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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國小個案管理護理紀錄表  

姓名：黃○○     性別： 女    生日：  99/01/10      

住址：台南市永康區           

緊急聯絡人： 康○ ○    電話：    0922206895           

診斷：ITP(特發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           

家族譜：無特殊 

過去疾病史：105學年度常態編班後整理學生資料時得知黃生罹患紫斑症並上網查閱慢性血小板低

下紫斑症相關更詳細資料。經其家長聯繫同意於下午三點先至其就讀幼兒園與園長見面晤談以便了

解其在園內的學習特殊狀況並與黃生有了第一次接觸。園長告知黃生活潑聰明但非常好動，活動量

極大，行動上的約束著實不易。因前一天在家滑倒造成腰間有一大片的瘀青，目前尚須密切觀察，

也強調照顧該生需要花費極大的精神與體力。拜訪結束後立即前往該生母親工作的地方，因媽媽太

忙無暇深談故改在晚上再電話聯絡。當天晚上十點通電後媽媽告知黃生紫斑症病發過程，曾兩度住

院治療，得不斷施打免疫球蛋白以保住生命，因健保不給付，所以住院治療費用相當驚人……並表

示目前需定期抽血檢查血小板指數並喝類固醇治療控制盡量維持在安全範圍中。也因特殊體質目前

能有一些疫苗無法施打。 

     黃生母親提出就讀小學最擔心為二﹕一是校園衝撞問題，二是意外處理流程。前者要求避免衝

撞受傷，後者則需要快速地救援。母親友提到校內的協助之可能性，導師告之若要滿足這兩項需

求，可能需詢問是否能爭取到其他的支援。 

據母親告知：黃生自出生後即檢查出為 ITP(特發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一直在成大醫院就醫治療追

蹤，其症狀為突然發生皮下及口腔黏膜出血點、全身紫斑及瘀血等，下肢尤其明顯，也常發生鼻血

不只偶爾發生胃腸出血及血尿，很少發生顱內出血(小於一%)，除了這些出血徵狀之外，肝、脾及淋

巴結均無腫大現象，病童無病痛感。 

特殊狀況：請通知健康中心與級任老師 

1.當有瘀青時先冰敷但要注意觀察病情。 

2. 萬一有出血先按壓止血並臥床休息觀察，若繼續出血不止或出現其他部位和器官  

   出血，須立刻送成大急診治療。 

3.發生嚴重出血時，應立刻送成大急診治療。 

目前健康情形：109.8.29每天服用藥物治療血小板為 5萬~7萬.右眼青光眼每天點藥水中.左眼目前

正常.視野縮小請注意周遭事物勿碰撞.如有出血情形請立即通知送健康中心.注意青春期月事來臨時

請通知健康中心或學務處 

就診情形：一直在成大門診固定就醫追蹤，目前情況尚穩定，鄭醫師建議，師長面對紫斑症學童勿

太驚慌與擔憂，在心理上儘量與其他學童一致，認識瞭解病因並避免碰撞瘀血的發生，加上醫院的

持續治療觀察，小朋友還是可以擁有正常的校園生活。 

服用藥物情形：病童一直持續服用成大醫院的藥物治療與門診回診追蹤治療中  

知    會：導師簽章：陳○○與所有任科老師：  

學務處簽章： 

收案日期： 105年 08月 15日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班 別：109學年度 5 年 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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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記錄：  

年/月/日/時間 健  康  問  題 護   理   記    錄 

105/8/15 

 

黃生母親提出就讀小學最擔心

為二﹕一是校園衝撞問題，二

是意外處理流程。前者要求避

免衝撞受傷，後者則需要快速

地救援。母親友提到校內的協

助之可能性，導師告之若要滿

足這兩項需求，可能需詢問是

否能爭取到其他的支援。 

 

向輔導室聯繫請示有關剛開學這段時間

陪伴該生的相關資源。輔導室回應，首

先先釐清該生的身份是否有達到可申請

助理員的資格；再者本校志工團因各項

因素故無法利用下課時段來陪伴。 

    下午在次前往黃生母親店裡詢問重

大傷病卡申請資可能性，母親告知曾詢

問過主治醫師，但申請有其困難性。雖

然目前無法申請到，但媽媽表示複診時

再次詢問醫生。 

 

