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歸納整理相關文獻，共分為四節說明：（一）罕見疾病現況，（二）罕見

疾病與護理，（三）罕病遺傳教育的探討。 

 

第一節 罕見疾病現況 

一、罕見疾病之定義與簡介 

    「罕見疾病」顧名思義，意指盛行率極低、人數極少的疾病。但罕病何其多，

世界各國的定義也不盡相同，國內則依據「罕見疾病及藥物審議委員會」的公告，

以疾病盛行率萬分之一以下作為我國罕見疾病認定的標準，並以「罕見性」（萬

分之一以下）、「遺傳性」以及「診療困難性」三項指標來認定（行政院衛生署，

2005a）。截至 95 年 9 月止，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共公告 141 項 161 種罕見

疾病，通報罕見疾病人數為 2636 人，而綜合政府通報、罕見疾病基金會資料庫

所掌握、以及各病友團體所提供的資料來推估，病患人數約有 4300 人（罕病基

金會，2005）。 

    大部份的罕見疾病是由於先天性基因異常所造成的隱性遺傳性疾病（先天性

代謝疾病、單基因遺傳、染色體疾病、先天畸形症候群），只有部份為非遺傳或

原因不明的疾病（蔡輔仁，2002）。較為人熟知的罕見疾病包括：苯酮尿症、重

症海洋性貧血、成骨不全症（玻璃娃娃）、黏多醣症（黏寶寶）、脊髓性小腦萎

縮症（企鵝家族）、普瑞德威利症候群(小胖威利)以及最近廣受報導的大腦白質

失氧症(簡稱 ALD)等。罕見疾病機率雖低，卻是每一個新生命誕生都需要面對承

擔的風險；人體約有十萬個基因，而每一個人身上都帶有五到十個不正常的基

因，如果碰巧男、女雙方在同一個基因有缺陷，就可能會導致下一代出現基因異

常的罕見疾病。以海洋性貧血為例，全台灣估計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帶有這種遺

傳基因，如果夫妻雙方都是海洋性貧血的同型帶因者，每次懷孕有四分之一「正

常」的機會，有二分之一「帶因」的機會，更有四分之一「重型海洋性貧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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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蔡輔仁，2002）。而這些先天性異常的嬰幼兒，大多數可以經由優生保健、

新生兒篩檢與遺傳諮詢等相關服務事先鑑定出來，以避免家庭的負擔及社會的成

本。 

    儘管近年來由於媒體對於罕見疾患的相關報導引發社會大眾及政府的關

切，但社會上仍普遍對罕見疾病的了解相當有限，並且很容易將其視同於身心障

礙者，雖然罕見疾病的罹病率極低，但其疾病項目、種類之間的症狀及程度比起

其他疾病或身心障礙之類別，具有更高的異質性，導致病患不易將需求具體的呈

現出來，成為社會資源的弱勢（陳亭華，2001）。在過去，衛生主管機關認為罕

見疾病是單純的醫療問題，加上人數少，不容易形成壓力團體，對病患的照顧並

未加以重視。在資本主義之下，醫界跟藥界都缺乏研發與製造的意願，即使投入

人力及物力，耗費大量成本在不成比例的回收，根本無利可圖。醫師要花費比照

顧一般患者更多的時間及精力，收入卻無法比工作付出的成正比，目前遺傳專科

醫師只剩下十餘人的窘境，研究及人力相對缺乏，使得病患成為政府不疼、醫院

不愛的「醫界孤兒」（陳志昇，1999）。 

    為改善罕見疾病患者的處境，罕見疾病基金會於民國八十八年六月由幾位病

友、家屬、醫療從業人員及社會善心人士共同成立，全力推動「罕見疾病藥物及

防治法」立法，在醫療人權的倡導、病患權益的爭取、優生保健的推廣及政策制

度的改革等各方面不遺餘力。衛生署也於民國九十一年起開辦遺傳諮詢中心認

證，目前共有十一家通過（罕病基金會，2002），可看出政府與民間團體已開始

積極合力提升病患的醫療品質。 

 

