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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一位境外感染登革熱個案之護理經驗 

摘要 

本篇文章是描述照護一位境外感染登革熱個案之護理經驗。照護

期間自 2013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4 日，筆者藉由訪談、觀察、傾聽以

及理學檢查收集資料，運用 Gordon 十一項健康功能評估，歸納分析

並確立護理問題有：體溫過高、急性疼痛、焦慮及知識缺失。經由專

業的觀察，建立良好的護病關係，以病人的舒適度為原則，提供個別

性的照護，進而改善發燒和頭痛引起的生理不適；照顧期間發現個案

因無法掌握疾病和擔心害怕傳染他人感到焦慮，故筆者運用同理心給

予支持，藉由引導活動轉移注意力，建立人際支持，以改善焦慮的負

面情緒，針對知識缺失，能運用團隊資源，提供相關傳染疾病防護知

識，加強個案對疾病的因應能力，避免再次感染及發生登革熱休克症

候群的風險。由於近年國人至東南亞國家人數有上升情形，罹患傳染

病之發生率也上升，期望藉由此照護經驗，提供臨床護理人員照顧境

外感染登革熱患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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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近年來國人出國旅遊、探親及經商需頻繁往返東南亞國家，

國內傳染疾病移入有升高情形，其中以登革熱為國內最常見的境外移

入傳染疾病，當疾病進展嚴重引發出血、休克易導致死亡，致死率高

達 40-50%(Pye, 2012)。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2013 年登革熱

境外移入病例高達 262 件，東部地區以境外登革熱感染為主(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局，2014)。本文描述一位正值家庭、事業、社經地位穩定

的中年個案，於泰國辦公返國罹患第一型登革熱病毒，經由護理評估

發現個案對於登革熱防治的訊息不正確，對疾病的預後感到焦慮，再

加上個案出院後仍需頻繁往返登革熱流行疫區處理公務，而登革熱休

克症候群常發生於曾感染不同型登革熱病毒的旅客上(Pye, 2012)，筆

者評估個案為登革熱休克症候群的高風險群，盼透過護理措施的介

入，協助個案提升對疾病的因應能力，增加返家後、出國前之防護措

施，避免再次感染登革熱及預防境外傳染病之傳播，故引發書寫此文

之動機，期望藉此護理經驗，提供護理人員照護境外感染登革熱個案

之參考。 

文獻查證 

一、境外移入登革熱疾病相關概述 

登革熱為國內法定第二類傳染疾病；登革熱病毒可分為一至四型

的血清，可藉由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叮咬傳播，主要發生於熱帶、亞



 3 

熱帶地區，常見的檢查包含抽血分離出登革熱病毒，且於二週內返國，

則屬於境外感染登革熱之病例。症狀包含：發燒至少 5 天、頭痛、血

小板低下。住院需採隔離，以支持療法為主。患者於發病前一天至發

病內 5 天具有傳染能力，斑蚊於此時叮咬感染者，即可攜帶病毒叮咬

傳染他人(古、許、劉，2010；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12)。國

內疫情於 2012 年 3 月，境外感染登革熱個案返回社區後，造成共 9

例登革熱感染之病例(李、蘇、簡、巫、施，2013)，研究指出每年境

外登革熱移入個案的傳播，易引起本土登革熱疫情流行(關、吳、舒，

2012)。由此可知境外感染登革熱是不可乎視的。 

二、登革熱病患常見生理問題及護理措施 

登革熱常見症狀為高燒 38°C 以上，持續至少五天，在照顧上需

觀察病患意識、生命徵象，持續監測輸出入量，依冷、熱使用烤燈或

冰枕，以舒適為原則加減衣物，維持身體清潔，補充水份，使用退燒

藥物應避免 aspirin(蔡、林，2010；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2013)。

