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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於積極抗腫瘤治療期間，有 30%-50%癌症病人有疼痛的經驗，而在侵襲
性癌的病人中，高達 60-90%的病人有疼痛問題。不適當的疼痛測量是用藥
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評值實施在職教育與制度化
後，對護理人員癌症疼痛測量之成效。於三個不同階段各 57 組（課程前、
課程後與制度化後）
，共 171 組採病人-護理人員配對，並藉由結構式問卷訪
談。這 171 位病人出院後，則進行病歷審閱。資料分析以卡方檢定、ANOVA
檢定及事後多重比較，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職教育僅在病人主
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有統計上顯著的改善。另外，制度化後，護理人員
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疼痛最輕微、可接受的疼痛及疼痛評估紀錄有
顯著的改善。結論：在職教育和制度化是兩個不同領域的癌症疼痛處置對改
善癌症疼痛測量是有效的，在職教育對病人的疼痛程度和滿意度有改善，而
制度化則對護理人員癌症疼痛測量的臨床實務有改善。建議：因品質結果來
自於過程的改善，而不是結果的評值。護理部須持續監測「疼痛控制品質」
，
因良好的品質管理繫於良好的高階管理者，各護理長亦可制定單位病歷審查
機制，與病歷書寫優良獎賞，因堅信品質改進工作永無休止，可再進一步研
究分析制度化後五年之比較。

關鍵詞：癌症疼痛、疼痛測量、在職教育、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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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in is experienced in 30-50% of cancer patients during active antineoplastic
therapy and in 60-90%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One of the root causes for
inadequate medication is inadequate pain assessment. Therefore, a hospital-based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was implemen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gram（CEI）on nurses’ cancer pain assessment.
There were 57 frequency-matched patient-nurse dyads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at three different stages (pre-test, post-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post- institutionalization ). After these 171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their charts

were reviewed and abstracted. Chi-square test and ANOVA were used i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E only mad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patients’ pain impact of relationship, pain impact of sleep, satisfaction, and
hesitancy to report pain. Additionally, institutionalization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patient’s now pain and average pain severity, nurses’ accurate
assessment of patient’s pain ratings of mild pain and expected pain, and
documentation of pain assessment. In conclusion, C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ancer pain assessment were effective in cancer pain management in two different
fields, one was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 pain severity and satisfaction and the
other was the improvement of nurse’s practices of cancer pain assessment. Quality
comes from improving the process , not evaluating the output after fact. The
suggestion was that the head nurse of the ward audited actively on unit and rewards
for chart documentation. The management of good quality required the good
administrator. To whom persisted endless of quality improvement , they can study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institutionalization.
Key word：cancer pain , pain assessment, continuing education , institu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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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世界衛生組織(WHO)1997 年的報告指稱，未來 25 年間惡性腫瘤之病例將
較目前增加一倍，且每五秒鐘即有一位病人死於癌症
(Parker,Tong,Bolden,Wingo,1997)。台灣地區自民國 71 年起，惡性腫瘤即躍
居為國人死亡之首位，其死亡率較十年前增加了 48.98%，且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行政院衛生署，1996）。可見癌症的死亡率非常可觀，未來可能沒有下降
的趨勢，因此癌症病人的治療與照顧益形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WHO，1986）估計全世界每天至少有 350 萬名癌症病人遭
受到疼痛的煎熬。疼痛為癌症病人最常面臨的問題，Elliott 等人(1995)指出
所有的癌症病人中，經驗到中度至劇烈疼痛者佔 40%，而隨著疾病的轉移與進
展,在癌末病人中,高達 50%以上有癌症疼痛，且疼痛控制三階段用藥不足占
42% (Cleeland,et al.,1994；Dawn,et al.,1991)；國人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
結果顯示：國人癌症疼痛控制嚴重不足（鄭澄寰、和善台、高尚至、葛魯蘋等，
1991；Ger et al.,1998）。Ger 等人（1998），台灣某醫學中心的研究則發現
新診斷為癌症的病人中，38%有疼痛問題，而當癌症轉移時，疼痛發生率高達
68.1%，且疼痛控制三階段用藥不足占 69% (Ger,Ho,Wong,& Cherng,1998)。
另有一研究調查 15 個診所門診病人，54%有癌症疼痛，經驗到劇烈疼痛者佔
35%，中度疼痛者佔 35.4%（Hsieh,2005）
。癌症疼痛的發生率，顯示癌痛並未
有效被控制。疼痛也是癌症病人最害怕的經驗，因疾病不僅使病人身體上受
苦，還會使睡眠及食慾變差，活動力減低（生理方面），心情變得焦慮或憂鬱
（心理方面）
，甚至人際關係惡化（社會方面）
，因長期看病、住院增加家庭經
濟的負擔（經濟方面），整個生活品質將會大受影響（Ferrell B.R.,1995；
Haviley,.et al.,1992）。所以疼痛加諸於病人的是極大的痛苦和折磨，顯示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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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為急待處理的腫瘤照護問題。故醫療人員應積極加以處理病人疼痛的問
題，以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質。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80 年頒佈疼痛控制三階段(Three-Step
Analgesic Ladder)，以作為癌症疼痛控制之用藥指引，此指引於 1986 年時即
已被翻譯超過 22 種語言於國際間提倡，在依循疼痛控制三階段的原則下處理
癌症疼痛，根據統計有 75-90%的疼痛可以獲得緩解
(McCaffery&Ferrell,1995)。蘇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多數醫護人員認為依
據安寧療護疼痛處置參考指引之建議處理病人的疼痛，疼痛緩解程度可達 60%
以上。
處理癌症疼痛的第一步就是正確的評估，若評估不當，則無法正確鑑定後
續治療適當與否以及止痛效果如何。Donovan（1985）研究指出，不充分及不
正確的疼痛評估，是癌症疼痛控制最大的障礙因子，疼痛評估是治療處置之基
礎，沒有完整的評估和之後的紀錄，就沒有適當的解除病人疼痛的處置。
影響癌症疼痛處置不足原因：（1）在病人本身和家屬方面：Lin 和
Ward(1995)針對台灣 63 位癌症病人所做的研究發現，在台灣的癌症病人，對
止痛劑擔心愈多的病人，會猶豫報告疼痛及不願服用藥物，結果造成疼痛未能
理想的被控制。賴（2000）的研究指出，病人對癌痛與麻醉性止痛藥確實有十
分負向的信念，如其普遍認為麻醉性止痛藥對身體不好、有許多負向作用與成
年人不應經常使用麻醉性止痛藥等。謝麗鳳等人（1998）的研究發現病人因對
止痛藥的認知不正確而不願意報告疼痛及使用止痛藥。Ferrel 等人（1991）
的研究發現家庭中之主要照顧者在處理病人的疼痛問題時面臨相當大的壓
力，而病人本身也試著隱藏其疼痛經驗，以減輕家屬的負擔。當家屬在家中處
理病人的疼痛問題時，可能合併藥物的治療與非藥物的治療方式。因此，家屬
對疼痛處理的態度、信念和知識也就影響了病人的疼痛處置。
（2）在醫師方面：
Mortimer 及 Bartlett(1997)針對美國華盛頓區兩家醫院 81 位醫師，含放射腫
瘤科、血液腫瘤科、家醫科、資深住院醫師等，對於及有關疼痛控制專業知識
2

之教育與概念之研究，在問卷中只有 27 位(33%)的回答能較趨近於疼痛控制三
階段的概念，顯示 WHO 所建議之疼痛控制三階段的原則仍未普及與推廣。
Elliott 等人(1995)研究指出，醫師對於癌症疼痛處置之態度與工作年資、年
齡以及是否為腫瘤醫學專科醫師無顯著差異，但與過去經驗是否有親友罹患癌
症有關。Von Roenn 等人(1993)的研究，針對 864 位醫師對於其有關病人止痛
劑劑量使用，86%回答是給予不足劑量止痛劑治療。Ger 等人（2000）研究指
出，醫師在癌症疼痛治療障礙的重要因子：1.止痛劑使用方面知識不足（57%）
2.癌症疼痛評估不足（54%）
。Ger 等人（2003）研究指出，不論疼痛知識豐富
的醫師，其他醫師與五年級見習醫學生在合理使用止痛藥方面的態度是相似且
負向的。臨床經驗中的年資深淺並不影響醫師們對癌症疼痛處理的知識與態度
應積極經由醫學生教育與在職教育兩者來加強。此外醫療人員低估癌症病人的
疼痛程度，是疼痛治療不足的主因（Cleeland,Gonin,& Hatfield,1994）。國
內外專家的研究發現，醫療人員對於癌症疼痛評估能力的不足是導致癌症疼痛
治療障礙的重要因子（Gwe,Ho &Sun,2000；Van Roenn,Cleeland,&
Gonin,1993；Gonzales, et al.,1991）
。Ger 等人（2004）的研究發現，台灣
某三家醫學中心，只有 20.6%護理人員及 12%醫師，病歷上有紀錄病人疼痛強
度分數。
（3）在護理人員方面：Lin 和 Ward(1995)的研究，指出病人對止痛劑
的不正確觀念，如害怕成癮拒絕使用止痛劑和護理人員害怕使用止痛劑，而造
成病人成癮，顯示護理人員疼痛處理知識相當不足及不正確，護理人員對疼痛
的看法亦會影響其對疼痛的評估與使用鴉片類止痛劑(澳洲、加拿大、日本、
西班牙、美國)。Vortherms（1992）等人對美國某一州 790 位護理人員的調查
研究，發現護理人員普遍地缺乏疼痛處理的知識，32 題疼痛處理的量表中，
平均答對率僅有 56.4%，尤其以鴉片類止痛劑的作用及副作用方面題目答對率
最低。Ferrell(1991)針對 53 位護理人員所做的結果，有 55%的未以詢問病人
有多痛為個人最重要之疼痛評估方式。Dalton(1989) 研究指出，內外科(59
位)和腫瘤科(19 位)護理人員，在癌痛處理之疼痛評估技巧和對疼痛態度有不
3

