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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帶來日亦成長的照護需求及問題，近年來長期照護一直

是醫藥衛生界討論的重要議題。經過各界幾年來的努力，在台灣照護服務、尤其

是機構的「量」似乎勉可呈現一個「夠用」的景象。然而，撥開這個表象以後，

身歷此領域的任何人都可察覺到「量多」反道是棘手的，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

「均衡」及「品質」才真正是我們今後必須挑戰的重要使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照護品質能否提昇，其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有良好

的工具以制定優質的照護計畫。無論機構式照護或居家式照護，完整的照護計畫

應該以科學方法評值並分析被照顧者的需求，而後再依照個別現有的狀況設定目

標，最後再從現有的資源當中選擇最合適的內容、提供完善之照護服務。唯有此

一貫的程序才能因應個案的照顧需求，提供正確的、合理的照顧服務。 

MDS即是基於提昇照護品質的理念而發展出來的。最早開發的MDS主要是

針對護理之家而設計，當個案入住機構時首先可對個別狀況進行全面評估，並進

一步建立多面向之基本資料庫，此資料庫即可成為照護計畫訂定之準則，並可督

導服務品質之改善，乃至作為給付標準之參考依據。而居家照護不同於機構式照

護，照護人員無法在一天 24小時中，隨時親自掌握個案的狀況，因此MDS-HC

之設計不但可以評估並訂定照護計畫，也可以借此清楚地掌握個案的狀況及變

化。除此之外，還可依個案疾病的不同、照護需求的不同，制定出不同的照護計

畫，並使工作人員在執行面更加徹底、更加有效率。在美國從 1991年開始幾乎

所有的護理之家於法源規定下都有義務必須使用MDS。此後，美國的照護品質

確實已有顯著的改善，具體而言，約束帶及導尿管的使用大幅降低、日常的娛樂

活動亦獲得妥善的安排。 

另外，在歐洲各國MDS也獲得相當高的評價。有鑑於此，為了能收集不同

國家的意見及經驗，以研究開發國際化的評量工具，所有對MDS有甚大貢獻的

學者專家便於 1995年成立了 interRAI國際合作研究組織(RAI, 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本人則是在 1999年以台灣代表會員的身分正式加入該

團體。而其發展的MDS評估工具，除了機構版與居家版本以外，尚有MDS for Post 

Acute Care (MDS-PAC)、MDS for Mental Health (MDS-MH)、MDS for Acute 



Care(MDS-AC)等版本，各類的MDS於美國以外的地區使用時，必須透過 inetrRAI

的正式授權才得翻譯並使用。目前於全世界約有十五語言的翻譯版本，使用的國

家則高達二十二國。台灣地區亦依照規定取得 interRAI的授權後，首先完成

MDS-NH與MDS-HC之編譯，今後除再接再厲繼續進行其他MDS的翻譯工作

以外，也預計成立台灣地區的 interRAI分會，以負責統籌所有相關的研究發展工

作。 

MDS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兩個版本能順利完成台灣中文版的翻譯工作，身

為 interRAI台灣代表會員個人感到無比的榮幸，在此要由衷地感謝所有的參予人

員，包括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邱亨嘉副院長的研究計畫同仁，以及前台灣省

公共衛生研究所參予計畫的同仁。另外，由於此兩本翻譯著作所涉及的專業層面

甚廣，因此整個計畫執行的過程中，借助許多先進、同儕的力量，在此也一併致

上最誠敬的謝忱。此外，interRAI會長─美國密西根大學 Brant E. Fries教授與亞

太地區負責人─日本慶應大學池上直己教授，除了於台灣版的編譯工作上給予甚

大的協助外，還於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邀請下兩度來台親臨指導，也藉此篇幅表達

個人最深的謝意。 

開啟台灣長期照護領域的另一個里程碑是出版此兩本翻譯著作的長程目

標。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的成立是為了建構過內醫藥衛生之智庫，因此希冀將此

兩大研究成果付梓提供研究資源，並帶動更多團體探討相關議題。這兩套評估工

具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需要在「本土化」上多下點功夫，我們或許可以循著這樣

一個詳細的模式概念，再接再厲施行更多的實證研究，發展或改良出一套真正屬

於台灣長期照護的評估工具。希望有心人士，一起共同努力。 

 

 

藍忠孚 

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序 二 
 

發展居家式的照護服務，不僅是政府近來長期照護相關政策的施政重點，

亦是社會大眾普遍對於長期照護的期待。因此，繼護理之家、安養機構之後，坊

間正積極致力於開發護理訪視、送餐服務、日間照護中心等居家式的服務方案。

然而，長期照護個案的健康問題與照護需求，個別間的差異原本就相當大，加上

居家照護人員並無法像在機構當中一般，可隨時掌握照護對象一天二十四小時的

狀況。因此，在提供照顧服務之前，如何精確地評估個案身心功能各方面的變化

及照護需求，就更顯得格外重要。 

MDS-HC 是 interRAI 國際合作研究組織繼成功地完成機構版 MDS 的開發

後，專為居家式照護所設計的評估工具。目前在世界上同樣地已有十五種語言的

翻譯版本。其主要的使用流程經過為，先以MDS評估居家照護個案，再彙集整

理評估階段所獲取的所有資料，最後再以 CAPs (Client Assessment Protocols)標準

獲知個案所需之照護項目及類別。而後進而初步篩選出重點治療項目，擬定並執

行治療計畫，執行評估後在評估治療效果。由此可知，MDS-HC 是一套兼具評

估、擬定計畫、監測品質，乃至可成為給付依據等多功能之長期照護評估工具。 

本人於 1997年 8月獲得授權後，即刻與前省公共衛生研究所吳聖良所長及

其研究同仁共同展開編譯及研究工作。首先請專精英文人士將美國健康財務署居

家照護個案健康問題評估量表 MDS-HC 翻譯成中文。經研究小組成員及居家照

護護理人員等六名多次討論後，嘗試填寫、修正文辭語意表達，綜合國內居家護

理師之照護經驗針對量表內容修訂成一份台灣版之評估量表。其主要內容為居家

照護個案基本資料、轉介項目、檢查及評估資料、認知、溝通與聽覺、視力能力、

情緒與行為常態、社交功能、非正式支持服務、生理功能（包括 IADL 及 ADL

自我執行的表現）、疾病診斷、健康狀況和疾病預防處理、營養及身體具足夠水

分情況、牙齒、皮膚狀況、環境檢查（包括居家環境、居住安排）、服務的利用

及藥物等方面。 

並於八十八年三至四月間，邀請七位國內相關領域之居家護理師，進行評

估量表內容之修改建議，再納入初試量表中用。進行專家效度第一次修改評估表

後，於八十八年四至五月間進行測試，以市立陽明、省立台北、天主教耕莘醫院

三家醫院居家照護個案為對象。評估量表之填寫方式係由地段居家護理師依最近



居家訪視情況，圈選適當答案，並預留空格以方便作答者提供對此評估表修改之

建議。於前測資料收回後，分別計算量表各題目之回答情形，試圖發覺不適宜之

題目。並針對遺漏值、無法評估過多之問題及填答量表者之開放性建議，在研究

小組會議討論後，再次修改問卷。 

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與測試，台灣版MDS居家照護評估量表與使用手冊終能

完成。在此首先必須感謝所有參予的研究人員，以及審稿和修訂的學者、專家包

括：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王英偉主任、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李世代所

長、耕莘醫院社區健康部賈淑麗副主任、林口長庚醫院倪同芳督導、衛生署台北

醫院護理部顏琇鈺護理師、台北市立陽明醫院劉秀玲護理師、彰化基督教醫院社

區健康部楊仁惠護理長、獎卿護理之家護理部李會珍主任、天主教耕莘醫院社區

健康中心陳美惠護理師與王蘭英護理師、以及高雄醫學大學邱亨嘉副教授，由於

他們的專業素養及敬業精神才得以完成如此艱難的工作。 

另外，MDS-HC 評估量表之發展過程中，感謝下列醫院予以試用並提供寶

貴的意見，包括：衛生署台北醫院、台北市立陽明醫院、天主教耕莘醫院、彰化

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新高鳳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聖若瑟醫院附設居家護理

所、長庚醫院高雄分院附設居家護理所、峰田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屏東基督教

醫院社區健康室、聖翁護理之家附設居家護理所、復興護理之家附設居家護理

所、民安護理之家附設居家護理所、台南縣龍崎鄉衛生所、澎湖縣西嶼鄉衛生所、

屏東縣來義鄉衛生所、南投縣魚池鄉衛生所、澎湖縣馬公市衛生所、南投縣信義

鄉衛生所、南投縣國姓鄉衛生所、台南縣東山鄉衛生所、高雄縣三民鄉衛生所、

屏東縣春日鄉衛生所等。 

由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詳列其他惠予協助及指導的產官學研各界的專

家，藉此一併表達最高的謝意。同時希望本書之出版對於發展居家照護能有所助

益，進而為家庭照顧的難題解套，並提昇照護的品質，以增進我國人民福祉。 

 

 

藍忠孚 

於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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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RAI-HC 概論 
前言 
 

隨著全世界人口平均餘命的延長與出生率的下降，65 歲以上的人口不論在

人數及比率上都急速成長，例如義大利 65 歲以上的人口就比 20 歲以下的人口

為多，且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80 歲以上的人口更是成長迅速。因此，在合理

的經濟條件上如何提昇健康照護體系之能力以滿足高齡人口成長的需求，是我

們這個時代所面臨最艱鉅的挑戰。RAI-HC 為一有用的居家照護個案評估工具，

在目前居家照護環境下它可做為研擬綜合性照護計畫的指引。它著重在個案功

能與生活品質的評量，必要時它也可作為轉介的依據。連續使用時，它可依個

案對照護計畫的反應，提供結果評價的基礎。另外，RAI-HC 的設計有考慮到

個案病情的複雜性及出院或居家環境中須提供之各種服務；因此，在某些狀況

下，對於未接受過服務的個案，使用 MDS-HC 簡表可能較恰當。 
 

RAI - HC  
RAI-HC 是一個綜合性、標準化的評估工具，它可評價居家照護的老人個

案之特質、能力及需求。RAI-HC 的設計也符合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國會對護理

之家住民評估工具(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 RAI)之要求。由於各種照護

機構的老人評估方法一致，將可提昇照護的持續性，且可促進以個案為中心的

評估，而不是以地點為中心的評估。 
 

RAI-HC 包括居家照護個案基本資料庫  (MDS-HC) 及個案評估計畫 
(CAPs) 兩部份： 
 
•居家照護個案基本資料庫 (MDS-HC) 是一種篩檢工具，能讓居家照護之提供

者，就功能、健康、社會支持以及服務運用等各重要層面進行簡要的評估。特

定的 MDS-HC 項目也能找出須要進一步評估特定問題與有功能衰退危險性的

個案。這些項目稱作“引發項目(triggers)”，將 MDS-HC 與一連串以問題為

導向的 CAPs 聯結在一起。 
 

•個案評估計畫 (CAPs) 包含進一步評估的一般指引，並針對個案問題所設計的

個別照護計畫。目前有 30 種CAPs可因應個案的需求。使用這套系統時，每位

個案平均會用到其中的 10-14 種照護計畫。某些CAP是您所熟悉的，也是照護

計畫的重點，有些則不然；目標是運用這些資訊去完成適當的照護計畫，視需

要提供服務或轉介。我們瞭解居家照護人員可能受限於某項方案的給付方式而

無法提供照護，也可能無法針對所有的問題提供所有的居家照護服務。不過利

用CAP充分瞭解個案的能力與問題，對於您安排治療與評估成效上是很有幫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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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HC 的發展過程 

 
對於構成 RAI-HC 的項目、定義、照護計畫及訓練教材，都曾歷經廣泛的

研討才發展完成。 
初期的發展著重在確認已開發國家居家照護所提供老人的功能、健康與社

會支持等領域。然後再由臨床人員、研究人員與教育人員所組成的團隊就每一

特定領域發展出一套以問題為導向的照護計畫(CAPs)。該團隊在選擇各項目時

也引用護理之家基本資料庫(MDS)中合適的項目。最後，以個案具有的重要問

題或可能有的危險因子來決定評估項目。 
經過一連串的過程決定了目前 MDS-HC 的各個項目與定義，每項都經過居

家照護人員的複核，建立了評估者的信度，並做一些必要的修正。同時，由臨

床人員與研究人員共同發展並修正 RAI-HC 系統下的 30 項 CAPs。此外，並與

美國國家居家照護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ome Care) 的顧問委員會合

作，增加 MDS-HC 的部份選項，使其也能應用於出院後照護。就是這些工作產

生了這本 MDS-HC 評估手冊。 
 
下表所列為 CAPs 的各項議題、作者及所屬國籍。 
 

CAP 作者 作者國籍 

功能表現 
日常生活功能(ADL)/復
健潛能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IADLs) 
 

健康促進 
 
 
需要機構照護之風險性 

  
 

感官功能 
溝通障礙 
 

視覺功能 

 
Katharine Murphy, R.N.,M.S. 
Katherine Berg, Ph.D. P.T. 
Steven Littlehale, R.N.C., C.S., M.S. 
John N. Morris, Ph.D. 
 
 
Catherine Hawers, Ph.D 
Brant E. Fries, Ph.D 
 
 
Marianne Schroll, M.D., Ph.D. 
Carsten Hendriksen, M.D.,Ph.D. 
 
Sylvia Shewood, Ph.D. 
John N. Morries, Ph.D. 
Shirley A. Morries, M.S. 
Davie Challis, Ph.D. 
 
Rosemary Lubinski, Ed,D 
Carol Frattali, Ph.D. 
 
Katharine Murphy, R.N.,M.S. 
Elliot Finkelstein, M.D.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丹麥 
丹麥 
 
美國 
美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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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作者 作者國籍 

心智健康 
酒精濫用及有害性飲酒 
 

認知 
 
 
 
行為 
 
 
 

憂鬱與焦慮 
 
 

老人虐待 
 
 
 
社會功能 

 
 
健康問題與症候群 

心肺功能 
 
脫水 
 
 

跌倒 
 
 

營養 
 
 
 

口腔衛生 
 
 

疼痛 
 
 

 

Charles Phillips, Ph.D., M.P.H. 
Naoki Ikegami, M.D. 
 
Pauline Belleville-Taylor, R.N.,C.S,M.S. 
John N. Morris, Ph.D. 
Nancy Emerson Lombardo, Ph.D. 
 
Pauline Belleville-Taylor, R.N.,C.S,M.S. 
John N. Morris, Ph D. 
Catherine Hawer, Ph.D. 
Naoki Ikegami, M.D. 
 
Charles Phillips, Ph.D., M.P.H. 
Roberto Bernabei, M.D. 
Adam Burrows, M.D. 
 
Rosalie Wolf, Ph.D. 
Flavia Caretta, M.D. 
Deborah Sturdy, R.N.,M.S. 
 
Jeab-Noel Dupasquier, Ph.D. 
John Morris, Ph.D 
 
 

Iain Carpenter, M.D. 
 
Loretta Fish, R.N.,M.S. 
Brant E. Fries, Ph.D. 
Kenneth Minaker, M.D. 
 
Palmi Josson, M.D. 
Douglas P. Kiel, M.D. 
Lewis A. Lipsitz, M.D. 
 
Marianne Schroll, M.D. 
Brant E. Fries, Ph.D. 
Ruedi Gilgen, M.D. 
 
Jonathan Ship, D.M.D. 
Kenneth Shay, D.D.S., M.S. 
Brant E. Fries, Ph.D. 
 
Jean Noel DuPasquier, Ph.D. 
Verena Luchsinger, R.N. 
Nathalie Steiner, M.D. 
Catherine Favario-Constantin, R.N. 
Charles-Henri Rapin, M.D. 
Ian Blair fries, M.D. 

 

美國 
日本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義大利 
美國 
 
美國 
義大利 
英國 
 
瑞士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愛爾蘭 
美國 
美國 
 
丹麥 
美國 
瑞士 
 
美國 
美國 
美國 
 

瑞士 
瑞士 
瑞士 
瑞士 
瑞士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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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作者 作者國籍 

壓瘡 
 
 
 
皮膚與足部狀況 
 

 
相關之其他服務 

遵從性 
 
 
 
 
緊急支持系統 
 
 
 
 
用藥管理 
 
 
 
 
 
安寧緩和醫療 
 
 
 
 
預防保健 
疫苗接種與篩檢 
 
精神治療藥物 
 

減少正式服務 
 

環境評估 
 
 
 

排泄 
排便處理 
 
 

尿失禁與留置導管 

Marilyn Pajk, R.N., M.S. 
Gary H. Brandeis, M.D. 
Gunnar Ljunggren, M.D. 
 
Gunnar Ljunggren, M.D. 
Britta Berglund, R.N., P.T. 
Roberto Bernabei, M.D. 
 
Roberto Bernabei, M.D. 
Antonio Sgadari, M.D. 
Vubcebt Mor, Ph.D 
Katherine Berg, Ph.D., P.T. 
 
John N. Morris, Ph.D. 
Sylvia Sherwood, Ph.D. 
Shirley Morris. M.A. 
Naoki Ikegami, M.D. 
 
Antonio Sgadari, M.D. 
Roberto Bernabei, M.D. 
Palmi V. Jonsonn. M.D. 
Katherine berg, Ph.D. 
Henriette Gardent, Ph.D. 
 
Dinnus H.M. Grijters, Ph.D. 
Katharine Murphy, R.N.,M.S. 
Vincent Mor, Ph.D. 
Ruedi Gilgen, M.D. 
 
Knight Steel, M.D. 
 
 
Barry S. Fogel, M.D. 
 

Vincent Mor, Ph.D. 
Katherine Berg, Ph.D., P.T. 
 

Catherine Hawes, Ph.D. 
Brant E. Fries, Ph.D. 
Dinnus H.M. Frijters, Ph.D. 
Knight Steel. M.D. 
 
Iain Carpenter,M.D., F.R.C.P. 
Pauline Belleville-Taylor, RN,M.S.,C.S. 
Danielle Harrari, M.D. 
 
Margaret Baumann, M.D. 
Gary H. Brandeis, M.D. 
Neil Resnick, M.D. 

美國 
美國 
瑞典 
 
瑞典 
瑞典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美國 
日本 
 
義大利 
義大利 
愛爾蘭 
加拿大 
法國 
 
荷蘭 
美國 
美國 
瑞士 
 
美國 
 
 

美國 
 

美國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荷蘭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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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或私立機構運用 MDS-HC 的情形 
 

政府機構採用 MDS-HC 的方式有下列幾種：(1)採用整套的 MDS-HC，可

加入或不加入自行設計的附加項目。(2)採用 MDS-HC 全部章節，但不使用整套

工具；(3)採用某部份的 MDS-HC，再加入其他章節的部份項目或自行設計的章

節。倘若採用 CAPs 時，則必需涵蓋 CAP 引發項目(trigger)的評估結果。interRAI
將會與政府合作來加速 RAI-HC 的應用及推廣，一旦發現新的項目，interRAI
也會將該可用的項目傳佈出去。 
 

interRAI 已經推出一些替代性 MDS-HC 的版本供使用者選擇，例如：除了

整套 MDS-HC 外，還推出簡易居家照護評估版本，不久也將推出電話訪問用之

篩檢表，及對輕度照護需求的個案之簡易追蹤評估版本。 
 

MDS-HC 的使用 
 

MDS-HC 是臨床上使用的一個標準化評估工具，並不是一個分析人口特性

的問卷，也未涵蓋擬定照護計畫的所有必要資訊。評估個案的特質有絕對需要，

故藉由 MDS-HC 的項目及特定 CAPs 引發項目將可描述個案的情況及在不同層

面的能力。完成 MDS-HC 評估的要點如下： 
 
•此項工具是為臨床專業人員(護士、社工或醫師)所設計，它包含各種項目及其

定義，可作為居家臨床評估的指引。 
 
•開始使用 MDS-HC 時，您可能不清楚其與 CAPs 系統之關係。有些評估者或許

會質疑為何要評估某些項目。如果您也這樣想，那麼請看看在整個系統中這些

項目是如何與 CAPs 相連結的。每項都有它的邏輯，適合臨床上使用，在全面

評估後能使用這些資訊時，便會發現這些評估項目顯得越來越有價值。 
 
•評估時要儘可能直接詢問個案及主要照顧者，可能的話，也需要觀察個案的居

家環境，以及審閱相關的文件，且儘可能以個案為主要的資訊來源。 
 
•MDS-HC 的項目均以合理順序排列，評估時可依序進行。不過評估者並不需受

限於此種次序，可視與個案的互動結果而定。【備註：請參考本手冊第三章的

“MDS-HC 各個項目的定義”】。 
 
•MDS-HC 可作為詢問個案或主要照顧者的指引。當對受訪者的回答有疑問時，

評估者可進一步深入的評估，以便獲得最準確的專業判斷，MDS-HC 就是這些

資訊的記錄。 
 
•如果可能，評估者應與每位受訪者私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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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在個案家中進行評估。雖然有部份評估項目可在個案住家之外的場所進

行 (如醫院、日間照護中心或診所)，並不會降低資訊的完整。不過某些重要的

項目最好在居家環境中評估，才能獲得較正確的資訊。 
 
•RAI-HC 的設計是為了在個案接受轉介服務時，或個案經過一段時間發生變化

時的評估。建議可在下列時機進行評估： 
 
初步評估：應在接到個案轉介後不久，且尚未開始常規服務前完成。評估與相

關照護計畫應在接到轉介的 14 天內完成。此項評估有助於對個案照護計畫的擬

定。 
 

追蹤評估：在個案接受服務或出院後，個案的需求可能改變，追蹤評估將可再

次評價個案所接受的服務是否需作調整，或重新評估照護計畫。故某些服務項

目可能中止，某些項目可能增加，有時也可能終止整個的正式服務計畫。有些

機構用會在 45、90 或 180 天時進行再追蹤評估。 
 

年度評估：理想上，機構在接受個案轉介後，應每年至少進行一次評估，若有

需要應作更密集的評估。 
 

居家照護結案前 30 天的評估：建議在此時也做評估，目的在安排個案能在即將

結案前能作慢慢適應，而該項評估結果，家人或其他機構也可能會想接著繼續

進行照護此計畫。 
 

出院回居家照護評估：居家照護個案住院返家後的簡易評估是有必要的，或視

需要進一步全面評估。 
 

狀況改變時的評估：如果由於個案病情進展的變化、功能衰退，或某項問題已

解決（如：透過復健或治療）、照護者情況改變，都應該重新進行評估。 
 

CAPs 的使用 

 
一個精確的 MDS-HC 評估可為後續的照護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即發現問

題、造成問題的原因與相關狀況、照護目標及相關的照護方式。使用 CAPs 的

要點如下： 
 

•每位個案平均會有 10-14 項 CAPs。在許多層面中都可能發現問題，瞭解相關

成因及適當的轉介以作進一步的評估，使用 CAPs 作深入評估可促成更好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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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對問題深入的評估，將有助於了解問題存在的原因，或個案為何有此風險，並

提供下一步驟所必須具備的基礎。 
•這種評估需要廣泛的評估問題，許多時候超過部分傳統機構所做的甚多。重點

不僅是維持服務或針對個案問題設計因應的方式，而是協助臨床人員評估個案

接受復健的機會，預防功能衰退及維持個案能力。 
 

•在因應緊急需求方面，可確認照護的優先次序。在考慮長期性問題上，可維持

個案的整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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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MDS-HC 介紹 
 
本手冊提供資訊以協助社區式照護計畫（居家照護、住宿照護及協

助式生活照護等）準確且一致的個案評估。MDS-HC 各項指示之重

點為： 
 

•MDS-HC 中各項之目的。 
 
•完成 MDS-HC 項目的輔助性定義與指示。 
 
•提醒使用 MDS-HC 者在七天觀察期之外所應注意之項目觀察期間。 
 
•某些特定 MDS 項目之參考資訊來源。 

 
 

使用本手冊時，請隨時攜帶所附之 MDS-HC 評估表 

 
MDS-HC 評估表本身包含許多資訊，依據此手冊所提供的定義及操作指引

是作好優良評估所需要的。本手冊中完整的資訊有助於成功使用 MDS-HC 評估

表。MDS-HC 評估表中的項目，均依序出現在本手冊中。 
以下的圖表摘述一些建議以協助您熟悉 MDS-HC 的使用方式。開始時花點

時間閱讀各評估步驟指引，日後將獲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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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MDS-HC 的方法 

 
(A)熟讀 MDS-HC 評估表 

 
•注意章節如何排列，以及在何處記錄。 
•一次完成一個章節。 
•檢查項目的定義以及回答的種類。 
•熟讀操作指引、時程及編碼。 
•定義與說明是否都清楚？與現在機構所用者是否不同？有哪些範圍需要進一

步說明？ 
 

(B)在照護過程中完成一位個案的 MDS-HC 評估 

 
•僅記下對此個案的所知，在 MDS-HC 評估表上填適當的編碼。 
•記下閱讀後認為需要增加哪些訊息，如何獲得這些資訊？是否需再詢問個案

或與家人洽談？ 
 

(C)使用第三章完成初步的測試－MDS-HC 各項定義 

 
•當閱讀各項定義時，檢討第一次使用 MDS-HC 評估個案時所發現的問題，

並請標出本手冊中哪些章節能協助澄清編碼與可能遇到的過程性問題。 
•詳讀 MDS-HC 各章節的指示說明。請確定已了解這些資訊再進行下一章節。

審閱所完成的測試個案，是否仍會用相同的代碼。讀完這些資料是需要時間

的，慢慢來，不要急，一次完成一個 MDS-HC 章節。 
•是否對 MDS-HC 的定義、說明或範例感到驚訝？例如，是否了解如何填寫

ADLs 或情緒的代碼。 
•在閱讀 MDS-HC 評估表時，是否發現有任何定義或說明與您所想的不同？ 
•現在的評估與原評估是否不同？ 
•是否有哪些定義與說明，與您目前機構現行方式有所不同？ 
•請在您有疑問的地方劃下記號，並請在正式研討會上提出來討論。 
 

(D)本手冊的使用時機 

 
•進行評估過程時請隨身攜帶本手冊。 
•必要時請審閱每一題目的目的。 
•本手冊為資訊來源，利用它以增加評估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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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MDS-HC 各個項目的定義 

 

 

 MDS-HC 評估表的項目說明                                        
 
本章各個項目的說明是依照 MDS-HC 功能性評估上的項目順序。注意 MDS-HC
章節名稱都在每頁上方，將來可加速使用各個章節作為參考性工具。 
 
 

 向個案介紹 MDS-HC                                          
 
向個案介紹 MDS-HC 評估時，通常您會面對申請者或符合居家照護計畫者，您

應強調評估是整體服務的一部份。下面兩章節將說明 MDS-HC 的基本原則及開

始評估 MDS-HC 的過程。 

為完成 MDS-HC 評估並確保各項目有一致性的解釋，本章為各項目(但非全部)
提供下列資訊： 
 
目的：將此項目(或此組項目)列入 MDS-HC 的理由，包括討論臨床人員如何使

用該資訊來找出問題並研擬照護計畫。 
 
定義：主要項目的解釋。 

 
過程：判定某項目正確與否的資訊來源與方式，來源包括： 

 
• 訪問與觀察個案。 
 
• 與個案家人討論。 

 
編碼：記錄每一反應的適當方式，並解釋個案的回答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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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HC 基本原則 

 
1.你是個案家中的訪客。 
 
2.目的是為個案完成綜合性的評估，以達成下列目標： 

儘量促進個案身體功能與生活品質，處理個案的健康問題，並確保個案能儘

可能留在家中。 
 
3.達成這些目標需要： 
 

•確認您拜訪的目的。 
 
•找出個案目前受限制或將會受限制的功能、醫療及社交方面的問題。 
 
•發現個案的能力與潛力。 
 
•結合所見所聞，盡力填寫 MDS-HC 各項代碼。 
 
•對未知或未達成之需求提供進一步教育的基礎。 
 
•發展照護計畫以確保個案在所處環境下，每一項受限或可能受限的問題都

經過檢討，並妥善處理以儘可能促進個案的生活品質。 
 
4.我們不期望第一次拜訪中便能完全發現個案的功能、治療與社會方面問題。

但更重要的是找出限制個人生活品質的所有可能重要的功能、治療及社交方

面問題，以發展進一步的評估或處置。 
 
5.任何急性的醫療問題均應立刻告知當事人，無論是否能在居家環境下進行治

療，均應積極勸導個案尋求適當治療。此外，應注意受虐老人的記錄，那也

是需要特別注意或立即採取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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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評估 MDS-HC 的過程 

 
MDS-HC 能提供一系列寒暄式的問題以幫助開始與個案及其家人對話，

而本身也能引導出評估所需要的資訊。 
 

寒暄/問候(並不計分---依國情、第一次評估或追蹤評估而異) 

 
•您好？請問你在家中都做些什麼？ 
 
•您覺得您的健康與一年前(或上一次)相比如何？ 
 
•您是否覺得自己可做您想做的事？ 
 
•您能做他想做的事嗎？有需要我們協助老人家的地方嗎？ 

 

評估的順序 
 

當在個案家中進行評估時，評估者需要考量評估項目的順序，此外，獲

得可靠資訊有些因素需要考量，包括個案認知狀態、溝通技巧、個案對於評

估的反應等。MDS-HC 並無一個標準的評估順序，下面的模式或可列入考慮： 
 

1.寒喧/問候問題 
2.社交功能(F 項)與環境評估(O 項) 
3.身體功能(H 項) 
4.健康狀況(K 項) 
5.服務利用(P 項)與用藥情形(Q 項)。備註：某些照護人員認為服務利用(P

項)與用藥情形(Q 項)是很適當用來作為評估的起頭。評估順序的一般原

則為個案可接受、有多少時間及必需優先評估的項目。 
6.非正式支持服務(G 項) 
7.認知能力(B 項) 
8.溝通/聽覺(C 項) 
9.視覺(D 項) 
10.情緒與行為(E 項) 
11.過去 7 天大、小便控制的情形(I 項) 
12.疾病診斷(J 項) 
13.營養及水分攝取情況(L 項) 
14.牙齒狀況(M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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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只要有機會便向個案說明。(2)“個案”一詞為本手冊的標準用語，

在與他人談話時也可用老人，主角或病人來取代，或也可用某某太太或您母親

等字句。(3)可利用的服務選項或許很有限，進行會談時必須考量現實。(4)由
個案對您寒暄問題的反應上找出追蹤線索，並安排評估次序。記住這不是問

卷，雖然必須收集資訊來完成 MDS-HC, 但仍需視個人的需要來決定各項評估

的優先次序與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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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A 項 

姓名與身份資料 
 
1.個案姓名 

編碼：填寫個案的姓與名。 
 

2.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過程：查看個案的身份證/護照。 
 
編碼：填寫個案的身份證/護照號碼。 

 
3.家字號（居家照護收案號） 

過程：查看個案申請健保居家照護的記錄或資料。 
 
編碼：填寫個案健保收案之號碼。 
 

4.地址 
編碼：填寫個案目前居住的地點。 
 

5.電話 
編碼：填寫個案目前的聯絡電話。 

 
6. 其他商業性或附加性保險 

目的：了解個案是否有其他商業性或附加性保險可以給付其他醫療處理費
用。 

 
過程：詢問個案或家人；不包括公勞保及健保。 
 
編碼：填寫保險類別，如國泰人壽的住院險。 

 
7.開案/重開案日期 

目的：了解個案收案的時間與次數。 
 

過程：僅在個案第一次接受轉介或重開案時填寫，如果個案並非經由轉介
而來，則為第一次接受評估時填寫。 

 
編碼：填寫開案與重開案的日期(民國)，不可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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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B 項 

個人基本資料 

 
目的：記錄個案人口學方面的資料，只有在初次評估時填寫。 
 

1.性別 

編碼：1. 男  
2. 女 

 
2.出生日期 

編碼：填寫出生的年份(民國)、月份與日期。 

 

3.族群 
編碼：填寫個案所屬族別。 

 

4.婚姻狀況 

編碼：選擇可以形容個案目前婚姻狀況的答案。 

 

5.語言 

定義：主要語言：個案主要使用並了解的語言。 

 
過程：詢問個案與家人。觀察並傾聽，查閱任何臨床上的記錄。 

 

6.教育程度（所完成的最高學歷） 

目的：記錄個案的最高學歷。了解該項資訊對於評估（解釋認知模式與語

言技巧）、照護計劃（決定如何規劃活動）、及個案自我照顧技巧之

教導上都很重要。 
 
過程：詢問個案或相關之他人，或參考可取得的個案書面資料。 

 
編碼：選擇最合適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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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預示病危時醫療處置方式 

目的：確認個案是否有「如果發生病危時，應如何醫療處置」的指示。 

 
定義：法律上的監護人 － 指某人在法律上對個案負責。 

 
指定病危時的醫療處置－ 陳述個案在病危時願不願意接受治療的書

面資料。 
 
過程：可在個案家中詢問這些問題。 

 
編碼：詢問個案與照顧者有關監護與病危時醫療處置方式的現況。這會使個

案與照顧者感到不安，因為這些問題可能會暗示他們將會有嚴重情況

發生，但實際上尚未發生。因此可考慮這樣說：「我們對於所有的個

案都問同樣的問題」。 
 
 
 

第 CC 項 

轉介及收案 
 

目的：了解最初收案的情況，僅在轉介或收案時填寫。 

 

1.轉介及收案的原因 
定義：出院後續照顧 －轉介以評估個案出院後需要何種照顧。 

 
社區慢性病照顧 －轉介以評估個案在社區內是否有特別的復健及長

期照護需求。個案已符合社區照顧的初步條件，該轉介目的為了決定

需要何種協助。 

 
 

範例 
 

某醫院的出院準備服務部門將個案轉介到“快樂居家護理中心”。當醫院

的轉介人員與居家照護員都認為居家照護是有必要時，評估者接著便決定

需要何種照護（送餐服務、居家照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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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安置篩檢－轉介以評估如何適當安置個案。 

 
具接受居家照護資格 －轉介以評估個案是否適合接受居家照顧。此

有別於社區長期照顧，因為尚未確定任何的照顧需求。 
 

 
日間照護 －轉介以評估個案是否適合接受成人日間照護。 

 
過程：參考原始轉介資料，如不清楚可聯絡原先轉介的個人或機構。 

 
編碼：填寫適當的編碼。如果包含兩項以上的原因時，應選擇最主要的一項。 

 
 

2. 轉介及收案時的住所 

定義：居家照護服務－是指機構提供的正式服務，並不包括家人、親友及

鄰居的協助。 
 

編碼：填寫轉介收案時的永久居住地點。如果個案住院或留在暫時住所等

候服務，仍填寫在安置之前的永久地址。例如，個案獨居，但由於不

明原因的健康狀態惡化，需要社區長期照顧，在尚未獲得該項服務之

前，個案與兒子同住，此種情況之編碼為“1”，意指住在自己家中，

沒有居家照護服務。 
 
 

3. 轉介及收案時與何人同住： 
定義：住在團體居所，無親人同住 － 居住在有收費並提供房間及基本支

持性服務之處所，例如：仁愛之家、老人之家。 
 
編碼：填寫轉介或收案時個案與何人同住的代碼，這不包括任何暫時性的

居家照顧安置。 
 

範例 
 
李太太打電話到機構，詢問她的母親是否能獲得一些服務。機構便派遣居家

照護人員去評估是否有居家照護的需求，並決定需要何種居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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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案前居住和接受治療的往歷 

定義：曾住安養/療養機構 － 在收案之前五年，個案曾居住過安養/療養機

構。 
 

過程：詢問個案與照顧者，並參考任何可得到的資料。 

 

 

第 A 項 

評估資料 
（居家功能性評估的開始） 

 

1.評估日期 

目的：通常在一次訪視時即可完成評估資料的收集。第一項是訪視日期。

若評估需要二度訪視時，這些項目仍屬於初次訪視。雖然評估者在不

同的日期訪視，所有評估項目的編碼均歸於第一次訪視日期，以確保

評估期間的一致性(共同性)。 
 
編碼：填寫評估時的年份(民國)、月份與日期 

 

2. 評估原因 
目的：記錄本次評估的目的。每一次評估都需要完成 MDS-HC(即功能性評

估)、檢討所採用之個案照護指引(CAPs)、發展或修正整体性的

照護計畫。 
定義：1.收案評估 － 本評估應在轉介或收案 14 天內完成。 

 
2.追蹤評估 － 這是第二次評估，目的在確保照護計畫的正確與更

新，同時發現明顯的變化。 
 

3.例行性評估 －在照護期間每隔一段時間進行的整体性評估 
 (如：初次評估後的週年)。 

 
4.結案前 3０天之評估 － 當預期會結案時即使用這個代碼，此表示

臨床記錄的終止，是隨後之服務計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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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院後的再評估 － 目的在了解個案的需求是否改變。 

 
6.個案狀況有明顯改變之評估 － 因個案狀況有明顯改變而進行的

整体性評估，這些改變會影響個案的健康狀態，需要檢討或修正照

護計畫以確保適當的照顧。例如：主要照顧者過世；或個案神經方

面的疾病惡化。 
 

7.其他 －目的在控制品質、進行臨床研究、確認目前的照護計畫或

評估社區的需求等。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評估理由的編碼。 

 
 
 

第Ｂ項 

認知能力 
 

1.記憶 

目的：瞭解個案記憶最近事件的能力(例如：短期記憶)。 

 
過程：請個案描述最近所發生的事，可以以共同的經驗為基礎；可先進行

其他評估，五分鐘後再詢問個案剛剛發生的事。 
如果個案無法用言語溝通時，通常很難正確評估他的認知功

能、思考能力、記憶或日常生活之決策能力，尤其是需要以言語表達

的認知功能(如記憶、回憶)。如果你能在與個案談話時，由他們的回

答中找出線索，看他是如何思考（判斷力），是否了解自己的身體狀

況（洞察力）、是否能複選發生過的事（記憶力）或是否無法找到適

當的句子告訴你他想說的話(失語症)，那麼評估工作會容易許多。在

評估失語個案時，重要的是必須運用您的聽力與觀察力，找出個案非

語言的表達方式。例如個案無法說話但似乎了解您所說的話，此時評

估者可詢問相關的問題，然後要求他以任何非言語的方式回答（例如

寫出答案、指出到臥室的方向、在月曆上指出當月的月份或季節）。

觀察個案進行不同的活動，以發現其功能性能力，並參考照顧者觀察

所得。在任何情況下，以您認為最正確的臨床判斷回答本項，您應瞭

解對溝通有困難的個案實施評估是件很困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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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2.處理日常事務的認知能力： 

目的：記錄個案處理日常事務或日常活動的能力。本項對於深入評估與照

護計劃特別重要，能提醒評估者警覺到個案的能力與其目前表現間的

差異，或由於家人的不注意造成個案過度的依賴。 

 
過程：首先訪談個案的一位家人；觀察個案也會有所幫助。檢討每天發生

的事，重點是在個案能否主動地做決定，而不是個案是否有能力如此

做。記住本項目的是記錄個案實際做了什麼。當家人為個案決定日常

生活的活動或個案未參與決策過程時，無論他的能力如何，都應視為

個案無法對事務做決定。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0. 能自主決定 －個案的決定是一致性且合理的(能反應出生活型

態、文化及價值觀)；個案能安排日常事務並能以持續、合理、有

組織的方式做決策。 
 

範例 
 

選擇衣物、知道何時吃飯、知道適當地使用家中空間、利用環境工具來

組織並計畫一天（如：鐘錶、日曆）、在沒有環境線索下從家人處尋找

適當的資訊去計畫一天生活、運用個人的能力與限制來安排一天的生活

（例如在必要時請求協助）、對如何外出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知道如何

使用助行器並正確的使用。 

範例 
 

要求個案描述早餐的食物或剛完成的活動。 
 
要求個案記住三項物件（例：書、錶、桌子），在您說完三項物件後要

求個案再說一次，以確定他是否聽到或了解。然後談些別的事物，不要

保持沈默也不要離開房間，五分鐘後要求個案複述每一項的名稱。如果

個案無法回憶所有三個物件，則編碼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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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完全能自主決定 －個案能安排日常作息並在熟悉的環境下做

出安全的決定，但在遭遇新的狀況或環境時則有些困難。 
 

2. 輕度障礙 － 個案在特殊情況下會做出不恰當的決定。 

 
3. 中度障礙 － 個案做決定的能力很差，需要提示、線索與監督以

安排正確的日常作息。 
 

4. 重度障礙 － 個案做決定的能力非常差，幾乎無法做出決定。 

 

 

3.譫妄症的指標 
 

a.突發性心智狀態的改變（包括集中注意力、對周遭環境的察覺力、聯貫能

力等方面） 

 
目的：心智功能可能一天當中會有很大的改變（時好時壞，有時行為正常，

有時則不然）。許多可治癒的疾病，常會出現急性混淆狀態，此時是

臨床評估上的重要指標。 
 
過程：通常需要靠個案家人、正式的照顧者或轉介機構提供資料。詢問時

需參考過去七天，或最近一次住院觀察到的改變。 
 
編碼：選擇能反應個案最近七天行為的編碼，不管什麼原因引起。 

 
 

b.個案變得心情煩燥或無定向感 

 
目的：個案行為改變危及其自身安全。 

 
過程：詢問家人或轉介機構，個案過去 90 天的行為(如果不到 90 天，則自

上次評估以來) 
 
編碼：選擇能反應個案過去 90 天行為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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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Ｃ項 

溝通與聽覺 

 

1.聽覺 

目的：評估個案過去七日內的聽力，如有必要應調整一下環境。 

 
過程：如果個案使用助聽器則讓個案先戴上。須注意是否還有電池，助聽

器是否已打開。訪談並觀察個案，同時可詢問家人。在談話當中，觀

察個案並測試您發現的是否正確。 
 

應留意溝通時須特別做的動作，例如：您必需說得清楚一些、大聲一

點、慢一點、打手勢或讓個案看到你的臉才知道您所說的話，或者您

必須帶她到安靜的地方進行訪談等，這些都是聽力有問題的線索，應

在記錄上註明。如果可能，觀察個案與其他人（如家人）的交談。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0. 聽力適當 － 能聽清楚所有一般性對話，包括使用電話、看電視

與人交往。 
 

1. 輕度障礙 － 能聽一般性的對話，但如果環境不安靜或不是一對

一情況下，有聽力上的困難。 
 
 

範例 
 

林太太 92 歲，獨居 30 年，目前因心臟病導致嚴重的功能性依賴。家人

指出林太太出院後的這兩天變得不像“原來”的她。白天時她睡覺的次

數增多且時間加長，很難叫醒，而醒時會自言自語，她也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麼。例如吃飯時，她看著食物好像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刀叉，然後數

分鐘後便閉上眼睛。相反的，她會在夜間醒來還以為是白天，要求去看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她以前從未如此。此種情況，3a 題的編碼應為

1「有」，3b 題的編碼應為 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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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度障礙 －雖然聽力不佳，但如說話者調高聲調並咬字清楚時，

便能聽得見；或在看到說話者的臉部表情時才能聽得見。 
 

3. 嚴重障礙 －即使調高聲調、咬字清楚或面對面時，僅聽得到一些

聲音，仍然無法回應。即使說話者音量放到最大，仍然無法溝通。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2.自我表達能力 

目的：記錄個案表達請求、需要、意見、緊急需求或社交會話的能力，包

括說話、書寫、比劃或各方面的整合（包括使用字板或鍵盤）。 
 
過程：與個案互動，觀察並傾聽個案與你溝通時所做的努力。如有可能，

也觀察個案與家人的互動。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0. 完全能被理解 － 個案能清楚地表達意見。 

 
1. 通常能被理解 － 個案對於使用適當的字眼或完整表達想法有困

難，以致延遲反應或需要某些提示才能表達清楚。 
 

2. 時常能被理解 － 個案的能力有限，需旁人鼓勵或提供線索。 

 
3. 有時能被理解 － 個案的能力有限，但能具體表達基本的需求(如

食物、飲水、睡眠、如廁)。 
 

4. 極難或無法被理解 － 最多只能了解個案極為特殊的聲音或身體

語言。(例如表示痛苦或如廁需要)。 

 

3.理解他人表達意思的能力 
目的：描述個案了解語言資訊的能力，不論是以言語、書寫、比劃或點字

等方式與個案溝通。本項目不僅衡量個案聽取訊息的能力，也衡量其

處理、了解語言的能力。 

過程：與個案互動並詢問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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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完全能夠理解 － 清楚的了解說話者的訊息並能以言語、行動或

行為證明其了解程度。 
 

1. 通常能夠理解 － 雖然可能遺漏部份訊息或訊息之意義，但大部

分都能了解。個案可能偶爾無法整合訊息，但通常能以言語或行

動證實其了解程度。 
 

2. 時常能夠理解 －可能遺漏部份訊息或目的，但若給予提示則能夠

理解。 
 

3. 有時候能夠理解 －經常無法整合訊息，只對簡單、直接的問題有

反應。重複說明、簡化問題或以手勢輔助後，個案才能了解。 
 

4. 極少或完全無法理解旁人的意思 －十分困難理解旁人意思，或評

估者很難以言語或非言語的反應判定個案是否了解，或個案只能

聽得到聲音但並不了解意思。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第Ｄ項 

視力 
 

目的：記錄個案過去 7 天的視覺能力與限制。須確定光線適當且有需要時

使用眼鏡 
 

1.視力 

目的：以個案習慣使用的視覺輔助器 (如：眼鏡、放大鏡)評估個案在適當

的光線下看近物的能力。 
 
定義：“適當”的光線：正常視力的人覺得足夠或舒適的狀態。 

 
過程：•詢問個案、家人或居家服務人員，個案的視力過去七天內是否有明

顯的變化，例如：個案是否能閱讀報紙、菜單、問候卡？ 
•向個案詢問其視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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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個案使用其習慣閱讀的工具（如眼鏡、放大鏡)閱讀一般印刷的書

報，來測試您觀察所得，可讓個案從大標題開始朗讀到最小最細的

字。 
 

•應注意個案是否不識字或無法閱讀中文。如有這種情況應要求個案

朗誦大小不同的個別字體、數字如日期、頁碼、或說出小圖片上的

名稱。 
 

•如無法與個案溝通或她無法遵照您的指示來測試視力，則觀察個案

眼球的運動，察看是否能追隨移動的物件。雖然這只是大約檢查視

覺的方式，但也能協助您評估個案是否還有視力。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0. 視力適當 － 個案看得很清楚一般字體的書報、印刷品。 

 
1. 輕微障礙 － 個案看得見大型印刷字，但標準大小之印刷字體則

看不清。 
 

2. 中度障礙 － 個案視覺受限，無法看報章標題但可識別環境中的

物件。 
 

3. 高度障礙 － 個案無法辨視生活環境中的物件，但其眼睛動作似

乎能追隨物件（特別是有人走過時）。 
 

提示：許多有嚴重認知問題的人無法參與視力檢查，因為他們無法遵

照指示進行，也無法告訴您他看到的東西。不過這類個案似乎

能以眼睛追隨環境中移動的物件。以現有科技這是此類情形下

最佳的評估，對這類個案應採用代碼３-高度障礙。 
 

4. 嚴重障礙 － 個案無視覺，僅能看到燈光、顏色或形狀。其眼睛

無法追隨物件，特別是有人走過時。 
 

2.視力限制或困難 
目的：記錄個案是否有老人疾病相關的視力限制或困難（如青光眼、白內

障、視網膜黃斑退化、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神經性疾病）。是否有這

些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有些眼睛問題是可治療並恢復的，有些雖然無

法恢復，但也可以藉著治療維持或改進個案既有的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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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向個案或其家人詢問任何有關視力上的問題（例如：吃飯時食物撒

滿桌、容易撞到人或物），是否比 90 天前嚴重？是否因視力或是其

他編碼問題（例如：平衡力變差、老人癡呆症的次發結果）？ 
 
編碼：如果個案並未報告看到有黑洞或黑圈、眼前有幕遮住或閃光等，則

記錄“0”表示沒有。如果個案向評估者或家人提及看到這些現象時，

則記錄“1”表示有。 
 

3.視力衰退 
目的：記錄個案與 90 天前相比（如果上次評估在 90 天內，便與上次評估

相比），在適當光線下使用習慣之輔助裝置看東西的能力是否改變。 
 
過程：詢問個案其視力是否衰退。第二個指標可能是例行作息減少、步態

不穩情況越來越多、選擇奇裝異服。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應與個案與

家人討論其可能的原因。 
 
 
 

第Ｅ項 

情緒與行為 
 

情緒低落是一種嚴重狀況並與疾病有密切相關。相關的因素包括有：無法

適應個人生活、功能性失能、拒絕日間照顧、無法參加活動、隔離、疾病危險

性增加、認知障礙、對身體病痛的日漸敏感等。找出這些情緒徵兆或症狀原因

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些都是可以治療的。 
 

大部分家人沒有接受過特殊訓練去評估個案情緒低落或行為症狀。雖然他

們常會覺得有些不對勁，情緒障礙常被忽略或未能加以診斷及治療，因此，本

評估可初步發現是否有類似問題的存在。 
 

1.憂鬱、焦慮、或哀傷的指標 

目的：記錄最近 3 天各項指標出現的情況。不管行為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定義：感到沮喪、焦慮、哀傷的個案或許會直接表示有心理挫折的感覺。

沮喪也可能以非言語方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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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主動與個案談天。有些個案比較喜歡多談談自己的感受，也會告訴

他人自己的挫折、但有些個案只會在他人問起自己的感受時才說。其

他個案可能無法表達這些情緒（如無法用正確的字句表達、或缺乏自

我的認知能力）細心觀察個案的各項指標、並請教了解個案行為的家

人。 
 
編碼：交談與觀察個案過去 3 天的每項指標，選擇下列一個編碼。記住，

編碼與您認為的原因並不相關。 
 

0. 在過去 3 天中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1. 過去 3 天中有 1-2 次出現類似症狀。 
2. 過去 3 天中每天出現類似症狀。 

 