登革熱次常見症狀為頭痛，特徵有:後眼眶痛、流眼淚，或似偏頭痛般

伴隨有聲音恐懼、畏光等 (Kalakatawi, Kalakatawi, Nasser, & Elrefae, 

2013)，在照顧上紀錄頭痛變化，可採用適切的疼痛評量工具，如數字

等級量表(明、洪，2011)，觀察刺激來源，佈置光線柔和且安靜的環

境，引導病患休息以恢復體力，以局部按摩舒緩疼痛，及依醫囑給予

藥物治療(簡、方、蕭、孫，201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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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革熱病患常見心理問題及護理措施 

初次診斷登革熱患者，對於疾病的認知缺乏，擔心是否已傳染給

他人，這樣不確定的感受形成壓力，而身體不適也易伴隨焦慮的情緒 

(Hashmi et al,2012；蔡、林，2010)。此時護理人員應採取主動關懷、

觀察病人語言和非語言行為，傾聽病人的問題，運用團隊資源，隨時

與醫師、感控護理師監測病情發展，澄清不正確訊息，使病患認識疾

病、治療及防護措施。針對焦慮可依病患的喜好，引導活動轉移情緒，

協助家人採取正確防護措施，適時提供親情的陪伴，利用宗教力量達

到心靈的安適，並可視需求服用鎮靜藥物，以降低個案的負面感受

(蔡、林，2010；張、韓，2009；莊、林、李，2011)。針對知識缺失，

王等研究指出，接受登革熱訊息越多，其防治行為越好，而國內旅人

對登革熱的防護知識，在「疾病嚴重度」及「防護」方面較不了解（王、

蔡，2011），因此提供個案足夠的知識，可增加對疾病的因應能力。急

性期照顧需衛教個案評估排泄物的顏色及皮膚變化、活動時應避免碰

撞跌倒、清潔使用電動刮鬍刀及軟毛牙刷，以防血小板低下導致出血

危機。在自我防護上需衛教個案，早晨及傍晚時間為蚊蟲叮咬高峰時

期需避免外出，如必要應穿著淡色長袖衣物、皮膚暴露處擦拭含 DDT

成份之防蚊液。居家照護需每 7 天換洗盛裝水的容器，住屋內須加裝

紗窗、紗門及放置捕蚊器(Skinner, 2013)。疾病管制局已架設民眾版之

頁面，並於各地成立旅遊醫學門診，提供國際疫情和傳染疾病防護資



 5 

訊，當通報境外感染登革熱個案，衛生局人員將儘速至個案住家周圍

地區，對民眾進行健康監視及宣導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12；

古、許、劉，2010)。 

護理評估 

一、個案簡介 

陳先生，46 歲，大學畢業，信仰基督教，育有二女二男，與父母、

子女同住。於泰國經營糖果公司，經濟穩定，使用國台語溝通，決策

者為自己，與妻子互動最好，家庭樹如下： 

 
                                  

二、過去病史與求醫過程 

個案無任何過去病史及住院經驗。於 2013 年 5 月 1 日由泰國返

家，自 5 月 5 日開始發燒，曾至他院使用藥物治療，抽血檢驗無發現

異常，返家後持續發燒，5 月 9 日至本院門診求治，經醫師評估疑似

登革熱感染，住院採隔離治療，5 月 10 日檢驗結果確定為登革熱第一

型血清感染，住院期間密切監測出血徵象並給予點滴使用，視臨床症

狀給予支持性療法，病患自 5 月 14 日痊癒後出院。 

三、護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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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 2013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4 日照護個案，並且藉由實際照

