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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決策

有別於傳統醫學，近代醫學日益專科

化，甚至有『次專科』或『次次專科』的出

現，對不同專科的醫師而言，另一個專科的

治療、醫療處置幾乎是『隔科如隔山』，

以至於各專科各自為政，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卻忽略了病人本身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所謂全人醫療（Integrated Care），主

要宗旨是以病人為中心，提供完善的專業

團隊照護，避免因各專科治療、用藥的銜接

不當或重疊影響病人安全，進而加強醫病溝

通、促進醫病關係，建立多贏有價值的醫療

服務，而醫病共享決策亦是當中極為重要的

一環。

醫學非萬能，當疾病進展到相當程度，

醫療的執行常遭遇兩難的局面，沒有一個

處置、用藥完全對病人有利，不同於學校考

試做題，沒有標準答案可言，更多時候是立

場的不同，沒有絕對的對或錯；在這種情況

下，醫師無權替病人/家屬做任何決定，他們

唯一能做的，就是將所有可能的選項呈現給

家屬，從不同觀點解釋各個選項的利與弊，

由醫病雙方共同決策。

舉例來說，林女士，76歲，罹患肺腺癌

第四期，已骨、肝轉移，因吸入性肺炎經急

診入院，被轉入加護病房。數星期後，主治

醫師表示林女士的狀況已相對穩定，但評估

短期內成功脫離呼吸器的可能性不高，詢問

家屬是否考慮讓林女士做氣切，林女士的大

兒子贊成醫師的建議，並希望醫師們積極

治療林女士的癌症，但三女兒認為母親年事

已高，再加上已是癌症末期，不忍見她再多

受無謂的折磨。家屬間有了爭執，幾乎就在

加護病房外吵了起來，於是醫師召集相關醫

事人員與幾位關鍵家屬，就林女士目前的狀

況，詳細陳述長期插管及氣切的優缺點，並

找來安寧共照師，向家屬解釋緩和醫療的概

念，供家屬參考，盼家屬終能達成共識，不

論最後決定為何。

或許家屬當下無法全然了解醫師的解

釋、亦或許他們當下無法立即做決定，一

次會議解釋不夠，那就兩次、三次…，這些

看似不起眼的小會議，對醫病關係的促進卻

是何等重要，藉由這些會議，醫病關係演變

為共同決策的夥伴，讓民眾得以參與醫療決

策的訂定，落實民眾『知』與『選擇』的權

利，以達到促進病人安全的目的。

從全人醫療的角度實踐醫病共享決策
文/醫療部 王伊萱 個管師

全人醫療會議照片（非文中例子）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什麼是慢性腎臟病

美國腎臟基金會將慢性腎臟病定義為︰一、有腎臟損傷，其表現可為病理異常、影像學異

常或腎功能指標異常（如蛋白尿、微蛋白尿或血尿），且時間超過三個月以上；二、不論是否

有腎臟損傷，只要腎絲球過濾率（GFR）< 60 ml/min/1.73 m2超過三個月以上都屬於慢性腎臟

病。依腎絲球過濾率將慢性腎臟病分為五期：

期別
腎絲球
過濾率

腎臟功能說明 治療及衛教重點

第一期 ≧90
腎臟功能仍有60%以上，
但伴隨有蛋白尿、血尿或
水腫等症狀。

維持腎臟功能
1. 健康飲食和規律作息
2. 積極控制血糖血壓
3. 定期做腎功能檢查第二期 60-89

第三 a 期 45-59
腎臟功能僅有15-59%，會
有水腫、高血壓、貧血、
倦怠等症狀。

減緩進入未期腎衰竭
1. 積極配合醫師治療
2. 健康的生活習慣
3. 預防腎性骨病變
4. 改善水腫
5. 低蛋白飲食控制
6. 自我心理調適

第三 b 期 30-45

第四期 15-29

第五期 ＜15

腎臟功能僅剩15%以下，
無法排除及代謝體內廢物
及水份。

準備進入透析階段
1. 使用藥物改善食慾不振及噁心
2. 治療貧血
3. 預防高血鉀
4. 減少心肺積水
5. 透析或移植準備

