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 

    本章就研究結果與國內外文獻進行比較討論，共分為四節說明：一、護理人

員之罕見疾病知識探討；二、護理人員之罕見疾病教育態度探討；三、護理人員

之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探討；四、影響護理人員罕見疾病知識、態度及在職教

育需求之相關。 

 

第一節 護理人員之罕見疾病知識探討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兒科護理人員的罕見疾病知識平均得分為 10.13 分，

經標準化分數為 53.35 分，與早期美國伊利諾州針對高年級護生及臨床護士所做

的遺傳學知識調查結果同樣都低於標準值，只有 4.2%有基本的遺傳學知識，平

均得分為 47.46 分（Cohen,1979）。Williams 對 1095 位兒科護士所作的國際調查

發現：護理人員的遺傳學知識參差不齊，對遺傳疾病及出生缺損很了解，但其他

知識卻受限，並且得分越高越會為病患作轉介諮詢(Williams,1983)。Peterson 調

查 537 位腫瘤科護理人員的癌症遺傳學知識，平均答對率為 61.6％，其中有 58

％面臨過病患及家人諮商及試驗的問題，只有 35％知道轉介資源，26％確實執

行過轉介，主要原因是由於知識不足（Peterson et al.,2001）；此外，近年來一項

針對土耳其醫院護理人員所作的研究，高達 98.4％的護理人員缺乏基礎遺傳學的

知識（Füsun Terzioğlu,2004）。不論從先進或開發中國家的研究中都顯示：即使

經過二十多年後，遺傳學知識分數仍有普遍偏低的情形。 

    相較於國外，國內學者王美仁等人調查南部 693 位產兒科醫護人員（七成是

護理人員）遺傳學知識，平均得分 4.1 分，答對率 68.33％，其中大多數都未受

過遺傳學相關訓練，分數上仍屬足夠（王美仁等，2002）。同樣結果相似於李悅

綾（2003）針對中部五縣市 563 位公衛護士的調查，平均得分為 67.57 分，而陳

素珍（2004）也針對中部某醫院 583 位護理人員調查，平均得分為 66.16 分。其

它非醫療人員的遺傳學知識研究，如大專教師的調查結果，平均得分為 79.6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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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遠比醫療人員高出許多﹙江麗如，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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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及其他健康照護提供者豈能落後？ 

    本研究知識量表的各分項得分，以「罕見疾病基本概念」最高，其次為「照

護模式」，而「遺傳模式與症狀」得分最低，其中最低得分項目與陳素珍（2004）

的結果相同。其他研究結果都以「產前遺傳診斷」得分最高，「家庭史及遺傳機

率」最低（江麗如，2003；李悅綾，2003）。針對以上結果分析，應該是護理經

驗不同所造成的差異，江麗如與李悅綾的研究對象分別為大專教師及公衛護士，

前者任教的科目及遺傳概念佔該科比例前三項都以婦兒科為主；而後者從事於優

生保健相關的工作，加上政府一直提供良好的在職訓練機會，因此在「產前遺傳

診斷」得分明顯較高。本研究與陳素珍皆以臨床護理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平時照

顧的病患屬於急慢性者居多，對疾病概念與照護技巧接觸的實務機會較多，而「遺

傳模式與症狀」受限於接觸個案機會不多甚至沒遇過，且疾病種類廣，相較之下

許多罕見疾病的遺傳模式與症狀全然不知，得分也較低於其他。而根據質性訪談

內容，也可看出受訪者對罕見疾病知識的缺乏： 

（受訪者 1）： 所謂罕見疾病是很少去碰到…..我不曉得那是不是衛生署所

認定的，我曉得那是罕見疾病，因為我們在文獻裡看到的都

是幾十萬分之ㄧ。 
（受訪者 2）： 其實我覺得要跟家屬…跟人家分享這些東西，你要有一些東

西你才有辦法跟人家講，對，其實我很少。 
（受訪者 5）： 其實我不知道罕病的一些數據啦，只能跟他講說，就是在世

界，就是全球啦比較少見的疾病，可能就是十幾個或是一百，

就比較少見到的疾病降子… 
 ….對啊。ㄟ，平常護理人員就可以做（指打針）不必經過

training 啊，可是對疾病的了解我真的是不太清楚…….. 
 ….對對….其實這邊之前主要是針對孕婦做那個羊膜穿刺，

對，那後來就是會有一些遺傳罕病的，那就掛在基因這邊嘛，

所以我們懂得東西真的很少耶….. 
 兒科都是醫師自己打（電腦），所以很多檢查項目我們都不是

那麼的了解，因為他們都自己打…..所以我們只做治療，很多

都不知道，對，所以你要來問我罕病我會覺得….（笑）… 
 因為我碰到的疾病…好像都因為他們都還可以活動，好像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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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太大的問題耶~因那些藥都是專案藥嘛，幾乎都不用錢，

就是由罕病基金會那個…好像看起來都還好耶~對啊(笑)~ 
 其實像 Thalathemia，其實我們也都不太懂，其實是跟診的時

候就聽到婦產科醫師會跟病人講…（笑）~~~其實我是醬聽來

的~ 

    由結果數據及訪談可得知，即便是通過遺傳認證醫學中心的第一線護理人

員，對罕見疾病的認知仍處於模糊的程度，期望藉由本研究結果，喚起醫療單位

對罕見疾病議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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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護理人員之罕見疾病教育態度探討 

