以排出，
肌肉更加無力且呼吸困難，也稱為肌無力危象。

5. 類固醇長期使用而引起的月亮臉及水牛肩，是可恢復的副作用。
6. 肌無力症病人要注意是否有胸腺增生或胸腺瘤，故胸部電腦斷層也是肌無力症必要的檢查。
7. 肌無力症病人可以使用Erythromycin及Quinine藥物。
8. 情緒的波動也會影響肌無力症的病情，故維持情緒平穩相當重要。
9. 血漿分離術可作為肌無力症單獨治療，病人可以規則返回醫院接受血漿分離術，不需要加上
其他的藥物治療。

10.肌無力症病人可領取重大傷病證明，就醫時免門診、急診及住院之自行負擔費用，得以減
輕就醫經濟負擔。

通訊
考題

Osserman, K. E., Kornfeld, P., Cohen, E., Genkins, G., Mendelow, H., Goldberg, H., Windsley, H., & 
Kaplan, L. I. (1958). Studies in myasthenia gravis: Review of two hundred eighty-two cases at 
the Mount Sinai Hospital, New York City. AMA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02 (1), 72-81. 
https://doi.org/10.1001/archinte.1958.00260190074008

Saag, K. G., & Furst, D. E. (2020). Major side effects of systemic glucocorticoids. UpToDate. 
Retrieved Aug 10, 2020, from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 Major-side-effects-of-
systemic-glucocorticoids

Wolfe, G. I., Kaminski, H. J., Aban, I. B., Minisman, G., Kuo, H. C., Marx, A., Ströbel, P., 
Mazia, C., Oger, J., Cea, J. G., Heckmann, J. M., Evoli, A., Nix, W., Ciafaloni, E., Antonini, 
G., Witoonpanich, R., King, J. O., Beydoun, S. R., Chalk, C. H., …Cutter, G. R. (2016). 
Randomized trial of thymectomy in myasthenia gravi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5 (6), 511–522. https://doi.org/10.1056/NEJMoa1602489

Wylam, M. E., Anderson, P. M., Kuntz, N. L., & Rodriguez, V. (2003).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myasthenia gravis using rituximab: A pediatric case report.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143 (5), 674-677. https://doi.org/10.1067/S0022-3476(03)00300-7

本會聘請許文彬律師擔任法律顧問

提供會員免費法律電話諮詢服務

諮詢時間：周一至周五9:30-12:00／14:00-17:30
連絡電話：02-2393-9597(去電時請告知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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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離職、失業給付與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法律議題通訊課程 (2)

【法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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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之規定，年滿15歲至65歲之受僱勞工，若符合下列二種情形之
一：（1）具中華民國國籍，或（2）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
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

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參照就保法第5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即受僱勞工）於非自願
離職之情形，得向保險人，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以保障勞工

於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又為鼓勵失業者積極覓職，對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而未領滿失業

給付者，若提早就業，則可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本文擬介紹二則護理人員於非自願離職之情形下申請失業給付與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之案例，
茲就其案例事實與法院判決理由說明如下，而此二則案例之爭點涉及非自願離職、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雇主就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之責任等相關法律概念，本文亦一併介紹之。

二、法律概念

（一）非自願離職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1至4款規定，雇主於下列四種種情形：（1）歇業
或轉讓時、（2）虧損或業務緊縮時、（3）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以及（4）業
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始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或

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亦得預告勞工終止勞
動契約。勞工遭雇主以勞基法第11條第1至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就保法所稱「非自願離
職」之其一類型（參照就保法第11條第3項規定）。

（二）失業給付

　　申請失業給付之要件如下：（1）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2）於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
內，就業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3）具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4）向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天內未能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參照就保法第11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失業給付乃依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參照就保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試舉一例，35
歲的小明遭公司資遣，離職後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失業給付，因小明離職

前6個月平均投保薪資30,000元，因無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即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
障礙子女），每個月失業給付金額為18,000元，此筆給付最長可領6個月（勞保局，2020）。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每一眷屬

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十加給給付，最多計
至百分之二十（參照就保法第19條之1）。承上例，假設小明申請第1個月失業給付，並無扶養
無工作收入之眷屬，則其第1個月失業給付金額為18,000元，然小明申請第2個月失業給付有申
報扶養1名無工作收入之眷屬，於加給10%後，失業給付金額則為21,000元（勞保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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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為鼓勵失業者積極覓職，對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而未領滿失業給付者，於失業給付

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再就業參加就業保險滿3個月以上者（但於領取失業給付期間
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不予計入），得向勞保局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百分之

