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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時無刻，

家屬面對照顧出院返家親人的壓力，

對長年臥床的病人家屬而言，

身心苦楚更是難以言喻。

居家護理服務，

適可減少病人與家屬舟車往返醫院之勞頓，

減輕經濟負擔，

醫療機構也能撙節支出，

是醫病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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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長照送到家

二○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下午，林淑

緩居家護理師開著居家訪視車，前往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四街的兩處民宅，

探訪病人。迥異於普遍聘請外傭照顧

病人，這兩位臥床多年的病人，主要

照顧者都是母親，家境不裕。

首先抵達個案陳先生家中進行每兩

週一次的訪視評估，三十五歲的他在

一場車禍中，因頭部外傷造成植物人

的狀態，靠鼻胃管管灌流質進食。看

到居家護理師的到來，陳先生的母親

黃女士喜出望外，趕緊邀請她入屋內。

護師評估個案  用心陪伴家屬

打 開 家 訪 必 備 的 醫 材 行 李 箱， 林

淑緩取出了聽診器聆聽個案的肺葉，

確認肺部無積痰液，誇獎「拍得很認

真喔！」，代表黃女士有定時觀察、

排除積痰。接著，她又拿出血壓機，

套 在 陳 先 生 手 臂 上 監 測，「 收 縮 壓

八十九、舒張壓六十一，血壓狀況尚

可。」她並繼續觀察了管路管口清潔

情況，檢視皮膚部位、詢問排便情形、

臀部有無破皮等，接著與家屬聊起近

來照顧情形。

黃女士說，每次餵食之前，要幫兒

子先翻身，用拍痰器拍背再抽痰，最

後才能灌食。床旁抽痰機是租借來的，

不一會，黃女士聽見兒子喉嚨有咳痰

的聲音，趕緊上前用熟練的抽痰技巧，

為兒子抽出痰液。她連接口腔彎管，

啟動機器，順利完成抽痰，熟稔技巧

文、攝影／黃昌彬

林淑緩居家護理師聆聽陳先生的肺葉，確認肺部無積痰液，誇獎母親「拍得很認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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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是母親滿滿的愛，更是居家

護理團隊努力衛教的成果，一同守護

病人的健康。「很感激花蓮慈院居家

護理團隊給我們的幫助，已經夠了！」

母親感激訴說。

黃女士原本患有憂鬱症，在照顧兒

子的漫漫長路上，心情更加「鬱卒」。

林淑緩每次訪談，不斷鼓勵她要堅強，

「孩子很需要妳，妳一定要振作！人

生要有一個目標，好陪伴孩子恢復健

康。」「您照顧得很好喔！」站在床

沿旁觀察的居家護理師，除了稱讚黃

女士熟悉照護步驟，也鼓勵她與先生

進行環島旅行一個月，將兒子暫時安

置在養護機構接受照料，以獲得身、

心、靈的喘息。

林淑緩說：「照護過程，因陳先生

病況較穩定，已拿掉導尿管。但因他

傷及腦部，以致吞嚥功能受到影響，

容易發生嗆食情形而導致吸入性肺炎，

為了避免危險情況發生，不建議將鼻

胃管拿掉。陳先生是家中么子，在他

車禍後，家人的凝聚力更強了，兄弟

姊妹及父親輪流分擔照顧的重擔，協

助盥洗。醫院顏惠美師姊曾來探望，

了解需要，慈濟基金會每月也對案家

補助，列為長照關懷戶。」

陳先生在母親細心照料之下，運用

林淑緩所教導的護理技巧，進行鼻胃

管沖洗、翻身拍背避免壓瘡或褥瘡產

生、正確地使用拍痰器幫助排痰、使

用抽痰機抽取痰液……，十分熟練，

黃女士說，每次餵食之前，要幫兒子先翻身，用拍痰器拍背再抽痰，最後才能灌食。圖為居家護理師

指導黃女士翻身拍背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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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長照送到家