同。陳、邱、賴和陳(1997)針對台北一家醫學中心的研究結果，顯示 44 位有
疼痛的病人中有 59%的病人在住院中使用嗎啡，可見尚有 41%的病人使用其他
方法處理疼痛或仍為疼痛所苦。許等人(2001)的研究指出，護理人員由於所接
受的專科性教育訓練，或接觸的臨床個案類型不同，普遍對於癌症疼痛處理的
知識有不足的情形。張（2001）的研究發現，護理人員曾經使用過「文字描述
型」
、
「數字型」
、
「視覺型」
、
「臉譜型」量表的頻率分別為 75%、61%、30%、40%，
高達 83.1%的護理人員懷疑病人誇大疼痛主訴。賴等人的研究(2002)發現，高
達 88%的護理人員不正確地高估了止痛劑成癮的發生率，而在整體的疼痛處理
知識測試中，平均答對率僅 47.6%。許、張、陳、賴(2001)的研究指出，不同
科別的護理人員對於癌痛處理與嗎啡類止痛藥給予信念有顯著差異。過去許多
研究顯示護理人員予疼痛控制上專業知識仍嫌不足，尤其是對於鴉片類止痛劑
不正確的認知，例如:1.擔心鴉片類止痛劑會成癮 2.不知該選擇哪一種嗎啡類
止痛劑 3.不知止痛劑可以提供哪一種給藥途徑 4.不知各種給藥途徑該如何換
算(例如注射針劑轉換成口服)5.不知該如何滴定(titration)適合病人的藥物
劑量
(Ferrel&McCaffery,1997;Tafas,Patiraki,McDonald,&Lemonidon,2002)。
綜合以上文獻得知，疼痛是癌末病人普遍存在的問題，而 WHO 所建議之疼
痛控制三階梯確實可以有效緩解癌症疼痛，但卻發現:1.疼痛控制三階梯未普
遍運用占 69%，以至於許多癌末病人仍為疼痛所苦。2.醫護人員對於疼痛控制
的知識與態度，仍普遍缺乏許多醫護人員仍然以為給予嗎啡極易造成病人成
癮。3.醫護人員與病人間對疼痛程度看法不一致，是不足劑量止痛劑治療最顯
著原因之一。 (Cleeland,Haftfield,1994;Paice,et al,1991)，而醫護人員
對於疼痛控制的知識與態度會影響疼痛控制的品質。
臨床護理人員在疼痛評估時，一直採取被動性的角色，常常依據病人的「叫
喊疼痛」來推論病人是否身處疼痛（Paice,Mahon & Faut Callahan,1991）。
由於護理人員在癌痛的評估及處置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正確的疼痛評估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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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端賴於正確的疼痛處理的知識與態度，當護理人員對癌症疼痛控制不當，
加上病人及家屬一些錯誤的觀念護理人員就不能盡到對病人減輕痛苦之責
(顧,1996)。
因護理人員未能完整的評估與處置病人的「疼痛測量和之後的紀錄」，要
改善病人「疼痛控制品質」，就必須執行「變革管理」（managing change）即
「在職教育策略」
，教育（在職教育）可協助解決之道。在組織革新的過程中，
改變是必須的，且員工在職教育是改變中決定性因素(Bushy,1992)。全面品質
管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亦強調「品質管制始於教育終於教育」
（Ishikawa,1972）更關注於人性因素。Thurston H. I（1992）指出在職教育課
程自我學習最強動機因素，是改善或擴展專業知識。Dalton(1989)的研究指出
建議實施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作為解決不適當的癌痛處置。Dalton 等人(1996)
的研究指出，建議加強止痛藥劑量計算之知識與詳細的疼痛紀錄之臨床實務應
轉換為病房政策。Francke 等人(1997)的研究指出，收集疼痛病史有關活動的
品質（執行的內容）增加。
本研究藉由在職教育與制度化（疼痛測量護理技術和護理部每月中央評鑑
護理紀錄）之介入，期使護理人員使用標準化的疼痛量表、測量疼痛分數劃記
於常規 TPR 單（體溫單）內，並紀錄於病歷及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增加，以提供醫護人員做為癌症疼痛處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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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研究的目的係針對護理人員護理癌症疼痛病人過程時，在施予疼痛評估之
在職教育和制度化（疼痛測量護理技術和護理部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後的
成效，做法是透過問卷瞭解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
痛與護理病程紀錄不同疼痛程度、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最近 24 小
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及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護理人員主動以疼痛測量工具評估
疼痛與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是否有改善？
（一）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情形？
（二）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疼痛
的天數情形？
（三）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單）上，曾劃記疼痛分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
程度情形？
二、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與最
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現在疼痛、最厲害疼痛、最輕
微疼痛、平均疼痛、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是否有改善？
（一）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告訴護理人員、告訴醫生）報告疼痛情形？
（二）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情形？
（三）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情形？
三、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是
否有改善？
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程度情形？

6

第四節 名詞定義
（一）疼痛測量
指護理人員處理癌症疼痛病人所採取疼痛評估的技巧，數量化疼痛評估
工具及之後的紀錄。
（二）癌症疼痛的在職教育
一系列的在職教育活動，內容為癌症疼痛的病理、生理學、護理評估、
藥物治療及護理臨床實務。
（三）癌症疼痛評估的在職教育
指疼痛評估的重要性及原則，疼痛評估和治療的障礙（對癌症疼痛及嗎
啡類止痛藥的錯誤觀念）
，疼痛評估的技巧，數量化疼痛評估工具之介紹。
（四）制度化
指從不明確的結構到明確的結構，從非正式的控制到正式的控制的過
程。如「疼痛測量」護理技術和護理部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
（五）護理人員
南部地區某一所醫院之護理人員，本研究收案對象是指全院之護理人員，
包括內科病房、外科病房、腫瘤病房、內外科綜合病房、婦產科病房。
（六）癌症疼痛病人
指被診斷為癌症之病人，在疾病的過程中經歷疾病所引起的疼痛。
（七）疼痛處置
指護理人員執行臨床護理工作時對癌症疼痛病人所採取的疼痛評估技
巧、紀錄和藥物、非藥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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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癌症疼痛與疼痛評估技巧
壹、癌症疼痛的基本概念
一、疼痛定義
根據國際疼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在 1986 年對疼痛所下之定義為：「疼痛是一種感覺上與
情緒上的不愉快經驗，它可能與現存（Actual）或潛在性（Potential）」
組織受到傷害有關」。這個定義視疼痛為一種主觀、個人獨特的經驗，包
含感覺（sensory）和情緒（emotional）的要素；同時，它能夠引導疼痛
評估以尋找導致疼痛之可能病因，並作為疼痛處置的方向（林，1997）。
1979 年 McCaffery 也曾強調「疼痛是一種主觀的個人經驗，病人有權利
確定自己疼痛的感覺，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病人主訴疼痛，就應相信其疼痛
確實存在」（蔣立琦、毛新春，1994）。
二、癌症為什麼會痛（孫維仁、溫永銳，1996；余幸程，1999）
腫瘤本身不會造成疼痛，而是由於腫瘤擴大（侵入附近的組織或壓迫
其他組織）
、伴隨癌症治療（如外科手術、化學治療及放射治療等）
、其他
併發症（帶狀疱疹或臥床引起的背痛、壓瘡等）、經由治療及藥物所帶來
的副作用（如便秘、腹瀉、噁心等）所引起的。
三、疼痛耐受力（pain tolerance）
每個人不但疼痛的閾值及耐受力不同，而他們對疼痛的感受，同時也
包含了複雜的行為、心理和情緒成分，也可能受過去的經驗及個人對疼痛
的認知所影響（余幸程，1999）。個人主觀對疼痛的感覺，全看個人對疼
痛的極限及疼痛耐受力有多大。一個人的疼痛閾值（pain threshold）就
是它視為疼痛的最小刺激強度，而疼痛耐受力（pain tolerance）則是他
在把某種不愉快感覺視為疼痛前能支持多久的能力（Susan et
8

al.,1994/1997）。
四、癌症疼痛的多面向觀
疼痛一向很難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定義，通常不是被認為是一種因傷
害或疾病所產生的結果，便是被認為是心理因素所引起。Melzack 等人
（1968）提出疼痛是一多面向現象（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在
他們所提出的門徑控制理論（Gate Control Theory）中把有害刺激傳導
（nociception）與疼痛（pain）加以區分；有害刺激傳導須經由三個系
統加以調節：感覺-區辨（sensory-discriminative），動機-情感
（motivational-affective），及認知-評價（cognitive-evaluative）。
疼痛經驗乃是此三系統或面向互動的結果。Ahles 等人（1983）對疼痛的
現象發展出一套概念架構。他們認為疼痛由五個層面所構成，此五個層面
為：生理的層面（physiologic）
、感覺的層面（sensory）
、情感性的層面
（affective）
、認知的層面（cognitive）和行為的層面（behavioral）。
McGuire（1995）則主張除了上述五個層面外，尚需包含社會文化的層面
（sociocultural）
。這些疼痛層面又各自包含多個要素（component）
，其
中有些要素在臨床上可以非常容易被評估或測量（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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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理層面

多重層面之疼痛經驗
感覺層面

情感層面

認知層面

行為層面

社會文化
層面

1.病因
2.疼痛的
類型
3.內因性

1.疼痛的 1.情緒上 1.思考的過程/ 1.表現疼痛 1.病人的基
部位

病人如何看待

的反應

自己

2.疼痛的 2.受苦的
程度

經驗

2.疼痛的意義

的鴉片 3.疼痛的 3.心理精 3.調適的策略
類因子

性質

4.心理生 4.疼痛的
理的相

神的異 4.對疼痛的態
度、信念與

常

知識

型態

的行為
2.控制疼痛
的行為

數
2.文化背景

3.溝通疼痛 3.個人、家中
的行為
4.與疼痛相

和工作中
之角色

關之症狀 4.家庭因素

5.減輕/加重

關因子

本資料變

疼痛的因子

5.主要照顧
者的想法

6.病人的認知
層次.

資料來源：McGuire，D. B. et al.Cancer Pain Management.（2nd ed.）.P.4.
Boston：Jone and Bartlett Pub.
疼痛是一種非常主觀的疼痛經驗，它可以包含生理、感覺、情感、
行為、認知和社會文化的層面。因此，即使是罹患相同疾病，有著相似病因
的病人經歷的疼痛經驗，病人所表現的疼痛經驗就有其個別差異的存在。