護、身體評估、會談、翻閱病歷及應用 Gordon 十一項功能性健康型

態評估，收集個案健康相關資料如下： 

(一)健康認知與健康處理型態： 

個案沒有菸酒的習慣，不服用成藥，每年定期做健康檢查，包含

抽血及胸部X光報告皆為正常，認為健康是靠規律運動和均衡飲食來

維繫。5/9 個案為高知識份子，在患病後提出很多疾病相關疑問，個

案表示：「以前被蚊子叮都沒事，也從來不擦防蚊液」、「以前聽過登革

熱，但好像沒聽過從國外感染登革熱，國外的登革熱和國內登革熱有

不一樣嗎?」、「每個月需要飛去泰國處理公務，半個月回國一次，泰國

的房子有很多花盆，管家大約一兩個月會換水」、5/10 個案主訴「我

還會再感染到登革熱嗎?」、「量血壓的手都有一點一點的出血?我需要

更注意什麼事嗎?」。5/10 觀察個案量完血壓，手臂隨即出現皮下點狀

出血約 3x2 公分，血小板 76x10³/μL。在詢問醫療人員時，說話速度加

快會不斷重複詢問治療，及自身的變化是否有惡化。針對上述評估，

個案對登革熱疾疾相關資訊接受不足，顯示個案有「特定知識缺失」

的護理問題。 

(二)營養與代謝型態：  

個案吞嚥功能正常，牙齒完整，無偏食，定時定量，平日每餐進

食量約為一碗飯，無服用保健食品。5/10 隔離期間飲食由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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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疲倦導致食慾降低，進食量降於 1/3，經更改餐食一天六餐，個案

能維持每日所需的熱量。入院時身高 175 公分，體重 63 公斤，身體質

量指數為 21%為正常值，一天所需之卡路里為 2022 大卡，5/9 抽血檢

查：白血球:9000mm³、血紅素:13g/dl、血比容:13%、白蛋白:3.5g/dL、

血糖值:103mg/dl、鈉離子:130mmol/L、鉀離子:4.5 mmol/L。5/9 胸部

X-ray 正常無積水。個案發燒時主訴，5/9「身體一下發抖、一下發燙、

心跳很快，是不是發燒了?」、「退燒後流了一身汗，很不舒服」。觀察

發燒時皮膚發熱及乾燥、臉潮紅、精神倦怠，5/9-5/12 發燒時生命徵

象變化：耳溫：38-39.6°C，心跳 90-110 次/分，呼吸 20-24 次/分，血

壓 90-110/50-60 mmHg。5/10 經檢驗室診斷為登革熱第一型血清感染。

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有「體溫過高」的護理問題。 

(三)排泄型態： 

平日和住院期間解便次數為 1-2 次/天，大便呈為黃軟成形，無服

用軟便劑，腸蠕音 15-20 次/分，叩診為鼓音，觸診腹部柔軟，肛門無

痔瘡。平日解尿約 5-6 次，解尿順暢無疼痛，住院期間解尿量 2000-2500

毫升/天，解尿清澈無沉澱物。5/9 糞便及尿液檢驗和腹部電腦斷層正

常。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無此護理問題。 

(四)活動與運動型態： 

個案喜歡從事戶外活動，每星期打網球 2 小時，喜歡看運動節目。

上下肢肌力為 5 分，日常活動可自理，心電圖檢查正常。住院期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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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活動受限病室。5/10 查房時個案眼望窗外景色。5/10 個案主訴「這

