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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序一序一序一 
 

侯勝茂署長 

行政院衛生署 

隨著老化過程，老年人口罹患慢性病的比率也隨年齡增加而增加， 根據 2000

年國民健康調查結果，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常見慢性疾病的盛行率，已與

美國數據相當接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平均每位老人有 1.2 種的慢性病，這也說

明部分老人有同時罹患多種慢性疾病的情形。在老年人罹病的多重與複雜等特殊情

況下，在在都需要借重老年醫學醫師專業評估，並整合其他科醫師及醫療人員，以

使老年人得到周全性醫療照護。 

落實弱勢族群照護及推展精神病患、老人、慢性疾病等特殊醫療照護服務，建

構全人照顧之健康體系，一直是衛生署近幾年來施政方針中的重點工作。老年醫學

次專科醫師訓練計劃的實施，有助於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的養成，未來對老年醫學

相關醫療資源的整合，及老年族群健康照護品質的提昇，預期將產生重大的助力與

影響。 

有關老年醫學的發展，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因為人口老化開始較早，老年醫學

專業醫師的訓練也起步較早，像美國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就已建立老年醫學醫師訓

練，1987 年並將老年醫學設於內科或家醫科專科之下的次專科，而發展至今每年約

有 300 餘位合格學員接受訓練。 

2004-2006 年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老年醫學會及台大、長庚、台大醫院北

護分院等共同努力下，開辦兩期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除了十五名完成訓練的

學員外，另外在兩家醫院組成了老年照護團隊，包括醫師、護理、社工、復健、藥

劑、營養等專業成員，定期開會，提升老年病患醫療品質及擴大對其服務範疇，成

績斐然。希望結訓的學員們在理論與實務結合，及國內外優秀老年醫學專家指導之

下，能自我期許成為未來台灣老年醫學的照護尖兵，並協助提昇老年醫學照護品質。 

本書的完成集結國家衛生研究院訓練老年次專科醫師的經驗，提供了國內老人

專科照護的模式，對政府落實優質的老人照護體系的建構亦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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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序二序二序二 
伍焜玉院長國家衛生研究院 

台灣已邁向人口結構高齡化的社會結構，老年人口的成長速度在全球僅次於日

本名列第二。為因應人口老化的趨勢，國家衛生研究院在 92 年即積極籌辦老年醫

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在前任戴東原主任及現任陳慶餘主任兩位專家以及美國西

奈山大學醫學院Dr. Patricia Bloom及Dr. Harrison Bloom兩位專家協調多位美籍的

老年醫學專家們來台協助教學活動。本訓練課程總共舉辦了兩期，為本院在成功建

立感染症醫學及腫瘤醫學專科醫師訓練之後，對台灣醫界的另一個實質的貢獻。我

們非常感謝衛生署在精神上及經費上的支持，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的全力參與，才

能使這個合辦的計畫，能在 93 年 7 月 1 日開辦第一期訓練課程，結訓七名學員，

94 年進行第二期八名學員的訓練課程，順利完成。 

 

由於此項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課程的開辦，聘請到美國老年醫學多位專家

的熱心參與，引起國內醫界的重視，台大醫院、台北榮總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也隨之籌設老年醫學相關部門。因此「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手冊」的出版，對

當前有心致力於老年醫學的年輕醫師們，不帝為一本很好用的參考手冊。 

 

人口高齡化的各項問題已是現代政府部門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老年醫療體系

的建立與老年醫學的各項健康指標與課題研擬，更是立法及政府政策制訂的重要參

考依據。我們期望能透過國人老化生物醫學研究資料庫的建立及國人成功老化目標

的擬定，提供政府政策的良言，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促成老年人身、心及社會各

方面都達到「老有所終」的老康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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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序三序三序三 
 