五十」，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參照就保法第18條規定）。承上例，若小明自109年1月
20日至109年3月19日領了2個月之失業給付，但小明於公立就服機構之協助下，找到新工作，
109年3月15日至新公司任職，公司當天即為小明辦理加保手續，如前述，因領取失業給付期間
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不予計入（即109年3月15至19日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不予計入），從而小
明自109年3月20日起算3個月（即109年6月19日）內未離職，即可向勞保局申請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屆時勞保局則依小明未領取4個月失業給付金額72,000元（18,000元X4個月）的50%，一次
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36,000元（勞保局，2020）。
　　然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乃以最後一次失業給付金額為計算基礎，小明申請第1個月失業給付，
並無申報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則其第1個月失業給付金額為18,000元，假設小明第2個月失
業給付有申報扶養1名無工作收入之眷屬，加給10%後，失業給付額則為21,000元。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則依最後一次失業給付金額（即21,000）為計算基礎，屆時勞保局則按小明未領取4個月
失業給付金額84,000元（21,000元X4個月）的50%，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貼42,000元（勞保
局，2020）。

（四）雇主就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之責任

     投保單位（雇主）違反就保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
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而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參照就保法第

38條第3項規定）。

三、案例介紹

（一）案例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壢勞簡字第23號民事簡易判決
1.案例事實

　　護理人員甲任職於X醫院之體檢部，月薪為27,390元，X醫院以體檢部解散為由，依勞基法
第11條第4款規定－「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將甲解
僱。甲主張因X醫院未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致其無法請領失業給付，共損失99,360元，爰請
求X醫院賠償此等損失。
2.法院判決

　　甲雖主張因X醫院未發給其非自願離職證明，致其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惟被保險人於非自願
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得請領
失業給付，就保法1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甲未有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相關
紀錄，甲既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甲請求X
醫院賠償此等損失，應予駁回。

（二）案例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180號民事判決
1.案例事實

　　護理人員乙主張Y醫院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業務緊縮」－為由，將其解僱，而其
平均工資為59,020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所載，其投保薪資應為第23級即43,900元，然



　

14

♥

♥

Y醫院就其投保薪資有以多報少情事，僅以26,400元為其投保，致其所請領之失業給付與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有短少49,000元之情事，爰請求Y醫院賠償此等損失。
2.法院判決

　　乙主張其平均工資為59,020元，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所載，其投保薪資應為第23級
即43,900元，然Y醫院僅以26,400元為其投保，勘信為真。Y醫院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
「業務緊縮」－將乙解僱，乙因非自願離職，而向勞工局就業中心提出求職登記，但申請工作

未果，符合申請失業給付資格。乙失業1個月，因扶養兩名子女加給失業給付至80%，又因提早
覓得新職，另可領取提早就業獎助津貼5個月，乙因Y醫院短報薪資所短領之失業給付為14,000
元【計算式：（43,900－26,400）×80%×1個月＝1,4000】，與短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為35,000元
【計算式：（43,900－26,400）×80%×50%×5個月＝35,000】，乙請求Y醫院賠償失業給付與提早
就業獎助津貼短少之損害，共49,000元，應屬可採。

四、結論

　　關於案例二，Y醫院將乙投保薪資以多報少，導致乙日後申請失業給付與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受有金額短少之損失，所幸法院就此有還予乙公道。關於案例一，甲主張因X醫院未發給其
非自願離職證明，致其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惟法院認為甲既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自無「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故判甲敗訴。此判決有兩處，法院雖未論及，但值得

探討：第一，關於離職證明，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
明，雇主不得拒絕。雇主若違反此項規定，依勞基法第79條第3項規定，將被處新臺幣2萬元以
上30萬元以下罰鍰。X醫院未發給甲離職證明，則已違反勞基法第19條規定而應對其處以罰緩。
第二，依就保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二年內，應檢附離職證明或定期契約
證明文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然甲可能誤以為未取得非自願離職證明，

即無法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然而依就保法第25條第3項規定，勞工若取得離職證
明有困難，得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面釋明理由代替之，未必一定得須出具離職證

明，甲若知此規定，或許不致於不赴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甲若有辦理求職登記，

則甲未必敗訴。由此二案例可知，培養勞動權益相關法律知識，對勞動權益爭取之勝敗，有關

鍵性之影響，希冀本文可協助護理人員培養關於申請失業給付與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等法律概念

之知識，祈現在養兵千日，以利他日用在一時。

參考文獻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2020，3月27日），領滿失業給付前穩定就業，還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可以
申請喔。https://www.bli.gov.tw/0104130.html

及格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法規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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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考題（是非題，共10題）：

1. 勞工遭雇主以勞基法第11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就保法所稱「非自願離職」之其一類
型。

2. 年滿14歲之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
3. 被保險人自願離職，亦得依就保法申請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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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業給付乃依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按
月發給，最長發給6個月。

5.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眷屬，每一眷屬
按申請人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十加給給付，最多
計至百分之二十。

6. 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再就業參加就業保險滿3
個月以上者，得向勞保局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百分之五十」，一次發給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7. 投保單位（雇主）違反就保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
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兩倍罰鍰。

8. 投保單位（雇主）違反就保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者，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
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9. 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
拒絕。

10.承上題，雇主若違反此項規定，依勞基法第79條第3項規定，將被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鄒心茹 臺中榮總護理師