105/8/16 

 

 下午在次前往黃生母親店裡詢問重大傷

病卡申請資可能性，母親告知曾詢問過

主治醫師，但申請有其困難性。雖然目

前無法申請到，但媽媽表示複診時再次

詢問醫生。 

 

105/8/17 

 

 上午向校長報告黃生的病況與需求。首

先向校長提出志工暫時協助之可能性，

校長告知校方著實無權要求志工做特殊

疾病學童陪伴工作。當時本校學務主任

也正好在場。 

與家長點話聯繫了解目前黃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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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8 

 

黃生血小板低於3000 上午九點與媽媽電話聯繫後告知導師首

重第一週上課所面臨的問題的。在無任

何陪伴資源之下，又因血小板低於3000，

目前正處於急性危險期，建議媽媽詢問主治

醫師是否適合到校上課，也健議媽媽是

否在開學第一天能在校先行陪伴孩子一

同觀察孩子上課情形，或媽媽無法在校

陪伴時是否讓黃生先請假一天，等待老

師熟悉班級學生與幫新生做完衛教宣導

之後讓班上學生理解不能有推擠衝撞的

情況之下再讓黃生安心入班就讀。而輔

導室特教組長也希望黃生母親能夠申請

到重大傷病卡以利能夠盡快申請就學資

源。 

 

 

105/8/19 

 

 黃生母親主動聯繫，希望導師與校護校

方其他相關人員能與黃生主治醫師聯繫

（成大鄭兆能醫師）。並取得醫師同意

給與導師與校護手機電話號碼，期望當

面與醫師晤談後更了解了解該生病況與

學習如何照護其安全。但還是希望有資

源能夠陪伴她，注意其安全。再告知導

師，已經再次詢問主治醫生黃生重大傷

病卡申請之可能性。醫生回應因其是屬

於新陳代謝的問題資格不符，所以目前

健保無法申請重大傷病卡。 

105/8/20 

 

 新生家長座談會黃生母親因工作無法到

場，因此由帶她一年半的幼稚園的老師

來參加。活動結束後黃生幼兒園老師告

知其經常會頭痛，在幼兒園只要是使用

萬金油擦拭額頭就可以減緩。再觀察之

前腰間腫脹的瘀青，已退了情況穩定

中。 

 

105/8/22 

 

 電訪媽媽得知黃生情況穩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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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26日下午

14:00 

一年 3班導師程玉芬與任教該

班健康與體育、綜合科任蔡佩

玳老師、校護於 2016年 8月

26日下午 14:00前往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向小兒

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鄭兆能醫

師請教禹晴的校園衛教以及應

急處理流程；並期許其能在安

全校園環境中健康快樂的學習

與成長。      

衛教 

1.活動上，盡量避免碰撞，也要避免從

事可能造成厲害出血的課程活動與運

動，但不 

是完全限制活動。 

2.指導班上每位學生與禹晴互動時要注

意的身體接觸時的方式。 

3.教室環境周圍有尖銳稜角處貼上防撞

貼條。 

4.因有服用類固醇，注意該藥物的副作

用。(例如：抵抗力比較弱要注意預防

感染) 

5.不可服用阿斯匹靈。 

6.每天放學前檢查身體、口腔黏末有否

瘀青出血徵狀，若有立刻與媽媽聯繫。 

7.飲食正常即可。 

應急處理 

■ 當有瘀青時先冰敷但要注意觀察病

情。 

■ 萬一有出血先按壓止血並臥床休息

觀察，若繼續出血不止或出現其他部位

和器官  

   出血，須立刻送成大急診治療。 

■ 發生嚴重出血時，應立刻送成大急

診治療。 

鄭兆能醫師建議：師長面對紫斑症學童

勿太驚慌與擔憂，在心理上儘量與其他

學童一致，認識瞭解病因並避免碰撞瘀

血的發生，加上醫院的持續治療觀察，

小朋友還是可以擁有正常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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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12 

 