二、罕病遺傳服務現況 

    根據九十四年生命統計資料顯示：先天性異常疾病在新生兒及嬰兒死亡率中

佔居第三位（行政院衛生署，2005b），這些先天性異常的嬰幼兒中，絕大多數

與遺傳疾病有關，而罕見疾病防治的最前線正是遺傳諮詢與篩檢服務。新生兒篩

檢從民國七十三年實施以來已經頗具成效，新生兒篩檢率由民國七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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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提升至民國八十三年 97.8%、民國九十四年 99.9%，累計篩檢四百六十餘

萬人（行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5），但如何擴大新生兒篩檢的範圍，讓更

多罕見疾病的種類被檢測出來，也是近幾年來努力的方向（胡務亮，2003）。自

民國九十五年七月一日起，行政院衛生署修法增列現行的新生兒篩檢項目，除原

有的先天性甲狀腺低能、苯酮尿症、半乳糖血症、蠶豆症、高胱胺酸尿症等五種

疾病之外，還可以自費選擇「二代新生兒篩檢」，乃採用先進儀器「Tandem Mass 

串聯質譜儀」來分析二十餘項之先天代謝異常疾病，檢驗有機酸、胺基酸、脂肪

酸等代謝產物（罕見疾病基金會，2005），使新生兒篩檢技術更邁入另一個階段。   

    過去以各地的「優生保健中心」負責孕婦的產前檢查和新生兒篩檢，如今醫

療水準成熟，衛生署為確保遺傳疾病諮詢、診斷及治療的品質，推動「遺傳諮詢

中心」的認證，國內第一家遺傳諮詢中心在民國七十三年成立，至民國九十四年

止全台共有十一家醫院設立，各中心的主要業務方向為「遺傳性疾病診斷服務網

絡的整合」以及「優生保健業務、罕見疾病防治業務與（遺傳）諮詢專業的連結」，

其臨床工作內容包括臨床醫療與諮詢、教學及研究等工作（張雅惠，2003）。有

效的遺傳服務必須透過跨領域小組的共同合作，成員包括遺傳專科醫師、細胞及

生化遺傳學家、護理人員、營養師、復健師及社工師等（陳素珍，2004；黃璉華，

1993；蔣淑玫，2004；Lea et al.,1999；Lea,2000a）。由於遺傳服務的過程牽涉到

協助遺傳疾患及危險群了解疾病的本質、遺傳方式、可行的處理措施，不僅須具

備遺傳學的知識、向一般人解釋能理解的複雜資訊的能力，甚至最挑戰的任務是

幫助家庭應付遺傳疾病的情緒、心理、社會和經濟的結果（陳仲麟，2002），其

複雜性高，需要受過專業訓練的人員來執行。但是隨著遺傳服務的結構不斷地改

變，加上遺傳服務的需求已不堪現有的專家負荷，可以預期的是從醫學院為基礎

的醫學中心已逐漸轉移到基層照護體系，基層照護者將被要求和解釋許多遺傳檢

測、提供諮詢和保護個案的隱私（江麗如，2003；Anderson et al.,2000）。護理人

員為第一線照護人員，並擁有多科之基礎經驗，相當符合遺傳服務照護體系中扮

演跨領域協調聯繫者的角色，但是，是否所有的護理人員都做好準備面對新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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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 1998 年 國 際 遺 傳 學 護 理 學 會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urses of 

Genetics,ISONG）表示：沒有經過特殊訓練和教育，就期望剛畢業的護理人員能

承擔其角色是不恰當的，此角色需要更深奧的知識及經驗，不只是從基礎護理教

育所獲得的而已（Lea,1997；2000b）。由此可知，護理人員應順應這股醫療新潮

流，並及早開始準備紮實的知識作為基礎，並將新知整合到護理實務及教育中，

以解決個人及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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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罕病與護理 