一連幾天都躺在床上，還好有護士每天提醒要我下床動動，才不會悶

的發慌」，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無活動護理問題。 

 (五)睡眠休息型態： 

平日無使用助眠藥，每天睡眠 7-8 小時，不需喝咖啡及茶類提神，

入睡習慣使用眼罩。住院期間個案表示睡眠有改變，5/10「這幾天平

均睡不到 6 個小時，夢到身上全是蚊子要叮我，真可怕的夢」、夜班同

仁表示查房時，個案易驚醒，觀察白天個案無黑眼圈，精神狀況佳，

午覺休息約一小時，故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無睡眠休息的護理問題。 

(六)認知與感受型態： 

意識清楚，無近視，閱讀能力及雙耳聽力正常，十二對腦神經評

估正常。5/11 上午「一早起床就感覺頭痛，從眼窩延伸到整顆頭，一

陣一陣的脹痛，只能躺在床上睡覺，一動也不動，睡覺之後覺得好一

些，但不到十分鐘又開始頭痛。以前我也會頭痛，但沒有像現在這樣

完全不能做事，眼淚也一直流，讓我很痛苦也很害怕」、下午「燈光太

強，廣播很大聲，我的頭好痛」、「頭痛的時候，眼罩的鬆緊帶挷的頭

更痛」。5/11 觀察個案頭痛發生時，體溫 36-37°C、血壓 150/80mmHg、

不時以手壓著頭，面容愁苦、使用眼罩蓋住雙眼，無下床活動，以疼

痛數字等級量表，評估疼痛指數為 7 分(範圍為 0-10 分)，頭痛約維持

5 小時，一天頭痛次數為 2 次。故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有「急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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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護理問題。 

(七)自我與概念評估： 

個案平日注重儀容，表示從年輕一路打拼到現在，認為命運是可

以改變的，凡事只要盡力就能成功。個案得知患有傳染疾病後感到擔

心，5/9 個案主訴「我聽說這個病會死人，很怕看不到我將出世的小

孩」、5/10「發燒的時候我和家人住在一起，我還跟朋友一起吃飯，他

們是不是都先來醫院一起檢查，我很擔心我的家人和朋友被感染，如

果傳染到我老婆影響到寶寶的健康，我一定會後悔一輩子」、「住院只

有給點滴，不用打抗生素嗎?我很擔心病不會好!」，5/10「昨天發燒，

今天手臂出現瘀青，明天是不是會變的更嚴重，我會嚴重到加護病房

插管嗎?」、「醫生今天會來查房嗎?大約幾點?」。5/10 於早晨查房時，

個案會不斷詢問醫師查房時間，顯露擔心、緊張，眼神皺眉和不安，

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有「焦慮」的護理問題。 

(八)角色關係型態： 

個案為兒子、丈夫、爸爸，及公司老闆的角色，家庭為三代同堂，

太太表示「我老公很明理，結婚二十幾年沒吵過架，和家人及朋友還

有員工的關係都很好」。住院期間皆使用手機聯繫家人，公司文件暫轉

交案妹協助處理。故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無角色關係的護理問題。 

(九)性-功能型態： 

個案和太太相處融洽，第二性徵正常，無疝氣等問題，每星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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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次性行為，無使用避孕措施，案妻不在身邊時會自行解決，表示

性生活美滿。5/10 個案主訴「現在沒有心思想到性的方面」。故經上

述評估顯示個案無性-功能的護理問題。 

(十)應對-壓力-耐受型態： 

家中排行老二，個性沉穩，生活中遇到困難，會以運動抒壓，聽

取多方意見再處理現有問題。此次面對疾病的壓力源來自於，無法控

制疾病的變化及擔心傳染到親友，5/11「目前最大的壓力，是突然生

病了，也不知道有沒有傳染給大家，還好家人們不斷給我支持，醫生

護士也提供專業的知識和關心問候，我會加油對抗病魔」。故經上述評

估個案仍能說出自我感受，顯示個案無壓力的護理問題。 

(十一)價值-信念型態： 

個案表示目前生活滿意，家人是生命中最大的支柱，於談及與家

人的相處，目光是肯定且自信的。觀察個案隨身物放置全家福照片，

5/10 主訴「生病以後顧慮的事變多，有時候會向神禱告，心煩了就打

給太太說說話會好一些」，經上述評估顯示個案無此相關的護理問題。 

問題確立與護理計劃 

綜合以上資料，確立個案護理問題：一、體溫過高／與疾病導致

症狀有關；二、急性疼痛／與疾病導致舒適情況改變有關；三、焦慮

／與無法掌握病情及擔心傳染給他人有關。四、特定的知識缺失／與

缺乏對登革熱的疾病訊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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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溫過高／與疾病導致症狀有關(2013.5.9-2013.5.14) 