吳成文院士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院長 

台灣老年人口在九十三年底已達 9.5%，到 2020 年預定將達 14％,人口老化速

度在全球僅次於日本名列第二，但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的訓練未受重視，遲遲未能

實現。 

在院長期任內，我很高興能夠延攬戴東原教授於 92 年 8 月 1 日出任老年醫學

研究組主任，即建議他首要工作的在積極籌辦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期能

繼本院成功建立感染症醫學及腫瘤醫學專科醫師訓練之後，對台灣醫界做另一個實

質的貢獻。非常感謝衛生署在精神上及經費上的支持，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的全力

參與，才能使這個合辦的計畫，能在 2004 至 2006 年間開辦兩期訓練課程。依據我

的瞭解，15 名完成訓練的學員均受其推薦醫院的重視，回到各所屬醫院崗位上努力

推展老年醫學。 

老年醫學不只是照顧老年人而已，它有專業的理論、知識與技巧，從生理、社

會及精神認知方面促進國人成功老化，同時透過老年照護團隊的組成，包括醫師、

護士、復健、精神、神經、社工、營養、藥劑等專業人才的共同努力，促使我們老

年人能在生理、心理、精神、社會等各個層面保持良好的品質，對有限的歲月添加

無限的生命。 

此次在老年組陳慶餘主任的努力下完成的「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手冊」，對

提升台灣老年專科醫師及老人照護品質的政策上成為各醫院推動老年次專科醫師訓

練的教學指引，值得肯定，特此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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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序四序四序四 
 

戴東原院長 

私立台北仁濟院 

2000 年 6 月敝人幸運獲選為第 7 屆台灣老年醫學會理事長，復於 3 年後獲得

連任。在所有專科醫師領域當中，老年醫學屬於最弱的一環。有鑑於台灣人口的快

速老化，有識之士雖然都有在醫學中心設立老年醫學部，或在內科或家醫科內設立

老年醫學次專科的共識，但是由於人才過少加上以績效掛帥的現實醫療環境，成立

老年醫學單位實在誘因不大，因此日復一日，成立無期。 

台灣老年醫學會在我就任理事長之前即有核心課程的開授，在衛生署經費協助

下加強會員們對對老年醫學認識的深度。但是光有進修而不具特別名分也是枉然，

因此毅然於 2001 年推出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甄審辦法：3 年內修滿 100 個積分，

再經筆試及口試合格，授以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的證照。不過大家都有共識，這是

過渡期權宜之計，能促成老年醫學正式的訓練課程才是根本之道。在國衛院前院長

吳成文院士支持下，即展開與台大醫院、長庚醫院的協商，又獲得美國紐約州西奈

山（Mt. Sinai）醫學院布倫（Bloom）教授夫婦的相助，歷經千山萬仞，而於 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共開了兩期訓練課程（每期一年），有十五位醫師順利完成了

學習課程，獲得參與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考試的資格。這個訓練手冊就是在訓練期

間，台大醫院與長庚醫院熱心參與授課老師們的內容經整理精練後，得以公諸於世。 

如今台北榮民總醫院已成立高齡醫學中心，而台大醫院也成立了老年醫學部，

我相信其他醫學中心也有成立的打算。如果衛生決策者能掌握著這個契機，在健保

給付上以及醫院評鑑方面能酌情鼓勵的話，我相信契合人口老化時代背景的老年醫

學，必定會在台灣蓬勃發展。 

在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組完成階段性任務外，敝人在 2005 年 8 月轉任台北仁

濟的工作。此機構除本身的公益、慈善及救濟工作外，另附設仁濟醫院（綜合醫院）、

仁濟療養院（精神病院）及仁濟安老所（年老健康），來服務大眾。過去所學習的老

年醫學得以在此崗位上繼續發揮。感謝國衛院的諸位長官吳成文、于重元、張仲明、

梁春金教授的賜助，以及台大醫院嚴崇仁、黃宗正、郭旭格、劉文俊等諸醫師和長

庚醫院黃美涓、劉茂森、蒲秀瑾等醫師的共同打拼。希望我們種下的一顆幼苗，將

來能成為濃蔭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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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在推動老年醫學之角色國衛院在推動老年醫學之角色國衛院在推動老年醫學之角色國衛院在推動老年醫學之角色 
 

陳慶餘 組主任 

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組主任 

台灣是人口老化速度僅次於日本的國家，1993 年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占全國人

口總數的 7%，2006 年增加到 10%，預計在 2020 年會上升到 14%。針對老人健康

照護缺乏人才的培育訓練及照顧機構嚴重不足的情況，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2003 年