患者為何需要個案管理

國人透析發生率及盛行率居高不下，罹患慢性腎臟性疾病者達11.9%，但知道自己罹患疾

病的只有3.5%，許多患者都是到快要洗腎時才知道自己罹病。根據實證醫學分析，早期轉介能

降低死亡率和住院率，並提升選擇腹膜透析，及提早接受動靜脈瘻管的機會。

參與慢性腎臟病個案管理

對減緩洗腎大有幫助
文/腎臟內科 王文倩 個管師

張浤榮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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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腎臟病患者腎功能衰退的速率常是受到

服藥遵囑性、壓力、治療方式及其他特殊情

況而改變。臨床上慢性腎臟病患者對疾病認

知普遍不足，且對飲食控制、規律運動、藥

物治療等均需加強。所以慢性腎臟病衛教工

作之推廣，主要導引正確就醫與定期追蹤的

觀念，切勿亂服成藥偏方，並養成正確飲食

攝取、正常生活作息、適度的運動、控制三

高，提升自我照顧能力，延緩腎功能惡化及

避免腎功能急速衰退而進入末期腎衰竭與併

發症的發生。

如何幫助病患做好個案管理

改變一個人的習慣需要經過五個階段︰

思考前期、思考期、準備期、行動期、維持

期。衛教師在第一線面對病患，更能掌握其

複雜性及瞭解介入改變患者行為的時機。

病患常見的問題有︰偏方/非合格中(西)

醫師開立之中草藥(西藥)使用。在門診常遇

到病患自行服用偏方或中草藥，衛教師的回

應︰希望您找合格中醫師；而且無論如何仍

要來追蹤、檢查，不會因為您不吃本院的

藥，就不提供衛教喔！此外，對於年齡較大

的長輩，衛教師建議可行的運動模式，例如

15分鐘健康操，早晚加起來運動時數有30分

鍾，就會認定已完成今日運動量。因此，給

予他們簡單且容易達成的運動目標，對於年

齡較長的病患比較適合。還有些病患明明上

次接受營養師衛教了，怎麼回診BUN(尿素氮)不降

反升？經詢問後發現，病患對營養師說的每

天不超過四份蛋白質攝取產生疑問，所謂一

份是多少量？此時衛教師就必需提供淺顯易

懂的說明，一份蛋白質=一顆蛋=一杯250ml

豆漿=1.5片黃豆干=三指頭大小肉片=中華豆

腐半盒=傳統豆腐三小格。將看似複雜、病

患記不住的專業術語改為能想像的實物大

小，才能有效飲食控制及增加病患配合度。

現況

目前本院已有25位醫師加入初期慢性

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整合性的照護可

以讓初期慢性腎臟病患維持在原科看診，同

時得到腎臟病相關衛教及資源。藉由跨科合

作與轉介以及團隊合作與長期追蹤，進而減

緩患者洗腎。

此外，病患衛教仍有些挑戰與困難，例

如腎臟病第五期病患（接近末期腎臟病）尚

未出現藥物無法控制之併發症時，衛教師必

需先成為病患長期互信的朋友。但要病患維

持長期規律回診也要有相當的技巧。因此，

衛教師首要工作是維繫病患，逐步傳遞中長

期衛教目標。

展望

個管師必需整合專科、跨團隊與病患互

動，將複雜的疾病以淺顯易懂的說明、飲食

與習慣融入慢性腎臟病的生活型態，促使專

業與院所制度差異無縫接軌。未來本院將召

集更多醫師加入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

善方案，擴展照護網絡，本衛教模式更完整

提供來預防或延緩腎功能惡化，提昇慢性腎

臟病患的生活品質，減輕健保醫療負擔，達

到三贏的目標。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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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人進入末期腎病，需接受腎臟代