    兒科護理人員對罕見疾病教育態度整體而言屬於相當正向、同意的態度，與

國內所做的調查結果一致（江麗如，2003；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Kirk

（1999）調查英國護理學院的護士對遺傳學教育的現況看法及態度，81％認同遺

傳學將成為健康照護的主要衝擊，未來會逐漸成為重要的教育議題。Jenkins

（2001a）研究結果也指出：98％認為採取遺傳教育非常重要。 

    由分項量表來看，「罕見疾病教育的接受度態度」最為正向，而「責任意識」

得分最低，從訪談中可窺知ㄧ二：  

「罕見疾病教育的接受度」訪談內容： 

（受訪者 4）： …罕見疾病那麼多種,每個人的又還那麼不一樣，是有它的困

難性在。…比如 ASD，今天來的 ASD 可能有好幾個我可以一

起做，一個禮拜我可能做了二三個有時更多也說不定，那可

能那樣子做衛教比較有意義，那如果說單獨一個兩個，人數

沒那麼多的情況下我覺得….我覺得是有，那需求度當然也是

有，畢竟一整年當中 case 還是有醬子的一小部份，還是有它

的可行性…. 
（受訪者 5）： 我覺得蠻合適的啊!對啊!因為….其實…我們對罕病知道的實

在太少了。 
 其實像我們婦產科學姊，其實她們都四十幾歲了，其實有課

她們都會很想去聽。那我是覺得說罕病的課程其實對我們蠻

重要的…..其實我還蠻喜歡去上那些課的耶~ 

「罕見疾病教育的責任意識」訪談內容： 

（受訪者 1）： 不會特別說我找一個罕見疾病我特別去認識它，因為你也許

根本不會去碰到…我覺得是主動跟被動（學習）都有。主動

是想說，你會有責任，所謂的責任；被動是你知道你想知道

的部份，其他你不想知道太多的你不會知道…. 
（受訪者 4）： ….我當然很希望說在能力範圍內可以知道的話會比較好，因

為有時後病人會問一些問題，那相對你不知道怎麼回答的時

候你會很尷尬啊…. 

除了正向的意見之外，也有表達出相反的意見： 

（受訪者 1）： 因為在醫院遇到的， 不太需要什麼技能…其實在醫院應該都

屬於急性部分的處理…….所以不會特別說要醫院再針對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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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什麼課。 

    兒科護理人員對罕見疾病教育態度的統計結果雖屬於正向、同意的態度，但

研究者歸納訪談結果，兒科護理人員認為疾病異質性大，加上醫院比較屬於急性

處理的部分，實施罕見疾病教育的確有其困難，但基於專業能力及責任原則，仍

是抱持支持可行的看法。 

    另外，受訪者在訪談中也表達面對罕病疾患時的態度，亦可作為參考： 

（受訪者 1）： 在心態上妳會想給他多少幫助，會有同情，會想到後續，會

想到他以後各方面的發展，可是這都很淺，除非你以後有再

去追蹤這個 case，你才會很深很 detail 的去了解，不然這都

是很表面的。 
（受訪者 2）： 我通常是照平常耶也不會說因為他是罕病……還好啊平常

心，也不會特別說他特別不一樣降子…. 
 …會有一點擔心自己不太了解這個疾病啦，不過他如果是我

當班的 new patient 的話，去接完會馬上回來查這到底是什麼

東西啊是什麼原因造成的，降你自己心裡有個底，對啊！不

會特別說去害怕或怎麼樣。 
（受訪者 3）： ….其實不管是罕見即便是簡單的 URI，一些急重症甚至是兒

癌的病人，他的照顧的基本原則跟理念是相同的，是一樣的，

那不會因為是罕見，你的照顧的態度就會不一樣，或者是你

的基本理念會改變，每個人都是需要身體心靈社會然後各個

方面照顧啊，所以基本上他今天是什麼病，他只是掛上罕病

這個名字而已啊! 

    國內外探討護理人員對疾病的知識、態度相關文獻不勝枚舉，通常對新興疾

病的認識不足，會產生心理恐懼及負向的行為（Gloria， 2003；Mullins，1996； 

Phillips，1990；Rickert et al. , 1996），進而影響護理照護的品質（Hewitt，1993）。

然而，受訪者 2 表達對罕見疾病的認知不足，並且會主動去尋求解答去除擔憂，

的確值得鼓勵。由訪談中也看出護理人員抱持平常心的態度來照護罕見疾患，與

其他病患沒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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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護理人員之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探討     

一、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程度與課程需求 

    研究對象對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程度介於中立意見到需要之間，整體而言

屬於正向的看法。Furze（1999）提到護理人員主動參加在職教育最主要的理由

在於動機：可增加工作能力並提升護理專業；相反地，實施在職教育最大障礙的

原因也在於缺乏動機。而許多文獻指出遺傳學教育至今無法拓展加速進步的原

因，主要在於許多護理人員認為不重要或不了解。在訪談過程當中，研究者也發

現受訪對象缺乏學習的動機、覺得沒必要多花時間學習。內容如下： 

（受訪者 1）： 不會特別說我找一個罕見疾病我特別去認識它，因為你也許

根本不會去碰到… 
（受訪者 2）： 通常是遇到一些病人來很奇怪，才會去網站上查或是查課本

才知道這病這樣子… 
如果不是我的 case，通常是有人問我我不知道我才去查降

子，對。通常不是我的就不會那麼勤勞，恩。 
（受訪者 3）： 護理長會排班哪，不自願也不行，護理長會排班哪，那排到

你就出來做，對啊，啊他們會有基金出來做，那就是自己 off
的時間出來做….  

