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介入措施於兒童、青少年在針頭注射所造成之疼痛或
壓力之探討
背景
使用針頭注射的醫療程序常是造成兒童
恐懼壓力與疼痛的常見因素。患有慢性
病的兒童在診斷、治療或持續管理其病
況下，經歷許多疼痛的醫療程序。即使
是健康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也同樣面臨反
覆的疫苗接種，並可能對健康醫療相
關程序產生負面情緒和心理上的恐懼
(Kazak 2001)。基於實證臨床指導原則建
議採用‘3-P’(pharmacological 藥物、
pharmacological 生理、pharmacological
心理 ) 以降低疼痛醫療程序的影響。
(Tadio 2010)。
心理介入包含認知、行為及認知行為治
療，認知介入針對負面想法，提倡使用
正面的自我表述，如 : ‘我可以撐過去’
來取代 ‘這會痛’。行為介入則旨在
以正面或適應行為來取代負面行為，例
如分散注意力、或者在療程前做好準備
或預演。認知行為治療技巧則是同時針
對想法與行為採用多元的策略。認知行
為治療所提出的概念是我們如何去思考
( 認知 ), 感覺 ( 情緒 ) 及行動 ( 行為 ) ，
都是相互關聯的，因此改變了一個面向
就會影響到另外兩個面向。雖然認知行
為治療技術較為直接，某些技術仍須訓
練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效。再者，敘述性
綜論及觀察性研究雖已發現心理介入的
益處，但是很少有具系統性的方法來綜
合現有的文獻。此份系統性文獻回顧是
發表於 2006 年原稿的更新版本，此乃自
2006 年起，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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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本文獻回顧是 2006 年文獻回顧的更新版
本，旨在評價心理介入措施是否能有效
降低針頭注射醫療程序對兒童與青少年
造成的疼痛與壓力。
介入 / 方法
本文獻回顧僅將每組至少五位受試者之
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納入分析，在搜尋文
獻時不限定語言，但限制為已發表的試
驗研究。研究對象為二歲到十九歲的兒
童及青少年，並接受針頭注射醫療程序，
包含牙科治療但不包含身體穿孔及刺
青。進行手術的兒童不納入此文獻回顧，
因為與手術相關的其他因素如鎮靜與插
管，會影響自我陳述疼痛的結果。受試
者除了健康的兒童及青少年，也包含有
慢性或暫時性疾病的門診及住院病童。
本回顧納入將心理介入與對照比較組、
其他積極治療、常規護理或等待名單控
制進行比較，則納入研究。當心理治療
的獨特影響無法確定時，將心理和非心
理治療相結合的研究排除在外。。主要
研究結果是由由具有確定可靠性和有效
性的儀器測量的疼痛和痛苦。，疼痛與
壓力可由自陳問卷、觀察或行為測量等
方式呈現。次要的研究結果是以生理測
量疼痛與壓力。此回顧搜尋了考科蘭隨
機臨床實驗資料庫、電子資料庫及文獻
引用的參考書目等，並依據考科蘭的建
議進行研究篩選、資料擷取、品質檢核
及誤差風險分析，以隨機效應模式合併
資料，並以 95% 信賴區間計算標準差。

分析結果
此文獻回顧總共分析了 39 個實驗與其中
的 3394 受試者。最常列入研究的針頭注
射醫療程序為靜脈注射、點滴注射置放
及接種疫苗。分析結果與原先的回顧一
致，針頭注射醫療程序的心理介入最常
成為研究主題的為分散注意力、催眠及
認知行為治療。納入此回顧分析的文獻
以研究分散注意力的為大宗，39 個研究
中有 19 個研究僅討論分散注意力此心理
介入策略，在更新版本中新增的研究依
然對分散注意力及催眠的效果提出強而
有力的證據。但並無實證可證明其他心
理介入策略，如準備及訊息的提供、混
合型認知行為治療、家長輔助加上分散
注意力、心裡暗示或虛擬實境，對於降
低孩童的疼痛與壓力有成效，其他的策
略如記憶轉變、家長態度加上分散注意
力、吐氣、或分散注意力加上心裡暗示
等，皆僅有單一研究提出實證。因此這
些心理介入是否有效無法得到具體的結
論。除此之外，從誤差風險數值可得知
一些領域有著高或者不明的誤差數值，
代表著心理介入隨機對照試驗在研究方
法的嚴謹度及報告上仍有相當大的改善
空間。
結論
分散注意力及催眠對於減輕針頭注射所
造成的痛苦與壓力具備有力的實證證
據。而在記憶修正、家長態度加上分散
注意力、分散注意力配合心裡暗示等心
理介入方面，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再
者，研究試驗的設計在品質上也需強化
以確保研究成果能更有信度及有通則
性。
對於臨床護理照護之意義
針頭注射之醫療療程是最令兒童恐懼的
醫療經驗。可能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
如患有 1 型糖尿病的兒童，針頭恐懼症
會減低血糖監控頻率及疾病控制不佳
(Cemeroglu 2014)。即使針頭注射對兒童
造成疼痛與壓力是很普遍的現象，針頭
注射醫療程序有使用心理介入以降低疼
痛與壓力的紀錄 (Stevens 2011) 少於療程
數量的三分之一。護理師扮演支持病患
的角色，被認為是臨床照護中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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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因此護理師對於在進行疼痛醫療程
序的兒童及青少年進行護理照護時，是
可以推動實證實務的理想角色，因此可
鼓勵多使用分散注意力及催眠作為心理
介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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