2.行為問題 

目的：瞭解過去七天(a)症狀出現的頻率(b)家人對過去七天中造成個案情緒

低落或騷擾或攻擊同住的人的行為的看法，這些亦包括可能傷害自己

及他人的潛在危險。本項目的設計是找出老人居家所顯現的問題行

為，有些專家使用“攻擊性與易怒”來形容。在這個項目中，我們要求

照顧者告訴我們是否發生過某種特定的問題行為。我們再判斷這種行

為是否很容易被控制，或很輕易的為家人改變。 
 

認清並記錄行為徵候可作為繼續評估、計畫適當的照顧以改善個案問

題行為的基礎。 
 

定義：遊蕩 － 無目的、無理由的走動。遊蕩的人可能忘卻個人身體或安

全的需求。遊蕩的行為與有目的的行動不同（如飢餓的人

在公寓裏走來走去尋找食物）。遊蕩可能是步行或使用輪

椅，但散步並不能視作遊蕩。 

 
言語上的暴力－ 威脅、咒罵或詛咒他人。 

 
行動上的暴力 － 襲擊、抓傷、推撞或性攻擊他人。 

 

社交上不適當／破壞性之行為 － 包括破壞性聲音、嚴重的噪音、喊

叫、自我虐待的行為或性行為或在大庭廣眾下脫衣、弄髒或丟棄食物

或糞便，貯藏食物、亂翻他人物品、重複的行為、早起並對他人造成

騷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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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魯地拒絕他人的照顧 － 拒絕吃藥/打針、在協助日常生活功能時

推開照顧人員。這類狀態不包括個案已經表明不遵守照護療程的情況

（如：個案已表明拒絕治療並在他人試圖再行治療時採取否定的態

度）。 
抗拒現象可能是言語的或身體的（如：口頭上拒絕照顧、推開

照顧者、抓傷照顧者），這些行為可能是正向或負向，這表示個案對

治療的一些反應，此時須了解發生的原因（如怕痛、怕跌倒、不了解、

憤怒、不良的人際關係、期待參與更多治療的決策、過去錯誤醫療或

處置的經驗、希望調整既有的照顧方式等）。 
 

過程：對個案的行為應以客觀態度來面對，對於這項的編碼記錄著重於個

案行為而非意圖。通常很難瞭解某特定行為背後的意義，因此，最重

要的是記錄任何行為徵候以進行評估。事實上家人常習慣個案的行

為，因而降低了個案實際的企圖（如常說個案不會真的想傷害，只是

害怕而已），此種情況不合適編碼。個案是否出現行為徵候，才是您

編碼的標準。 
 

在評估過程中觀察個案，觀察他對試圖提供照顧的家人有何反應。並

向直接負責照顧的家人及其他家人請教，詢問他們過去七天發生了什

麼？盡量在個案不在房間時詢問這些問題。留意在個案面前所得到的

答案，可能需要事後查證，而 2-3 位照顧者同時在場可能會使他們的

回答不如我們預期的正確。 
 

編碼：如果所形容的行為徵候在過去七天並未出現，則編碼為 0。 

 
如果行為徵象曾經出現，但能輕易的及時制止，則編碼為 1。 

 
如果行為徵候強度增加，而不論家人做什麼努力如限制或改變環境、

調整日常作息、規劃活動及給予適當藥物等，都無法改善時，則編碼

為 2。例如：一位認知障礙的個案在清晨穿衣時攻擊家人、在每次身

體接觸時咒罵護士等，這些行為並不容易改變，則編碼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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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為問題之改變 
 

目的：記錄個案的行為徵候或抗拒照顧的情況，與 30 天前（若少於 30 天，

則自上次評估以後）比較，發生的頻率或家屬的接受度是否增加或改

變。須考慮任何方面的變化，包括遊蕩、言語或身體侵害或攻擊性、

社交適應不良或抗拒照顧等問題。 
 
過程：與家人談話，包括機構人員（如家事服務員）或轉介的機構。 

 
編碼：如果行為表現沒有改變則代碼為 0，這包括在整個 30 天內未出現行

為徵候。如果行為表現比起 30 天前更為惡劣或家人更難忍受時，則

編碼為１。 
 

 

範例 
 

• 張先生患有失智症，在日常生活上嚴重障礙，他整日都在公寓附近遊蕩。他

聽力很差，但拒絕使用助聽器，他很容易受驚，有客人來訪時無法保持安靜。

過去許多引開他遊蕩的嘗試。時間一久他的家人發現，他最滿足的是在公寓

環境中遊蕩。記錄編碼如下： 

 
遊蕩           2 
言語上的虐待行為     0 
行動上的虐待行為     0 
社交上不適當之行為  0 
粗暴地拒絕他人的照顧 0 

 
• 老人家的長女表示她發現母親在夜裡起床並走到女兒的衣櫥裡，在過去幾週

便發生了好幾次。當她試圖將母親帶回房間床上時，母親便生氣對她咆哮，

且指控女兒偷她的東西。記錄編碼如下： 

 
遊蕩           0 
言語上的虐待行為       2 
行動上的虐待行為     0 
社交上不適當之行為  2 
粗暴地拒絕他人的照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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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Ｆ項 

社交功能 
 

目的：記錄並描述個案的互動模式與對社交環境的適應情形。評估個案介

入社交活動、有意義的角色以及日常嗜好的程度。 
 

1.參與能力 
定義：個案能很輕鬆自然地與他人相處－ 考慮在會面時個案的行為表現，

以及個案與家人、朋友、衛生專業人員相處的情形。個案若企圖躲避

與他人相處、大部分時間都是獨處的、或者在有訪客時變得易怒，這

樣便是無法“輕鬆與他人相處”。注意，如果個案只能與家人輕鬆相處

而無法與他人相處，則編碼為１。 
 
過程：記錄時應觀察個案過去７天中在不同情況下（在房間、建築物、獨

處、一對一時、或在團體中）的行為，個案是主要的訊息來源。與個

案聊天並詢問他的感覺、他喜歡做哪些事、他對特殊狀況的反應如

何。然後和經常與個案接觸的家人談談。記住，個案如何看自己以及

其實際行為之間可能有差距。請善用您最佳的臨床判斷。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定義：會坦誠向家人或朋友表達衝突／憤怒－包括表達遭到漠視、家人不

知感激、朋友不了解自己、或對家人親友關係的仇視。 
 
過程：詢問個案自己的觀點。他通常對家人、朋友的關係滿意嗎？或他感

到不快樂嗎？如果個案不快樂，他又是為何不快樂呢？ 
 

與家人、朋友或與個案經常通電話的人談談也是很重要的。過去七天

當事人的人際關係如何？ 
 

編碼：選擇最能反應個案情況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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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交活動上的改變 
目的：找出個案最近參與社交活動或社會關係程度上的變化（與 90 天前比

較，若少於 90 天，則自上次評估以後）。 
 
定義： •參與程度指標是： 

a.不同型態社交活動的量（多少次） 
b.社交活動的強度（頻率） 
c.社交活動的品質（個案介入活動的深度） 

 
•非直接的參與對個案角色的滿足與自我評價上也是同等重要而有

意義的。例如某人無法離開家但仍然參與某些宗教、政治或社交活

動。 
•頹喪：情緒受到最近社交活動改變的影響（如：憂傷、失去動機或

自我價值、焦慮、失望）。 
 

過程：與個案談天並收集他的判斷、心境與感受。如果可能也收集家人及

鄰居的意見。 
 

編碼：如果觀察不出社交活動減少，也就是沒有變化，則編碼為０。 

如果出現社交活動減少，但個案並未因此變得更頹喪，則編碼為１。 

如果看得出有減少與頹喪同時存在，則編碼為２。 

 
 

2.社交隔離 
目的：瞭解個案實際獨處的時間以及是否有孤獨的感覺。 

 
定義：一天(上午和下午)當中獨處的時間是指沒有任何其他人在旁。如果個

案住在有其他個案居住之照顧機構，計算個案獨自在房間的時間。個

案“感覺孤獨”，這種感覺係指個案內心的感受，可能與實際獨處的

時間相牴觸，孤獨可反應在非言語的行為上如哭泣、退縮。 
 

範例 
李先生告訴評估者他必須做他女兒要他做的事，否則他女兒會生他的氣。

但評估者與他女兒談話時，她則說沒有衝突。 
記錄編碼為１（會，表達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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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首先詢問個案有多少時間是獨自一人的，並要清楚的定義何為“獨

自一人”，然後詢問有關孤獨的問題。例如：“你會感覺到孤獨嗎？

或你通常獨自一人嗎？當朋友來拜訪你時你會感覺孤獨嗎？你是否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或寵物來陪伴你？”與照顧者確認個案有多少時間

是獨自一人，並詢問有關孤獨的非語言徵候。最後，如果個案不能夠

反應有關孤獨的問題時，則詢問照顧者或其他有關係的人，以他們最

佳的判斷來評估個案是否感覺孤獨。 
 
 
 

第 G 項 

非正式支持服務 
 

1.非正式協助者 
目的：評估非正式協助者之支持系統。這與個案在照護機構內接受的正式

協助不同。 
 
定義：主要非正式協助者 －主要協助者可能是家中的成員、朋友或鄰居（但

不是付薪的人），協助者不需要一定與個案同住，只要定期去探視或

個案有需要時提供協助。是一位對個案極有幫助而被個案所依賴的

人。 
 

次要非正式協助者 －次要非正式協助者是僅次於主要非正式協助者

的人，如果需要時他能夠提供許多幫助與意見。 
 

過程：要求個案指認一位非正式協助者，有時個案可能同時說出好幾位可

以幫助他的人，這時可以用一些問題找出主要協助者，如“誰幫你買

東西？”“誰幫你打掃房子？”“誰照料你飲食、洗澡、以及穿衣

等？”“誰幫你付帳單？”當你需要搭車時誰會載你？”，如果個案沒

有接受任何幫助時，則詢問是否有誰在他需要時能夠幫助他。如果個

案不能夠了解問題，或對問題反應不是很清楚或是對問題不能確定、

逃避、不真實時(例如：回答是他已故的丈夫)，則可參考任何轉介機

關中的資料，或詢問非正式協助者。 
 

須注意是否有些協助的人員被忽略，例如：女兒或太太，基於常情，

他們通常會做很多事。因此，留意所提供的支持是什麼，而非照顧者

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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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在 a 項目寫下主要協助者的姓名，在 b 項目寫下次要協助者的姓名。

如果個案或社區機構不能確認非正式協助者則在該兩欄位填“無”。 
 
 

是否與個案同住 

目的：評估個案與非正式協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目前所能提供之協助

範圍。 
 
定義：如果個案與協助者共同使用一個相同的空間(如房子、公寓)則可說非

正式協助者與個案同住。這不包括住在鄰近的地方或是隔壁鄰居。 
 
編碼：主要欄填寫主要協助者、次要欄填寫次要協助者。 

0 是－非正式協助者與個案同住 
1 否－非正式協助者沒有與個案同住 
2 無協助者(則跳答到 H 項) 

 
與個案的關係 

定義：指個案與非正式協助者之關係。應考慮該關係的品質，不僅止於法

律或社會習俗上所界定的關係。例如：個案有一位非婚姻關係的伴

侶，雖未獲法律上的認可，但編為“１”配偶（例如：一般法律婚姻）。 
 
過程：向個案以及協助者詢問他們之間的關係。依他們的定義承認他們關

係的意義。 
 
編碼：同時記錄主要欄（主要協助者）與次要欄（次要協助者）。選擇最

能形容該項關係的編碼 
0. 兒女或女婿、媳婦 
1. 配偶（無論是否具備法律身分） 
2. 親戚 
3. 朋友、鄰居 
4. 外傭 
5. 幫傭、看護等 

 
協助的範圍 

定義︰建議或情緒的支持：協助者提供建議或支持，這些建議或支持可能

以事務工作為中心（例如：管帳、稅務建議、處理特殊問題的指導）

或者更為一般性的（例如：需要時陪伴、傾聽）。情緒上的支持指的

是對失落、對未來感到焦慮、身體形象改變等這類情緒議題之建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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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支持，遠超過只在旁邊陪伴。。 
 

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照護：IADL 的範圍包括準備膳食、家

務處理、財物管理、藥物處理、電話使用、購物與搭乘交通工具等活

動。 
 

ADL（日常生活功能）照護：ADL 的範圍包括臥床的活動、移動的

能力、居家的活動能力、穿衣、進食、如廁的使用、處理個人衛生與

洗澡等活動。 
 

過程： 對於情緒支持：向個案詢問他是否接獲照顧者的建議或情緒上的支

持，並仔細的傾聽回答。如果個案說不上來是否曾經接受過支持與

建議，可向個案提出一些引導性的問題，例如：問個案如何處理重

要事務，為個案假設一些狀況，並問個案在這種狀況下是否有人提

供建議與協助。善用您的臨場判斷來決定個案是否覺得有接受到建

議與支持。 
 

對於 IADL 照護：詢問個案與非正式協助者是否提供膳食準備、家

務處理、財務管理或藥物處理、電話使用、購物與搭乘交通工具的

支持。支持的範圍由處理簡單的家事工作，到全部購物與家事處理

工作。 
 

對於 ADL 照護：詢問個案與非正式協助者是否提供任何 ADL 範圍

的支持，例如：臥床的活動、移動的能力、居家的活動、穿衣、進

食、如廁的使用、處理個人衛生與洗澡等活動。支持的範圍由為“在

旁隨時準備幫忙”到提供全部的 ADL 幫忙。 
 
 

如有需要，願意在能力範圍給予更多的協助 

目的：瞭解非正式協助人員是否能滿足個案更多的需求。 

 
過程：本項問題應在個案不在時，私下詢問協助人員。提出問題時應先肯

定他們目前所提供的幫忙，再詢問將來提供更多幫忙的可能性。判斷

協助者在考量自己能否提供更多支持的能力上是否實際，再單獨詢問

個案他們對協助者必要時願意增加支持的看法。協助者或許願意繼

續，而個案可能基於目前關係與未來需要上有不同的感受。衡量兩種

觀點並使用最好的臨床判斷適當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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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０ 超過２小時 
      １ 每天１－２小時 
      ２ 不願意 
 

2.照顧者的情況 
目的：瞭解非正式協助者支持系統的限制。 

 
定義：其中一位照顧者無法繼續提供照顧 － 照顧人員、個案或評估者相

信某位照顧者無法繼續執行照顧工作，其原因可能很多，例如：不想

繼續原來工作、因距離遠不方便、其他競爭條件（如須要照顧兒童、

其他工作需要）、個人健康因素等。 
 

主要照顧者不滿意 － 主要照顧者不滿意其他人目前所供給的支持。 

 
主要照顧者顯示出頹喪、憤怒或優鬱的情緒 － 主要照顧者以各種方

式表達了對個案的照顧所產生的沮喪、憤怒或衝突。 
 

過程：分別詢問個案與非正式照顧者有關照顧者繼續提供照顧的能力。對

於這些項目您需要考量現況並預測將來的需求。照顧者可能願意也有

能力繼續，但個案感覺到他會成為負擔而可能會表示不需繼續。將這

些列入考慮並善用您最佳的臨床判斷來評估。這是敏感的問題，應仔

細傾聽所聽到的。 
 

編碼：選擇最適當的答案。 

 

3.得到協助的程度 
目的：瞭解過去七天中協助個案日常生活與個人活動上所花的的時間。 

 
定義：包括所有協助個案的人（例如：家人、朋友、鄰居），他們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主要照顧者。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的協助包括：準備膳

食、普通家務、財務管理。日常生活功能包括：臥床的活動、穿衣、

如廁等。 
 
過程：詢問個案關於照顧的時數，向主要照顧者確認或可能的話從家中或

轉介機構的登記資料確認。 
 
編碼：記錄家人、朋友、鄰居週一到週五提供個案協助的總時數，以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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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週日兩天的時數。這些數目每天總數可累計至 24 小時，例如：

如果家人、朋友、鄰居週一至週五每天提供 120 分鐘（2 小時）的協

助，週六與週日為一小時，則週一至週五所接受的總時數為 10，而

週末與週日為 2。記錄便該如下： 
 

 a. 週一至週五   ________小時 
    b. 週末與週日   ________小時 
 

將分鐘數以四捨五入（30 分為界）方式變成成小時。例如：12 小時

45 分鐘應記錄為 13 小時。 
 
 
 

第Ｈ項 

身體功能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與日常生活功能（ADL) 
 

1. IADL 的自我表現 
目的：評估與獨立生活最有關係的功能。 

 
過程：直接詢問個案過去七天中，他在家裡與社區中從事一般性活動的情

形。亦可以與家人談談，或直接觀察個案表現，正如你收集其他

MDS-HC 項目時的方式 
 
定義：a. 準備膳食 － 如何準備食物（例如：安排餐食、煮食、配菜、餐

具的擺設）。 
 

b. 家務處理 － 如何執行普通的家務工作。（例如：洗碗、擦拭灰

塵、舖床、收拾與洗衣） 
 

c. 理    財 － 如何處理帳單、平衡帳目及家常開支等。 

 
d. 藥物處理 － 如何處理藥物（例如：記得吃藥、打開藥瓶、吃對

藥量、為自己打針、塗藥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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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電話 － 如何打電話或接電話（在需要時可使用輔助裝置，

如大號碼鍵盤、擴聲器）。 
 

f. 購    物 － 如何購買食物和家庭用品（例如：選購物品、付款）。 

 
g. 交    通 － 個案如何藉由汽車到達步行以外的距離，包括自己

開車，搭乘客車巴士與地鐵。 
 
 

編碼：提示：每一項目都有兩種編碼：編碼Ａ及編碼Ｂ。 

 
編碼(Ａ) IADL 自我的表現：評估個案過去七天的表現。 

 
0. 獨立：自己完成。 

1. 需部分協助：個案能行動，但有時需他人協助。 

2. 需完全協助：個案能參與，但任何時間都需他人協助。 

3. 別人代完成：個案完全依賴他人完成。 

8. 沒有此項活動 

 
編碼(Ｂ) IADL 困難程度：詢問參與的人個案自我執行有多困難？（提

示：這點可由評估者來做判斷，因為個案也許從來沒有此項活動，如：

自己煮飯） 
 

0. 沒有困難 

1. 有些困難：如需要一些協助、行動緩慢或易疲倦。 

2. 有很大的困難：需要參與時很少或無法有此活動。 

  
選擇最適當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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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L 自我表現 

範例 
 

• 林太太無法自己購物，她女兒每星期天來一次，為母親列好清單並代為購物。

林太太感謝她的女兒，但認為自己購物並無問題。 
記錄代碼 購物Ａ﹦ 3；Ｂ﹦ ０ 

 
• 由於缺乏執行某些活動的技能與經驗，某些人或許無法執行某些活動，但如有

適當的訓練便能夠執行。因此，分辨體能因素或與健康無關的非行動理由兩者

的區別是很重要的。應該首先決定個案是否能執行某些活動，例如：某些男士

可能從未做過飯，而某些女性可能從未理過財，且對於某些活動，個案有時可

以獨立執行，有時則需要他人協助。 
 
下面是評估者與個案間的可能對話片段，都是關於飲食的。 
評估者： 您自己做飯嗎？(例如你自己安排餐食、配菜、烹飪並將食物擺上桌) 
個  案： 不是,我沒辦法。 
評估者： 誰為你做早點呢？ 
個  案： 我自己做些麥片 
評估者： 那麼中餐呢？ 
個  案： 我一週五天有人送飯 
評估者： 那麼週末呢？ 
個  案： 他們留下足夠食物可用微波處理，或由家人、鄰居送中飯來 
評估者： 誰做晚飯呢？ 
個  案： 我吃點心，我的幫傭會做好晚餐，隨時可熱著吃。 
評估者： 你完全能自己做嗎？ 
個  案： 我只能吃冷食，我在爐子前站不穩。 
記錄代碼 準備膳食  Ａ﹦ １（需要部份協助）     Ｂ﹦ １有些困難 
 
下面是一位老年男性個案間的談話。 
評估者： 你自己做飯嗎？ 
個  案： 我太太做的 
評估者： 你吃早點嗎？ 
個  案： 不吃，她每天早上會弄些麥片、水果與咖啡 
評估者： 你曾經自己弄中飯嗎？ 
個  案： 如果我太太不在，我會自己來。 
評估者： 你過去一週做過嗎？ 
個  案： 沒有 
評估者： 因此，你說她準備主要餐點與做飯 
個  案： 是的 
評估者： 如果必要時你能自己做飯嗎？ 
個  案： 可以但比不上她，她是專業，但我也會。 
記錄代碼  準備膳食  Ａ﹦ 3（別人代完成）   Ｂ﹦ ０（沒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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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記錄日常活動中，個案自我表現的狀況。個案實際上自我完成了什

麼？過去七天內，有獲得家人多少的協助？ 
 
定義：ADL 自我表現：過去七天中個案實際所做的 ADL 項目（而非個案能

做的項目）。 
 
過程：為了能發揮個案最大的功能，評估者首先了解個案實際能為自己做

什麼？並記錄接受他人協助的時間以及性質（語言暗示、身體支持

等）。 
 

個案的 ADL 自我表現可能每天或數天就會有改變，原因很多，

包括情緒、用藥狀況、互動關係（願意為自己喜愛的女兒而做，但卻

不願為媳婦而為）、醫療、飲酒等。因此評估者的責任是找出個案過

去七天，每天 24 小時 ADL 自我表現的情況，而不只是評估者如何

看待個案。 
為達成此目標，有必要從各方面收集資料。例如：與老人及其

家人討論或訪談有關個案執行各項 ADL 的詳細情形。例如：當討論

到床上移位時，應特別詢問個案如何由躺的姿勢起身或如何躺下、如

何翻身、個案在床上如何安置自己等。個案可能床上移位的某一項動

作能夠自主，但另一方面則可能需要相當的協助。正確的記錄編碼很

重要，因它是決定提供照顧型態與數量的基礎，因此須全面考量個案

執行每項活動的情形。 
 

每一編碼選項的用字反應實際的狀況，小幅度的變化是很正常

的。出現變化時，務必不可將個案歸類為極端獨立或依賴的類別，依

據定義，編碼 0、1、2、3、8（獨立、需要監督、部份的協助、廣泛

的協助、完全依賴、沒有此項活動發生）允許較複雜的照顧型態有一、

兩次的例外。例如：某些個案大多數情況下均不需要協助穿衣，但當

她女兒來看她時，她會替母親將毛衣由頭上套下及幫她穿鞋子。她母

親幾乎自理所有的事務，只需接受一些輕微的協助。由於這是一般狀

況下唯一的例外狀況，因此，穿衣一項的正確編碼應為 0（獨立）。 
 
評估個案在 ADL 方面的自我表現能力時，首先觀察個案在您訪

視時執行身體功能的情況。與個案談論在 ADL 每項活動中她做了些

什麼，以及接受他人協助型式與程度。也與其家人討論，衡量所有的

回答以得到 ADL 執行情形的完整評估。 
 

下面圖表提供正確記錄ＡＤＬ自我表現的一般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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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每一項 ADL 皆須記錄能反應個案過去七天實際行為的編碼。 

評估ＡＤＬ自我表現的指引 
 

•ADL 的編碼範圍為記錄個案自我照顧的實際參與情況，以及過去七天中

所獲協助的型態與數量。 
 
•不要記錄你認為個案有多少自我照顧能力。您認為個案能夠自行處理的

事務，應以實際看到的技能與身體的的功能為基礎。 
 
•不要記錄任何照護計畫中或其家人期望中認為個案應接受的協助型態與

程度。實際提供的協助在程度與型態上可能與該照護計畫不同，應記錄

實際發生的事。 
 
•與過去七天中曾照顧個案的家人(或曾照顧個案的照護者)討論個案 ADL

的功能，並提醒這些人重點僅在於最近的七天。說明你對個案每一項

ADL 活動的了解與觀察。可提出一些啟導式的問題，由一般性問題開

始，然後進入更特殊的問題。 

範例 
 
這裡是評估者與家屬，就嚴重失能個案由椅子上站起來的可能性所談的

內容： 
評估者：請說說林太太如何從椅子上站起來。一但她坐好了，又如何由

坐姿改為站姿。 
家  屬：她可以自己在椅子上活動，但站起來時，我需要幫她抓住椅子

把手。 
評估者：你口頭指導她？或實際幫助她？ 
家  屬：通常我只提醒她抓住椅子兩側就可以站起來，如果不如此則會

跌倒。但只要我告訴了她，她便會自己做。 
評估者：你如何實際幫助她由椅子上站起來？ 
家  屬：她能自己抓住椅子，我告訴她該做什麼。有時我會撐住她的手

臂，穩住他讓她站起來。 
評估者：林太太上週中有幾天是你用這種方式協助她的？ 
家  屬：每天 

 
移動能力方面，林太太在ＡＤＬ自我表現代碼所獲得的分數是 3。 

( 廣泛協助) 



 
- 42 - 

在你的評估中，不要考慮所謂的“安排協助”（例如：家人把梳子、刷

子、牙刷、牙膏放在浴室內）。評估個案的 ADL 自我表現中，編碼

0 包括安排協助。例如：如果個案在梳洗工具準備好後便能獨立梳

洗，編碼便是 0 

 
0. 獨  立：過去七天中不需協助或注意、或只有一、兩次需要協助

或至注意。 
 

1. 需要監督：過去七天中出現三次或以上的觀護、鼓勵或提示或者

只接受過一、兩次的肢體行動上的協助。 
 

2. 部份的協助：個案能高度參與活動，在肢体操作或其他非負重的

活動中接受三次或以上行動上的協助。 
 

3. 廣泛的協助：過去七天中個案能執行部分活動，但以下的活動需

要三次或以上的協助： 
－負重活動時需要支持，或 
－在最近七天的部份日子內，完全需要他人代替執行。 

 
4. 完全依賴：在過去七天中，由他人代為執行全部功能。個案完全

沒有參與。 
例如：個案在進食上記錄為完全依賴，他的所有三餐、點心、飲

水都需餵食（包括由他人處理的管灌餵食），也從未自行處理任

何飲食上的動作(例如用手指抓起食物，自己以管灌餵食或過程中

的協助)。 
 

8. 沒有此項活動發生：過去七天中，個案或其他人也未曾執行過該

項 ADL 活動，也就是說根本未發生此類活動。 
例如：過去七天內，必須臥床的個案未曾起床，則在移動的能力

方面其編碼是“8”。 
 

不要將 ADL 活動上的完全依賴與沒有發生此項活動混淆。例如：個

案接受管灌餵食並且進食中口部也未接觸食物與流質，則進食能力一項需

評估她接受協助的程度。積極參與自己管灌餵食的個案並不算完全依賴，

不應記錄為 4，應根據他接受協助的程度記錄編碼。 
 
 

每一項 ADL 的編碼都是唯一的，並無重複的類別。由自我表現的某

類別轉換成另一類別時，就表示接受的協助有所增、減。因此若選項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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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轉到需監督、再到有限的協助，過去七天中非重力負荷活動之協助必須

由一或二次增加到三次或以上。 
有時在七天中沒有任何一類的協助超過三次或以上，不過不同類型的

協助共出現三次以上。這種情況下，請記錄最低依賴程度的編碼。 
 

 

範例：ADL 自我表現與協助 自我表現 

床上位置移動能力 
個案在床上能自行翻身，但傾向於向左邊側躺。在他臥床時，需要經

常提醒並監督他的翻身。 
 
個案經常能自行翻身。但由於睡覺時床頭抬高 30 度，個案經常會向

床尾滑下去。有三次在個案彎曲膝蓋向上挺時，家人協助他，承受部

分重量協助他往上移。 
 
翻身時個案經常要抓住床欄杆做支撐。他接受他人提供身體上的協

助，將他的腿部放置妥當，而其他人用翻轉床單幫他完成翻身。 
 
個案只能靠著坐在床沿以改變其位置。當他移到床邊時，評估者注意

到他並不穩定。評估者感到個案確實需要有人幫他翻身以改變位置，

而個案並無照顧者，編碼為 0。 

 
轉(移)位的能力 
雖然兩腿膝蓋截肢，個案能自行由床邊桌抽出移動板，以便由床上移

到輪椅上（或由輪椅移至床上）。過去一週中有一次家人須提醒個案

抽出移動板；另有一次是將個案抬起從輪椅上回到床上。 
 
 
個案能自行移動至有把手的椅子，但須經常接受他人輕度的身體上協

助才能安全上下床。個案移動的能力一天中常有變化，有時候不需協

助，而其他時候又需其他人強力的搬動協助。 

 

1 

 

 

3 

 

 

3 

 

 

0 

 

 

 

2 

 

 

 

 

3 

範例 
個案在過去七天中接受一次穿衣的監督，接受兩次無負重的協助（替個案戴

帽子），以及一次負重的協助(如將個案手臂放進袖子裡)。那麼，在穿衣項目

為部份的協助，編碼為 2。理由：過去七天中有三次肢體行動上的協助，兩次

無負重的協助，一次負重的協助，應該使用「部份協助」的編碼，因為具有

三次以上的協助時，已符合最低的依賴協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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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ADL 自我表現與協助 自我表現 

居家的活動能力 
個案可使用助行器做支撐，在公寓中緩慢行動。每 15-20 英尺休息一

下，且她十分小心從未跌倒。 
 
個案能在公寓中自行活動，並參加白天同層樓的社交活動。喜歡跳舞

與瑜珈。因為他怕黑夜，每天他太太至少兩次陪他進入浴室。 
 
穿衣方面的能力 
個案通常自己穿衣。在一次抽搐病發後，那一週有一次他完全依靠女

兒的協助。 
 
一位照顧員每天早上來協助個案穿衣，後來個案感到漸漸有進步（關

節也更靈活）。他只需要每天下午別人幫他解釦子。並將他的手臂放

進袖子裡。 
 
進食能力 
個案每天九點以後起床，習慣不吃早點，早上只吃些水果。他每天自

己到公寓大樓中的大餐廳吃飯。 
 
個案有吞嚥困難與哽咽的記錄，能自行進食，但為了安全起見需要有

配偶在旁監督其進食（有需要時隨時協助）。 
 
個案開始吃飯時有些困難，但在他人拿著他的手指導幾口，然後鼓勵

他繼續，便能自己進食。 
 
個案自己吃早餐與中飯，但隨後便很疲倦，晚餐則完全依賴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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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ADL 自我表現與協助 自我表現 

如廁的能力 
個案只要坐在輪椅上便能自行使用洗手間，晚間使用便盆。 
 
在廁所內個案能自行處理。但為了安全起見，她的先生會在門外等

候並定時查問。 
 
個人衛生 
只要梳洗用具由配偶安排妥當，在接受他人的口頭指導時，個案能

處理每一項個人衛生。 
 
個案用電動刮鬍刀修面、洗手、洗臉、刷牙、梳頭。因為失明，她

的太太會在身邊傳遞梳洗工具，並在事後放回原處。 
 
個案能執行所有的個人衛生項目，除了剃鬍子之外。由於視力不良，

每週由太太替她刮去厚重的鬍鬚。 

 

 

0 

 

1 

 

 

 

 

1 

 

 

1 

 

 

3 

 
 

3. 洗澡能力 
 

洗澡是 ADL 活動中唯一不適用於 H4 項目中 ADL 自我表現編碼的項目。

在評估該項時使用特定的編碼，將在下文中說明。其他 ADL 項目使用的一般

頻率不適用於洗澡。假設一週內洗澡次數為一至二次，若依其他 ADL 項目編

碼的標準，容許有一至二次的例外，則這時所有個案在洗澡的自我表現上皆被

歸類為“獨立” ，這是不正確的分類。 
 

目的：記錄個案在洗澡方面自我執行的情況，包括個案如何進出浴缸或淋

浴。 
 
定義：洗澡 － 個案如何進行身體清洗、淋浴或用海綿洗澡，包括進出浴

缸或淋浴，不過，並不包括個案只有清洗背部與洗頭。 
 
編碼：洗澡自我表現編碼 － 依據下列編碼記錄個案在洗澡方面自我表現

的能力。在編碼時，採用個案在洗澡中須接受的最大協助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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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完全獨立：自己處理 

1. 需監督：只需他人在旁觀護 

2. 只需要在轉(移)位方面接受協助 

3. 洗澡時的一部份活動需要接受協助 

4. 完全依賴 

8. 沒有此項活動發生 

 

範例：ADL 自我表現與協助 自我表現 

洗澡能力 
個案接受口頭提示與鼓勵每週淋浴兩次。只要其女兒協助他進入浴

室，他能自我洗澡，而女兒則定期觀察其狀況。 
 
週一，由一位子女協助個案進入浴缸清洗腿部。週四，個案在他人

協助下進入浴缸自行清洗。 
 
洗澡時，個案接受配偶簡單的指示進入浴缸，但由於情緒不穩，其

他的洗澡工作則完全接受協助。理由是：洗澡狀況的編碼視個案接

獲之最大協助量。 

 
 
1 
 
 
3 
 
 
4 

 
 

4. 基本活動的方式 
目的：記錄個案活動時所使用的工具、裝置或個人化協助。 

 
定義：電動椅--由個案控制的摩托輪椅或座車。本類別中不包括電動輪椅，

電動輪椅的編碼為 4。 
 
編碼：指出室內(A)，室外(B)最常用的裝置與工具 

範例 
 

個案用助行器在家中走動。當她到後院時便不使用助行器，將它放在廊

架上或草坪的桌椅上。 
編碼 

    a. 室內 ﹦ ２ 

        b. 戶外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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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下樓梯 
過程：瞭解個案是否可以不須他人協助自行上下樓梯（不包括扶梯），如

果無須上下樓梯，則以詢問方式來評估能力。 
 
編碼：0.－上下樓梯都不需協助【注意：可使用扶梯】。 
 

• 至少在某種情況下，老人家需要上下階梯。 
• 階梯包括單階或多階之樓梯。家中高出的門檻或高起的平面，

只要高出七吋便可視為階梯。 
• 如果在上下樓梯需要肢體方面的協助，編碼便不能為 0。 

 
1.－上下樓梯都需協助：包括平衡與抬高身體重量的協助。 

 
2.－不需上下樓梯，但上下樓梯時可不用協助：老人家沒有上下樓梯

的理由很多，可能是沒有機會（老人家住在沒有樓梯的公寓

中）。這種情況下，詢問老人家能否上下樓梯，最近類似的活

動可作為良好的指標（例如上週做了而本週沒有，或個案在公

寓中到處走動但都使用電梯）。如果樓梯就在附近，你也可以

用作測試，但必需老人家願意，同時有適當資源在老人家失去

平衡時可把他扶著。 
 

3.－不需要上下樓梯，但上下樓梯需要協助：坐輪椅的老人家，需別

人幫助移動，或者多年未爬樓梯的人，都有評估上的困難，應採

用編碼 3。這種編碼需是個案確定他在協助下可以做得到。 
 

4.－不需要上下樓梯，沒有能力上下樓梯：重點放在老人家雖能行

動，但因恐懼、動機等問題或了解老人對上下樓梯所產生的不確

定感的狀況上。提示：如果老人家總是拒絕上下樓梯，則編碼為

3。 
 

8.－不知道：不需要上下樓梯，也無法評估其能力。 

 

6.活力狀況 
目的：日常生活中適當的體能活動，可保持老人家各方面的活力。低於一

定程度的活動，可能會促使功能衰退。如果老人家在居家 IADL（如

輕度的家事）或部份體能活動（娛樂、買東西）上從不參與或每週少

於 2 小時時，便應在言談中觸及這個問題。 
有必要了解老人家是否有動機，老人家需要什麼？需要克服哪些障

礙？或是否需要健康教育？ 
許多老人家對維持健康很有興趣，他們通常知道生活方式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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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但他們經常需要說明維持健康的具體訊息及生活型態有多重

要。例如：老人家可能了解散步與飲食的問題，但許多人卻不願意採

取正確的行為。 
 

a.出門 
定義：走出房子或建築物，指的是走出戶外，這包括站在室外的門廊上及

每天外出。 
 
過程：本項目評估的基本條件為最近七天天氣允許個案離開房子或建築物

時的狀況。例如：這七天中如果下雪或熱帶暴雨來襲，在詢問這些問

題時應以上個月其他日子中的七天為基礎。主要區別在於一週一天與

2-6 天之間。 
 

b.體能活動的時數 

過程：詢問個案與家人參與體能活動的情況（例如：ADL、上週運動）。

如果等於或高於２小時，編碼便是 0，少於兩小時編碼為 1。 
 

7.活動功能的潛質 
目的：描述個案所具有更大的自立能力與參與自我照顧活動的潛力，重要

的是瞭解個案與照顧人員的信念，並評估由目前疾病或狀況復原的潛

力。 
 
過程：評估個案認為自己更有能力的指標。詢問衛生專業人員所告訴個案

與家人的話，他們的說法合理嗎？個案的描述清楚而確定嗎？如果考

慮到情緒與動機性問題，個案能更有能力嗎？與照顧人員討論他們對

個案能力的看法如何？這些與個案的觀點以及你的觀察是否不同；評

估最近功能是否改變，還是有其他的現象？個案由目前疾病或狀況復

原的可能性如何？ 
編碼：選擇適當的編碼。 

範例 
 
個案有失智症，短期及長期記憶已喪失多年。她向評估者說：

「如果讓我做，我一切都可以自己來」。而其女兒則表示她必

須為自己母親處理所有的看護活動。 
編碼    a﹦  

        b，c，d 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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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Ｉ項 

過去 7 天的失禁情形 
 

1.膀胱失禁情形 

目的：瞭解並記錄個案過去 7 天內膀胱失禁的情形 

 
定義：膀胱失禁 －指膀胱排尿功能的控制。本項目描述如廁訓練、控制訓

練計畫或有裝置下膀胱失禁的情形。並不考慮個案自身如廁的能力，

如個案如廁時家人給予進一步協助，但個案仍然失禁，或許是因為家

人協助的結果。 
 

過程：與個案討論排尿模式。確定您們談論時都在私下進行。膀胱失禁是

一項敏感的話題，特別是個案在努力維持膀胱的控制上有困難時，控

制有困難的人會因為尷尬或恐懼而試圖隱藏。有些人也會因為誤以為

失禁是老化的自然現象，無法做任何改變而隱瞞不報。雖然這是失禁

個案常見反應，若衛生專業人員能以細心直率及關切的態度詢問這類

問題時，老人家會大感放心。 
 

•與十分了解個案的人談，確實瞭解失禁的模式。 
•記住需考慮過去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控制模式(包括週末)。 

 
定義：使用五分法編碼描述失禁情形。注意每一類別中膀胱與排便失禁有

不同的頻率，因為排尿次數會超過排便。 

編碼： 0. 無失禁：完全能控制（包括由照顧人員所獲得的控制如：習慣養

成、提醒） 

1. 裝置導尿管時能控制：使用任何形式的導尿管能夠控制而不漏出

尿液。 

2. 通常無失禁：一週內失禁一次或少於一次。 

3. 有時失禁：一週有兩次或以上的失禁，但非每天。 

4. 經常失禁：似乎每天都有失禁狀況，但確實也有能控制之時，如

白天。 

5. 失禁：無法控制，每天有多次失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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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發生此項行為：不經過膀胱排尿。 

選擇一個答案代表個案過去 7 天中膀胱的控制程度。 

記錄實際的膀胱控制模式：例如：在 7 天的評估期間個案弄溼與保

持乾燥的頻率。不要記錄個案在最佳情況下所可能獲得的控制。 

對於膀胱失禁編碼 4 與 5 之間的區別是由膀胱所具備的控制力來決

定     是(4)      否(5)。 

 
 
2.控制膀胱的辦法 

定義：使用尿片或男性用尿套 － 任何型態可吸收、可丟棄、可重複使用

的內衣或物件，無論個案是否穿著或放在床邊、椅子上以防尿失禁。

但不包括個案從未或很少失禁下例行使用的尿片。 
 

使用內置式導尿管 － 在裝設膀胱內的導尿管，可以使尿液不停的流

出。包括插入式導尿管或膀胱穿刺導尿。 
 

編碼：檢查過去 7 天中所有使用的裝置以選擇最適合的編碼。 

 

3.大便失禁的情形 

目的：瞭解並記錄過去 7 天中個案的排便控制情形。 

定義：排便控制 －指排便活動的控制。本項目描述即使在定時如廁計畫、

膀胱失禁情形記錄編碼範例 
 廖先生每餐飯後，上床前，夜間一次都有人帶他上廁所，他從未將

自己弄溼過。膀胱失禁情形編碼：0 

 陳先生在 7 天評估期間內裝有導尿管，從未弄溼過。膀胱失禁情形

編碼：1 
 雖然通常能控制排尿，但有時（大約每兩週一次）張太太在接受每

日排尿藥丸後，無法及時趕到廁所小便。膀胱失禁情形編碼：2 

 林太太尿失禁情形每天少於一次，特別是在疲勞時。膀胱失禁情形

編碼：3 
 劉太太是老人癡呆症末期，非常脆弱，四肢硬繃疼痛。她在特製的

水床床墊上，每小時必須被翻身與調整姿勢。她不上廁所而且完全

尿失禁。膀胱控制編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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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訓練或有裝置下個案的排便模式。與個案自身如廁能力無關。例

如：個案可能在如廁時得到家人進一步的協助，但仍有失禁的發生。  
 
編碼：0. 無失禁：完全能控制（包括由通便、習慣養成、提醒等照顧下所

獲得的控制力）。 
1. 裝置造口時能控制：當使用造廔口時可以控制。 

2. 通常無失禁：每週大便失禁少於一次。 

3. 有時失禁：每週有一次大便失禁。 

4. 經常失禁：每週有 2-3 次大便失禁。 

5. 失禁：大便完全無法控制（或幾乎失控）。 

8. 未發生此項行為 

 
 
 
 

第Ｊ項 

疾病診斷 
 

1. 疾病種類 
 

目的：記錄與個案目前的 ADL 狀態、認知狀態、情緒或行為狀態、醫療、

護理監督或死亡危險有關係的疾病與感染現象。過去９０天中住院的

理由也應記錄，通常有些狀況會導致現有的照護計畫，但不要將已經

解決或不再影響個案功能或照護計畫的狀況列入。 
 

定義： 

 
心臟、循環系統疾病 

腦血管意外（中風）：腦部血管病變，原因可能是顱內出血，大腦栓

塞、梗塞。 
 

鬱血性心臟衰竭：心臟病常有水分滯留，導致水腫、呼吸困難、意識

不清的症候。 
 

冠狀動脈疾病：一條或多條冠狀動脈因血栓或血管抽搐導致的窄化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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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高血壓：持續過高的動脈血壓。 

 
心律不整：任何不正常的心臟跳動。例如：心房顫動是因心房快速不

規律收縮，造成不規律之脈搏。 
 

周邊末稍心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原因可能是靜脈或動脈血管。 

 
神經系統疾病 

阿茲海默氏症以外之老年失智症：包括器質性腦部症狀、慢性腦部症

狀、衰老、老年癡呆、多發性血管梗塞癡呆以及其他神經疾病引起之

癡呆狀況。 
 

腦部創傷：頭部創傷或傷口，經常是因車禍或其他意外所引起。可能

造成語言失能、抽搐、遺忘、功能性失能以及行為改變。 
 
多發性硬化症：中樞神經系統發炎性疾病，淋巴球特別是Ｔ細胞與巨

噬細胞浸潤，損害神經的髓燐脂鞘。 
 

帕金森氏病：顫抖、肌肉緊繃、不正常移動與吞嚥困難等神經性狀態。 

 
肌肉及骨骼系統疾病 

關節炎：包括關節退化疾病、關節炎、風溼性關節炎。 

 
髖關節骨折：包括與現況有關任何時期的髖骨骨折。髖部骨折也包括

大腿頸骨折，轉動關節骨折。 
 

其他骨折（如手腕、脊椎）：任何情況下的非髖部骨折如跌倒、癌症

引起的骨骼脆弱。 
 

骨質疏鬆症：骨質減少，骨折危險性增高。 

 
感官 

白內障：一隻眼或雙眼水晶體出現不透明現象而造成的視力減退。 

 
青光眼：由逐漸增加的眼壓所形成的眼部疾病，可能導致視覺神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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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復原的損害。 
 

精神或情緒性疾病 

任何精神病診斷：沮喪、焦慮、精神分裂症、被害型妄想症。 

 
感染症 

愛滋病（HIV）感染：僅在具有足夠文件支持下或個案告訴你其 HIV
血液測試呈陽性反應時，或該個案曾經診斷有 AIDS 時才做此項目的

記錄。 
 

肺炎：肺部急性感染、炎性反應。 

 
結核病：僅在個案為活動性結核病、或ＰＰＤ測試發現出現陽性反應

且正接受藥物治療時才做此項目的記錄，不包括以前曾患過結核病的

人。 
尿道感染：包括過去 30 天內的急、慢性症狀的感染。僅在家人陳述有

文件記錄，且個案正接受泌尿道感染治療時才做此項記錄。 
 

其他疾病 

癌症（過去五年內）：不包括皮膚癌。 

 
糖尿病：具有持續口渴與頻尿現象的任何一種新陳代謝性失常。 

 
肺氣腫、慢性阻塞性肺病、氣喘：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限制性

肺病如肺石綿症、慢性支氣管炎。 
 

腎衰竭：導致腎排泄及調節功能失常的臨床狀況。 

 
甲狀腺疾病：包括甲狀腺機能亢進、甲狀腺機能低下以及甲狀腺結節

三種狀態。 
 

過程：如果個案最近去過急性醫院或復健醫院，出院病歷表經常會列出住

院期間最新的診斷。如果診斷仍為持續的，便應記錄在 MDS-HC 表

格中。同時若個案或家人有可靠的臨床上陳述亦可採信。 
 
編碼：不需記錄已經解決、不再影響個案功能的狀況或照護計畫，以及未

曾監督的的任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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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沒有此疾病 
1. 有此疾病－未有醫療專業人員或居家護理師的照護或治療。 
2. 有此疾病－有醫療專業人員或居家護理師的照護或治療。 
 
 

2.其他近期或更詳細的診斷以及 ICD-9-CM 編碼 
目的：輸入其他會影響個案的狀況、需要治療或症狀處理的疾病。也記錄

J1 所列的一般性疾病中更特定的診斷。 
 
編碼：除了列出一系列疾病外，也在線的右邊格子中輸入 ICD-9-CM 代碼。 

 
 
 

第Ｋ項 

健康狀況和預防保健處理 
 
1.預防保健 

目的：本項協助居家照護人員判斷那些是個案在健康諮詢與預防照顧上欠

缺的部份。 
 
過程：這些篩檢活動將納入最初的 MDS-HC 評估之中，詢問老人家在過去

兩年中是否接受需要的健康檢查或曾與醫療專業人員討論預防保健

的方法，也可詢問家人的意見。 
 
定義：預防保健方法包括預防注射與篩檢未發現的健康問題。預防注射是

預防疾病，篩檢是發現早期可治療的疾病。 
 
編碼：選擇出適當的編碼。 

 

2.出現兩天或以上的問題 
目的：記錄影響或可能影響個案健康或功能的再發性問題或症狀，並找出

疾病、意外及造成功能性衰退的危險因素。 
 
定義：腹瀉 － 任何原因引起的經常性水瀉(如飲食、病毒或細菌感染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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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小便困難或晚上超過 3 次或以上的小便。 
 

發燒 － 記錄中如果有一次以上體溫超過華氏 100 度（攝氏 38 度），

對老年人可能是很嚴重的。（提示：許多虛弱的老人通常體溫比基本

溫度(華氏 96 度~98 度)較低，高過基本溫度華氏 2.4 度以上便可視為

發燒）。 
 

胃口不佳 － 記錄對食物、飲食失去興趣，傾向於越吃越少。 
 

嘔吐 － 由口中用力吐出胃中的東西。 
 

編碼：評估過去七天中出現過兩次或以上的所有狀況。如果沒有狀況，則

在“以上均無”上打勾。 

 

3.前一週出現的問題 
目的： 瞭解影響或可能影響個案健康或功能的特別問題與症狀，並找出疾

病、意外與功能性減退的危險因子。 
 

身體的健康 

 
痰的改變：來自肺部、支氣管、氣管的大量黏液分泌物，由口中或氣

管造口噴出。 
 

胸痛或有壓迫感：胸部任何型態的疼痛，如灼熱感、壓迫感、刺痛，

無法說出的不適等，發生在用力或休息時。 
 

過去三天有二天便秘：三天排便兩次以下或在兩次排便時有超過一次

發生困難現象。 
 

頭昏或頭重腳輕之感：站不穩、旋轉的感覺，感到周遭環境天旋地轉。 

 
水腫：組織內積存過多的水份，包括局部性或全身性。亦包括各種型

態的水腫（如引力性、肺因性或凹陷性）。 
呼吸短促：休息時、活動時、焦慮時或對疾病反應時，發生呼吸困難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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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健康 

妄想：即使有明顯的證明，個案仍然堅信他人無法認同的事（如相信

自己已處於疾病末期、相信配偶不忠、相信食物被下毒）。 
 

幻覺：即使沒有任何刺激仍會產生幻覺。幻覺可能是聽覺上的（聽見

聲音）、視覺上的（看見人或動物）、觸覺上的（感到有蟲爬上自己

的身體）、嗅覺上的（聞到有毒的味道）或味覺上的（產生特別的味

道）。 
 

編碼：詢問個案，個案或許不會向他人提到該些症狀，可詢問家人、參考

可獲得的臨床記錄。 
 
 

4.疼痛情況 
目的：記錄疼痛徵兆與症狀的頻率與強度。為擬定照護計畫，本項目可作

為辨別痛苦的指標，並追蹤個案對疼痛之處理的反應。 
 
定義：經常抱怨或表示疼痛、顯示痛苦(過去七天中)。個案說出或由觀察得

知的痛苦。可觀察痛苦的症狀如按住疼痛的地方、避免觸摸痛點、痛

苦的表情、失眠、煩躁不安、厭食等。 
 

異常劇烈的疼痛：個案說出或由觀察所得之痛苦，似乎與原先病因並

不符合。這表示該個案陳述了超過一般經驗中的痛苦感以及不舒適，

例如：個案跌倒使手臂、腳部有瘀傷，並在跌倒後立刻由醫師檢查，

醫師認為並非骨折，並約定下週複診。一週後個案仍然表示臀部與手

臂有中度或嚴重的不舒適，則編碼應為１。 
 

疼痛的性質：個案表示過去七天中某一部位或許多部位有疼痛感。例

如：個案指出在受傷後不久，右手拇指與食指疼痛，則編碼應為 1－

局部單一處；如果個案指出臀部、背部以及兩個手臂，則編碼為 2－

多處疼痛。 
 

疼痛藥物之控制：個案表示藥物能將疼痛降低至可忍受的程度。 

 
 