成立老年醫學研究組，戴東原組主任於任內辦理老人次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促成老

年專科醫師甄審制度、出版常見老人疾病的治療指引，以及設立老年醫學基礎研究。 

在第一年的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招募各醫學中心訓練滿三年的內科及家庭

醫學科住院醫師，延攬國外師資，委託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辦理，包括：神經、精

神、復健、老人急性病房、慢性病房、護理之家、居家照護、台大緩和病房等。第

二年所招收的醫師擴及神經及復健科住院醫師，兩年共 15 位種子醫師。其後續影

響包括：榮民總醫院成立高齡醫學中心，台大醫院成立老年醫學部，中山大學附設

醫院設老年醫學科，並開始招收住院醫師。 

老年醫學專科對老年人的專業服務包括：依老人不同需求安置場所接受持續性

整合性照護（包括醫院門急診住院、居家照護和長期照護機構），提供跨專業的老人

照護服務，對常見老人健康問題（包括跌倒、失禁、瞻望和退化性關節炎等老人症

候群）提供早期診斷及治療，在老化過程從衰弱到成功老化間，維護健康避免失能，

並帶動與老人相關的醫學倫理、緩和醫療和慢性病處理相關領域之研究發展。 

敝人於 2006 年 4 月接任老年組組主任，繼續推動老年醫療體系的建立，包括

老人照護團隊成員的培訓、制定老人專科醫師訓練綱要、協助地區醫院轉型為老人

照護醫院、設置老人照護示範病房及門診。在老人流行病學調查方面，國家衛生研

究院與國民健康局合作，針對 1989 年開始的中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調查系列研究所

建立的 5 波資料庫，組成研究團隊，進行老化及身體功能、營養狀況、心理疾病等

方面進行資料分析。 此外在院長的支持下，現正展開跨組合作規畫台灣中老年健康

因子長期研究。在基礎研究方面，結合目前研究題目組成以衰弱為中心的老年醫學

研究，包括骨與肌肉的核心實驗室。 

回顧國家衛生研究院在推動台灣癌症和感染症醫學成立和發展之後，持續在老

年醫學扮演著領航者的角色，我們將參考先進國家的經驗，配合政府政策，延攬人

材，繼續推動老年醫學各方面研究發展，以提昇老人照護之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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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介紹專科醫師訓練介紹專科醫師訓練介紹專科醫師訓練介紹 
 

陳慶餘教授  

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組主任 
依據臺灣老年醫學會所公告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綱要，通過認定之老年醫學

專科醫師訓練課程須具備下列規定： 

受訓醫師為曾完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之內科或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者。專

科醫師訓練時間至少一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以從事老年醫學研究或師資培訓。其

中包括神經、精神、及復健相關之老年醫學訓練至少各一個月，老年急性病房至少

三個月，長期照護（含機構式與非機構式）至少三個月，老年醫學門診（每週至少

一次）至少半年。 

專科醫師之訓練以臨床診斷及治療為主，目的在使受訓醫師能全面且完整的學

會老年醫學相關之知識與技能。內容至少需能涵蓋下列主題： 

1. 老化與長壽的科學新知。 

2. 老年人的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相關之知識。 

3. 適當使用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從身

體、心理、社會及生活活動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4. 學習與各種不同領域專業人員合作之運作模式，包括：其他專科醫師、護

理人員、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呼吸治療師、

臨床心理師、營養師及藥師等。 

5. 學習與老年人、家屬、同仁、專業學會及社會人士溝通之技巧。 

6. 各種老年病患常見症候群之處置，包括：跌倒、尿失禁、認知功能障礙、

營養不良、譫妄、失眠等。 

7. 老年人常見疾病或不同於年輕人表現之各種疾病或狀況的診治。 

8. 老年人之用藥問題。 

9. 老年人手術前之評估與術後照顧。 

10. 醫源性疾病與廢用性病況之預防與處置。 

11. 老年病患之照會及轉介。 

12. 老年病患的復健原則。 

13. 老年及長期照護體系相關資訊與連結。 

14. 長期照護機構內住民之處置。 

15. 非機構式長期照護個案之照顧。 

16. 老年人安寧緩和醫療照顧。 

17. 老年人及其家屬心理及社會問題之處置。 

18. 了解老年人及其家屬可獲得之社會支持系統。 

19. 老年醫學相關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20. 老年及長期照護服務之財務層面考量。 