貳、癌症疼痛之評估
疼痛評估的原則包含以下六點：1.接受及相信病人的主訴；2.詳細評
估疼痛－包含病史、強度、特質等；3.評估每一個疼痛；4.評估病人的疾
病程度；5.評估其他可能影響疼痛的因素；6.再評估。
一、病人的自我報告（self-report）是疼痛測量最可靠的指標
因為疼痛是主觀的，因此病人疼痛的主訴及病人的主觀性經驗是疼痛
評估之重要資料。疼痛評估的目的，是將個體主觀模糊而複雜的經驗，轉
行為性與社會文化等層面。因此，要能確切了解與有效處理
(Zimmerman,story,Gaston-Jogansson,&Rowles,1996)。McCaffery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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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調查 456 位護理人員超過一半以上護理人員不知道不管病人疼痛
行為表現如何？自我報告是唯一最可靠的疼痛指標。孫維仁等人（1996）
提到 Melzack 曾說：「因為疼痛完全是個人的經驗，旁人事實上不可能知
道病人確切的感覺」
。Van Roenn 等人（1993）的研究發現有 62%的醫師認
為病人有不願意報告疼痛的情形；謝麗鳳等人（1998）的研究發現病人因
對止痛藥的認知不正確而不願意報告疼痛及使用止痛藥。
二、護理人員主動詢問病人疼痛情形
護理人員與病人密切接觸，所以護理人員便成為最合適提供病人疼
痛訊息的關鍵人物，以病人的自我報告為評估來源。因為疼痛是主觀感
覺，尤其癌症疼痛是慢性疼痛，病人在生理與行為上不見得每人均有疼痛
生理反應（焦慮、血壓高）與疼痛行為（愁眉苦臉、哭泣、呻吟、捲在床
上、不願下床走動）
。Dalton（1989）的研究顯示，80%護理人員以觀察病
人行為去發現病人疼痛，只有 25%護理人員報告第一先問病人是否曾經驗
過疼痛。Paice 等人（1991）的研究指出，只有 60%外科癌症病人表示在
他們手術後有護理人員來詢問他們手術後的疼痛情形。所以護理人員不僅
要主動詢問病人，並且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讓病人願意討論它的疼痛
（Susan, et al.,1994/1997）。
三、疼痛評估與紀錄
癌症疼痛評估是有效疼痛控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不充分及不
正確的疼痛評估，是癌症疼痛控制最大的障礙因子，疼痛評估是治療處置
之基礎，沒有完整的評估和之後的紀錄，就沒有適當的解除病人疼痛的處
置（Donovan,1985）
。護理疼痛評估，須描述重要評估項目，例如，部位、
性質、惡化或減輕原因，過去疼痛經驗、病人身體功能程度等。且護理疼
痛評估會受可用工具、病人特徵、病人病理學、害怕成癮行為及護理人員
特徵、文化、倫理背景和經濟狀況等影響（Dalton,1989）
。許多護理人員
不執行評估，所以疼痛護理評估是極少被報告的（Graffam,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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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aull,Mclees,&Belyea,1992）；而且不是深入的或經常的評估疼痛
（Ferrell,Rhiner&Ferrell,1993）
，護理人員也很少收集完整的疼痛病史
及使用疼痛測量工具，如疼痛量表（Francke et al.,1997）。
Porter（1990）的研究指出，護理紀錄不完整相關因素包含 1.行政
管理者重視：病歷書寫優良獎賞和單位病歷審查機制 2.病人工作量負荷
3.病人型態 4.病人住院天數。照護計劃合併在職教育和病歷稽核，在改
善護理紀錄，比單獨使用照護計劃有效。而行政管理者的支持與重視，對
護理紀錄會有某些程度的影響（American Society for Health,Education,
and Training[ASHET],Center for Health Promotion,1985），而制度化
是增加護理紀錄完整的必須步驟。
疼痛管理是由醫師、藥師及護理人員受專業訓練者共同處理的，若是
沒有充分的紀錄，對其他提供照護者而言就失去了最有用的資料，護理人
員有紀錄病人的疼痛評估，則疼痛管理有效，假如沒有疼痛評估紀錄，則
阻礙醫療人員計劃適宜的疼痛管理（Camp,1988）。Fox（1982）指出病歷
上護理紀錄缺乏疼痛的紀錄，護理人員沒有可靠的資料做為疼痛處理的依
據。Paice 等人（1991）的研究發現，超過 25%病人護理紀錄缺乏術後疼
痛紀錄，只有小於 20%病人護理紀錄呈現術後疼痛問題。Von Roenn 等人
（1993）的研究發現，醫師認為有 86%的病人使用藥物不夠是不能正確評
估疼痛程度。
所以，醫療人員在評估癌症病人疼痛問題時，必須非常小心地推論疼
痛的病因與處理模式，因為病人即使罹患相同類型與相似程度的疾病，當
其經歷了疼痛的問題時，不同病人間的疼痛經驗仍然無法加以比較的。因
此，當癌症病人報告有疼痛經驗時，專業的醫療人員應儘可能的找出可能
導致疼痛的病因，並根據此病因治療病人的疼痛問題。
四、疼痛量表介紹與評估技巧
評估癌症疼痛的成功關鍵是選擇相當容易使用的，且信度高、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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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適合各年齡層病人的一個工具或方法，足以讓使用者評量疼痛強度，又
可用之來處置及監測疼痛效果（Spross,McGuire,& Schmitt,1990）
。疼痛
量表有下列四種（McCaffery et al.,1999）：
（一）簡單描述型量表：對不同強度的疼痛用形容詞描述，不痛、輕微疼痛、
中度疼痛、嚴重疼痛（圖 2.1），容易瞭解和給分（分配數字 0-3），簡
單明瞭在臨床評估使用多年，若是用許多句子形容則不建議，因浪費時
間，病人也不容易分辨其意義（Jensen & Karoly,1992）。

0
不痛

1
輕微疼痛

2

3

中度疼痛

嚴重疼痛

圖 2.1 簡單描述型量表
（二）視覺類比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 ）：視覺類比量表也是屬於
單一層面的疼痛評估量表，在疼痛評估上，此一量表是一條 10 公分的
直線上（水平或垂直）
，直線的左端標明為「不痛」
，右端標明為「極度
疼痛」（圖 2.2）。病人自行點選代表其疼痛強度的「點」，每一公分代
表痛分一分。雖然很容易點選，但紀錄時要重新量測落在那一公分，也
可能落在二個公分之間，故很浪費時間。此外，無法使用筆操作的病人
是否適用此量表，也是臨床工作者在選擇此一量表時必須要考量的。

不痛

極度疼痛

圖 2.2 視覺類比量表
（三）數字型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此種量表可用以評估病人的
疼痛程度或情緒狀態，屬於測量單一層面的疼痛評估量表。臨床上使用
率最高最廣泛的，且方便易懂又口語化，0-10 在視覺上就看到形容詞
和數字（水平或垂直直線）
（圖 2.3）
。護理人員問病人「假如 0 代表不

13

痛，10 是你能想像的最痛，什麼數字能代表你現在的痛？什麼數字最
痛？什麼數字最不痛？什麼數字代表痛的程度你能忍受？」護理人員須
紀錄。雖然此量表的使用非常簡單，但有些老年人或教育程度較低者，
往往不太能夠了解如何將疼痛的程度轉化成數字來呈現，所以有其使用
上的困難。

無疼痛

極痛

圖 2.3 數字型量表
（四）臉譜型數字量表：最初用在孩童，最有名的是 Oucher 量表，六張臉譜
代表不同疼痛強度（Beyer,Denyes,& Villarruel,1992）和 Wong-Baker
臉譜量表，並翻譯八國文字是給三歲以上孩童使用
（Wong,Baker,1988,1995）。也可用在成人，Wong-Baker 臉譜量表可
與數字型量表 0-10 相對應（圖 2.4）。

圖 2.4 臉譜型數字量表
（五）簡明疼痛量表（Brief Pain Inventory,BPI,Short Form）
：
簡明疼痛量表是用來評估疼痛之多層面特性，包括過去 24 小時中疼痛
最厲害、最輕微、平均及當時的疼痛強度和疼痛對日常生活（一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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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狀態、走路的能力、工作、人際關係、睡眠和娛樂）的影響
（Cleeland，1994）。疼痛強度是以簡明疼痛量表之最劇烈疼痛項目
（worst pain）評估，是以 0 至 10 分量表評估病人過去 24 小時中疼痛
最劇烈的程度，0 分代表不痛，10 分代表病人所能想像的最劇烈疼痛。
已被證實在台灣病人之樣本中最具有良好之再測信度、內在一致性及建
構效度（Ger et al.,1999）
，且被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為評估疼痛之有效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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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面品質管理(TQM)與在職教育策略
壹、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
所謂「全面品質管理（TQM）
」係美國管理大師 Feigenbaum 於 1983 提
出的，並定義為：「全面品質管理係指機構內行銷、工程、生產、財務及
顧客服務等單位，均視品質管制為主要的一般管理職責，並以顧客導向的
觀念，運用管理技巧及方法的一種品質活動」。美國在實施醫院品質保證
當中發現有必要把品質保證的理念改進為全面品質管理（TQM）的理念，
因為執行全面品質管理後，可 1.增加市場佔有率；2.降低成本；3.改善
業務；4.提升組織管理效能；5.改善溝通；6.減少員工之挫折感（Harwood
& Pieters,1990）。
疼痛研究學者 MiasKowski 與 Donovan(1992)提出的運用專業疼痛
學會的品質保證標準，於改善急性與癌症疼痛的五大步驟:1.決定關鍵的
疼痛評估指標（特定疼痛部位、疼痛性質、疼痛型態、造成疼痛加劇原因、
疼痛強度、非語言的觀察、疼痛相關症狀）及發展監測工具（簡單描述型
量表、視覺類比量表、數字型量表、臉譜型數字量表、簡明疼痛量表）；
2.收集與分析資料；3.提出結論與建議；4.發展行動的計畫（在職教育課
程）；5.提出執行的時間表與再評價以及疼痛處理的持續性監測（護理部
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新發展的臨床實務品質改善，含括病人、員工
（專業人員）和系統（在職教育、制度化）三個焦點，透過四個標準整合：
1.結構：
「管理辦法（在職教育）
、疼痛測量政策（制度化）」
；2.結果：
「疼
痛測量情形：輕、中、重度（疼痛分數）；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
情形；疼痛對病人日常活動干擾」
；3.過程：
「護理人員疼痛評估：特定疼
痛部位、疼痛性質、疼痛型態、造成疼痛加劇原因、疼痛強度、非語言的
觀察、疼痛相關症狀；主動詢問病人疼痛情形；TPR 單（體溫表）上，紀
錄疼痛分數；病歷上疼痛分數紀錄；使用疼痛量表」
；4.評值：
「病人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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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治療滿意度；病人疼痛分數降低；績效評價（病歷中疼痛紀錄完整性）」
，
連結「標準」和「品質管理」的關係，以達到組織所要求品質改善（Green
E.,1992），如圖 2.5 品質管理藍圖。
三個標準構面整合：臨床（病人）
、專業人員（臨床實務）和管理「控
制和系統（在職教育、制度化）」，此符合護理是服務業，其中包含有人接
受服務（病人）、有人傳送服務（專業人員）及有人控制的過程（系統）。
因為「服務」具有無形性、同時性、易消失性、多樣性、不可分性、以人
為主體，及不願申訴的特質（盧，2001）
，所以服務品質的好壞不易被量化。
因此，欲將全面品質管理落實於護理組織體系中，須透過文化的改變及管
理活動的施行，整合規劃、組織、用人、領導、控制等活動，朝著一個品
質目標、方針不斷地推行與運轉，成為一個持續性的循環（Maguerez,1997）
。
全面品質管理(TQM)乃整合人力資源和科學方法於不斷地改善組織，
TQM 不只是一項技術，它更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管理哲學。一些研究者相信
TQM 著重領導、顧客滿意、員工參與、持續改善、供應夥伴關係及績效衡量
(Besterfield,et al,1999)。TQM 要求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必須參與持續改
善，以便符合甚至超越顧客的需求。Samson 和 Terziovski(1999)研究 TQM
的實施於組織績效之間的相互關係，指出影響組織績效最顯著的因素來自
於領導力（系統）
、員工管理和顧客導向（病人）
。
「領導」與「管理」兩者
間之差異在於「人」靠領導，
「過程」靠管理。在作法上領導者要為組織描
繪願景、塑造共同價值觀，並採取實踐願景的種種措施「制定政策（護理
部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疼痛測量護理技術）、發
佈工作指令」，以達成之（林，2001）。Hasan 和 Kerr(2003)調查服務業組
織的 TQM 實務和績效之關係，指出了高階管理層的角色與顧客滿意是其中
最為重要的二項。TQM 強調「品質管制始於教育終於教育」
（Ishikawa,1972）
更關注於人性因素。英特爾的總裁葛洛夫（Andrew Grove）認為：沒受到
良好教育訓練的員工，即使再怎麼努力，仍會落入缺乏效率、成本增加及
17