黃生一早到校便不斷地哭泣甚

至嚎啕大哭。原以為是週二上

全天不能適應，經仔細問候得

知主要原因是想念爸爸。（父

親是職業軍人周末才回家），

沒有新增的傷口，不斷哭著喊

要回家，情緒非常不穩 

1.安撫她；也為了讓班上同學理解與衛

教 

2.立刻進行全班團體輔導﹕討論家人如

何面對父（母）親因職業無法天天回

家。3.黃生有靜下來仔細聆聽，用同理

心並轉移注意力的方式 

4.有見成效！ 

5.黃生情緒已經穩定，可以繼續上課 

 

 

105/9/23  

 

1. 黃生哭泣情況一直未改

善。情緒仍不穩無法上課

且干擾班級無法上課 

2. 因在生理與心裡的交疊

下，迫使班上同學對黃生

更加疏離，甚而影響其人

際關係。 

1.安撫情緒 

2.通知輔導室處理 

3.建立黃生對我的信任度 

4.通知家長多給予輔導。 

 

105/9/26  

 

晨間時間單獨與黃生晤談。她

主動提到弟弟的行為讓她困擾

不已。 

 藉此機會進行全班性的活動，將她的

問題拋給大家來討論，重點是讓所有同

學理解並體諒父母的辛勞，也能理解家

中年幼的弟妹的行為是跟自己所期待有

落差是很正常的。同學除了反應熱絡之

外，黃生更是熱中發言且反應敏捷。從

此開始會笑了，上課也非常認真學習，

但仍須持續觀察之。 

  

105/10/3  

 

下課期間未告知又偷跑去操場

玩。黃生血小板低於4000 

 

1. 再次鄭重告誡她，聯絡母親在校情

形 

2. 安撫與衛教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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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3 

9：20 

黃生左手腕不明原因撞了一個

小瘀傷 1.5*1.5公分 

1.先用冰敷先處理並告知母親請其再觀

察。 

2.只要是在校哭泣或偷跑出去玩，已聯

絡簿告知母親目前似乎是有達到嚇阻作

用。 

3.因黃生相當聰明，對這樣方式能維持

多久不得而知，續觀察中。 

4.20分鐘後沒有繼續出血.讓其返回教

室上課觀察中 

105/10/17 1. 黃生自行將鼻孔挖到破皮

流鼻血  

2. 有拉破指甲邊皮的習慣 

1.棉球加壓止血棉球 30分鐘 

2.冰敷止血觀察 10分鐘 

3.衛教並轉知家長需注意其行為並糾正

其習慣性之行為。 

4.安撫學生後讓其返班級上課 

105/10/19  

 

黃生母親帶其前往成大醫院施

打未完成的疫苗注射。母親告

知一次打完四針不同疫苗，可

能有副作用，若在校有任何異

狀再與之聯繫 

在校期間並無特殊狀況 

105/10/24 

 

1.10：10有輕微發燒現象

37.5，立刻通知告知家長，  

 

1.立刻通知告知家長，媽媽表示因未到

38度要求在健康中心休息觀察如有狀況

在通知他 

2.12點 45分到放學時學生體溫仍 37.6

再次通知家長反家後住意其狀況 

3.晚上母親來電告知黃生從下午開始一

直高燒不退，直到晚上與成大主治醫生

聯絡後直接送進急診室，醫生診斷：流

感後再度感染的併發症。 

4.媽媽幫其請假在家休養經過幾天休養 

5.續觀察 

105/10/25 

 

高燒請假中血小板小於 3000 發燒 38.5續觀察 

105/10/26 

 

請假中 續觀察 

105/10/27 

 

請假中血小板小於 4000 黃生病況已經穩定.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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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8 

 

請假中血小板小於 4000 黃生病況已經穩定.燒已經退.續觀察 

105/10/31 

 

來校上課血小板小於 4000 黃生病況穩定 

105/11/4 

 

12/3日即將校慶運動會一年

級有 40公尺賽跑，活潑好動

的黃生央求母親是否可以參加 

1.召集相關人員開會共同討論此問題 

2.體育老師表達黃生很想跑得心情 

3.通知諮詢母親意願，並將其可能發生

知情況轉知媽媽，母親回應願意讓黃生

三賽並提出要求校方須做安全措施 

4.再度跟家長解釋其危險性請家長簽同

意參賽之意願書，並邀請家長參與運動

會活動，家長同意 

5.請各相關人員先行規劃好安全措施並

請體育老師也幫忙安排相對安全的跑步

位置。 

6.給予黃生與全班學生做衛教與運動會

之安全注意事項 

 