一、護理人員在罕病照護中的角色與任務     

    疾病對個人或家庭而言都是一種壓力，很可能會導致家庭的危機產生。病患

及家屬對醫院環境不熟悉、對治療程序不了解、對疾病的進展、預後不清楚，都

會造成焦慮的增加（許淑敏等，2003；劉長安等，1988）。罕見病患的家庭往往

因為社會醫療資源不足、求醫不便以及社會支持性服務的不充分，使得家庭面臨

許多困境：主要照顧者因照護工作而長期睡眠不足、家庭常要面臨緊急就醫的危

險情境、居住的地理區域必須遷就罕見疾病的醫療資源、家庭在爭取罕見醫療資

訊時受到漠視及挫折、家庭承受醫療照顧困難及患者與其他家人情緒的控制（陳

亭華，2001；陳怡如，2002；羅一中，2003）。 

    根據 1970 年代遺傳諮詢人員所發展出的遺傳服務內容包括：評估、衛教、

諮詢、檢查以及說明複雜的遺傳檢查結果（李悅綾，2003）。以往健康照護的焦

點總是集中在疾病，忽略了預防保健的部份，罕見疾病雖然少見，但不一定就是

「無藥可救」的病，用公共衛生三段五級的觀點來看，遺傳諮詢及飲食控制屬於

初段預防中的促進健康，詳細的新生兒評估與兒童發展檢核為次段預防的篩檢工

作，早期療育、提供就學就業機會、長期照護則屬於第三段預防的限制殘障與復

健（陳怡如，2002）。每一階段若有護理人員的參與，將是影響病程及預後的關

鍵。由於護理人員為醫療團隊中最多數、也是最主要的健康照護提供者，長期在

專業醫療領域服務，具備優異的照護能力以及評估技巧，自然也被期待在臨床實

務中協助個案，滿足其在遺傳服務中的需求（Anderson et al.,2000；Jenkins, 2000；

Lea & Williams, 2001；Monsen et al.,1999；Peters et al.,2001），並扮演多重的角色，

如： 

（一） 個案發現者（Denton, 1997；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1b；

Lea et al.,1999；MacDonald et al.,1997）：有能力進行家族史、疾病史、

懷孕史等相關資料之收集與分析的能力，以利找出高危險群的個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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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掌握個案的健康狀況。 

（二） 轉介者（Denton, 1997；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1；

MacDonald et al.,1997；Monsen,2000）：轉介至適當的遺傳資源。 

（三） 諮詢者（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Lea et al.,1999；MacDonald et 

al.,1997；Monsen,2000）：病患或家屬剛得知某項遺傳疾病的初期，通常

還處於焦慮及震驚的狀況，通常因此無法清楚醫師或遺傳諮詢員所提供

的訊息，護理人員有較多時間接觸病患及家屬，可仔細評估其認知及需

求，負起解釋、澄清的責任。 

（四） 支持者（王美仁等，2004；MacDonald et al.,1997；Munro, 1999）：一旦

診斷確立，病患及整個家庭都有可能面臨衝擊，護理人員應能支持並協

助適應問題。 

（五） 教育者（Denton, 1997；Jenkins,2001a；Lea,1997；Lea et al.,1999；

MacDonald et al.,1997；Munro, 1999；Olsen et al.,2003；Skirton et 

al.,2002）：教育民眾健康的生活方式，減少缺陷兒或疾病的發生。 

（六） 參與決策過程（Lea,1997；2000a；Monsen,2000）。 

（七） 倡導者（Lea,1997；Denton, 1997；Jenkins,2001b；MacDonald et al.,1997）。 

（八） 病患追蹤者（王美仁等，2004；Lea et al.,1999）。 

（九） 其他：遺傳服務提供者（Lea,1997；Olsen et al.,2003）、研究調查者

（Lea,1997；Olsen et al.,2003）、直接照護者（Lea,1997）、保障病患資料

隱密性及降低遺傳疾病所帶來的歧視（Monsen,2000）、資源整合、風險

評估及管理者（MacDonald et al.,1997）、領導者（Olsen et al.,2003）。 

    傳統兒科護理人員的角色在提供健康照護篩檢、教育、一般疾病管理，已經

漸漸正走向新的轉變：不只提供不健康者，更包含不同領域中有複雜健康需求的

人（Jackson et al,2001）。由於罕見疾病的病因及好發年齡不同，遺傳服務領域也

隨著拓展至不同科別，廣及產科、兒科甚至其他特殊科別，但兒科護理人員通常

是第一時間接觸病患的機會最多也最為頻繁（陳怡如，2002），常有機會照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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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缺陷兒，或經由新生兒篩檢後發現的代謝性異常新生兒，許多遺傳研究也發