 遇到再去學。 
（受訪者 4）： 學不完哪!像降的病人有的都住一兩天做個檢查，需要住院期

間的檢查，做完他就回去了，阿其實都還來不及了解，說不

定連診斷都還來不及去查他就出院了這其實也有。 
 如果我碰到（才會主動去學）……有些住比較久的…會（主

動去查資料）… 
 ….因為有些東西其實是需要看一些東西，有時候工作很忙，

晃過，時間久了沒去查它就…有一些疾病有聽過，但你沒有

常常 repeat 還是會忘記，就像你好多年前上過的課，現在可

能知道的都….你能記得起其中的一兩種就很不錯了，那記得

起病名可是你要聯想其中的東西那不簡單咧，可能其中只記

得起病名而已，記得起病名不見得重點記得清楚。 

    歸納以上的原因，大多護理人員不會主動去學習罕見疾病相關的知識，或由

於業務需要被動去學習，另外基於是自己的個案、或有人問起、住院比較久的，

才會想去認識此疾病，也有認為工作太忙沒時間多認識，可能原因也與病患異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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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住院期短有關。 

    課程需求得分前三項依序為：「遺傳及罕見疾病照護」、「遺傳及罕見疾病介

紹」、「遺傳護理人員的角色功能與應用」，此結果與陳素珍（2004）一致，其研

究對象自覺最需要的課程需求以「傳統遺傳學相關課程」最高分，本研究前三得

分項目的教育需求內涵於陳的研究中歸屬為此，由此可得知兩研究之護理人員最

需要的課程相同。 

    徐山靜等人調查北中南十家遺傳諮詢中心相關人員的課程需求，依序為「遺

傳疾病發生機轉或病因」、「遺傳檢查方法及報告結果之意義」、「遺傳疾病的治療

與照顧方法」、「遺傳疾病關係及風險」（徐山靜等，2004）。本研究的受訪者於訪

談中也提到相同的看法加以佐証： 

（受訪者 1）： 像我們之前有小朋友要照會復健科，照會語言治療師，包括

哪邊要去，哪邊要提藥...我覺得那個就有需要，像有時候家

屬不在旁邊，我們就要幫他們。 
 是在 home care 的部份….其實在醫院應該都屬於急性部分的

處理，那通常在家屬的部份，在醫院裡面家屬也來參予，然

後也給家屬降子的觀念跟知識，然後他們回家之後，他們去

發現，然後再回醫院的時候就是共同有一個交流。 
（受訪者 2）： ….技術…好像沒有耶~不過通常比如說這疾病，你要注意到哪

些事情。 
 …我會想知道他們在遺傳方面是怎麼樣的…就他們的異常就

是怎麼樣的…還有就是他以後的治療… 就是他以後有沒有

什麼東西讓他生活品質會變的更好? 
（受訪者 3）： 我是比較想知道現在很多罕見疾病都需要自費檢查對不

對?.... 然後它可以檢查出來的範圍大概是那一些，那自費檢

查的部份價錢大概是多少?因為你的家屬有時候有可能….有
可能要做產前諮詢啊?什麼樣的人需要做產前諮詢。 

 那如果說這樣的在職教育需不需要?可以啊!我們可以多知道

他的一些病理結構是怎麼樣？生理結構是什麼樣式啊！他有

什麼需要做什麼檢查降子….  
…. …雖然說大方向會一樣，可是你基本的生理病理你一定要

懂，不然你沒辦法跟家屬聊，對啊!病人說”我最近血球比較

低喔!”，”阿?!你最近血球比較低喔!”那如果不懂啊怎麼開始

跟他講?那如果你要對他的基本生理需求有瞭解的，你才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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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介入啊! 
 ….所以當我在告訴他他得的是罕見疾病的時候，再下來我要

給他一連串的措施…我不能改變社會大眾，我能不能給他一

個支持系統，開啟一個良好的支持網絡? 
（受訪者 4）： 我覺得心理層面在這個急性病房是比較難…然後在疾病的成

因方面，大致可以… 
 急性照顧當然是有它的重要在，但後續的照顧比較長遠的…..

嗯。因為他們在回去之後不曉得有沒有醬的一個後續的人照

顧？就好像我們針對有些重症，需要居家照顧我們會針對三

管，就鼻胃管氣切管….我們會做一個電話的追蹤訪問，對於

這樣的疾病，因為罕病的話如果你有三管我們也會電話追

蹤，但如果沒有我們會 loss。 

    綜合以上多位受訪者同時提到課程需要包括：疾病基本的生理病理成因、檢

查（包含範圍及費用、適用對象）、治療，最重要的是後續的追蹤（居家照護）

與尋求支持網絡的方法。探究護理人員對罕見疾病教育需求仍偏好「傳統遺傳學

相關課程」為主之原因，可能由於護理人員以往受的在學教育皆以此為主軸，加

上院方極少舉辦以罕見疾病為主題的課程活動，而少數幾位（14 位）參加過罕

見疾病教育課程者所上過的內容仍多以「遺傳及罕見疾病介紹」、「遺傳及罕見疾

病照護」、「優生保健服務措施及網絡」等課程為主（參考表 5-3），因此研究對象

仍停留在傳統思維中，認為疾病照護、疾病介紹及角色功能與應用還是最重要

的，應針對其需求，納入未來課程設計的優先考量。 

    本研究結果：兒科護理人員之罕病知識得分與罕病在職教育需求得分（r＝

0.19；p＝0.034）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呈現正相關趨勢，但相關強度並不強。而