　　分秒必爭的急診室，時時上演著悲歡離合的人生縮影，多年前的一個夜裡，

一位年近90歲的老先生被119送至急診室，終因多重器官衰竭而病故，緊急聯絡

上的兒子趕至急診父親床旁時放聲大哭，正欲上前說明與安慰他時，沒想到他一

個轉身給了我一巴掌，深夜的急救室讓巴掌聲格外響亮，瞬間引來許多圍觀，伴

隨左臉又痛又麻的是驚嚇和委屈，更有著幾許憤怒與不平，病人妻子趕忙前來道

歉請求我原諒，按耐住自己的情緒靜靜聽著病人妻子述說，原來兒子因長年離家

自覺不孝，無法接受醫療的極限沒能留下他的父親，更因來不及見父親最後一面

而懊悔自責，當下的我自然成了他所有情緒的出口，我努力調整自己學習易地而

處，竟能在平靜下同理他的處境，再度安慰他和他的母親，並引導他在床前與父

親告別，離院前，他帶著母親向我鞠躬道謝，依稀記得，當下在我眼前的，不是

暴力無理的家屬，而是一個經歷父親死亡，在遺憾中學習悔改與尊重的兒子。

　　急診工作中的真實故事是學習的課題，變化萬千盡是人生的借鏡，除了專業

與熱忱之外，更要有歷練修為和高度的情緒智商，即使在日趨困頓的急重症醫療

環境，看似繁雜壅塞的急診卻井然有序地提供著深受病人和家屬信賴且高品質的

急重症醫療；雖然急診護病關係相對短暫，是一個沒有掌聲的地方，我仍期許自

己能一本初衷，學習如何「堅強而柔軟，微小又巨大」，秉持著「在相遇的時候

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一念，讓急診室除了專業和嚴謹之外，能有更多的同理和

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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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放下，是一種釋懷，而不是不愛……
廖俞雯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安寧病房安寧共照師

　　林大哥的職業是警察，育有1子1女，於104年第一次中風後復建恢復良好，

但卻不幸於105年再次中風，導致意識木僵及四肢無法自行活動，臥床3-4年時

間皆由妻子協助照護，因多次反覆肺炎，呼吸喘入院治療。對於妻子來說，過

去的生活重心為照護林大哥，妻子與林大哥的感情很好，林大哥正要享受退休

生活就中風生病臥床，妻子感到非常不捨。

　　去年安寧團隊第一次訪視，林大哥此次肺炎控制穩定準備要出院，當時與

妻子接觸時，看到妻子神情疲倦，訴說著先生的狀況：「第二次中風後就意識

狀況不清，也不認得人，無法說話，但我知道為了自尊，他不會希望再急救…

嫁給他之後我就沒有出去工作，連生活起居都由他包辦，他非常寵我，就像對

公主一樣的呵護我。」摸摸林大哥的臉，凝視著林大哥說：「過去你呵護我，

現在我來照顧你…」，與妻子介紹著安寧療護，妻子表示會先送他至機構照

顧，暫時不需要這部分的協助。

　　當林大哥又因肺炎再次入院，訪視時，妻子：「嗨~~我們又來了。」，

我：「怎麼住院了？」，妻子(眼眶泛紅)：「就這樣阿~~~又是肺炎，但是這次

醫師說有可能會離不開呼吸器了。」林大哥因呼吸喘，二氧化碳滯留第一次使

用正壓呼吸器，妻子依然疲倦哭泣，我問：「林大哥住機構之後，您有比較放

鬆一點嗎？」妻子：「有好一些~不過我每天早上九點就去機構報到，到晚上

六、七點才回家，去幫他翻身拍背，跟他說說話聊天。」看得出妻子的心理仍

然很掛念著林大哥，住院期間妻子不放心小孩幫忙照顧，覺得小孩顧得不好，

團隊成員多給林大哥的妻子正向肯定，並肯定她對林大哥的付出，以及給予她

情緒支持與傾聽，一同與林大哥的妻子回顧著他們之間的過去生活點滴，也建

議原團隊可多關懷妻子的狀況。

　　又過了幾週~~~~妻子表示：「醫師說他的肺部狀況很不好，我看他帶著那

個呼吸器好像很痛苦的樣子，不想讓他使用，去安寧是不是會比較舒服?」我明

白，做出這個決定對他的妻子來說是有多麼的艱難，這麼恩愛的一對夫妻，要

放手談何容易~~~團隊告訴她關於林大哥這樣的狀況會反反覆覆發生，她表示

願意接受安寧居家照護，我：「你這次看起來精神好很多喔~~~」，妻子：「很

謝謝妳的鼓勵，我現在已出去工作，但是我仍然放心不下，不過我想他應該也

不希望看到我這樣；我擔心這樣是不是會讓他更痛苦，所以要讓自己過得好一

點，他才能放心。」聽著妻子斷斷續續地說著，感受到她已經放下了一點點，

願意接受安寧療護。

　　之後林大哥在安養機構安詳離世…，安寧團隊帶著心理師一同訪視關懷妻

子，同理她的悲傷，希望她能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這次安寧團隊多次與病人

的妻子訪談，接觸中看到病人與他妻子之間的真誠流露，我不是不愛你~~~而是

換個方式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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