105/11/18 

 

黃生第三節下課未經允許擅自

跑去操場追逐並摔了一跤撞到

膝蓋瘀青，血小板 5000 

1. 給予痠痛軟膏擦拭消腫止痛 

2. 給予冰敷小腫止痛 

3. 通知家長解釋病情家長表示會再告

誡他住意安全且本周六需做抽血檢

查，下周三回診， 

4. 轉知老師.導師回應星期一會再跟黃

生談事情的嚴重性，若她無法配合

只好再度嚴格禁止下課﹗也告知母

親黃生在校的近況 

5. 老師表示今天的摔倒事件就讓導師

體悟到「動之以情」道德勸說策略

並不足，老師得思考其他更有效率

的策略並與家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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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8 

 

血小板降至 4000/mm 1.輔導室特教組長今天問起黃生身體狀

況，我有提及上周檢查報告結果指數不

佳，。特教組長很熱心想試試看幫忙找

資源管道，於是向母親拿其診斷證明書

繳交至輔導室特教組。 

2.再一次與老師討論這一周黃生已自行

摔了兩次跤。於是請老師共同提出新的

措施﹕班級設立了一個監控責任小組，

由三個小朋友每天負責陪伴她下課的時

段，每日輪班。這樣的強勢監管，其心

理狀態不免會有種種的不開心。只是在

她生命狀態沒有改變以前，安全還是最

優先考量的；至於心理的狀態會再想辦

法慢慢的修補。 

3.導師已在第一時間讓家長知悉新的措

施。在她的身體健康為最重要的指導原

則之下，取得家長的體諒與支持並請家

長配合。 

4.繼續觀察成效 

 

105/12/21 

 

黃生檢查報告血小板指數降至

3000/mm 

媽媽來電感到很沮喪。給予媽媽心理支

持讓媽媽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單一人去面

對！全校師生也會傾全力保護與輔導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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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5 

 

血小板 4000 本校輔導室特教組組長告知黃生申請案

無法通過。現有陪伴資源只能靠班上同

學與任課老師們多加注意其安全了。 

    一直擔心的心理層面終於浮現了。

黃生近日比往常更加好動，且常對貼在

身邊的同學用情緒性的語氣對待。因

此，老師利用生活課程提出黃生對自己

的輕忽相對家人、醫師、同學、老師的

看重是多麼的不對等：尤其對同學們犧

牲下課毫無怨言的感謝；也對醫師為了

醫治她付出的辛勞與專業而感謝；更對

她家人為她做的一切努力深深感動。希

望能讓黃生能夠思考自己的生命珍貴到

得動用集體的力量去呵護是多麼不易之

事！ 

 

106/1/17 

 

拖地時，使用擰乾器力道過強

反彈右臉頰撞到拖板柄.有臉

頰瘀青腫 3*3公分 

1. 立刻給予冰敷小種止謥 

2. 請導師立刻通知家長並留在健康中

心冰敷觀察 

3. 家長表示先讓孩子留在校觀察。 

4. 持續在健康中心冰敷並觀察右臉及

有無繼續出血情形直到瘀青腫脹無

再擴散現象方才讓黃生回到教室。 

5. 晚上媽媽電話告知瘀青雖有擴散表

徵，但無腫脹現像控制很好媽媽對我與

老師致謝，隔天黃生仍至校上課無異

狀。 

 

 

106/1/18 

 

血小板指數只回升至 6000/mm 黃生今日回診看報告，媽媽告知服用類

固存效果顯然成效不彰，血小板指數只

回升至 6000/mm，下次若無明顯進步需

變更治療策略，媽媽為此相當擔憂孩子

身體。因寒假在即，請老師在寒假期間

持續與家長聯繫關心孩子健康。 



                                       