主觀

資料 

(1)5/9 個案主訴「身體一下發抖、一下發燙、心跳很快，是不是發燒了?」。 

(2)5/9 個案主訴「退燒後流了一身汗，很不舒服」。 

客觀

資料 

(1)5/9-05/12 耳溫 38-39.6°C。 

(2)5/9-05/12 心跳 90-110 次/分、呼吸 20-24 次/分。 

(3)5/9 發燒時皮膚發熱及乾燥、臉潮紅、精神倦怠。 

(4)5/10 經檢驗室診斷為登革熱，第一型血清感染。 

護理

目標 

(1)5/10 個案能藉由解熱劑使用後，體溫可降至 37°C。 

(2)5/11 個案能說出處理發燒的原則三項。 

(3)5/13 耳溫能恢復正常 36-37°C。 

護理

措施 

 

(1) 5/9-5/14 每 4 小時觀察意識、生命徵象的變化。 

(2) 5/9-5/14 紀錄個案每日飲水及排尿情形，詢問是否有口渴情形。 

(3)5/9 衛教個案發燒臨床症狀包含:發熱、發冷、心悸。 

(4)5/9 給予個案發燒日常照護衛教單張，內容如:感覺冷時需穿戴保暖、感

覺熱時可脫掉外套，退燒時衣服濕透了需立刻更換乾淨的衣服。 

(5)5/9-5/12 當個案主訴發冷、寒顫發生，給予烤燈使用 15 分鐘。 

(6)5/9-5/12 當個案於發熱時，依醫囑使用冰枕 15 分鐘，冰枕置於枕部、腋

下。 

(7)5/9-5/12 當個案退燒後，主動協助更換衣物，維持身體舒適，並能於每日

早晨補足病房內的病人服，以便滲溼時更換。 

(8)5/9-5/12 個案病室內有 1000 毫升之保特瓶，予早晨 8 點及中午 12 點及傍

晚 6點協助裝滿溫水，告知個案需於入睡前喝完二瓶半約 2500毫升的水。 

(9)5/9-5/12 依醫囑予 N/S 1500ml IV QD。 

(10)5/9-5/12 耳溫高於 38°C，依醫囑予 Tinten 500mg 1＃ PO Q4H PRN，並

說明藥物作用和副作用，及評估使用藥物後體溫變化。。 

護理

評值 
(1)5/9 8AM、6PM 及 11PM，05/10 4AM 及 10AM，05/11 8AM，05/12 6PM

因耳溫＞38℃，依醫囑予退燒藥一小時後，耳溫降至 37℃。 

(2)5/11 主訴「發燒有時候會忽冷忽熱，冷的時候要多穿衣服，熱的時候就

脫外套，流汗了我會換乾淨的病人服」。 

(3)5/13 耳溫 36.2-37°C 

二、急性疼痛／與疾病導致舒適情況改變有關(2013.05.11-2013.05.14) 

主觀

資料 

 

(1)5/11 上午「一早起床就感覺頭痛，從眼窩延伸到整顆頭，一陣一陣的脹

痛，只能躺在床上睡覺，一動也不動，睡覺之後覺得好一些，但不到十

分鐘又開始頭痛。以前我也會頭痛，但沒有像現在這樣完全不能做事，

還一直流眼淚，讓我很痛苦也很害怕」。 

(2)5/11 下午「燈光太強，廣播很大聲，我的頭好痛」。 

(3)5/11「頭痛的時候，眼罩的鬆緊帶挷的頭更痛」 

客觀

資料 

(1)5/11 觀察個案頭痛發生時，體溫 36-37°C、血壓 150/80mmHg、不時用手

壓著頭，面容愁苦、使用眼罩蓋住雙眼、無下床活動。 

(2)5/11 以疼痛數字等級量表，疼痛指數為 7 分(範圍為 0-10 分)，頭痛約維

持 5 小時，一天頭痛次數為 2 次。 

護理 (1)5/12 個案可藉由止痛藥物疼痛指數降低至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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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5/13 個案能說出緩解疼痛方法 3 項。 