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得分與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得分（r＝0.69；p＝0.000）則呈

現較強的正相關趨勢。由此可知，護理人員在罕見疾病的教育上，除了提昇知識

外，強化罕病教育的接受度、參與感、責任意識等態度，更能激發參與在職教育

意願。一般而言，需求設計應針對目標族群最缺乏且最需要的部份來加強，然而

從研究結果看到知識得分較高者，在職教育需求也較高，換句話說，知識程度較

低者，在職教育需求較低。若以結果來看，假設會參加在職教育的都已經是知識

程度較高者，即失去在職教育的本意，未來除了鼓勵積極進修者給予獎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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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針對知識程度較低的族群，進一步分析參與在職教育的障礙因素及動機，如何

提昇誘因等問題，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許多研究結果都指出知識得分與態度得分呈現正相關（江麗如，2003；李悅

綾，2003；陳素珍，2004），然而，本研究在罕病知識得分與罕病教育態度得分

統計上無顯著意義（r＝0.08；p＝0.39），分析原因在於研究對象在知識得分上仍

屬偏低，尚未具備基本的疾病學理認知，Kolb指出知識及態度皆正向者，較傾向

願意提供服務（Kolb et al.,1999），因此未來在增強罕病知識上，是急迫努力的重

點。 

 

一、罕見疾病教學方式 

    研究對象喜歡的在職教育教學方式部份，結果依序為「直接授課」、其次是

「臨床教學」、「單張與手冊」，而前兩項在陳素珍（2004）的結果中也分別佔居

第一及第四位。相關訪談摘錄如下： 

（受訪者 1）： 嗯…有些像衛教單張，可能比較簡單的，有時候會用的上…
譬如說我們接一個病人可能沒有時間…. 如果說我手上有降

一個資料，我們手上會有 list 一些資料，像當時我們沒講得

那麼清楚，大部分病人還是會看… 

    分析以上三種護理人員喜歡的授課方式原因：由於護理人員的工作型態屬輪

班制，受限於時間性，傾向於採取平時工作時熟悉、方便且符合現況的作法，而

其他教學方式（例如：研討會、演講、主題工作坊、教學錄影帶）需要額外的時

間或自費參與，在繁重的臨床工作外可能成為考量的重點。     

    在結果中也發現，有少數（11 位）不喜歡或非常不喜歡「自學之網路資源

（如：主題網站）」的方式，卻有六成﹙61.8﹪﹚護理人員遇有問題時會以網路

作為尋求協助的管道，有五成者的罕病訊息來源也是網路，可近性與可用性之

高，由此可見網際網路仍是護理人員的優先選擇；從陳素珍（2004）的結果中也

可得知：經由網際網路獲得遺傳知識者，其知識得分明顯較高。因此，未來課程

規劃應考量個人學習的方式以及科技的適用性，國內目前也有許多研究證實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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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有效提升臨床護理人員在職教育的成效（林紀慧，1999；林淑琴等，2004）。 

 

二、參與罕病研習的誘因 

    研究指出實施護理人員在職教育的障礙因素之ㄧ—「獎勵因素」會影響參與

在職教育的意願（張淑卿等，1997；Furze et al.,1999）。由結果得知，參加罕見

疾病在職教育的誘因最高為「公務人員時數認證」，其次是「發給證書」及「抵

免相關科系的教育學分」。探究原因可能因施測醫院為公家單位有關，大部分正

式的護理人員皆為公職，而依規定每年必須有固定的公務人員時數認證的要求，

因此正符合現況需求，再者發給證書及抵免相關科系的教育學分對於未來升遷也

是必要條件之ㄧ，實用性較高。相關的訪談內容如下： 

（受訪者 4）： 像公務人員認證之類的或者…像那個早療方式的教育學分?
像其實那個老師的部份其實也可以那個…有一些時數。 

（受訪者 5）： 我是希望不要…碰到要收費的我可能會比較考慮…..就是跟

我們科又有關的話，我是想說會去學。 

    未來實施罕病在職教育應針對護理人員的需要增強參與的動機，提昇誘因，

並且能夠依個別需要彈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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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護理人員罕見疾病知識、態度及在職教育需求之相關 

    本章依個人基本資料之變項與罕見疾病知識、態度及在職教育需求的相關因

素進行討論： 

 