21. 老年醫學相關的研究方法。 

22. 老年醫學相關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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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醫師除參與老年臨床醫療工作外，其訓練尚需包括：  參與老年醫學團隊會議

和參加老年醫學相關之學術活動並 完成老年醫學論文之習作。 

本訓練手冊以國衛院兩年辦理的經驗彙集成書，做為各教學醫院訓練老年醫學專

科醫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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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 
 
 

嚴崇仁醫師、蔡克嵩副院長 

臺大醫院 

近年來台灣老年人口快速成長，同時罹患多種疾病且失去自我照顧能力的老年

人亦迅速增加，且老年人的醫療需求遠比成年人高，使得老年醫學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由於老年人的疾病在表現上可能與一般成年人的疾病有明顯不同，因此處理老

年疾病時必須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技能，方能做最妥善的決策。然而，由於國內老年

醫學相關人才之缺乏，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體系尚未完全成熟，老年醫學發展面

臨極大瓶頸。臺大醫院有鑑於此，近五年來陸續派遣多位醫療工作人員至先進國家

進修老年醫學，並致力延攬相關領域優秀人才，目前是國內老年醫學臨床師資最完

整之醫院。臺大醫院並於過去三年，運用上述人員，加上院內各部室充分支持下，

組成「老年醫學照護團隊」。 

國家衛生研究院老年醫學研究組在戴東原前主任及陳慶餘主任積極籌劃及領導

下，於民國 93年 7月至民國 95年 6月間，與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合作，配合美國

紐約西奈山（Mount Sinai）醫學院老年醫學專家，主持「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

課程」，訓練兩期 15位來自國內各大醫院的老年醫學專科醫師學員，來儲備台灣老

年醫學專科醫師。臺大醫院派上述出國進修及院內原有之老年醫學相關專業人才，

再加上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並於總院內科部、家醫部、神經部、復健部、精神部、

護理部、營養部、藥劑部與社工室等單位，以及北護分院同仁之支持下，協助完成

「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課程」中之基礎訓練（神經科、精神科及復健科等）、急

性醫療、長期照護（護理之家、居家護理、緩和醫療、呼吸照護等）、門診與照會等

訓練課程。 

臺大醫院於民國 95年 8 月 1日成立老年醫學部後，以上述國家衛生研究院「老

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課程」中之訓練課程及場所為藍本，並整合院內現有老年醫

學相關的師資、資源與設施，以提供整合性的老人臨床服務，同時並建立本土性的

老年醫學訓練計畫，執行老年醫學相關研究，並將教學與研究成果應用在臨床醫療

上，進而使國內老年醫學之教學、服務及研究達到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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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合作訓練醫院—長庚醫院長庚醫院長庚醫院長庚醫院 
 

參與國衛院合辦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經驗與心得參與國衛院合辦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經驗與心得參與國衛院合辦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經驗與心得參與國衛院合辦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經驗與心得 

 
劉茂森 主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內科 

 

台灣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長，自 1993 年的 7%，增為 2005 年的 9.5%，預計

2020 年將達 14%。人口老化速度快過各項相關配套制度的設置，為因應國內老化

問題，國衛院自 2004 年成立老年醫學組，在戴東原組主任的帶領下積極培育人才。 

這 2 年來國衛院與台大醫院及長庚醫院攜手合作，透過老年次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建

立基礎，並有計畫的培養本土化的台灣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以期解決即將面臨的

人口結構高齡化對醫療體系的衝擊問題。長庚醫院於 2004 年承辦國衛院老年醫學

次專科醫師訓練計劃，由 國衛院老年醫學組規劃與美國紐約州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合作，由長庚醫院與臺大醫院共同執行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課

程。  

長庚醫院於 2004 年成立高齡醫學科，以及老年醫學照護團隊，成員包括醫師、

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社工師、復健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2004