護理

措拖 

(1)5/11-5/14 於查房時觀察個案的非語言行為，是否出現皺眉、呻吟等疼痛

之表徵。 

(2)5/11-5/14 每班使用數字等級量表，以 0-10 的量化數字，紀錄疼痛的強度

及性質變化。 

(3)5/11-5/14 評估個案疼痛刺激來源，如:光線、聲音、眼罩鬆緊帶。 

(4)5/11-5/14 於頭痛發生時，避免個案運動，鼓勵臥床休息採舒適臥位，協

助調整枕頭的高度。 

(5)5/11-5/14 白天時間關閉病室內過多日光燈，減少光源剌激。 

(6)5/11-5/14 傍晚後予調整床頭燈，面向牆壁，避免光線剌激眼部。 

(7)5/11-5/14 調整病室內廣播音量，避免音量過大，造成個案不適。 

(8)5/11-5/14 護理人員推工作車動作輕柔，避免不要之吵雜聲 

(9)5/11-5/14 觀察個案因鬆緊帶造成頭痛加劇，故予使用自製黏貼式眼罩，

舒緩頭痛且維持個案入睡的習慣。 

(10)5/11-5/14 衛教頭部按摩方法，反覆用手梳理頭髮及搓擦頭皮，每次 5

分鐘，一天四次，鼓勵自我頭皮按摩，時間分別於早上 9 點、下午 1 點、

下午 6 點、晚間 9 點，並且觀察個案疼痛變化。 

(11)5/11-5/14 當個案表示疼痛開始發生時，即依醫囑使用 Tinten 500mg 1# 

PO PRNQ4H，並說明藥物作用和副作用，及評估使用藥物後疼痛強度之

變化。 

護理

評值 

(1)5/11 藥物使用狀況 Tinten 由一天 3 顆/天，5/11 降低 1 顆/天，使用藥物

30 分鐘後疼痛指數為 0 分。 

(2)5/12 個案主訴「頭痛的時候，如果感覺光線太強讓我頭痛，我就用黏貼

式眼罩，躺在床上休息，按摩我的頭皮，感覺會好一些」。 

三、焦慮／與無法掌握病情及擔心傳染給他人有關(2013.5.9-2013.5.14) 

主觀

資料 

(1)5/9「我聽說這個病會死人，很怕看不到我將出世的小孩」。 

(2)5/10「住院只有給點滴，不用打抗生素嗎?我很擔心病不會好!」 

(3)5/10「這幾天平均睡不到 6 個小時，我夢到身上全是蚊子要叮我，真可

怕的夢」。 

(4)5/10「發燒的時候我和家人住在一起，我還跟朋友一起吃飯，他們是不

是都先來醫院一起檢查，我很擔心我的家人和朋友被感染，如果傳染到

我老婆影響到寶寶的健康，我一定會後悔一輩子」。 

(5)5/10「昨天發燒，今天手臂出現瘀青，明天是不是會變的更嚴重，我會

嚴重到加護病房插管嗎?」 

(6)5/10「醫生今天會來查房嗎?大約幾點?」 

客觀

資料 

 