一、年齡 

    許多研究指出年齡與知識呈負相關，年齡越大，知識程度越低（江麗如，

2003；李悅綾，2003；Cohen,1979；Scalon & Fibison,1995），本研究結果卻無

顯著意義。護理人員的年齡與疾病知識呈正相關，可能原因在於過去的研究大多

以遺傳學為主題，而遺傳學早在 1960 年代已發起，我國遺傳學教育推估在

1988-1990 間開始，至今將近有二十年的時間，年紀較大的護理人員當時尚無機

會接觸到遺傳學教育，因此越年輕的護士知識越高與在校期間所修習過的課程有

關。然而，國內罕見疾病教育正處於萌芽階段，最早在 1998 年 6 月媒體大篇幅

報導一則罕病病兒新聞才引發注意，之後伴隨罕病基金會成立與運作，「罕見疾

病」相關議題才陸續出現（曾敏傑，2005）。開始至今邁入才第七年的時間，但

因為種類多個案少的特性，使得醫護人員面臨極大的挑戰，許多新興的疾病甚至

還原因不明或尚無治療方法，現有的教材也極為有限，「罕見疾病」議題對台灣

的護理人員而言可說是齊頭式的學習，須不斷地自我充實，才能因應現況的變

化，故此年齡與罕見疾病知識得分無關。  

    年齡與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呈現正相關，與江麗如（2003）的結果相同。年齡

越大，對人生及工作經歷越豐富，越能體會疾病的重要性，對罕見疾病教育的態

度越抱持正向看法。同樣地，年齡與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得分也呈現正相關，

探究原因可能為年紀較輕者，學習其他專業的管道機會比年長者多，研究中發現

年齡大於三十歲者，在大學以上的比例比年紀輕者低，可能離在學畢業時間較

遠，因此一旦有在職教育的機會時比較樂於接受，需求度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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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職進修與三年內參加罕病相關課程研習 

    本結果顯示：有在職進修者，罕見疾病知識得分就越好，與其他研究的結果

一致（江麗如，2003；李悅綾，2003；Peterson et al.,2001）。張淑卿等人（1997）

指出「專業知識」是最主要參與在職教育的因素，也是提升護理人員專業知識及

技能的方法之ㄧ（張媚等，2001）。由於在職進修提供護理人員更多即時的新知、

交流的管道，加上專業知識的增強，相對地在疾病的認知上有較多的了解。 

    三年內有參加過罕病相關課程研習者，罕見疾病知識得分越好，與其他研究

結果一致（江麗如，2003；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Scalon & Fibison,1995；

Williams,1983）。在罕病相關課程研習中，遺傳新知與訊息亦較充沛，並且會參

與在職進修或研習者，學習動機也比較強（張淑卿等，1997），一般而言所獲取

的知識比未參加者多，知識得分較高。 

    有在職進修者與罕見疾病教育態度呈現負相關，此結果與江麗如（2003）相

異。分析可能原因是有參與在職進修者平時在學已有必修及選修的學分科目，繁

重的課業及工作壓力下，增加罕見疾病在職教育的確是一大負擔，因而抱持較負

面的態度；或已修習過相關課程，沒有必要再重複學習。 

    陳素珍﹙2004﹚的研究近三年內參加過相關課程研習與態度呈現顯著正相

關，而本研究無顯著差異。探究主要原因是三年內參加過相關課程研習者只有少

數 14 位，顯示護理人員參與相關課程的機會不多，可能是單位無類似的課程或

研究對象無意願參加。而課程方式仍以「直接授課」及「個案討論」方式居多；

課程內容多為「傳統的遺傳及罕見疾病介紹」、「疾病照護」、「優生保健服務措施

及網絡」，訪談摘錄如下： 

（受訪者 1）： …..在單位內的 conference喔?就是針對這個疾病的 conference
嗎?........喔….沒有。……..case report?之前是有，可是不見得

每周都有。 
 我們護理部會辦，是全院性的，沒有所謂針對像什麼疾病去

上什麼課，像我們在加護病房裡面有所謂的加護病房的特殊

訓練，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特別說針對哪個罕見疾病去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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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說光一個像這樣一個 topic 是介紹罕病的。我知道的罕見

疾病….像我們上課，護理部會上的課裡面，像一些遲緩兒的

發展，那我們會去上這些課。像早療的課….. 
（受訪者 2）： 那平常上課也是會有上一些罕見疾病的課…之前都是單位辦

的醬子….. 就是單位的同仁而已。 
（受訪者 3）： ….像龐貝的 case，他要做酵素，那因為做酵素的人他必須要

做 training…. 對，那是你們單位有多少人就是全部參加，就

參加過 training 的人才可以做這一樣。 
 單位內我們就是平常會定期像一個月在職介紹…像這樣的病

人就沒聽過沒 care 過，那我們就會照 order 下去做，那如果

我們要了解更多的話，就請醫生來講一下，比如說像 PKU 最

近收很多 PKU 降的，他就來講 PKU 有哪幾型哪，藥怎麼給

啊要注意哪些啊，然後怎麼做啊醬子，然後都是在單位上沒

有在中央，所謂護理部辦的，護理部不會辦這種，因為太少

了。 
 最近 thalathemia 有要上在職的課啊!他們就有開醬子的一個

教育課程，護理人員讓他們在住院期間有更好的了解啊，他

從生理心理社會到支持系統整個下去做教育醬子，有學分認

証啊公務人員學習啊! 
（受訪者 4）： 單位內會有醫師上課。 
（受訪者 5）： 院內喔…好像…沒有耶…護理部的是沒有…..我只知道護理部

最近有跟….那個叫什麼..忘了叫什麼，有辦那個 thalathemia
的… 

 （上課）很少耶…就他們有課我們會去上，我們之前有去上

過….應該也是基金會吧，好像有是罕病基金會，好像是中榮

的… 那時候有聽過一次。 
 可是這不是什麼 training，純粹…..對我們來說純粹只是打針

而已耶~只是把藥打到 bottle 裡，給他 iv drip。 

    由訪談內容得知，護理人員參予罕見疾病相關的課程大多是單位內舉辦的個

案討論或是由醫師授課的疾病介紹及照護，有些則是依規定參加的常規式訓練課

程，院方舉辦的機會不多，大多仍以相關主題為主（例如早療課程、遲緩兒的發

展），而非針對某個罕見疾病。 

  