客戶不滿意的狀態，甚至還會使公司陷入危機。換言之，企業的成長是必
須依賴員工的成長。而透過活動理論（Activity System）六大原則：1.意
識與活動的一貫性：指必須藉由活動的情境才能分析和瞭解員工的心智；
2.目標導向；3.活動具階層性結構：第一階層層次指出，活動是以員工的
動機為導向。第二階層層次為動作，即可知覺的目標所產生的動作。最後
一個階層則是動作單元，是指員工在真實的活動情境中所做的連續操控；
4.內在化-表面化（Internalization）
：心智歷程是由外在行為而導致的內
化效應，再由員工內部的心智活動轉為員工之間的心智活動；5.溝通協調；
6.發展，則能協助企業於教育訓練推行前，分析活動過程中所執行的順序，
並同時納入組織成員所處的環境及其與組織內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隱含
的企業文化等因素，已完整的描述出活動理論所涉及的各種相關元素，作
為企業進行組織成員之工作內容銜接之參考（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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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使命,哲學,目標

政策
臨床

員工

病人

管理

員工

系統

過程

過程

過程

臨床指引

臨床指引（疼痛量

臨床指引（疼痛測量

照護協調計畫（癌

表工具）

護理技術）

症病人疼痛控制

員工發展計畫（升

品質管理行動計劃（在職

品質改善行動小

學管道）

教育）

結果

過程

組）

紀錄（疼痛自評表、疼痛評估表、TPR 單、病歷紀錄）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滿意度調查

績效評價

滿意度調查

研究

滿意度調查

研究

評值

研究

圖 2.5 品質管理藍圖
貳、在職教育策略
Bushy(1992)指出變革管理，須符合個人需要和個人動機因素。在
改變過程中，面對面溝通是維持變革最有效方法，在抗拒發生之前，先
向員工溝通有關變革的相關事項，此溝通過程，包含一對一討論，以備
忘錄、報告或說明（成立癌症病人疼痛控制品質改善行動小組）來傳達
給員工，使員工瞭解變革及其道理。而理念的溝通，可協助員工理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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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需要，以及變革本身的邏輯。以便促使員工對於變革的可能結果，
有著務實的瞭解，此種瞭解，有助於驅除來自資訊不足或誤解的恐懼。
改變管理理論：
（1）Lewin’s（1951）模式：1.解凍期（unfreezing）：
「當系統面臨外在壓力、動盪不安、和衝突時，須激勵改變的動機」－
一個成功改變首先要打破現狀，亦即預期事實未達到，用更簡單、更好
方法實現；因某些行動產生不適應或無行動計劃（罪惡感/焦慮）
；面臨
或排除障礙（威脅內心的意願）。如醫護人員疼痛測量知識技能不足與
態度負向造成給藥不足，致病人疼痛無法得到完全緩解。2.行動期
（moving）
：
「當執行新行為時，護理人員的決策過程會受同儕、領導者、
或監督者影響」－要導入新的做法，亦即先「確認」問題：收集資料；
「審核」：依不同途徑去找資料以產生更多的解決方法，再篩選最佳解
決之道。如系統：管理者定方法（疼痛測量之在職教育介入）；員工：
在職教育策略，先安排護理領導階層之「疼痛評估護理研究討論會」
（讀
書會）；3.再凍期（refreezing）：「當發生改變或革新時，員工須融入
組織的價值觀」－要將情況穩固在新的狀態，繼續再接再勵，透過持續
性努力培養出新行為規範及共同價值（Maquis & Huston,2003），亦即
員工能例行性、自動做而不覺是負擔才能永續。如系統：管理者定方法
（疼痛測量制度化介入）；（2）Rogers’（1971,1983）模式：.相對益
處性（組織的革新會使事情變的更好或更容易進行）、相容性（革新程
度須與組織存在的價值觀相似，如使命、政策、過程、結構、管理的授
權、輿論）、複雜性（革新程度的複雜性，特別是它機械上的複雜或簡
單性；革新愈熟練、具體，愈容易被採納）、可分性（可小範圍實施或
專案研究）和可溝通性，改變是可逆的，如組織中變革被接受但後來不
持續或一開始變革被拒絕，後來接受。
面對急遽的環境改變與競爭壓力，組織領導者莫不採取變革策略，
調整組織任務與要素，以快速回應變革的需要，取得競爭的優勢與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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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基。依據 Lewin 所建立力場分析模型（force field analysis）來
分析變革，其認為現存情境是變革壓力（driving forces）與抗拒力量
（restraining forces）
，兩者動態平衡的狀態，如圖 2.6 所示。因此，
如果想要藉著推動變革，以獲至意欲的組織目標，領導者就必須先改變
目前力量的均衡狀態，而其中降低或消除抗拒力量的程度，即是一個重
要的方式（Dyer,1984）
。而 Judson（1991）亦曾言：
「相關人員因怕受
變革影響而為的抗拒，如能減低至最小時，從變革中所獲得的效益才能
極大」（簡，2000）。
意欲目標

抗拒力量

現存狀況
變革壓力
圖 2.6

力場分析模型（force field analysis）

Sources：Dyer,W.G.（1984）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hange.Reading,Mass：Gower Publishing Co..
克服阻礙變革的方法，管理者可以學習如何更周詳地策劃變革，以
求成功或縮小抵制的力量。科特（J.P. Kotter）等人曾提出四種普為管
理者用來克服抵制變革的方法，如表 2.2 所示，包括（1）教育及溝通：
使人瞭解變革的需要及變革的邏輯理論，如在職教育：癌症疼痛在職教育
課程（4 小時）、癌症疼痛專題演講（6 小時）。（2）參與和介入：安排潛
在的抵制者參與變革的計劃和實行，以先發制人或減少抵制的阻力，如介
入：護理領導階層（護理副主任、護理督導長、護理長）之「疼痛評估護
理研究討論會」
（讀書會）
。
（3）磋商與協議：透過此方法以緩和抵制的阻
力或獲得抵制者的協助。
（4）操縱及選舉：透過選舉的手段來影響他人，
以減少抵制，如操縱：護理部定政策（制度化）；選舉：在台灣護理專業
上是不可能的，因疼痛測量處置是增加護理人員負擔，不可能用選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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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克服抵制變革的方法

方法
教育及溝通

使用時機

優點

缺乏資訊或資訊 一旦達成溝通，
不正確或誤解

缺點
費時、費力

通常人員會協助
變革的完成

參與和介入

開始沒有充足的 參與變革的計劃 決策過程費時、
資訊及擬定變革 與執行，並提供 費力
計劃

相關資料以達成
變革

磋商與協議

抵制者為一個人 可以減輕主要反
或一個團體

操縱及選舉

成本太高

對力量

上述方法皆無法 快速解決抵制問 可能導致長遠的
使用或成本太高 題

問題發生

資料：摘自 J.Kotter and L. Schlesinger,”Choosing Strategies
for Change”,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rch-April
1979,57：111.
醫院組織變革主要目的在於降低醫療成本、強化人員專業照護能力與
服務品質，進而提升病人滿意度（孔、傅、尹，2003）。因此，欲成功地
進行變革，機構負責人及管理者應考量組織團隊中是否已具備：1.明確願
景與使命；2.具體目標；3.良好溝通管道；4.團隊合作氣氛；5.主管高度
支持及參與；6.完善的支援系統等條件。經由各階層人員共同配合努力克
服每一變革步驟執行之重點，方能使任務順利進行（Burke,2001；Urden &
Walston,2001；Sovie & Jawad,2001）。
策略規劃包含了 1.願景（vision）
「指一個組織所渴望實現的願望、
理想或遠景」：共同願景發自個人內心的意願，亦即個人價值觀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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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能例行性、自動做而不覺是負擔才能永續；
「病人活於免痛環境」
。2.
使命（mission）「指一組織的生存理由及永續目標的陳述，它表現出該單
位的基本目的及業務經營的範圍」：醫療人員適當評估病人疼痛的問題，
並積極加以處理，以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質；
「提供優質的疼痛控制」
。3.目
標（goal）
「指行動和決策的方向，以及所欲追求結果的質和量」
：病人對
疼痛治療滿意度增加，病人真的減輕疼痛。4.策略（strategy）「指為達成
組織的重要目標所採取的手段或行動途徑」：疼痛測量在職教育（疼痛測
量工具、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教導病人疼痛自評表、告知醫師開藥）。
5.政策（policy）
「行動的指針或思想的路線」
：疼痛測量制度化介入管理，
此五個要素，如同 William F. Glueck（1967）所言，乃策略規劃過程的產
物。如圖 2.7 所示，此五個要素依序緊密相連，逐步應用並予達成。
價值觀

願景

使命

目標

策略

政策

圖 2.7 策略與其相關因素之關係
資料：修正自 James H.Shonk’s team hierarchy figure in Working in
Teams, The Team Center,Ridgefield,Connecticut,1982.
在健康照護改變環境中，受最大衝擊是員工和消費者（病人）。故管
理者與護理教育者須合作計劃，使衝擊影響至最少，才能有更好可接受結
果。改變管理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因其過程是非常複雜的，所以護
理教育者在扮演改變代理者角色上的技巧極具重要性，因牽涉到改變是被
接受或被拒絕的結果(Bushy,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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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疼痛評估在職教育
壹、疼痛評估教育的需要性
1986 年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知識不足有數個理由，護理及醫學教育不足，
課程缺乏疼痛管理內容，教師對疼痛的態度和信念錯誤。Janjan 等人(1996)
的研究指出，不適當癌痛處置主因是護理人員疼痛處理知識相當不足及不正
確，護理人員對疼痛的看法，亦會影響其對疼痛的評估。Donovan（1985）
研究指出，不充分及不正確的疼痛評估，是癌症疼痛控制最大的障礙因子，
疼痛評估是治療處置之基礎，沒有完整的評估和之後的紀錄，就沒有適當的
解除病人疼痛的處置。
Dalton（1989）的研究指出，護理疼痛評估由於護理人員缺乏病理學
及疼痛處理藥理學而受限制。何善台等人（1996）研究發現疼痛評估不足，
缺乏疼痛管理訓練造成疼痛治療之不足，須經由教育各層次相關健康照護人
員才有效，包含醫師、護理人員、病人、社會大眾、立法者（麻醉藥品管理）
。

貳、護理人員疼痛評估在職教育課程內容及研究設計
本研究參考有關護理人員疼痛評估在職教育的研究報告，分析其目的、
教育時數、教育方法/課程內容、研究方法、樣本、資料收集、結果和建議，
見表 2.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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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護理疼痛評估在職教育文獻整理
研究者/年 Dawn 等人（1991）
目的

教育時數

Francke 等人（1997）Janjan 等人（1996）

在職教育在病人照護紀 在職教育在疼痛評估 教育癌症疼痛處置：
錄的成效評值
實務的成效評值
角色模式課程教育之
成效評值
每次 45 分鐘，共 14 次 課程：3 小時/週，共 8 課程：一天研習會
週
病房小組會議：4 週，
二位教師參與

