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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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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乳癌現況為：（一）乳癌發生率逐年上升、（二）乳癌發生年輕

化、對社會衝擊大、（三）乳癌存活率偏低，死亡人數逐年增加，顯見乳

癌對我國婦女死亡與民眾家庭生活的威脅日增。 目前國內的社會工作研究

中對於創傷事件的相關研究，鮮見以負面事件後正向生活改變─自覺獲益

(Perceived Benefits)作為主要研究變項。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乳癌病友經歷乳

癌治療過程的自覺獲益；檢驗乳癌病友個人屬性、疾病狀況、症狀困擾與

自覺獲益的相關性；整理台灣乳癌病友自覺獲益類型，作為專業人員評估

案主正向生活改變參考。 本研究屬橫斷性研究。以個人與疾病資料表、症

狀困擾量表、憂鬱量表與自覺獲益量表等研究工具收集資料。研究期程自

八十八年九月至九十一年一月止，在一家基金會、二家醫院中以立意取樣

方式，針對罹患乳癌兩年內的病友進行結構式問卷訪問，完成 91 份完整填

答問卷。以 SPSS 8.0 版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自覺獲益得

分：55.98±17.17 分、各獲益類型的平均得分在 1.72~3.13 之間。約七成六的

乳癌病友在過去一個月內曾經想到自覺獲益。參與本研究的乳癌病友自覺

獲益類型中以人際關係改變（與親友更親密、更關懷他人）最多、其次依

序為增進自我效能、更重視精神生活；而以與鄰里更親密的改變最少。在

自變項與自覺獲益的關係中，自覺健康狀況與確定診斷後至今時間兩個變

項可以預測乳癌病友的自覺獲益。在個別自覺獲益面向部分，自覺健康狀

況可預測與親友更親密、年齡與工作或家務時數改變可以預測更關懷他

人、自覺健康狀況與確定診斷時間與賀爾蒙治療可預測增進自我效能、有

信仰可預測更重視精神生活、自覺健康狀況可預測與鄰里更親密。 實務工

作建議：(一)醫療團隊與病友互助團體：1.醫療團隊人員以自覺獲益為主題

進行研討；2.對乳癌病友與家屬提供支持性的個案服務：(1)病友個別會

談、 (2)透過病友與家屬共同衛教，提供資訊與情緒支持；3.團體工作服

務：(1)針對不同需求的乳癌病友開設學習課程、(2)醫院應協助病友多成立

乳癌病友互助團體，提供場地與專業人力的支援，讓乳癌病友在專業人員

的照顧下建立起相互支持的網絡。(3)透過乳癌病友團體會訊，提供病友心

理、資訊、社會支持。會訊的發布也可擴及因故未能參加團體的病友。(4)

舉辦由乳癌病友現身說法的經驗分享、(5)辦理乳癌病友與家人的家庭活

動；4.增加協助病友團體運作的社工人力；5.考量病友活動需求的醫院空間

與動線設計。(二)其他社會或社區團體：建議辦理乳癌防治講座、邀請乳

癌病友分享疾病適應歷程，舉辦關於女性主體性與身體關係的講座或小團

體，社區中應多設立中小型運動休閒空間，以利一般民眾與乳癌病友建立

良好的休閒運動習慣。 因東西文化差異，參與研究者不多且僅侷限於同一

壓力事件，故無法在此提出自覺獲益量表是否適用於台灣。而自覺獲益量

表對於乳癌病友的適用性，因未能在負面壓力最大過後的第一時間點（如

手術後出院前、結束化療或放療後）進行研究，是本研究的根本限制。在

乳癌病友的自覺獲益類型的層面，未來以焦點團體方式補充獲益面向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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