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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進步，醫藥技術與藥品發明

讓人民平均壽命往上，不僅是病人的

壽命延長，疾病也獲得更好的控制與

治療，在生命長度獲得延長之際，生

命品質變成為另一個課題。在疾病的

侵擾之下，重組的往往不只有病人本

身的生命經歷，更是交錯著家庭、人

際、社交、求學等等問題。不可置否，

壓垮駱駝不一定是疾病，而是疾病帶

來其他的斷裂與打擊。

   故筆者以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為背

景主角，一窺慢性病患者一路上疾病

適應的真實與掙扎，藉以歷程中提高

患者的心理彈性能力，增長患者在疾

病後的創傷後成長，提供病友輔導人

員與醫護人員帶來更多符合實際需要

的服務。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可謂千面女郎

的化身，是自體免疫疾病，不

僅僅可能侵犯全身器官，並有重複

復發的特性。由於醫學上的努力，全

身性紅斑性狼瘡的十年存活率達到

九成以上（徐均宏、白瑞聰、王晴

祺，2009），疾病盛行率約十萬人中
有 72人（引自中華民國思樂醫學會，
2011），而自體免疫性疾病 -全身性
紅斑性狼瘡雖然列屬重大傷病之一，

但其所耗損的部位跟程度，涵蓋全

身，輕至皮膚發疹，嚴重至生理器

官的損耗（Stockl,2007），終生無法
治癒。在病程變異性極大的前提下，

故長期照護與心理調適便顯得相當

重要，在關係緊密的華人家庭中，如

何與照顧者維持適當、健康的互動

關係，便成為患者與家庭之間很重

要的功課與修煉。

因為疾病，病患與所處家庭產

生非常大的劇變，除了長期需要醫療

上的治療外，更是需要長期家庭的

協助與包容來加以渡過。由於患者多

數為未成年，尚須照顧之際，在各方

面的依賴程度都相當高，因此與父

母關係都相當緊密（賴怡嘉，2006），
彼此也有深度的情感涉入。然而在照

顧的過程中，容易產生不同意見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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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的適應之路 力，同時也帶給病患很沉重的愧疚