教育方法/ 修正疼痛問卷（MPQ 問 「融合性教育」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卷）
，包含 8 個疼痛評估 （Confluent
文獻和小組討論
項目：
education）
（概念澄清、個案討
1.特定疼痛部位
教學策略：
論、癌症疼痛處置障
2.疼痛性質
口述、視聽教材、討論 礙定義）
3.疼痛型態
（大團體和次團體）、
4.造成疼痛加劇原因
實作練習、提供文獻
5.疼痛強度
課程內容：
6.病人主動報告疼痛
1.疼痛的評估
7.非語言的觀察
2.心理和社會的疼痛
8.疼痛相關症狀
處理
3.物理和放鬆的疼痛
處理
4.藥物的疼痛處理
研究方法

樣本

控制組（參與課程）
實驗法：前測、後測控 時間系列的類實驗
實驗組（參與課程及給
制團體
法：知識、態度之研
予疼痛評估工具）
究與探討
未參與課程組
美國東南部一家大型教 五家荷蘭綜合醫院外
學醫院四個腫瘤病房（N 科病房各選二個病房
＝47）
（N＝106）
各選一個內科和一個外 一個病房護理人員隨
科病房之護理人員隨機 機抽樣為實驗組，
抽樣為實驗組（N＝15）另一個病房護理人員
另二個病房之護理人員 隨機抽樣為控制組
隨機抽樣為控制組（N
＝14）
不參與課程組（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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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
醫師（N＝13）
護理人員（N＝21）
藥師（N＝16）

資料收集

T1（課程前）
T2（課程後 1 週）
T3（課程後 1 個月）
T4（課程後 2 個月）

*Dalton’s 疼痛問卷，
疼痛評估問卷 18
題，自我發展
*問卷調查
T1（在職教育）
T2（在職教育後 1 個
月）
T3（在職教育後 6 個
月）

*癌症疼痛處置量表
問卷調查
T1（課程前）
T2（課程後）
T3（課程後 4 個月）
T4（課程後 1 年）

結果

三組在紀錄上無顯著不 *收集疼痛病史有關活 知識、態度增加，具
同
動品質（執行的內 統計的意義。
容）增加，數量上沒
有成效。
*主動詢問病人疼痛情
形人數沒有增加。
*用疼痛量表評估 疼
痛強度數量和品質
沒有成效。

建議

加強在職教育策略與疼 *收集疼痛病史有關活 此課程內容可列入健
痛評估紀錄
動品質－持續進行。康照護專業人員「訓
*護理人員對新方法接 練」課程
受度不夠。
*缺乏醫師和護理督導
的支持。
*在職教育課程沒有轉
換為病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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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概念架構
由以上國內外文獻之查證，清楚說明要去除癌症病人疼痛控制的障礙，「教
育」可協助解決之道，護理人員在癌症病人疼痛控制之最重要及首要職責就是疼
痛評估，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概念架構是藉由在職教育和制度化（疼痛測量護理
技術和護理部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的介入，期使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
導疼痛測量工具（疼痛量表）評估疼痛、測量病人最近 24 小時疼痛分數，劃記
於常規體溫單內與護理病程紀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及病人對護理人
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以提供醫護人員做為癌症疼痛處置依據，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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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實施前：癌症疼痛評估之調查

二、課程實施後：癌症疼痛評估之調查

1.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

1.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

測量工具評估疼痛

測量工具評估疼痛

2.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

2.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
課程實施

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的天數

1.在職教育：四個主

3.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曾劃記疼痛

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的天數
3.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曾劃記疼痛

分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題，重複四次共八週

分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4.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

2.專題演講：五個主題

4.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

5.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5.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

差距

6.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6.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三、制度化：癌症疼痛評估之調查
1.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
量工具評估疼痛
2.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
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的天數
3.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曾劃記疼痛分
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4.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
5.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
6.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圖 2.8

本研究之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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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
1.疼痛測量護理技術
2.護理部每月中央評
鑑護理紀錄

第五節 研究假設
假設 1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
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的人數比率增加。
假設 2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護理人員「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
表）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的天數」的天數增加。
假設 3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護理人員「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
表）上，曾劃記疼痛分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的人數比率增加。
假設 4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的
人數比率增加。
假設 5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取絕對值）
」平均分數有降低；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之人數比率有降低。
假設 6 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平均分數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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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發現問題、文獻探討研究設計，評量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制
度化後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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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
舉辦疼痛評估護理研討會；內容設計

問卷擬定

研究對象
照顧癌症病人的護理人員；癌症疼痛病人

前測（課程前）

教育策略：
討論，演講，
示範敲學，回覆示教

課程實施
1.在職教育：四個主題，
重複四次共八週；
2.專題演講：五個主題

後測(課程後)

制度化
1.疼痛測量護理技術
2.護理部每月中央評
鑑護理紀錄

制度化後測

資料分析

結果與討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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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南台灣某醫學中心，針對全院護理人員及年滿 18 歲以上且意識
清楚癌症病人，經解釋研究目的後願意參予本研究者為對象，以結構式問卷作資
料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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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職教育課程設計
壹、癌症病人疼痛控制品質改善行動小組
高雄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門的流行病學研究員，有鑑於本院癌症病人的
疼痛控制嚴重不足，於是在民國 88 年 9 月成立「癌症病人疼痛控制品質
改善」行動小組。
一、對策擬定：
全面推行醫護人員的在職教育，且將疼痛的評估與治療制度化（疼痛
測量護理技術和護理部每月中央評鑑護理紀錄）。原則上排定醫師教學課
程前，會先針對全院醫師做問卷調查，之後由護理部負責統籌規劃護理人
員疼痛評估相關之在職教育、執行疼痛程度紀錄等，如將癌症疼痛病人之
疼痛程度列為”第四生命徵象”，紀錄於 TPR 紀錄單上，且設計在職教育
課程實施前、後問卷。
二、改善後預期效益：
1.加強醫護人員處理癌症疼痛的知識且導正其正向的態度。
2.改進醫護人員處理癌症疼痛的實做經驗與能力。
3.改進癌症病人與其家屬的生活品質。

貳、疼痛評估護理研究討論會
首先由護理領導階層－護理副主任（2 位）
、護理督導長（5 位）
、護
理長（9 位）組成，共分成 4 組，每組 4 人分 4 次研讀疼痛評估教科書（Pain：
疼痛評估教科書、論文研讀與錄影帶內容配合臨床經驗與狀況提出討論（表
3.1）
，目的是先從領導階層取得「疼痛評估非常重要」的共識，以利後續護
理人員「疼痛評估護理實務」在職教育的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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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疼痛護理研究討論會

主題

89 年

日期

參加人數

閱讀文獻

1/8、1/15、2/8、2/15

觀看示範教學的錄影帶

2/22、2/24、2/26、3/1

總結討論

3/2

16
4 人/組共 16 人（2 小時）
16

參、演講課程內容
分二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分四個主題，每個主題一小時共四小時，
每一個主題重複四次（分四個場次）授課，方便輪值三班護理人員均能參
加，由各單位護理長安排不同的護理人員參加，共八週（每週二場次）訓
練完畢，課程內容：
（1）癌症疼痛的病理、生理學。
（2）癌症疼痛的護理
評估。（3）癌症疼痛的藥物治療。
（4）癌症疼痛的護理實務（表 3.2）。
第二階段於四個月後實施，邀請知名安寧療護專家趙可式博士演講一天共
六小時，並示範疼痛的評估實務做練習（表 3.3）
。
表 3.2

癌症疼痛在職教育課程

89.4.7.-89.6.9.

主題

日期

癌症疼痛的病理、生理學

4/7、4/11、4/14、4/18

癌症疼痛的護理評估

4/21、4/25、4/29、5/2

癌症疼痛的藥物治療

5/9、5/12、5/16、5/19

癌症疼痛的護理實務

5/23、5/26、6/2、6/9

表 3.3

癌症疼痛專題演講（6 小時）
主題

89.10.9.
時間

疼痛評估（含示範教學和回覆示教）
止痛藥的滴定（titration）
使用嗎啡類止痛藥的錯誤觀念
癌症疼痛藥物處理
癌症疼痛非藥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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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AM
11：40-12：30AM
2：30-4：30PM
4：40-5：30PM

肆、教育策略
討論（大團體和小團體）、演講、視聽教材、示範教學和回覆示
教，例如癌症疼痛治療學 297 本（孫等,1995）及 110 本 you Don’t Have
to Suffer（Lang and Patt,1997）之中文翻譯本你不必受苦（周芬娜譯），
送給每個病房醫護人員閱讀。

伍、教具
一、攜帶式疼痛強度評估量尺與使用說明單
1.0-10 數字量表與臉譜量表硬紙卡，直式（附錄一）及橫式（附錄二）
二種：護理人員可置放口袋內隨身攜帶到病人床邊使用。
2.0-10 數字量表與臉譜量表之使用說明單張：分二種，例如病人及家屬
用（綠色）（附錄三）及醫護人員用（藍色）（附錄四）。
3.簡明疼痛量表之使用說明單張（黃色）（附錄五）。
二、病歷新增之疼痛評估紀錄單
1.體溫表（附錄六）：利用體溫表原有攝氏 41 度以上格子，加註 10 格為
0-10 疼痛強度供護理人員每日紀錄。
2.初步疼痛評估表及持續疼痛評估表單（附錄七）。
三、病人疼痛自我評估表單（附錄八）：表單至於床旁由病人或其家屬自行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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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材料與方法
壹、研究工具之設計
一、「護士問卷調查」表：參考台灣版簡易疼痛量表（葛，2004）及國內護理
人員實際的經驗發展而成，問卷內容為主動評估與紀錄疼痛的量表。護理
人員曾使用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及最近 24 小時病人疼痛分數（pain
scores）『現在疼痛、最厲害疼痛、最輕微疼痛、平均疼痛、期待疼痛被
減輕程度』情形，採 0-10 分法計分。
二、「病歷摘要」表：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疾病
狀況；第三部份：病歷上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三、「病人疼痛問卷調查」表：參考中文版止痛藥障礙因子問卷及國內病人實
際的經驗發展而成，問卷共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份：病人被教導疼痛測
量工具評估疼痛及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採 Likert 5 分法計分，
反應從「不曾、偶而（＜1 次/週）
、有時（1-3 次/週）
、常常（4-6 次/週）
至總是（≧1 次/天），為負向題以 5-1 分負向計分」；第二部份：病人對
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表 3.4 信度（護士問卷調查）
Cronbach's α

量表
最近 24 小時病人疼痛分數（pain scores）（共有 5 題）
（一）現在疼痛
（二）最厲害疼痛
（三）最輕微疼痛
（四）平均疼痛
（五）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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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18

表 3.5 信度 （病人疼痛問卷調查表）
量表

Cronbach's α

第一部份：
最近 24 小時病人疼痛分數（pain scores）（共有 5 題）

0.8326

（一）現在疼痛
（二）最厲害疼痛
（三）最輕微疼痛
（四）平均疼痛
（五）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
第二部份：

0.7657

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共有 2 題負向題）
（一）告訴護理人員
（二）告訴醫師