替療法時，有三個選擇：血液透析、腹膜透

析、腎臟移植。腎臟移植能改善末期腎病病

患的存活率和生活品質，所以，腎臟移植是

末期腎疾病最佳的治療方式。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8條規定，活

體器官捐贈者為五等親以內且年滿20歲之

健康成人或配偶（指應與捐腎者生有子女或

結婚二年以上。但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

斷罹患移植適應症者，不在此限），無慢性

疾病或腫瘤病史其捐贈動機單純，經檢送捐

贈者醫學、社會心理、精神評估，提供最近

親屬（指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

弟姊妹、祖父母、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

親、依親等直系姻親）兩人以上書面資料及

相關文件證明，並檢附受贈者醫學評估後，

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即可執行腎

臟移植手術。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9條規定，醫師自

活體摘取器官前，應注意捐贈者之健康安

全，並以可理解之方式向捐贈者及其親屬說

明手術之目的、施行方式、成功率、摘取

器官之範圍、手術過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

險。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療上必

要之注意。

其中以直系血親活體捐贈的腎移植存活

最好。另外，夫妻的活體捐贈效果也和前者

相同，再來是腦死患者捐贈的"屍腎移植"。

活體腎臟移植的優點存活率比屍體腎臟移植

高而且可縮短等候屍體腎臟器官的時間，排

斥風險比屍體器官移植較小。

文/中興分院腎臟內科 洪翠黛    個管師  

蔡博宇  主治醫師

認識活體腎臟移植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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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捐腎後的風險，以長時間觀察下

來是與健康人一樣的，並且捐腎者也需要接

受長期門診追蹤。腎移植的朋友絕大多數

每個月要來醫院抽血檢查－1.腎功能（肌酸

酐）：瞭解腎功能有無變化；2.藥物濃度的

檢測：確保在安全有效的濃度。（因為濃度

不足易發生排斥，濃度太高易發生感染）需

加強衛教服藥遵從追蹤檢查的重要性而受贈

者移植前仍需告知病患，腎臟移植並非十全

十美。因為免疫抑制劑仍有其副作用，可能

會導致癌症和感染的增加。審慎的評估加上

良好的衛教，腎臟移植才能為尿毒病患帶來

最大益處。

雖然，無法預測每一位腎臟移植病人

的移植腎功能能夠維持多久，但是對患者而

言，接受活體腎臟器官移植比屍體腎臟移植

的效益多。然而當今器官移植面臨最大的困

境並不是移植技術不佳，而是移植器官來源

嚴重不足。醫療專業人員透過有效溝通、教

導，與病人及潛在捐贈的家屬共同解決問

題。衛教的過程，運用溝通技巧，引導說出

自我的想法及困擾，評估對內容的了解程

度，清楚的澄清問題，並提供過去相關的照

護經驗，使其增加對疾病的熟悉度。

另外，我們也建議，針對透析腎友及其

親屬辦理活體捐贈講座活動，邀請活體捐贈

者（家屬）與受贈者（病人）現身說法，對

有意願移植的病人與其家屬，釐清活體捐贈

器官的誤解，並分享移植後的新生活，藉此

面對面的活動，降低腎友及其親屬對活體捐

贈器官的疑慮。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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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套集尿系統是泌尿系統最常見的先天發育異常，盛行率約0.8~1%。雙套集尿系統分成完