                                                                             續前頁 

107.8.31 血小板指數回升至 6000/mm 媽媽告知服用類固存效果顯然成效不

彰，血小板指數只回升至 6000/mm，下

次若無明顯進步需變更治療策略，媽媽

為此相當擔憂孩子身體。因寒假在即，

請老師在寒假期間持續與家長聯繫關心

孩子健康。 

108.2.25 血小板指數回升至

6000~7000/mm 

媽媽告知服用類固存效果顯然成效不

彰，血小板指數只回升至

6000~7000/mm，下次若無明顯進步需變

更治療策略，媽媽為此相當擔憂孩子身

體。因寒假在即，請老師在寒假期間持

續與家長聯繫關心孩子健康。 

108.8.31 血小板指數回升至

6000~7000/mm 

媽媽告知服用類固存效果顯然成效不

彰，血小板指數只回升至

6000~7000/mm，下次若無明顯進步需變

更治療策略，媽媽為此相當擔憂孩子身

體。因寒假在即，請老師在寒假期間持

續與家長聯繫關心孩子健康。 

109.2.28 血小板指數回升至 7000/mm 媽媽告知服用類固存效果顯然成效不

彰，血小板指數只回升至 7000/mm，下

次若無明顯進步需變更治療策略，媽媽

為此相當擔憂孩子身體。因寒假在即，

請老師在寒假期間持續與家長聯繫關心

孩子健康。 

109.8.29 109.8.29每天服用藥物治療

血小板為 5萬~7萬. 

109.8.29每天服用藥物治療血小板為 5

萬~7萬.右眼青光眼每天點藥水中.左

眼目前正常.視野縮小請注意周遭事物

勿碰撞.如有出血情形請立即通知送健

康中心.注意青春期月事來臨時請通知

健康中心或學務處 



                                       

                                                                             續前頁 

109.9.1  特殊狀況：請通知健康中心與級任老師 

1.當有瘀青時先冰敷但要注意觀察病

情。 

2. 萬一有出血先按壓止血並臥床休息

觀察，若繼續出血不止或出現其他部位

和器官  

   出血，須立刻送成大急診治療。 

3.發生嚴重出血時，應立刻送成大急診

治療。 

就診情形：一直在成大門診固定就醫追

蹤，目前情況尚穩定，鄭醫師建議，師

長面對紫斑症學童勿太驚慌與擔憂，在

心理上儘量與其他學童一致，認識瞭解

病因並避免碰撞瘀血的發生，加上醫院

的持續治療觀察，小朋友還是可以擁有

正常的校園生活。 

服用藥物情形：病童一直持續服用成大

醫院的藥物治療與門診回診追蹤治療中  

知    會：導師簽章：陳○○與所有任

科老師：  

 

110.3.29 每天服用藥物治療血小板為 5

萬~7萬. 

每天服用藥物治療血小板為 5萬~7萬.

右眼青光眼每天點藥水中.左眼目前正

常.視野縮小請注意周遭事物勿碰撞.如

有出血情形請立即通知送健康中心.注

意青春期月事來臨時請通知健康中心或

學務處.目前黃生月事還未來潮 

 

 

 

 



6-1-2本校護理師參與 502黃生個案會議關懷特殊疾病學生 

透過個案會議，家長、導師、特教教學者、行政及護理師一起關懷特

殊疾病學生校園生活。護理師追蹤個案健康狀況，並提供衛教與相關健康

資訊。(會議記錄及簽到單如附)  

 