貳、信度與效度
一、效度
本問卷的表面與內容效度採專家鑑別法（jury opinion）請國防醫學
院與高雄榮總的疼痛專家依目前安寧病房疼痛評估臨床實務標準評量，並
依專家的建議修改問卷內容，措辭與問題的次序。效度採專家內容效度，
疼痛專家名單如下：何善台副院長（麻醉系教授）、李美英護理長（安寧
病房）、黃瑞美副主任（疼痛教育、品管）、聶健文副主任（疼痛研究）、
葛魯蘋教授五位。
二、信度
（一）本問卷的內在信度（n＝171）見表 3.4、見表 3.5
（二）為提高本問卷的信度，採不記名方式填答，因此本問卷無法做再測
信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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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收集法
由參與訪談之訪談員先接受「病人疼痛問卷調查」表內容解釋與問法
一致性的訪談訓練，訪談是採用面對面構造式的詢問病人以「病人疼痛
問卷調查」表評估，由訪談員逐一問題詢問與填答。「護士問卷調查表」
內容由護理人員自行填寫後，由訪談員與受測者約時間收回問卷。
「病歷摘
要」表內容由訪談員參閱病人住院病歷填寫。

肆、資料分析方法
一、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測護理人員與病人其個人基本資料描述
（一）以卡方考驗檢定護理人員的年齡、教育程度與班別，在在職教育前、
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三組有無統計差異。
（二）以卡方考驗檢定病人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與疾病分期，
在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三組有無具統計差異。
二、在職教育與制度化的效果評值方面
（一）依變項為「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表）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及
護理紀錄的天數」的得分、
「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
絕對值）」的得分、及「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的得分，
以 ANOVA 來檢定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護理人員的成效。
（二）以卡方考驗檢定護理人員「以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
、
「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表）上，曾劃記疼痛分數及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
「病
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及「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等類別變項，有無具統計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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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在職教育課程前、課程後及制度化後 3 個月收案，由訪視員訪
查病人，前測回收有效問卷 76 份，回收率為 91%，後測回收有效問卷 81 份，
回收率為 91%，制度化後測回收有效問卷 81 份，回收率為 91%。於三個不同
階段各 57 組（課程前、課程後與制度化後），共 171 組採病人-護理人員配
對，並藉由結構式問卷訪談。這 171 位病人出院後，則進行病歷審閱。研究
結果分四節敘述，第一節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其個人基本資料之比較，第二
節三組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與護理紀錄之比
較，第三節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
人痛分差距之比較，第四節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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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其個人基本資料之比較
壹、護理人員方面
表 4.1 為參加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護理人員的基本資
料比率，如年齡、教育程度、與班別的人數分佈情形。經卡方檢定發現三組
護理人員於年齡、教育程度與班別方面，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一、年齡
三組護理人員年齡的分佈以 21-27 歲最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5.1%，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40.4%，制度化後測組佔 38.6%，而年齡 28-30
歲的護理人員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6.8%，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33.3%，制度化後測組佔 36.8%，另大於 31 歲以上護理人員最少，於在
職教育前測組佔 28.1%，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26.3%，制度化後測組佔
24.6%，但是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當，並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二、教育程度
三組護理人員教育程度的分佈以專科學歷最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
佔 84.2%，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86.0%，制度化後測組佔 82.5%，而教育
程度大學的護理人員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15.8%，在職教育後測
組佔 14.0%，制度化後測組佔 17.5%，其分佈於三組中皆相似，並不具
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三、班別
三組護理人員班別的分佈以白班居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77.2%，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71.9%，制度化後測組佔 80.7%，而班別晚夜
班的護理人員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22.8%，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28.1%，制度化後測組佔 19.3%，但是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同，並不具
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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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三組護理人員基本資料之比較
護理人員
基本資料

在職教育(%)

在職教育(%) 制度化（%）

前測 (n=57)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p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年齡（歲）
21-27
28-30
＞31

20（35.1）
21（36.8）
16（28.1）

23（40.4）
19（33.3）
15（26.3）

22（38.6）
21（36.8）
14（24.6） X2 ＝0.480 0.975

教育程度
專科
大學

48（84.2）
9 （15.8）

49（86.0）
8 （14.0）

47（82.5）
10（17.5）

X2 ＝0.264 0.876

班別
白班
晚夜班

44（77.2）
13（22.8）

41（71.9）
16（28.1）

46（80.7）
11（19.3）

X2 ＝1.240 0.538

貳、病人方面
表 4.2 為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病人的基本資料，如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疾病分期之人數分佈情形。經卡方檢定
發現三組病人於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疾病分期方面，不具任何統計意義
的差異，但健康狀況例外，而且發現在職教育後測及制度化後測病人的健康
狀況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測病人差。其詳細描述
一、性別
男性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57.9%，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61.4%，制度化
後測組佔 61.4%，而女性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42.1%，在職教育後測組
佔 38.6%，制度化後測組佔 38.6%，其分佈於三組中相當，並不具任何
統計意義的差異。
二、年齡
三組病人年齡的分佈以 46-64 歲最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47.4%，
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40.4%，制度化後測組佔 49.1%，而年齡小於或等於
45 歲的病人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6.8%，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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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制度化後測組佔 29.8%，另大於或等於 65 歲的病人最少，於於
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15.8%，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29.8%，制度化後測組佔
21.1%，但是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似，並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三、教育程度
三組病人教育程度的分佈以小學、國中最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49.1%，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52.6%，制度化後測組佔 47.4%，而教育程度
含高中以上次多，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5.1%，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36.8%，
制度化後測組佔 36.8%，另識字、不識字的病人最少，於在職教育前測
組佔 15.8%，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10.5%，制度化後測組佔 15.8%，但是
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同，並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四、健康狀況
三組病人健康狀況以白天過半時間臥床或靠椅休息，略能照顧自己最
多，於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45.6%，制度化後測組佔 47.4%，除在職教育
前測組病人佔 24.6%，而健康狀況不能工作，但白天過半時間離床活動
並可照顧自己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3.3%，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42.1%，制度化後測組佔 40.4%次多，另不能太勞累，但在家或辦公室
可做輕工作的病人最少，於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12.3%，制度化後測組佔
12.3%，除在職教育前測病人佔 42.1%，但是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當，
並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異。
五、疾病分期
三組病人疾病分期的分佈以遠端轉移最多，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75.4%，
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78.9%，制度化後測組佔 75.4%，而疾病分期區域期
次多，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21.1%，在職教育後測組佔 21.1%，制度化
後測組佔 21.1%，另局病期最少，於在職教育前測組佔 3.5%，制度化後
測組佔 3.5%，但是各分佈於三組中皆相似，並不具任何統計意義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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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三組病人基本資料之比較
病人基本
資料
性別
男
女

在職教育(%)
前測 (n=57)

在職教育(%) 制度化（%）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33（57.9）
24（42.1）

35（61.4）
22（38.6）

35（61.4）
22（38.6） X

21（36.8）
27（47.4）
9 （15.8）

17（29.8）
23（40.4）
17（29.8）

17（29.8）
28（49.1）
12（21.1）

X2 ＝3.699

0.448

9 （15.8）
28（49.1）
20（35.1）

6 （10.5）
30（52.6）
21（36.8）

9 （15.8）
27（47.4）
21（36.8）

X2 ＝0.947

0.918

24（42.1）

7 （12.3）

7 （12.3）

19（33.3）

24（42.1）

23（40.4）

14（24.6）

26（45.6）

27（47.4）

X ＝20.533

p＜0.001

2 （3.5）
12（21.1）
43（75.4）

0 （0）
12（21.1）

2 （3.5）
12（21.1）

45（78.9）

43（75.4）

X2 ＝2.061

0.725

2

＝0.195

p值

0.907

年齡（歲）
≤45
46-64
≥65

教育程度
識字、不識字

小學、國中
含高中以上

健康狀況
（ECOG scale）

不能太勞累，但在家或
辦公室可做輕工作
不能工作，但白天過
半時間離床活動並可
照顧自己
白天過半時間臥床或
靠椅休息，略能照顧自
己

2

疾病分期
局病期
區域期
遠端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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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三組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
估疼痛與護理紀錄之比較
表 4.3 為三組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於在職教育
前、後及制度化後之比較。經卡方檢定發現，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護理人
員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護理人員，較多使用 0－10 數字型與哭笑臉譜型的疼
痛量表，但是她們三組在使用文字描述型與視覺型的疼痛量表上的頻率並不
具統計意義的差異。經卡方檢定發現，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病人顯著地比
在職教育前病人，較多使用 0－10 數字型與哭笑臉譜型的疼痛量表，但是他
們三組在使用文字描述型與視覺型的疼痛量表上的頻率並不具統計意義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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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三組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之比較
曾使用疼痛
測量工具評估
疼痛
護理人員回答
文字描述型
是
否
0－10 數字型
是
否
視覺型
是
否
哭笑臉譜型
是
否
病人回答
文字描述型
是
否
0－10 數字型
是
否
視覺型
是
否
哭笑臉譜型
是
否

在職教育(%)
前測 (n=57)

在職教育 (%) 制度化（%）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34（59.6）
23（40.4）

36（63.2）
21（36.8）

39（68.4）
18（31.6）

X2 ＝0.962

0.618

39（68.4）
18（31.6）

48（84.2）
9 （15.8）

50（87.8）
7 （12.3）

X2 ＝7.562

0.023

10（17.5）
47（82.5）

13（22.8）
44（77.2）

15（26.3）
42（73.7）

X2 ＝1.286

0.526

15（26.3）
42（73.7）

37（64.9）
20（35.1）

39（68.4）
18（31.6） X2 ＝24.992

p＜0.001

5 （8.8）
52（91.2）

1 （1.8）
56（98.2）

6 （10.5）
51（89.5）

X2 ＝3.764

0.152

7 （12.3）
50（87.8）

8 （14.0）
49（86.0）

36（63.2）
21（36.8）

X2 ＝45.432

p＜0.001

0 （0）
57（100.0）

1 （1.8）
56（98.2）

1 （1.8）
56（98.2）

X2 ＝1.012

0.603

0 （0）
57（100.0）

5 （8.8）
52（91.2）

9 （15.8）
48（84.2）

X2 ＝9.491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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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表 4.4 為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護理人員，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平均天數及護理紀錄疼痛的平均天數
之比較。經 ANOVA 檢定發現，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
天數，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而制度化
後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
後增加。經 ANOVA 檢定發現，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疼痛的天數，於在職
教育前測、後測，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而制度化後過去 7 天內護理
病程紀錄疼痛的天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後增加。
表 4.4 三組護理人員，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及護理紀錄
疼痛的天數之比較
變項

在職教育(%)

在職教育(%)

制度化（%）

前測 (n=57)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p值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1.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
劃記疼痛分數天數