三、年資 

    現職單位年資越久者，罕見疾病知識得分就越好，與 Peterson（2001）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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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李悅綾（2003）、陳素珍（2004）研究結果為年資與知識呈負相關，其

原因為年資越少者畢業年數越晚，知識得分較高。本研究對象的現職單位年資平

均年數為六年，與罕見疾病在台灣發展的時間相符，資深的護理人員比資淺者有

更多接觸病患的照護經驗，也累積較多相關在職課程的機會，因此罕見疾病知識

得分就越好。 

    護理總年資及現職單位年資與罕見疾病教育態度也呈現顯著意義，可能原因

是越資深的護理人員有較多的經驗與照護技巧，對罕病疾患也視同一般兒科病

患，採正向平常心的態度看待，但表達自己雖然具備通用的照護技巧，卻對罕病

基本的生理病理、檢查、治療甚至細微的事項不了解，若是透過教育課程能夠對

患者的基本生理需求有概念，才有辦法介入，因此較能認同罕病教育的施行。 

    護理總年資及現職單位年資與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也呈現正相關，越資深

者，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越高。探究原因同樣因資深護理人員比資淺者有較多

的照護經驗，相形之下較容易有系統地發現病患的問題與需要，也願意為病患尋

求支援，在職教育的機會正好是提供資訊很好的管道，因此需求度也比較高。年

資較深者可能離學校教育的畢業時間較遠，一旦有機會參與學習的機會，較能欣

然接受。 

 

四、職位 

    本研究對象職位在護理師以上者佔 57％，且職位越高者，罕見疾病知識得

分就越好，與 Peterson（2001）結果相同。一般而言，護理師至少是大學以上的

學歷，具有基本的學理知識，並且通過國家或醫院的專業考試評核，受過較多專

業的訓練，在知識得分上較高分。 

 

五、照護罕病患者的經驗 

    李悅綾（2003）的結果有照護經驗者與知識有正相關，在本研究結果中則與

罕見疾病知識、罕見疾病教育態度、罕見疾病在職教育需求無統計上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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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在於雖然有高達七成護理人員有照顧過罕見疾患，但由於前述訪談的原

因（如病患流動率高、住院日短、沒時間多了解、不認為罕見疾病議題的重要等），

因而造成結果沒有顯著。 

    七成有照顧過罕見疾患的護理人員中，照顧過的疾病種類不勝枚舉，包括：

高胱氨血症、苯酮尿症、楓糖尿症、多發性硬化症、高雪氏症、威爾森氏症、半

乳糖血症、G6PD 缺乏症、肝醣儲積症、黏多醣症、成骨不全症、粒線體疾病、

龐貝氏症、普勞德威利氏症等。李悅綾（2003）的研究有照護罕病經驗者只有三

成，相同於徐山靜等人（2004）調查北中南十家遺傳諮詢中心的相關人員，只有

28.7％的護理人員有照護經驗。可見本研究對象比其他單位有較多接觸病患的經

驗，可能由於施測醫院是國內認證的醫學中心，受測單位都是負責罕見疾患的核

心單位，患者較密集，因此接觸病患的機會也較高。 

    有照護經驗者執行過的照護內容頻率依序為「說明或解釋檢查的重要性及結

果」、「說明或解釋疾病的治療方式」、「協助解決日常生活的壓力與問題」，而李

悅綾（2003）的結果前三項排名為「說明或解釋遺傳諮詢服務」、「提供轉介服務」、

「說明或解釋檢查的重要性及結果」，兩者可能來自職務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李

的研究對象為公衛護士，與本研究的臨床護士工作內容不同所致。訪談內容如下： 

（受訪者 3）： ….比方說:好，你醬子回去你的牛奶成份你的飲食成分比方說

你代謝有問題，那你要做一些限制的時候，家屬能不能夠遵

守，我們會去 follow 的就是這一部份，當醫生給的這樣一個

處方建議以後，家屬執行率有多高，然後他會不會完全依照

醬，那他到底知不知道他的嚴重性到底在哪裡?... 包括居

家。恩…比如說你要回去泡牛奶，泡特殊奶粉，那你泡的方

法你要怎麼泡，比方說醫生講完後我們就會看著他泡，看他

怎麼泡餵得好不好，然後問他一些情況假如那樣的時候你要

怎樣處理。 
 照護當然就是全方面的啊，從家庭嘛家屬的支持度社會的支

持度他的支持系統好不好?他的經濟來源比方說他是特殊配

方奶是不是要自費?自費他的經濟能力夠不夠需不需要申請

補助?然後有沒有需要社工方面的照會?...他的發展會不會受

影響?他的智力會不會受影響是不是需要去照會復健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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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一些物理治療方面的東西，這是基本的全部，還有他營