與自責感（林文香等人，1999），家屬
很容易因關愛與心疼失去界線，過

度保護了患者，造成患者感受到自己

的失能或無能，更加深了對於未來的

恐懼。而因疾病的受限條件，如無

法曬太陽、激烈運動、過於勞累等

等，讓患者更進一步的直接的隔絕

於人群，導致人際圈逐漸縮小，甚

至有退縮與害怕的恐懼社交情形出

現（盧佳香，2000）。就以求學的患
者為例，適逢好動的青少年時期，同

學們對於疾病的不了解，以及患者本

身因疾病的缺席，產生許多誤解與

不熟悉，形成患者在人際圈中的落

單與失落。另一方面，因服用藥物導

致身形變化，自覺莫大的自卑感，並

牽動了心理上的弱勢，實際的病體削

弱了本身具備的價值，個體因身體形

象改變而擔心自己在別人眼中之形

象，失去自我價值感，因為難以被認

同而受苦（翁嘉英 ,1997）。患者展現
著不僅是生病本身，也是一種想像

的生活型式，處在複雜難解的期望

或自卑情緒之中。

共依附特質可能阻礙個體化成
長與適應

在紅斑性狼瘡診間中，看見許

多照顧者與患者之間的互動，隱含

著微妙的依附現象，抑或形成共依

附特質的蛛絲馬跡，更常在一些病

患表現的心理與情緒行為特徵上看

見，如情緒上有憤怒、空虛、沮喪、

罪惡、羞愧到麻木 ;心理與行為上出
現退縮、生活作息絮亂，甚至造成關

係緊張。以化名小君為例，女性，11
歲發病，病齡 8年，病情一直呈現不
穩定狀態，更是住院常客，陪伴者

是母親，也是主要照顧者。從母親的

敘述來看，小君是一個非常自我要求

的人，喜歡發號施令，常常是一個領

導者的姿態在面對她的生活與工作，

母親也提到小君不會因為身體疾病，

變得依賴或驕寵，反而很照顧家中

的大小事，都把家人擺在自己前面，

張羅大小事，這點讓母親既欣慰又

心疼。小君與母親或許沒有共依附的

情況，但不可否認可能具備了共依附

特質，患者經常透過關係的建立或培

養，來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而不是

真正認同自己的價值。  
潘佳琪（2014）的研究中也發

現消極個體化者，其共依附特質越

明顯，且因應策略喜歡負面方式面

對。因罹病產生的自卑與愧疚，讓患

者對自身的家庭責任更加賣力守護

與付出，以彌補家庭對病患付出的

種種心力，自己也開始認同照顧者的

角色，開始不自覺把自己奉獻出去，

尤其常在一些能力很好的病友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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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後成長的阻礙，而當增強