過程：詢問個案過去七天中是否感到疼痛？並請個案說明疼痛的狀況。如

果個案表示有疼痛的感覺，應相信個案的描述，因為疼痛是主觀的經

驗。也應觀察個案並找出痛苦的指標，包括：呻吟、哭泣以及其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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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疼痛的聲音、抽搐或皺眉等其他面部表情、或身體姿勢如按著身體

某一部份或躺下不敢移動、或減少日常的活動。 
 

對某些個案而言很難表達痛苦，例如：痴呆的個案無法說出痛

苦的感受，痛苦的症狀可能是特殊的行為，例如：請求協助、痛苦的

面部表情、拒絕進食、對企圖移動或觸及其身體則極為抗拒。雖然這

些指標並不是痛苦的唯一指標，也可能是其他問題的指標。如果您的

臨床判斷認為該行為可能是因為痛苦所引起的，則以徵狀發生的頻率

編碼。 
 

向家人或家中照顧個案的人詢問過去一週中個案是否提及身體

上的痛苦或有痛苦的指標。 

 

5.跌倒的頻率 
目的： 辨別個案未來跌倒或受傷的危險，跌倒是老人病變或死亡常見的原

因。曾經跌倒或幾乎跌倒的個案，在未來極有可能會再跌倒，跌倒

中百分之六~十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大腿骨輪部之骨折幾乎佔重傷

的一半。 
 

6.跌倒的危險傾向 

定義：步態不穩－不穩定的步伐使個案有跌倒的危險，不穩的步伐有好幾

種型態。個案可能出現不平衡或走路時擺動，其他的步態可能是因不

協調或突發的活動引起。而不穩的步伐也包括快速大步粗心的動作、

異常緩慢但小搖擺步態、跛足遲疑的步伐等等。 
 

因怕跌倒而限制自已外出 － 為了避免跌倒而禁止走到戶外的任何

行為（包括個案自行決定或其他人的影響）。例如為了不讓老人到老

範例 
 

唐先生的認知完整，他很活躍並參加自我照顧的社交休閒活動。過

去一週他心情很好積極參加活動，晚間他太太看他時，他似乎也睡

著了，但您問他感覺如何時，他表示每晚都感到腿部抽筋，他只能

休息，起床時則感到疲倦。編碼為 4a=2。 

 
編碼的理由：雖然唐先生在別人看來很健康，但他本人表示有很大

的痛苦。這項痛苦篩選項目的最佳臨床判斷是記錄能反應唐先生所

告訴你的內容的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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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心、照顧者將某些會提醒個案到戶外的東西收起來（如大衣）、

或把門鎖起來。 

 

7.生活型態（喝酒、吸菸） 

目的：評估個案吸菸、喝酒的頻率與結果。 

 
定義：過去 90 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 天），個案或個案生活周

圍的人對其所喝的酒量表示關心，這類關心可能有很多動機。例如：

個案可能因為發現朋友最近因肝病過世而擔心自己的飲酒量，或個案

的兒子在母親跌倒後，特別關心她喝得太多。 
 

過去 90 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 天），個案或其照顧者表

示個案需要靠喝酒以維持活力、或曾因喝酒而產生問題，例如：個案

家人與朋友因為其喝酒時的行為而避不見面、酒後開車駕照遭沒收

等。 
 

記錄個案過去七天內飲酒一杯或以上的天數：一杯酒是指 0.5 盎斯

（15ml）的酒精飲料。 
 
記錄通常一天的飲酒量：一次﹦0.5 盎司（15ml）或純酒精，亦等於

12 盎斯（350 ml）啤酒、5 盎斯（140 ml）佐餐酒、1.5 盎斯（45 ml）
烈酒。 
 
每日吸菸或嚼煙草：包括雪茄、香煙或任何吸入或嚼食的其他煙草。 

 
過程： 直接詢問個案，這些問題可能對個案很敏感或對評估者產生情緒影

響，所以必須先了解這些感受。由詢問個案對酒精、香煙的使用開

始，以不帶任何批評的語句「你抽煙嗎？」或「你喝酒嗎？」並詢

問頻率這可能會讓個案感覺像被批判或他們做錯事。應溫和的說：

「就像其他問題一樣，我是想要多了解你一點，這並不表示你做得

不對。」”與照顧者討論個案的飲酒、抽煙狀況，但不應在個案面

前進行。 
 
編碼：項目 a,b, e 

0﹦否 
1﹦是 
項目 c,d  記錄天數與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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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健康狀況指標 
定義：個案自覺健康狀況不佳：個案感到健康狀況不佳，只要個案如說是，

編碼應為“是”。 
 

健康狀況不穩定或退化：記下個案健康狀況的變化，例如：個案對痛

苦強度及止痛藥物有不同的反應。過去七天感覺「好日子」裏，她會

參與 ADL(日常生活活動)，心情好並享受休閒活動；在感覺「不好的

日子」裏，她依靠別人的照顧，易怒哭鬧等等。這一類反應出對各種

狀況的治療很難得到一個平衡。 
疾病預後剩不到 6 個月的生命：在醫師的最佳臨床判斷下，個案或

家人被告知個案已是疾病末期，大約只有半年或更短的生命期。這項

判斷應有完整記錄的診斷、與臨床治療過程。 
 

過程：詢問個案及其家人。除非個案十分虛弱或亟需依賴他人，否則不要

問及個案預後的問題。 
 

9.其他身體狀況指標 

目的：老人虐待有許多種型態，由不易發現到明顯表現。最明顯的情況是

必須立即改善。本項指標即包括這類的社會問題。 
 
定義：害怕某個家庭成員或照顧者 － 個案言語或行為上顯示懼怕家人或

照顧者。懼怕可用各種態度表達，個案可能會敘述她害怕照顧者、或

當照顧者出現時呈現退縮。而懼怕的型式可分為身體的、情緒虐待或

不良對待。 
 

異常的衛生狀況－ 觀察到個案有極不衛生的狀況，已超過一般社會

上可接受的程度。不良衛生使個案的皮膚或其他健康、心理都有危險。 
 

不明原因的創傷、骨折或燒燙傷 － 受傷或意外的情況與臨床狀況不

符，或在該情況下超出合理可能性。 
 

被怠忽、虐待或不良對待 － 個案受到嚴重或具生命威脅的情況時，

並未得到適當的處理。這些情況可能導致個案死亡或影響其心理及身

體健康。 
 

身體受限制 － 例如肢體受約束、使用床欄、被綁在床上或椅子上。

記錄時並不用考慮受限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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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在個案沒有壓力情況下私下詢問個案，應避開家人、朋友或照顧者。

在個案與其他人互動時仔細觀察，考慮互動的品質，並參考個案的狀

況。 
 
 
 
 

第 L 項 

營養及水份攝取情況 
 

1.體重改變 

目的：測量非刻意的情況下，體重下降情形，可能是一個潛在性的嚴重醫

療問題，或由於身體因素、認知因素或社會因素而導致的營養攝取不

良。 
 
定義：體重減輕的比例 ( 例如：過去的 30 天內體重減輕 5%或以上、或過

去的 180 天內體重減輕 10%或更多) 
 
過程：詢問個案或其家人過去 30 天到 180 天內體重改變的情形。 

測量－如果能夠獲得實際的體重記錄，則可採用，如果無法得知時，

可從個案與照護者裏主觀地獲知。辨別過去 6 個月前的特定時間(如
和去年新年時相比)，會幫助顯現出此可比較點的狀況，下面的問話

可以幫助回答者回答，如「你認為你體重下降了多少？」你也可以這

樣問「你體重已經減輕了嗎？」 「你是否感覺變瘦或感覺虛弱呢？」

或「你的衣服看起來非常鬆，6 個月之前你的體重是不是比較重？」

這類問題可以誘導個案說出有效的資訊。 

2.進食 

目的：不管吃多少，一天只吃一餐或以下，很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營養。 
訪問進食狀況時，先詢問一天吃幾次，如果個案每天吃三餐（不管是 
 
冷的亦或是熱的），則能量的攝取可能是足夠的。如果個案每天只吃

一餐或以下，這些餐點所提供的能量及營養必須好好設計才能提供足

夠的需求。一天用餐的次數減少，表示其胃口不佳、情緒疲癆、藥物

副作用、酗酒或其他的問題。 
 
定義：過去 3 天內，食物及水份的攝取有明顯的減少：明顯的降低食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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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份是與基礎消耗作比較。應考慮 24 小時期間整體的進食量，不應

只考慮進食時間，因為個案可能會減少三餐但增加點心的攝取。 
 
過程：詢問個案過去幾天內進食多少餐。開始你可這樣問「今天你已經吃過

幾餐了？」然後「昨天你吃幾餐？」等等，為了喚起記憶可詢問最近

餐點的內容或早餐、中餐、晚餐的內容等？如果沒有進食(在過去 3
天內至少有 2 天或以上)則記錄為「一天的進食只有一餐以下」。本

項記錄並不考慮問題的來源，雖然此可能提供處理營養問題之策略。 
 
 
 
 
 

 
 
 
 
 
 
 

 
3.營養治療 

目的： 瞭解個案接受的任何營養治療，以及獲得這些治療所需要的支持。 

 
定義：a.靜脈注射－補充水份（不包括全靜脈營養 TPN）。液體的補充可經

由靜脈注射（不單單只是藥物）。 
 

b.進食液體、水份－有計劃地控制液體、水份攝取（例如：在兩餐之

間增加液體、水份的攝取） 
 
c.靜脈營養輸注（TPN 或脂肪）－可由中央靜脈或周邊血管輸入全

靜脈高營養。 
 
d.管灌餵食－ 管灌餵食可由自己或他人實施，僅考慮所有的管灌餵

食，不管插入的地方。 
 

過程：檢查個案處方與實施的營養治療，從照護者及記錄以確認是否正確

遵循。 

範例 
 

老年人對於食物並不在乎。她的孫子住在她的樓上，然而為了讀書離

家。因此她沒有任何人為她煮飯，且她自己也沒下廚。  
  編碼 2a=1。 
 
老年人早晨感覺有點噁心，整天都很衰弱。她在吃藥時配合少許的優

酪乳，而離就寢的中間，只吃了少許的土司麵包。 
  編碼 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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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記錄過去一星期內個案接受正式照顧的天數，正式照顧是指受過訓

練的健康照顧者對於個案所提供的服務。例如：護士在個案家中更換

TPN 設備。 
 
 

第Ｍ項 

牙齒狀況（口腔衛生） 
 

1.口腔及牙齒狀況 
目的：記錄過去七天中出現的任何口腔問題。 

 
定義：a. 咀嚼有問題 －不論任何原因，無法輕鬆、無痛苦、無困難的咀嚼

（例如：裝了不合適的假牙，或咀嚼神經異常，或患有顳下關節

疼痛或牙痛）。 
 

b. 吞嚥有問題 －吞嚥困難。當經由嘴部嚼食或喝東西時，經常發生

哽咽及咳嗽。食物長時間留在口腔裡面沒有吞下，或過度的流口

水。 
 
c. 用餐時口腔很乾燥 －個案主訴口乾，或觀察到個案很難在口腔內

移動食物。口腔乾燥情形亦可觀察到，如個案說話困難、舌頭黏

在口腔上方等情形。 
 

d. 刷牙（或假牙）有問題：因為長時間忍耐、缺乏動機、細部動作

不佳等問題，造成刷牙困難。 
 

過程：向個案詢問是否有這方面的困難，如有可能，在進食時觀察個案。

檢查口腔內是否有異常狀況而造成咀嚼或吞嚥問題或嘴巴疼痛。 
 
編碼：選擇所有適用的編碼。如果不適用，則在“以上均無”欄位打勾。 

 
 
 

第Ｎ項 



 
- 63 - 

皮膚狀況 
 
辨別個案的皮膚狀況，找出潰瘍的狀況與程度，並記錄其他的皮膚狀況。除此

之外，記錄任何可能出現的足部問題。 
 

1. 皮膚問題 

目的：記錄過去 30 天內皮膚上的任何問題或改變。例如：燒傷、瘀血、紅

疹、搔癢、體蝨等。 
 

2.潰瘍（壓力/循環滯積問題引起） 
目的：記錄過去七天內，身體任何一部份因壓力或循環滯積問題引起的潰

瘍。 
 
定義： 階段 0：沒有潰瘍。 

 
階段一：皮膚持久性泛紅（皮膚沒有破損），不會因壓力減少而

消失。 
 

階段二：部份皮膚表層變薄，臨床上呈現磨損，水泡，淺坑。 

 
階段三：整層皮膚消失，露出皮下組織。 

 
階段四：出現深度坑洞但未影響周圍的組織，或整層皮膚及皮下

組織損傷，露出肌肉或骨頭。 
 
壓瘡：任何因壓力而以致皮下層受損的潰瘍。其他同類名詞包括

褥瘡。 
 
滯積性潰瘍：開放性傷口，一般在下肢，因長期靜脈循環不良，

造成血流降低，也稱為靜脈潰爛或與周邊血管疾病相關之潰瘍。 
 

過程：與個案及其家人討論是否有潰瘍，詢問是否檢查過個案的潰瘍狀況，

為了判定目前潰瘍的程度，評估者或許需觀察潰瘍部位。 
 

以訪客身分檢查個案全身皮膚可能有困難。不過，某些區域較容易產生

壓力性潰瘍或其他皮膚或足部問題。對於認知無問題的人，可以不必進行

皮膚檢查便能獲得相關資訊，對於能走動但認知失能的人，可詢問個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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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皮膚性問題。而對於坐輪椅與臥床的人，則有必要檢查某些部位如下

肢、臀部、背部、足跟等皮膚狀況。 
 
可藉由觀察個案走路狀態（跛行或痛苦的走路）來評估足部問題，向主

要照顧者取得資料也很重要。特別是照顧個案個人衛生、穿衣、洗澡的人。 
 

 
評估為第一階段潰瘍時需要特別注意深色肌膚的個案，審視皮膚黑色澤

的變化。辨別黑膚色的第一階段潰爛，需注意(1)在高危險部位中組織觸覺

的感受；(2) 高危險部位上的任何表面變化，例如橘子皮樣變化；(3)漸進性

的紫色變化；(4)特別乾燥，痂皮部位有組織破裂現象。 
 

3.其他需要治療的皮膚問題 

目的：記錄潰瘍以外其他更嚴重的皮膚問題與狀況。 

 
定義：燒傷（第二至三度）：包括治療中任何原因造成的燒傷，這類通常

不包括第一度燒傷（指皮膚顏色改變而已）。 
 

開放性傷口---除潰瘍，紅疹，刀傷以外的傷口（例如：癌症傷口）：

非外在傷害所造成深入皮下組織的任何傷口。 
 

皮膚撕裂或刀傷：皮膚上任何深入皮下組織的傷口，例如：皮膚撕裂

傷等。 
 
手術傷口：包括癒合中或未癒合，開放性或封閉性傷口，胸部、腹部、

四肢或身體其他部位的皮膚移植與引流。這類情形不包括已癒合的手

術部位或造廔口。 
 

範例 
 

個案上半身最近感到發癢、紅腫，則編碼為 1“有皮膚問題”。 

 
一位重度失能的病人與虛弱但神智清醒的太太同住，個案告訴評估者

自己沒有皮膚問題。但兩腿都穿著褲子，他太太表示先生有滯積性潰

瘍。她為先生穿褲子時，有一條腿呈現紅腫，另一條腿有小坑洞般的

潰瘍，記錄編碼應為“３”。2b 項滯積性潰瘍填寫最高階段的潰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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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詢問並為個案檢查任何部位是否有皮膚問題。 

 
編碼：選擇所有適用的項目。如過去七天中並無這類問題，則在“以上均無”

上打勾。 
 

4.潰瘍已復原後的病史 

目的：判定個案是否有已經癒合的潰瘍。辨別這種狀況十分重要，因為這

是日後發生潰瘍的危險因素。 
 

5.傷口/潰瘍的處理 
目的：記錄過去七天中，個案所接受的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的皮膚治療。 

 
定義：內服或外用的抗生素－包括治療皮膚的藥膏或口服藥，如抗黴菌治

療。 
 

包紮敷料－包括紗布乾敷、利用生理食鹽水或其他溶劑溼敷、以及各

種敷料。 
 

減輕壓力裝置 

 
•椅子－包括凝膠、空氣或其他放在椅子上或輪椅上的墊子，但

不包括蛋型坐墊。 
 
•床鋪－包括充入液體、低度放氣治療床、浮動或空氣床墊、或

放在床上的墊子，不包括蛋型床墊。 
 

營養或水份補充：瞭解個案接受的治療性飲食以達到預防或治療皮膚

狀況，如：無麥食品可預防敏感性皮膚炎，高卡路里飲食可協助預防

皮膚龜裂，高蛋白食物可協助傷口癒合。 
 

翻身移位：包括改變個案姿勢與身體翻動的持續性計畫。 

 
清除壞死組織：以人工或化學方式移除傷口內外污染或壞死之組織。 

 
手術傷口處理：包括任何治療或保護手術傷口的處理。包括局部清

洗、傷口沖洗、使用抗微生物藥膏、各種包紮、拆線、溫泡或熱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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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檢視個案記錄，並詢問個案與助理護士。 

編碼：記錄上週接受正規處理的天數。 

 

6.足部問題 

目的：記錄上週七天內出現的足部問題。 

 
定義：雞眼、繭、足型問題、感染、黴菌；足型問題包括釜狀指、無腳指

甲、大指內側發炎等。 
 

足部開放性傷口：包括割傷、潰瘍與裂縫。 

 
在過去 90 天內，自己或他人沒有檢查過足部：應由家人，衛生專家

或個案檢查足部。 
 

過程：詢問個案，可藉由觀察個案行動來評估足部的問題（例如：跛行、

痛苦的步伐）。向主要照顧者收集資料也很重要，特別是協助個案進

行個人衛生、穿衣與洗澡的人。 
 

 

第Ｏ項 

環境評估 
 

1.居家環境 

定義：a. 夜間照明設備：此類環境問題包括昏暗的夜間光線。夜間昏暗的

光線包括家中重要地區過於黑暗（進門需要插入鑰匙或越過門檻

的地方、進入房子的地方、內外樓梯、電話周圍、洗手間或廚房

等地方過於黑暗）。 
b. 地板及地毯：此類環境問題會造成行動上的困難，特別是對於

需要助行設備的人。包括：房間中的階梯與高出的地面、不平或

有洞的地板、地毯破洞會勾住腳部、拐杖與助走杖，以及地毯沒

有鋪平或未固定好。其他會妨礙輪椅的危險性還包括高門檻，狹

窄的門或走道。 
c. 浴室與洗手間：包括浴缸太滑、浴缸沒有扶手、廁所或淋浴時

沒有扶手、臉盆或其他裝置沒有裝穩或無法使用，特別骯髒的浴

室，漏水或排水系統不良；破裂或有潛在危險性的玻璃、暴露在

外的電線或接近面盆或浴缸的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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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廚房：除應歸於前述代碼的光線問題外，包括爐子不安全（接

近易燃材料、暴露的電線、漏氣的瓦斯、爐台不平以致鍋壺很容

易滑落）、冰箱不能用、有老鼠或蟲蟻滋生。 
e.冷暖氣設備：冷、暖氣系統可能不足夠（夏天太熱，冬天太冷）

或不合適（夏天太冷，冬天太熱且無法由個案或主要照顧者來調

整），某些型態的設備對個案可能有害，例如：有氣喘者家中卻

用燒木頭之暖爐，或對已經脫水的個案仍使用強力暖氣設備。 
f. 個人安全：個案在家中或剛出門時，可能受到暴力威脅。這包

括：容易有人闖入；取信時、外出或返家時可能遭到攻擊。 
g. 進出家門：懼怕暴力、取信或訪問鄰居的安全問題、街上的交

通繁忙等問題。 
h. 通往屋內的房間：例如---無法爬樓梯。 

i. 床欄、扶手等 

 
編碼：選擇所有適用的編碼，如果不適用，則在“以上均無”項目下打勾。 

 
 

2.居住安排 
目的：這些項目將協助居家照顧者判斷對個案的服務是否需要改變。 

 
過程：分別詢問個案與主要照顧者，在居住安排上，過去或現在有何需要

改變之處？注意如何提出這類問題。 
 
編碼：選擇最合適的編碼。 

 
 
 

第Ｐ項 

服務的利用情形 
 

1.正規服務 
目的：計算在過往 14 天中（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14 天），照護機構花

在提供照顧或安排照顧的時間。 
 
定義：照顧與照護管理，包括直接提供個案服務（如日常生活功能（A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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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ADL）的協助），以及安排照顧（安排醫

療過程、計畫未來需求）。這些包括任何服務機構所提供之照顧或

照護管理。 
 

居家服務員：一般是提供 ADL 協助以及簡單的監測，例如：量血壓。 

 
居家護理師：有執照登記的護理人員，一般會提供評估以及較複雜或

侵入性的處置（技術性的治療）、衛生教育與轉診。 
 
家事服務：一般指 IADL 協助，通常為打掃房舍，購物與準備餐點。 

 
膳食服務：將準備妥當的餐點送給個案以便立即或稍後食用，例如社

區送餐服務。 
 
志工服務：服務範圍包括訪問到基本的家事處理，以及簡單的

ADL/IADL 協助，記錄對象為機構管理的志工，同時無論志工服務性

質為何都應記錄其服務的時間（不要重複計分）。 
 
物理治療：治療服務由合格的物理治療師提供或直接監督。合格的物

理治療助理可提供治療，但不能擔任監督工作。 
 
職能治療：由合格的職能治療師擔任治療或直接監督。合格的職能治

療助理可提供治療，但不能擔任監督工作。 
 
語言治療：由合格的語言治療師提供之服務。 

 
日間照護或日間醫院：個案在居家外接受社交性、休閒性、醫療或功

能性的協助方案。有時綜合了各種型態的支援系統。如果日間照護或

日間醫院能提供交通，服務的時間包括接送個案往返的交通時間。這

些方案也可提供主要照顧者喘息的機會。 
 
社工服務：社工到家中評估個案心理與給予心理支持。包括失落感、

對殘障的調適，治療沮喪、家庭壓力等等。 
 
醫師：有執照登記的醫師，傳統上會提供評估以及綜合性、侵入性的

處置、處方。 
 

過程：與個案及照顧者確定機構所提供的照顧。向個案與協助人員詢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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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的內容與互動情形，特別是提供照護與管理上所花費的時間。

如果可能，可與該服務機構確認，並參考個案家中的登記本。如有可

能可檢閱服務機構的照顧記錄。選擇有提供之服務型態，不要重複編

碼。 
 
編碼：在「本機構」欄中填上訪視之天數及總時間（以分鐘計），「其他

機構」欄中填上訪視之天數及總時間（以分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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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醫療及治療項目 
目的：檢查處方治療並判斷個案遵守處方的程度。 
 
治療 

定義：酒癮及藥癮治療計畫 － 藥物成癮性治療計畫，同時提供心理或情

緒支持或給予藥物治療。 
 

化學治療 － 任何型式的化學治療（抗癌藥物）。 

 
心臟復健 － 改善或維持對個案的心臟能力的復健維護計畫，以維持

日常功能的適當水準。 
靜脈輸注 - 中央靜脈注射 － 由血管注射或點滴輸入藥物。 

範例 
在過去 14 天中，個案接受了居家照護服務員提供三次的洗澡服務，每次兩小

時；居家護理師來過一次與個案及家人做了一小時 15 分鐘的治療檢討及身體

評估；家事服務員來了一次，做了三個半小時的清潔工作。除此之外，機構安

排志工來提供三天、每天一小時的志工服務，並有兩天分別有四小時及半小時

私下支付費用的語言治療師服務。 
 

本機構          其他機構 

 天數 分鐘數  天數 分鐘數 
a. 居家服務員 3 360    
b. 居家護理師 1 75    
c. 家事服務員 1 210    
d. 膳食服務      
e. 志工服務 3 180    
f. 物理治療      
g. 職能治療      
h. 語言治療    2 270 
i. 日間照護或

日間醫院 
     

j. 社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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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輸注 - 周邊靜脈注射 － 由血管注射或點滴注入的藥物，不包

括食鹽水或抗凝劑沖洗以維持管道暢通。 
 
注射/打針給藥 － 經由針頭、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皮內注射藥物。 

 
造口照護 － 是指需要護理協助時的照顧，不包括自我照顧，也不包

括氣管造口照護，但包括收集體內體液的各種方式，例如：結腸造口，

迴腸造口，胃造口灌食。 
 

放射治療 － 利用放射線治療疾病。 

 
氣管造口照護 － 包括清洗氣管造口與氣管內管。 

 
治療項目 

 
定義：運動治療 － 有計劃性的運動治療以協助或增加耐力、平衡與精力。 

 
職能治療 － 由合格職能治療師提供或監督的治療服務。合格的職能

治療助理可提供治療但無法監督他人（助手或志工）執行治療。 
 
物理治療 － 由合格物理治療師提供或監督的治療服務。合格的物理

治療助理可提供治療但無法監督他人（助手或志工）執行治療。 
 

呼吸治療（包括抽痰，IPPB / CPAP） － 包括使用蒸氣吸入器、加

熱噴霧器、姿位引流、深呼吸、噴霧治療、呼吸器使用等，都必須由

專業人員執行，但不包括手握式藥物噴霧器。 
 
治療方案 
 
定義：日間照護中心 － 個案在此接受社交性、休閒性、藥物及功能性支

持（例如：老人活動中心的成人日間照護）。 
 

日間醫院 － 個案在此接受醫藥、功能性、社會性支持。一般是在個

案需要嚴密醫療觀察或已有好轉但不需住院時，通常都會使用這類計

畫。 

特別居家診療處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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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每日護理監測（例如：心電圖、排尿量）－ 可在家中、診所或日間

照護中心等由護士每日監護。亦可監測社會心理與心理狀況。也可以

先進科技的方式進行，例如透過傳真與數據機傳送心電圖。 
 

非每日之護理監測－ 不需每日的護理監測，可在家中、診所或日間

照護中心進行。監護可為社會心理與心理的狀況。也可以先進科技的

方式進行，例如透過傳真與數據機傳送心電圖。 
 

手腕緊急或電子警報器－ 任何可提醒人們注意個案醫療狀況的裝

置。 
 
皮膚治療－ 任何為預防或處理皮膚潰瘍所進行的皮膚護理。 

 
特別膳食治療和營養－ 營養補給或必須改變的飲食型態。 

 
其他－ 其他在家中進行的特殊過程。 

 

3.儀器設備的使用 
目的：記錄過去 3 天中個案使用儀器自我照顧的情形，如導管、靜脈注射、

氧氣。（個案實際上自己做了多少及獲得多少他人的協助？） 
 
過程：評估個案 24 小時的情形，個案在白天、晚間及夜裡如何處理儀器設

備，向個案以及主要照顧者詢問過去 3 天中實際做了些什麼，而不是

在不同情況下他會做些什麼。 
 
編碼：所列的每一設備，依據個案過去 3 天中的實際情形編碼。 

 
0. 不需儀器：個案不需使用儀器設備。 
 
1. 自行使用：個案能獨立處理設備的各種功能與相關照護（如

在靜脈注射處換藥、把導管內液體倒掉、調整氧氣等）。 
 
2. 如儀器已安置妥當或有口頭提醒，可自行使用：如必要的儀

器設備準備好，或以文字或口頭提醒，則個案可自己處理。

（例如：如果清潔液與棉花棒放在個案可以拿到的地方，個

案便能清除氧氣套管的接鼻端，或如果有人提醒，個案會清

潔導管）。 
3.需別人部份協助：個案可處理部份照護之儀器，但需要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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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其他部份。這表示個案三天中兩天可成功的使用儀器設

備，但另外一天則須別人協助，或個案只能處理部份相關事

物並需要其他協助，例如：在靜脈注射部位的照顧上，個案

能夠拿下舊的敷料，然後他太太會清理注射部位並換上新的

敷料。 
 
4.需別人完全協助：個案無法運用他的儀器設備。 

 
 

4.在過去 90 天內，住院或前往急診室的次數 
 

住院 

目的：記錄過去 90 天中，個案住院過夜的次數。 
 
定義：個案以醫師指示住院達一天以上，但不包括白天手術、門診服務等。 

 
過程：與個案及家人討論先前住院狀況，如有可能，可查看就醫記錄。有

時可由最近的住院轉診記錄中或收費單獲得資訊。 
 
編碼：將住院次數填入空格內，如未曾住院則輸入 0。 

 
前往急診室次數 

目的：記錄過去 90 天中，個案是否曾經進入急診室，但當時並未在醫院急

診室過夜或住院。 
 
定義：前往急診室：前往急診室，但並未在醫院過夜。 

 
過程：向個案與家人詢問，並查閱轉診記錄。 

 
編碼：填入過去 90 天中，前往急診室的次數。如未曾前往急診室則輸入 0。 

 
 
緊急醫療服務 

定義：指沒有事先排定臨時的護理、醫師或治療服務，通常是緊急事件（到

院或居家服務）。 

 

5.醫療處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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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個案過去 90 天中（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 天）是否完成任

何由護士、社工、治療師、醫師所訂定的治療目標。 
 
過程：檢視照護計畫並與臨床專業人員及個案確認。與個案討論時應強調

功能的改變、恢復健康。與專業人員討論時注意可能因保險支付類別

等問題（如按件服務收費方式）或照護性質而產生偏差。 
編碼：填寫適當的編碼。 

 

6.整體照護需求的改變 
目的：監測過去 90 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 天）個案的整體身體

功能。 
 
定義：功能性狀態包括：自我照顧功能與支持、排泄模式、醫療利用等。 

 
過程：與個案討論過去三個月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功能性能力，也需要與

家人討論。 
 

編碼：選擇最合適的編碼。 

 

7.照護中斷 
目的：辨別是否因經費不足而讓個案無法接受到醫療與環境支援。 

 
過程：詢問個案與主要照顧者，如處方藥物、足夠居家暖氣、所需的醫療

照護、足夠的糧食或居家護理等，是否因為經費有限而無法獲得。詢

問經濟問題是很敏感的，注意提問題必須小心並尊重個案。 
 
 

第Ｑ項 

藥物治療 
 

1.藥物的種類與數量 

目的：記錄過去七天內個案按時或偶爾使用的各種藥物的數量（包括：醫

師開的處方藥或非處方藥物）。 
 
過程：要求看個案的藥瓶與藥物。告訴個案，無論是否為醫師開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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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他使用的藥你都希望看一看。詢問病人是否照時間服用，數一數

各種藥的數量（注意劑量或不同的劑量）。如果個案同時服用學名與

商品名同類之藥物，只需數一瓶即可。本項目包括傷口護理上的局部

用藥物、軟膏、藥膏、眼藥水與維他命。 
 
編碼：在回答欄中寫下適當的編碼，僅計算過去七天中個案實際使用的藥

物，如果超過９種代碼便是９，如果沒有代碼便是０。 
 
 

2.精神藥物之使用 

目的：記錄過去七天中個案接受的任何精神藥物（抗精神病藥，抗焦慮藥，

抗憂鬱症藥，安眠藥）的天數。參考附件Ａ此類藥物名單。包括在任

何情況下個案以任何方式所獲得的藥物（在家、在急診室）。 
 
編碼：如果個案使用長效藥物，其使用時間為數週或月一次，則輸入１(例

如：每數週或每月使用的 Prolixin 或 Haldol)。 
 
過程：詢問個案與其家人，並要求看看藥瓶。 

 
 

3.醫療觀護 
目的：本項目協助您判定個案過去 180 天中，是否與醫師討論過他所有藥

物以及服用的問題。醫師與醫療照顧人員必需檢視一下個案目前的藥

物，並做出必要的改變或刪除。 
 
過程：直接詢問個案，也許有必要與家人討論這些項目。 

編碼：填寫最適當的編碼。 

 
 

4.服藥之遵囑性 

目的：判定個案是否按時服用由醫師或護理專業人員開出的藥物。 

 
定義：遵囑性係指個案實際依處方使用藥物。 

 
過程：自個案收集其藥物方面的資料，首先，以一般性開放式問題詢問，

例如：「你今天吃了什麼藥？」「你昨天吃了什麼藥？」「你明天將

要吃什麼藥？」若個案在認知上失能或藥物是由主要照顧者負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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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向主要照顧者詢問。比較現有的藥物與處方，若依照處方，剩餘

的藥量是否正確？個案與主要照顧者是否確實知道正確的藥物用

法？記住，問題不在於質疑個案的遵守態度，也不是質疑臨床人員所

開的藥物。 
 

編碼： 0. 完全服從 

1. 百分之八十或以上時間服從：過去七天中，一天 24 小時當中，

個案未照處方用藥的情況低於百分之二十。 
2. 少於百分之八十時間服從：過去七天中，一天 24 小時當中，

個案未照處方用藥的情況超過百分之二十。 
3. 沒有用藥：個案未接受任何處方藥物。 

 
 

5.列出所有的藥物 
目的：列出個案所有使用的藥物，進行藥物評估。 

 
定義：過去七天內個案所有使用的藥物，包括：所有的處方藥、非處方藥、

成藥。 
 
過程：在適當時機詢問個案與主要照顧者，過去七天所使用的藥物。應確

定你所指的不僅是處方藥物，而是任何藥物，不論是如何取得。 
 
編碼：列出藥物的品名與劑量，劑型（藥片膠囊，ＩＶ，ＩＭ，吸氣，局

部的，口服液），服用的數量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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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評估流程（CAPs）之使用介紹 
 
本章就 CAPs 如何融入臨床評估與照護計畫流程，提供一個概論。後續章節則

包括個案評估原則，每一項 CAPs 都遵循一個標準格式： 
 
目標：一段簡單的敘述說明 CAPs 的臨床目標。這些目標可作為個案在預防問

題、解決問題、復健、功能維持等之參考。 
 
引發項目：找出能警惕評估者去找出個案潛在問題與需求的 MDS-HC 項目。

一旦出現了徵兆，便有必要對個案所發生的問題以及需要上相關因素，做更深

入的檢討。 
 
定義：重要項目的定義。 
 
背景：描述相關的資訊及問題的本質，也就是問題的肇因以及可能的治療策略。 
 
照護指引：評估徵兆狀況的引發項目，包括：追蹤所提的問題以及收集資訊的

指示，來決定下一個步驟。通盤的檢討將可建立問題的本質，找出治療或預防

所強調的相關因素，指出需要就醫的時機並建議多項策略。 
 

完整的 MDS-HC 評估能提供許多資訊，也是您使用 CAPs 深入評估的基

礎。當輔助性資訊可能有用時，也都可列入 CAPs 的參考。某些狀況下，CAPs
可帶領您經由檢討詳細的潛在因素與治療選項。其他時候，必要的評論必須由

專家執行(通常是醫師)，而您評估的目標是協助您了解需要就醫的時機，並建

議就醫時應提供的資訊。 
 

所有 CAPs 在設計上是著重於臨床過程，藉由閱讀 CAPs，您應更能了解

如何就所提出的問題或狀況完成系統性檢討。某些狀況下，你對這些材料將會

很熟悉，其他時候則未必。由於 CAPs 有許多種，以下是學習如何應用 CAPs
檢視過程的訣竅，可幫助你如何因應個案的需要。 
 
• 您不可能僅靠著閱讀這些材料的一種狀態就吸收了這些 CAPs 中的所有的資

訊。您應開始互動性過程：閱讀 CAPs，將其所建議的檢討過程運用在實際

的個案身上，完成數名個案評估後，再重新閱讀 CAPs。 
 
• 由少數幾項 CAPs 開始，運用在同一個案的範例上。然後，再將這些 CAPs

用在第二、第三位個案身上。這樣可讓您熟悉這些特定的 CAPs 以及一般性

CAPs 檢討過程。 
• 在您繼續進行時，試著遵循 CAPs 照護指引，讓它們有機會協助您了解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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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或議題。 
－有些疑問或議題看起來很簡單、瑣碎或不相干，不過請認真處理。 
－簡單明顯的疑問可能引發出乎預料的看法。 
－其他 CAPs 中提及的疑問或議題，將是您如何將特定問題觀念化的重心。

要辨識 CAPs 其中所建議的內容，並非個人在思考個案問題時，常見的處

理方式。 
 
• 如果產生了某項新議題，請審視書面 CAPs 的背景與照護指引，尋求必要的

解釋。 
 
• CAPs 的引發項目經常能找出個案的某些問題與狀況是對您有意義的，或是

您所預期的，對此您可進一步研究它。在其他狀態下，所引發的狀況則顯得

更具疑慮。 
 

不要氣餒，這是可以預見的，為確保系統的運作能正確的找出有潛在問題

的個案，也將找出沒有問題的個案。徵兆性問題可能是確實存在的，但與你的

預測卻背道而馳。因此，重要的是所有引發潛在性問題的個案，都需經過完整

的評估，有些問題不是顯而易見的，但需要您的進一步的探究。 
 

• CAPs 照護指引將您的注意力集中在因果關係的因子上。它們會遇到了何種

問題？為何問題會出現？CAPs 試圖超越問題的表層定義。例如：個案可能

在每天飯後為了各種理由（疼痛、疲倦、吃不下）而動怒，你所進行的評估

便是確保各項可能因果關係的因子都列入考慮，並做了必要的強調。 
 
如果您在這一點上沒有其他的訊息，應了解在您尋找問題背後的原因時，CAPs
能協助您擴展領域。 
 
• 如果您找到了主要的及相關的次要因素，CAPs 應能協助了解下一步驟應採

取的做法，或需要就醫，例如：可能需改變藥物、治療新疾病、重新考慮舊

病。同時，對於許多個案的問題您也可以自己開始擬定一項計畫，而不需要

進一步的參考或諮商。 
 
無論案例如何，CAPs 試圖提供下一步的照護指引。它們讓您更清楚了解所應

關注的事物為何，為何需強調以及如何進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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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CAPs 相關之功能性表現 
   

 
‧日常生活活動（ADL）/復健之潛能 

 
‧工具性(社會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 

 
‧健康促進 

 
‧需要機構照護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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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活動（ADL）／復健之潛能 
 

目的 
 

找出在自我照顧方面具有更自立能力的個人或延長降低衰退風險的期

間。提供照護指引以找出殘障的復健因素，並為有動機或近期顯現衰退的老人

家，制定計畫。主要重點是放在個人及其家人能所夠執行的計畫。 
 

引發項目 

 
克服缺損（備註：不屬照護指引狀況） 

 
當執行ＡＤＬ（日常生活功能）有困難的人，不符合上述徵兆性定義時，

應與該個案討論克服或補償性的途徑。對於家庭而言，如果應用簡易的 CAPs
引發項目，可將延緩為提供額外服務需求所進行之照護指引評估。 
 

背景 
 

對自我照顧活動的熟練度，是決定生活品質的要素。ADL 上失能會導致

社交心理上的挫折、隔離與自棄。但當依賴性增加時，住進機構與疾病併發症

的風險也隨之增加，例如：壓瘡、失禁、肌肉萎縮及跌倒等。 
 

復健的目標在於協助個人維持或獲得功能方面最佳的執行能力。具有相同

診斷結果的人，經常具有不同程度的障礙狀態，但不要將現有的功能模式與

ADL 自我參與的重要能力混為一談。同時存在的健康問題以及其他因素，使

啟動程序的三步驟 
(1)ADL（日常生活功能）呈現有困難 
  • 個人接受觀護或在 ADL 領域中有兩項（含）以上，需接受他人之身 

 體協助。           [H2a-g=1-3, 8];[H3=1-3,8] 
 

(2)有能力做決定           [B2=0,1,2] 
 
(3)出現下面一個以上（含一個）的現象 

•個人在功能方面與 90 天前相比出現衰退  [P6=2] 
•不穩定或嚴重的情況           [K8b,c,或 d=經過檢查] 

•個案、照顧者、評估者相信有功能    [H7,a,b,或 c=經過檢查] 
改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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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判定老人家進一步的獨立潛能時，成為一項挑戰。對於個人復健潛能的評

估，需要對逆向健康狀況(reversible health condition)進行評估。 
 

動機對於復健能否成功也很重要，相信個人有能力達成更大程度的獨立能

力的人，或深信自己能做得到的人，特別願意參加積極復健計畫。因此，應了

解即使認知上有問題的老人，在邁向更獨立的 ADL 狀況時，也能慢慢地有所

進步。 
 

照護指引 
 
一般照護策略 
對這些人，有三種可能的照護策略 
•(1)處理疾病的併發症：最近顯現功能衰退，以及個案具有不穩定或嚴重健康

問題時，採用這種方式。 
•(2)獲得更佳的自我效能：最近顯現功能衰退及無不穩定或嚴重健康問題時，

採用這種方式。 
•(3)維持現存的自我效能：當個案 ADL（日常生活功能）狀態穩定時採取此方

式。 
 
(1)處理疾病的併發症 

 
篩選出潛在可治癒的問題對明顯功能的改進有推動的效果。 
 
•辨別目前或衰退的健康狀況與個案衰退的功能性狀況是否為暫時的關聯，許

多關聯並不明顯。 
 
•核對第一章一般性問題清單。當狀況出現時，詢問其現象如何？或許並未指

出他們的需求，這種情況可能要進行必要的轉介治療，並暫緩參加更活躍的

復健計畫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在治療某項失能時，可能會導致其他問題。例如：使用含鴉片成份的藥劑治

療疼痛時可能會限制 ADL 中自我參與的程度，並造成昏睡、混淆、暈眩與跌

倒。 
 
•辨別是否出現了 CAPs，許多個案未能遵守治療計畫，另外，也應考慮其影響

ADL 執行能力的可能性。與個案和家屬討論，並依據 CAPs 照護指引實施照

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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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常見與功能衰退相關的疾病與健康狀況 

 
(2)獲得更佳的自我效能 

 
您的主要責任是提供實用的資訊，來因應最近發生的功能喪失狀況。個案

與其家人都會在有限的、重點式的、回溯性醫療計畫的簡明照護指引下而受

惠。為了推動建立這樣的計畫，下面的討論由列出成功的復健計畫開始，然後

討論選擇以復健努力為中心的日常生活功能活動照護指引。 
 
•復健應著重在個案及家人所關注的功能活動上。個案或其家人必須是復健過

程中的“管道”。如果雙方對於個案參與日常生活功能活動持不同的意見，則成

功的希望便很渺茫。如果有此情況，則轉移到其他 CAPs 範圍上（例如：憂鬱、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活動）。 
 
•培養新學得的或新獲得的技能。可能的話，應由持續正規復健計畫的正面成

果，以獲得這些技能。注意個案參與復健計畫所獲得的功能改進範圍。這樣

能提供對活動有用的見解並提供可能變數的建議，以促進未來進步。沒有正

規復健計畫時，將重心放在最近出現的功能衰退現象，透過個案的自我參與

而獲得進展。 

健康／身體問題     社交心理／環境問題 

 
慢性病的急劇發展    意外事故 
關節炎       行為症狀 
腦血管疾病      憂鬱 
鬱血性心臟衰竭     不符合治療性範圍 
冠狀動脈疾病     肢體約束 
脫水          精神疾病 
妄想（嚴重混淆狀態）  社交隔離 
肺氣腫/慢性肺阻塞疾病     不利的藥物影響，特別是精神性及鎮痛劑藥物 
骨折            住院 
感染           
營養不良 
疼痛 
帕金森氏症 
實質虐待 
甲狀腺疾病 
不穩定或嚴重健康狀況 
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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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練習階段應有正式的設備，才能推動新技能的學

習。 
•鼓勵在練習階段或個人操作間的略做休息。 
•一段時間後，在不同的情況下鼓勵個案(在家屬的陪同下)練習達成目標的

ADL（日常生活活動）。 
•許可連續的練習階段。 
•促使個案慢慢漸進地參與更多的自我照顧，以避免失敗。 
•復健計畫中急劇的變化可能導致功能的衰退。 
 
決定可作為復健目標的 ADL（日常生活活動）領域。為建立一項有效的復健

計畫，首先必需找出復健計畫所針對的 ADL，找出家人該如何協助，並引用

活動的時程計畫。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能在 ADL 中獲得某些程度的獨立能力。其次，對於喪失

獨立能力上，最後的 ADL 活動應是進食與臥床移動力。中等 ADL 應是移轉

與走動。ADL 自立能力的第一個範圍是穿衣與個人衛生。因此，如果個案進

食、穿衣都仰仗他人，在重建功能方面可能從進食開始較為簡單，這是 ADL
自立能力中，可以維持最長久的項目。 

 
將復健目標上的 ADL 活動分成小型的次項目，使個案與家人在達成合理

的短期目標時，能看到進展。表二提供了主要 ADL 次項目。在本項檢討中，

應完成兩項個案有進展但不完全的自立技能。 
 

這項檢討您將獲得兩種資訊：(1)將日常生活活動視為恢復健康的照護重

點任務；(2)達成共識：確認問題是來自於認知、身體或環境的領域。 
 

對某些個案而言，在特定 ADL 領域中未達成獨立能力，是因為家人認為

太費時間或認為個案在規律性獨立活動上太辛苦了。如有這種情況，應開導個

案與家人，讓個案在排除非必要的他人協助後，能完成各項活動是很重要的。

對這些個案，復健的關鍵在於延長個案執行 ADL 活動的次數。完成一個大家

認可的進度，並由家人記錄個案的進展。為達到這個目的，或許需要改變照護

環境，讓老人家能有時間自行完成這些活動（如早起、在不同時間沐浴）。 
由於 ADL 功能表現並不止於提供個案更大的獨立機會，因此下一步，檢

討表三的內容，即提供一連串結構性問題來協助判斷該如何為個案提供支援。

大部份問題強調心理狀態，以及家人是否願意提供支持性活動來克服困難。另

外，還有體能問題，因此應詢問是否已完成治療性評估或保障。 
 
 

表二 ADL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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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兩項個案有進步，但未完全達到自立能力的 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 
第一部份:ADL 問題評估 

所提供的體能協助 
（指出這些協助的     穿衣    沐浴     如廁    活動    移位   進食 

可能原因 ） 

個案的心理問題： 

續發性問題 
未完成的事物 
焦慮的限制等 

 
個案的生理限制： 

虛弱、行動受限制、 
協調能力差、視覺障礙 
、疼痛等 

 
環境／支持狀況： 

環境規劃，非正規支持

服務 (如:過度保護等) 

      

                    是否坐輪椅 
 第二部份：可能的 ADL 目標        檢查結果：□ 

找到/選
擇/取得

衣服 

沐浴或淋

浴間 
上廁所

(包括控

制力與夜

間排尿) 

在房間內

行走   

     
     □ 

自行準備

位置 
打開/倒
出/解開/
拿筷子或

湯匙 

抓住/穿
上上臂/
下半身 

開水龍頭

/調整溫

度 

移動/解
開衣服準

備 

在單位內

行走   
     □ 

接近椅子

/床 
抓住餐具

拿碗或杯

子 

處理釦子

與拉鍊 
抹上肥皂

(背部除

外) 

自行轉移

/自行就

位 

在建築物

中走動

(使用電

梯)  

  
     □ 

準備椅/
床(固定

床墊或坐

墊, 
移動被單 

以筷子或

湯匙取菜

舀挖/分
割食物

（必要時

使用手） 

以正確次

序穿衣 
身體沖水 排入馬桶 在戶外行

走   
     □ 

移位(站
立/坐/抬
轉身) 

咀嚼、喝

水、吞嚥 

指示說明： 

適用於考慮復健或預

防退化治療的人 

 
圈出可能需要的 ADL
活動的特定形態： 
1.維持以預防退化：個

案在某活動上的表

現 
2.達到最高實際自立

力的治療：指出超過

個案目前所能達成

或參與的ＡＤＬ能

力 

抓取， 
移動每一

項目 

用毛巾擦

乾 
撕/用紙

自己擦乾

淨 

在不平的

地面走動 
     □ 

變更姿勢

/安置自

己 

重複動

作,直到

食物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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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更

衣 
 沖馬桶   用餐巾自

己清理 
 

  整理衣

服，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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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能力檢討 

 
評估能力時，需完成下列檢討事項： 
 
第一步：個案是否能按正確次序進行ＡＤＬ（日常生活功能）活動？例如： 

用筷子或湯匙取食物送到嘴裡進食；在穿外衣之前先穿內衣。 
•照顧者願意提供準備協助嗎？例如：在個案面前放好餐盤與餐具，

以特定次序擺好衣服以提醒個案穿衣的次序。這些動作能讓個案不

須協助便進行活動嗎？ 
 

第二步：個案能不犯錯而完成 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嗎？ 
•照顧者願意提供準備，協助或引導自我進行嗎？ 

 
第三步：個案能遵守單一步驟命令嗎？在獲得單一步驟命令時，個案在其體

能限制下能完成簡單職責嗎？例如，當照顧者說：「現在可以請你

喝這杯果汁嗎？」，個案就會喝？ 
•如果“可以”，照顧者會願意以言語鼓勵他嗎？ 

 
第四步：個案會自動執行 ADL（日常生活功能）職責嗎？例如：給予一個熟

悉的物件時，個案能夠適當的使用嗎？（如用筷子或湯匙進食） 
•如果“不能”，是否需要治療性評估？ 

 
第五步：活動一旦開始，個案能持續進行活動嗎？例如：個案能持續進食嗎？ 

•如果“可以”，照顧者願意提供身體上協助嗎？ 

 
第六步：個案是否能模仿照顧者的動作？當照顧者面對個案目光接觸時，在

個案體能範圍內開始一項簡單熟習的活動，個案也能模仿嗎？ 
•如果“可以”，照顧者願意用動作來協助個案進行活動嗎？ 

 
第七步：一旦照顧者在身體上開始某項活動時，個案在其體能範圍下，能夠

繼續嗎？例如：一旦照顧者用筷子夾好食物放在個案碗中，並指導

個案的手與筷子將食物放進嘴中，個案能繼續的嚼食嗎？ 
•如果“可以”，照顧者願意提供實際的指導協助個案進行活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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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只能完成部份 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時，照顧者以何種方式