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小 109學年度個案會議紀錄 

一、日期：109年 8月 28日 

二、時間：下午 2點 30 分 

三、地點：多功能教室 

四、主席：劉癸枝 

五、記錄：陳泓銘 

六、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七、會議內容： 

  1.身體狀況、治療情形與緊急情況處遇方式說明與討論。 

  2.校內支持與資源說明。 

  3.個案學習輔導。 

八、會議記錄： 

＊家長報告摘要： 

1.近幾個月已改自費服用其他藥物，可有效提升禹晴的血小板數量，最

近一次檢測的血小板數已達七萬，但這種藥長期使用易產生副作用，目

前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由醫生檢測及評估是否能繼續服用。不過據醫師說

明，在這個藥物持續使用下，若突然來月經應該也不至於血崩。 

2.七、八月時已開始進行細胞治療，花費相當大，希望在治療後，能自

體產生足夠的血小板。因為需配合醫師的檢查評估決定治療時間，到時

候會再向導師請假，第一次治療時間暫定在 9/21。 

3.先前已經教過禹晴好幾次月經來時的徵兆與處理方式，也請她只要發

現血跡或尿液帶有粉紅色一定要跟老師報告。 

4.四年級時課本、習作常需背回家，又因為使用大字書，經常讓禹晴肩

膀壓出痕跡。想請問老師是否可以開放讓禹晴在校寫功課，減少帶回家

的書本？ 

5.上週出門，禹晴和弟弟邊走邊玩，因視力關係又顧著玩鬧沒看到，撞

到電線杆上的突出物，眼鏡折斷後劃傷右眼窩側邊，送醫縫了四針。 

＊校護報告摘要： 

1.請媽媽協助在最近一次回診時，請醫生提供身體狀況數據(詳參校護處

健康資料)。 

2.上午校務會議後，我已召集 502導師及科任老師說明禹晴的身體狀況

及遇狀況時務必要立即聯繫健康中心。 

3.已向體育老師說明避免讓禹晴參加競賽性課程，建議熱身跑步時排在



最後、單獨跑道。 

4.請媽媽要多教育禹晴注意自身安全，不要整天蹦蹦跳跳或和同學拉

扯，增加自身遇到危險的機會。可多培養靜態休閒活動的興趣。 

＊輔導主任報告摘要： 

1.站在輔導的立場，可以理解禹晴的活潑，也不喜歡被注目、受限制。

但是孩子年紀漸長，也應該知道自律的重要，負起注意自身安全的責

任，因此雖然知道媽媽會教導禹晴，但也要請媽媽能協助學校不厭其煩

的提醒禹晴越大越要懂得自我保護。 

2.師生之間的關係建立不易，過去雖然導師及助理員很用心陪伴，但卻

也讓彼此間信任感不足，禹晴排斥有人一直「盯」著她，助理員也時常

心驚膽戰，害怕禹晴亂跑而受傷。現在禹晴已經五年級了，以高年級孩

子的發展來看，反抗的心理會更強，因此無論是家長或老師應該也要學

習適度的放手，無論是點眼藥水、服藥或注意下課安全，首先著重的是

教育禹晴自我判斷與自立的能力，學習對自己的決定負責。而助理員該

做的就是提醒，要是禹晴依然無法接受，時常發生奔跑、點藥水後不正

躺等情況，學校也會通知爸爸媽媽協助管教。 

3.從右眼側受傷一事可知，禹晴的右側視力缺損對於她走路移動確實會

造成危險，因此要請導師指導學生排隊時，在禹晴的右側應安排有適當

的同學，以免禹晴過度靠右邊而撞牆產生意外。 

4.大字書的重量確實會造成身體很大的負擔，但要是下課時間都在教室

寫功課，容易造成眼睛負擔過大，反而適得其反。請導師及特教組協同

處理，思考減少需帶回家的書本的辦法。 

＊導師及特教教師報告摘要： 

1.孩子們在學校利用課餘時間寫功課是被允許的，但也希望禹晴多利用

時間讓眼睛休息。 

2.國語及社會是較常需要帶課本回家背誦的科目，經討論後，會將大字

書分頁複印成 B4 大小，再由導師依照進度讓禹晴帶回家複習用，以減輕

重量。 

3.禹晴目前仍沒有特教教學介入的需求，所有課程在原班教室上課。 

4.由於本班打掃區域在校外通學步道，經常有機車騎上步道，考量安全

下，指派禹晴和另一位女生一起打掃教室。他們的安全問題已委請特教

組長協助，安排人力在打掃時間的部份時段到教室附近觀察兩位同學的

清掃狀況，有問題再回報給導師處理。 

5.排隊安全會持續注意，除了在禹晴的右邊安排同學外，我也會在開學

後的前一、兩個月，帶著學生排隊前往科任教室，指導禹晴和其他較調

皮的學生注意秩序與安全，之後再視學生們的表現斟酌調整。 



6.由於一年級有位新生很需要助理員協助，助理員時數又有限，因此部

分下課時段無法到，部分時段只能在協助完一年級生後才能到教室注意

禹晴狀況。此狀況已告知導師，也請家長提醒禹晴多注意自身安全，更

希望禹晴能了解自律自制的重要性。 

九、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