現兒科護理人員的在職教育需求顯著高於其他科別護理人員（陳素珍，2004），

因此更需要了解罕病遺傳服務的新知，因應服務型態的改變。 

Steel（1991）建議護理人員在管理有特殊健康需求兒童之家庭時，須具備以

下的技能：（一）與家庭發展聯盟關係；（二）增進家庭的決策能力；（三）做整

體性的需求評估；（四）適當的轉介；（五）監測預後極適當的調整計畫；（六）

協調各項兒童照護服務及工作人員；（七）提供給各科別報告及建議。1996 年

ISONG 頒獲遺傳學護士所需具備的能力為：（一）完成家族史評估；（二）找出

並轉介有危險因子的個人及族群從事特殊服務；（三）提供個案管理服務，教育

及支持性的諮商；（四）協助個人做有關遺傳試驗及治療的決策（Monsen et 

al.,1999）。NCHPEG（國際健康專業人員遺傳教育聯合會）也於 2000 年定義所

有健康專業人員的十大核心能力：（一）收集遺傳家族史；（二）找出遺傳服務中

獲益者；（三）解釋可能的基礎概念及疾病易感性；（四）協尋同儕支持資源及轉

介合適的遺傳學專家；（五）教育病患遺傳試驗的合適性及及治療頻率；（六）參

與遺傳學的專業及大眾教育；（七）提供有關遺傳試驗的資訊，包含可能的危害、

好處、與限制；（八）提供病患參與有關遺傳試驗知情同意的過程，促使做決策；

（九）討論遺傳服務的成本、好處、及使用健保付費可能的危害、歧視可能的危

害；（十）保留病患遺傳資訊的隱私及機密（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 

    由此可知，若護理人員有能力扮演各種多元的角色，於疾病的各階段給予適

當的評估及介入，提供適當的護理計畫及醫療轉介，協助家庭面對各階段的問

題，將可減輕其壓力與焦慮，有助於患者的病情進展及家庭功能的維持（陳素珍，

2004；劉長安等，1988）。 

 

二、護理人員在罕病照護中的障礙因素 

    遺傳的進步正快速改變衛生教育的本質與焦點，所有的護理人員被要求準備

新知及技能來因應臨床實務中的需求。當越來越多遺傳檢測及基因治療變得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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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求量增加時，將有可能造成臨床照護者投入遺傳服務進階訓練的限制，以下

許多考量是其無法勝任或無意願承擔角色的原因：（一）缺乏知識（李悅綾，2003；

徐山靜等，2005；Emery et al,1999；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0；

Watson et al.,1999）；（二）時間限制（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0；

Watson et al.,1999）；（三）財務成本限制（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0；

Watson et al.,1999）；（四）不知轉介資源及支持系統（徐山靜等，2005；Peterson 

et al.,2001）；（五）機構中缺乏此護理服務的需求（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

（六）人員短缺（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七）倫理及法律問題（Watson et 

al.,1999）；（八）缺乏溝通技巧（王美仁等，2004）；（九）處理個案情緒及家屬

問題（徐山靜等，2005）；（十）缺乏專業訓練（李悅綾，2003）；（十一）缺乏輔

助性教材（李悅綾，2003）。 

    綜合以上臨床護理人員在照護罕病疾患的障礙因素來看，普遍都有知識缺乏

的困擾，卻常常都會面臨病患及家屬來詢問遺傳方面的問題（Peterson et 

al.,2001；Scalon&Fibison,1995），護理人員的責任在照護個人及家庭一生的壽命，

因此必須隨時準備遺傳相關的知識，以發現高危險群，並確保其能獲取最新的診

斷、治療及管理。有這些知識後，護理人員能妥當地收集家庭史資訊、提供最新

的資訊、以及支援病患與家人、廣及社區（Lea,2000a）。 

 

三、罕見疾病與護理之相關研究 

    「罕見疾病」（Rare Disease）一詞過去在台灣社會並不存在，民眾缺乏管道

認識及接觸，甚至專業的醫療從業人員對「罕見疾病」也不甚了解（徐山靜等，

2005；Emery et al,1999；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Jenkins,2000；Watson et 

al.,1999），主要是由於罕見疾患高度稀少性所致。隨著罕病基金會的成立及媒體

新聞曝光，漸漸引起國內醫界及學界開始重視罕見疾病的相關議題。罕病基金會

也積極鼓勵醫學界及學術界投入研究，從 1997 年至 2005 年國內完成的發表，相

關主題大多分為（依研究數量多寡排列）：（一）罕見疾病臨床診治（18 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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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見疾病議題與社會立法（12 篇）、（三）罕見疾病生活品質提升相關研究（7