患者心理彈性時，就可能帶來

不同的結果，更能彈性且個人

化的方式來適應外界，享有更

好的生活品質。除了在針對一般病

患的疾病的衛教推廣之外，引入訓

練與增強心理彈性的相關課程，協

助患者與照護者都能學習自我照護，

避免心理上的疲乏與僵化。在對象

上，可以就特殊族群進行工作坊的

初探團體，例如單身、單親、排老

大者，都可能是背負較大壓力與責

任的族群（林逸婷，2017），在研究
中看到這類族群較整體有較低的得

分，及早的加入資源，讓患者能及

早的適應疾病。推廣健康的照護關

係更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每一個

年齡層都會發展出不同的依附模式，

而在照護與個人自主權之間的界線，

更是影響雙方健康關係的ㄧ個關鍵

變項，患者既能學習獨立，照護者更

能安心，營造雙贏。

結語
家是慢性病患者最基本生活的

區域，而疾病讓一整個家庭失了步

調，因愛而礙，可能逐漸演變成彼

此界線不清，阻斷了情感真實的交

流，更可能在不良的循環中，形塑出

某些共依附特質，如認同照顧者角

色，在關係中不斷的上演控制、情緒

勒索來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僵化

固著的心理行為不僅無法為患

者帶來更好的疾病適應，更可

能導致家庭成員關係的破裂而

影響疾病的適應與成長。在此

前提之下，在協助共依附問題處遇

方面，謹提供幾點處遇的思考方向

參考：

心理師需要對依附模式者所運

用的因應策略有所認識，其所應對

的生活難題的因應策略，常會與他

們的困擾相關，提出藉由患者心理

彈性的提升，鬆動患者共依附特質

中的僵化心理與行為，疏通舊有的

疾病經驗的脈絡，重新從找回自身

的價值與健康的關係，才有可能去

驅動原本蘊含的創傷後成長，獲得

更好的生活品質（廖謹筠，2012）。
心理師在協助共依附特質傾向的個

案時，可藉由認識個案的早期依附

與原生家庭經驗，來了解案主與關

係人互動的模式是如何形塑的，這

些僵化的模式是如何帶來的人際關

係及互動的困擾。

當患者能夠藉著心理彈性機轉

去鬆動共依附特質中的不良的人際

循環，發展出更彈性適切的關係與

距離，協助患者往彈性的適應生活

邁進，修補因疾病帶來的僵化，增強

更多的「正常」普同感，強化面對壓

力的能力，才有能力接納疾病成為

自己的一部分，正視自己的生命的感

受，滋長出更多創傷後的正向成長。

到，多重的角色也伴隨著多種的

抱怨，而在病患自身的情緒發洩

上，常因為顧及家人擔心或維持

自尊，可能慣以壓抑與忍耐來面

對，無法將悲傷情緒表達出來，壓

抑停滯的內在，導致僵化的思考與行

動，阻礙疾病後的適應與成長。

心理彈性促進病患的成長與
適應，協助衝破共依附特質的
圍城

全身性紅斑性狼瘡是具有高變

異性極的特性，患者不僅要處理疾病

壓力，也需要長期面對病程的不確

定性，以及疾病對生活福祉與自我功

能的威脅（李立維，1987）。當自己
見證並經歷這一個疾病「受苦」的過

程，深知一個健康與彈性的心理機

轉的重要性，更在諸多慢性病疾病

研究中看見相似概念的研究，如復

原力、堅忍力、韌力等等，反觀國內

心理彈性在疾病領域上的相關研究

卻仍是相當稀少（李靜婷，2014）。學
者Kasdan與 Rottenberg（2010） 指出
心理彈性越好的人，越能評估自身

的環境脈絡去選擇較好的因應方式，

而獲得較佳的心理適應，可謂是緩

衝創傷衝擊與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藉著心理彈性調整患者認知

上僵化的傾向，期盼能為患者帶來

更多正向的改變，為長期的疾病的

奮戰注入彈性與個別化的適應歷程。

疾病本身就是一個重大

的創傷事件，當患者開始經

歷並理解疾病時，因應的歷

程就此展開，透過個別的調

適，患者開始在疾病中得到新的領

悟與成長。而這些影響成長的歷程

包含了相當多向度，不論是個人認知

還是環境或本身所擁有的資源，都

會影響成長的發生（陳佳琪，2006）。
創傷後成長讓患者在經歷這些重大

創傷後，重新以新的認知來因應改

變，除了生活調適以外，不在乎是能

夠再度與外面的世界接軌。黃淑如

（2013）研究顯示頭頸癌患者因應疾
病的方式對於創傷後成長是有助益

的 ;而研究顯示創傷後成長創傷有
助於患者正向的改變，失志程度也

較低（葉北辰，2011）。而在林逸婷
（2017）的中介研究更看到心理彈性
對創傷後成長的影響達到顯著，表

示心理彈性為共依附特質影響創傷

後成長的中介變項，具有部分中介

效果，共依附特質可以透過心理彈

性的介入與調整，提高創傷後成長

的機會。

實務工作的推展

在面對患者長期的病程中，病

患衛教已開始著重在疾病適應的推

廣，從研究實證可知，在一段不良

的照護關係內，可能會誘發共依附

特質的產生，造成患者身心健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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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如糖尿病及高血

壓，無論是高血壓引起

的動脈硬化或是長期高

血糖引起的內皮細胞傷害皆

會導致腎臟病。 

熟知有關腎臟功能檢驗 
常見檢測血液肌酸酐是腎小管分

泌的物質，可用來代表腎臟排泄廢物

功能，但其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性

別、年齡、肌肉量、飲食、營養狀況

等。當肌酸酐值大於正常範圍（男性

<1.5mg/dl，女性 <1.4mg/dl）時，腎功能
已經下降一半，故須配合腎絲球過濾率

（GFR）作為腎臟過濾功能指標，有時
空腹時間過久才抽血（>10小時），或前
一日激烈運動、發燒、腸胃炎等導致脫

水，使血液肌酸酐上升，皆有可能錯估

GFR過低，故要適量飲水。一 般尿液
試紙檢測為異常「白蛋白」濃度，而非

尿液「蛋白」總排出量，故會因尿液濃

縮或稀釋而有偽陽性或偽陰性。建議

做此檢驗以早上起床第一泡

尿為佳，避開月經周期或感

染，取中段尿液做檢查以

避免分泌物混入尿液中。 
目前臨床上以微量白

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
作為糖尿病腎病變的分界，

其定義為三個月至半年內測試 24小
時尿液白蛋白三次，其中有二次以上

介於 30-300mg/24h，或早晨尿液白蛋
白 /肌酸酐比值介於 30-300 mg /g，一
旦出現微量白蛋白尿有更高機率進入

蛋白尿期，此時良好的血糖及血壓血

脂肪控制，可延緩腎功能惡化，甚而

恢復。 
高血壓是慢性腎臟疾病常見的併

發症，其不良預後包括：腎臟功能喪

失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增加，而糖

尿病腎病變血壓的積極控制更是重

要，建議居家量測血壓並記錄，作為

返院回診時醫師治療上的參考。平時

規律服藥，調整生活型態，包含體重

控制、限制酒精的攝取、戒菸、食物

鈉攝取 <2.4克 /天、適當運動，有利
於維持理想血壓控制。 

糖尿病病人如何護腎 ?

糖尿病衛教充電站
生活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