2.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
疼痛的天數

0 （0）

0 （0）

2.82（1.97）

2.82（1.90）

2.9372（2.8730）F＝59.574 p＜0.001

a

4.05（2.04） F＝7.368

0.001

a

a：由於病人住院天數不等，因此過去 7 天的天數須經由實際住院天數予以
加權。例如：某病人過去只住院 4 天，而病歷上疼痛紀錄只有 1 天，則其
過去 7 天內疼痛紀錄天數為 1/4×7＝1.7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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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為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護理人員，過去 7 天
內 TPR 單上，曾於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及曾於護理病程紀錄單上紀錄
不同疼痛程度之比較。「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疼痛分數」在職
教育前、後測沒有差異。制度化後，經卡方檢定發現，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
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疼痛分數，於制度化後測，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經
事後比較發現，制度化後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疼痛分數顯著地
比在職教育前、後增加。「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的情形」經
卡方檢定發現，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的護理人員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的護
理人員，於過去 7 天內較曾護理紀錄中度疼痛、重度疼痛程度。但是她們三
組於過去 7 天內較曾護理紀錄輕度疼痛程度不具統計意義的差異。
表 4.5 三組護理人員，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曾劃記疼痛分數及護理紀錄
不同疼痛程度之比較
變項

在職教育(%)

在職教育(%) 制度化（%）

前測 (n=57)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p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1. 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
疼痛分數
有劃

0 （0）

0 （0）

34（59.6）

沒劃

57（100.0）

57（100.0）

23（40.4）

X2 ＝84.876

p＜0.001

13（22.8）
44（77.2）

13（22.8）
44（77.2）

22（38.6）
35（61.4）

X2 ＝4.692

0.096

7 （12.3）
50（87.7）

16（28.1）
41（71.9）

21（36.8）
36（63.2）

X2 ＝9.242

0.01

5 （8.8）
52（91.2）

16（28.1）
41（71.9）

24（42.1）
33（57.9）

X2 ＝16.467 p＜0.001

2.過去 7 天內，護理
紀錄不同疼痛程度
的情形
（1）是否曾紀錄輕度疼痛
曾
不曾
（2）是否曾紀錄中度疼痛
曾
不曾
（3）是否曾紀錄重度疼痛
曾
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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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最近 24 小時
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比較
表 4.6 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
報告疼痛之比較。經卡方檢定發現，三組病人於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
疼痛，具統計意義的差異。
表 4.6 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之比較
病人主動向醫護
人員報告疼痛
1.告訴護理人員
總是告訴
常常告訴
有時告訴
偶而告訴
不曾告訴
2.告訴醫師
總是告訴
常常告訴
有時告訴
偶而告訴
不曾告訴

在職教育(%) 在職教(%)
制度化（%）
前測(n=57) 後測(n=57) 後測(n=57) 統計值

p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19（33.3）
15（26.3）
10（17.5）
11（19.3）
2 （3.5）

36（63.2）
3 （5.3）
7 （12.3）
5 （8.8）
6 （10.5）

38（66.7）
4 （7.0）
7 （12.3）
1 （1.8）
7 （12.3）

33（57.9）
13（22.8）
5 （8.8）

46（80.7）
2 （3.5）
3 （5.3）

43（75.4）
4 （7.0）
4 （7.0）

5 （8.8）
1 （1.8）

0 （0）
6 （10.5）

1 （1.8）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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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31.614 p＜0.001

X2 ＝24.121 0.002

表 4.7 最近 24 小時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方面，
經 ANOVA 統計發現，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
顯著差異，但“最輕微疼痛”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例外。經事後比較
發現，制度化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最輕微疼痛”，
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後降低。此外，制度化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
差距（取絕對值）“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與
後降低。

表 4.7 最近 24 小時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之比較

變項

在職教育(%)

在職教育(%)

制度化（%）

前測(n=57)

後測(n=57)

後測(n=57)

統計值

p值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護理人員與病人
痛分差距（取絕
對值）
現在疼痛
最厲害疼痛
最輕微疼痛
平均疼痛
期待疼痛被
減輕程度

2.42（1.89）

2.44（2.10）

1.81（1.52）

F＝3.166

0.205

2.42（1.78）

2.53（1.65）

1.98（1.76）

F＝1.584

0.208

1.49（1.48）

2.12（1.86）

1.40（1.39）

F＝13.477

0.033

1.86（1.37）

2.00（1.83）

1.53（1.14）

F＝1.553

0.215

1.67（1.82）

1.77（1.72）

0.68（1.24）

F＝19.326 p＜0.001

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護理人員評量病人的疼痛分數－病人實際的疼痛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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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最近 24 小時三組護理人員與病
人痛分差距之比較。經卡方檢定發現，最近 24 小時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痛
分差距方面，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
異，但“最厲害疼痛”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例外。經事後比較發現，
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最厲害疼痛”（＜0、＝0）之人數
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降低；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最
厲害疼痛”（＞0）之人數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增加。此外，在職教
育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0、＝0）之人
數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降低；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
“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0）之人數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增加。
而制度化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0、＝0)
之人數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後降低；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期待疼
痛被減輕程度”（＞0）之人數比率，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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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最近 24 小時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比較

變項
護理人員與病人
痛分差距之組別
現在疼痛
＜0
＝0
＞0
最厲害疼痛
＜0
＝0
＞0
最輕微疼痛
＜0
＝0
＞0
平均疼痛
＜0
＝0
＞0
期待疼痛被
減輕程度
＜0
＝0
＞0

在職教育(%)
前測 (n=57)

在職教育 (%) 制度化（%）
後測 (n=57) 後測(n=57) 統計值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人數（百分比）

23（40.4）
8 （14）
26（45.6）

17（29.8）
12（21.1）
28（49.1）

23（40.4）
13（22.8）
21（36.8）

32（56.1）
8 （14）
17（29.8）

18（31.6）
7 （12.3）
32（56.1）

22（38.6）

20（35.1）
16（28.1）
21（36.8）

p值

X2 ＝3.456

0.485

13（22.8）
22（38.6）

X2 ＝11.477

0.022

17（29.8）
10（17.5）
30（52.6）

22（38.6）
20（35.1）
15（26.3）

X2 ＝9.130

0.058

30（52.6）
8 （14）
19（33.3）

20（35.1）
12（21.1）
25（43.9）

23（40.4）
13（22.8）
21（36.8） X2 ＝4.299 0.367

11（19.3）
19（33.3）
27（47.4）

0 （0）
18（31.6）
39（68.4）

3 （5.3）
39（68.4）
15（26.3）

X2 ＝35.603 p＜0.001

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護理人員評量病人的疼痛分數－病人實際的疼痛分
數，共有三種情況，＜0：護理人員低估病人的疼痛分數，＝0：護理人員正確評
估病人的疼痛分數，＞0：護理人員高估病人的疼痛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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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之比較
表 4.9 為在職教育前測、後測及制度化後測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
治療滿意度之比較。經 ANOVA 統計發現，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
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
發現，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平均分數顯
著地比在職教育前增加。
表 4.9 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之比較
病人對疼痛

在職教育(%)
前測 (n=57)

在職教育(%)
後測 (n=57)

制度化（%）
後測(n=57)

統計值

治療滿意度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對護理人員

7.09（1.98）

7.9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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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15）

p值

F＝14.583 0.001

第五章 討論
整體而言，在職教育及制度化後的結果顯示，在護理人員方面：使用
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癌症病人疼痛、TPR 單（體溫表）上劃記疼痛分數與天數
及護理病程紀錄不同疼痛程度與天數都有改進；在病人方面：主動向醫護人
員報告疼痛頻率及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都有改善。另在護理人員、病
人方面：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有改進。