篇）、（四）社會資源運用及個案服務品質（7 篇）、（五）專業角色及知識、態度

相關研究（5 篇）；（六）國內外罕病病友組織個案運作研究（3 篇）、（七）倫理

與法律議題（1 篇）（陳惠真，2005）（參見附錄一）。 

    國外有關罕見疾病研究大多以遺傳學為主軸，以 1990 年代最多，內容最多

為照護（40％），其他為複雜的護理管理及相關（49％）（Lea et al.,2002a）。進一

步搜尋罕病為題的文獻包括：疾病病程及治療所佔比重最多(Akefeld et al.,1999；

Anna,2002；Carol, 2001；Chris,1996；Daina,1994；Dykens et al., 2003；Elger et 

al.,2003；Gloria et al.,2003；Goldberg et al., 2002；Harper, 1996；Hadapp et al., 

1997；Holland et al., 1999；Lennox et al., 1997；Lewis, 2000；Lindgren et al., 2000；

Patricia et al.,2004；Robert et al.,2003)，隱私權(Colby,1998;Gostin,1991;Hall et 

al.,2000;Kerzin et al.,2002;Kulynych et al.,2002;Lapham et al.,1996;Sudell,2001)居

次、歐美各國積極成立相關委員會及機構的介紹（Anders, 2002 ; NORD, 2005；

Paul et al.,1998）以及成本分析（Babara,2003）。 

    由以上歸納發現，國內與護理相關的研究僅有少數幾篇，主要是以疾病個案

為主的遺傳諮詢經驗（曾瑞香，1997；張文薰，1998）、疾病個案家庭的壓力及

因應方式（柯識鴻，2002；陳怡如，2002）、遺傳醫學服務及知識、態度相關調

查（王美仁等，2002；江麗如，2003；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蔣淑玫，

2004）。以上五篇的調查對象不同，依序是南部醫護人員、大專護理教師、公衛

護士、中部醫院護理人員、遺傳諮詢人員。目前尚無針對北區護理人員的調查，

本研究即以此為研究對象，輔以質性訪談方式收集資料，與之前學者以量性為主

的研究方法稍有不同，期能探討出北區罕病護理照護者的服務現況及需求，並做

進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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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罕病遺傳教育探討 

一、罕病遺傳教育的重要性與現況發展 

    資訊的發達讓個案及健康照顧者很容易能從報章雜誌上獲取有益的健康照

護資訊和遺傳技術的訊息（Anderson,1996；Lashley,2000），然而報導不可能是完

全無誤的，含糊不清或沒有提供訊息的檢測結果都可能造成個案恐懼、焦慮和自

我懷疑（Anderson,1996）。尤其罕見疾患所面對的不只是解決現階段的問題，而

是關乎生命存活的機率跟風險的選擇，若每一步所得的訊息稍有出錯，將影響整

個決策的過程。護理人員是主要的健康照護提供者，當病患或家屬有任何健康上

或遺傳上的疑慮時，通常會尋求護理人員的協助，因此護理人員必須對罕見遺傳

疾病有所認知，才有能力提供病患及家屬適當的轉介（Lea,2000b；Peterson et 

al.,2001）。 

    然而，許多研究顯示護理人員的養成教育缺乏基本遺傳相關知識，實在無法

滿足現存所需（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Anderson et al.,2000；Donaldson, 

1997；Hetteberg et al.,1999；Jenkins et al.,2001b；Kirk,1999；Lea et al.,2000；

Monsen,2000）。結至目前尚未發展出罕見疾病教育，仍涵蓋在遺傳學教育之內。

美國學者 Branty 與 Esslinger 最早在 1962 年提出將遺傳學納入護理教育的建議

（Anderson,1996），然而過去四十年，探討遺傳學知識與護理教育的文獻卻少之

又少，雖然近八成的學校都同意遺傳學將在醫療體系中發揮重要的影響力，但是

卻有高達 75％的護理學院所提供的遺傳教育時數低於 10 小時，甚至未授課的比

例逐漸激增（Monsen,2001；Scalon&Fibison,1995；Kirk,1999），護理教科書中討

論遺傳學的比例僅佔 0.1-2.6％，平均頁數為 1.6-29 頁（Monsen et al.,2000）。進

一步探討遺傳學教育不受重視的原因包括：教學時間不足、認為在其他科目已經

教過了、師資不足（Kirk,1999）、護理學專業課程過多、缺乏財務支援

（Forsman,1988）、授課內容仍以遺傳疾病及遺傳型態為主，缺乏新研發的遺傳

科技或檢查、專業角色的介紹（Kirk,1999）。除了學校教育缺乏，包含 70％的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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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專業協會也完全沒有提供相關的教育訓練（Anderson,1996）。 