「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照護，怎麼拍痰、

抽痰，還要額外注意什麼事，照顧五

年多下來，熟能生巧。她做得比我還

要好呢！」林淑緩盛讚。

住院病人的管路髒了，院內直接更

換，但在案家，因為健保給付一個月只

有一條管路，因此除了居家護理師每月

固定為病人換管，平日的清潔，則教導

家屬使用市售的沙士、啤酒或可樂等

碳酸飲料，取三十至五十 C.C. 的量倒

入清潔管壁，因為奶粉含油脂類較高，

容易沾附在管壁上面，這方法可直接溶

解管壁的油脂，等於是讓病人直接喝下

去。「以前一條管路就要兩百元，對許

多家庭都是很重的負擔！在TPN（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全腸道外營養注

射，為一種營養補給的方式）及造口

的部分，會教導家屬運用此方法，效

果還不錯。」林淑緩說。「記得要買

瓶新的使用，因開瓶過的碳酸氣體揮

發，就無效了。」

由於擔心陳先生消化能力較差、體

重偏輕、鼻胃管無法拔除，林淑緩曾

跟黃女士討論因應之道，嘗試了很多

的改善方式，但礙於考量案家的經濟

負荷、照顧者為過胖過重病人翻身及

下床洗澡時的不便性、「反抽」（每

餐餵食配方牛奶之前，要先確認胃部

消化狀態的監測動作，若發現牛奶沒

有消化完，又硬灌食，病人會嘔吐，

很容易造成吸入性肺炎）效果差會增

加困難性等因素，都是一個很大的負

擔，於是尊重黃女士的意願，先維持

陳先生現有的體重就好。

「臥床病人，食物在胃裡停留的時

間較長，腸子蠕動較差，常有便祕或

消化不好的問題。以胃的解剖學來看，

一餐的胃容量大約是三百五十至四百

C.C.，若胃裡頭測出還有剩餘的奶量，

可提醒照顧者不要餵太多！」林淑緩

強調。

「有次，聽聞黃女士說很容易飢餓，

順便為她測量血糖，結果飯後血糖值

竟高達五百多mg╱dl（毫克╱分升），

趕緊提醒她要儘快就醫治療。」由於

林淑緩的機警及貼心叮嚀，黃女士目

前持續在花蓮慈院接受身心科及新陳

代謝科的治療。

「 現 在 知 道 自 己 有 高 血 糖， 會 節

制飲食了。淑緩這麼好，一家人全部

照顧，真的很會開玩笑，我們之間沒

黃女士坦言，與居家護理師之間沒有距離，擁

有姊妹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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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距離，就像姊妹般的情感。若沒有

慈濟的幫助，我們會負擔很重，有妳

們真好！雖然我現在看起來很快樂，

但一個人獨處時，內心的憂愁難以言

語。」黃女士致上謝忱，眼眶泛紅，「祝

福淑緩母親節快樂。」今年初，林淑

緩去土耳其旅遊，還特地買了當地的

石榴乳液致贈給黃女士作為母親節禮

物，兩人情誼可見一斑。

完成了案家訪視，林淑緩取出筆記

型電腦，利用三 G 無線網卡連線進行

健保申報，待返回醫院，再完成居家

電子病歷的繕打，紀錄病情。若病人

有異，則現場撥打電話聯繫醫師知悉，

並協助掛號返診等。

管灌愛心配方  病人快速增胖

告別了陳家，居家訪視車繞過幾條

街，林淑緩來到了另一位個案鍾先生

的家中。四十多歲的鍾先生罹患遺傳

性心臟病，家庭經濟拮据，長期尋求

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長診療。

林淑緩為鍾先生量測血壓正常，詢

問母親戴女士，以了解居服員到府服

務的時間，想跟她碰個面討論照顧的

細節。戴女士還說明近來兒子更換奶

粉後，腸胃似乎有些不適，林淑緩以

手按抵鍾先生肚子，輕拍了幾下，了

解脹氣的情況。同時，她檢查藥袋標

示是否過期了，提供用藥諮詢。

完成了案家訪視，林淑緩取出筆記型電腦，利用三 G 無線網卡連線進行健保申報，待返回醫院，再完

成居家電子病歷的繕打，紀錄病情。若病人有異，則現場撥打電話聯繫醫師知悉，並協助掛號返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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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長照送到家