全雙套集尿系統與不完全雙套集尿系統，兩者的分別是完全雙套集尿系統有兩套輸尿管及在膀

胱有兩個輸尿管開口，而不完全雙套集尿系統雖然有兩套輸尿管，但這兩套輸尿管在接到膀胱

前就會先接合在一起了，因此在膀胱只有一個輸尿管開口。

對於雙套集尿系統診斷通常是偶然在醫療影像檢查中發現，代表大部分的雙套集尿系統其

實是沒有症狀的，不須接受治療。但是，仍有少部分的雙套集尿系統有嚴重的併發症，不完全

雙套集尿系統的併發症包括：輸尿管間逆流及腎盂輸尿管接合處阻塞，而完全雙套集尿系統的

併發症大多與輸尿管異位有關。

正常輸尿管開口於膀胱三角區，而異位輸尿管口則位於三角區以外的膀胱，其外上方的開

口連接低部腎盂及輸尿管，下內方的開口連接高位腎盂及輸尿管（Weigert-Meyer定律），嚴重

的發育異常可導致高位腎盂的輸尿管開口不在膀胱內（輸尿管異位），女性病人其開口可在陰

部前庭、陰道或尿道括約肌之外，而形成部分尿失禁，男性則可開口於尿道前列腺部、精囊或

輸精管而不發生尿失禁，反而是造成會陰部腫脹。所以，高位腎盂及輸尿管的併發症是異位輸

尿管，而低位腎盂及輸尿管的併發症則因為輸尿管到膀胱的的開口不在膀胱三角內而造成膀胱

輸尿管逆流。

完全雙套集尿系統 不完全雙套集尿系統

雙套集尿系統的
臨床症狀及併發症

文/泌尿科 趙浩堅 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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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文獻上對於雙套集尿系統的併發症研究不多，所以我們與醫學影像科合作，回朔性

的搜尋2010年一月到2015年九月的醫療影像，其中診斷中有出現”duplex ”及”duplication 

”的醫療影像檢查，以及泌尿科王紹全主治醫師的醫療紀錄診斷中出現雙套集尿系統的病

人，過濾影像診斷不是雙套集尿系統，總共有203人，女性比男性多，分別是女性111人，

男性92人，患側在左邊的也比右邊多，而診斷的工具以電腦斷層最多，依次是：電腦斷層88

人(43.4%)，經靜脈泌尿道顯影檢查74人(36.5%)，超音波22人(10.8%)，核磁共振攝影16人

(7.9%)，逆行性腎盂造影檢查、膀胱鏡及輸尿管鏡各1人(各占0.5%)。

根據研究統計，超過一半以上的病人是意外發現有雙套集尿系統，大多是在其他癌症的

追蹤影線檢查中發現，有症狀的病人則多以腰痛症狀來看診，其次依序是發燒、血尿、尿失

禁及頻尿。在所有診斷為雙套集尿系統的病人中，不完全雙套集尿系統占多數，共有179人，

大多數都在上段輸尿管就接合在一起了；少部分是完全雙套集尿系統，但有三分之一有嚴重

的併發症。

在併發症方面輸尿管結石占大多數不論是完全或不完全集尿系統，其次是完全集尿系統

造成的異位輸尿管。根據我們的統計，雙套集尿系統大多數是沒有症狀的，常常是意外診斷

發現的，所以並不需要積極治療。但值得注意的是泌尿道結石在雙套集尿系統的病人中是常

見的，這可能與雙套集尿系統的病人容易造成輸尿管間的尿滯留有關，因此建議有這方面的

病人應該適量的水分補充。

另外，完全雙套集尿系統的病人，常有異位輸尿管及輸尿管膀胱尿逆流，常在小兒時期

就因反覆感染而被診斷。因此，對於診斷完全雙套集尿系統的病人，有較高的比率有嚴重的

病發症，應定期回醫院追蹤治療。

*圖片來源：截自網路-與雙重輸尿管畸形的手術治療相關的文獻報導，
  網址：http://big5.wiki8.com/shuangchongshuniaoguanjixingdeshoushuzhiliao_126169/Litera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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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下降，容易放棄，進入惡性循環。