(1)5/10 夜班同仁表示查房時，個案易驚醒。 

(2)5/10 於早晨查房時，個案會不斷詢問醫師查房時間，顯露擔心、緊張，

眼神皺眉和不安。 

(3)5/10 詢問醫療人員時，說話速度加快會不斷重複詢問治療，及自身的身

體變化是否有惡化。 

護理

目標 

(1)5/13 個案能主動向護理人員口訴焦慮感已改善。 

護理 (1)5/9-5/14 建立護病關係，主動關心個案，於晨間護理時做自我介紹。 



 13 

措拖 (2)5/9-5/14 主動發現個案情緒，觀察非語言行為，善用傾聽技巧。 

(3)5/10 每次於治療前先給予個案解釋治療的目的，例如，測量生命徵象及

抽血之目的。 

(4)5/9-5/14 每日與醫師查房聽取病情解釋及說明治療方向:如不需使用抗生

素原因及住院的目的為監測病程改變，使個案能了解治療方向。 

(5)5/11 告知登革熱通報流程，已有衛生局人員進行居家民眾的探視並且宣

導登革熱症狀，如有疑似之病例會到醫院抽血檢驗，以安撫個案不安的

情緒。 

(6)5/10-5/14 聯絡案妻為個案準備運動類雜誌，及病室內放置每日運動版面

的報紙，以轉移不安的情緒。 

(7)5/11-5/14 談話中了解個案對家庭的依賴，協助家人及個案均塗防蚊液，

安排每日與案妻會面約 15-30 分鐘，鼓勵個案肢體接觸太太。 

(8)5/11-5/14 建議個案使用電腦連結無線網路，運用 skype 視訊和孩童互動，

傳遞思念之情。 

(9)5/10-9/14 鼓勵個案身上配載十字架，傳道提供聖經及宗教書籍，藉由經

文勸勉能有正面的心靈支持。 

(10)5/10-9/14 經由個案同意寫下擔心的事項，轉交由傳道進行代禱。 

(11)5/10-5/14 於早上 9 點、下午 2 點及傍晚 7 點，播放本院護理之家之伸展

操 DVD，鼓勵做輕度運動，增加室內的動態活動，發洩負面的情緒，。 

(12)5/10-5/14 依醫囑予使用鎮靜藥物 Ativan 0.5mg 1＃ PO HS，說明藥物作

用和副作用，及評估使用藥物後之變化。 

護理

評值 

(1)5/13 個案口訴「醫師每天查房，告訴我每天的狀況及治療的目標，再加

上我聽到我的家人都沒有登革熱感染的症狀，我的心情放鬆很多」，觀察

個案說話平順，無速度加快，表情有笑容。 

四、特定的知識缺失／與缺乏對登革熱的疾病訊息有關

(2013.5.9-2013.5.14) 

主觀

資料 

(1)5/9「以前被蚊子叮都沒事，也從來不擦防蚊液」。 

(2)5/9「每個月需要飛去泰國處理公務，半個月回國一次，泰國的房子有很

多花盆，管家大約一兩個月才會換水」 

(3)5/9「以前聽過登革熱，但好像沒聽過從國外感染登革熱，國外的登革熱

和國內登革熱有不一樣?」 

(4)5/10「我還會再感染到登革熱嗎?」 

(5)5/10「量血壓的手有一點一點的出血?我需要更注意什麼事嗎?」。 

(5)5/10「發燒的時候我和家人住在一起，我還跟朋友一起吃飯，他們是不

是都先來醫院一起檢查，我很擔心我的家人和朋友被感染」。 

客觀

資料 

(1)5/9 個案為高知識份子，在患病後提出很多疾病相關疑問。 

(2)5/10 在詢問醫療人員時，會重覆詢問治療及自身的變化是否有惡化狀況。 

護理

目標 

(1)5/12 個案能說出登革熱症狀、傳染途徑、隔離目的及預防出血之注意事

項共 5 項。 

(2)5/14 個案能口述出國前登革熱防護措施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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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

措拖 

一、疾病急性照顧知識 

(1)5/9 依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提供登革熱衛教單張，並作重點註記，

簡化衛教內容。 

(2)5/9 藉由衛教單張，予個案說明感染登革熱之症狀，有至少發燒 5 天、頭

痛及出血的危險，並告知國內外登革熱症狀皆相同。 

(3)5/9 提供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圖片，予個案衛教登革熱傳染途徑，為病媒