照顧兒子五年多的母親，昔日曾道

聽塗說有一款偏方吃了會對兒子的心

臟疾病有助益，沒想到，她讓兒子擅

自停藥一個月後，病況急遽惡化，因

心臟問題引發了腦幹大出血，趕緊送

醫急救。鍾先生身體原先留置有導尿

管、鼻胃管、氣切管，出院之前，將

導尿管移出，「當時急救，母親堅持

要救到底，於是將三管都切除了，管

路移除後，傷口沒有癒合，在脖子上

留下了一個氣切口。也因這情況，讓

鍾先生可以直接從這個氣切口咳出痰

來！」鍾先生原先十分消瘦，皮包骨

使得他的骨盆腔等骨骼部位清晰可見，

屬於營養不良的個案，亟需補充營養。

「原先，對母親做衛教及護理技巧

指導，她很不能接受。有自己的主觀

意識，覺得自己的照顧方式最好。後

來，她又要照顧生病的先生，負荷太

大了，於是我們便將善心人士所捐贈

的配方管灌奶粉轉贈，告訴她不要用

攪打食物的方式餵食，改成用管灌配

方奶粉，一來可以獲得休息時間，二

來對兒子也比較好。」戴女士聽從居

家護理師的餵食建議後，沒多久兒子

就從原本三十幾公斤的體重，一下子

增胖到快五十公斤了。

在做出院準備服務計畫期間，臨床

護理師就會進行教導，當居家護理師

到了案家之後，透過實際觀察照顧者

林淑緩居家護理師為個案鍾先生量測血壓，並詢問戴女士，以了解居服員到府服務的時間，想跟她碰

個面討論照顧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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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再進行回覆示教，直到照顧者

知識、技能完全熟練為止。「因為鍾

先生的腸胃吸收情況較好，獲得了顯

著的健康改善。但是，戴女士迄今仍

不願意讓我們做抽痰的動作，除非他

的痰液真的太多了，才會請我幫忙，

雖然我們早已教會她做抽痰的動作。」

通盤掌握病人現況後，林淑緩道別了

案家，完成了當日的訪視。

護師機警救人  下廚備餐助人

林淑緩護理師從事居家護理十幾年

了，有許多與案家的互動讓她難忘，

她回憶說：「記得有位個案的妻子，

訪視時與這位阿姨對話過程中，我

發現她身體一直顫抖，追問到底，阿

姨才透露在我來之前，原本打算先殺

死長期照顧的先生，再到二樓自殺。

她罹患了憂鬱症，當時邊說邊笑，已

出現『憂鬱的笑容』警訊，因照顧壓

力實在太大了。後來，我緊急連絡她

的兒子返家、安排阿姨就醫、將阿伯

暫時安置在機構，讓家屬可以喘息。

從此之後，阿姨都把我當成是救命恩

人。」

在從事居家護理的初期，她還曾跟

著學姊到訪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的一

位阿嬤家，那一幕讓她永難忘懷，「裝

有導尿管的脊髓損傷阿嬤，尿液先暫

置尿桶裡儲放，時值夏天，因外出洗

腎的媳婦多日未倒，阿嬤的尿裡竟然

有蟲耶！」「因為沒人煮飯給阿嬤吃，

學姊怕她餓，就叫我幫忙煮飯，我卻

在煎蛋時弄得廚房都是油煙，被學姊

大聲質問：『林淑緩妳是要放火燒屋

子？』……」

這諸多的過往，讓人看見居家護理

師不為人知的辛苦一面，也讓人見證

從事外展服務

的護理之愛，

在病人康復之

路 上， 扮 演

極其重要的角

色，更為照顧

者提供一盞希

望明燈，指引

方向。

林淑緩居家護理師

教導戴女士使用管

灌配方奶粉的注意

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