代謝減重手術在此時可以介入幫助患者，藉

由手術的方式達到有效的體重減輕及持久的

體重控制。目前主要的減重手術有三種：胃

束帶手術、袖狀胃切除手術及胃繞道手術，

皆可採用腹腔鏡或達文西機器人手臂微創方

式完成。

胃束帶手術：把胃的上段束緊，以減少

進食量來達到減重的方式，手術單純且對胃

的傷害小，術後約可達到60%的減重效果。

袖狀胃切除手術：將約70%的胃切除呈香

蕉狀，使食量變小，因切除部分的胃會減少

體內“飢餓素(Ghrelin)”的分泌量，以此達到

減重的效果，手術時間短，術後可達約70%的

減重效果，是目前的主流方式。

胃繞道手術：先將胃切出約30ml的容

積，再將小腸與之吻合，形成繞道手術，此

手術可以同時達到限制進食量及減少小腸營

養吸收效果，手術複雜性較高，但是減重效

果為三者最佳，約可達80%以上的減重效果。

另外，對罹患糖尿病的患者而言，除了

改變生活型態、飲食習慣及口服或針劑藥物

來控制病情之外。近來新陳代謝手術啟蒙，

學術界提起“後腸理論(hindgut theory)”，

藉由小腸繞道手術，讓消化較未完全的粗顆

粒分子食物提早進入後段小腸，促使後段小

『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

其指高血壓、血糖偏高、血脂異常、腰圍

變粗。現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大，多

吃少動，尤其在中壯年時期，基礎代謝率

已較年輕時低下，很容易便會成為其中一

份子。這樣的疾患短時間身體不會發出警

訊，然而在生活習慣的潛移默化中，血管

逐漸產生動脈粥狀硬化、狹窄， 一旦發生

阻塞，塞在心臟稱為心肌梗塞，塞在腦部

就是阻塞性腦中風。若為血管硬化，在冬

季強烈寒流時，血壓高至飆爆血管，則為

出血性腦中風。上述都是致死率極高的併

發症，造成家庭極大的負擔。

當我們努力地藉由運動及控制飲食等

方式控制代謝性問題時，控制體重往往是

首要目標。然而體重超過一個程度時，走

路快些會喘得厲害、認真運動一陣子，膝

蓋跟腰的痠痛接踵而至，倘若體重仍然沒

文/達文西微創中心暨一般外科 劉信誠 主治醫師

運用達文西微創手術於
   減重及糖尿病代謝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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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束帶手術

Adapted from DeMaria EJ. NEJM 2007;356:2176-83 

袖狀胃切除手術 胃繞道手術

劉信誠 主治醫師

專長	 達文西機器人減重手術

達文西機器人肝膽胰手術

達文西單一孔洞手術

腹腔鏡胃、肝、膽、胰手術

單一孔洞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腹部急症

乳房篩檢及手術

疝氣手術

皮膚腫瘤

現職	 中山附醫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	 衛福部台中醫院住院醫師

台中榮總一般外科住院醫師

台中榮總一般外科總醫師

台中榮總一般外科臨床研究醫師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台灣消化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內視鏡外科專科醫師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

下午 ●

腸分泌“GLP-1”，以刺激胰島分泌胰島素，增加組織對胰島素的使用性，刺激胰島增生等，

都有助於血糖的控制。相關的手術在國外累積之經驗，約八成的糖尿病患者在術後一年，可

以不用吃藥或打針就能控制血糖在正常範圍內。而其餘二成患者為什麼沒有效果?在上述理

論基礎中，很重要一點是胰臟必須要有足夠正常功能的胰島。所以在手術前應檢查血液中的

C-peptide濃度，倘若太低，意味胰島功能幾乎消耗殆盡，手術成功控制血糖的機率亦較低。

因此，患者在被診斷為糖尿病之初期是有機會藉由手術治癒疾病，不再需要「終身藥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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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孩子心中最具代表的「超人」
請不要忽略「榜樣」的重要性