或線索最適合協助個案完成 ADL 職務的評估，便是指導性質了。指導性活動

包括口頭指導、體能協助、將活動分成一些小部份、鼓勵在職務間休息及提供

有效的練習機會。對這些個案而言，復健照顧的關鍵是在家人同意下進行 ADL
次項目，並了解個案家人在支持個案參與 ADL 上所扮演的角色。這種型態的

計畫必需在持續的日常基礎上進行。 
 

最後，如果某項活動需要太多的時間與精力才能獨立完成，或許就需要使

用輔助性裝置。輔助性裝置的問題通常分為三種：首先，個案可能沒有這種輔

助缺陷的裝置；第二，個案使用的裝置可能並不是適用該項缺陷；第三，個案

可能從來不用或幾乎不用該項裝置或者使用方式錯誤。 
 
(3)維持目前獨立能力的水準 

 
在功能上有缺陷的人，經常可能受到家中照顧者善意但不適當的照顧（儘

管出自愛心）。接受不必要的協助或錯誤的仁慈協助下，老人家很容易變得依

賴。此外，照顧者在體力與情緒上也很容易被搾乾。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個

案是否願意自己做更多的事，個案對更大的自足能力是否重視？此外個案是否

被家人或正式照顧體系視為沒有希望再進步？如果是，個案是否受到動機的鼓

舞或對進一步的自立有興趣？如有前述的情況出現，便需完成前述表二與表三

的評估。另一方面，一旦認為個案沒有進一步改善能力時，努力改進功能便不

切實際了，對個案及照顧者而言也毫無意義並會產生挫折。這種情況下，寧可

將重點放在特定的 ADL 上，應考慮更一般性的做法。這類方案的架構性成份

說明如下： 
 

•如果耐力受限，或許可加入體力鍛鍊計畫。 

 
•活動範圍(ROM- range of motion)的缺陷限制了功能，輔助性裝置或改裝的

居家傢俱或許會有幫助，此外，鍛鍊方案或可增加彈性與活動範圍。 
 
•如果有體能缺陷問題(儘管沒有 ROM 也無法有效移動)，可採用持續漸進的

體能訓練並配合必要的營養攝取來調整。 
 
•如果平衡或姿勢控制能力受限，可考慮在監督下進行練習。 

 
•最後，如果是疼痛阻礙了功能，或許需要修正現有的做法（參考疼痛

C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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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S) 

 
目的 
 

識別一些治療上可改善的因素，使個案能夠恢復健康或取代個案所喪失

的功能。 
 
引發項目 
 

 
個案具有某些決策能力(B2=0,1,2)，但對執行下列一或二項以上的 I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產生困難時，便是有 IADL 問題。 

準備膳食           [H1aB=1,2] 
處理家務           [H1bB=1,2]   
用藥管理           [H1dB=1,2] 
使用電話           [H1eB=1,2] 
購物            [H1fB=1,2] 
使用交通工具         [H1gB=1,2] 
 

 
 
背景 

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上失去獨立能力，經常是功能失能的第一個現象。

隨年齡增加估計有 17-30%社區老人都有這類問題。IADLs 通常包括家務性（購

物、準備膳食、清理家務、外出交通）以及日常生活上複雜的或認知的活動，

這些活動被視為與心智功能及認知能力（使用電話、用藥管理）極為相關。然

而，事實上所有的 IADLs 也都具有身體與認知兩個層面，而執行 IADLs 的困

難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很可能需採取有用的措施，通常失能的原因是可恢復或是可以治療的。其

他的則可能只需採用相對中立的復健方案即可。 
  
 

照護指引 
 

對於在這些領域出現徵兆的人，可能採用三種照護策略，選擇下列第一個

適用方式。對於某些個案，失能是暫時性的，而對另一批其他人則可能是長期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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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健康與心智健康的狀況：個案呈現不穩定或急性健康問題時，採用這

種方式。 

(2)說明功能性障礙：在個案近來呈現自我獨立程度降低，並出現下列一或一

項以上情況時：在 ADL 中無法完全自我獨立，或在四肢活動上出現問題(如
萎縮或疼痛)，採用這種方式。 

(3)增加 IADL 獨立執行的機會：在前兩項方法都不適用時，採用這種方法。 

 
(1)健康與心智健康的併發症 

•疾病：在社區老人中，臀部骨折、骨關節炎、帕金森氏症、骨質疏鬆及中

風都是與較可能出現 IADL 失能相關的現象。如果出現了這類狀況，治療

對主要問題可能會恢復 IADL 功能（例如：克服對跌倒的恐懼）。參照這

類現象適當的 CAPs 例如：脫水、心臟血管徵候管理與跌倒。很多其他健

康行為的情況也與 IADL 失能上的較大風險相關，包括過去的飲酒過量及

肥胖，可參考營養與酗酒 CAPs。 

•藥物：某些藥物也會產生副作用而引發 IADL 失能。最可能發生的是抗焦

慮藥物、抗精神藥物、抗憂鬱藥物、鎮靜安眠藥物以及其他會產生昏眩、

低血壓、昏倒、平衡問題、步行困難與跌倒的藥物。而不協調的狀態也會

造成 IADL 失能。檢討抗精神藥物、用藥管理以及遵守 CAPs 的結果，來

判定 IADL 失能原因是否可以治癒。 

•情緒：沮喪也會影響老人 IADL 活動的執行能力，因為退出活動以及疲倦

經常與情緒有關，可參考沮喪 CAPs。也應了解情緒問題以及衰老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老人對 IADL 的自主性衰退而引起的，特別是在照護計畫可以

引進新輔助性的裝置或他人協助時。因此，新的治療介入可能會導致沮喪

的徵兆，檢討沮喪 CAPs 也可做為 IADL 治療的一項適當的附屬項目。 

 

(2)功能性障礙 
•ADL 失能：如某個案需要就 ADL 復健 CAPs 進行檢討，則必須完成居家

照護評估，因為這樣或許可找出在 ADL 及 IADL 限制上可解決的相關因

素。在許多情況下 ADL 照護計畫，可作為擬定 IADL 改進計畫的第一步。 

•功能障礙：包括姿勢性昏眩、神經肌肉功能衰退(抓取與肌肉強度)、體力

減退、關節活動度喪失（range of motion）（如彎身、取物），參考疼痛

與健康促進的 CAPs。 
 
(3)增加 IADL自我獨立的機會 
評估 IADL 功能包括了個案動機傾向以及先前家人參與程度，個案的能力(感
覺、認知與身體)及環境因素等議題。依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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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判別個案參與 IADL 活動，是掌握在家人過度保護的需求上或個案對維

持最高程度自我獨立的需求上。 

•對於具備某些能力（例如購物、烹飪、清洗）的老人家，仍有可能是由家人

代為執行某項 IADL。發生這種情況時，應與家人討論讓個案持續執行 IADL
活動的重要性。在個人與家人的參與上取得平衡點。 

•許多老年人會規避因依賴其他人協助而必須付出的情緒性代價，他們在完成

IADLs 過程中，或使用特殊輔助性設備與裝置上，可能要忍受極大的身體痛

苦或不舒適。此外，當她們需要個別協助時，許多老人家傾向由家庭私下照

顧。某些情況下，老人家的意願可能與個案及其家人的能力，還有協助需求

的專業判斷背道而馳。這些情況都需要檢討為何老人家的偏好與專業判斷不

同，是否有共同點？該如何解決這些差異？評估者該如何進行，並無明顯的

指標。增進自我獨立的目標、最低的正式與非正式服務提案、個案的利益等

均必須列入考慮。 

•並非所有的老人家都有動機繼續維持其參與 IADL 的水準。他們過去也許成

績很好，而現在卻需要一些協助才能進行活動。對於已知將接受協助的人，

評估 IADL 的狀態也是很重要的，有 1/4 到 1/3 老人家都會說他們認為他們應

接受比現有協助更多的協助。有些人需要訓練或服務，而有些僅需要諮詢與

保證。 

 

可使用適當地非正式支持：某些狀況下，老人家 IADL 的失能現象需要他人極

大的協助或完全由他人執行。在需要個別協助時，老人家經常偏好由家人提供

私下照顧而不是經由正式的支持系統提供。 
 
•可運用潛在照顧者的能力，不足以確保完整的照護體系。例如：缺乏財務資

源、不適當的保險給付範圍、競爭性的雇用與家庭責任及缺乏照護技能，都

能阻礙個人提供照護。更進一步，潛在的照顧者可能無法察覺老人的需求。

這種狀況經常是在 IADL 失能情況剛發生，老人未曾經歷任何明顯的 ADL 失

能時出現，IADL 失能的領域並非老人“傳統”角色或家人不常來訪時。如有

此類狀況，在推動非正式支持體系中，資訊交換將是最重要的角色。最後，

潛在的非正式照護人員也可能不願意繼續提供必要的協助。 
 
個案能力：個人能力方面，可涉及幾個不同層面-感覺、身體以及認知： 
 
•感覺障礙：視覺障礙會影響使用電話、購物、準備膳食及用藥處理的能力。

相同地，聽力與溝通失衡可能是老人在醫藥使用以及進行其他 IADLs 上，了

解口語說明能力的一個要素。參考溝通與視覺功能 CAPSs。 

•認知障礙：技能訓練或再訓練對於輕微或輕度認知障礙很有幫助。因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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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L 活動代表的是“過度學習”的職責，都是以終身的自我促進提昇模式為

基礎，可在特殊技能訓練與適應環境下，恢復並更獨立的執行，請參考認知

CAPs。 

•評估老人對輔助性裝置與調適環境的需求：使用特殊設備而無需他人協助，

是社區老人在面對 IADL 困難時，最受歡迎並採用的方式，通常老人家均願意

使用這類裝置。因此，評估應著重在找出與障礙相關的特定問題，這樣可協

助您找出可以促進功能的輔助性裝置或環境調整。 

•評估個案詳細的表現以及增加參與 IADL 的機會：將老人產生困難的每一項

IADL，分解成一系列的次職務。例如：準備膳食可分成由冰箱中取出食物，

準備每一項目，依需要配菜，烹飪並將食物擺上桌。每一次職務可能包括個

別的行動（如舉起）、姿勢（如彎身）、抓取（如精確）、物品或物件（如

食物項目），以及位置（如廚房架子）。經由這項分析，找出特定的行動或

IADL 活動部份需要協助性裝置或環境調適的地方，或找出技能再訓練可提供

協助的地方（參考 日常生活活動 CAPs）。 

•房舍清潔、購物、準備膳食都是因為身體缺陷而有障礙人的首要 IADL。與這

些活動表現最相關的行動有抬舉、放下或攜帶物品，在準備膳食時需要長時

間站立等。在購物時，排隊對年老力衰的人特別困難。因此，有效的治療介

入包括：在排隊人少的時候購物、設計能用最短時間準備的餐點、或加上環

境調節，例如：微波爐。相同地，典型的廚房置物架都比一般老年婦女高，

而需要處理臉盆、浴缸、水塞的壓力，通常也超過許多老年婦女的最大身體

扭力。因此，在執行這項評估時，將 IADL 職責中認知與感官所要求的資訊包

含在內是很重要的。 

•評估個案的知識與技能：有時，某種 IADL 障礙（提示：先前由他人執行，

本身缺少此技能）與先前執行者（如剛過世的配偶）缺乏執行職責的知識與

技能有關係。這點對老年男性在需要執行他們過去很少做過或根本未做過的

這類 IADLs 時，尤其明顯。例如：清理、烹飪與購物。同樣地，在庭院打掃

或理財（付帳、記帳）的 IADL 活動上，對老年女士也是一樣。在這種情況下，

評估的重點應是個案對學習新技能以獲得更多 IADL 獨立性意願與能力。 

•環境適應:文化因素、經濟狀況、生活安置都可能帶來不同程度的 IADL 失能。

在某些文化中，不同的 IADL 活動執行方法上，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 IADL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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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目的 
 

透過加強自我照顧以及在有興趣領域中愉快活動，提升身體健康與獨立

性。兩項特定的方案目標可做參考：體能運動與戒煙情況。 
 
引發項目 
 

生活型態或體能問題顯示有行為能力（B=0,1,2）並具備下列一項以上的狀況： 

•不常到戶外            [H6a=2 或 3] 

•過去七天，身體活動不到兩小時    [H6b=1] 

•無法自己爬樓梯           [H5=1，3，4，8] 

•個案感覺健康不佳          [K8a=經過檢查] 

•每天抽煙或嚼煙草          [K7e=1] 

 
背景 
 

大部分老人均獨立自主與可自理生活（或與配偶同住）。其他的則需要一

些家人或非正式資源的支持。即使在某些領域需要依賴他人，仍鼓勵儘量自我

照顧並維持其他領域上的獨立。 
促成的因素在於：1.老人家相信活躍的生活方式是有益的。2.老人如何能

維持健康的知識。3.家人與醫療專業人員的支持與鼓勵。 
 
 
照護指引 
 
與個案接觸 
 

到個案家中做評估訪談，可藉此與個案（或家人）進行指導性討論，擬定

增加老人自立步驟並樂意參與的機會。此部份 CAPs 的兩項特定重點是體能運

動與戒煙。同時，引導式的訪談也為雙方對許多不同的 CAPs 相關活動取得看

法與新的可能性提供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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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場景中，您可澄清您對個案的觀點，協助他了解自己的狀況，並為

設定的變化擬定一項“緩和”的方式。 

建議即使個案指出希望改變晚年生活習慣上，是不可能的也不適當的。如

果個案拒絕討論任何這方面的主題，最好能暫緩談話或者安排另一次訪視。 

如果個案願意討論生活型態上的因素，這或許是個機會，藉由提供一些有

用的修正、文書資訊與建議，可能針對有礙健康的生活型態上以及家庭或社區

中進行改變。對於“可獲得什麼”以及“應如何做”之資訊是經常需要的。 

家庭訪視時，在預防性的照護指引內容的討論時，應包括下列主題: 
 

— 結構性的談話（請參考下列內容） 
— 注意會造成被動參與的可能風險因素 
— 共同發展（與個案）開發替代性行動建議 
— 追蹤先前的討論與行動步驟 

 
“結構性”談話指的是訪員在適當時機詢問老人家身體活動、抽煙與其他習

慣、健康狀況與社交狀況。其優點是讓雙方了解老人家生活上的積極與消極原

因的可能性，而如此做對雙方也都有好處。 

自我照顧能力受限的老人家也可能低估自己的努力，訪談者應確保在適當

時機提供照護指引時，老人家並未拒絕成為一個獨立、自主活躍的人。應特別

注意輕微的行為變化，善解人意並結合訪員的衛生專業知識以及老人在社區的

社會地位都是很重要的。 

老人能自我獨立是在發揮最大功能上的一項重要因素。必須均衡地誘導、

鼓勵並支持老人家。最重要的是了解結構性談話本身即可成為治療，也未必一

定要有改變的建議。可實際且直接的獲得親友或專家的支援或改變健康行為，

包括在住家外的活動。依據行動建議的內容，評估者可決定是否為老人家提出

建議。 

 
結構性談話可依下列步驟規劃: 
 

•建立良好的互動。 

•讓老人家有機會規劃並討論其自身的生活狀況、每日生活習慣、做些什

麼、如何面對老化問題，並討論日常生活問題以及 ADL/IADL 執行上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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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老人家能自我執行的活動，評估老人家的功能狀況以及對需要支持

的可能需求，並就何種活動應獲得他人協助取得當事人的同意。 

•討論老人健康狀況並詢問症狀、恐懼、痛苦以及所使用的藥物，並支持

老人對自我感受的評價。 

•討論營養以及運動習慣。 

•與家人以及其他有社交關係者討論問題，以及環境上的障礙，包括：寂

寞、危險的鄰近區域、社會隔離以及過度保護。 

•傾聽個案動機的訊息，個案動機的問題在評估上很困難，可能低估失能

老人的內在驅力。 

 
照護計畫行動建議 
 
體能活動的選擇：如果某位老人習慣於久坐，應考慮調整可能的形成原因。經

由共同的討論將適當的體能活動，融入針對個別所規劃的居家或社區的每日例

行活動中，經常都是有助益的。 

運動能避免或延遲許多疾病的形成（例如：心臟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非胰

島素依賴型糖尿病、肥胖、下背痛），並能促進功能狀態。對於如何促進或維

持彈性、統合性、步伐與平衡，都是一般體適能方案的重要成份。而適當專業

人員的監督，在這一年齡群是有需要的 

•任何年齡都必需小心執行運動以避免傷害與併發症。在進行任何重要運

動治療前，必須先檢視維持坐姿已久的老年人。 

•避免重要慢性病狀態惡化的最佳方式就是運動，例如：糖尿病或當時的

急性病症，也應確保水分與電解質的平衡。 

•適當時間的暖身並避免可能的傷害性動作（例如：骨質疏鬆的脊椎彎

曲），可避免骨骼肌肉的損傷。 

•如果週邊條件許可，可參加團體活動，由一位指導員監督並鼓勵社交互

動。體能訓練包括：大型肌肉運動團體，經常是快步步行 20-30 分鐘，

每週 3-4 次以上，使心跳強度維持在大約每分鐘 90 次以上，也可以游泳

取代。 

•藉由電視上所看見的標準化簡單計畫來強化肌肉強度，例如：老人家可

由番茄罐頭開始，當作舉重工具，直到可輕易完成 15 次為止，舉重也可

以坐姿來做腳踝運動。 

•步行與肌肉強健訓練應包括十分鐘的預備動作（例如：慢走、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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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大家都知道戒菸對所有的年齡層都可降低與香菸有關疾病的風險（包括

心肌梗塞、間歇性心律不整、慢性支氣管炎），即使出現疾病徵候後，也是一

樣。 

•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個案的動機，如果家中每個人都同時停止抽菸則也

有幫助。 

•或許可以告訴老人點到為止的減少吸菸，可能無助於戒菸。 

•有些人藉助於戒菸團體與課程的幫助，有些人則需要尼古丁口香糖或貼

片。 

•在停止吸菸數個月內，咳嗽或吐痰現象或許會增加，體重也會輕微增加。 

 

作者 

Marianne Schroll, MD., Ph.D. 
Carsten Hendriksen, M.D., Ph.D. 

 
 



 - 98 - 

需要機構照護之風險性 
 
目的 
 

找出最有可能在高危險機構照護個案其功能障礙情況，並提供支持性策

略來協助他們留在社區中。 
 
引發項目 
 

下面幾種狀況顯示老人在最近的 24 個月中，相當可能需要住進護理之家。 
 
出現下面一或多項狀況時 –NH-Risk: 
 

•先前住過護理之家 [CC5=1] 
•一週外出一天或數天 [H6a=2，3] 
•尿失禁   [I1=4] 
•診斷為神經方面疾病 [J1g-k =1，2] 
•過去 180 天內曾跌倒兩次或以上 [K5=2 或以上] 
•過去 90 天曾出現功能衰退現象 [P6=2] 
•具有一或兩項日常生活功能缺陷（穿衣、進食、     [H2d-g=2-4,8; 
 使用廁所、個人衛生、沐浴）                     H3=2-4,8] 

 
 
©護理之家危險性(NH-Risk)版權所有,HRCA, 1994 麻州波士頓。 
 
背景 
 

需要長期支持性服務的慢性病發生率與盛行率會隨年齡而增加，大部分這

些必要性的照顧，都在社區中藉助於非正式的協助，甚而某些人會同時應用正

式與非正式資源。但是，經常也需要安置在長期照護機構中（包括護理之家、

慢性病及身體殘障及長期居住在急性病醫院）。 

能適切找出具有可能風險的老人時，社區治療方案與“個案管理”可延遲

機構式的照顧需要（例如：慢性病床單位）。當某些因素特別重要時，各種特

性的結合通常會成為決策的關鍵。某種診斷例如：癌症、中風與其他神經性狀

況及其他健康情況差的指標，例如：跌倒的次數、最近的住院記錄以及住進護

理之家的過去史，均可作為預測的參考。身體功能也能預測是否需接受機構式

照顧，包括日常基本活動以及日常生活功能性活動。某些狀況特別是失禁、睡

眠型態紊亂、需要持續的監督管理及過度要求的行為不易為照護人員所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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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更容易進入機構接受照顧。認知障礙的人風險特別大，特別是失智症患

者、對時間地點無法認知的人或精神嚴重障礙的人，也是一樣。 

人口學的特徵可以用來預測住進機構的機率，可以反應出文化上的期望。

包括年齡、婚姻狀態及生活安置的各種方式。例如：高齡與未婚（特別是從未

結婚者）是功能缺失/失能老人/的風險因素，喪親與其後遺症也是增加風險的

因素。不同的生活步調也發現對安置失能個人上具有高風險，包括：單獨生活、

與他人同住但不是配偶、未與配偶或子女同住、與非親戚同住，並無可利用的

社區生活空間等等。 

功能缺失/失能老人的風險最高，尤其是如果照護者對失能者具有負面反

應時，以及照護者職責需要耗費高度的體力或 24 小時監護時。照顧者的健康

與對護理之家的態度也是影響原因，照顧者特徵在預測失智症老人是否會送入

機構照顧上特別重要。 

有配偶、子女（特別是居住在附近），與一或多個家人的定期接觸，可降

低接受機構式照顧的可能性。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的正向關係，與主要照顧者

的長期關注以及大量非正式照護者，都能減少接受機構式照顧的風險。 

 
照護指引 
 
透過其他 CAPs引發項目解決問題 
 

被視為高度可能接受機構式照顧的個人而言，其目的是找出可在社區中強

調的這些狀況。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狀況也將與其他 CAPs 發生：認知、失

禁、跌倒與日常生活功能（ADLs）。對於這項 CAPs，您的主要職務是在這些

領域中設計照護計畫時，確保已經提出了機構式照顧的可能性。了解最可能需

要為個案排護理之家時，也應確保已經記錄了這些個案的問題。 
 
家人的角色 
 

您的檢討應考慮非正式照顧者的相關問題。某些非正式網絡狀況不佳（參

考緊急支持系統 CAPs），某些則很強固，這兩種狀況下，您都可協助這些家

庭改進，使他們計畫出更好的照護計畫。對於社區介入，照護計畫包括分析失

能者個人需要與照顧者需要的相互關係，以及可利用的資源。照護計畫應考慮

對主要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均具有長期利益的提案，特別是得自於非正式網絡的

自然傾向與優點。 

在提出服務之前，重要的是應決定何種照護觀念最易對照顧者產生困擾，

也應該評估照顧者的能力，並決定照顧者是否需要技能訓練來改進個人的效率

與個人的滿意度。注意力應放在可減輕照顧者體能要求的訓練上，日常生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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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CAPs 可就這一點提供協助。正式的照護服務，在照

顧者發生健康或功能狀態改變時，顯得特別重要，因為照顧者一天工作 24 小

時，並負照護之責。 

緊急或臨時狀況可要求暫時性服務：當家人十分沮喪時，短期可由內其他人暫

時替代照顧個案的責任。某些情況下，這些服務在現在住所或日間照護下提

供。而在其他情況下，無論是因為疾病或工作關係照顧者離職時，或因現在住

所無法繼續居住時，老人家都必需暫時安置在他處。這時應注意為何需要這樣

的安排，協助非正式照顧者建立符合實際的期望，並能於個案返家後，能擔當

其相關的責任、義務與優先次序之安排（緊急支持系統 CAPS 中建議的重點提

案，也與這一點相關）。 

 

特定住所的選擇 
 

社區中具有這類資源時，應考慮特定的居住場所，特別是那些沒有強力非

正式支持網絡的人。老人公寓（無障礙獨立公寓並能具備支持性服務）對於降

低機構式照顧的必要性有極明顯的效果。對於具有非正式支持網絡失能之人，

可設置協助性居住場所，讓個人化的正式與非正式服務，在計畫進住家中結合

為一體。 

最後，房舍的調整可促進功能，並使老人家增進功能減輕照顧者的責任（參

考環境評估 CAPs）。 

 
作者 

Sylvia Shewood, Ph.D. 

John N. Morris, Ph.D. 

Shirley A. Morris, M.A. 

David Challis, Ph.D. 

 
 
  
John N. Morris’ work CAPS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following grants：NIA 
Grant #5 RO1 AG07820, High Risk Elders and Community Resid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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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相關之感官功能 CAPS 
 
 
 

‧溝通障礙 
 

‧視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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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 
 
目的 
 

識別社區老人的溝通問題，建議在需要就醫時，完成聽覺與溝通評估及治

療，並提供特殊策略來協助老人及其家人與其他照顧者之間，推動有效的溝通。 
 
引發項目 
 

如出現下列一項或多項狀況時，便可能出現溝通問題 

•聽力困難         [C1=1-3] 

•自我表達能力        [C2=1-3] 

•理解能力         [C3=1-3] 

 
 
定義 
 
溝通技巧：透過語言或非語言方法接收、解釋、傳達訊息的能力，包括：說、

聽、讀、寫以及非語言方式，如姿勢。技能來自於對說、聽個別組合上適當地

搭配而來，認知技能需要了解並組合訊息，以及與他人互動的規則知識。 
 
溝通效果:個人成功的接收並傳達訊息，與溝通技巧並無直接關係。有賴於不

同溝通系統的運用，例如：姿勢、重點提示、語調、面部表情與使用助聽器。 
 
溝通時機：希望看到的人出現、有意義的活動以及其他重視老人參與的人，都

是有意義的溝通上不可或缺的成份。 
 
老年性耳聾：對稱性失聰盛行率對高頻率聲音影響特別大，會在不知不覺中形

成，使人無法辨別聲音或了解語言。 
 
背景 
 

美國 65-75 歲之間的老年人中有失聰問題者佔 27%；75 歲以上佔 40%。說

話及語言障礙者盛行率，在 65-74 歲為 1%；75 歲以上是 2%。在加拿大，75
歲以上溝通問題盛行率呈現三倍成長。1990 年的估計，美國大約有一百萬社

區老人會有說話問題。對於小型的居家照護個案比例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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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溝通包括：傳達與接收語言及非語言訊息，其中包括：接受聽覺與

視覺訊息，組合這些訊息並隨之應答，某些需結合口頭、書寫或非語言表達。

有些時候程序中會出現某些中斷，而使互動產生困難。 
中斷的原因可能是溝通障礙或來自親友、家人或照顧者沒有能力使用策略

來擴大既有的溝通能力。也可能是因為老人在參與有意義的互動上，缺乏溝通

機會。老人的溝通能力可能因老化或疾病而改變（如失智症），而溝通問題可

因失明、沮喪以及其他健康或社會問題而造成。 
 
照護指引 
 
發掘問題 
 

某些個案與家人，即使在症狀明顯時，也未察覺溝通問題的出現以及惡

化。他們會指出不清楚語言、喃喃自語或溝通夥伴的態度所產生的困擾，其他

人則相信聽覺與溝通障礙是無能為力的。家人們並未發覺只需簡單的調整一下

溝通方式，或許對嚴重障礙的個案，也能帶動互動功能。 
 
如果個案有聽力障礙 
 

•完整的聽力評估應由醫師執行，或由醫師判斷進行完整評估時，是否有

所禁忌或耳內是否有耳垢。絕對不要建議個案或其家人自己用物件塞入

耳內去清出耳垢。 

•應考慮由合格的聽力醫師進行完整的聽力評估，由專家提供使用的裝置

之專業建議，例如：失聰者使用的助聽器、電話聲音擴大器、環境改變

裝置。 

•如果建議使用助聽器或輔助性聽力裝置，應考慮進行會診。 

 
如果個案使用視力或聽力輔助裝置（例如：眼鏡、輔助性視力裝置、助聽器、

輔助性聽力裝置）。 
 

•判定是否任何時間都可拿得到。 
•查明是否該裝置能正常運作。 
•判定個案或其他人是否反對老人家使用該裝置。 

 
老年個案可能僅希望用助聽器來擴大說話聲而不是其他的背景噪音。如果助聽

器失效或個案沒有戴上，則使用簡單的個人擴音器來加強溝通。助聽器所引發

的許多問題都很容易解決。常見的問題與適當的解決方式列於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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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助聽器：常見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問題 原因 解決方式 
哨聲與吼叫噪音 耳機插入不當 

管線破裂或鬆動 
不適當的耳膜裝置 
助聽器開得太大聲了 

重新插入耳機 
檢查或更換管線 
更換耳膜 
降低音量 

破裂聲；助聽器時好時

壞 
線路不良 
接觸不良 

更換線路 
前後搬動開關數次 
移出或重新插入 

聲音小 電力太弱 
管線彎曲或阻礙 
耳道中過多的耳垢 

更換電池 
檢查線路 
重新插入耳膜 
檢查耳部 

無聲 助聽器關閉 
耳膜阻塞 
電池插入不適當 
電池接觸不良 
彎曲或阻塞管道 
斷裂電線 

轉至”M”或”ON” 
清理耳膜 
更換電池 
正確的重新插入電池 
如先前有指示，清理接觸面 
檢查或更換管線 
更換電線 

如果上述解決方式無法減輕症狀或有任何疑問，可請教聽力專家。個案不應自行修

理助聽器 

 
理解能力 
 

個案無法理解所聽、所見事物的意義。中風或腦部受傷的人，理解力可因

時間及治療而有所改進。失智症有漸進式衰退，甚至如果有神經性疾病，個案

也能改進溝通能力，這點已在評估中得到證實。 
 
自我表達能力 
 
表達困難可有幾種型式，都需要由說話及語言病理學家來評估。如果有這種計

畫，家人對專業人員的介入與回應均應列入檢討。 
 
•發音障礙（無法清楚發聲）呼吸系統可能影響個案說話，所產生聲音品質以

及清楚發音的能力，而造成說話會不清楚、沙啞、發聲太快或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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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症（無法了解語言或書寫、追溯某個字、組織句子）可能很輕微。對於

理解力與會話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難，嚴重者會影響說話、聽力、閱讀與書寫。 

•表達障礙（即使在個案知道該如何使用字眼時，也無法自行結合聲音為語

言），造成語言發音窒礙與猶疑。 

 
認清失語症的人未必是錯亂的是很重要，但某些個案的情況合併了以上問

題，因此失語及失聰更為複雜。 
大部分的失智症患者特別是疾病惡化者，溝通時都有困難。在失智症早

期，溝通問題經常很輕微，持續不斷的無法想起特定的字、無法了解複雜的會

話或抽象文字，例如：片語、格言及引用參考。疾病進展過程中，在一般對話

中找不到適當的字眼、理解、閱讀、寫作困難等現象會趨於明顯，有意義的溝

通在失智症後期幾乎不存在。 
 

機會 
 
除了具備基本溝通技能外，個案也需要有體能及社交機會才能執行。因此判定

下列事物便顯得很重要了： 
 

•是否很容易接觸到能促成溝通的活動與人物。 

•是否因身體狀況限制了有效溝通的能力，例如：光線不良、背景噪音，

甚至私下談話的機會。 

•是否因為老年人被排除於會談中，例如：社交環境限制了有效溝通。 

•老年人在談話中是否言出不遜、荒謬或無法交談。 

 
強化溝通的一般性原則 
 
為管理溝通問題提供意見時，應向家人及照顧者解釋一些策略： 
 

•不要喊叫或大聲說話，使用清楚咬字的聲音與字眼。 

•鼓勵與個案溝通。 

•在與人溝通中，避免顯露語言或非語言的困惑。 

•避免談論重複的內容或期望的字眼。 

•不要批評個案的溝通問題。 

•使用成人的語調、字彙及會話。 

•以為個案不了解，而不在個案面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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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你談話的對象，應讓他看到你、知道你。 

•確定個案有適當的燈光，能在談話時看到你。 

•減少或降低干擾聽力的聲音。 

•使用精確的字彙並避免口號。 

•慢慢講並經常停頓，以觀察個案的理解能力。 

•避免突然改變話題，開始新話題時應清楚的指出。 

•應準備重複訊息或以不同的字再說明。 

•以清楚的姿勢、指示與表演輔助說話。 

•在必要時提供談話內容的書面資料。 

•鼓勵個案利用溝通工具，如手勢指出書寫、繪圖或輔助溝通裝置。 

•個案可能需要更多的喘氣機會，鼓勵個案慢慢說並斷句。 

•如果個案無法想起特別的字眼，鼓勵個案繼續談論該主題。 

•如果談話不是知識性的，可向個案提出可以“是”“否”回答或非語言

方式取代的問題。 

•暫離話題隨後再回到主題，以避免掉入勉強尋找字眼或產生有意字眼的

困境。 

•鼓勵社交性溝通與自主性語言，例如：問候、禮節應對及聊天。 

•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才鼓勵家人與其他主要照顧者替個案說話，因為這樣

會減低個案的溝通能力。 

 

 

作者 
 

Rosemary Lubinski, Ed,D. 
Carol Frattali,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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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功能 
 
目的 
 

指導您對具有下列一或二種狀況之個案進行評估：(1)剛剛喪失視力 (2)長
期無法復原的失明、或(3)因個案忽略對眼睛保護而造成的失明。 
 
引發項目 
 

檢查是否出現下列一或一項以上狀況: 

•視力障礙    [D1=1,2,3] 

•任何視力的限制/困難               [D2=1] 

•視力衰退                       [D3=1] 

 
背景 
 

許多眼睛狀況都至少能部份治療或矯正的。因此，找出可治療的狀況就很

重要了。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便可進行恢復低度視力。 
老化時，由於眼部解剖學上的改變，許多人都承受視覺上的漸進變化。隨

著年齡的增加角膜變厚對光線更為敏感，水晶體濃縮而缺乏彈性，因此，減少

了對焦功能，瞳孔變小使進入眼睛的光線變少了。這些都減少了老人家目視的

能力，特別是對光線變化的調節。除了年齡外，許多老年人也有眼部病變，包

括：白內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黃斑部變性等等。不過，大部分

老人都有足夠的視力。 
 
 
照護指引 
 
此項討論依據個案視力問題進行：視力衰退與低度視力復原。 
 
找出視力衰退的個案 
 

具有無法治癒失明的老年人，應經過整體評估，因為許多失明狀況都能藉

由治療改進或穩定。如果某人近來感到視力上有極大的變化，出現模糊或疊

影、眼睛、眼瞼以及眼部周圍疼痛或腫脹，紅腫、眼部或眼睛周圍乾燥，都需

立即治療。 
如果老人視力上感覺逐漸或持續的變化（超過 90 天），最近又未曾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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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應安排做一次完整的眼科檢查。即使是長期失明也有改善空間或經由治

療而復明（例如：矯正折射錯誤、除去白內障、治療青光眼或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 
向個案（以及家中照顧者）詢問失明對日常功能的影響。對於習慣於失明

或以為衰退為老化自然現象的許多老人而言，這一點很重要。 
經常可由觀察其他功能的衰退而偵測出視力障礙。如果個案無法解釋問題

的性質，可注意是否近來個案減少了社交、宗教或個人的活動。這點對於判定

老人是否減少需要視力的活動（例如：閱讀、織衣、縫衣）上，或是否需要他

人閱讀卡片或瓶子上的說明，十分重要。有時視力衰退代表無法以一般的精確

水準執行家務，例如：地板上有未清除的碎屑。如果視力問題嚴重，個案甚至

無法在熟習的環境下行動，且無法自己坐在椅子上。 
失明的某些特性需要深入的醫療評估。例如：經常將食物剩下一半的個

案，可能是因為疾病或中樞神經系統造成視野上缺陷所造成的。眼、手間的不

協調也可能代表神經失調，而導致近來穿衣行為上的改變，例如：扣錯襯衫扣

子、選錯髒衣服、配色或服裝搭配不良以及怪異的化妝等等。視力有問題時，

男性小便時經常無法對準馬桶。所有這些改變都可能造成懼怕在陌生或擁擠環

境中行走。 
 
評估個案遵循眼科治療的程度 
 

由於視力敏銳度的重要性，大部分人會建議老人至少每兩年看一次眼科。

如果在這段期間內進行了評估，則評估個案遵循治療的情況。如果配了眼鏡，

則評估個案是否戴著配妥的眼鏡進行活動，例如：開車時戴老花眼鏡。而如果

需要吃藥，則評估其是否依照指示，尤其應寫明個案在局部或整體青光眼治療

上遵循醫囑的程度。 
如果沒有遵循處方指示，則檢討未遵循的可能原因（參考遵從性 CAPs）。

例如：眼藥水很難使用。 
 

檢視所有可能導致視力困難的藥物：一些治療非眼部症狀的處方藥物，可能導

致無法復原的失明。有時降低劑量或以效果相同但較可接受之藥物來代替可避

免副作用。如有任何可能因藥物而減少個案視力的情形，便需由適當的專業人

員檢視個案的用藥情況。 
 
為個案辨別低度視力復原 
 

許多長期低度視力的個案，可與家人相處並適應熟習的環境，繼續執行他

所需要與必要的事物而無太大的困難，他們似乎適應了低度視力的狀況。但他

們仍有可能跌倒或發生其他意外，例如：在適應新環境下吃錯藥。此外，如果

限制在習慣性的例行事物上，他們也極有可能與社會隔絕並躲避新的社交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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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機會。許多個案可藉助新眼鏡或其他視覺設備（例如：放大鏡），不過經過

眼部矯正而仍然維持嚴重障礙時，低度視力復健可能會有幫助。 
盡量擴大既有的視力功能並強調在環境中運用聽覺與觸覺回應上，字體特

別重要。環境調整例如：大型或突出的電話撥號號碼、保留經常使用的電話號

碼、大型月曆、報時錶、彩色馬桶座，都能增加老人的安全與安全感。低度光

線的地板、桌面、夜燈則對協助光線的調適上很有幫助，300 瓦特的燈、調整

型長頸閱讀燈，對增進老人視力功能上十分重要。所有嚴重視力障礙的人應停

止開車。 
某些調整性設備或裝置可有效改進個體的能力，促進其自立，例如：會報

數字的刻度表、眼藥水、裝注射器的盒子、服藥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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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CAPS相關之心智健康 
 
 
 

‧酒精濫用與有害性飲酒 
 

‧認知 
 

‧行為 
 

‧憂鬱與焦慮 
 

‧老人虐待 
 

‧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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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濫用與有害性飲酒 

 
目的 
 

識別酒精濫用或有害性飲酒，並檢視因酒精代謝減退，過量有害性飲酒對

老人所造成的傷害以及其健康相關的複雜性或藥物相互作用，。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狀況，便顯現酒精濫用或依賴等狀況： 
 
•自己感覺或他人勸說減少喝酒，或其他人關心老年人飲酒問題  [K7a=1] 

 
•個案必須在清晨喝一杯穩定神經來提神，或因飲酒產生困擾  [K7b=1] 
 

 
檢視有害性飲酒【提示：引發項目中任一情況】有關使用酒精的兩項 MDS-HC
與其他 CAPS 共同運用下，來考慮其在使用酒精的特殊影響。這兩個項目評估

喝酒頻率以及飲酒量，並應列入您的其他 CAPS 的評估考慮。 
 

決定飲用的頻率與用量：有害性飲酒的危險【提示：非引發項目中的情況】 
 
•一週內一至兩杯的酒量   [K7c] 

 
•喝酒的日子裡，通常喝多少?  [K7d] 

 
 
定義 
 
酒精濫用與依賴：酒精濫用是能造成身心健康或社會經濟問題的飲酒程度，酒

精依賴的特性是無法控制自身的飲酒行為，專注於喝酒，尤其否認持續喝酒會

有不利的影響或思想上的扭曲。 
 
早發性與晚發性酒精濫用：老年人酒精濫用者可分成兩種，首先是有長期酒精

濫用病史的人，現在年紀大了，仍持續這種習慣，通常稱這種人為早發性酒精

濫用者。第二種是沒有酒精濫用病史的人，但在 60 歲以後才養成的，通常稱

他們為晚發性酒精濫用者。文獻上對於晚發性酒精濫用盛行率頗多爭議，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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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這類人心理上較為穩定，並且比早發性酒精濫用者更能接受較長久的治

療。 
 
適度飲酒：一杯指的是 0.5 盎斯（15ml）的純酒精，這種酒精量相當於 12 盎

斯啤酒（350ml），5 盎斯（140ml）佐餐酒或 1.5 盎斯（45ml）的淡酒。美國

的飲食手冊定義：男性適度飲酒量為每天不超過兩杯；女性是一天不超過一

杯。不過美國有關當局考慮酒精對老人的特殊風險，認為這類人適度飲酒的定

義是無論男女都不得超過一杯。不過，在英國則建議男性每週不超過 21 杯；

女性則為每週不超過 14 杯。 
 
背景 
 

偵測酒精濫用或依賴，經常因為個案的拒絕而十分困難。家人可觀察紅臉

或家中的空瓶罐，幸運的是老人酒精濫用或依賴的盛行率相對較低。五至六成

美國老人不飲酒，60 歲以上男性酒精濫用或依賴的比例為 2%至 5%之間，女

性則大約為此數據的四分之一。 
不過，老人沈溺於“有害性飲酒”的可能性則高得多，戒不掉的人會因其

行為使自己陷於極危險的困境。大部分的觀察者會依據三種原因，將其行為區

分為輕度或中度飲用而與依賴無關。首先，老化的種種生理因素造成飲酒會使

他們比一般成年人更危險。第二，老年人更易受酒精影響而生病。第三，老年

人所服用的很多藥物與酒精的相互作用，會使老年人暴露在不良藥物反應的危

險中。 
 
 
照護指引 
 

對於老年人飲用酒精的評估，先確定老人是否酒精濫用，如果為酒精濫用

或依賴便必須判定其上癮的整體影響，並發展處理酒精濫用的生理影響以及對

心理造成的治療計畫。不過，即使並無酒精濫用的證據，評估者也必須判定該

老人家所喝的酒量。 
對於顯現酒精濫用或酒精依賴徵候的人以及有可能有害性飲酒的人，分別

提供處理之照護指引。 
 
酒精濫用或依賴的額外評估：需要探討的領域如下： 
 

•飲酒的頻率與量，以及飲酒的模式。 

•過去的酒精濫用治療病史。 

•酒精濫用或依賴對老人生活的影響程度：身體健康、心智健康、家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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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及財務狀況。 

•老人家對治療酒精問題的興趣。 

本項檢視需考慮 MDS-HC 的其他章節的，以便發現酒精濫用的問題。 
 
 
與酒精濫用相關的潛在性問題 
 
1.精神心理問題：酒精濫用會導致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心理及經濟問題，可

能同時影響個案、正式與非正式照顧者，特別是會影響緊急支持系統。應考

慮酒精濫用指標，因為每一項與這些範圍相關的 CAPS 均需強調。 
 
2.健康問題：酒精濫用或依賴對老人身體健康的影響十分複雜。雖然有些人建

議稍微控制，可能會有助益。與酒精濫用或依賴相關用量程度幾乎對身體的

所有主要系統都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問題許多都會發生在早發性酒精濫用者

身上。飲酒過多對中樞神經系統影響甚鉅，也會影響短期記憶、抽象思考、

認知功能以及腸胃與心血管系統、營養不良、肝硬化、食道癌都較易發生在

酒精濫用的老年人身上。即使中度飲用都會增加跌倒與受傷的機會。最後，

酒精濫用或依賴的個案，對其他物品的依賴也可能有較高的依賴。 
 
酒精濫用的可能治療 
 

可能治療包括住院治療、使用精神治療藥物、行為治療以及心理輔導，例

如：參加酒精濫用者活動。 
 

•可能需要短期住院治療，對消除症狀或“解毒”做適當處理。 

•精神治療藥物經常是解毒上的一項利器，不過讓老人使用這些藥物需特

別小心。 

•經常採用的方式是團體治療。提供一個自我肯定、分擔憂慮、恢復建立

人際關係能力的機會。參加團體治療的酒精濫用者在加入特定年齡團體

時表現較佳。某些證據也顯示最成功的團體治療，是男女分開方式。 

•酒精濫用者特別是早發性酒精濫用者，是一種慢性疾病，復原困難且費

時。特別是有老年病症的人，應轉給真正的治療酒精濫用之專業人員。 
 
•在治療時，家人與老人支持網絡介入治療程序是很重要的。治療初期應

著重在家庭上，不僅治療個案有此必要，也因個案行為使家人承受嚴重

的身心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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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性飲酒：有害的藥物酒精交互作用 
 

由於酒精與一般藥物產生作用會造成嚴重問題，應仔細考慮觀察個案的情

況、藥物以及改變酒精使用之間是否為暫時性的關係？例如：判斷障礙、警覺

性降低、神志不清、類似失智症等症狀，都可能是因酒精合併輕度鎮定劑等藥

物而產生的。酒精對於某些藥物也可能產生加成作用，因為酒精影響藥物代謝

的速度。酒精與阿斯匹靈結合會導致腸胃疾病，而酒精與利尿藥物結合，有時

會導致血壓降低並產生昏眩。應將這些問題視為用藥管理 CAPs，給予特殊的

注意。 
 
有害性飲酒的可能性介入治療 
 

與酒精濫用或依賴不同，有害性飲酒通常不需實質的酒精濫用治療。而是

應讓老人了解該臨床人員知道他不是酒精濫用者，並教導他們健康問題與飲酒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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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 
 
目的 
 

判定是否存在認知問題，是否為急性或慢性情況，如為慢性情況，所採用

的方法是否對彌補缺陷有必要。 
 
引發項目 
 

如有下列一項或多項狀況，則顯示出現了認知問題 
 

•短期記憶出現問題                  [B1=1] 
 

•決定日常生活事務處理上，出現中度或嚴重障礙    [B2=2,3] 
 

•心理功能的產生突然或新的變化            [B3a=1] 
 

•過去 90 天中，個案變得易怒或無定向感，例如： 
懷疑自己不安全或需要他人來保護其安全。        [B3b=1] 

 
定義 
 

認知障礙的特徵是一連串失能，實質影響到生活與功能的各個層面。包

括：對近期與久遠事物的健忘、神志不清、在尋找字眼或了解語言上出現困難、

無法在社交場合中適當並正確的表現。 
 

妄想：急姓的神志不清是警覺與活動期間的起伏狀態，加上混亂的思緒與短期

記憶喪失、睡眠與清醒週期之間的錯亂與感知，需要立即找醫師就醫。有三到

四成有妄想的人會發怒並出現攻擊性或其他的行為性症候；三至四成則會產生

幻覺或幻想。 
 
失智：失智無法恢復且拖延甚久。失智可定義為某人清醒時許多部位的認知都

在衰退。失智開始時不易察覺，例如：漸進式，而病情會逐漸有進一步發展。

多發性梗塞疾病通常都是慢慢發展而成的，而衰退的階段，都有明顯症狀可

查，各階段間歇中起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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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老人通常都對自己的思路清晰、理解、學習新技巧的能力以及能夠處理自

己生活而感到自豪。記憶衰退，即使在一段時間之後仍無法想起，會被視為老

化或歸咎於溝通不良。其實暫時無法回憶特定訊息（曾去過某地的名稱、事件

的前後次序）是所有年齡層的共同現象。 
早發性失智的微妙變化很難追蹤，或許只是隱藏神經損傷上的早期徵兆與

症候，才能了解。 
在早期，許多家人會否認或無法察覺高齡親人認知狀態的改變。只有在危

機形成時或臨床人員判定需住院時，家人才會強調這個問題，此時教育與實用

的指南是很重要的。 
對於判定可能出現的認知障礙範圍或其所造成的原因，已經超過評估範圍

之外。值得慶幸的是，即便不是全部，但是在大部分狀況下，無論近況是否有

變化均可察覺到個案認知障礙的情形，以及日常生活功能是如何的受到限制。

如果一旦談到認知問題，首要之務是決定個案是否已經見過適當的衛生專業人

員，實施有效的評估來判定可能的原因。如果認知狀態已有明顯的改變，便需

立刻就醫。如果認知功能的缺陷已出現數月或數年，則無論是穩定或緩慢進

展，重要的仍然是個體近來已經出現的情形。如果情況並非如此，應為個案進

行評估，以便避免進一步惡化或判定成因是否能夠治癒。 
 
照護指引 
 
照護的方式 
 

檢視老人狀態時，首先是尋找是否存在著明顯神志不清的狀態。如果沒

有，則檢視是否存在某種最近未被醫師察覺的實質認知問題。最後如果最近檢

查過，照護的重點便僅是按步驟進行與降低挫折。 
 
辨識妄想症 
 

妄想是一種明顯的神志不清狀態，並顯現出敏感度的起伏。這兩個指標引

發項目都是心理功能的突發變化或在前 90 天中變得更為迷糊。此外，受這種

狀況影響的個人很可能出現混亂思考以及短期記憶消失、睡眠型態紊亂。如果

有任何跡象顯示老人出現妄想，必須立刻就醫。 
 
下面的問題協助您找出具有突發症候、喪失認知能力的個案，這些人都需就醫。 
 

•察看老人是否出現性格上的變化或情緒不穩、怪異的行為或看到不存在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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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缺乏原先的原動力或出現執行某項活動出現困難。 

•個案執行活動（例如：穿衣）在一天中經常變化？如在夜間穿衣。 

•老人家最近說話變得沒有連續性或口吃。 

 
檢視妄想狀態 
 

失智症可有許多型式，大部分失智症都是具有漸進的本質，並無戲劇性的

急劇變化。雖然失智症病患都應就醫，甚至在整體評估後可能找出認知缺陷的

確實原因，因此，只需要確保所有可治癒的原因都已發現，並儘可能予以強調。

如果個案在決定行為能力上為中度或重度障礙以及過去 12 個月又未曾看過醫

師，則必須就醫。 
 
採行的策略 
 

假如患有長期認知失能者，尚未完成全面醫療評估，而明顯的認知障礙尚

未顯現，評估者會發現下列做法特別有幫助： 
•在合理範圍下，描述確實的認知缺陷。 

•找出個案現在無法連續執行的主要功能活動（例如：撥電話），是他願

意執行，並協助其家人發展出一套計畫來強調這個需求，例如：裝置有

預設程式按鈕的電話。 

•辨別這些障礙對個案與主要照顧者的影響，尤其是完成日常生活功能 
CAPs 能力的檢討。 

•決定能做哪些事，而使主要照顧者能儘量擴大功能並控制緊張，與家人

討論能全日協助老人的線索及幫助的型態，協助家人設計一套計畫來持

續運用這些課程。 

重要的是詢問個案與照顧者何種功能是個案能夠執行或參與的。應了解的

是輕度短期記憶力喪失以及最低限度的障礙程度，對老年人很普遍且通常不會

惡化。這種最低認知變化通常可用確認與輕度記憶輔助器來解決（例如：筆記

本、日曆、標準行動例如：總是將鑰匙放在門口邊的盒子中）。下列的問題對

識別需要協助的範圍上很有幫助。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中個人的獨立執行情況如何？重