養的方面，….像我們這邊比較小的小朋友小 baby 剛生出來如

果需要做一些篩檢，他就只有單就吃牛奶的部分，如果說比

較大時才發現的話有特殊的營養需求，我們就會會營養師，

會完之後我們再去 follow 你聽的懂或聽不懂，你可不可以做

得到，那你自己有沒有想怎麼做，因為營養師是比較專業的

角色出來，那我們這時候就會以比較近比較 close 的角色去

問:ㄟ，你醬的執行度是多少?那你可不可以做得到?.... 這時

候就是變成一個協調者的角色，對啊，那如果沒辦法的時候

你再做一個教育者的角色…. 
 （心理層面）當然是要顧及啊!有時候比方說你如果照顧一個

龐貝，他要顧一年兩年三年，他要顧這麼久的時候，你必須

要評估他家裡面有沒有人替代她?他婆媳關係好不好?因為到

後來就是鬧翻的啊降子，對啊，換誰也不喜歡，因為他生了

一個不好的小孩，是基因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你就先評估了啊，譬如你跟他聊啊今天有沒有誰

來看你啊?怎麼都是馬麻在顧，那家裏有沒有誰在看你啊?幫
你一起替啊?那出院你就要自己一個人帶啊!那爸爸平常上班

怎麼樣?....你在跟他聊天過程就是在收集資料啊，收集資料後

你就要去跟醫生講啊，對啊，你就跟他說其實這個家屬他的

認知程度是怎樣，他的執行率到哪裡，有時候你們醫生講他

才會聽嘛，你再跟他 follow 一下，事實上你去跟他講他不一

定會做得到，對啊，你要幫他找好他的支持系統，他回去有

沒有辦法持續做…. 

    由訪談者 3 的對話中，幾乎已經包含了所有執行的照護內容，由此可看出資

深的護理人員對病患照護的用心，對其問題能夠抽絲剝繭地分析並協助尋求支持

系統。相反地，也有不同於結果的說法： 

（訪談者 3）： ….基本上我們不做病情上面的解釋，我們只作護理方面，那

所謂的解釋病情哪就說這病人哪發病率有多少啊？或有多少

的治癒率可能需要什麼治療要服哪樣子的藥物出院後可能

要….這一方面的病情解釋，我們是歸類在醫生的責任直屬方

面。 

另外，也有受訪者表達只做常規的護理工作，其他大多由醫師負責： 

（受訪者 2）： …通常是醫生他們在門診會安排他們追蹤啊或者是做那個…
做復健，就早療的一種，對啊，就一些語言治療，對啊，然

後…像罕病有一些藥物是罕病基金會那邊所提供的，那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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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聯絡的…. 那醫師就是幫他們做一些門診連絡…或藥物方

面的… 
（受訪者 5）： 那還有一些… 我不知道那是不是基金會的人耶，一些營養師

吧，對，好像都是由她們在處理耶! ……其實…在診間….都是

由他們… 
….因為我們 care 這些小朋友的機會真的很少。對!我們大部

份是做治療….頂多是在這邊抽血啦，我們是很少跟家屬接

觸。….他（指家屬）大部份不會問我們……通常都是由他們

（指醫師），我們都很少跟他們病友或家屬接觸。 
…..對啊!那有很多罕病的小朋友，大部份是來這邊追蹤，那

會有 fresh 員，有些是學生，好像是生醫所吧!他們會畫族譜

那些，就是由他們去諮詢，我們純粹就是抽血，像龐貝就是

抽血而已。 
….我們在這邊是真的是不需要接觸啦!除非他們打針才會來

找我們，恩!可能是他們那個 group 太強了吧(笑)~~ 
可是這不是什麼 training，純粹…..對我們來說純粹只是打針

而已耶~只是把藥打到 bottle 裡，給他 iv drip。 
….對對，就是 by 醫師的 order 做護理技術啊，對啊。ㄟ，

平常護理人員就可以做不必經過 training 啊….. 
其實說我們不能說是”跟”，因為他們電腦都是自己打，像我

們跟婦產科是自己打，我們打醫師看診，那兒科都是醫師自

己打，所以很多檢查項目我們都不是那麼的了解，因為他們

都自己打……其實沒有坐在旁邊，算不是跟，所以我們只做

治療…. 
對對!可是我們這邊是沒有真的去 care 到他們….. 

    研究對象提到護理人員通常只按醫囑執行抽血、打針的技術，其他業務都由

醫師負責聯繫，徐山靜等（2004）研究也同樣提到：大多數護理人員工作內容為

提供抽血、酵素治療與護理等，另外照護者最常遇的困難是專業知識不足、其次

是個案情緒處理、家屬問題、病患拒絕轉到其他單位、不知有何轉介機構及人員。

上述困境同樣在本研究中可見：七成認為疾病知識不足（73％），66.3％認為缺

乏足夠的專業訓練，50.6％認為缺乏可供諮詢的專業人員或機構，四成自認沒時

間多了解（41.6％），前兩項與李悅綾（2003）結果相符。訪談內容也包括其他

障礙因素，例如：醫護之間有隔閡，自覺無法參與、個案情緒處理等問題： 

（受訪者 5）： …在門診來說，會（有醫護之間的 gap）!對，因為我們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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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參與，可能是他們自己有個 group 吧! 
 …像我們昨天就碰到一個，他們就是雙方都帶因，thalathemia