文/精神科 林佩怡 臨床心理師

問後才發現，小庭的爸爸在家中，當小庭作

業寫得慢或是寫錯字的時候都會隨口罵他是

「笨蛋、廢物、白癡」。

----------------------------------------------------

國中階段前的孩子，就發展心理學的

觀點來說，最初的情緒發展、性格表現與人

際互動模式是以家庭為主軸，影響發展的因

素除了天生氣質、生理發展以外，更重要的

後天決定因素就是─父母親與孩子的相處模

式，以及主要照顧者的言行舉止，是孩子們

最具楷模的「示範」。

親愛的父母親們，切記！孩子年幼時，

口語表達理解與對文字辨識的能力尚未成熟

前，主要的學習來源就是透過「觀察」與

「模仿」。他們會模仿父母親們和人溝通與

互動的方式、模仿父母親們如何解決衝突、

模仿父母親們如何面對壓力、模仿父母親們

如何處理情緒。每天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往

往不容易發現這些潛移默化的教育，但來到

診間後，我發現絕大部分的孩子身上或多或

少都有著爸媽的影子，最常見的是家長們通

常在治療初期都會告訴我：「他這個壞脾氣

也不知道是像誰？我們家就沒有人是這個樣

子的啊！」，但是針對孩子表達的內容或是

活潑好動就讀國小三年級的小庭（化

名）進到我的治療室，我請他幫我畫一幅

畫，他畫了一個超人。

最近美國好萊塢電影-英雄聯盟系列十

分盛行，孩子若在診間裡畫了變形金剛、雷

神索爾、超人等拯救全世界的英雄人物，都

在我預期的範圍內，不足為奇。但今天這個

超人卻十分特別，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孩子

賦予他一個特異功能─這個超人居然是個會

噴火的超人。

忍不住問了小庭，他告訴我他的超人非

常厲害，遇到壞人、欺負他的人或是擋住他

飛行的樹，超人只要噴火就可以消滅這些東

西，不用辛苦地去打鬥…

小庭：『爸爸就像他心目中的超人…』

---------------------------------------------------

小庭反應快、聰明伶俐，喜歡和同學

一起遊戲，但在學校人緣卻不好，同學們都

怕跟他相處，主要原因小庭非常容易生氣，

一生氣就會大罵別人是「笨蛋、廢物、白

癡」，甚至有次跟同學們分組合作時因為生

氣而罵同學：「你怎麼這麼沒用啊！」

小庭的爸媽非常關心他，也很積極想

協助小庭解決人際互動上的困難；進一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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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的語調、表情細細比對後，多數父母會

很驚訝地看著我，因為他們總是低估孩子的

模仿學習能力，也低估了自己在孩子心目中

「榜樣」角色的重要性。

多數父母親通常會花很多時間檢視教學

材料、選擇有意義的故事書或繪本、認真且

嚴格地過濾電視節目與網路訊息，盡可能提

供給孩子在文本知識上最好的材料，希望他

在學習上能跟得上別人的進度。但是過度重

視孩子的學習文本知識，卻忽略了最基本的

身教，孩子長大後真的能夠在社會上獨當一

面、與人和諧相處、善於處理問題困境與坦

然面對生活中必然經歷的挫折與壓力嗎？

近一年在住家附近開了一家文理補習

班，從此之後每當晚上六七點與九點多時總

是非常熱鬧，附近交通也常打結，便常常聽

到警車前來取締的聲音。某一晚，警車又來

取締，來接送孩子的家長卻在馬路上與警察

大吵起來，映入我眼簾的場景是：補習班門

口停著一輛幾乎佔據一個車道的車，後面塞

著幾輛準備要通行的車輛，一個站在路邊不

斷地向警察咆嘯要政府或警察高官出來正視

問題的家長，一位請家長冷靜的警察，另外

還有一排站在補習班門口面無表情、直盯著

場景的孩子們。我非常憂心，孩子們會如何

理解？在理解的過程中又會學到什麼？

在此語重心長地提醒，監獄裡面關的

是「犯罪的人」而不是「愚笨的人」，追求

知識卓越的當下，請務必留意自己的孩子能

不能妥善解決生活困境、配合社會道德規

範、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和諧地與他人

相處。千萬不要忽視自己的一舉一動對孩子

成長的重要性。我們是否能夠讓孩子們瞭解

到，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堅定立場可以用溫和

理性的方式來表達、遵從社會道德規範對自

己的重要性，這些知識最直接的授教者絕對

都是朝夕相處的父母親們。

所以，親愛的父母親們，你們做好準備

要成為孩子心中那位充滿正義感、善良且願

意溫柔愛人的「超人」榜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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