    反觀國內，護理遺傳教育開始於 1988-1990 間，當時有 72％的學校皆提供遺

傳教育，但平均時數僅 2-4 小時，分析原因為：缺乏合格師資（江麗如，2003；

Huang,1993）、缺乏實習地點、學生覺得內容困難、時間受限、資源不足（江麗

如，2003）。李悅綾（2003）調查發現：大專院校開課情形僅有台大護理系及輔

英科技大學助產系開辦優生保健必修課程，其他像中山醫學大學護理系及陽明大

學護研所皆列為選修科目，其他學校皆未開設或列在其他如產兒科護理、人類發

展學課程之中。為因應未來需求，國立台灣大學及陽明大學於 2003 年首次成立

並招收遺傳諮詢碩士班學生（蔣淑玫，2004）。然而僅靠學校教育是不足以應付

現代健康照護的改變及需求，護理人員必須透過臨床在職教育不斷地提升個人的

知識及專業技能，才能順應遺傳科技的快速變化，否則將面臨被淘汰的危機

（Donaldson,1997）。國內政府組織、學會及基金會也開始重視這股潮流，近幾年

陸續舉辦「優生保健暨罕見疾病防治」、「遺傳及罕見疾病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練」

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及教育訓練。徐山靜等人（2005）調查台灣地區護理等醫事

人員的遺傳醫學服務，接受過相關教育訓練的比例為 30.3％，可見國內醫事人員

仍普遍缺乏類似的教育訓練。 

    遺傳知識是健康照護的主流，也是提供護理服務能力的基本要素（Hetteberg 

et al.,1999；Lashley,2000），更是推廣罕病教育的必備基礎。除了納入基本的正規

教育，預備基本遺傳學理知識及進階罕病護理學，臨床照護者必須隨時更新知

識，繼續提供安全、具知識性、有效且適切的照護給個案及家屬（Lashley,2000），

由此顯示實施罕病遺傳在職教育實為迫切需要。 

 