要的是讓老人在日常生活活動上盡量維持更多的功能。特別是飲食與如

廁。這兩點可藉由一系列為個人特別設計的提示予以改進（參考日常生

活功能 CAPs）。 
 
•老年人是否由於認知障礙，而有明顯的傷害風險？如果是，除了引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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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安全措施以及加強照顧者對危險評估的教育外，也應參考環境評估

與日常生活功能及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的協助。 
 

此外，家人經常對老人的認知障礙過度保護，因此增加了依賴並降低了自我評

價。 
儘管慢性認知障礙的進行經常很慢，但確實會出現。先前很有信心處理自

己財務的老人，此時卻無法繼續做，讓老人家盡量維持身體功能當然是目的所

在。某些功能僅能間歇性維持正常時，則有必要在某些活動上做一些限制，當

然也必須考慮安全。最明顯的是失智老人有被爐火燙傷、許多狀況下的自我傷

害以及閒逛與迷路的危險。障礙時開車對老人是最危險的，應儘可能技巧性質

的防止失能老人開車。 
 
認知障礙的影響與極大化功能：輕度甚至重度認知障礙的人，生自己的氣、沮

喪焦慮都是很常見的。一般認為阿茲海默症患者不知道自己的功能退化，已經

證實是錯的。應將重點放在盡量極大化社交功能與降低壓力方面。失智症

10%-25%中，在心理徵候出現之前都經歷過沮喪。幾乎所有人在疾病期間都會

出現行為性症候，許多也會經歷幻覺或幻想，包括妄想症。 
因此，將這些認知障礙的情緒儘可能予以紓解，才是重點，可由諮商來應

付，這些有時也包括家人。 
 
家人支持：初期任務是針對老人行為能力及家人角色做實際評估，並與家人及

病人發展出一套照護計畫。 
老人症狀嚴重時，家人可能會無計可施。他們可能會認為只能採取下下策

（白天限制行動、將老人送往護理之家）。重要的職責之一便是隨著發展，向

家人解釋特殊疾病的程序，如果是幻想症，則解釋疾病的階段性現象。對於阿

茲海默症與其他漸進性失智症、腦中風等，家人都需要進一步的訊息。在多發

梗塞性失智症（MID）方面應讓家人知道某些行動（例如：血壓正常、運動及

壓力調節），可避免持續衰退。 
需要照顧認知障礙病人的家人，對這類病情會感到失望，應確定照顧者都

能獲得適當的支持與諮商，這應包括相關的教育題材以及儘可能提供紓解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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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目的 
 

找出具有行為症候並騷擾自己或他人的老年人，並提供照護的模式。 
 
引發項目 
 

如有下列一或二項狀況,則應檢視行為狀態: 
 
•游盪，不易控制 [E2a=2] 

•口語上的虐待行為，不易控制 [E2b=2] 

•行動上的虐待行為，不易控制 [E2c=2] 

•社交上不適當之行為，不易控制 [E2d=2] 

•粗暴地拒絕他人照顧，不易控制 [E2e=2] 

•過去 30 天行為表現更為惡劣或對家人無法忍受 [E3=1] 

 
 
定義 
 
游盪：行動無目標，明顯的有所需求或尋求安全感。夜間閒逛對家人尤其重要。 
 
口語上的虐待行為：尖叫、罵他人、重複無法辨別的字、無意義的噪音。 
 
行動上的虐待行為：推人、咬人、踢人、打人、打人耳光。 
 
社交上不適當行為：喊叫、製造擾人的聲音、不適當的性行為或當眾脫衣、弄

髒或丟棄食物、破壞別人的東西。 
 
背景 
 

行為徵兆很普遍，所幸的是也都可能治癒。這種症候不應看作是正常老化

程序的一部份。其實，成功的醫療大部分是靠老人與其家人對行為特性的了解。 
家人與老人之間可能對於新產生的行為問題了解與反應，持不同的看法。

鄰居可能首先抱怨老人家的怪異行為以及一些騷擾性行為。某位成年子女來

訪，可能也是發現行為模式出現問題的原因。因為認知障礙，老人經常否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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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某些個案也可能提供一些行為合理化的理由。通常，這些症候都是慢慢

顯現並與認知障礙有關，經常是阿茲海默症。家人或許會害怕破壞性行為，也

很可能因宗教、文化因素而很難接受心理疾病。 
家人在無法處理或忍受某些行為時，最常見的就是找朋友商量。行為症候

越來越頻繁、越擾人時，個案參與有意義的活動便受到限制，家人所承受的壓

力也逐漸增加，他們或許會質疑自己照顧老人的能力。認清行為上的負面結

果，經常能引發適當的照護方案。 
 
照護指引 
 

了解老人一般行為，不但旦可找到適當的參考，也可了解造成急性病的改

變。因此，家人可說出如釋重負的感受，把煩人又焦慮的老人制服了。但家人

卻忽略了這與引發新疾病的關係，同時緩慢的改變也不易被發現。 
對於行為性症候，家人通常會對一連串的治療感到厭煩。因此，辨別下列

做法或許會有所助益: 
 

•在減輕症候與照顧者壓力上完成了什麼？失敗了什麼？ 

•問題是否惡化？ 

•家人對問題的態度是否改變？ 

•家庭狀況是否有所改變（例如：換工作、照顧者搬到較遠的地方）？ 

•居住環境是否有某些重大改變需要考慮？ 

 
由家人與非正式照顧者全天候記錄行為性症候，通常都很有用處。這樣能

使家人與評估者留意到徵候與可運用的照顧者之間的關係，一天中會發生何種

行為？會在何處發生？以及其他狀況。也可經由對行為原因的識別，設計特殊

的治療措施。 
 
一般性原因檢視 
 

作為一項協助工具，注意許多破壞性行為起因，為一連串狀況是很有用處

的。提示之處有： 
 

健康狀況 
•新的用藥 
•長期服用的藥物，現在由於個案的長期使用或臨床狀態的改變，可能需

注意其不利的影響 
•任何會導致疼痛或不適的實際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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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與家人的疲憊情況 
•失聰 
•脫水 
 

不適感 
•想上廁所，特別是無法自理時 
•產生疼痛 
•局部疼痛與紅腫 
•不合腳的鞋子或衣服 
•饑渴或無法表達需要 
•睡眠型態紊亂 
 

環境因素 
•老人對子女來訪的反應 
•老人獨自在家的時間(配偶與家人工作時) 
•症狀與家人回家時有何關係 
•新的照顧者 
•家中噪音 
•令人緊張的環境 
•不適當的燈光 
•環境中的溫度 
 

社會心理因素 
•老人缺少日常生活目標 
•存在幻覺 
•新幻想的出現，這種情況需要立即就醫，參考認知 CAPS 
•妄想症 
•混淆－神志不清，無法了解方向及認錯人 
•對老人抱怨的回應方式以及個案的滿意程度 
•採用肢體約束 
•個案陳述恐懼的程度（或個案沒有陳述）則以表現來判斷，包括對突然

身體接觸的震驚 
•刺激的程度，過度刺激或刺激不足 
•個案承受挫折的程度，以及進行必要或自願活動的動機 
•太多人與噪音形成感官的過度負擔 

 
當然，首先必需確認造成行為性症候的身體或心理疾病，可能需由醫師針

對其為急性或慢性病與辨識其範圍，之後應將重點放在參考老人的正式與非正

式社會支持計畫中，最能顯現破壞性行為的社會支持計畫。例如：可讓個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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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別為治療游盪而設計的計畫，建議家人為老人戴近照與識別證，同時減少

老人獨處的時間，變更門閂並用布簾遮住門，這些都可能在日常生活活動中，

減少游盪行為。口語上的虐待對照顧者經常造成緊張，對治療也有不良反應。

再者，讓老年人了解為何如此做的理由，照顧者保持冷靜，在挫折恐懼時轉移

個案的注意力或無法引起行為徵候，也都會有好處。 
協助家人發展一套策略來處理並預防行為性症候。上述檢討會有相同的相

關因素，應找出遠因與近因。其目的是避免或減輕行為症候的發生，並協助家

人對經常出現，而醫療也不太奏效的的症候多多容忍。下面為家人在處理這些

狀況上，提供一些有用的訣竅： 
 

•確保個案遵循所排定的身體及心理治療計畫。 
•採取階段性，避免造成緊張。如吃飯前讓個案上廁所，讓個案了解為何

需如此做，確認溝通清楚並且無錯誤訊息。 
•需要時尋求協助。 
•確保所有家人及照顧者均以一致態度接近個案。 
•將個案帶離令人失望的場合，在環境中排除能作為武器的東西。 
•支持能為個案帶來快樂的活動，在附近散步、在愉快情形下進食、能看

見兒童。有些時候嘗試轉移個案的注意力，最好的方式是讓某些行為徵

候“過去”，而以冷靜堅定的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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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與焦慮 

 
目的 
 

為協助找出居住在社區中承受焦慮或憂鬱的老人，並找出可能的治療途

徑。雖然憂鬱的爆發徵候，隨著社區中年齡的增加似乎並不很普遍，但沮喪與

焦慮的症狀在社區老人中卻很常見。 
  
引發項目 
 

如果過去 3 天中至少一至二天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時，情緒問題便需要治

療： 
 

•哀傷或憂鬱的情緒 [E1a=2] 

•持續性生自己或別人的氣 [E1b=2] 

•表達莫名的恐懼 [E1c=2] 

•一再抱怨健康上的問題 [E1d=2] 

•重覆不斷的抱怨或掛慮 [E1e=2] 

•悲傷、痛苦或憂鬱的表情 [E1f=2] 

•經常哭泣落淚 [E1g=2] 

•逃避有興趣的活動 [E1h=2] 

•減少社交互動 [E1i=2] 

 
背景 
 

在美國，居住在社區的老人中發生嚴重憂鬱者佔 2%。不過大約 15%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有明顯的憂鬱症候。 

之所以特別強調老人的憂鬱，是因為在美國老人的自殺率偏高。此外，內

科疾病以及功能喪失的老人，產生憂鬱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在美國，有 6%
男性以及 11%老年女性出現符合焦慮失常的症狀。最常見的是恐懼，其次是驚

慌    。 
隨然憂鬱與焦慮經常是分開討論，但他們經常同時出現。這兩種問題的評

估造成原因的多變而顯得複雜。首先，老人可能否認自己有緊張或憂鬱的感

受。第二，許多老人承受一些心理上的問題，也可能被誤認為此種問題。例如：

憂鬱在具有慢性病的老人以及功能障礙的老人特別普遍。其實這些因素持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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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為社區老人憂鬱顯著的危險因素。第三，老人經常接受的用藥，也可能出

現憂鬱或焦慮的症狀。第四，經常發生在老人的失智症，使診斷與治療更為複

雜。 
 
A.憂鬱 
 

憂鬱一詞用來形容任何由低落狀態轉換成急性或慢性失能的狀況，可能會

產生許多結果，由中度功能失調到決定自殺。憂鬱是一種疾病，可能會出現情

感、心理與認知上的徵兆。嚴重的憂鬱通常會因為憂鬱情緒或失去快樂的感

受，而出現下列八項條件其中的四種，達兩週之久： 
 
•對生命及一般活動失去興趣 
•昏睡或睡眠時間延長 
•沒有胃口或體重減輕 
•罪惡感或渺小感 
•無精打采 
•思考力、集中力降低，並猶疑不決 
•身體動作不安或退化 
•自殺意念，包括任何奪取其個人性命的計畫 

 
不過，即使合併數個症狀的情形出現了，也應評估其嚴重性以及對老人身

體功能及生活品質的影響。也應注意身體症候可能是”憂鬱”的一種偽裝現象。

最明顯的徵狀是疲倦、虛弱、體重減輕、呼吸急促、昏眩、失禁、劇痛及記憶

混亂。 
 
B.焦慮 
 

焦慮一詞用來形容由於憂慮與不確定感造成個體在功能上的混亂狀態。這

類情況在不恰當的態度出現時，特別明顯。焦慮可能是許多失序狀態的現象之

一，包括：恐懼、震撼、攻擊、災難後緊張失序、混亂壓迫性失序。 
一般焦慮在晚年出現的機會相對稀少，只能視下列四種症狀在過去一個月

中至少出現三種症狀而定： 
 

•無法放鬆或許有顫抖 
•身體上的抱怨，包括：流汗、口乾、昏眩、失眠、冷熱或甚至不正常的排

尿 
•對一些未來事物變遷的了解無法做出合理客觀性的評估 
•精神無法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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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無法達成所有的要求，老人的痛苦都應予以說明。 
 
照護指引 
 

在下憂鬱與焦慮診斷時，對老人身體狀況與認知狀況、治療環境認知狀

態、治療處方與社交環境間相互關係的了解，可能是相當困難的挑戰。 
最重要的是辨別個案是否有憂鬱的傾向或某種程度的焦慮，會影響簡單的

功能，然後接受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輔導。如果發現個案有自殺的傾向，必需

立刻就醫。其他狀況下可安排適當的治療或與醫師見面，才能找出造成某種狀

況的身體或社會因素，以及紓解的可能性。 
 
問題檢視 
 

確認焦慮症候出現的期間是否與身體或社會狀況有關，是十分有助益的。

對於近來失落感的悲傷，例如：所愛的人死亡、喪失身體功能、喪失社交角色，

都是老人反應出憂鬱的普遍原因。搬到新的環境或新居也可能產生憂鬱或焦

慮。 
同樣的，身體或功能上的衰退會與憂鬱症候相關，而漸進的認知功能缺失，甚

至與焦慮或恐慌攻擊都有關聯。無論如何，許多情況下問題的顯現，不只是單

一事件或個人的改變。 
 
不過，下列各點可能協助您獲取得這兩種狀況的資訊： 

•徵候的嚴重性。 
•每一徵候的時段。 
•開發時，健康、治療或環境上的改變。 
•過去 90 天中症狀的進展（或無進展）。 
•可以識別出無徵兆期間。 
•有自殺傾向，例如“老人最好死去”的表白，無論徵候有多輕微，他想

到一些解決自己的方法或甚至試圖實行。 
•心理上的徵候，特別是維持不久的情況。 
•功能上的改變，特別是急劇變化時，例如：沒有醫療因素而懶得起床或

懶得理別人。 
•酒精濫用的證明。 
•老人與照顧者發現的症候成因。 
•胃口或食物、飲水減少的證明。 
•體重減輕的證明。 
•試驗過的解決方式，是否會引發症候。 
•合格的專業衛生人員，是否發現症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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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介入治療方法 
 

處理焦慮與憂鬱徵候，需要對存在的問題以及適當的治療計畫有所了解。

這需要對老人以及社交網絡、問題本質及治療的優缺點提出教育介入。 
相對地輕微的徵候也應注意，鼓勵非正式支持是很有用的。在處理重要的

常態問題上，具體的環境與社交調整，能扮演很有用的角色。例如：如果功能

性衰退很明顯，便可調整包括訪談模式的改變、使用輪椅參加社交活動、主動

閱讀或討論書籍，並開始新的社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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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虐待 

目的 
 

協助找出處於虐待、遭到忽略或極有虐待危險的個案，並辨別是否應對這

類狀況採取立即行動。某些國家與社區要求由指定機構進行這類報告。 
 
引發項目 
 

出現下列一項或以上狀況時，便需進行檢視 

•害怕某個家庭成員與照顧者 [K9a=經過檢查] 

•不明原因的創傷、骨折或燒燙傷 [K9c=經過檢查] 

•被怠忽、虐待或不良對待 [K9d=經過檢查] 

•身體受限制 [K9e=經過檢查] 
 

 
定義 
 

最近幾年開始注意到老人虐待的議題，這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沒有簡單

的定義可以強調這許多的領域，不良對待老人可能是虐待或被怠忽。它可能是

內在的，例如：意識中感受到痛苦或可能來自外在不適當的知識、照顧者負荷

過重、疲憊或被濫用。 
 
背景 
 
不良對待老人的現象可分為四大領域： 

•身體虐待：造成身體疼痛或傷害，包括性騷擾。 
•心理虐待：引發不尋常的心理憤怒，包括羞辱與驚嚇。 
•忽略：拒絕或未盡照護義務，包括：拒絕提供必要的食物，健康相關的

服務或眼鏡，以及放棄老人。 
•金錢虐待：不合法或不合適的壓榨或使用老人的財務。 

 
可解釋為何發生老人虐待的危險因素包括： 

•受害者的身體與認知狀況。 
•受害者對照顧者（施虐者）的依賴。 
•施虐者對受害者的依賴，特別是財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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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者的心理狀態（實質虐待或心理疾病的歷史）。 
目前有證據顯示：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此兩者間有密切的相關性，但不包

括緊張的生活事件以及暴力史。但在考慮可能的治療方式時，仍然是很重要的。 
 
照護指引： 
 
針對問題進行檢視 
 

無論某行為是否構成虐待、忽略或剝削，必須依照其頻率、時間長短、強

度、嚴重性與結果而定。我們經常依據個案對該行為的感受而定，例如：個案

如何看待此一虐待行為，他們是否接受了一些改善的行動。 
 
為能找出虐待或忽略的狀況，我們需要詢問: 
 

•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否有虐待、忽略或剝削的危險存在？ 
•問題的本質嚴重嗎？經常發生嗎？ 
•危險有多急迫? 
•照顧者可能成為施虐者嗎？ 
•家庭照顧是否持續並維持其品質？ 
•是否先前有暴力、虐待、忽略或剝削的歷史？ 
•正式服務可靠嗎？ 
•正式服務人員採取階段說明重要的問題嗎？ 
•家人願意一同修正這個問題嗎？ 
•對涉嫌施虐者或個案，有實質虐待的問題嗎？ 
•情況緊急嗎？ 

 
評估的目的是辨別(1)是否發生了忽略或剝削的情形 (2)個案對處理自己

福利的能力以及了解其結果的能力 (3)個案所承擔的危險程度 (4)需要立即介

入的事項，如社工服務、醫療照顧、法律強制執行、法庭保護令。評估程序的

第一步是找出對涉嫌不良對待找出具體證據，您可能發現即使照顧者出自善

意，老人仍然受到虐待幻想的困擾，此時個案便需接受心理治療。 
 

拜訪個案：在無威脅的氣氛下，拜訪個案，就有懷疑或 MDS-HC 引發項目下，

觀察所得可能的虐待指標。雖然不易做得到，但是單獨詢問個案是很重要的（不

要當著可能或涉嫌施虐者的面）。個案對不良對待的認證，在決定是否應採取

下一步驟上十分重要。個案可能否認指控，這種情況便必須判定指控的真實性。 
 
辨別個案的能力：並非所有記憶障礙且具有功能問題的人，都無法處理自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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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問題。在自然環境下觀察個案一段時間，對評斷個案的處理能力或許有所

幫助。必須決定個案成為犧牲者在現有環境下是安全可能性。如果有危險，可

向法庭申請暫時監護或安排非自願的心理衛生治療。 
 
調查控訴與涉嫌虐待：訪談一位可疑的施虐者，對於發展成功的治療策略是很

有用的。必需獲得充分資訊才能針對指控或進一步觀察虐待的可能性指標，這

可能需要接觸醫療人員、受虐者的親人或服務仲介公司，並儘可能與這些相關

的當事人接觸。向照顧者解釋，分別與個案及照顧者會談是訪談程序的一部

份。這樣做的同時，也評估照顧者的善意、健康及能力。有自主力的個案可能

以各種理由拒絕同意這種做法，涉入的人或許會覺得指控不公或老人可能害怕

遭到報復，進入護理之家或失去所愛之人的支持依賴或暴露家醜等等。除非是

激烈的案子，很難評估財務上的濫用。不過，照顧者對老年人的剝削可能是身

體與心理虐待。 
 
治療 
 

對虐待、忽略或剝削適當的回應，依據個案及各國法律而有所不同。社工

人員可與家人合作紓解或降低可能導致虐待或忽略的因素。具有潛在虐待或忽

略的照顧者離開個案時，可利用家事服務以及喘息服務取而代之。不過所有案

例中都需強調下列議題： 
個案是否面臨立即的身體危險？如果有，評估者應立即將老人遷離家離開

現有的環境。 
 

•個案接受治療嗎？ 
•正式直接照顧服務的條文是否能改進現況？ 
•照顧者是否需要諮商、支持或用藥治療來承受現有的負擔？ 
•如果指控不具體，個案是否需要心理評估或治療？ 
 

所有案例都需做定期再評估，包括虐待證據不完整的案例。如果個案不接受協

助，便必須提供教育、緊急協助電話號碼的書面資訊以及適當的就醫。請參考

緊急支持 CAP 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CAP 的相關議題。 
 

作者 
 

Rosalie Wolf, Ph.D. 
Flavia Caretta, M.D. 
Deborah Sturdy, R.N.,M.S. 

 



 - 135 - 

社會功能 
 
目的 
 

協助個人維持並保有滿意的生活角色、社交關係或愉快的活動或發展新的

活動。社會失常的起源可能是健康、心理上、精神上、功能上、環境上或人與

人之間的社交互動問題。這些困難可導致不愉快、焦慮與寂寞。為降低不滿意

與功能失常的影響，並擴展機會，有必要儘可能找出並修正造成困難的原因與

問題，並維持那些不變的問題。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項或以上情況，則顯現出社會功能問題： 
 

•個案無法輕鬆地與他人相處 [F1a=1] 

•會向家人或朋友表達衝突與憤怒  [F1b=1] 

•個案與社會、宗教、職業或其他喜好的活動程度上 

，在過去 90 天中出現減退 [F2=1,2] 

•個案每天獨處的時間 [F3a=2,3] 

•個案自述或表現出感到孤單 [F3b=1] 

 
 
背景 
 

社交障礙指的是個人如何與他人相處，其他人如何與個案相處，個案如何

與社會機構或社會機制互動。這些可分割成個人職業或日常活動兩個領域，例

如：家務以及社交、文化、宗教活動以及婚姻或親子關係。 
每個人在社交關係上都有個人的型態而其活動也都提供或多或少的支

持。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會對自我評價與社會利益產生明顯的傷害。尤其是

生活上經歷明顯變化的人，辨別何種資源能協助個案在社區中獨立，何種行為

模式能促進這個目的，都是值得重視的。 
 

照護指引 
 
照護途徑 

具有近因或立即造成個案緊張的問題，都應視作目標。長久性困難，也就

是在個人生活中形成個案社交行為特色，通常不易改變，因此應放在最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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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您只能藉由其他 CAPs 間接暗示這些因素，例如：緊急支持系統日常生活

功能。您的評估重點應放在： 
 

•辨別是否具有長期特性的寂寞感或容易生病的情形。 

•找出改變的角色與社交處境。 

•可能情況下，找出與改變相關的因素。包括：功能性問題（例如焦慮被

留在家中），認知障礙、視覺或聽覺的問題、情緒變化、精神問題（例

如：無意義與價值）以及社交環境上的改變。 

•審查個人先前應用過“資源”（過去的角色、參與的提案與模式），據此

而形成醫療或改變的關係，以作為個案角色與活動安排的基礎。 

 
目的是試探對失落角色的補償之道，並為新角色與活動尋找機會。 
 
檢視能在其他 CAPs上強調的臨時性因素 
 
如果發現社交功能層面最近有了變化，可在您的檢視中，為下列引發項目所引

起的 CAPs 考慮因應之道： 
 

•日常生活功能/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檢視日常生活功能/工具性日常生

活功能的排序以及社交功能的減退。如果日常生活功能/工具性日常生活

功能功能衰退是重點，可考慮家人與個案一起活動：例如帶老人參加家

庭活動，加入日間照護。也考慮因應特殊日常生活功能障礙的特殊策略，

如訓練使用輪椅以確保個案能參加各種活動。 

•溝通：如果可接受或可表達的溝通有限，請參考溝通障礙 CAP。 

•認知狀態：如果最近認知狀態有變化，請參考認知 CAP。 

•情緒與行為：個體或許會退縮、哀傷、懷疑、攻擊等等，請參考行為與

憂鬱 CAP。 

•潛在的虐待：個體可能遭到忽略、剝削與限制，其原因可能隱含在社交

功能中，請參考老人虐待 CAP。 

•心理環境：請參考環境評估 CAP。 

•非正式支持系統：請參考緊急支持系統 CAP。 

 
 
 
改善社交功能之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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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社交功能改善上的資源與潛能，辨別個案是否表達希望自己能為他人

提供幫助，能扮演某種角色、責任或參加社交生活。或者親友願意並有興趣與

個案建立新關係，都是很有用的訊息。其目的是儘可能建立個案的強韌度，而

個人動機的強弱則是決定性因素。 
 

•生病角色的假設：經常需考慮為何有這個角色，不希望的特性能修正到

何種程度？範例包括：生病角色的假設或成為失能配偶的照顧者。 

•參與的模式：決定是否手邊與某人具有可信賴、可支持的關係。 

•動機：如果個案在某些事物上仍有處理能力，應發展計畫來延續這項動

機，特別是對那些個案已經減少參與的領域。例如：如果寂寞或缺乏精

神上的關係，看起來是自我限制所造成的（例如拒絕外出），則可檢視

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 

•心靈狀態：心靈上的改變（例如：失去宗教或文化認同，無法參加宗教

禮拜或活動）會導致憂鬱（請參考憂鬱 CAP）。進而可提出適當的輔導，

特別是強調老人們對這項活動的重視。對於居家的個案，試著安排訪問、

修女訪問或建議個案參加電視或廣播的宗教禮拜，或安排個案在附近的

教堂參加每月討論，以確保家人能了解這些計畫，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工

作。 

•認同過去的角色：詢問過去為個案提供了何種協助，檢討個案在家庭、

宗教與性別方面的角色。 

•偏好的活動：儘可能找出社交活動型態中的明顯偏好，例如：小團體還

是大團體；被動還是主動的活動；傳統的或是新型態的活動；動態的還

是更靜態的活動。 

•害怕：害怕是社交功能發生改變的決定性因素。經常害怕會導致高度情

緒性反應。例如：在胸痛剛出現時，害怕發生親密的性關係或害怕跌倒。

通常，正確的危險資訊是克服這類問題的必要因素。 

希望用簡單的解決方式，由個案的興趣與能力開始，個案動機是一個重要

的因素。其所蘊含的價值比抽象活動更為有效。與家中主要成員及朋友或與個

案接近的人共同努力。單單是增加人與人間的接觸，便很有價值。環境改變也

是另一項間接的治療策略：改變生活環境，提供外界活動的交通工具，參加新

的或既有的活動（例如：教堂、日間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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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ean-Noel Du Pasquier, Ph.D. 
John N. Morris, Ph.D. 

 
 
  
John N. Morris’ work on this CAPS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an Alzheimer’s 
Association Award #TRG-93-022, “Assessment and Outcomes for Community 
Based Cognitively Impaired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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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CAPs相關之健康問題/徵候群 
 
 
 

‧心肺健康 
 

‧脫水 
 

‧跌倒 
 

‧營養 
 

‧口腔衛生 
 

‧疼痛 
 

‧壓瘡 
 

‧皮膚與足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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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健康 
 
目的 
 

提醒居家照護專業人員，對於心臟血管與呼吸系統的問題是需要醫療介入

管理的。不過，許多問題是屬於老化的現象，這些可能未受到適當的照顧。 
 
引發項目 
 

當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時，須檢討心肺問題： 
 

•不規律的脈搏 [J1e=經過檢查] 

•痰的分泌改變 [K3a=經過檢查] 

•胸痛 [K3b=經過檢查] 

•昏眩或頭重腳輕 [K3d=經過檢查] 

•水腫 [K3f=經過檢查] 

•呼吸急促 [K3g=經過檢查] 

 
 
 
背景 
 

65 歲以後心臟疾病的盛行情況在急速增高：心臟衰竭的病人有 75%年齡

都超過 60 歲。一些研究顯示，年紀超過 75 歲以上的病人有 20﹪發生過心臟

病發作或心絞痛的病史。在美國的現實狀況，有些病人是在跌倒後發生了這些

狀況，可以確定在老人人口群中缺血性心臟病是非常重要的疾病。 
老人之心臟血管與呼吸系統疾病可能已經在治療之中或是有些仍未接受

治療，其相關功能的限制可能並未受到重視，或將這些改變視為老化的開始。

許多症狀例如：呼吸急促都被視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重要的是應確定心肺症狀都經過評估，目前已經有許多可行之治療方式。

舉例來說：心臟衰竭的治療很有效果，一些改變生活品質的指標，包括適量的

運動、減少疲憊、胃口改善，以及生命的延長。由心臟血管疾病所引起某些心

臟病症狀，也許不會讓人立即聯想到是心臟血管疾病所造成。例如：用力或休

息時突然昏倒可能是心臟瓣膜的異常或心律不整所引起，都可用藥物或手術來

介入治療。 
再者，雖然老化與血壓升高相關，但老人家特別容易因改變姿勢（突然站

立、飯後或使用新藥物）而產生血壓劇降而導致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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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急性胸部感染比年輕人可能更不容易辨別，並復原較緩慢。慢性之

肺部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與肺氣腫，會嚴重限制個人生活型態，並必須持

續接受定期追蹤以增進個人最大的生活能力。逐漸惡化的慢性症狀或急性胸部

感染的緩慢復原，通常都是因為一些感染而引起的，適當藥物治療可以加以改

善。 
 
照護指引 
 

以下提供與心臟血管相關之五大常見症狀，以及與呼吸疾病常見的六項症

狀，雖然這些症狀可能彼此重覆，因為一個人可能同時有心血管與呼吸系統疾

病，症狀之間可能彼此有關或無關。 
 

•心血管疾病方面：呼吸急促（呼吸困難）、胸痛、心悸、下肢腫脹、昏

倒（暈厥）。 
 
•呼吸系統疾病方面：呼吸急促、咳嗽、痰量的改變、咳血、胸痛。通常

若無完整的臨床檢查，很難分辨是由心臟血管或由呼吸系統所引起的。 
 
脈搏不規則（不整脈） 
 

脈搏不規則會增加中風的危險。老人經常脈搏不規則，當病人沒有使用抗

凝血劑(如：阿斯匹靈或 warfarin)，或從未與醫師討論過這些狀況，應該轉介

他們去看醫師。 
 
咳嗽、痰的分泌與喘鳴 
 

咳嗽，無論是否分泌痰液，為最普遍的呼吸系統症狀，乃肇因於一連串呼

吸道受到刺激所引起。咳嗽有時是吃藥所造成的，特別是治療高血壓與心臟衰

竭所經常使用的藥物。經常發生在重度吸菸者，但也可能因為感染所致（例如

肺炎、支氣管炎）、心臟衰竭、腫瘤以及過敏者，都會出現咳嗽，也會有輕度

之氣喘症狀。患有氣喘或慢性肺部疾病（如：肺氣腫）的人，也可能經常抱怨

喘嗚，特別是在呼氣時喘不過氣來。與痰分泌相關的咳嗽只會出現在少數健康

的人身上，在疾病出現時，會產生大量痰，痰量與顏色的改變經常是疾病嚴重

或進展狀態很好的指標。 
 

•與感染有關的痰，特別是細菌所引起者，經常帶有顏色並且有濃黏性。 
 

•褐色或深色痰可能是由血液所導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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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也可能起因於其他狀況，但淡紅色痰經常起於心臟衰竭。 
 

•白色或清的痰發生於無感染情況下之慢性支氣管炎或氣喘等。 
 

•痰中帶血絲或血痰，有時個案無法分辨咳血還是吐血。痰中的血可能是急

性感染、慢性感染（如：肺結核）、腫瘤、肺中血塊以及一長串的其他狀

況所引起的。 
 
痰量增加，由白色轉變顏色，或由淡轉濃粘或咳血，都需要由醫師進行評估。 
 
 
胸痛 
 

（缺血性）心臟病的典型疼痛是有被壓迫、揪緊的疼痛感。這種疼痛經常

發生在胸部中央，但也會在喉嚨、手臂、顎、下排牙齒，甚至是後背。疼痛可

伴隨著運動、心悸，可能在類似情況下復發。在嚴重時可能會讓病人感覺到瀕

臨死亡，但在輕微時卻幾乎感覺不出，或被歸咎於消化方面的問題。其可能持

續發生(經常與心臟病有關)，也可能是短暫的(通常是絞痛所引起的)。還有許

多其他胸痛原因很容易與源於心臟的疼痛產生混淆。這些包括食道痙攣、胸部

感染、肺栓塞(血塊嵌在肺中)、主動脈動脈瘤破裂(主動脈壁撕裂)、甚至肋骨

軟骨發炎。因此，胸痛需要進行臨床評估。當胸痛逐漸惡化達數天或數週之久

時，必須儘速由醫師進行檢查。 
 
暈眩、頭重腳輕、暈厥或昏倒 
 

暈眩、頭重腳輕、突然失去知覺並自動清醒（暈厥）經常都是因心血管問

題而引起。暈厥常常無預警並經常伴隨有心悸，也是來自心臟之病因。最常見

的原因包括改變姿勢（特別是飯後）引發的低血壓、心臟病發作或心瓣膜異常；

心律不整（心搏太快或太慢）或特定心血管反射（頸動脈過度敏感反應，咳嗽

或腸蠕動引起的迷走血管反應）。當病人有感到即將昏厥之眩暈或頭重腳輕，

或是已經發生昏倒，都需要轉介醫師。 
 
水腫：腳踝與腿部的浮腫 
 

腳踝與腿部腫賬可用手指輕壓來偵測浮腫狀況，這些症狀可能是由一些病

況引起，包括心臟衰竭、靜脈循環不全、肝臟疾病或腎臟疾病。典型者在早晨

不明顯或沒有水腫，但在晚間則明顯惡化。心臟衰竭通常也伴隨呼吸困難與疲

勞，如果水腫現象是單側或持續漫延，或延伸到腳踝以上，應轉介醫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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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每個人在疲勞時呼吸都會較為沈重，但不見得會感到呼吸急促。這種症狀

是令人感到勞累，或呼吸不順暢甚至呼吸困難，為心臟與呼吸系統疾病最常見

的徵兆，但也與身體健康狀況變差有關（缺乏健康訓練）。 
 

•如果一個人因為呼吸短促而影響到行走的能力，例如在平地行走 100 碼

之後，產生說話困難；或如果因呼吸困難使他從睡夢中醒來，那麼表示

症狀是有明顯的意義。 
 
•如果近來才發現在某項活動後會感到呼吸急促，例如爬一段樓梯後，這

種症候值得特別注意了。 
 
•如果因呼吸急促而無法躺下，便屬不正常，同時這種病人因為很難平

躺，以致於可由需要多少枕頭才能幫助病人入睡來判斷呼吸困難的嚴重

程度。 
 
•如果因呼吸急促由睡眠中醒來，感到呼吸急促，值得特別注意。 

 
與嚴重呼吸困難相關的其他因素 

心臟或胸腔疾病所引起嚴重呼吸困難，可使人喪失胃口而營養不良。嚴重

的呼吸困難會讓人減少運動。但運動仍是重要的，同時應限制在舒適情況下進

行規律性運動。 
環境因素，例如：潮溼、煙霧、灰塵以及敏感物質，都會成為重要的胸腔

疾病發病因素，應盡量降低環境的影響力。 
 
心悸 

指的是驚覺到心臟的快速博動，通常這種症狀都需要加以評估，而如果是

最近才因其他症狀而引發的或是博動變快，應緊急就醫。 
 
高血壓 

老人的高血壓應該治療，因為此增加了心臟病與中風的發生率。血壓超過

160/90 時，即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吸菸 

吸菸會造成心臟病與胸腔疾病，戒菸能立即減少心臟病發作的危險以及肺

部病變的惡化。勸服老年人戒菸通常很困難，不過解釋戒煙的好處以及繼續抽

煙的害處或許有所幫助。許多人以為已經抽煙多年，現在戒菸已太晚或不值得

戒，這些都不正確（請參考健康促進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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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水 
 
目的 
 

提供給居家護理人員與脫水相關之現象及危險因素，來預防個案脫水產

生，同時作為提供照護計畫及解決問題或降低發生可能性的參考。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則顯示脫水現象 
 

•過去七天中超過一天瀉肚子或嘔吐               [K2a,e=經過檢查] 

•前七天中，至少有兩天發燒 [K2c=經過檢查] 

•過去七天中感到暈眩或頭重腳輕 [K3d=經過檢查] 

•過去三天中每日飲食(飲食量或飲水量)明顯減少 [L2b=經過檢查] 

 
 
定義 
 
脫水：失去的水分超過攝取的水分。脫水現象以三種方式呈現： 
 

高張性脫水是因體內喪失的水分超過鹽分，會引發高血鈉現象。發燒或居

住在炎熱環境下的老人，經由肺部與皮膚流失大量水分屬之。 
 

等張性脫水是體內同時流失水分與鹽分。血中鈉濃度正常但是血量降低。

當一個人沒有胃口，且同時減少食物與飲水的攝取（降低水分與鹽分攝

取）或合併嘔吐與腹瀉狀況者（過度喪失水分與鹽分），屬之。 
 

低張性脫水是體內失去的鹽分超過失去的水分，或者是在治療等張性脫水

時，僅僅增加水份，因而形成低血鈉之狀況。 
 
未經實驗室檢驗證明，無法區別這三種脫水型式。同時，老人脫水程度及個案

對脫水代償能力，完全取決於腎功能、其他身體功能以及初次發現脫水時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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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體內無以數計之複雜過程都需要水分，包括提供組織機械性支持、營養素

的擴散、清除廢物、調節體溫等。脫水時，無法維持適當的血壓，無法有效的

為細胞輸送氧氣與營養或清除廢物。許多令人痛苦的症狀，包括無論在坐姿或

站姿時都會產生的昏眩、口乾及便秘。嚴重的脫水狀況還包括神智不清、生活

能力下降、皮膚崩裂、易感染、易跌倒、腎衰竭、水分與鹽分不平衡、甚至死

亡。脫水經常為老人帶來急性不適，因脫水住院的老人死亡率很高。 
身體細胞外液的成份中，鹽份與水份的濃度，深受一系列荷爾蒙、心臟及

腎臟反應所緊密掌控著。這樣的規律化機制對健康老人很恰當，不過由於老化

過程的改變，或產生慢性疾病時，體內較小的預留量(reserve)便無法應付，逐

漸增加的鹽份與水份平衡的需求。脫水的產生，通常是一項以上的體內控制機

制出了問題，同時水分不恰當的攝取。對老人而言，脫水經常是因不適當水份

攝取的關係勝過其與水分大量流失。 
 
一些與老化相關的體液平衡變化促成老人的脫水： 
 

老年人的腎臟無法製造出像年輕人一樣濃度的尿液。當攝取的水分不恰當

時，或流失的水分增加時，老年人可能無法保留足夠水分來避免脫水。 
 
口渴感覺會隨年齡降低。因此，老年人飲水量會下降，以致難以攝取足

夠水分來取代流失的水分。 
 
老年人服用的一些藥物可能造成降低胃口或噁心，會進一步影響水分的

攝取。 
 
某些人會故意限制水分的攝取，企圖減輕吞嚥或尿失禁的問題。 
 
許多維持體液適當量及成份之荷爾蒙，會隨年齡而降低。 

 
照護指引 
 
可能脫水的指標 
 

許多脫水的症狀都沒有表現出來，而到明顯的水份流失時才會顯現，許多

早期徵兆和症狀都不明確，也不具體。例如口乾可能與藥物副作用或用口呼吸

混為一談。皮膚彈性變差，對老人的評估而言，很難評估是否是因正常老化而

喪失的皮膚彈性。社區老人中，約有二至三成具有姿勢性血壓變化的記錄，並

不是因脫水而起。不過實質上當心智功能有任何衰退的現象時，都可能是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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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徵兆，再者，任何身體功能的改變，本身便是形成脫水原因，特別是

當需依靠照顧者來協助攝取水分的個案。在評估老人脫水時，一般狀況的改變

通常比任何單一發現還要重要。 
 
下列是脫水之可能指標： 
 

•認知功能最近出現衰退（剛出現的神智不清或焦慮或混亂焦慮的加劇的

程度超過個案的正常狀態）。 

•口乾或嘴黏，或個案表示嘴巴比平時更乾、更黏。 

•坐或站超過一分鐘時，出現不穩、昏眩或頭重腳輕的情況（尤其是有新

近才發生的症狀）。 

•排尿次數降低，尿量比平常少。 

•便秘或糞便乾硬，尤其是最近才出現者。 

•抱怨口渴。 

•小便次數增加或晚間上廁所的次數多過平日。 

•（對護理評估者而言）如果可測知血壓與脈搏，可請個案躺下 5 分鐘，

先測量血壓與脈搏，然後請個案站立(不能站時可以改坐姿）幾分鐘，再

量取血壓與脈搏，收縮壓下降 20mm Hg 以上者或每分鐘脈博增加 20 次

以上者，便顯示有脫水現象。 
 
即使有水腫也能顯現出全身性的脫水現象，老人水腫經常出現在腳部與腳踝。 
 
嚴重脫水的指標包括：明顯的昏昏欲睡（懶散）及木僵（對疼痛敏感度降低），

每分鐘超過 90-100 次急速、微弱心跳，每分鐘超過 24 次急淺呼吸或嚴重的脫

水需要緊急藥物治療。 
 
可能引起或促成脫水的因素 
 
外在因素：可藉由問題討論並由照顧者之協助來解決。 
 
1.水分攝取： 
 

•個案居家能夠獲得水分嗎？例如：個案能夠到商店購買嗎？ 

•個案可隨手取得水分嗎？個案能夠走到廚房？能夠接近水龍頭，打開冰

箱扭開瓶蓋嗎？如果個案使用輪椅或臥病在床，如何取得水分？ 

•如果個案無法獨立取得水份，誰為個案提供飲水？又照顧者不在時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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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提供措施？ 

•個案是否有足夠的財力購買食物與水(瓶裝果汁、水等)。 

 
2.用藥： 
 

•查看個案服用的所有藥物，包括處方藥與指示藥、家庭醫藥、以及個案

最近可能嘗試其他人之用藥。注意處方劑量、頻次與個案實際使用的差

距。 

•判斷個案在未按時服藥時，個案會怎麼做？例如，是否會事後服用兩倍

劑量？ 

•處方藥是否是來自一家以上的藥局或不同的醫師。 

•詢問個案是否因任何藥物導致胃口降低或噁心。 

 
如果藥物是可能造成脫水，則需要轉介給醫師。 

 
3.限制水份： 
 

•確認個案是否能知道需要攝取足夠的水分。 

•個案或照顧者是否為避免尿失禁或夜間上廁所，而限制了水量的攝取。 

•是否因醫囑的指示而限制了飲水，這點需要向醫師查詢。 

•詢問個案是否會因為嗆到或吞嚥困難而害怕喝水，因而限制了飲水量。 

 

4.環境： 
 

•無論在社區中或個人住所氣溫上升，尤其是感覺炎熱時，則應格外注意脫

水問題。 
 
內在因素：這些都需要由醫師進行評估 
 

•感染的證據，特別是與腹瀉、發燒、嘔吐、噁心、急促的呼吸及盜汗有

關者。 

•個案無法自己決定攝取水份，並在需要時獲取飲水的既往歷。 

•憂鬱使個案拒絕進食及飲水。 

•溝通問題，例如個案無法表達需飲水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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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口間的不協調無法自行飲水。無法打開裝水容器或將純水倒入杯具

中，在進食與喝水時會灑出食物與水份。 

•咀嚼、嘴部運動或吞嚥困難。 
 
一般治療照護指引 
 

最佳防止脫水之道為預防，最好能找出有脫水高危險的個案，並教導他們

以及照顧者了解脫水的危險因子。 
重要的是指導個案及其家人了解適切水分的必要性。一般而言，除了常規

食物外，每天需要攝取 1,000-1,500ml 的水分攝取。當然也會因健康理由而有

所改變。 
 
協助個案接受適切水分的策略包括： 

保有一或兩天的飲水記錄來協助專業人員、個案及家人評估個案的攝取

量。如果未符合飲水目標，則可能需要請教適當的專業人員了。當居家

個案的脫水治療是需經口攝取水份時，飲水記錄可為特別有效的工具。

在這一點上，也應記錄水分的型態（例如：果汁、湯、水等）來協助評

估經口進食水份的效果。 
 
在服藥時鼓勵個案喝下一至兩整杯的水或果汁。 
 
在急性病初現病徵時（發燒、腹瀉、嘔吐及胃口不佳），即計畫來增加

水分攝取。 
 

如果個案依賴照顧者提供食物與飲水，則協助家人設計權宜計畫以因應照

顧者無法照顧個案的時段。可向職能治療師請教使用調節性裝置來有效提昇進

食與飲水上的自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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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 

 
目的 
 

確定最近是否曾經跌倒，個案是否有跌倒的危險，並提供照護計畫指導來

降低跌倒風險並限制可能的傷害。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則出現額外跌倒的可能或初次跌倒的危險： 
 

•過去七天中感到昏眩或頭重腳輕 [K3d=經過檢查] 

•跌倒頻率。過去 180 天中跌倒的次數 [K5=1 或以上] 

•步伐不穩（不正常） [K6a=1] 

•由於害怕跌倒而減少出門 [K6b=1] 

•用藥超過六種 [Q1=7 或以上] 

•抗精神藥物治療 [Q2a=1] 

•抗焦慮用藥 [Q2b=1] 

•抗憂鬱用藥 [Q2c=1] 

 
 
 
定義 
 
跌倒：非有意的變換姿勢，而最終使老年人落在地板或地面上。導致跌倒的原

因可分為內在或外在原因，或兩者兼具。跌倒代表著重要的老年症候群，不僅

僅是因為跌倒的普遍性，會導致疾病或死亡，也可能屬重要但未能確認潛在病

症的“冰山一角”。跌倒提供機會找出尚未診斷出來的疾病與失能，以減緩已逐

漸衰退之身體功能。 
 
背景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社區老人會跌倒，半數會超過一次以上。跌倒的風險會

隨著年齡增加，約有 5%的跌倒會導致骨折，最嚴重的是髖骨骨折；10%的骨

折造成嚴重的軟組織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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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是跌倒所帶來的最重要後果，經常造成活動的減縮。據研究，曾

經跌倒的人中，有四成以上會害怕跌倒，而在其中更有 41﹪的人預期可能會

因為跌倒而遭到活動的限制。有些跌倒的例子是因為單一因素，但通常跌倒都

是多重因素所致，許多慢性疾病可作為造成跌倒的催化劑，當環境不良或急性

疾病等都會導致跌倒。 
 
五個跌倒的內在危險主要因素： 
 

1.神經肌肉危險因素：步伐障礙（例如：帕金森氏症、多發梗塞性失智症以

及局部性和全身性肌肉無力）。 
 
2.心血管危險因素：姿勢、飯後、或藥物導致的低血壓（注意：暈厥必須考

慮是跌倒中的特例）。 
 
3.骨關節的危險因素：骨骼疼痛與變形、足部異常、腿部長度不同、以及骨

科疾病、骨折或關節炎導致重心移動。 
 
4.知覺的危險因素：因為視覺或迷路缺陷等疾病所產生的各種合併症，導致

對位置感的損傷。 
 
5.精神性與行為性障礙：憂鬱、譫妄及失智症會造成錯誤判斷而導致不安全

的行為。 
 
三個跌倒的“外在”因素 
 

1.用藥：鎮定劑、神經抑制藥、抗憂鬱劑及心血管治療用藥會產生低血壓、

錐體外效應或降低警覺性。 
 
2.飲酒：不僅僅酒精中毒甚至到了失能的程度，例如周邊神經病變與長期過

度飲酒有關。 
 
3.各種環境危害：照明不良、會滑動的地墊、地毯、樓梯、光滑的地板以及

不平的地面（參考環境 CAP）。 
 
照護指引 
問題檢視 
 
檢視造成跌倒的環境，對於已經跌倒的人應檢討跌倒的相關資料，並轉給醫師

了解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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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常活動，還是非尋常的活動？ 

 
•是平常的環境，還是非尋常的環境？ 
 
•一天之內何時發生？ 

 
•當時有何症狀？例如感到尿急或是頭重腳輕。 

 
•老年人心目中合適的預防措施是什麼？ 

 
•是在站著或是坐著時跌倒的？ 

 
•老人家如何看待跌倒事件？ 

 
對於所有引發項目而言，包括尚未跌倒的，都應完成下列評估以便找出內

在與外在危險因素，以及任何導致懼怕跌倒的原因。許多程序都需轉介給醫

師。適當的安全預防對老人很必要，而如果有明顯的傷害跡象，如因跌倒所導

致的骨折，震盪或嚴重的軟組織傷害，首先需接受醫師完整的評估。 
 
A.內在因素檢視 
 

心血管評估 
 

•（護理評估者）在一分鐘與三分鐘之時間，分別測量躺下與站立的血壓。

是否姿勢收縮壓降低 20mmHg 以上或站立時血壓低於 90mmHg 嗎？ 
 
•是否有突然失去知覺或類似如此（昏厥）嗎？ 

 
神經肌肉評估 
 

• (護理評估者)如果需要輔具，則必需加以調整。檢視無力的部位、增加

音調或對位置感的失落。觀察老人的步態與平衡，如果有機會觀察可能

造成老人跌倒的日常活動，都有其價值的。 
 

•是否有新的或更惡化的胸部症狀？例如：胸痛或呼吸急促，如果發現任

何異常狀況應轉介給醫師處理。 
 
•可能的話，請老人由椅子上起立雙手抱胸；無法做到時，便是腿部肌肉

無力的徵兆，並有跌倒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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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老人的步態；來尋求起步、速度、步伐、步伐高度、步長、步伐對

稱以及手臂搖擺等方面的特徵。注意他步伐的速度是否有增加或減少及

個案能走直線嗎？ 
 
•在由椅子上坐下、起立或轉身時，注意平衡上的困難度。 
 
•觀察兩腳併排站立，睜眼與閉眼的姿勢。輕推一下胸部，觀察其反應。

在作此測試時，也應額外注意安全問題。 
 

•觀察老人以單腳站立或沿直線行走的狀態。 
 
記下困難之處，並對照此 CAP表格，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特殊感官：對視覺不全者參考視覺之 CAP 
•詢問個案是否有出現暈眩或失去平衡的感覺，如果出現這種現象，則詢