雙方都帶因，媽媽抽絨毛膜，驗出來就是寶寶是重型

thalathemia 降子，那就是沒辦法一定要拿掉，媽媽就當場哭

了，可是我就不知道怎樣 care 她的心理醬子，我覺得很難因

為我們跟診…因為時間的關係不可能在短暫的時間跟她建立

很好的關係，那不知道該怎麼去安慰她。對啊! …我覺得就去

安慰病人或家屬對我來講是一件蠻困難的一件事…..對啊!我
覺得病房比較有可能啦!其實住個幾天跟她關係會比較好，對

啊!我們降子的…. 不知從何下手。 

    另一研究指出 88.6％護士自認為不是主動的角色，主要原因：機構中缺乏此

護理服務的需求、缺乏知識、提供機會給其他人員，例如醫師（Füsun 

Terzioğlu,2004），在以上訪談中即可窺見。 

    當照顧病患中遇有問題時尋求協助的管道最多是直接問主治醫師，其次是上

網，也有五成會查教科書及請教資深的同事。訪談摘錄如下：  

（受訪者 1）： ……那通常如果照顧的人有疑問的話就會向比較資深的人，

或是說找 VS 問。 
（受訪者 2）： 通常是遇到一些病人來很奇怪，才會去網站上查或是查課本

才知道這病這樣子。 
（受訪者 3）： 問醫生啊，他會跟你講。嗯….我們都是直接先問醫生耶，那

不是問住院我們都是直接問主治，那如果收新的 case，我們

就會問那要注意什麼事情降子，對啊! 
 沒時間(指查資料)…. 
（受訪者 4）： 我們當然有碰過像酵素治療在我們這邊打的也有耶，可是聽

起來…我不知道這個是怎樣 care…. 像碰到降的我們就打電

話問 7X…有問（VS）…通常住院（醫師）會給的資訊都不多，….
像我接到的話我會打電話問 7X，他們對於這個是怎麼 care
的，那 VS 是有時候比較難碰到… 

（受訪者 5）： …….可是對疾病的了解我真的是不太清楚，我可能就是看他

們的衛教單。 
…嗯，有時候（會問醫生），大部份是自己看降子。 

    大部分訪談者都提到遇到問題時會仰賴醫師，可能原因在於護理人員的養成

教育中被教導執行醫囑時必須要完全的正確性，遇到不清楚的部份必須澄清做好

三讀五對的原則，故此會優先選擇醫師作為尋求解答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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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罕病訊息來源 

    江麗如（2003）與陳素珍（2004）的結果皆以「專業期刊」比例最多，本研

究「教科書或專業期刊」佔居第四位，主要前三項分別為「網路」、「衛教單張與

手冊」、「醫師」。李悅綾（2003）以「參加在職教育」及「研習會」比例最多，

本研究「研習會」比例卻是偏低，差距頗大。分析原因可能由於職務不同造成差

異，李的研究對象為公衛護士，相對有較多的機會參與在職教育或研習會；而臨

床護士在繁重的工作中希望尋求快速且便利的方式來獲取資訊，網路是最方便取

得的途徑之ㄧ，各單位同時配置可近性高的電腦方便使用，院方也建置了罕見疾

病專屬網站提供查詢；衛教單張與手冊大部份由衛生署及基金會製作完整，提供

需要的單位取用，疾病內容清楚易懂，護理人員不需再花費額外的時間收集資

料。相關的訪談內容如下： 

（受訪者 1）： …我之前在內科的時候，通常像有什麼基因突變的時候，教

授來的時候，我們也許在這樣子有一個很侷限的 teaching。
那像我們如果遇到比較特殊的病歷的時候，我們當然是比較

會跟 VS 討論，對。 
（受訪者 2）： 電視新聞吧!那平常上課也是會有上一些罕見疾病的課…. 

通常是遇到一些病人來很奇怪，才會去網站上查或是查課本

才知道這病這樣子。 
（受訪者 4）： 網路啊！ 
 嗯….因為我以前上課有收集過一些（門診的）衛教單張… 
 像現在新聞如果有在炒什麼說，我們病房會注意… 
（受訪者 5）： …..其實像 Thalathemia，其實我們也都不太懂，其實是跟診

的時候就聽到婦產科醫師會跟病人講…. （笑）~~~其實我是

醬聽來的~ 
…….可是對疾病的了解我真的是不太清楚，我可能就是看他

們的衛教單。 
…或是自己上網啦看一些東西! 

    訊息來源為「教科書或專業期刊」與罕見疾病知識得分達統計上差異，與江

麗如（2003）結果一致。未來可藉由教科書或專業期刊來傳遞新知，增補罕見疾

病的內容。 

    研究結果也發現：以「報紙、雜誌或電視、廣播」訊息來源與罕見疾病知識

 64



呈現負相關，亦即以「報紙、雜誌或電視、廣播」作為訊息來源，罕見疾病知識

得分較低，探究原因可能是由於報紙、雜誌或電視、廣播提供大眾一般的時事消

息僅供參考，對於專業知識較無法由此涉略，甚至當專業的護理人員對疾病不了

解而無法清楚判斷時，可能容易被報紙、雜誌或電視、廣播誤導，因而有錯誤的

知識及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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