二、護理人員之罕病遺傳教育知識相關研究 

    目前尚無以罕見疾病為主題的知識及態度調查研究，以遺傳學文獻為例，

Scalon& Fibison（1995）以美國護理學會（ANA）的 1000 名護理人員為對象，

做遺傳學知識電訪調查，結果發現：68％自認為知識不足，有六成會轉介給醫師

 17



處理，相關影響因素包含上過遺傳學課程者、年齡、教育程度。知識來源以護理

雜誌最多（65％），其次為醫師（48％）及研習會（39％），值得注意的是有 4％

的護理人員表示無任何獲得知識的管道。Peterson 調查腫瘤科護理人員對癌症遺

傳學的知識及相關主題、執行實務型態的現況，以及自覺的教育需求，結果發現

知識平均得分 61.6 分，相關變項與學歷較高者、曾參與癌症遺傳學在職教育者、

在癌症遺傳領域工作者、進階癌症護理、職位較高者有關（Peterson et al.,2001）。

Füsun Terzioğlu 等人調查土耳其首都 Ankara 兩所大學附設醫院的護理人員，98.4

％缺乏基礎遺傳學的知識，沒有人曾在遺傳相關單位服務過，也沒人受過遺傳訓

練，23.3％曾經上過遺傳學。知識來源主要為期刊、教科書、網路（14.8％），正

式會議（1.8％），但比例皆偏低（Füsun Terzioğlu et al.,2004）。 

    國內學者王美仁等人調查南台灣地區醫護人員遺傳醫學相關知識發現：遺傳

學平均得分 4.1 分（總分 6 分）仍屬足夠，但題目過少並且高達 95.1％未曾受過

相關訓練，但無進一步探討原因（王美仁等，2002）。李悅綾針對公衛護理人員

進行調查發現，知識得分偏低（標準化得分 67.57），得分最高的項目為產前遺傳

診斷、細胞生理學，得分最低的為家庭史及遺傳機率。與遺傳知識得分較高相關

的因素為：教育程度越高、年齡越輕、畢業年數越晚、公衛年資越少者、有醫院

臨床經驗者。知識管道來源為：參加在職教育（68％）、參加研習會（65％）、報

紙、雜誌或電視（50％）（李悅綾，2003）。江麗如對大專院校教師所作的遺傳學

知識調查結果：總分為 79.68 分，得分最高與最低的項目和李悅綾相同。與遺傳

知識得分較高相關的因素為：教育程度越高、年齡越輕、畢業年數越晚、有工作

經驗者、有照顧過遺傳疾患經驗及遺傳教育背景者。知識管道來源為：專業期刊

（62.8％）、報紙、雜誌或電視（56％）、網際網路（45.7％）（江麗如，2003）。

陳素珍調查中部醫院護理人員的結果：知識得分偏低（標準化得分 66.16），與李

悅綾相近。得分最高的項目為癌症變異及風險評估、其次為細胞生理學，得分最

低的為臨床常見遺傳性疾病之遺傳模式。與遺傳知識得分較高相關的因素為：教

育程度越高、有臨床經驗者（兒科）、服務科別（兒科）。知識管道來源為：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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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或電視（42.5％）、專業期刊（42.2％）、網際網路（35.5％）（陳素珍，2004）。 

    當遺傳研究在臨床實務中越增加，越來越多病患及家庭也會從中獲益，更需

要以遺傳知識為基礎的健康照護。因此，所有場域的護理人員也需擴展知識來因

應成長的需求，持續增強發現、轉介、管理的技巧，與其他跨領域的專家合作從

事於：1.協助收集、紀錄、報告遺傳資訊；2.提供遺傳訊息與資源；3.參與告知

同意的過程並協助做決策；4.參與疾患中的管理；5.評價與監測遺傳狀況、檢測

與治療衝擊的影響；6.保密（Lea et al.,2002b）。 

 

三、護理人員之罕病遺傳教育態度相關研究 

    NCHPEG（國際健康專業人員遺傳教育聯合會）制定遺傳學專業人員的知

識、態度及技能標準的內容中，有關態度的聲明：運用遺傳資訊及遺傳服務時能

確認哲學、神學、文化與倫理的觀點，評價遺傳資訊的敏感性以及保密和隱私權

的需求，認知遺傳教育的重要性，並且在諮詢的過程中維持公正、確實、不加威

脅或加諸個人偏見，在遺傳知識日新月異的時代能有接受新知與資訊的意願（李

悅綾，2003）。Kirk 研究英國護理訓練課程的護理主管對遺傳學教育的現況及其

態度，結果發現：81％認同「遺傳學對健康照護將成為主要衝擊」，未來將逐漸

成為重要的教育議題。95.8％認為「遺傳教育與護理人員有關」。病患照顧方面

－84.5％同意「瞭解遺傳學可增強對病患的照顧」；81.7％認同「遺傳學知識對病

患整體性照顧是必需要的」；68％認為「目前提供的教學能適用於病患的需要」；

65.5％不認為「遺傳學教育會降低病患照顧的意願」（Kirk,1999）。 

    Jenkins 研究遺傳學融入護理的創新課程與接受度，結果顯示：98％認為遺

傳教育納入課程是重要的。其好處是對工作更加有興趣、擴大工作的潛在價值、

新的實務領域、新的角色機會。其缺點為：增加扮演的角色、不知如何與其他領

域專業人員同工（Jenkins et al.,2001a）。 

    國內研究：李悅綾的調查發現，公衛護理人員對遺傳學的態度相當正向，與

態度得分相關的因素為：臨床年資、獲得知識的管道及遺傳護理執行頻率，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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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態度及遺傳護理執行頻率成正相關（李悅綾，2003）。江麗如針對大專院校