問發生時的環境狀況。 
 

認知評估：請參考認知之 CAP。 
 

情緒評估：參考憂鬱之 CAP。 
 

評估對輔具需要，參考日常生活功能（ADLs）之 CAP。 
評估急性疾病之存在現象，如果出現任何急性病的徵兆或症候，必需適

當轉介就醫。 
 
B.外在因素檢視 
 

用藥：完整的檢視用藥狀況，服藥必須遵從醫師的指示，其目的在於簡化

複雜的用藥，除去不是長期需要的藥物並為每一種藥開立最低效能的劑

量。此外，需評估每一項用藥，來決定何者會造成跌倒或跌倒危險（請參

考用藥管理 CAP）。 
 
酒精：請參考酒精濫用及有害性飲酒之 CAP。 
 
環境危害：參考環境評估 CAP 與其後附表。評估環境特別是有關於造成

個人無力的狀況加以篩選。 
 
C.既然多重因素導致跌倒，通常有一個要領。對每一內外在因素都應儘可能的

予以調整。對於復健有許多原則，特別是針對增加下肢末梢神經功能，以及

改善平衡，這些也都是很有效的。身體治療通常會接受使用一些輔具，這些



 - 154 - 

也都很有幫助。對於視覺不全個案，如最近尚未進行評估者，也需要轉介眼

科檢查。 
 
請參考本 CAP之後的圖表，作為進一步的指引。 

 
表一 跌倒的內在危險因素與可能的介入改善 

 

可能介入改善的範圍 危險因素 

臨床 復健或環境 

視覺的敏銳力與黑

暗適應力減退 
檢查眼部，屈光，白內障摘除 居家安全評估 

昏眩（內耳前庭功

能不良） 
避免使用影響前庭系統的藥物；如果需要

的話，檢查神經或耳、鼻、喉 
平衡運動 

本體感覺功能不

良，頸椎退化障

礙，周邊神經病變 

篩檢缺乏維他命 B12 以及頸椎病變的狀

況 
平衡運動；適當的

助行裝置，合腳且

鞋底堅固耐用的鞋

子，居家安全評估 

失智症 找出可逆性的原因，避免使用安眠藥或中

樞神經興奮劑 
監督運動與行動，

居家安全評估 

骨骼肌肉障礙 適當的診斷評估 平衡步伐訓練；強

化肌力訓練、適當

的助行裝置、居家

安全評估 

足部病變(胼胝、拇

囊腫、變形) 
刮去胼胝，拇囊切除手術 修腳趾甲，合腳的

鞋子 

姿勢性低血壓 用藥評估；補充水分，情境因素的可能變

化（例如：餐食、改變姿勢） 
背部彎曲運動、彈

性襪、抬高床頭 

用藥（安眠劑、

BZD、PTZ、抗憂

鬱藥、降壓藥及其

他如：抗心律不整

藥、利尿劑、酒精

等） 

應採取的步驟： 

1. 嘗試減少用藥的數量 
2. 評估每一用藥的優缺點 
3. 必要時選擇性用藥，也就是選擇最少中

樞神經興奮劑與姿勢性低血壓相關的
藥物，以及選擇最短效的藥物 

4. 開立最低有效劑量 

5. 經常評估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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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平衡與步態的評估要素 
 

異常 可能的診斷 復健或環境介入措施 

平衡 

對於從坐在椅子上要站起

來感到困難 
肌病變、關節炎、帕金森病

症候群、姿勢性低血壓、訓

練不足 

以運動強化下肢、轉移位訓

練；堅固有扶手的高椅，抬

高馬桶高度。 

頸轉動或伸展頸時，呈現

不穩定狀態 
頸椎退化病變（關節炎、脊

椎關節疾病） 
頸部運動、頸圈、廚房與臥

室物品的適當擺置。 

以手肘輕推胸部後，呈現

不穩定狀態 
帕金森病症候群、常壓力性

水腦、其他中樞神系統疾

病、背部問題 

平衡訓練、背部運動、無障

礙環境、適當的助行裝置、

夜間照明 

步態 

步伐高度降低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多種感

官缺陷（視力、前庭、本體

感覺），害怕跌倒 

仔細的感官評估；步伐訓

練；適當的鞋子、適當的助

行裝置、低絨毛的地毯或未

放置小鋪墊、不打滑地板。 

在不平的地面、呈現不穩

定狀態 
本體感覺減弱、腳踝無力、

平衡障礙 
步伐訓練、適當的鞋子、適

當的助行工具、避免厚地毯 

轉身時呈現不穩定 帕金森病症候群、多重感官

缺陷、小腦疾病、偏癱、失

去視野 

步伐訓練；本體感覺運動、

適當的助行裝置、無障礙環

境 

行走偏離現象增加 小腦疾病、平衡異常、感官

或運動力失調、多重感官缺

陷 

步伐訓練、適當的助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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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影響居家跌倒的環境因素 
 

環境區域或因素 目標與建議 

燈光 避免強光及影子；入門處可觸及開關，臥室、走廊與

浴室均裝有夜燈 

地板 避免強光及影子；入門處可觸及開關，浴室走廊與臥

室裝有夜燈 

樓梯 地墊能防滑；地毯邊緣塞好，地毯地板有防滑腊，路

徑上不要有電線，地板上沒有小物件如：衣服、鞋子 

廚房 光線充足，樓梯上下都裝有開關，隱密的固定好不靠

牆的樓梯扶手，樓梯頂端與底部都需明亮並標上鮮明

的膠帶，階梯高不得高於六英吋，樓梯應修理妥當，

樓梯上不得放置物品 

浴廁 物品收整齊，減少不必要的彎腰或前傾，如需爬樓梯

應確保階梯穩固，使用穩定、無法移動的桌子。 

庭院與入口 浴缸、淋浴池與廁所裝上扶手，浴缸與淋浴區裝有防

滑墊，裝有手持蓮蓬頭的淋浴椅，防滑墊，提高馬桶

高度，卸下門鎖以利急用 

機構設施 修補道路裂縫，草坪上的坑洞，移除岩石，工具與其

他危險，走道良好照明，沒有冰雪及濕葉，樓梯與梯

階如前所述。 

如前所述；適當高度的床鋪(不太高也不太低)，地板

碎屑立刻清理，使用適當的助行裝置與輪椅。 

鞋子 鞋子堅實不打滑，低跟(除非習慣高跟)，避免穿絲襪

或寬鬆拖鞋走路。 

 
 

作者 
 

Palmi V. Jossson, M.D. 
Douglsa P. Kiel, M.D. 
Lewis A. Lipsitz,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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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 
 
目的 
 

偵測出有營養不良的個案以及他們正處於一些危險因素，而這些因素將導

致營養問題。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兩項狀況，便顯現營養問題： 

 
•食慾喪失         [K2d=經過檢

查] 
 
•過去 30 天中體重下降 5%以上，或過去 180 天中下降 10%以上。 [L1=1] 
 
•過去七天中至少有四天，一天只吃一餐或更少 [L2a=1] 

 
 
 
背景 
 

良好營養對社區老人很重要。營養問題可以是許多疾病的危險因素或是直

接原因，會造成身心功能衰退以及社會問題的發生。 
適切的營養，指的是吸收適量的食物與營養素，“吃”是一個在多數社會

活動中重要的因素。幾乎所有的文化中，一同吃飯都是良好社交互動的現象。

因此適當的營養，通常也需要對老人居住的社交環境有所了解。良好的營養包

括下列幾項： 
 

•進食的動機 

•獲取食物的能力 

•準備食物的能力 

•進食的能力 

•個案因能量而需要消耗的適當食物以及各種必要營養素（例如：礦物

質、維他命、蛋白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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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狀況不良的相關因素 
 
卡路里的需求量隨年齡下降，但仍然需要攝取足量的蛋白質、維他命與礦物質。 
 
營養不良有幾種型式： 
 

•卡路里攝取不足 

•蛋白質攝取不足 

•一或多項營養素攝取不足 

•攝取過多的卡路里 

 
雖然某些營養不良的原因並不容易處理，但是由教育到高科技營養補充之許多

相關介入方面，應該不難落實。一些嚴重的營養問題需要迅速積極的介入，因

為這會威脅到生命。檢視下列因素： 
 

•因慢性病或用藥而喪失食慾進食的動機。 

•因為嗅覺、味覺功能不全，或因為沒有人一起吃飯，而改變進食的樂趣。 

•因為失智疾病、無法購物，或財力受限而改變了獲取食物的能力。 

•因為認知或身體失能，或不適當的廚房環境，阻礙了準備食物的能力。 

•因為認知、視覺、靈巧度、牙齒疾病或吞嚥困難等問題，阻礙了飲食的能

力。 

 
照護指引 
 

營養篩檢的目的是找出老人在飲食方面，個人特質現存不當之處，或是讓

個案陷於營養不良危險的社會狀況。篩檢後可能會發現需要深度評估、醫療評

估以及特殊介入，包括改變飲食與諮商。 
完整的過去飲食評估或許需花費一小時或一小時以上。不過在家中進行危

險評估或營養篩檢，將能找出還需要進一步評估的老人。營養篩檢包含三種成

份：體重改變與體重、飲食指標以及其他營養問題的指標。 
 
體重改變 
 

•過去半年中老人家體重是增加，還是下降？體重急速下降時，值得立即

請教專業人員。嚴重的營養不良可危及生命，因此，認定為嚴重體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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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人，應直接找醫師進行評估。 
 

•老人家是肥胖？還是瘦弱？營養不良可由 “身體質量指數（BMI）”（也

就是身高體重的比例）來確定。BMI 可由下面的圖表對照計出。 
 
 
 
                                BMI 對照表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身高(公分)      體重(公斤) 

145 41.5-51.0 166 54.5-66.5 
146 42.0-51.5 167 55.0-67.5 
147 43.0-52.0 168 56.0-68.5 
148 43.5-53.0 169 56.5-69.0 
149 44.0-53.5 170 57.0-70.0 
150 44.5-54.5 171 58.0-71.0 
151 45.0-55.0 172 58.5-71.5 
152 46.0-56.0 173 59.0-72.5 
153 46.5-57.0 174 60.0-73.5 
154 47.0-57.5 175 60.5-74.0 
155 47.5-58.0 176 61.5-75.0 
156 48.0-59.0 177 62.0-76.0 
157 49.0-59.5 178 62.5-76.5 
158 49.5-60.5 179 63.5-77.5 
159 50.0-61.0 180 64.0-78.5 
160 50.5-62.0 181 65.0-79.5 
161 51.5-62.5 182 65.5-80.0 
162 52.0-63.5 183 66.0-81.0 
163 53.0-64.5 184 67.0-82.0 
164 53.5-65.0 185 68.0-83.0 
165 54.0-66.0 186 68.5-84.0 

 
   備 註 ：  

   理 想 體 重 ( 公 斤 ) = 22 ×身 高 ( 平 方 公 尺 ) ， 

 

即 BMI ( Body Mass Index, 身體質量指數 ) ─────────── = 22 。  

 

 

身高 ( 平方公尺 ) 

體 重 ( 公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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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重表上劃出一點，代表老人家的體重，以英鎊或公斤衡量都可以。同

樣的在身高表上劃下一點，代表老人家的身高，以公分或英吋計算均可。用直

線器（如尺）在兩點之間連上一條直線，讀出該條線與中央 BMI 表交叉點的

數字。 
如果 BMI 低於 20，則表示營養不足。如果低於 20 或個人體重在過去六個

月持續下降超過 10%，便需由醫師進行調查。即使是自願減重，也會明顯影響

健康。必須提供建議來調節飲食。 
BMI 超過 24 以上，則表示嚴重超重。BMI 超過 27 即屬肥胖，為許多疾

病的危險因子。這種程度的肥胖常是一生累積的結果，應該尋求身體運動及適

當的飲食調節。 
如果 BMI 在正常範圍內，但是飲食不恰當，則可透過諮商來強調這些問

題。當今許多老人未能攝取足夠的青菜、水果與穀類，而有些則吃了過多的油

脂與醣類，某些老人攝取食物的硬度與質地需要調整。協助準備食物或參加送

餐到家服務或其他用餐計畫，或許都會有幫助。老人家不願改變飲食，值得補

充額外的營養或微量營養素。如果飲食改變，值得在四週後為老人家測量體重

與營養狀態。 
 
飲食指標 
 

飲食指標是根據食物的分類而定義的，如：穀物類、牛奶等。每一類別中，

都可作為選擇食物的參考，同時也反映了團體文化的差異。當沒有一個食物的

消耗量達到標準時，營養問題便出現了。因此，當營養問題是因為營養素的攝

取不足時，便需要提供營養教育了。 
如果營養不良是慢性者，便需依據營養不良的程度，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評

估個人的飲食習慣以及各種實驗室數據。 
進行調查時，不妨談談前一天所吃的食物，看看冰箱以及外食使用的紙

板，來判定量與食物種類，可能有所幫助。當然這需要獲得老年人及照顧者的

首肯。 
 
 
用餐 
 

－通常老人家每天吃幾餐？（如果少於 3，則註記） 
 

用餐次數必須充分，以獲得足夠的能量需求。如果每天用餐次數少於 3 次，了

解所吃食物的詳細數量與型態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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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物產品 
 

－ 通常老人家每天吃幾片麵包？（如果少於 3，則註記） 
－ 多久吃一次麥片早餐？（如果少於每兩天一次，則註記） 
－ 老人家一週吃幾次馬鈴薯？（如果少於 4，則註記） 
－ 老人家多久吃一次米飯或義大利麵？（如果每週低於三次，則註記）。 

 
穀物類能帶來能量、纖維質以及特定微量營養素。許多文化中，上述最重要的

項目便是麵包。其他型態的食物可取代麵包的熱量卡數。某些文化中米是穀類

的主要來源，如果每天吃米飯不到一次，則需註記。 
 
 
乳製品 

－ 老人一天喝幾杯牛奶？（如果少於 2，則註記） 
－ 一週老人吃幾次起司？（如果少於 3，則註記） 
－ 老人吃乳製品嗎？如每天吃優酪乳、起司嗎？（如果不是每天吃，則

註記） 
 
許多文化中乳製品（特別是低脂）是鈣質的主要來源。即使每天喝兩杯牛奶，

仍無法達到大多數老人鈣質最新建議的合理攝取量。 
 
提示：某些文化中，攝取充足的鈣質是來自某種青菜（例如包心菜、菠菜）或

小魚骨（如沙丁魚）。 
 
水果 
 

－ 老人家每週吃幾次水果或喝幾次果汁？（如果少於 3，則註記） 
 

某些水果富含維他命 C，蔬菜也是此維他命之來源。 
 
蔬菜 
 

－ 每週老人家會吃幾次熟菜或生菜？（如果少於 4，則註記） 
 

某些蔬菜富含維他命 A 與胡蘿蔔素，許多蔬菜亦富含纖維質。 
 
魚類 
 

－ 老人家多久吃一次魚？（如果兩週內不足一次，則註記） 
 

魚類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D。有些國家在牛奶中添加維他命 D，可能也需

要晒太陽或補充維他命 D，特別是日光照不到或是長時間氣候晦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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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問題的其他指標 
 
營養不良的成因很多，從疾病到社交隔離。其他 CAP 可確認並強調眾多可能

之臨近病因，包括有： 
 
能造成營養不良的疾病 

症狀管理/識別 
疼痛 
末期疾病，例如：癌症、愛滋病 
多發性病因造成的厭食、噁心、言語障礙、淡漠、吸收不良或增加代謝 
緩和照護 

 
多重用藥 

用藥管理 
 
功能性衰退 

健康狀況惡化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活動 
認知 
口腔衛生：口腔、假牙不適切 
腸道症狀管理 

 
憂鬱 

憂鬱與焦慮 
社交功能：寂寞、隔離、喪親 
酒精濫用 

 
環境 

脆弱的支援系統 
貧窮 
身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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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衛生 
 
目的 
 

找出引起疼痛、無法吃飯或說話、營養不良以及自導或享受食物等方面的

口腔問題。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便顯示出口腔衛生問題 
 

•咀嚼或吞嚥問題（例如：進食時會疼痛） [M1a=經過檢查] 
 
•用餐時口腔乾燥 [M1b=經過檢查] 
 
•刷牙或假牙有問題 [M1c=經過檢查] 

 
 
定義 
 

口腔，負責三項重要功能：咀嚼/吞嚥、溝通與保護身體免於受病源或危

險物質的侵入。經由味覺、嗅覺、無痛、咀嚼，以及更為廣義的口腔也與生活

品質密切相關，如自我形象、儀表與人際關係等。 
 
背景 
 

老人的口腔疾病很普遍。在英國掉牙的問題影響了四分之三 65 歲以上的

老人；美國三分之二的老人牙根表面有齲齒，95%的老人因為牙周病使得牙齒

周邊失去骨骼的保護。 
口腔疾病一開始常是無症狀的，但如果不治療，也許疼痛狀況會進行到最

後非得需要藉由手術處理不可。有些全身性疾病會顯現在口腔上，對於口腔問

題的一些主訴，也可能意味著身體其他部份的明顯疾病。因此，對於不舒適或

功能不佳的抱怨，需要周延的檢查。 
口腔衛生不良有許多原因：牙齒照護不佳、財力不充裕、衰退的視力、手

靈敏度降低、口腔生理的改變，對牙齒保健或口腔疾病缺乏認識或興趣。一般

疾病包括：齲齒、牙齒感染或毀損、牙周病、口腔黏膜出血疾病、口乾、嗅味

覺障礙、咀嚼吞嚥困難、口腔顏面疼痛。 
口腔功能不全也會產生一些煩人的結果：進食困難、阻礙營養攝取、溝通

或人際接觸不良，並根本的摧毀主人的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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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液在維持口腔衛生上十分重要，因為它能提供廣泛的防禦來因應許多口

腔問題。缺少唾液會引起齲齒並使人暴露在牙周病、味覺障礙、吞嚥困難以及

各種嚴重疾病的風險之中。老年人因種種健康問題與治療（用藥、化學藥物治

療），因此，唾液功能不足在老年人十分普遍。 
 
 
照護指引 
 

大部分情況下，口腔衛生問題都需要專業的檢查，不過或許無法取得專業

照顧，但個案在非正式照顧者的協助下，可執行各種治療。 
對於下面所討論的每一問題，評估下列事項： 

 
— 問題的本質（例如：咀嚼問題、咬合問題及吞嚥問題）。 

— 問題的範圍（例如：影響整個臉部、影響一半臉部、影響整個嘴部、

影響上額或下顎、僅影響一個牙齒） 

— 獲知之問題原因（例如：牙齒破裂或斷落、牙齒鬆動、假牙太鬆或引

起疼痛、牙齦出血） 

— 問題的發作與經過時間（例如：自動發生、只在用餐時發生、只在咬

合時發生、只在夜間發生等） 

— 問題造成的結果（例如：輕微的不便、明顯的障礙、無法進食、吞嚥

或說話等） 

 
咀嚼或吞嚥問題 
 

咀嚼或吞嚥問題會影響食物與飲水的攝取，造成明顯的營養問題，並使個

案在攝食與飲水時承受吸入性問題的風險。一般的原因包括：口腔疼痛、牙齒

破裂或斷落、牙齦出血、口腔病灶、口乾、口腔衛生不良或使用假牙。對於吞

嚥與咀嚼之障礙也有神經上與臨床上的原因。 
 
在牙醫師、醫師或語言治療師找出口腔問題根源之前，維持營養的策略包括： 
 

•小心咀嚼並增加流質來協助吞嚥食物 
 

•使用柔軟、細切、容易咀嚼的食物 
 

•每咬一口之後吞嚥兩次，或輕咳再吞下，以避免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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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口腔疼痛原因可能是：咀嚼與吞嚥的問題、牙齒破裂或斷落、牙齦出血、

假牙鬆動、口腔病灶、口乾、口腔衛生不良等。在考慮治療時： 
•應限制使用非處方性止痛藥，潛在牙齒問題才不致受到忽略與進展。 

•阿斯匹靈可用足夠的水吞服，以發揮止痛療效，但切勿放在疼痛部位旁

邊，因為會黏膜灼傷。 

•臉部腫、痲痹、呼吸或吞嚥困難、發燒、營養發育不良或脫水等相關的

疼痛都應立即就醫。 

 
牙齒破裂或斷落 
 

由於牙齒部份或填料流失，會使牙齒縮小，而無法有效進行咀嚼。個案牙

齒破裂時需要就醫。 
 
牙齦出血 
 

牙齒周邊出血可能是牙齦發炎或牙齒周邊骨頭的破壞性發炎、全身性疾病

或某些用藥所引起的。通常兩者的局部性病況，由細菌及鈣化物質在牙齒及根

部的沉積，會在執行口腔衛生保健（使用牙刷）後，或在咬食硬物後流血。牙

齦自發性隨時出血的狀況，通常都是全身性疾病，必須由專業處理。 
 
假牙鬆動或不適問題 
 

假牙植基於支撐牙齒的骨緣上，骨頭隨著時間萎縮，假牙便慢慢鬆離了。

不適之假牙需由牙科醫師評斷是否可以矯正或是該換牙。假牙應用溫水、刷子

以及清潔假牙之藥劑來清洗假牙。白色點狀殘留物或假牙下牙齦紅腫可能是黴

菌感染。如果未感到不適但假牙使得咀嚼困難，則市售之假牙黏著劑（霜膏或

粉末狀）可做暫時之協助，以便等待專業協助的到來。如果使用了黏劑至少必

須每日清洗假牙一次。 
 
唇或口腔病灶（冷痛的感覺、熱性水泡、潰瘍疼痛、口中新硬塊） 
 

許多發生在唇與口腔的病灶，會影響成年人；甚至對其他方面健康的人也

一樣。在兩週內未能痊癒的口腔病灶，應該由牙醫師或醫師進行評估。 
 
味覺或嗅覺問題 
 

老年人常抱怨味覺或嗅覺上的困難，並因此而減少了進食的興趣。最重要

的原因是口腔衛生不良。因此，用含氟牙膏在每餐飯後規律性的刷牙，清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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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上顎部與舌頭將有很大的幫助。如果還是持續抱怨著，則應進行完整的醫療

評估。 
 
口乾 
 

可能是由多重用藥與疾病，頭頸部接受放射線照射以及脫水所造成。最普

遍的藥物包括降血壓、抗焦慮、抗憂鬱症、抗精神病藥物、抗膽鹼藥物、以及

抗組織胺藥劑等。用口呼吸以及不合稱的假牙也可能造成口乾的感覺。如果個

案接受頭頸部癌症放射治療，必須照會牙科醫師。 
 

•每餐飯後與睡前使用含氟牙膏清理口腔衛生。 

•餐後與睡前用含氟物沖洗口腔。 

•使用無糖流質，並使用無糖的糖果、薄荷與口香糖。 

•唾液替代物（沖洗劑、噴劑、霜膏）。 

•進餐時增加水分攝取量。 

 
刷牙困難或假牙 
 

使用較大握柄的牙刷、電動牙刷、放大鏡、以及改進浴室照明，通常都可

增進口腔衛生。認知障礙的個案，可能會發現口頭或文字提示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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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目的 
 

找出因疼痛而影響功能的老年人。這種狀況可能是由於疼痛的直接影響，

或害怕疼痛，或因為疼痛而使個案的人際關係受到阻礙，或者止痛藥具有殺傷

力。雖然清楚的區隔疼痛問題十分困難，但大部分都可將其分為急性與慢性疼

痛，其評估與管理的過程亦有所不同。急性疼痛者，需要評估：病史外對治療

方式的診斷，可能因為病情需要而須緊急執行，才能提出特殊的治療。雖然慢

性疼痛者也需要診斷評估，但已有許多人已經做過，對於這些人，以最少副作

用控制疼痛應為首要之務。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多項狀況，則顯示有疼痛問題 

•抱怨或顯現出疼痛               [K4a=1,2] 

•非常強烈的疼痛               [K4b=1] 

•疼痛的程度阻斷了一般性活動          [K4c=1]  

 
 
定義 
 

國際疼痛研究協會之定義疼痛，是“實際或可能令組織受損（或這類損傷）

相關的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及情緒經驗”。疼痛的第一個層面是感官的，隨之而

來的是情緒、認知、行為與功能上的影響。由於疼痛是主觀的呈現，最好由個

人來形容而非依靠客觀的衡量。因此專業人員必須聆聽個案的描述，並將其個

人的抱怨列入考慮而避免作任何價值判斷。疼痛可描述成緊縮、麻痺、僵硬、

發冷、沈重等。個案行為與功能之觀察是有用資訊的另一來源，特別是個案無

法用言語表達或無法確切形容症狀之情況。 
 

背景 
 

六至八成的居家照護個案為疼痛所苦；三至四成生活為疼痛嚴重干擾。更

有甚者，由於許多疼痛都會持續發生並長期維持不變，造成專業人員對於疼痛

的評估與管理並不太投注。 
有些老人並不抱怨疼痛，他們將其歸因於老化的症狀。許多非正式或專業

照顧者會因此而相信老年人較不需要止痛。疼痛總會造成多種身體功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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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或社交上的障礙；疼痛也總限制日常生活、干擾睡眠、影響胃口、改變情

緒、阻礙心理功能，令個案從社會活動與關係中退縮，最後疼痛會因為肌力喪

失而限制了活動力，並增加跌倒的危險。 
在大多數狀況下，有效的減輕疼痛不無可能，並可使許多部位或功能獲得

改善，解決任何阻礙了介入措施之問題，而增進個案的健康與生活品質。 
 
照護指引 
 

由於疼痛問題的本質，評估者必須與家人、護士及主治醫師緊密合作。遇

有困難時，可建議轉介疼痛治療或緩和照顧小組處理。 
 
疼痛描述 
 

請個案或家人描述疼痛 
 

•發作：決定疼痛是否為新發作（最近七天），最近發作（過去三個月），

或更久以前（超過三個月）？ 

•改變：詢問過去七天疼痛的性質與強度是否有變化，要求描述這些變化。 

•定出疼痛部位：儘可能正確定出個案感到疼痛的身體部位。 

•疼痛的型態與頻率：確認疼痛是持續性的？還是間歇性的？如為間歇性

的，則詢其頻率、時間、以及發生時的狀況。 

•強度：以 0-10 從“不痛”到“最壞之可能疼痛”的尺度詢問個案，以決

定疼痛的嚴重度。如果個案無法用言語表達出或無法確切形容，則向家

人詢問個案出現疼痛時的徵兆與症狀（姿勢、走動困難、流淚、活動受

到限制、緩解之情形等） 

•性質、特徵：觀察個案眼睛評估疼痛的特徵。是否為刺痛、陣痛、灼燒

痛或切割疼痛等。 

•惡化情況：詢問個案有哪些事會使疼痛加劇？哪些緩解疼痛？ 

•藥物：獲取個案用來減輕疼痛的藥物（處方或非處方），如果可減輕疼

痛，則如何使用該藥物？ 

 
某些簡單並立即有效的方式 
 

儘可能辨別疼痛的病因，辨別疼痛是急性或慢性是相當重要，通常需要醫

師參與，然而也應了解疼痛可經由克服病因、用藥治療、以及許多技巧應用或

其他模式（如熱療）而減輕，甚至偶而可考慮用適切的傢具來減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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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結果 
 

審視並說明疼痛以及其病因，加上疼痛之結果格外有所助益。這樣或可協

助評估消除部份疼痛之介入處置。需注意許多用藥的副作用（例如：噁心、昏

昏欲睡）。另也應注意無論病因為何，即使在深入評估後仍無法找出病因，減

輕疼痛仍然是很恰當不過。具備醫師或個案護理照顧人員之團隊工作，在處

方、用藥時機、其他模式都可能大幅緩解痛苦至一相當之程度。如在預計時間

內疼痛無法有效緩解，可能需要進一步評估並改變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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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瘡 
 
目的 
 

協助居家護理師，找出在形成皮膚損害（出現壓力性潰瘍需要治療）具有

高風險的個案，並提供照護計畫，以便避免並處理壓力性潰瘍。居家照護中預

防壓力性潰瘍是很重要的，一旦產生潰瘍，傷害會引起極大的不適，醫治又費

時費力，並會導致嚴重的醫療複雜度，包括增加死亡可能。 
 
引發項目 
 

如出現下列一或二項，可能便需檢討： 

•床上活動力不良    [H2a=2-4,8] 

•大便失禁      [I3=2-4] 

•出現壓瘡      [N2a=1-4]   

•過去壓瘡病史    [N4=1] 

 
定義 
 

壓瘡源於缺血性傷害及接續的壞死，會影響到皮膚、皮下組織蓋住骨骼突

起的肌肉；乃因短期內承受強大壓力或長期低度壓迫所造成的。一種分期或分

類體系，可用來描述皮膚損害的嚴重性。 
 
第一期：完整皮膚上無法消退之發紅、皮膚潰瘍的先兆。反應性充血不應與第

一期壓瘡混為一談，這一期屬可逆。 
 

第二期：包含表皮或真皮之部份皮膚喪失，潰瘍止於表層，在臨床上呈現擦傷、

水泡、或淺坑，此期亦屬可逆。 
 
第三期：全層皮膚因皮下組織傷害、壞死而喪失，可能會往下延伸（但並非穿

透）到下面筋膜。這種潰瘍在臨床上或可呈現將附近組織包埋似火山

口的深坑，此階段可能有生命威脅。 
 
第四期：全層皮膚喪失且肌肉、骨骼或支持結構廣泛之破壞、組織壞死（例如：

筋腱或關節囊包）。隱蔽或彎曲地帶可能與第四階段壓力性潰瘍相

關。骨髓炎或關節膿毒性風溼都會有生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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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美國，急性照護機構病人壓瘡的盛行率為 9%，護理之家住民則有 15%，

至於社區中的盛行率則不得而知。當老人形成壓瘡時，醫療與護理照護費用在

美國會增加一萬美元。除了延長急性照護機構之住院日與所需的復健時間之

外，也增加了失能老人的死亡率。 
 
有幾項重要的危險因素與肌膚的損害相關，這些因素可分為個案之內在與外在

兩類： 
 
內在危險因素： 
 
靜止不動：改變或控制身體姿勢能力的減少或欠缺。 
 
不活動：身體活動的程度之減少。 
 
失禁：大、小便失禁。 
 
精神狀態改變：有意義反應出壓力性潰瘍不舒適感受的知覺與能力。 
 
營養不良：營養攝取與營養需求失衡。 
 
外在危險因素： 
 
壓力：這是造成組織缺血與壞死的最重要外在因素。小動脈末端血管床的正常

微血管血壓平均為 32mmHg，當組織受到外在壓力時便易超過這個尺度，影響

血液灌流，例如：躺在床上可造成 100mmHg 的壓力，坐在沒有椅墊的椅子上

壓力會超過 500mm Hg。 
 
摩擦：肌膚與其他表面摩擦會失去表皮細胞，這可發生在由床上滑下或在床上

拉動之情況時，都會發生摩擦。 
 
剪力：兩面肌膚反向交互滑動時便會發生剪力，會造成深度的組織損害。在摩

擦時也會發生相同的狀況。 
 
浸漬：因過度潮溼使肌膚軟化並減少抵抗力，大小便失禁、出汗以及傷口滲流

液均可造成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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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併發狀況，可能與上述危險因素有關，也可能單獨發生，並導致壓

瘡的形成。這些包括有周邊血管疾病、水腫、糖尿病、觸覺感官障礙、用藥（特

別是會影響認知、轉身或重新定位或衡量疼痛能力之藥物）、身體受限制、貧

血、低體重與吸菸。 
 
照護指引 
 
照護計畫的建議 
 

對於具有壓瘡病史者，應針對其內在、外在因素進行系統性評估，如此有

助於確認其潛在的危險因素，例如：不良的感官知覺、大小便失禁、靜止不動、

營養不良、摩擦及剪力等。 
在確認並評定危險因素後，應進行防禦性措施。因為壓瘡患者除上述情況

外，應以分類系統來分期，啟動治療計畫，並由醫師或護士作成記錄。大部分

壓瘡是可以改善並完全治癒的，治療時間由數週到數月不定。醫師開立的治療

處方包括清除傷口、清洗傷口、敷藥與控制感染。如果病患最近未曾做過檢查、

過去 30 天情況惡化或沒有改進，或個案未能完全遵照處方進行皮膚治療，則

將個案交由主治醫師處理。 
對於下列危險因素，可參考另項基本 CAP 作為治療的相關照護指引，此

項 CAP 的主要角色可幫助指出與壓瘡風險相連結的必要性。 
 
內在危險因素： 
 
心智狀態的改變：對於因身體姿勢改變形成的壓迫性不適的反應知覺與能力，

所遭受的限制情況進行評估。這些包括神經學疾病（例如：失智症）、心智退

化以及用藥狀況，但並不僅限於此。當這些情況出現時，為家人或個案擬定一

套計畫，至少每兩個小時變換一次姿勢。 
 
靜止不動：找出會造成老人行動問題以及改變並控制身體姿勢（特別是在床上）

能力之狀況。這些包括神經學疾病（中風、多發性硬化症）、髖部骨折、限制

與醫療（例如：抗憂鬱藥物、抗精神病藥物），請參閱日常生活功能之 CAP。 
 
不活動：找出會限制個人身體活動程度，或走動能力之狀況，包括上述所有狀

況（請參閱健康促進 CAP）。 
 
失禁：結合了靜止不動或不活動因素的大小便失禁，可能對造成個案皮膚破損

有加成作用，請參閱相關之排泄功能 CAPs。 
 
營養不良：營養不良會形成壓瘡並拖延既有潰瘍的癒合（請參閱營養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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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危險因素： 
 
壓力（護理評估者）：檢查所有的壓力點，特別與座椅或床鋪接觸的骨頭凸出

處。最常見的壓力點是底骨、大轉節、坐骨、腳踝內外側、腳跟骨，以及包括

手肘、肩胛、脊椎骨、肋骨、耳朵與後腦部。確保家人與個案都能了解，經常

坐臥的人需要監測這些部位。 
 
摩擦與剪力：如果老年人從床或椅子滑下來，或任何其他足以陷入剪力的姿

勢，都須注意。為家人或老人提供指導如何在兩個界面上移動。 
 
浸漬：評估個案皮膚會暴露於潮溼狀態的程度（請參閱失禁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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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與足部狀況 
 
目的 
 

找出皮膚或足部有問題或可能發生問題的老人，以便就預防及治療這些狀

況提供照護計畫之建議。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或二項狀況，則需進行檢視    
 
•過去 30 天內皮膚上有任何困擾問題或改變   [N1=1] 

•足部的雞眼/繭、足型結構問題、感染、黴菌病等   [N6a=經過檢查] 

•足部開放性病灶    [N6b=經過檢查] 

•沒有固定檢查足部     [N6c=經過檢查] 

 
 
定義 
 
皮膚狀況：任何會影響皮膚三大主要功能（免受環境危害、溫度調節與疼痛或

壓力的知覺）中一項以上的障礙。 
 
足部狀況：會損及足部適度力量或平衡的障礙或病灶。 
 
 
背景 
 

皮膚的非惡性病灶一方面包括侵蝕與潰瘍，另一方面也包括了突起之病

灶，如丘疹，在藥物反應相當常見。有些含有水分如水痘與泡疹疾病出現之小

水泡，以及某些嚴重反應之大水泡。某些膿包並不透明，顯示出有細菌感染。

老年人中有三種主要的皮膚癌：黑色素瘤、基底細胞癌與扁平細胞癌；黑色素

瘤常呈現色素變化，但卻是三種皮膚癌中最危險的一種。70 歲以上的老人半

數以上會出現皮膚異常。多數老人相信皮膚問題是老化的結果而不尋求專業的

照顧。任何新的皮疹、長久的色素改變病灶、病灶變大的肌膚異常，特別是不

限於陽光暴露的部位（如顏面），都需要由醫師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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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的狀況從指甲（長入肉內）的問題，到嚴重複雜的足部問題（包括：

許多糖尿病患者經歷過，需要手術的關節問題）。足部經常遭遇到各種廣泛病

況，但重要的是應了解足部問題是功能性障礙的主要原因，經常嚴重限制了個

案的生活。 
 
照護指引 
 

（護理評估者）如果最近沒有檢視皮膚者，應儘可能完成全面的皮膚檢

查，不過老年人及其家人可能抗拒這種檢查。在此情況下，替代的方法是詢問

有關既有或新皮膚病灶上的變化；鼓勵家人完成全面的檢視，並向醫師回報所

發現的任何異狀都是很有助益的。足部疼痛問題不僅會形成功能上的限制，也

是跌倒的危險因素。詢問足部的疼痛、異常或缺乏知覺，以及限制功能的足部

問題，都是必要的。對溫度的感覺（冷與熱）遲頓時，應警告個案在沐浴前仔

細檢查水溫，並用適當鞋襪保護足部防禦過冷或過熱的情況。 
 
問題檢視與照護計畫建議 

皮膚問題可從輕微容易處理的情況（通常因個人衛生不良或過度潮溼所引

起小範圍的黴菌感染），到威脅生命（因藥物不良反應或嚴重皮膚病引起的大

範圍脫皮現象）狀況。整體皮膚的任何破損，都有可能造成局部性或全身性的

感染，因此任何異常狀況都應有適當的評估。小病灶出現的紅色條斑，有可能

在幾天甚至幾小時內快速擴散感染，這類情況必需由醫師處理。 

搔癢是很普遍的問題，經常與個人衛生、黴菌感染，甚至蝨子及疥蟲傳染

有關。經常只是因皮膚乾燥，甚至寒冬中缺少濕潤水分的暖氣系統而引起的；

不過，它也可能是全身性疾病（如肝病）或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最後是老人

一般性發炎病況，包括：靜脈潰瘍、燥皮症以及接觸性皮膚炎。 

最新的調查顯示，居家老人有八成呈現出足部徵候，其中女性比率較高。

足部疼痛源於矯型外科病況與皮膚問題（常可矯正），或不合腳的鞋子所造成

的。必須強調的是個案的足部疼痛，需由合適之專業人員評估，經常找出原因

後便可為疼痛找到最佳的緩解途徑。 

一般而言，如果是因鞋子不合腳而發生疼痛，可到鞋店一趟，選擇適當支

撐及較大趾部多種不同款式的鞋子是有幫助。應注意的是個案的兩隻腳並非完

全對稱，因此，需要不同的厚度才能達到最佳疼痛緩解效果。修指甲時應輕巧

並由了解透徹的人小心執行。不僅對老人該如此，糖尿病患者更需特別注意。

足部與下肢疾病是這類疾病的最嚴重的併發症之一，是由周邊神經及循環異常

以及受感染個人的傾向癖好所造成的，糖尿病患的足部需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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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相關之其他服務的 CAP 
 

 

‧遵從性 

‧緊急支持系統 

‧用藥管理 

‧安寧緩和醫療 

‧預防保健：疫苗接種與篩檢 

‧精神治療藥物 

‧減少正式服務 

‧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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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性 
 
目的 

對能促成對治療遵醫囑的決定性狀況進行檢視。許多研究指出，遵醫囑者

會有較佳的健康狀況，遵醫囑能促成治療上的非特定或非保證的特性，或者至

少能顯示個案對治癒的態度與意願。因此，不遵醫囑也算是一項危險因素。 
 
引發項目 
 

如果個案完全或大部分時間未能遵守下列一或多項狀況時，便顯示未遵醫囑： 

•一項以上的既定治療   [P2a-gg=任何 2,3] 

•八成以下的時間，順從醫師開立的處方  [Q4=2] 

 

 
定義 

遵醫囑性：遵醫囑指的是個案的行為（服藥、遵守飲食規定與改變生活型態）

符合醫療或健康囑咐，遵循健康照顧的指示而無偏離。這需要個案與照護提供

者的合作才能產生預防性或治療性的結果。 

本項 CAP 的理論背景包含了用藥、治療與計畫。 
 
 
背景 
 
本項問題的流行病學 

不遵醫囑的現象可在二成至七成之間。門診或出院病人中，約有四成沒有

按時吃藥，而有關長期用藥的遵醫囑資訊相當有限。未能遵醫囑用藥與無法閱

讀服藥標籤（非視力障礙）、處方藥的數量、裝藥容器蓋子的型態、憂鬱、認

知障礙、感受到之健康狀態與醫藥花費等，都有關係。 

老年人對於各種非藥物治療的遵循程度，所知有限，居家環境下的慢性病

人，通常會記得遵循用藥之囑咐或指示(超過 90%)。但在飲食治療（47﹪-72
﹪）、運動（20﹪）上便漸次下降，在避免菸酒（5﹪-40﹪）及自我監測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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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3﹪）上，則尚可維持一定的水平。在病人不記得囑咐或指示時，遵

循程度下降得更嚴重。 
 
如何衡量遵醫囑性 

只有在遵循用藥方面做過廣泛的研究。一些衡量用藥遵循程度的方法，可

用在其他治療與計畫方案。 

行為衡量法：被廣泛使用著，包括：數藥丸或藥瓶，並記下已服用藥物之比例；

但這些方法無法測出反覆無常的服藥者。 

共同報告法：包括醫師、護士、其他衛生專業人員及親友的報告，共同報告的

準確性通常取決於對個案熟習程度。 

生物化學法：並非每一種藥物都能在血液及尿液中及早發現。這種方法有賴該

藥物的代謝途徑（是否很容易由血液中廓清）、距上次用藥間隔時間、以及病

人的健康（如個案的腎臟功能是否改變）而定。 

臨床結果法：這是個案遵守程度的一項可能的指標。不過如果個案能遵循照護

提供者所有的建議，其狀況仍可能因為疾病的自然病史而惡化。 

自我報告法：個案可大致準確地報告遵醫囑程度。當問題獲得澄清，訪談者與

個案建立良好關係時，或個案看過書面之用藥順序（如藥瓶）後，更為理想。

不過，這種自我報告方式也有明顯的限制，包括有高估之傾向。 

混合之方式較為人所喜歡，不過為求實際，收集各種遵醫囑資訊並不太可行，

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詢問個案他做了些什麼？在居家環境下，還可以詢問家人

或照顧者。 
 
照護指引 

當個案沒有遵循治療方案時，應向個案、其他衛生專業人員及其他醫師查

詢該治療方案是否合適。如果合適，則應檢視下列影響遵醫囑因素。 
 
個案的問題 

認知障礙：個案患有心智不足、阿茲海默症、其他成人型失智症或精神科疾病

時，經常需要依賴家人或照顧者協助服用藥物或遵循治療方案。檢視認知缺陷

的病因。（參閱認知 CAP）： 

•個案曾經顯示出自己有遵循治療的能力嗎？ 

•有家人介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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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接到醫療處方的資訊嗎？ 

•相信他們或個案有責任監控遵醫囑狀況嗎？如果他們具有這個角色，他

們會感受到哪些瓶頸？ 

•如果他們不看待自己具有該監控的角色，他們願意擔任這種角色嗎？ 

•個案願意接受他人的協助嗎？ 

 

功能限制：許多人苦於身體的協調不良、活動度受限、虛弱或無法抓取操作物

件，也可能經歷了遵循處方治療的困難。外出有困難的老人，可能會打擊到去

門診做物理治療；或患有風溼性關節炎與手部變型的人，可能無法打開防範兒

童包裝的藥瓶。考慮如何對協助個案從事這些活動作最佳協助（請參閱日常生

活功能 CAP）。 

•是否有固定的就地補助協助計畫？ 

•瓶頸是否與個案的否認或抗拒有關？或者是無法取得協助資源？ 

•是否可協助個案更為自立？ 

 

心理社會窘迫：出現冷漠、悲觀、社交功能減退（喜歡待在家裡，不接受拜訪）、

缺少家人支持或財務資源，對健康照護提供者表達不滿或缺乏動機的個案，都

有不遵醫囑之風險。我們的目的是增進其動機。 

•確保個案了解到所提供治療的必要性及有用性，而其本人的合作也很重

要。 

•了解不遵循醫囑的原因可能是個案有所保留：如缺少財務資源或家人支

持。敏銳的觀察能協助建立良好的個案與照顧者關係，並希望促成個案

遵循治療計畫方案。 

•尋求家人參與監控過程，可作為短期解決憂鬱問題的方式，重要者乃就

問題本質、治療方式與期望結果教育其家人（或請家庭醫師參與家庭教

育）。 

•參閱心智健康--社會功能 CAP 章節觸動之照護指引。 

感官障礙：個案的視力減退、模糊或雙重影像因而無法自己進行藥物治療，以

及遵循治療方案。有時也可能發現造成視力障礙狀況的治療方式（請參閱視覺

功能 CAP）。無論是否能發現病因，額外的介入措施，例如：大型月曆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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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進度、清楚易讀的標籤等，都可能改善遵醫囑性。 

感覺溝通上之問題也可能造成遵醫囑性不良，特別重要須考慮者，為聽力、語

言辨識、字彙理解等方面的困難。 

在溝通受限情況下，檢視障礙的潛在病因、治療程序的成功、以及個案以非語

言方式的表達能力（參閱溝通障礙 CAP）。觸覺、面部表情、目光接觸及聲

調等都可能派得上用場。 
 
 
治療與計畫方案 

治療或計畫方案的複雜度：遵醫囑性不良可能是因為治療或建議過於複雜所

致。 

•所有處方治療與計畫方案應經過評估簡化，例如：個案需要抗高血壓與

利尿治療時，可利用長效製劑或含有兩種藥物或以上的藥丸。 

•個案或照顧者能遵循處方之介入治療嗎？簡單可行的方案比不太可能

完成的大計畫更受歡迎。 

評估治療的複雜度時，應考慮個案的狀況以及可應用的支持系統。所以，必須

一起評估社會及物理環境，這需要與個案及家人擬出治療清單，可能的話，商

請醫師檢視，並儘量加以簡化。 

 

治療的特性：老人個案經常害怕服用許多不同的藥物。 

•個案確實接受治療計畫嗎？或是關切用藥頻率、數目、特性（藥品的製

劑型式、顏色與口味）、以及潛在的副作用？ 

•傳單說明與標籤適當嗎？ 

•容器適當嗎？ 

•安全鎖容器會造成阻礙嗎？有懷疑時，轉介給醫師尋求特定的指示。 

監控不良：個案對治療的遵醫囑性應定期接受檢視。家人與相關工作

人員對治療與遵醫囑性抱持鼓勵態度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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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支持系統 
 
目的 
 

在回應功能障礙老人的需要上，找出面臨困難的家庭。在極端的個案中，

一些新的需求會落到家庭上，照護之回應變成了緊急之狀況，老人之需求可能

都未獲得適當解決。 
 
引發項目 
 

當下列兩項以上狀況出現時，便需檢視可能的緊急之非正式支持系統。[G1eA=2] 

•沒有可識別的主要照護者提供例行之照護。[G1l(A=2)] 

•如果 ADL 之照護需求出現時，主要照護者無法提供 ADL 之照護內容。[G1kB 與

G1lB 均等於 2 或 G1e=2] 

•如果 ADL 之照護需求出現時，次要照護者無法在必要時提供 IADL 或 ADL。 

                                                     [G2a=經過檢查] 

•照護者未繼續現有的活動。[G2a=經過檢查] 

•主要照護者不滿意親友提供的支援。[G2b=經過檢查] 

•主要照護者表達憤怒與沮喪的感覺。[G2c=經過檢查] 

 
定義 
 

緊急之非正式支持系統。對所有殘弱之老人而言，都必須有親友提供必要

的協助；當需求增加時，以家庭為主的照護網絡，基本上會擴展服務的範圍與

強度來因應。不過，有時候這些非正式網絡人員的支持相當脆弱，而維持照護

便出現問題了。家人也不能回應老人新出現的的需要了。發生這種情況時，殘

弱的老人便將面臨無法獲得照護的窘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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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辨別何種家庭處於不穩定之狀態並無簡單的模式可循。高危險之老人面

臨不確定之未來或瀕臨死亡或顯現新疾病時，其親友之非正式網絡會變得很脆

弱。當照顧者自行處理照護的責任變得過於繁複時，便會出現不穩定之狀況

了，通常介入並交互影響之因素包括： 
 

•老人目前以及多變的特性。 

•主要及次要照護者現有與改變中的特性（例如：主要照護者的健康惡

化、競爭性之衝突，如餵養孩子或就業）。 

•過去老人與照顧者間之關係，以及他們情感牽繫的往歷。 

•照顧者所預期或老人環境上的改變。 

 
 
照護指引 
 

多重途徑會增加網絡的不穩定性。潛在的“危險”與“保護性”因素，都

必需在老人現在與未來長期照護需要的網絡能力中進行檢討，下面會討

論這些因素。在特定網絡動力上是否積極支持的因素制衡並不足夠。有

時多重之負面因素會使網絡由穩定而變成不穩定之狀態。經常，支援網

絡的回應能力中，只會發現一個因素是造成急劇變化的主因。適當的照

護目標是取自治療或補償的因素。 
 
 
問題檢討 
 

本項檢討可分為兩個步驟，都是協助找出具有真正不穩定性之非正式網

絡。 
 
步驟一：避免將網絡錯誤歸類不穩定之狀況。下面兩個問題的回覆若屬肯定

者，表示該網絡還不至於到不穩定之狀態。 
 

1.家人不知道問題的存在嗎？如果不知，網絡中之照顧者如果覺察出

老人的需求時，願意適當的回應問題嗎？ 
2.老人願意接受全面 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的協助嗎？有些老

人對其所需之努力並不領情(不管是非正式或正式資源)。評估者與

家人能做的乃是多多提供小心照護，並等待適當時機提供之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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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評估警訊以及相互制衡的保護因素。列出這兩種型態的因素，如果正