第一節 三組護理人員與病人其個人基本資料之差異
雖三組病人於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疾病分期方面，不具任何統計意
義的差異，但健康狀況例外，而且發現在職教育後測及制度化後測病人的健
康狀況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測病人差，可能會干擾“探討疼痛測量之在職
教育與制度化後對改善護理人員癌症疼痛測量之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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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三組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測量工具評估
疼痛與護理紀錄之差異
本研究關於護理人員使用哪一種「疼痛量表」的頻率，增加較顯著的是
「0-10 數字型」與「哭笑臉譜型」及病人回答亦是「0-10 數字型」與「哭
笑臉譜型」增加較顯著（見表 4.3），因在職教育介入教導使用「0-10 數字
型」與「哭笑臉譜型」疼痛量表，本研究問卷疼痛量表的使用頻率之「護理
人員與病人回答」效度高。護理人員於在職教育後，使用「0-10 數字型」
疼痛量表比率（84.2%），比病人回答的 14%高出 70.2%。另護理人員於制度
化，使用「0-10 數字型」疼痛量表比率（87.8%），比病人回答 63.2%高出
24.6%。疼痛研究學者 MiasKowski 與 Donovan(1992)提出的運用專業疼痛學
會的品質保證標準，於改善急性與癌症疼痛的五大步驟之一：決定關鍵的疼
痛評估指標（特定疼痛部位、疼痛性質、疼痛型態、造成疼痛加劇原因、疼
痛強度、非語言的觀察、疼痛相關症狀）及發展監測工具（本研究提供文字
描述型量表、視覺型量表、0-10 數字型量表、哭笑臉譜型量表）
。如今測量
疼痛最科學工具就是病人使用疼痛量表的自我報告，醫護人員和病人同步使
用有效度、信度，普遍性的疼痛量表，如此的疼痛測量方法在護理人員、病
人及醫師之間形成持續的溝通機轉，因此，可促進緩解疼痛的品質，且消除
不正確評估和不足的溝通問題。Dalton 等（1996）的研究指出使用「0-10
數字型」的頻率在介入前是 2.0%，介入後是 17.9%。護理人員首先詢問病人
「如果 0 代表不痛 10 代表你所能想像最痛的情形，你現在的疼痛大約是多
少？」、「你比較不痛時的數字是多少？」、「你覺得你可以忍到幾分的疼
痛？」
。經過如此互動，較能察覺每位病人的個別性。Dalton 等（1996）的
研究顯示使用「疼痛量表」的頻率在介入教育前是 12%，介入後增加為 35%。
Francke 等（1997）的研究顯示有使用「疼痛量表」的頻率，介入組都高於
對照組，可惜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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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天數」
、
「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
疼痛的天數」在職教育前、後測沒有差異（見表 4.4）
。改變管理理論：Lewin’s
（1951）模式：第二階段：行動期（moving），系統：管理者定方法（疼痛測
量之在職教育介入）；員工：在職教育策略，先安排護理領導階層之「疼痛
評估護理研究討論會」（讀書會）。Dawn 等（1991）研究指出，經在職教育
後三組在護理病程紀錄上無顯著不同，建議加強在職教育策略與疼痛評估紀
錄。Janjan 等人（1996）研究指出，經在職教育後醫護人員於知識、態度
增加，具統計上意義。Paice 等人（1991）的研究發現，超過 25%病人護理
紀錄缺乏術後疼痛紀錄。Dalton 等（1996）研究顯示在病歷上紀錄與疼痛
評估相關訊息並沒有隨著教育介入而增加，該研究進一步詢問護理人員為什
麼做了許多疼痛評估卻沒有紀錄在病歷上，所得到的答案是：因這不是護理
部規定的例行紀錄，故不敢隨便紀錄在病歷上。因此，建議護理部應有明確
統一的政策規定，教育介入的效果才可以讓護理人員運用於臨床實務中。
「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天數」、「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
疼痛的天數」制度化後，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天數（增加
2.9 天）及護理紀錄疼痛的天數（增加 1.23 天）
。Dalton 等（1996）研究
指出，經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於知識、態度、紀錄的行為增加雖有改變，
不具統計意義。建議詳細的疼痛紀錄之臨床實務應轉換為病房政策。
Lewin’s（1951）模式：第三階段：再凍期（refreezing）
：
「當發生改變
或革新時，員工須融入組織的價值觀」－要將情況穩固在新的狀態，繼續
再接再勵，透過持續性努力培養出新行為規範及共同價值（Maquis &
Huston,2003）
，亦即員工能例行性、自動做而不覺是負擔才能永續。如系
統：管理者定方法（疼痛測量制度化介入）。
「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疼痛分數」在職教育前、後測沒
差異（見表 4.5）
。制度化後，過去 7 天內，TPR 單上是否曾劃記疼痛分數
（增加 59.6%）。照護計劃合併在職教育和病歷稽核，在改善護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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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單獨使用照護計劃有效。而行政管理者的支持與重視，對護理紀錄會有
某些程度的影響（American Society for Health,Education, and
Training[ASHET],Center for Health Promotion,1985），而制度化是
增加護理紀錄完整的必須步驟。透過活動理論（Activity System）六大
原則之 4.內在化-表面化（Internalization）
：心智歷程是由外在行為而
導致的內化效應，再由員工內部的心智活動轉為員工之間的心智活動
（劉，2006）
。Porter（1990）的研究指出，護理紀錄不完整相關因素包含 1.
行政管理者重視：病歷書寫優良獎賞和單位病歷審查機制 2.病人工作量
負荷 3.病人型態 4.病人住院天數。
「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的情形」，在職教育界入後，
於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輕度疼痛」維持，護理紀錄「中度疼痛」（增加
16%）、護理紀錄「重度疼痛」（增加 19.3%）。
新發展的臨床實務品質改善，含括病人、員工（專業人員）和系統
（在職教育、制度化）三個焦點，透過四個標準整合：1.結構：「管理辦法
（在職教育）
、疼痛測量政策（制度化）
」
；2.結果：
「疼痛測量情形：輕、中、
重度（疼痛分數）；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情形；疼痛對病人日常
活動干擾」
；3.過程：
「護理人員疼痛評估：特定疼痛部位、疼痛性質、疼痛
型態、造成疼痛加劇原因、疼痛強度、非語言的觀察、疼痛相關症狀；主動
詢問病人疼痛情形；TPR 單上，紀錄疼痛分數；病歷上疼痛分數紀錄；使用
疼痛量表」
；4.評值：
「病人對疼痛治療滿意度；病人疼痛分數降低；績效評
價（病歷中疼痛紀錄完整性）」，連結「標準」和「品質管理」的關係，以
達到組織所要求品質改善（Green E.,1992），如圖 2.5 品質管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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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最近 24 小時
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差異
三組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有改進，並達統計顯著差異
（見表 4.6）。護理人員使用「疼痛量表」與「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不同
疼痛程度的情形」都有改善，因護理人員常詢問病人不同疼痛程度，病人
感受護理人員的關心，促使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不同疼痛程度。
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
，於在職教育前測、
後測與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但“最輕微疼痛”與“期待
疼痛被減輕程度”例外（見表 4.7）
。病人應擁有「疼痛被控制權利」
，在職
教育介入後，於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輕度疼痛」維持，護理紀錄「中度疼
痛」
（增加 16%）
、護理紀錄「重度疼痛」
（增加 19.3%）
。因護理人員不量「輕
度疼痛」，對“最輕微疼痛”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不關心，所以，護
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最輕微疼痛”（在職教育後測與制度化後痛分差
距 0.72 分）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在職教育前測與制度化後痛分差
距 0.99 分；在職教育後測與制度化後痛分差距 1.09 分）有改進，具統計意
義的顯著差異。另護理人員能了解並紀錄病人「中度疼痛」
、
「重度疼痛」程
度。因此，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最厲害疼痛”與“平均疼痛”未改
善。經在職教育介入會改善，其中護理人員本來就關心，教育後改善不大。
Miaskowski 等人（1994）的研究發現，病人的“平均疼痛”痛分：4.25
分、“最厲害疼痛”痛分：7.56 分，而有大於 43%病人的“現在疼痛”痛分
≧5 分，且有大於 70%病人的“最厲害疼痛”痛分≧7 分。病人在服用止痛
藥後，其“平均疼痛”痛分可由 4.25 分降至 3.07 分，但有大於 28%病人在
服用止痛藥後，其痛分仍≧5 分。每位病人平均接受 2.34 種止痛藥控制疼
痛，只有 16%病人至少接受 1 種止痛藥，病人止痛藥給予途徑大部份以口服
或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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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方面，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
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但“最厲害疼痛”與“期待疼痛被
減輕程度”例外（見表 4.8）
。在職教育介入後，護理人員被教導病人應擁
有「疼痛被控制權利」，護理人員較關心病人「中度疼痛」、「重度疼痛」程
度，護理人員會高估了病人疼痛分數。Miaskowski 等人（1994）的研究發
現，65%病人回答醫師或護理人員有告知“當您有疼痛時一定要告訴他
們”，且 91.7%病人認為護理人員是醫療團隊疼痛處置中對其最有幫助的。
所以，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最厲害疼痛”人數比率
（56.1%）高出在職教育前（29.8%）相差 26.3%；在職教育後，護理人員與
病人痛分差距之“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人數比率（68.4%）高出在職教育
前（47.4%）相差 21%。另外，經在職教育介入，護理人員本來就關心病人
「中度疼痛」
、
「重度疼痛」程度，故制度化後改善不大，護理人員反而低估
了病人疼痛分數。因此，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期待疼痛被減輕程
度”人數比率（26.3%）低於在職教育後（68.4%）相差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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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組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之差異
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於在職教育後（增加 0.89 分）及
制度化後（增加 1.23 分），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平均分數顯著
地比在職教育前增加（見表 4.9）。因在職教育介入與制度化後，護理人員
使用疼痛量表評估疼痛頻率增加，並於護理紀錄中度、重度疼痛的人數比率
增加，所以，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自然增加。Miaskowski 等人
（1994）的研究發現，大於 70%病人對其疼痛緩解感到滿意，大於 77%病人
認為護理人員對其疼痛報告的反應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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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實施疼痛評估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是否能改善
護理人員對癌症疼痛測量成效。以南台灣某醫學中心全院護理人員及年滿 18
歲以上且意識清楚的癌症病人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分析探討。本研究的結
論如下：
一、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
疼痛測量工具評估疼痛與護理紀錄不同疼痛程度之變化
（一）護理人員曾使用、病人被教導疼痛量表的型式，以「0-10 數字型」
與「哭笑臉譜型」之人數比率，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人數比率有增加，
有統計顯著差異。
（二）1.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表）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
（1）在職教育前、後的天數沒有增減，顯示在職教育沒有成效。
（2）制度化後的天數有增加，具統計顯著差異。
2.過去 7 天內護理病程紀錄疼痛的天數
（1）在職教育前、後的天數沒有增減，顯示在職教育沒有成效。
（2）制度化後的天數有增加，具統計顯著差異。
（三）1.過去 7 天內 TPR 單（體溫表）上，曾劃記疼痛分數的人數
（1）在職教育前、後的人數比率沒有增減，顯示在職教育沒有成效
（2）制度化後的人數比率有增加，具統計顯著差異。
2.過去 7 天護理病程紀錄不同疼痛程度的人數
（1）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曾於護理紀錄中紀錄中度疼痛、重度疼
痛的人數比率有增加，具統計意義的差異。
（2）曾護理紀錄輕度疼痛，在職教育前、後的的人數比率沒有增
顯示在職教育沒有成效，而制度化後的人數比率有增加，具統計
60

顯著差異。
二、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報告疼痛人數
與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之變化
（一）病人主動向醫護人員（告訴護理人員、告訴醫生）報告疼痛之人數比率，
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人數比率有增加，有統計顯著差異。
（二）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取絕對值）平均分數
1.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但“最
輕微疼痛”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例外。
（1）“最輕微疼痛”平均分數，制度化後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後
降低。
（2）“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平均分數，制度化後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在
職教育前與後降低。
（三）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員與病人痛分差距人數比率
1.於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並不具統計意義的顯著差異，但“最
厲害疼痛”與“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例外。
（1）“最厲害疼痛”人數比率，在職教育後與制度化後人數比率顯著地
比在職教育前增加。
（2）“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人數比率，制度化後人數比率顯著地比在
職教育後降低。
三、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制度化後，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之變
化
（一）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程度平均分數
1.在職教育前測、後測與制度化後平均分數都有增加，並具統計意義的
顯著差異。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滿意度
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在職教育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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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種變項於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之多重比較（見表 6.1）
表 6.1 五種變項於在職教育前、在職教育後及制度化後之多重比較

p值
變項

F值
1-2

1.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

1-3

2-3

59.574

p＜0.001 p＜0.001

7.368

p＝0.003 p＝0.003

疼痛分數的天數
2.過去 7 天內護理病程紀錄
疼痛的天數
3.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
員與病人痛分差距

最輕微疼痛

13.477

p＝0.041

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

19.326

p＝0.003 p＝0.001

最厲害疼痛

10.967

p＝0.004

期待疼痛被減輕程度

34.389

p＝0.004

14.583

p＝0.038 p＝0.002

（取絕對值）
4. 最近 24 小時護理人
員與病人痛分差距

5.病人對護理人員疼痛治療
滿意程度
註：1：在職教育前
2：在職教育後
3：制度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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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第二節 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McNaull 等人（1992）的研究比較四種不同教育方式的介入成效，其
中有加入錄影帶教學的那一組的介入成效最好，這也是未來研究要
考慮的因素。
二、本研究發現護理人員詳細疼痛紀錄之臨床實務（practice）
，如「過
去 7 天內 TPR 單上，劃記疼痛分數的天數」、「過去 7 天內護理病程
紀錄疼痛的天數」
、
「過去 7 天內 TPR 單上，曾劃記疼痛分數的人數」
及「過去 7 天內護理紀錄輕度疼痛的人數」，均顯示在職教育沒有
成效，因護理人員認為護理紀錄不重要、太忙碌、忘記且醫師又
不會看，但經制度化後都具統計顯著差異。因此，護理部須加強持
續監測外，應將疼痛紀錄之臨床實務（practice）轉換為病房政策，
以利徹底執行。各單位護理長可制定病歷審查機制，如定期頒發病
歷書寫優良獎賞。建議今後可再進一步研究分析制度化後五年之比
較。
三、疼痛處理需要醫護之間密切合作，本研究發現護理人員認為護理
紀錄醫師又不會看，如果護理人員的疼痛評估紀錄結果醫師少有
興趣，會影響護理人員疼痛評估的努力。一般醫院，尤其是醫學
中心，能以緩解疼痛為末期病人治療重點的醫師相當的少（邱，
1995）。建議醫護人員的在職教育分開但同步進行，因疼痛評估與
管理須有醫師的配合才能落實。
四、本研究護理人員雖採不記名問卷，但其基本資料有所屬科別的
填答，故今後可再進一步分析，各科別護理人員在職教育與制
度化後的成效，可分別加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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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護理人員、病人）限於人力與時間因素，皆來
自於同一所醫學中心，此研究結果之推論僅限於該醫學中心，希望
將來研究樣本能擴大到不同之醫學中心，以增加研究的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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