蚊叮咬傳播，解釋一起吃飯並不會導致傳染。 

(4)5/9-5/14 協助病房內使用捕蚊器，並且衛教使用捕蚊器之目的為，目前

血液裡仍有傳染能力，班蚊於此時叮咬感染者，可藉由叮咬一下個人造

成病毒的傳播，而捕蚊器使用可降低斑蚊的叮咬。 

(5)5/10 提供血便之圖片，衛教個案如發生黑便及鮮紅色糞便，需立刻通知

護理人員。 

(6)5/10 衛教個案活動時應避免碰撞，予協助清空走道，維持安全的環境。 

(7)5/10 衛教個案每日由鏡子觀察皮膚狀況，注意有無瘀青發生。 

(8)5/10 連絡案妻為個案準備電動刮鬍刀，避免使用剃刀刮鬍子。 

(9)5/10 告知案妻準備軟毛牙刷，衛教個案清潔口腔以軟毛牙刷或漱口代替

硬毛牙刷。 

二、疾病返家照護知識 

(1)5/10 告知個案防護的重要性，仍有可能得到登革熱，且再次感染易有休

克症候群的發生，嚴重時會導致死亡。 

(2)5/12 衛教個案返家外出之自我防護措施，避免於早晨及傍晚間外出，必

要時需穿著淡色長袖長褲，於肢體暴露處使用含 DDT 的防蚊噴液等。 

(3)5/13 經由個案提供之泰國居家照，予圖示衛教居家的防蚊措施如花盆內

的水需 7 天更換，住屋需加裝紗窗、紗門。 

(4)5/13 指導個案查詢疾病管制局，於出國前可以得知當地疫情變化及相關

新聞。 

(5)5/13 提供各地旅遊醫學門診據點及服務時刻表，以利個案於出國前提前

約診，得到相關傳染疾病防護知識。 

護理

評值 

(1)5/12 個案能說出登革熱相關知識，「我因為被蚊子叮到感染登革熱，所以

才有發燒、頭痛，出血危險，生病的時候我改用軟毛牙刷、每天看鏡子

瘀青有沒有變大，因為內容很多我一下背不起來，你給我的衛教單張，

記不得的地方我就再拿來看」。 

(2)5/21 個案有擦拭防蚊液回診，表示「我下星期要回泰國，泰國的管家已

經更換過花盆的水，準備好捕蚊器，明天要赴旅遊醫學門診，看一下還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不想再得到登革熱」。 

討論與結論 

本文是描述一位患者因在國外工作被蚊子叮咬，而感染登革熱病

毒的護理經驗，在隔離病房期間，筆者觀察到個案面對一連串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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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及對疾病的不確定感，而導致極度的焦慮，所以筆者透過文獻支

持給予個別性護理，以緩解體溫過高及頭痛引發的生理不適，並運用

主動關懷技巧，鼓勵個案情緒表達，以降低負面情緒，針對認知不足

的部份，筆者運用團隊資源，每日與醫師進行病情解釋及監測病情發

展，協同感控護理師連絡衛生局，進行居家環境訪查，調查疫情變化，

住院期間提供正確之疾病認知，運用轉移注意力及鼓勵人際連結改善

焦慮情緒，使個案能於住院期間安心接受治療，並在出院後持續執行

防護措施，此為筆者最感欣慰的。 

本次護理過程限制在於登革熱之疾病，在筆者工作的感控病房較

為罕見，缺乏完善照護資訊，筆者需透過疾病管制局網站及文獻搜尋

才得以提供患者疾病相關資訊，建議未來醫院可以制定此疾病標準照

護流程及安排單位在職教育，提升護理人員知識及技能。近年來境外

感染登革熱之比率有上升，經王等研究指出，出國前經由旅遊醫學門

診獲得健康資訊的旅客，在登革熱防治行為上表現最正確，但民眾門

診的利用率卻很低(王、蔡，2011)，故建議未來可加強旅遊醫學門診

的宣導，以便國人於出國前得到完善傳染疾病知識，增強對防治登革

熱之行為，進而避免國內疫情爆發，故希望藉由此個案討論，以做為

日後照顧此類病患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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