面因素的警訊多重且因素眾多，則考慮該網絡為不穩定之狀態，並提

出正確的照護計畫。 
 

警訊：非正式網絡的不穩定特性在老人健康狀況衰退時最為明顯。在

健康功能衰退情況下，非正式網絡便可視作不穩定之狀態。經常有必

要檢討潛在的正面制衡因素(說明於下)。由於各種正面因素的存在，

警訊將被中和掉，家人的回應便不成問題了。需考慮的警訊有： 
 

1.對於回應所顯現需求上的能力，家人表示懷疑。 
 
2.照護者無法承擔更大的責任。例如：無人能每天來或提供特殊的需

求(協助行政人員，並監督複雜用藥上的管理)，或協助進行每一項

ADL（日常生活功能活動）之工作(例如：如廁)。 
 
3.單一照顧者沒能完全了解支持系統與整體照護計畫。 
 
4.在不同型態人員中，照護責任零散而疏疏落落。 
 
5.家人相信老人會持續衰退。健康弱勢老人年事增高，讓家人相信老

人會急速衰退老化，因此會質疑繼續提供所需要協助之能力。 
 
6.老人出現中斷之行為徵候。為具有中斷情緒或行為問題的老人提供

服務的網絡，在一開始便可能成為不穩定之狀況。行為怪異、尖叫、

攻擊他人或出現敵意，或妄想的老人，特別不容易照護。擔任照護

者之配偶的心理健康可能受到影響，雖然只有少數照護者經歷過不

良之心理健康問題(例如：臨床憂鬱症、不安、失眠)。 
 
7.主要照顧者對於其他人提供協助的適當性，存有負面感受。這些觀

點與壓力大及照顧者的健康不良攸關。在結合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

關係中可能同時存有一弱點，在家人中也可能造成公開之衝突。 
 
8.主要照顧者未能提供護育的環境。這些情況下，照顧者未能盡力讓

老人開心，也沒有注意老人日常生活的小問題。 
 

顯示維持網絡穩定的正面制衡因素：許多家人能自行處理老人的需

求，不用藉助於居家照護的直接支持。這種情況下，居家照護單位應

是扮演呵護的角色。對下面所列問題的答案是肯定居多時，非正式網

絡的回應能力便具有較高的安全性。若非如此，上述警訊對正式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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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則是重要的參考點。 
 

1.老人有動機願意照顧自己，在家人及他人眼中，其在社區是否

有能力進行合理、安全的自我照顧嗎？ 
 
2.配偶之有無。 

3.一個或以上的子女，特別是女兒能夠提供協助。 
 
4.老人與配偶或子女同住，這樣的居住安排是親情與責任感的指

標。 
 
5.非正式支持網絡不包括子女。這種關係的保護性角色可能屬託

付之功能，或可反應出溝通與共同期待的最佳境界。 
 
6.家人對老年人提供的協助，甚至於老人其功能上無障礙的領域

(例如：在老人能夠執行這些工作時，協助其處理家務、準備食

物)。當老人健康或功能狀態衰退時，可期待這些家人提供更多

的協助，其程度會超過其他具有類似功能性缺陷的老人。 
 
7.主要的非正式照顧者知道如何為老人執行必要的支持性服務

(例如：個人照護工作)。 
 
8.主要的非正式照顧者知道如何在社區居家照護服務體系中進行

協調。 
 
9.主要照顧者報告當負擔程度已經增加時，滿意度也隨之增加。 
 
10.主要照顧者個人應具協助性角色之信念。 
 
11.主要照顧者與失能老人具有強烈的代與代間之牽繫，以及濃厚

的親情。 
 
 
照護計畫 
 
強調潛在網絡的不穩定性時，並無法改變某些危險因素。如果須維持既存的非

正式支持時，便必須提供服務之介入了。儘管這些服務支持模式上，

深入的正式照護管理及監督上，都需要做出重大修正，但未必是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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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已經找出來之風險因素，可能須做到： 
 

•衡量老人生活狀況的改變。 
 
•主要是為老人提供社區服務。 
 
•重點須轉移，主要是放在主要照顧者的需求上面，或是較大的非正式網

絡，或這些混合事物的需要上。 
 
下列更具有重點式的提議，或許可以採用： 
 

1.老人的復健服務：考慮老人與家人下一步如何協助老人更為自立。請參

閱健康促進及日常生活功能 CAPs。 
 
2.資訊或心智衛生的服務： 

 
a.許多這一代的主要照顧者對於病人照顧並無實際經驗，特別是先生、甚

至兒子(程度稍輕些)。對於這些人應以有效方式直接指導照護之提供(特
別是個人照護)。 

 
b.有關社區資源以及如何協調正式體系的具體資訊。 
 
c.在主要照顧者明顯的陷入憂鬱時(至少部份原因是照護狀況使然)，為照

顧者提供直接的心智衛生服務。 
 
d.照顧者相信所得到的協助不當時，直接諮商或加入支持團體（由老人失

智症協會贊助的團體）。 
 

3.暫托服務：對於 24 小時監督或負責照護的照顧者，應優先考慮可負擔的

居家支持及暫托服務。 
 

4.正式的輔助性照護： 
 

a.對於未從非正式資源得到適當協助的老人，正式照顧經常能刺激或協助

維持非正式服務的水平，在許多狀況下，即使在正式服務撤出後仍會繼

續。 
 
b.通常適當的照護計畫應視正式照護為過渡階段，隨時支持非正式照護者

的照護需要。例如在下列狀況下，特別需要過渡性的正式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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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剛剛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時。 
 
•主要照顧者生病而次要照護者暫時無法承擔失能老人所需要的全套照

護時。 
 
•主要照顧者在專業照護工作上，須獲得專業性的指導以及過渡性監督

時（例如：如何有效處理新的個人照護需要，打針或表達失智老人所

出現的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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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管理 
 
目的 
 

綜合出一份需要使用之所有藥物的完整記錄，讓個案了解需要由醫師持

續評估他們的需要，以便發揮最大效能並儘量減少危害。 
 
引發項目 
 
主要引發項目：服用五種以上藥物[Q1=5 以上]，如果又出現一項以上的下列狀

況時，便可能產生不當用藥治療的狀況。 
 

•腎衰竭 [J1z=1,2] 
•錐體外症候群 
（如帕金森氏症無法靜坐、遲發性運動障礙）[J1k=1,2, 或 M1a=經過檢查] 
•腹瀉 [K2a=經過檢查] 
•口乾 [M1b=經過檢查] 
•嘔吐 [K2e=經過檢查] 
•便秘 [K3c=經過檢查] 
•暈眩 [K3d=經過檢查] 
•未曾有醫師與老人討論過目前服藥狀況 [Q3=1] 

 
次要引發項目：這些項目為其他 CAP 的主要引發項目，也應在這些 CAP 下進

行檢討。如果用藥超過五種而出現下列一項以上情況時，便可能出現不當用藥

的情況。 
•憂鬱 [E1a-i 中兩項以上=1 或 2] 
•神志不清 [B3a=1] 
•便秘 [I1=2-4 或 I3=2-4] 
•脫水 [L2c=1] 
•記憶出現問題 [B1=1] 
•跌倒 [K5=1 以上] 
•出現紅斑、發癢、瘀青                 [N1=1] 
•社會功能衰退 [F2=1,2] 

 
定義 
 
用藥管理：個案所使用的處方或非處方藥物。老人的用藥治療因為這個年齡層

獨特之因素而易顯複雜。多重病程與環境影響，再結合老化的生理效應，會改

變老年人對藥物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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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由於老人經常苦於多種的障礙狀況，他們必須服用多種藥物。六至八成

老人會使用處方藥；50%至 75%會使用非處方藥。最普遍的處方藥有心臟血管

藥、降血壓藥物、止痛與抗風溼藥物、鎮靜劑、以及胃腸藥如瀉劑與制酸劑。

約有一成的人服用五種以上的藥物。 
 

服用藥物的種類愈多，藥物交互作用的危險、藥物不良反應(ADRs)、遵囑

性(順從性)、以及增加花費的可能性也愈大。許多因老化而產生的生理變化，

會改變老人對藥物的反應進而引發可能的併發症—— 
 

•身體的體積縮小，由於體內瘦肉減少而脂肪相對增多，因而改變了某些

藥物的分佈與生理可用率。 

•某些合成藥物的吸收(通過腸胃到血液)方面，老人便比年輕人稍慢(雖然

這通常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某些合成藥物在肝臟的代謝速度會下降。 

•某些組織對特定藥物的反應，老年人與年輕人可能不同。 

 

老年人對藥物不良反應的整體狀況，估計至少是年輕人的二、三倍以上。

老年人也不易覺察藥物不良之反應，因為他們會以為這些只不過是疾病的徵兆

或症狀而已。相對之高危險因素尚包括：使用許多藥物、病人遵囑性(順從性)
不良、疾病的嚴重度，所出現的多重病理狀況、體材變小、肝臟與腎臟的衰退

不全。 

 
照護指引 
 

建議所有的案例都交由醫師檢視或審查。只要出現用藥管理所引發之現

象，便需進行下面的問題檢視來協助個案適當向醫師說明可能的藥物副作用與

藥物的交互作用。 
有時的問題是因為同時使用不同藥物所引起的。這些交互作用會降低或

增加某特定藥物的效應(無論是否為原先所預期者)。因此，應注意潛在的藥物

交互作用。應由醫師檢視藥物治療以便找出每個人所有用藥潛在的交互作用。 
 
藥物檢視 
 

服用的藥物數目愈多，產生負面效應的危險也愈大。因此，首先應確定個

案所使用所有藥物的名稱以及使用的理由。也應詢問家人是否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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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缺乏了解是一項嚴重的問題。 
很重要的是至少需有一位醫師知道個案所服用的所有藥物，為何會開出這

些處方，以及曾經發生過的某一藥物或藥物組合上潛在的不良結果。藥品的不

良結果範圍由神志不清與腎衰竭到紅斑與便秘都有。 
一些藥物對老人比對年輕人更易產生不良效應，因此，必須在審慎情況下

開立。這些藥物不可交付給老人個案，並應嚴格給予藥物管控。這些藥物中部

份列於表一，檢視這個表格，告訴需要的個案向醫師詢問有關表列上的任何藥

物。 
 
會阻礙藥物代謝與排出的個案狀況 
 

許多急性與慢性病情會改變對藥物的反應，而醫師需要就這些反應進行

詢問。例如與發燒相關的脫水，會減少尿液的排出。因此，增加了原本需要排

出的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這可能增加藥物之毒性程度。某些狀況會影響某些

藥物的吸收(例如：胃酸缺乏、腹瀉、胃切除與胰臟炎)。其他的病況也會造成

某些藥物在體內分佈上的改變(例如：充血性心臟衰竭、肝臟衰竭、腎衰竭、

水腫或腹水)。疾病也會影響藥物的代謝(例如：充血性心臟衰竭、肝功能異常、

惡性腫瘤、甲狀腺疾病、病毒感染等)。 
 
藥物不良反應 
 

許多藥會產生窘迫不適，有時可能會產生妨礙或威脅生命的不良反應。由

於這些徵候沒有特定性或與其他病情類似，藥物不良反應可能會遭到忽視或者

不易辨識出來。因此，首要之務是最近的任何變化，都必須視為可能的不良藥

物反應。確認特定狀況與藥物治療剛開始或調整上的暫時關係，並在必要時轉

介醫師。需要檢視的狀況均須列為引發項目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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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經常造成老人不良反應的藥物 
 

 
藥物名稱種類 

 

 
應特別避免者 

 
鎮定劑或催眠劑 

長效 benzodiazepines: chlordiazepoxide, diazepam, 
flurazepam(Librium, Valium, Dalmane) 

短效 benzodiazepines: oxazepam, triazolam, 
alprazolam(Serax, Halcion, Xanax) 

短效 barbiturates: pentobarbital, secobarbital 
(Nembutal, Seconal) 

 
抗憂鬱藥物 

三環抗憂鬱藥物(Tricylics), 特別是 Amitriptyline 
組合性抗憂鬱藥物與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 

amitriptyline+perphenazine(Triavil) 
 
抗精神病藥物 

Haloperidol(Haldol) 
Thioridazine(Mellaril) 

 
抗高血壓藥物 

Hydochlorothiazide(Esidrix, Hydrodiuril) 
Methyl-dopa(Aldomet) 
Propranolol(Inderal) 
Reserpine(Reserpine) 

 
抗心絞痛藥 

Isordil(Isosorbide) 
NTG, Nitrostat(Nitroglycerin) 

 
非類固醇消腫藥物(NSAIDs) 

Indomethacin(Indocin) 
Phenylbutazone(Butazolidin) 

 
口服降血糖藥物 

Chlorpropamide(Diabinese) 
 
止痛藥 

Propoxyphene 
Pentazocine(Talwin, Talacen) 

 
失智症治療藥物 

Cyclandelate(Cyclandelate) 
Isoxsuprine(Isoxsuprine) 

 
血小板抑制劑 

Dipyridamole(persantine) 
 
組織胺(H2)拮抗劑 

Cimetidine(Tagamet) 
 

 
 

應完全避免，特別是每天劑量在 15mg 以上
者；除非已經成癮者 
 
 
任何單一劑量超過 0.25mg 以上者 
 
 
 

劑量超過 75mg 以上者 
 
 
 
 
 
劑量超過 3mg 以上或等量或其他精神病藥物 
劑量超過 75mg 以上者 
 
 
 
劑量超過 25mg 以上者 
 
 
 
 
避免與 NSAID 一起使用來治療慢性病 
治療時間限制在短期(例如週，並使用低劑量) 
 
 
 
 
 
 
 
 
 
 
 
 
 
 
 
 
 
 
 
 
 
 
 
 

劑量超過 900mg 以上者，治療並持續超過 12
週 
 

治療超過四週以上者，但在治療骨髓炎、前列
腺炎、肺結核、或心內膜炎上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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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 

口服抗生素(特別是 Metronidazole) 
 
抗充血劑 

Qxymetazoline, phenylephrine, pseudoephedrine 
(Dristan, Codimal, Entex, Donatussin, Extendryl) 

 
肌肉放鬆劑---抗痙劑 

Cyclobenzaprine, orphenidrate, methocarbomol, 
carisoprodal (Flexeril, Robaxin, Methocarbamo, 
Soma) 

 
腸胃道抗痙劑 
 
止吐藥 

Trimethobenzamide(Tigan) 
 

每天使用超過 2 週以上者 
劑量超過 325mg/天以上者 
 
 
長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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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 
 
目的 
 

對希望接受居家安寧緩和照護方式的個案，評估其全面性照護需求。 
 
引發項目 
 

出現下列情況時，便應檢視是否適合採取安寧緩和照護的方式： 
 
•疾病末期，生命期不到六個月      [K8e=經過檢查] 

 
定義 
 

安寧緩和照護指的是疾病末期病患層面的照護，其目的是由治療模式轉

換至緩和症狀以及改進老人餘生的生活品質。 
 
背景 
 

由治療轉移至安寧緩和照護的決定，經常在個人處於生命末期時才會發

生，屆時生命只剩數週或數月。有時需要安寧緩和照護的時機還會提早一些。

決定何時才是安寧緩和照護的正確時機可能很困難，而判別某人是否將屆生命

終點，也經常是人為的。對於治療途徑極為有限的人，此際的區別很清楚。但

對大部分人而言，尤其是具有一項以上慢性病的人，其病情可能發展很慢，應

該採取安寧緩和照護的時刻通常並不太明顯。 
在所有的狀況下，安寧緩和照護需要由照護提供者考慮並預期個案多層

面的需求(例如：功能性、心理性、社會性、靈性方面、財物方面、環境方面

等)。其目的是提高舒適感與生活品質，並在個案的期望與身體限制上盡量發

揮功能。參與者與個案及家人之間應坦率且保持持續之溝通，對於每一臨床狀

況，能讓種種照護技巧能跟上時代，以提昇舒適與生活品質。 
 
 
 
 
照護指引 
 

安寧緩和照護的引發項目指出安寧緩和照護計畫對老年個案可能有利。

首要的評估工作在於決定末期疾病的老人是否同意進行安寧緩和照護。如果還

沒有做成決定，家人與個案可利用這個機會考慮這項做法。協助各臨床醫師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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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需要安寧緩和照護並決定其中的內容，並就一般照護與健康照護設計出

照護指引。但必須強調的是在考慮任何形式的安寧緩和照護之前，都需要獲得

老人或其代理人(監護人)對安寧緩和照護方式的同意。 
 
如何就安寧緩和照護取得共識 
 

由治療轉到照護的決定過程，通常由醫師、照顧者或個案提出。並希望

所有相關人士之間都能有明確的溝通。不過有時個案可能並不了解病痛的嚴重

性並拒絕這類的常識。另一方面個案也可能因為失智症或其他原因，無能力參

與決定。 
也可能老人事前預期到這類狀況而準備了一些書面之意願。在法律許可下

應儘可能遵循這些意願。 
 
一般性照護 
 

安寧緩和照護涉及照護上之各個層面，在其他 CAP 中均有提到。不過評

估與照護方式必須盡量符合個案之需求與偏好。在擬定照護計畫之前，每位老

人都必須有機會就其疾病與可能的治療，每一照護途徑的風險與優點了解實際

情況。 
雖然每個人的照護必須嚴格遵守其個人意願，下面的照護指引也具有一般

性價值。在討論安寧緩和照護上的每一細節，都可用來輔助其他 CAP。 
 
外表：鼓勵老人維持個人外觀包括個人梳洗習慣、刮臉並塗指甲油。起床穿衣

與更衣可產生一些身體刺激。如果不至於疼痛或害怕時，也能增加個人的感官

控制。 
 
衛生：協助照顧者與老人維持清潔，這可能有助於感官之控制。此外，沐浴習

慣能協助一天的生活的進行並提供變化性的活動。能夠淋浴或沐浴的人當然應

注意跌倒的問題，必須有可供抓持的扶手或適當的監護。大小便失禁與腹瀉以

及不良的個人衛生、傷口，都需特別留意清除臭味並避免再度發生。 
 
宗教：應尊重宗教與靈性上的意願與需要。 
 
性：伴侶或許認為需要繼續維持性關係，應受到家人與照顧者的尊重。 
 
營養與水份：為瀕死之人補充營養可能是令照顧者最感挫折與百味雜陳之工

作。末期疾病藥物(尤其是止痛用藥)，增加的治療項目都可能因影響胃口、噁

心與嘔吐或因進食產生疼痛而造成營養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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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個人照護都必須是個別化的。通常找出飲食上的偏好，並以少量多

餐方式避免讓飲食或味道引發胃口衰退、噁心或許會有幫助。藉由定期吃藥、

如廁的時間(可視需要調整)、視需要改換姿勢、以及進食前使用麻醉性漱口

水，以減輕疼痛，都儘可能地使個案感到舒適。 
 
尿失禁：許多末期病人在簡單舒適情況下如廁，仍可控制自如。可藉由使用床

邊馬桶、尿壺或便盆或隨時依需要提供協助來縮短如廁的距離。如果個案無法

自行控制，也可為女性插導尿管或讓男性使用外導管。 
 
腹瀉與便祕：經常使用麻醉性疼痛藥物的人，容易便秘。因此，經常需使用預

防性軟便劑。疾病所引起相關的腹瀉對個案及照顧者都特別困擾。這些問題如

果持續下去，須由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加以注意，在極端的情況下進行灌腸。 
 
移位能力與跌倒：只要可能行走，沒有疼痛且在個案之期望下，都應提供走動

上的協助。虛弱時或因藥物阻礙判斷或行動時，需要適當的監護。 
 
皮膚照護：大部分末期病患最後都無法自行起床。轉移位方面的指示應提供給

近身之協助人員，尤其是老人身體太重或太軟都需特別小心。可用特殊的床墊

(例如：氣墊、水床)、經常翻身、變換位置(每一或兩小時)來維持老人皮膚清

潔乾燥，避免皮膚受損。在皮膚緊貼骨頭處的泛紅，表示承受極大的壓力，如

手肘、腳跟、後腦等，應特別留意。 
 
眼睛照護：瀕臨死亡者應將眼部裝置準備妥當。某些疾病嚴重時，病患可能無

法眨動眼睛，眼罩與眼藥水可用來增加舒適感。 
 
睡眠：無法睡覺可能由下列一或一項以上狀況所引起：疾病、疼痛、缺乏運動、

對死亡的不安、沮喪等。可就使用助眠藥物與醫師討論。 
 
認知障礙：漸進性的認知障礙對末期病患與及其照顧者都是格外可怕的經驗。

照顧者必須確保老人不是發瘋，而是藥物的副作用或疾病的演化所致。再者，

治療可逆的病因，而提供方向、結構、熟悉家庭物件，以及頻繁的社交接觸都

會讓病患感到安全而有序。 
 
焦躁：身體上無法休息所帶來的焦躁、焦慮、害怕或憤怒，可能有身體上的因

素，例如：疼痛、無法解出小便或排便困難等。應找出可能的原因，在用藥之

前先做適當的處置。 
 
呼吸問題：呼吸困難可以是由疾病所引起，並在死亡過程的最後階段可預期會

發生這種現象。呼吸會呈現不規則，可能會停止一段時間後又恢復，呼吸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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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很淺。感知出這種呼吸型態的個案會感到震驚，應對症狀進行治療。如果

個案呈現昏迷或半昏迷狀態，應告知家屬個案是舒適的，並且這些症狀是生命

末期的正常反應。 
 
抽搐：瀕死之人發生抽搐並不罕見，應由醫師處置。 
 
治療程序 
 
用藥管理：在身體持續衰退中，個案可能拒絕或無法吞嚥藥物，可將藥丸磨碎

放入口味強烈的湯液中，例如：日常飲食補充或以注射方式投予。疼痛治療上，

個案需要持續使用大劑量之用藥。病患應有靜脈注射導管，而非周邊之管道(皮
下途徑)——這種方式經常造成組織滲漏而腫脹，有時引起疼痛。疼痛治療上

有幾種途徑：口服、舌下含片、直腸栓劑、靜脈、皮下、肌肉注射等。當疼痛

治療用藥必須採用口服途徑以外的方式時，經常使用三種靜脈注射裝置：周邊

靜脈導管(PIC line)、外導管、以及內置口。外導管可直接連結裝有幫浦的靜脈

點滴管，以便可在個案控制下持續的注入止痛藥物。疼痛用藥是用來預防，而

非治療疼痛；然而附加的藥物是用來「阻斷」疼痛。 
 
照顧者與家屬的照護：在死亡過程中家屬也會是照顧者，他們也會經歷不確

定、害怕、悲傷以及無法回應個案身體上需求時所帶來的高度壓力。改變角色

與生活方式都是特別難處理的。注意照顧者的需求也是安寧緩和醫療照顧程序

的重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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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方式：疫苗接種與篩檢 
 
目的 
 

提醒居家照護人員應判斷個案是否有不符合預防保健所需之處(例如：量

血壓、預防接種)，並盡量到家中與他們會面。寧可預防疾病或殘障，而不是

待問題發生後再做處理。雖然預防保健措施應在老年之前落實，但愈來愈多的

證據顯示，即使在晚年進行也十分有利，有些還是特別為這段時間所設計的。

建議以最佳方法替老人篩檢出尚未發現的問題，經常在例行或臨時的病人接觸

時，結合篩檢活動。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項或一項以上的現象，則需要預防保健追蹤檢視： 
 

•沒有量血壓        [K1a=未檢查] 
 

•沒有接種流行感冒疫苗     [K1b=未檢查] 
 

•女性沒有做乳房檢查      [K1c=未檢查] 
 

 
 
定義 
 

通常預防保健方式包括疫苗接種與篩檢未發現的健康問題。疫苗接種的目

的是預防疾病，而篩檢則是在早期或能治癒階段發掘未知之疾病，這兩種做法

的目的都是降低罹病與死亡。雖然如果以所剩餘生命年限的保障而言，任何終

身預防保健介入的好處都會因年齡增長而打折扣，但平均 65 歲的人可能再活

15 年，預防保健在最後幾年是值得稱頌的。更有甚者，雖然老人的許多障礙

是慢性而不可治癒的，早期偵測並治療那些會干擾功能的問題，會延遲功能缺

陷的出現，或甚至可同時預防之。 
 
 
背景 
 

在家中提供預防保健照護的觀念並非推陳出新，許多國家已經推動一些

措施來鼓勵病人藉由護理師或「健康造訪員」到家中拜訪病患的方式，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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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保健。以居家探訪為基礎的服務，對 75 歲以上老人及已出院老人而言，

已經證實可大幅減少再住院次數及天數。需要居家護理照護的人也不多。每次

居家探訪花費 30-90 分鐘，而所發現的問題也會交給病患的主要照顧醫師做參

考。 
可以明確看出對於疾病之高危險群，在具有治療途徑並能在早期發現下

大幅改善的狀況，而當事人生活與功能尚可維持在高峰時，篩檢方式別具意

義。因此，所有篩檢程序均應在此基礎上做判斷，例如：個案處於疾病末期，

預防保健介入便不太恰當。 
 
 
照護指引 
 

本 CAP 中提到的任何一項負面反應，顯示出預防保健不理想，並進而建

議應針對個案是否有足夠管道達成高品質醫療照護之需要進行調查。此外，個

案也應進行全面的健康評估。雖然預防保健介入潛在的好處必須在個案年齡與

虛弱程度間維持平衡，但沒有進行特定測試的老人，都應該接受這些篩檢。 
對老人照護通常建議的疫苗與篩檢程序都會敘述如次，然後再論及疾病與

殘障的盛行，以及降低罹病與死亡的預防方式。我們並不強調需要完整實驗室

資料的預防保健方法，雖然無庸置疑的，所有老人的完整照護都必須用理性取

得一些實驗室資料來進行篩檢或建立未來比較的基礎。這類資料相當多，但對

於何種年齡應進行何種測試，並未有一致的看法。我們並不考慮其他 CAPs 中

所包含的預防保健項目(例如：並不著重在預防壓力性潰瘍或與飲酒相關的問

題)。 
 
疫苗接種：老人經常容易罹患一些感染疾病，特別是下呼吸道。流行性感冒與

肺炎仍是美國此年齡層之第五大死因。 
 
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每年發生，除非特殊情況(例如：對疫苗過敏)，老年

人都應在流行季節開始之前接種疫苗。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種為對老人最符合成

本效益之醫療保健介入之一，老人因流行性感冒住院與死亡的比率遠超過其他

年齡層，約有八至九成的死亡與流行性感冒有關。雖然這種現象年年有所出

入，但疫苗顯示有七成的預防效果，而剩下三成即使罹患，情況也比未接種疫

苗者緩和。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推薦，除了極少數的特殊狀況外，所有老人每年

都應接受流行性感冒疫苗。美國老人醫學會(AGS)對老人流行性感冒預防及治

療的報告，就採用公共衛生局免費接種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在每年流行性感冒

季節之前，為高危險群老人施打疫苗。控制肺炎與肝炎的防疫計畫都可能在未

來實現，或受到許多機構的認可(雖然大部分不屬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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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為使篩檢有其效益，所欲篩檢之疾病對象必須是相當普遍者，且為造成

罹病與死亡之常見病因；其並可在症狀出現之早期即可偵測出來；同時早期介

入治療應可行而有效，且比日後治療更具效果。就極為普遍病況的篩檢而言，

有些資料符合這些需求。 
 
高血壓：高血壓的盛行情形隨著年齡而增加。依高血壓的定義，50 歲以上的

人有三至五成具有高血壓。高血壓對冠狀動脈疾病與腦血管疾病都是十分重要

而有意義之危險因素。 
目前有明顯證據顯示降低血壓對晚年是有益處的(例如：孤立性收縮高血

壓)。一些重要研究也證明控制高血壓是有益處的，包括降低中風、充血性心

臟衰竭與死亡的發生。 
對於篩檢的建議因機構而有所不同。美國醫藥研究院(IOM)建議 50 歲以上

以及沒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如果沒有已知的危險因素，每兩年應檢查一次血

壓。美國醫師學院(ACP)並沒有特別的照護指引，但建議成人在尋求照護時應

定期測量血壓。 
 
乳癌：乳癌是美國女性最普遍的癌症，僅次於皮膚。大約九名女性中有一位會

發生乳癌。一些因素具有高風險性，例如：母親或姊妹中患有乳癌。研究也證

實，經由乳房攝影及乳房臨床超音波篩檢過的五十歲以上婦女，可降低因乳癌

死亡的。依照年齡層之不同，其死亡率可降低 5%至 76%。 
對年過 50 的婦女，一些機構建議實施乳房臨床檢查與乳房攝影，也無明

確的證據顯示應隨年齡老化而停止這些檢查，精確的執行建議並不一致。 
 

•超過 65 歲的女性，美國老人醫學會(AGS)建議至少每三年進行一次乳房

攝影，至少直到 80 歲。主要基層照護提供者應為高齡女性每年執行一次

乳房檢查。 

•美國癌症協會(ACS)、美國放射學會(ACR)及美國預防保健要務小組

(USPSTF)建議每年做乳房檢查與乳房攝影。 

•國家癌症研究院(NCI)建議定期做乳房檢查，並每年做一次乳房攝影。 

•美國婦產科學會(ACOG)建議在醫師決定的頻率下，進行乳房攝影與乳

房檢查。 

•美國醫師學會(ACP)建議 50-59 歲之間的女性，以例行方式進行乳房攝

影，而 60 歲以上則由醫師與病患決定篩檢的時間間隔。 

 
直腸癌：人一生中會發生直腸癌的可能性，大約為 6%，發生率隨年齡增長而

增加。篩檢測試包括肛門直腸指診檢查、大便潛血檢查、乙狀結腸鏡檢。雖然

肛門直腸指診檢查有其限制，但仍廣為推薦。乙狀結腸鏡雖然還未普遍受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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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但已成為標準之預防措施。定期檢查糞便中的潛血反應，已廣為大眾所接

受，此刻更為病患所接受。儘管建議進行糞便的潛血反應檢查，但也有許多假

陽性的結果(例如：某人有良性傷口造成的出血源或最近個體吃了大量的肉

食，或規則的使用阿斯匹靈藥物等)。 
美國醫師學會(ACP)，美國癌症協會(ACS)與 Frame 建議處於一般風險且

超過五十歲者，每年都要檢查糞便中的潛血反應，而且三至五年做一次乙狀結

腸鏡檢。加拿大定期健康檢查要務小組(CTFPHE)建議 46 歲之後每年做一次便

血檢查。美國癌症協會推薦直腸鏡檢查作為 40 歲以後每年篩檢的例行程序。

Frame 與加拿大定期健康檢查要務小組並未有足夠的證據提出建議。在不久的

未來，血液中的生物標記(biomarkers)可能會改變篩檢的建議。 
 
婦科癌症（子宮頸癌/子宮癌）：美國醫師學會建議 66-75 歲的婦女在 66 歲之

前未曾做過篩檢的之女性，應每三年做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對於過去曾經篩

檢過的女性，Frame 與美國老人醫學會將過去篩檢過之篩檢年齡限制提高至 70
歲，而美國癌症協會及美國預防保健要務小組則將限制定為 65 歲。如果女性

已經例行篩檢，而也沒有太多性伴侶，65 歲左右以後持續篩檢的意義是以無

症狀且無月經為基本假設者。 
 
前列腺癌：雖然短期內可能會有變化，每年一次之直腸檢查仍是目前所建議

者。現在前列腺癌也做血液檢查，不過也會產生不少假陽性之結果。再者，早

期介入治療的價值仍未建立，篩檢無症狀男性的最佳方法仍待討論。 
 
感官障礙：預防策略包含篩檢早期的感官喪失，都在視覺功能與溝通 CAP 中

論及。明顯的使用眼鏡、助聽器以及其他輔助性設備，可能在功能上產生立即

的改進。 
 
骨骼疏鬆症：約有 2,000-2,500 萬美國人因為低骨質密度而使骨折之危險增加。

美國每年超過 100 萬人骨折都可歸咎於此。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資料，尤其是

有大量白種女人的國家以及北歐國家，由於當地長年缺乏陽光的照射，以致維

他命 D 的生物可用性受到限制。這些問題都在跌倒與營養 CAP 中論及。 
 
肺結核的皮膚測試：需用透過兩個步驟，因此使得很多人不易獲得適當的測

試。不過，通常都會如此建議。 
 
破傷風與 B 型肝炎：雖然對於破傷風類毒素接種的篩檢建議是每十年一次，

而 B 型肝炎疫苗目前考慮納入建議，但並未包含在本 CAP 中。 
 
血液篩檢檢查：有許多血液篩檢檢查經常用在不同的年齡層上，每一項的貢獻

難以確認。此外，對於過去已執行哪些檢查的精確資訊，通常並不可能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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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並非言之任何血液檢查都是無用者，包括血色素、B12 濃度及甲狀腺功能的

測量等，但目前無法確定何時該做？多久做一次？在何種情況下做？對於這些

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參考 1994 年 Berman 之著作。 
 
預防性使用阿斯匹靈：目前對例行使用阿斯匹靈上並無正式推薦，但可能即將

出現(仍帶有某些訟爭)。 
 
吸菸：對於一些吸菸以及處於吸菸環境中的人，吸菸在任何年齡都是有明顯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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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治療藥物 
 
目的 
 

找出使用精神治療藥物而需要就用藥種類檢視者，或在更多精神治療藥物

效果或不同的用藥監控下之受益者。 
 
引發項目 
 

個案服用精神治療藥物[Q2a,b,c=1]，並出現下面一項以上狀況時，便需要進一

步評估： 
 

•譫妄的指標        [B3a=1 或 B3b=1] 

•過去 90 天視力衰退     [D3=1] 

•情緒與行為上明顯並持續的問題 [E1a-i 中 2 項以上=2 或任何 E2a-e=2] 

•惡化的行為症狀           [E3=1] 

•走動困難  [H2c=2-4,8] 

•大小便失禁  [I1=2-4 或 I3=2-4] 

•妄想、幻覺     [K3g 或 K3h=經過檢查] 

•過去 180 天中曾經跌倒     [K5=1 以上] 

•步伐不穩       [K6a=1] 

•可疑的酒精問題  [K7a=1,K7b=1 或 K7d=3 以上] 

•過去 30 天中體重變化超過 5% 

，或 180 天中超過 10% [L1=1] 

•口乾  [M1b=經過檢查] 

•服用五種以上的藥物 [Q1=5 以上] 

 
背景 
 

許多老人接受精神治療藥物以便維持最佳的功能與安適狀態。不過，對於

用藥、劑量、或監控過程的選擇，則完全因人而異。特別是有慢性病的老人，

對於廣泛使用精神處方治療藥物的不良反應，以及精神治療藥物與其他藥物交

互作用下的不良反應，承受力更是脆弱。有些老人也可能在接受某種藥物時，

只是治療多項功能異常狀況中的一項而已，例如：許多憂鬱之老人在接受抗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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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或安眠藥物來治療失眠，而真正的憂鬱問題卻未能解決。其他陷於失智症或

妄想意念的人，可能服用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但劑量則可能使移動能力受到

限制。 
改善精神治療藥物的處方與監督管理程序，能夠促成更佳的臨床效果。努

力的重點應放在： 
 

•所處方的藥物都能針對減緩心智與行為上的問題。 

•有明顯徵兆或障礙的人，應評估精神治療藥物的副作用。 

•服用會產生副作用的精神治療藥物的人，應接受長期有系統、有計畫性

的使用安全性監測。 

仔細選擇藥品，謹慎監測藥效與副作用。在必要時(包括有實質臨床問題

者)，以可接受的利弊之比例，開立精神治療藥物。考慮個案的整體臨床問題，

其他必要的用藥以及治療的功能性目標，過去哪些奏效哪些失效，並須仔細以

最低劑量選出最佳的藥物，是獲得最大功效且最低危險的第一步。 
雖然精神治療藥物不一而足，而精神藥理學更是浩如瀚海，但相對而言，

可據為評估治療效果與副作用的原則，則相對少得多。 
 
治療性效應 
 

•多數的抗憂鬱藥物具有抗焦慮效果。 

•三環抗憂鬱藥物可作為某些疼痛的止痛劑。 

•許多抗憂鬱藥物具有抗強迫性意念之效果(特別是抑制血清素再吸收的

藥物) 

•大部分精神疾病治療藥物對妄想與幻覺均很有效。 risperidone 或

clozapine 對某些對其他藥物無反應的個案很有效。 

•短效抗精神疾病藥物較易產生鎮靜與抗焦慮效果。 

•某些藥物(例如：鋰鹽, carbamazepine, valproate)具有穩定情緒的作用，

對於躁鬱症與情緒不穩病情的治療很有幫助。 

•Benzodiazepines 通常具有立即的治療效果。雖然抗精神病效果會立即出

現，其他藥品通常則需要數週才能完全發揮藥效。alprazolam 與

clonazepam 在恐慌症發作上比其他藥物更為有效。 

副作用 
 

• 許 多 抗 憂 鬱 藥 物 與 抗 精 神 疾 病 治 療 藥 物 (bupropion, thorazine, 
chlorpromazine, thioridazine)可能有抗膽鹼效應，而造成便秘，排尿不順

或滯留，口乾，或使胃食道逆流惡化與性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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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抗憂鬱藥物(如 fluoxetine, paroxetine, sertraline)會造成腸胃道的副作

用，包括噁心、腹瀉與食慾減退。 

•雖然所有的抗憂鬱藥物不易造成抽搐或使其發作加劇；這些問題是

bupropion 所引起特有之問題。 

•某些抗憂鬱藥物與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會引發起姿勢性低血壓而易導

致跌倒的危險。 

•某些抗憂鬱藥物對於心臟傳導異常之個案並不安全。 

•抗焦慮藥物可能阻礙走動、協調與記憶。 

•長效藥會累積超過數週，因而出現漸進性惡化的副作用。短效藥物較不

易累積，但停用短效藥物之情況會更為強烈。 

•長期服用後突然停用某些藥物(如 benzodiazepines)會產生顫抖、焦慮、

神志不清、有時抽搐等。在多數情況下，最好能逐漸停用抗精神疾病治

療藥物。 

•某些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會造成或使顫抖加劇，此症狀可能持續且有時

無法回復。 

 
照護指引 
 

一旦引發項目確認個案有潛在的問題，可能與精神藥物治療有關，下一步

便是須辨別該問題是否與個案使用的特定精神藥物有關。這些老人有必要由一

位專責之醫師針對用藥與其他可能需要的任何變化，進行檢視。 
 
資料收集 
 

對於目前的精神疾病治療藥物的使用，應由收集基本資料開始： 
 

•詳列所有用藥及劑量，包括非處方藥物，以及由何人所開立之處方。 

•對於精神治療藥物，應判定何時開立？為何開立？是否針對診斷的病況

而定，例如：是為嚴重憂鬱或恐慌而開立，或是為減輕症狀而開立，如

失眠或焦躁(情緒激動)。 

•確定劑量是否因時間而改變。 

•個案或家人考量用藥對於所處方之問題是否有所助益，若有者，其幫助

到什麼程度。 

•針對個案與家人，就可能需使用精神治療藥物，重要的是要了解這些症

狀所引發的困擾有多嚴重，個案是否因為關切這些症狀而未曾按規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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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並詢問是否與知道個案服用精神疾病治療藥物的醫師討論過這些問

題。 

•確定是否有一醫師知道個案所使用的所有用藥。 

 
照護計畫 
 

大部分案例建議之介入項目，應確定醫師對於症狀、用藥、或兩者均具有

相關的資訊。這一點需直接與醫師溝通，尤其是在問題的本質為急性、嚴重、

並持續發展者。 
個案出現明顯不穩定、急性之譫妄病況時，很容易跌倒或大小便失禁，而

因為有使用精神治療藥物，故應立即就醫。 
 
數個引發項目病況的特別探討 
 
譫妄：確保醫師知道：1. 使用的處方藥物所做之調整；2. 個案使用的藥物是

否有抗膽鹼效應(請參考背景部份)；或是 3. 個案是否減少或停止使用抗焦慮

藥物、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或安眠藥物等。 
 
行為與情緒問題：精神治療藥物的使用原因很多，確保讓醫師知道還有其他的

問題存在。如果治療某項問題的藥物服用後對個案造成麻煩，而在前次藥物與

劑量的改變後又持續至少四週之久，便必須讓開藥的醫師知道這項持續性的問

題。如果後續探訪的時間將屆，可囑咐個案向醫師提出這項持續的問題。 
 
可疑的酒精問題：有酒精依賴的個案會因為精神治療藥物而有增加問題的危險

性。有心智或行為問題的人，不管使用什麼藥，都不應過度飲酒，因為酒精與

安眠藥物、benzodiazepine 抗焦慮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組合，會產生最大的

臨床危險性。需確定開立精神治療藥物的醫師已經知道病人的飲酒情況。 
 
行走困難：評估步伐上的問題是否與精神治療用藥相關。 
 

•通常不穩蹣跚的步伐，可能是 benzodiazepines、鎮靜安眠劑、鋰鹽或穩

定情緒的抗癲癇藥物所引起的副作用。 

•僵直、僵硬或拖拉的步伐，可能是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的副作用。 

•站立時暈眩或昏倒，造成無法安全行動，可能是因為姿勢性低血壓，這

是幾種不同精神治療藥物的副作用。 

 
失禁：評估問題的出現是否與使用某種藥物常見的副作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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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滯留相關的尿失禁可能與抗膽鹼效應的藥物副作用有關。 

•便秘會造成膀胱壓力而造成尿失禁，也可能是抗膽鹼能副作用的影響。 

•大量尿液的失禁可能與鋰鹽副作用有關。 

•大便失禁或合併腹瀉或增加大便次數，SSRI 抗憂鬱劑或鋰鹽之副作用，

可能是因為藥物抗膽鹼作用而造成的結腸糞便嵌塞。 

•腸子的頻繁蠕動，或是數天的便秘導致糞便滲出之大便失禁，可能是因

為抗膽鹼作用導致糞便阻塞於結腸之高位處所致。 

 

妄想、幻覺或過分不理智的疑心：如有這些任何之症狀出現，而個案又未曾使

用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而是使用另一類別的精神治療藥物，便需檢視用藥狀

況。 

•幻覺或極端鮮活的夢境，可能是三環抗憂鬱藥物的副作用。 

•妄想、幻覺或疑心可出現在用藥之毒性所引起的譫妄。 

 
體重改變：建立精神治療藥物處方與劑量改變之時機，與體重、食慾改變，或

飲食習慣改變之間的關係。 
 

•體重增加可能與三環抗憂鬱藥物、情緒抑制劑、鋰鹽、carbamazepine 或 
valproate，以及大部分的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有關。 

•體重減輕或許與 bupropion、SSRI、molindone 或快速或短時間停用抗精

神疾病藥物有關。 

 
口乾：精神治療藥物引起的口乾經常是由抗膽鹼性作用所引起，最常提及的有

抗精神疾病治療藥物與三環抗憂鬱藥物。不過，其實所有的心智作用藥物都會

引發某種程度的口乾。精神藥物治療引發的口乾現象是暫時的，持續治療後便

會消失。然而口乾持續超過治療的一個月後，便可能繼續下去。 
 
 
 
進一步參考文獻 
 
Salzman, C. Geriatric Psychopharmacology,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Williams 
and Wilkins, 1994. 
 
Schatzberg A, Nemeroff C.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Textbook of 
Psychopharmac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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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正式服務 
 
目的 
 

在減少正式服務的目標下，評估目前所提供的正式服務。減少服務的觀念

不能與福利的限制(允許探訪的次數)或個案應有的需求聯想在一起，而是基於

治療是否能獲得保證或是否需要協助的評估為基礎。 
 
 
引發項目 
 

沒有跡象顯示有進一步改進的可能[H7d=經過檢查]，而又出現下列一項以上的

情況時，便可檢視減少服務的可能。 
 
•情況有的改進接受較少的支持 [P6=1] 
•改變老人居住狀況並增加了資源的可用性 [O2a=1] 
•過去 90 天中完成一項以上的治療目標 [P5=1] 

 
 
背景 
 

減少服務的觀念，與居家照護介入上設定客觀而可測量目標的做法相關。

以定期方式，每個人應重新評估並決定治療目的已經達成的程度，以及是否應

設定額外的目標。個案的狀況、環境或個案的非正式支持系統也可能有所改

變，這些都需要檢視以評估它們對許多必要治療或介入的影響。 
設定可測量目標的方式，與健康專業人員的執業標準是相符合的。例如：

以美國為例，在美國為符合各種團體的評鑑標準(包括：評鑑健康照護組織聯

合委員會(JCAHCO)、復健設施評鑑委員會(CARF)）、護士、醫師，以及物理、

職能及語言治療師等，必須以個案為中心，載下長短期目標。目標必須包括在

特定的時間範圍內，明顯的行為標的。 
如果個案沒有進展，不能在預定時間範圍內達成目標，便需由專業人員再

評估目標，而在沒有客觀的證明對個案有好處之前，治療不會繼續。 
不過為了涵蓋未適當設定目標之情況(例如：太高或太低)，有必要決定健

康狀況改進的程度，並指出需要再評估服務的強度。 
照護指引 
 
檢視服務的目標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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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機構最重要的是監測個案的進展，並確保有效運用服務。達成短

期目標的時間是有其彈性，可以按照所實施的服務型態而定。 
 
•對於技術性護理或物理治療及職能治療而言，應在一個月中檢視目標。 

•對於家事服務、居家健康協助、與其他個人照護服務而言，三個月可能是足

夠的。 

•功能狀態任何可測量之改變，應引發所提供正式服務強度的再評估。 
 
當減少服務的適當時機出現時 
 
符合先前的目標 
 

治療與服務應經常以特定目的為主題，並應有清楚的目標。其目標應是： 
 

•依據個案與照顧者的期望量身制定並精心選擇。 

•以個案或家人照顧者為主體。 

•具備明確的要件，來判定其之有用，或不在特定時間範圍內。 
 

達成原始目標而沒有其他未達成的需要時，便應考慮減少正式服務。 
減少服務可能不是自動的，其實可能需要更多的指導與教育。那種情況

下，新目標應強調從事必要工作上的非正式照護者的能力，爾後正式服務即能

減少。 
所有功能活動的整體自我表現或許尚未達成，但如果改進的幅度趨於高度

穩定情況，其殘餘障礙的順應便可獲得保證。假設到達高度穩定程度後，便應

詢問下列的問題： 
 

•提供正式服務的現有型態與強度，是否可達成額外的目標？如果沒有，

則減少服務。 

•由正式居家照護服務，或在臨床狀況改變上所強調的其他範圍，是否有

額外的目標？如果是，設定目標；如果不是，則減少服務。 

•改進的狀況是否顯示具有超過先前所相信更大的自立潛能？如果沒

有，則考慮減少服務；如果是，是否需要其他資源協助達成目標？如果

是，則據此設定新目標。 
•如果目標與維持活動相關，而非實際改進的狀況，是否還需要服務？如

果不需要，則減少服務；如果是，服務能由其他更有效的方式執行嗎（支



 - 214 - 

出少、效率高）？如果是，則採取適當的途徑轉移。 
 
執行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DLs)的能力已經大幅進步：這種狀況大多是急性病

況發生之後，例如：中風或髖骨骨折，這些人都在出院時提供復健與支持服務。

由於改進本身並非應該中止服務的充分指標，一系列額外的議題便應討論： 
 

•如果有改進的潛能，現在個案可自己安全地執行活動嗎？如果不可以，

還有哪些需要，而這些目標實際嗎？據此設定新目標。如果是，則減少

服務。如果個人改進的執行狀況已經顯示個人能在其他領域改進，應考

慮額外或重新著重在復健性或治療性之服務。 
 
•個案與家人是否相信有更大的獨立潛能？如果是，還需要其他資源來協

助達成目標嗎？同時設定新目標（請參考健康促進 CAP）。 
 
 
已經發生居住情況改變：這些可能涉及個人搬去與親戚同住，或親戚搬來與需

要照顧的人同住。這樣可由他處增加可用的社交支持，因而減少正式服務。 
 

•如果任何這類狀況出現，必須詢問一系列問題來決定家屬或同住人對於

執行必要照護活動的意願，以及是否可減少正式服務。 
 
•家人或個案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指導來帶動新的非正式資源。如果是，提

供指導與推動計畫來減少正式服務。 
 
•有所改變者，是否有改變成自立的潛能？(例如：不再需要靠輪椅協助移

動，因為新居建築改變，有寬的門廊及更大的空間)。如果是，設定新目

標。 
 
•個案現在是否接受協助，決定在每天活動及特殊治療(這些都由居家健康

服務人員執行並由非正式照顧者進行適當監督與維持)保持堪用嗎？如

果是，則檢視服務之。 
 
 

進一步參考文獻 
 
Harris SR. Functional abilities in context. In: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of Motor 
Control Problems. Alexandria, VA: Foundation for Physical Therapy; 
1991:25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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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評估 
 
目的 
 

找出有害的環境狀況，特別是當個案某項功能性狀態令其處於危險時(例
如：這些範圍中涉及相關的 CAPs 所引發者)。 
 
 
引發項目 
 
當下列一項或以上因素出現而使居家環境不適合居住或有危害時，則需檢視在

阻礙功能上，環境因素的潛在性角色。 
 
•燈光／照明 [O1a=經過檢查] 
 
•地板與地毯 [O1b=經過檢查] 
 
•浴廁環境 [O1c=經過檢查] 
 
•廚房環境 [O1d=經過檢查] 
 
•冷氣及暖氣 [O1e=經過檢查] 
 
•個人安全(暴力) [O1f=經過檢查] 
  

 
背景 
 

環境特性可能帶來死傷，以及減低功能表現的危險。居家意外的機率很

高，佔所有居家死亡的 43%。類似的研究顯示，體溫過低是美國老人第六大死

因。甚至較為清涼或溫和的環境都會造成死亡。此外，老人也會因節省冷氣與

暖氣而危及自身，這在低收入的老人族群中更為普遍。最後老人常居住的舊房

子常常絕緣不佳，會使他們因為環境而陷入更大的死亡與罹病的危險之中。 
在評估居家個案的物理環境上，可能會找出一些很容易補救的有害狀況。

對每個房間不利條件的研究頗費時間，這是毫無疑問的。也必需依據個案特定

的功能性缺陷加以補救。指出每項環境中明顯而重要的有害狀況，便能減少意

外的發生，特別是跌倒。此外，很重要的是應強調對高溫與低溫都具有獨特危

險性的老人族群，應注意冷氣與暖氣的不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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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指引 
 