教師的結果顯示：與態度得分相關的因素為年齡越長者、親屬無接受過遺傳諮詢

服務經驗者、年資較多、教授相關的科目者、有在職進修、獲得知識的管道（江

麗如，2003）。陳素珍對中部醫院護理人員的調查結果也具有正向的態度；知識、

態度呈現正相關，與態度得分相關的因素為婚姻狀況、本人或親屬有罹患遺傳性

疾病者、有相關科別臨床工作經驗、職稱、在學期有上過遺傳學相關課程、近三

年有接受過遺傳學教育訓練者、獲得知識的管道（陳素珍，2004）。 

    目前幾篇相關文獻大多是醫護人員對遺傳檢測態度為主（王美仁等，2002、

2004；胡淑貞等，2005），與罕病遺傳教育態度相關的研究著墨不多，鑑於國內

罕見疾病之發展尚屬萌芽的新興階段，相關的研究亟需發展，期望透過本研究，

引發從事罕病遺傳工作提供者對該議題的討論與認識。 

 

四、護理人員之罕病遺傳在職教育相關研究 

    所有實務工作的護理人員所需的遺傳知識及基礎首次在 1997 年國家衛生院

（NIH）會議訂出，提供給遺傳工作之護理人員核心能力的研究基礎。所有的護

理人員能夠有能力將遺傳新知及技能應用在健康照護中，教育是首要之趨

（Jenkins,2000）。2002 年 ISONG 年會也建議：護理人員應用遺傳學於不同領域

時必須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融合核心能力（知識、態度、技能）於學術與在職教

育中，有責任教育病患、家屬及其他人、將遺傳內容融入各階層的護理教育（大

學、碩博士）、實施在職教育並確認內容適用於實務工作者（Olsen et al.,2003）。

許多有關護理在職教育研究結果都顯示：在職教育的確能提升護理人員的知識、

且具有正向的影響（張媚等，2001；Jenkins et al.,2001b；Ryan et al.,1999），並且

有參加過遺傳學在職教育者，較可能執行轉介 (William1983)。護理人員遺傳教

育的好處為增加護理人員遺傳學知識的應用，作為評估及介入之用、提升照護品

質及提升護理人員對病患需要的敏銳度（Lea et al.,2003）。 

    然而，1990 年代缺乏以遺傳學為主題的在職教育，1996 年美國針對 68 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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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專業組織調查：甚至只有 30％考慮將遺傳學內容納入在職教育（Monsen＆

Anderson, 1999）。歸納主要實施的障礙因素為：缺乏有知識的講師（Furze et 

al.,1999；Monsen＆Anderson, 1999；Williams et al.,2000）、不瞭解遺傳學內容的

適用性（Monsen＆Anderson, 1999；Jenkins et al.,2001a；Williams et al.,2000），其

他包括缺乏機會資訊（張淑卿，1997；Furze et al.,1999）、缺乏動機、缺乏展望、

缺乏合適的地點、缺乏獎勵、缺乏資金（Furze et al.,1999）、遺傳知識未臻發展

完全，使得護理人員無法面臨遺傳及臨床知識快速的擴展（Williams et al.,2000）、

活動可近性、行政阻礙（張淑卿，1997）。相反地，護理人員主動參加在職教育

最大動機是可增加工作能力以及提升護理專業（張淑卿，1997；Furze et 

al.,1999）、業務主辦（張淑卿，1997）等因素。 

    課程的設計需有事先的需求評估，Cynthia 檢視各國的遺傳學教育現況調查

中需求課程的排序為：癌症遺傳學、疾病遺傳學、產前與新生兒篩檢課程、藥物

與遺傳學、慢性遺傳病患者的照護（Cynthia et al.,2005）。Peterson 針對腫瘤科護

理人員之癌症遺傳學的教育需求相關因素為：教育程度較低者、醫院門診工作、

私人診所、缺乏癌症遺傳學在職教育、進階護士以外的職位者教育需求得分較

高。課程需求主題同樣以癌症遺傳學最高，以癌症生物學最低。教育需求程度分

為基礎－知道何時並如何提供轉介，與工作場所、學歷較低、主要護理職位(非

高階)有關；進階－諮詢及分析圖譜，與在職教育、學歷較低、主要護理職位(非

高階)有關（Peterson et al.,2001）。 

    目前國內針對罕見疾病的研究仍然多在疾病診治及政策立法的議題，護理人

員與罕見疾病的主題卻付之闕如，當遺傳訊息遍布在每天日常生活中，民眾經由

大眾傳播接收新知，醫護人及其他健康照護提供者更不該落後，更應有責任適當

地應用並傳播給民眾，期能透過此研究，了解護理人員罕見疾病的知識程度、對

此教育的態度、在職教育的需求，針對需求做進一步改善及建議，進而提升專業

能力及護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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