請注意本 CAP 涵蓋了大部分的領域，並未假定某種特殊反應就是需要採

行照護計畫介入的問題。許多情況需要結合環境危害，以及個案功能、認知或

健康狀態，判斷其影響之程度高低，以決定應強調的危害與危急的程度。雖然

一些危害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陡的樓梯卻沒有扶手)，其他的則是細小之危害

或阻礙功能的發揮(窄門廊、高門檻阻礙了輪椅的進出)。基於此應強調下面幾

點： 
 

•冷、暖氣：極冷與極熱的溫度對老年人都有獨特之危險性。他們在溫度

高時很容易脫水與死亡，而在低溫時很容易受到嚴重傷害(凍傷)而死

亡。不幸的是很多老人在環境溫度過高或過低時無法自行調節，也無法

感受到窘迫的程度。營養不良與飲酒過量會因為寒冷而帶來嚴重傷害之

危險。 
 
•燈光／照明：老人對燈光不容易自行調節。對強(眩)光感受強烈，並需

要增加光線才能像年輕人一樣看得清楚。容易接觸的電燈開關，儘量減

少由亮到暗的突然變化，可能避免嚴重的意外。 
 
•地板與地毯：一般而言，應避免破碎的地毯，特別是破舊危險的地板或

地板覆蓋物都應注意到，以便讓個案自行修整。 
 
•扶手與把手：所有樓梯都應有扶手，所有浴缸與淋浴間都應有把手。50%

的嚴重跌倒都在浴室發生。 
 
•爐台：瓦斯與電爐開關(以及其他電器產品)應容易操作，而「關閉」則

應更容易識別。因為認知障礙的老人特別容易一直讓爐子開著而忘記關

掉，徒增其危險性。因此，如果有認知障礙現象(請參考認知 CAP)，應

特別告知照顧者這些潛在之危險性。 
 
•防火：應該具備有效的煙霧警報。 
 
•房屋的修繕狀況：對房屋修繕做一般性評估是很有用的，因為這反應出

個案的認知與功能性狀態，以及個案的財務情況與優先次序。磨損的電

線、破舊的樓梯、破碎的窗戶都需要修理。其他明顯的維修欠佳之處(剝
落的油漆、需要修理的百葉窗)也應注意到，並在必要時考慮提供協助。 

 
•鄰近環境的安全：有些老人因為附近環境的缺失而無法執行工具性(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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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ADLs)，這些包括：交通狀況阻礙老人走進店舖

及普遍的暴力犯罪。評估者需要檢視個案留在現有居所的意願。此外，

雖然老人在現址或許已經長時間居住，但另一方面如果在合理的可能性

下，更換環境也可能造成功能性的改進。 
 
如果老人在走動與位置轉換上有困難，某些環境的其他因素便應特別留

意。走道需要足夠的寬度以便使用助行器，同時也需提高馬桶與浴缸座。放置

經常使用物品的架子，無須爬高或曲身夠取物品等做法，可能避免意外的發

生。此外，貓狗可能會絆倒老人，尤其是行動不便的老人。 
 
 

著 者 
Catherine Hawers,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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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排泄功能相關之 CAP 
 
 
 

‧排便管理 
 

‧大小便失禁與留置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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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便管理 
 
目的 
 

評估問題並提高對排便功能及腸胃系統障礙的注意力。 
 
引發項目 
 

出現下列一項或以上之狀況時，便應檢視排便問題 
 
•大腸(排便)失禁 [I3=1-4] 

 
•腹瀉 [K2a=經過檢查] 

 
•便秘 [K3c=經過檢查] 

 
 

定義 
 
排便失禁：在不適當時機由直腸流出糞便，可能緊接著便秘或併同小便失禁。 
 
便秘：每週排便不到二次，或在排便時每四次便有一次以上的緊繃不暢。糞便

乾硬及糞便量少都是便秘的特性。 
 
糞便嵌塞：嚴重的便秘經常波及結腸中之可觀部份，這種糞便非用人工或其他

介入方式是無法出清的。 
 
腹瀉：半成型或液態糞便流出，經常是間歇性的。雖然，粗糙的飲食會導致每

天排便三次以上。不過在糞便半成型或為液態時，無論排便頻率為何，都應視

為不正常。 
 
排便習慣改變：當事人一向遵循的正規或正常排便型式或習慣發生變化時，可

能的症狀可能是增加排便頻率，增加便秘、腹瀉、或腹瀉與便秘交互出現。許

多因素都會造成這類問題，包括改變飲食、運動或甚至焦慮。改變的腹瀉與便

秘或間歇性腹瀉，都很可能有意義且經常是病理上的原因所致。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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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的成人排便次數在每天三次與一週三次之間。不過，在此範圍之外也

未必是不正常。社區老人的便秘十分普遍。西方社會中飲食經常含有大

量精緻低纖食品，因此，很容易造成便秘。有時則是過度依賴傾瀉藥。

雖然頻率或排便原因很多，便秘也可能反向引起腹瀉。飲食物與藥物上

的變化也可能瓦解尋常排便的模式。 
 
照護指引 
 
大便失禁時的追蹤問題 
 
許多老人對討論便秘、腹瀉感到尷尬，特別是大便失禁。甚至在懷疑大便失禁

情況下或照顧者提出報告時，老人還會否定。因此應技巧的處理這項

問題，評估： 
 

•糞便成型或鬆散？ 

•如果鬆散，過去是否有便秘之往歷？ 

•失禁時間的長短。 

•使用傾瀉藥的頻率以及使用的時間有多久？ 

內褲上的糞便可能因痔瘡脫出而引起。在穿過肛門時帶有擴張的血管。

通常這可以反推回去，但會因為疼痛、重複脫出、痔瘡過大、流血、或難以控

制排便而相當麻煩。如果出現這種狀況而產生麻煩，而又有過出血的記錄，應

為老人尋求解決之道。 
少量外痔是由肛門周遭靜脈血管的凝血塊所引起的，可能也有疼痛並少

量出血。只要能確定出血是外在的，即能利用非處方藥物治療。如果反覆或持

續出現，特別是與持續漏便、失禁、與經常出血時，應安排老人做進一步治療。 
平常可控制排便的人，在腹瀉時很容易大便失禁。成型的大便失禁，很

可能起因於神經性原因。 
 

•辨別是否曾經針對問題做過藥物評估，如果沒有，應轉介臨床調查處理。 
 
•如果臨床調查後，原因獲得澄清，便需執行適當的排便管理。 

 
 
排便中帶血 
 

糞便中帶血雖然原因很多，但有可能是腸癌。雖然不超過兩三天的硬糞便

外帶有血液，常是痔瘡或小裂傷所引起，不需治療也會復原。但在沒有

適當的評估之前，當然不可能知道出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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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直腸部位的疼痛或不適可以有種種原因。短暫的劇痛可能來自肛門之肌肉

痙攣，可能與壓力及焦慮不安有關。排便時肛門疼痛，可能來自肛門裂

傷(即肛門部位之大腸內膜的小裂傷)。老年人可能怕疼痛而對腸子之排空

裹足不前，導致或造成便秘。如果疼痛持續三天以上，或程度嚴重至相

當程度，必須轉介臨床處理。 
 
腹瀉 
 

腹瀉的原因很多，包括用藥、糞便嵌塞、感染及憩室症、發炎性腸症、

癌症、激躁性腸症候群、以及甚至是甲狀腺的疾病。重要的是應辨別腹瀉的時

間與型態，是否是腹瀉與便秘交替變化，是否便中帶血。出現下列狀況需要進

行臨床檢查： 
 

•腹瀉時間超過三天； 

•與新的用藥有關，特別是體液流失、出血、疼痛、全身性症狀或健康安適

狀況的變化，或是； 

•腹瀉現象重複發生。 

 
便秘與糞便嵌塞 
 

這些情況會導致經常(一天數次)排出鬆散怪味的糞便(惡臭或水瀉)。這種

型態的腹瀉代表在嵌塞周圍滲溢的糞便。老年人也會感到腹部疼痛、發燒或神

志不清。 
雖然大腸高位之便祕或大便堆積可以藉由 X 光或其他評估程序來決定。

便祕的出現須做直腸檢查。在排除一些嚴重疾病後(例如：癌症)，通常會建議

採用直腸管理之配套。憂鬱、神志不清以其他心智狀態的改變，亦可能與便秘

相關，如雙重原因或效應。 
 
 
預防 
 

可採行一些策略來減輕便秘的嚴重性或預防便秘，這主要包括每天攝取適

量的水分與纖維質。藥物的使用可能是需要的，特別是在以暫時緩解問題的基

礎上。長期規則使用傾瀉劑會逐漸減少結腸排空的能力。如果這是便秘的原

因，在處置上便更為困難，通常需要請教大腸(結直腸)問題的專科醫師。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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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活動也能減少便秘的問題。 
 
 
進一步參考文獻 
 
Charlette Elipoulos, Gerontological Nursing, Lipincott & Co,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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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與留置導管 

目的 
 

分析失禁的可逆性潛在原因，並檢視可能的治療途徑。 
 
引發項目 
 

如果出現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情況，便出現了尿失禁的問題： 
 
•偶而、時常或明顯尿失禁 [I1=2-4] 

 
•使用尿片 [I2a=經過檢查] 

 
•使用留置導管 [I2b=經過檢查] 
 
例外：昏迷與明顯的末期預後 

 
 
背景 
 

美國有 15%的居家老人與 50%的臥床在家或接受正式服務的老人，會有

失禁的問題。這些人皮膚泛紅、浸溼，出現壓瘡(尤其移動受限)、以及跌倒、

與社會隔離的危險也隨之增加。此外，失禁也為居家照護上帶來極大的負擔，

同時也增加了進入機構式照顧的可能性。 
儘管一般想法並非如此，但許多老人的尿失禁是可以治療的，至少多數

也可有效地改善。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包括使用藥物、運動、訓練、居家調整

與手術，使用留置導管僅是極少數之情況。讓個案與家人了解，進行必要而適

當的評估是很重要的，通常執行上也並不困難，這樣也能進入適當的治療。通

常也需為個案與家人提供背景資訊。 
 

•雖然盛行頻度會隨年齡增加，但失禁也並非是老化的正常狀況，也非是生

育子女的必然結果。 
 
•與具有相同失禁型態的嬰兒不盡一致之處為，老人的失禁原因各有不同，

辨別特定的原因或可增加成功治療的可能性。 
 
•失智症一成不變地導致失禁，不良的認知功能可能使膀胱失控，而無法行

動可能在失禁的發生上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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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指引 
 

失禁的因素很多，尿路因素包括有儲存與排放尿液功能的膀胱與適當收放

的尿道，其他因素包括有個人及時到達廁所的能力與調整衣著以便如廁(或許

在家人的協助之下)的能力，知道必須在適當地方排尿，以及有此動機。脊髓

與周邊神經的統合在正常狀況下也是維持不失禁的必要原因。 
 
可逆的潛在失禁原因 
 

(護理評估者)失禁的治療不僅能改善失禁現象，也能在某種程度上相當地

改進功能性水平與生活品質。 
為便於配合記憶，在此提出之八項常見之潛在失禁原因，此八項失禁原

因均屬可逆性(即譫妄、尿道感染、萎縮性尿道炎或陰道炎、藥物、心理因素、

尿量過多、行動能力限制、以及糞便嵌塞等八項；依其英文字母排列即成

DIAPERS；詳見後述)。只有無法記憶以及臥病在床的個案，不太容易受惠於

此種記憶方式。不過，由於其中老年男性攝護腺肥大而引發嚴重排尿困難的高

盛行情形，應定期循健康專業人員做此評估。 
 
譫妄【D of DIAPERS】 
 

有譫妄之個案較不會知道排尿需要，或去找廁所。通常都以適當的診斷與

治療來矯正之(請參考認知 CAP)。 
 
尿道感染【I of DIAPERS】 
 

尿道感染在失禁原因上特別普遍，特別是在失禁剛剛出現時。排尿的疼痛

與尿急感使老人無法及時趕赴廁所，大部分的這類感染都易於治療。 
 
萎縮性尿道炎或陰道炎【A of DIAPERS】 
 

萎縮性尿道炎在老年婦女相當普遍，經常與陰道炎一起發生。他們經常抱

怨會陰部的乾癢以及小便時疼痛與尿急感。患有失智症的老人經常會出現焦

躁。這兩種病況都能以女性荷爾蒙作口服或局部治療。 
 
藥物【P of DIAPERS】 
 

所有的用藥都需要再檢視以便找到可以引發或加劇失禁的許多藥物(包括

處方藥與非處方藥)。這些包括：鎮靜劑、利尿劑、抗憂鬱藥、抗組織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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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藥物、鈣離子阻斷劑、ACE 抑制劑、以及其他等等。每一種藥都可

能有關係，應該就其用藥需要，以及所需的劑量進行評估。 
 

•鎮靜劑壓抑中樞神經系統，使個案對排尿需要不自覺。謹慎地減少用

量，避免焦慮或憂鬱的回彈有所幫助。 
 
•利尿劑導引發生急劇之排尿，可造成多尿及尿急感，因此把及時走向馬

桶的能力攪亂了。非藥品替代物(如限制鹽分、彈性襪、抬高腿部等)，
或較為慢性的利尿劑(若能使用者)可能有所幫助。 
 
•抗膽鹼藥物的使用，在精神症狀、失眠、感冒、發癢等之處理，會導致

尿液儲積與溢出性失禁。有些可以停用(不再需要)，其他的則可以轉換。 
 
•甲型腎上腺性作用藥物(alpha-adrenergic)會導致括約肌張力的變化。對女

性而言，可考慮不同型態的抗高血壓用藥(如 ACE 抑制劑)。對攝護腺肥

大的男性而言，合併藥物治療會因為其中含有強效之甲型作用劑(alpha 
agonist)而造成問題。 
 
•ACE 抑制劑會造成咳嗽，會使應力性失禁惡化，如果無法控制可考慮使

用其他藥物。 
 
心理因素【P of DIAPERS】 
 

憂鬱會造成尿失禁(參考憂鬱 CAP)，出現時，先假設保持乾燥的動機是問

題的重點。可提出緊急排放計畫以及開始心理諮商。 
 
尿量過多【E of DIAPERS】 
 

尿量過多會造成尿失禁，許多個案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大量尿液，特別是

在夜間。尿量過多有許多原因，在這方面需要醫師的諮商。 
 
行動能力限制【R of DIAPERS】 
 

廁所也許距離太遠，尤其是對需要排尿預警度不佳的個案。關節炎、視

力不良、帕金森氏症、姿勢性低血壓等，都會造成進入浴室的困難。個案身邊

放置便桶以及排定如廁時間，經常會有相當的幫助。為維持不失禁，個案也應

接受更多的支持，例如：更能及時回應個案的要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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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便嵌塞【S of DIAPERS】 
 

由於脊髓與骨盆的複雜交互作用，有糞便嵌塞的個案也可能會有大便失

禁的問題。當大便嵌塞成為主要失禁原因時，通便通常可恢復不失禁(參考排

便管理 CAP)。 
 

留置導管 
 

留置導管的適應症包括：昏迷、末期疾病等，可能受失禁影響部位的第三、

第四期壓瘡、無法治癒的尿道阻塞，以及過去移除導管後無法解尿的往

歷，即使出現了這些嚴重的問題，仍有其他方法可用於處理個人照護上。

在這種情況下，故必需有醫師的參與。 
 
伴隨導致尿失禁的嚴重病況 
 

像膀胱癌或膀胱結石、前列腺癌、脊髓或腦部病灶等嚴重狀況，經常會導

致(或伴隨發生)尿失禁的狀況。因此，所有的尿失禁狀況都需進行全面性的評

估。 
在排除上述易於治癒的尿失禁病因後，再來就是需調查最嚴重的病況了。

此必需由一位醫師評估膀胱與尿道(由膀胱通往外面的管子)如何作用。有時是

因為膀胱無法收縮而使尿液溢流(膀胱活動力不足)，其他狀況則是膀胱收縮不

當(膀胱無法抑制、功能不佳)。類似的情況是，尿道也可能關閉得不夠緊密，

才無法防範尿液滲漏，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例如：前列腺肥大)。經醫師全面評

估之後，才能有正確的治療方向。 
 
 
 

著 者 
 
Margaret Baumann, M.D. 
Gary H. Brandeis, M.D. 
Neil Resnick, M.D. 

 



 1 

編碼□□□                                                    
 

台灣版MDS-HC 2.0居家照護評估量表 
 

 
                               訪視開始時間   月   日   午   時   分 
      ＝在空格內填進數字或用勾選的方式填入適當的選項。 

此量表是評估個案過去七天內之狀況指標，注意若距離最後一次評估日未滿七，則所有

記錄編碼參照最後一次評估之資料。 

第 AA項：姓名及身份資料 

AA1.姓名  

AA2.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AA3.家字號（居家照護收案號）  

AA4.地址  

AA5.電話  

AA6.其他商業性或附加性保險  

AA7.開案/重開案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第 BB項：個人基本資料 

BB1.性別 1.男    2.女                                             

BB2.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BB3.族群 1.閩南  2.客家  3.大陸出生  4.原住民  8.其他             

BB4.婚姻狀況 1.未婚  2.己婚  3.鰥寡  4.分居  5.離婚  8.其他            

BB5.語言 

    (主要使用之語言) 

1.國語  2.閩南語/台灣話  3.客家話  4.其他中國方言   

8.其他語言                  

BB6.教育程度 

    (所完成的最高學歷) 

1.不識字  2.民教班  3.小學畢業  4.國(初)中畢業  5.高中(職)畢業 

6.專科畢業  7.大學以上畢業  8.其他             

a.個案有沒有法律上的監護人? 

 0.沒有   1.有 

BB7.預示病危時醫療處置方式 

b.個案有沒有預先指定病危時的醫療處理法 

 (如：不要送院指示) 

 0.沒有   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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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CC項：轉介及收案 

CC1.轉介及收案的原因 1.出院後續照顧   2.社區慢性病照顧   3.居家安置篩檢 

4.具接受居家照護資格   5.日間照護 

8.其他（如：安養院轉介..）                 

CC2.轉介及收案時的住所 1.住在家中/沒有居家護理服務 

2.住在家中/有居家護理服務 

3.老人之家/安養機構   

4.護理之家  

8.其他（如：醫院或機構…..）                                   

CC3.轉介及收案時與何人同住 1.獨居      2.與配偶同住     3.與配偶及他人同住 

4.與兒女同住(無配偶)         5.與他人同住(無配偶或兒女) 

6.住在團體居所，無親人同住  8.其他                             

(收案前 5年內居住過所有的機構及接受的治療,可複選) 

a.曾住安養/療養機構     a          

b.曾住醫院約 1個月以上 b          

c.曾住精神醫院 c          

d.曾住弱智收容機構 d          

e.曾住協助式照護機構 e          

f.曾接受居家護理服務 f          

g.曾接受復健治療服務 g          

CC4.收案前居住和接受治療的既
往歷 

h.以上皆非 h          

第 A項：評估的資料 

A1.評估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評估之種類  

1.收案評估  

2.追蹤評估  

3.定期例行評估  

4.結案前 30天內之評估  

5.出院後的再評估  

6.個案狀況有明顯改變之評估  

A2.評估原因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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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項：認知能力 

短期記憶-回想 5公鐘前發生的事                 B1.記憶 

0.短期記憶尚可   1.短期記憶有問題                

個案執行日常生活的安排能力（如：何時起床及安排膳食， 

何種穿著及活動的選擇) 

0.自主決定－決定是一致且合理的  

1.不完全自主決定－面對新狀況時有些困難 

2.輕度障礙－在特殊情況下會做出不好的決定 

 

3.中度障礙－決定能力差，並需要人提示及督導   

B2.日常生活事務處理及
決定的認知能力 

4.重度障礙－從未或極少自行決定或安排                

a.突發性心智狀態的改變(包括集中注意力、對周遭環境的察覺 

 力、聯貫能力等方面) 

      0.沒有   1.有                 

b.在過去的 90天內，個案曾因為心情煩燥或無定向感，致使 

 需要他人來保護其安全 

B3.譫妄症的指標 

      0.沒有   1.有                

第 C項：溝通與聽覺 

（如有助聽器應把它戴上） 

0.聽力適當－可正常交談、看電視、接聽電話、聽到門鈴 

1.輕度障礙－處於不安靜的環境時 

2.中度障礙－在特殊情況下才能聽見，說話者需要調整音量和音調及發音需清晰 

C1.聽覺 

3.嚴重障礙－缺乏聽覺能力                 

（以任何方法表達意思） 

0.旁人能理解 

1.旁人通常能理解－遣詞用字有困難或完整思維有困難 

2.旁人時常能理解－需旁人鼓勵或提供線索 

3.旁人有時能理解－表達具體要求的能力受限 

C2.自我表達能力 

4.旁人極難或無法理解                

C3.理解別人表達意思 

   的能力 

（以任何方法理解口頭語言） 

0.能理解 

1.通常能夠理解－可能漏解部份資料或用意 

2.時常能夠理解－可能漏解部份資料或用意，但若給予提示則能夠理解 

3.有時能夠理解－對一些簡單直接的溝通能作出適當的反應 

4.極少或完全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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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D項：視覺 

D1.視覺 （在適當光線下和戴上眼鏡後【有需要的話】的視力） 

0.視力適當－能看清細節，包括書報上的標準印刷字體 

1.輕微障礙－能看清大字體，但看不清標準印刷字體 

2.中度障礙－視力受限；無法看清報紙標題，只能辨識物件 

3.重度障礙－辨識物件有困難，但眼睛能跟隨物件移動 

4.嚴重障礙－沒有視力，或只能看到光，顏色或形狀；眼睛不能跟隨物件移動    
                                           

D2.視力限制或困難 看燈時出現光環，視覺似蒙上布幕，或有光閃爍的現象 

  0.沒有   1.有                                                     

D3.視力衰退 視力與 90天前比較有所減退 

    0.沒有   1.有                                                   

第 E項：情緒與行為 

（在過去 3天內所觀察到之徵候，無論其形成的原因） 

 

 

 

 

a.情緒憂鬱哀傷(如:感到生活無意義、事事均不重要、毫無個人價值或想死)a )  a 

b.持續性和自已或別人生氣(如:容易煩躁，不滿及憎恨所給予的照顧)      b     

c.表達莫名的恐懼(如害怕被遺棄、單獨一人、與他人同處….)               c        

d.一再抱怨健康上的問題(如:持續地尋求醫療上的關注、強迫性的注意 

  身體功能)                                                                    d         

e.重覆不斷抱怨或掛慮(如:不斷的要求他人的注意及確定有關生活作息、 

  膳食、洗衣、穿著、人際關係等情況)                               e 

f.悲傷、痛苦或憂慮的表情(如皺著眉頭….)                            f       

g.經常哭泣落淚                                                   g       

h.逃避有興趣的活動(如不喜歡冗長時間的活動或與親友相處)            h       

E1.憂鬱、焦慮或哀傷的
指標 

 

i.減少社交互動                                                    i       

0.在以往 3天內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1.最近 3天內有 1~2天出現類似症狀 

2.最近 3天內每天出現類似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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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 7天內，個案有沒有出現以下問題行為。如有，個案能否輕易改正 

a.遊蕩（如:無合理性地走動，似乎沒有注意到安全）                 a 

b.言語上的虐待行為（如:威脅、尖叫、咒罵他人）                   b 

c.行動上的虐待行為（如:打人、推人、抓人、對他人性侵犯）         c  

d.社交上不適當之行為（如:用擾人的聲音、尖叫、自我虐待、 

當眾脫衣或有褻瀆行為、亂丟食物或排泄物、亂翻他人物品、 

反覆有問題之行為、過早起床以致打擾他人）                     d 

E2.行為問題 

e.粗暴地拒絕他人的照顧（如:丟擲藥品、推撞照顧者）               e 

E3.行為問題之改變 與 30天前比較，個案的行為表現更為惡劣或家人更難忍受 

  0.沒有(維持一樣)    1.有                                            

第 F項：社會功能 

a.個案能很輕鬆地與他人相處(喜歡與他人在一起) 

   0.輕鬆地    1.無法輕鬆地                                       a    

F1.參與能力 

b.會不會向家人或朋友表達衝突或憤怒 

   0.不會      1.會                                             b b     

F2.社交活動的改變 與 90天前比較，個案在參與社會、宗教、職業或其他喜歡之活動程度上有否減退。
如參與程度上有減退的現象，個案有否感到頹喪 

0.參與沒有減退    

1.參與減退，但無頹喪 

 2.參與減退，且感到頹喪                                           

a.個案每天(上午和下午)獨處的時間 

     0.沒有或絕少                 1.約一小時 

     2.長時間-例如：整個上午或整晚 3.所有時間                  a      

F3.社交隔離 

b.個案自述或表現出感到孤單 

     0.沒有           1.有                                      b     
 
 

 

0.在以往 7天內沒有行為問題 

1.有行為問題，但很容易改正 

2.有行為問題，但並不容易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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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G項：非正式支持性服務 

ａ.主要協助者姓名：                      

 b.次要協助者姓名：                      

c.是否與個案同住                                            主要    次要  

  0.是    1.否     2.無協助者﹝若無則跳答 H項             c          

d.與個案的關係 

  0.兒女或女婿、媳婦     1.配偶        2.親戚                主要    次要 

   3.朋友、鄰居           4.外傭        5.幫傭、看護等     d        
協助的範圍:  

  

 

                                                           主要     次要 

e.情緒的支持                                              e                

f.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照護(IADL)                           f                

g.日常生活功能照護(ADL)                                  g                

G1.非正式協助者 
 

 

 

如有需要，願意在能力範圍內給予更多的協助： 

 

 

                                                           主要     次要 

h.情緒上的支持                                            h              

i.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照護                                 i            

j.日常生活功能照護                                         j              

G2.照顧者的情況 (請勾選所有適合的項目,可複選) 

a.其中一位照顧者無法繼續照顧活動(如照顧者健康情況衰退而無法繼續)   a  

b.主要的照顧者不滿意其家人或朋友所供給的支持(如個案的兒女們)       b 

c.主要的照顧者顯示出頹喪、憤怒或憂鬱的心情                        c  

ｄ.以上皆非                                                        d  

G3.得到協助的程
度(以累計照護
時數為單位) 

在過去 7天內從家人、朋友及鄰居所獲得工具性和個人的日 

常生活活動協助之累積總時間 

a.每週五天                                                    a       小時 

b.週末兩天                                                    b       小時 

 
 

        0.有      1.沒有 

     0.超過2小時   1.每天1-2小時   2.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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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H項：生理功能（IADL及 ADL的自我表現） 

H1. IADL自我表現－過去 7天裏在家中或社區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A) 
表現 

(B) 
難度 

a.準備膳食 膳食準備方面（如:安排餐食、煮食、配菜、食具的擺設）        a        

b.普通家務 普通居家家務工作（如:洗碗、抹塵、鋪床、收拾、洗衣）        b        

c.理    財 處理帳單、平衡帳目及家常開支                               c         

d.藥物處理 
處理藥物 

（如:記得吃藥、打開藥瓶、吃對藥量、給自己打針、搽藥膏）    d         

e.使用電話 撥接電話（如:需要輔助裝置，如大號碼鍵盤、擴聲器）          e         

f.購  物 購買食物和家庭用品（如:購物及付款）                        f         

g.交  通 使用交通工具（如:如何到達步行以外的距離）                  g         

(A)IADL自我表現(過去 7天的表現) 

   0.獨立-自我完成 

   1.需部分協助-有時需要幫忙 

   2.需完全協助-完全需要幫忙 

   3.別人代完成-需要別人代替執行 

   8.沒有此項活動 

 

(B)  IADL困難程度(由個案自我完成活 

    動的困難程度) 

     0.沒有困難 

     1.有些困難-如需人幫忙， 

       行動緩慢或易疲倦 

     2.有很大的困難-如無法做或只能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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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ADL自我表現－以下是有關個案在過去 7天內在日常生活活動上的能力，例如穿衣、用膳（包 

    括每次有此活動）等。對那些能獨立執行某項活動者，請決定及記錄是否有人鼓勵，或在場指導 

    活動。 

 

 

a.床上位置移動 包括躺下和起身、翻身及床上之移動等                            a 

b.轉(移)位的能力 
包括兩個界面間轉轉(移)位的能力－如上下床、椅子、輪椅和站立等 
（不包括進去浴廁）                                             b       
  

c.居家的活動能力 如果坐輪椅，有自我照顧能力                                    c 

d.穿衣方面的能力 包括將衣服從衣櫃拿出、擺放、穿脫等                            d 

e.進食能力 用任何方法進食，包括管灌餵食                                  e 

f.如廁的能力 包括使用廁所、便盆、尿壺、坐上或離開廁盆，如廁後自我清理， 
更換成人尿片，處理特別的裝置（人工造口或導尿管）以及整裝      f 

g.個人衛生 包括梳頭、刷牙、刮鬍子、化粧、洗臉洗手、清潔私處 
（不包括洗澡的能力）                                          g 

3.洗澡能力 

在過去 7天內（包括淋浴、坐浴、擦澡，但不包括洗後背或頭髮） 
 0.完全獨立,能自己做            1 .需監督-只需他人在旁觀護 
 2.只需要在轉(移)位方面接受協助  3.洗澡時的一部分活動需要接受協助 
 4.完全依賴                     8.沒有此活動發生                

4基本活動的方式 

  
 
 
 
 
 a室內                                                       a 

 b戶外                                                       b 

0.獨立-無需協助或觀護，或在 7天內需少於 1至 2次的協助與觀護 

1.需要監督-要人觀護、鼓勵或提示 3次或以上，或者需受監督 3次或以上和在 7天內接受 1

至 2次肢體行動上的協助 

2.部份的協助-個案能高度參與活動：在需指導下的四肢操作或其他非負重的活動中接受 3次

或以上行動上的協助 

3.廣泛的協助-能執行一部分的活動，但在過去 7天內，以下的活動需要 3次或以上的協助： 

－承受負重活動時需要支持，或 

－在最近 7天的部分日子內(即非包括全部整個 7天)，完全需要他人代替執行 

4.完全依賴-在 7天內每天都需要他人代替執行 

8.沒有此項活動發生(不計能力與否，過去整個 7天沒出現) 

0.無須協助裝置    1.拐杖     2.助行器 

3.電動椅          4.輪椅     5.沒有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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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下樓梯 

過去 3天內，個案如何上下樓梯（例：上單階或多階，需要 
時使用扶手）；如不用上下樓梯，記錄其上下樓梯之潛在能力 

0.上下樓都不需輔助 
1.上下樓都需輔助 
2.不需要上下樓梯-但上下樓梯時可不用輔助 
3不需要上下樓梯-但上下樓梯需要輔助 
4.不需要上下樓梯-沒有能力上下樓梯 

    5.不知道-不需要上下樓梯，也無法評估其能力                       

a.在過去 30天內典型的一週，個案外出有多少天（無論時間長短） 

  0.每天          .1.每週有 2-6天 

   2.每周有 1天    3.沒有外出                                  a 6活力狀況 

b.過去 3天內所做的體能活動(例：走路、清掃房子、運動) 

   0.兩小時以上    1.兩小時以下                                b 

7活動功能的潛力 

(可複選) 

a.個案相信自己能增加獨立活動能力（ADL、IADL、移動能力）     a 

b.照顧者相信個案能增加獨立活動能力（ADL、IADL、移動能力）   b 

c.現況復原的癒後良好，可預期身體健康改善                      c 

d.以上皆非                                                    d 

第 I項：過去 7天的失禁情形 

I1.膀胱失禁情形 

在過去的 7天(或自上次評估日起小於 7天)內控制小便的能力(有 

導尿管或失禁控制治療均算) [註：如有遺尿情況，以不濕透內褲為準] 

 0.無失禁-完全能控制 

1.裝置導尿管時能控制－使用任何形式的導尿管或集石砌石能夠 

                      控制而不漏出尿液 

  2.通常無失禁－1週內失禁 1次或少於 1次 

  3.有時失禁－1週有 2次或以上的失禁，但非每天 

  4.經常失禁－傾向每天失禁，有時可稍控制 

   5.失禁－不能控制，每天有多次失禁情形     

   8.未發生此項行為－不經過膀胱排尿                      

I2.處理膀胱失禁的方 
   法 

（將過去 7天內(自上次評估日起小於 7天)適用的全部選出,可複選) 

a.使用成人尿片或貼身短褲來防止漏濕或男性使用尿套               a 

b.使用單次導尿                                                 b 

c.使用內置式的導尿管                                           c 

d.以上皆非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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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大便失禁情形 

在過去的 7天內，排便的控制情況（如果用輔助或排便訓練也算） 

0.無失禁－完全能控制 

1.裝置造口時能控制－當使用造廔口時可以控制 

2.通常無失禁－每週大便失禁少於一次 

3.有時失禁－每週一次有大便失禁     

4.經常失禁-每週有 2-3次大便失禁 

5.失禁-大便完全失控(或幾乎完全失控)    

8.未發生此項行為                            

第 J項：疾病診斷 

J1.疾病種類 
 
 
 
 
 
 
 
 

以醫生診斷的疾病或感染，以及足以影響個案的身體健康狀況、需要治療、或控

制徵狀等情形為準，同時也包括過去 90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小於 90天)需要
任何醫療專業人員監測的病況，或導致入院的病因。 

 

 

 

 

心臟、循環系統疾病： 

a.腦血管意外(中風)                                          a 

b.鬱血性心臟衰竭                                             b  

c.冠狀動脈疾病                                               c 

d.高血壓                                                     d 

e.心律不整                                                   e 

f.周邊末梢心血管疾病                                          f 
 

 

神經系統疾病： 

g.阿茲海默氏症                                               g 

h.阿茲海默氏症以外之老年失智症                               h 

i.腦部創傷                                                   i 

j.多發性硬化症                                               j 

k.帕金森氏病                                                 k 

0.沒有此疾病 

1.有此疾病─未有居家護理的照護或治療 

2.有此疾病─有居家護理的照護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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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及骨骼系統疾病: 

l.關節炎                                                    l 

m.髖關節骨折                                                m 

n.其他骨折(如:手脕、脊椎)                                   n 

o.骨質疏鬆症                                                o 

感官： 

p.白內障                                                           p 

q.青光眼                                                          q 

精神或情緒性疾病 

r.任何精神病診斷                                            r        

感染症 

s.愛滋病(HIV)感染                                           s        

t.肺炎                                                      t        

u.結核病                                                    u           

v.尿道感染(過去30天內)                                     v         

 
1.疾病種類 
 
 
 

其他疾病 

w.癌症(過去 5年內)、不包括皮膚癌                            w        

x.糖尿病                                                     x        

y.肺氣腫、慢性阻塞性肺病、氣喘                              y        

z.腎衰竭                                                    z         

aa.甲狀腺疾病（亢進或低下）                                 aa         

a 

b 

c 

J2.其他近期或詳細的
診斷(ICD-9 代碼) 

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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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K項：健康狀況和預防保健處理 

（在過去 2年內，將適用的全部選出，可複選） 

a.量血壓 a        

b.接種流行感冒疫苗 b        

c.女性：乳房檢查或 x光攝影 c        

K1.預防保健 

d.以上均無 d        

(在過去 3天內發生至少 2天的情況都選出，可複選) 

a.腹瀉 a        

b.小便困難或晚上超過 3次或以上的小便 b        

c.發燒 c        

d.胃口不佳、食慾喪失 d        

e.嘔吐 e        

K2.出現超過兩天 

  的問題 

f.以上均無 f        

(在過去 3天內曾出現的情況都選出，可複選) 

身體的健康： 

a.痰的改變 a        

b.胸痛或有壓迫感(用力或靜坐時) b        

c.便秘(過去 3天中有 2天出現) c        

d.頭昏或頭重腳輕之感 d        

e.水腫 e        

f.呼吸短促 f        

心理的健康： 

g.妄想 g        

h.幻覺 h        

K3.前一週出現的問題 

i.以上均無 i         

a.經常抱怨或表示疼痛(過去 7天內) 

  0.沒有疼痛(跳答 K4e)   1.未到每天疼痛   2.每天疼痛  

 

a         

b.疼痛通常是劇烈的 

  0.否         1.是 

 

b        
K4.疼痛情況 

c.疼痛的劇烈足以打斷日常活動 

  0.否         1.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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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疼痛的性質 

  0.沒有疼痛   1.局部疼痛-1處疼痛   2.多處疼痛 

 

d         

K4.疼痛情況 e.疼痛藥物之控制 

  0.沒有疼痛   1.藥物不能控制   2.藥物能部分或全部控 

                                制疼痛 

 

 

e         

K5.跌倒的頻率 
在過去 90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天）跌倒的         

次數，如沒有，填 0；如超過 9次，填 9 

 

          

a.步態不穩 

  0.否       1.是 

 

a         

K6.跌倒的危險傾向 b.個案因怕跌倒而限制自己外出(例：停止使用交通工具、 

   有人相伴才出外) 

  0.否       1.是 

 

 

b         

喝酒、吸菸及嚼檳榔情形 

  0.否       1.是           

a.過去 90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天），個案自覺 

 或被要求減少飲酒量，或有他人擔心其喝酒的情況 

 

 

 

a         

b.過去 90天內，個案一早起床第一件事必須先喝酒來定神， 

或因喝酒而惹上麻煩 

 

b         

c.在過去 30天內以一週來代表，記錄個案有幾天(0-7)需喝 

 一杯酒或更多 

 

c         

d.在喝酒的日子裏，平均每天要喝幾杯(0等於無，9等於 

  9 杯或以上) 

 

d         

e.每日吸菸或嚼煙草 e         

K7.生活型態 
（喝酒、吸菸） 

f .每日嚼檳榔 f         

a.個案自覺健康狀況不佳(當被問及時) a         

b.由於罹病或病況影響而使得認知能力、日常生活功能、情 

 緒或行為不穩定（起伏、不定或變差） 

 

b         

c.經歷復發性或慢性健康問題的驟然發作 c         

d.過去 30天內（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30天）治療過程 

 因病況突發的急症或狀況而改變 

 

d         

e.預後剩不到 6個月生命-例如：醫生告訴個案或其家人此 

 乃末期病症 

 

e         

K8.健康狀況指標 
(在最近 1週內曾出現的情
況都選出，可複選) 

f.以上均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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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 1週內曾出現的情況都選出，可複選) 

a.害怕某個家庭成員或照顧者 a        

b.衛生情況不尋常之不良狀況 b        

c.有不明原因之創傷、骨折或燒燙傷 c         

d.被怠忽、虐待或不良對待 d        

e.身體受限制（如肢體約束、使用床欄或綁在椅子上） e        

 
 
 
 
 
 
K9.其他身體狀況指標 

f.以上均無 f         
   
第 L項：營養及水份攝取情況 
 

過去 30天內，體重下降 5﹪（含 5﹪）以上； 

或是過去 180天內，體重下降 10﹪以上 

  0.否         1.是        2病患臥床，無法測量 

 

 

         
L1.體重改變 

過去 30天內，體重增加 5﹪（含 5﹪）以上； 

或是過去 180天內，體重增加 10﹪以上 

  0.否         1.是        2病患臥床，無法測量 

 

 

         

 0.否         1.是       

a.在過去 3天內，有 2天或以上，一天的進食只有一餐或更少 a        

b.在前 3天內，食物及水份的攝取有明顯的降低 b        
L2.進食 

c.水份不足-在過去 3天內沒有或幾乎沒有攝取任何水份 c        

 

 

 

 

 

 

 
(A) 

處理 

(B) 

日數 

a.靜脈注射-生理鹽水輸注、補充水分 (不包括 TPN)      a               

b.進食液體、水份                                   b                

c.靜脈營養輸注(TPN或脂肪)                          c                

 
L3.營養治療 

d.管灌餵食                                         d               

A.處理編碼 

 0.不需要    1.自己處理 

 2.一部分需他人處理 

 3.完全需他人處理 

 

 B.正式治療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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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M項：牙齒狀況（口腔衛生） 

(選擇所有適用的項目，可複選) 

a.咀嚼或吞嚥有問題（例如：進食時會疼痛） a        

b.用餐時口腔乾燥 b        

c.刷牙（或假牙）有問題 c        

M1.口腔和牙齒狀況 

d.以上均無 d        

 
 
第 N項：皮膚狀況 
 

N1.皮膚問題 

在過去 30天內皮膚上有任何困擾問題或改變 

(如燒傷、瘀血、紅疹、搔癢、體蝨、疥瘡) 

  0.否        1.是 

 
 

 
 
           

 
       如沒有潰瘍，記為 0，如有，記錄其最嚴重的潰瘍階段 1-4 
       身體任何一部位出現潰瘍。潰瘍分類為四階段： 
          0   －沒有潰瘍 
        階段1－皮膚持久性泛紅 
        階段2－水泡形成 
        階段3－部分皮層脫落 
        階段4－皮膚損傷凹陷、破損露出肌肉或骨頭 

  

a.壓瘡-任何因壓力、推移而導致皮下層受損的壓瘡  a         

N2.潰瘍（壓力或循 
   環滯積問題引起） 

b.滯積性潰瘍-下肢因血液循環不良而引發傷口  b         

(選擇所有適用的項目，可複選)  

a.燒傷 (2或 3度)  a         

b.潰瘍、紅疹、刀傷以外之開放性傷口(例：癌)  b         

c.皮膚撕裂或刀傷  c         

手術傷口：  

d.胸  d         

e.腹  e         

f.四肢  f         

g.其他  g         

N3.其他需要治療 
   的皮膚問題 

h.以上均無  h         

N4.潰瘍已復原後 
   的病史（以壓 
   迫性為主） 

個案曾經在身體一處患有潰瘍 

  0.否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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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 7天內曾出現的情況都選出，可複選)        B.正式治療的日數 

    A.處理編碼  

      0.不需要              1.自己處理              （過去 7天內） 

      2.一部分需他人處理    3.完全需他人處理 

 
 

 (A)處理 (B)日數 

a.抗生素-內服或外用                             a                    

b.包紮敷料                                      b                    

c.減壓力裝置                                    c                    

d.營養或水份補充                                d                    

e.翻身移位                                      e                    

f.清除壞死組織                                  f                    

g.手術傷口處理                                  g                    

 
N5.傷口/潰瘍的處理 

h.高壓氧（hyperbaricoxygen）                      h                   

(選擇所有適用的項目，可複選) 

a.雞眼、繭、足型問題、感染、黴菌 ( 足癬 )  a         

b. 足部開放性傷口  b         

c.在過往 90天內自己或他人沒有檢查過足部  c         

N6.足部問題 

d.以上均無  d         

 
 

第 O項：環境評估 

a.夜間照明設備（包括在客廳、臥房、廚房、廁所、 

 走廊的燈光不足或缺乏） 

 

 a         

b.地板及地毯（例：地板有洞，活動範圍有電線，地 

 毯散落） 
 
 b         

c.洗手間（如廁所不能沖水，水管漏水，沒有扶手， 

 浴缸濕滑，廁所在屋外） 

 

 c         

O1.居家環境 
 
（選出任何一項 
  導致家居不安 
  全或不適合居 
  住的情況，可 
  複選〔如果沒 
  有一項適用， 
  選“以上均沒 
  有”一欄；如 
  個案暫時住院 
  ，請根據家訪 

  的資料而定〕） 

d.廚房（例：爐子不安全，冰箱不能用，有老鼠或 

 蟲蟻入侵）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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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加熱及降濕冷暖氣設備（例：夏天太熱，冬天太冷 

 ，有氣喘患者家中卻用燒木頭之爐子） 

 e         

f.個人安全（例：懼怕暴力，到信箱或鄰居處有安全 

 顧慮，居家戶外交通流量大） 

 f          

g.進出家門（例：進出家門有困難）  g         

h.通往屋內的房間（例：無法爬樓梯）  h         

i.床欄、扶手等  i         

O1.居家環境 
 
（選出任何一項 
  導致家居不安 
  全或不適合居 
  住的情況，可 
  複選〔如果沒 
  有一項適用， 
  選“以上均沒 
  有”一欄；如 
  個案暫時住院 
  ，請根據家訪 
  的資料而定〕） j.以上均無  j         

a.與 90天前比較，個案現與他人同住－例：搬至他人 

 居處或他人搬進來 

 0.否      1.是                                            a         

O2.居住安排 b.個案或其主要照顧者認為個案應搬到另外一個居住 

 環境 

 0.不需要                 1.只有個案認為有需要 

 2.只有照顧者認為有需要   3.個案與照顧者雙方均認同         b         

 
 
第 P項：服務的利用情形 
 

 
本機構 

 

 
其他 

 

在過去 14天（或自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14天）所
接受的照護服務性質及範圍 
（10分鐘以上才列入，10分鐘以下四捨五入為
10分鐘） 

 
(分鐘數) 

 
(分鐘數) 

a.居家服務員                            a                            

b.居家護理人員                          b                            

c.家事服務                              c                            

d.膳食服務                              d                            

e.義工服務                              e                              

f.物理治療                             f                               

g.職能治療                              g                            

h.語言治療                              h                            

i.日間照護或日間醫院                    i                            

j.社工服務                              j                            

P1.一般性照護服務 

k.醫師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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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7天內（或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7天）所接受的特殊醫療發現、治療及活動
項目（在家或在外均可），和遵行的程度 

              0.此欄不適用                           

              1.有排定時間和完全遵行                 

              2.有排定時間和部份遵行                 

              3.有排定時間但沒有遵行                 

醫療處理項目：  

a.酒癮及藥癮治療計畫  a         

b.輸血  b         

c.化學治療  c         

d.心臟復健  d         

e.持續性正壓呼吸輔助器（CPAP）  e         

f.攜帶式腹膜透析（CAPD）  f         

g.洗腎  g         

h.24小時心臟監測  h         

i.靜脈輸注-中央靜脈  i         

j.靜脈輸注-周邊靜脈  j         

k.注射/打針給藥  k         

l.造口照護  l         

m.氧氣治療-間歇性  m          

n.氧氣治療-持續性（氧氣濃縮器）  n         

o.氧氣治療-持續性（其他）  o         

p.放射治療  p         

q.呼吸治療  q         

r.氣管造口照護  r         

s.呼吸器  s         

治療項目：  

t.運動治療  t         

u.職能治療  u         

P2.特殊性醫療及治 

   療項目 

v.物理治療  v         

 w.呼吸治療（包括抽痰，IPPB）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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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項目：  

x.日間照護中心  x         

y.日間醫院  y         

z.安寧服務  z         

aa.醫生或診所造訪  aa         

bb.喘息照護  bb        

特別居家診療處置程序：  

cc.每日護理監測（例：心電圖、排尿量）  cc        

dd.非每日之護理監測  dd        

ee.手腕緊急或電子警報器，或救命鐘  ee        

ff.皮膚治療  ff        

gg.特別膳食治療和營養  gg        

P2.特殊性醫療及治 

   療項目 

hh.其他（請註明）  hh        

 
在過去 3天內，儀器設備使用之處理方法代碼： 
0.不需儀器 

1.自行使用 

2.如儀器已擺放出來或有口頭提醒，可自行使用 

3.需別人部份協助 

 4.需別人完全協助 

a.供氧  a          

b.靜脈注射  b          

P3.儀器設備的使用 
 

c.導管治療  c         

如沒有，記錄為 0，超過 9次則以 9次計算 

a.住院超過一個晚上的次數  a         

b.前往急診室(不過夜)次數  b         
P4.在過去的 90天內 
   住院或前往急診 
   室的次數 

c.緊急醫療服務-包括沒有排定的護理、醫生或治療服務 

 （到院或居家服務) 

 c         

P5.醫療處理的目標 

在過去 90天內（或上次評估日起未滿 90天），有否達 

到任何一項醫療處理的目標？ 

  0.否       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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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整體照護需求的 
   改變 

與 90天前（或上次評估日起 90天內）比較，自我照 

顧的情況整體上有顯著的改變 

 0.沒有改變     1.情況好轉，需要接受的協助減少 

 2.情況轉壞，需要接受更多的協助 

 

 

 

           

P7.照護中斷 

因為經費不足，在上個月內，個案中斷任何以下的照護 

內容：處方藥物、所需的醫事照護、足夠的食糧、足夠 

居家暖氣、居家護理 

 0.否        1.有 

 

 

 

           

 
 

第 Q項：藥物治療 

 
 
Q1.藥物的種類與 
   數量 

報告過去 7天內個案按時或偶爾使用包括眼藥水在內之 

幾種不同的藥物（醫生開處方或自行購買）。〔如沒有 

，計 0，如超過 9種以 9計〕 

 

 

           

檢視過去 7天內個案使用的藥物，以下面的種類來分類所 

使用的藥物（若使用長期持效的藥物，即為一星期以上才 

給藥一次者，則填 1） 

 
  0.否             1.有 

a.抗精神病藥物                                             a          

b.抗焦慮藥物                                               b          

c.抗憂鬱症藥物                                             c          

d.安眠藥物                                                 d          

 
 
 
Q2.接受精神藥物 

e.利尿劑                                                   e          

 
Q3.醫療觀護 

在過去 180天內，醫師有查核過個案使用的藥物 

 0.至少與一位醫生談論過（或沒有用藥） 

 1.沒有一位醫生檢查過所有的藥物 

 
 
           

 
 
 
Q4.服藥之遵囑性 

在過去 7天內，完全或幾乎完全服從用醫生所開的藥 

（在看醫生時或期間內） 

 0.完全服從 

  1.80﹪或 80﹪ 時間服從 

  2.  80﹪時間服從 

  8.沒有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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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列出所有的藥物 

記錄在過去 7天醫生所開處方和自己所買的藥 
a. 品名（商品名）劑量─記錄使用藥品的名稱與使用劑量 
 
b. 劑型：使用以下之分類原則進行編碼 
 1=口服劑(PO)         5=皮下用藥(SQ)       8=吸入劑 
 2=舌下劑(SL)         6=直腸栓劑(R)         9=腸管用藥(enteral tube) 
 3=肌肉注射劑(IM)     7=皮表塗用劑         10=其他 
 4=靜脈注射劑(IV) 
 
c. 服用日數：記錄服用日數 
 
d. 服用頻率：記錄每天/每週使用的劑量與次數，並用以下之分類原則進行編碼 
 
PR=(PRN) 需要時          1D=(QD)每天 1次        1W=(Q week)每週 1次 
QO=每隔一天              2D=(BID)一天 2次       2W=每週 2次   
1H=(QH)每小時            (12小時用一次)          3W=每週 3次 
2H=(Q2H)每 2小時 1次     3D=(TID)一天 3次         4W=每週 4次 
3H=(Q3H)每 3小時 1次     4D=(QID)一天 4次       5W=每週 5次 
4H=(Q4H)每 4小時 1次     5D=每日用 5次          6W=每週 6次 
6H=(Q6H)每 6小時 1次     1M=(QM)每月 1次         C=連續使用 
8H=(Q8H)每 8小時 1次     2M=兩個月 1次           O=其他 
 

a. 品名(商品名)         │b劑型     │c 服用日數 │d服用頻率    

b.           │            │              │             

c.               │          │              │             

d.               │          │             │             

e.               │          │              │             

f.               │          │              │             

g.               │          │              │             

h.               │          │              │             

i.               │          │              │             

j.               │          │              │             

k.               │          │              │             
 

 
                              訪視結束時間   月   日   午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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