與 2005 年度國衛院分別各招收七、八名研究員 ，訓練期間為一年。分批輪訓於台

大醫院及長庚醫院。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1. 培養對高齡病患急慢性照護的能力及臨床教學能力。 

2. 瞭解老年人疾病的特徵及老年症候群。 

3. 應用完整性老年病患評估處理老年病患常見的問題，以改善日常生活功能及生活

品質，減少住院產生的醫源性問題和重複再住院。 

4. 學習與老年病患和家屬，團隊的溝通，包括預後、後續照護和資源利用。 

5. 學習老年醫療團隊照護，長期照護與急性照護的相互轉介與出院後的延續性照

護。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由國衛院外聘美國紐約州西奈山醫院老年醫學專家教授定期蒞臺指導教學，給

與研究員完整的老年醫學訓練。網羅長庚林口醫學中心各專科部門資深臨床教師包

括內外科，精神科，神經內科，復健科等。 

  

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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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聘請外國專家 Dr.Bloom 夫婦及各大醫院專家做為期一週的專題演講，讓學員於

受訓前具備老年醫學之基本概念。 

2. 內科急性病房訓練，老年門診，老年照會 (3 個月)。 

3. 呼吸照護中心(1 個月)。 

4. 護理之家(1 個月) 

5. 居家照護(1 個月) 

6. 安寧病房緩和醫療照護(1 個月) 

7. 復健科訓練  (6 週 ) 

8. 精神科訓練 (6 週 ) 

9. 神經內科 ( 6 週 ) 

  

綜合心得綜合心得綜合心得綜合心得 

1. 老年醫學醫療特色老年醫學醫療特色老年醫學醫療特色老年醫學醫療特色 

1) 從事老年醫學，必須具備廣泛的醫學知識，良好的臨床判斷技能、熱忱的態

度。 

2) 確立整合性醫療目標及執行，必須靠跨科際團隊介入來完成。 

3) 老年醫學照護團隊成員包括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社工師、復健科

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 

4) 根據病患情況定期開會討論溝通，並納入家屬及照顧者的參與意見，以期定

出適切的照護計劃。  

2. 老年照護的重點老年照護的重點老年照護的重點老年照護的重點 

老年照護不同於一般醫療照護，除了處置其本身的各種疾病外，照顧老年人

必須強調維護其生活功能自主性及獨立性，以及生活品質的維持，比其他次專科

更強調全人照顧; 身體、心理、精神、社會、經濟等層面都須要好好兼顧。 

善於利用社會支持系統，協助解決老年病患、家屬 、照護者的種種負擔。 

3. 台灣老年醫學的願景台灣老年醫學的願景台灣老年醫學的願景台灣老年醫學的願景 

對台灣而言，老人醫學仍屬於起步階段.初創之際，承蒙國衛院大力支持 延

聘國際老年醫學專家協助，台大醫院前輩策劃，聯合本院執行，兩年來已經訓練

出 15 位種子教師，作為往後發展老年醫學的基礎。在此更期望他們回到各個醫

療單位，能繼續拓展這塊領域，而讓老年醫學在不久的未來，即能蓬勃的發展。 

最後我們的目標仍是成立一個具本土特色，符合我們國情，文化的老人全人

照護系統。 

 

感言與期許感言與期許感言與期許感言與期許 

要做好整合性、延續性的老年醫學照護，的確是既耗時，耗人力，又複雜的工

作。因此希望主掌醫療衛生的機構或保險單位， 能更重視這個領域，而在實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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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某種程度上的正面回饋，如此方能吸引更多的醫師新血投入老年照護的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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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劃訓練計劃訓練計劃訓練計劃 

GERIATRIC MEDICINE FELLOWSHIP PROGRAM 
 
 
The Geriatric Medicine Fellowship Program is a new program starting in July, 
2004,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Division of Gerontology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NHR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NTUH),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CGMH), and the National Taipei College of 
Nursing (NTCN).   
 
 
I. Goals of training 
  
The goal of the program is to train geriatricians who will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are for the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of Taiwan, who will promote 
geriatric medical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of health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aiwan, 
and who will promote the field of geriatric medical research. 
 
 
II. Length of program 
 
The length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is 12 months. 
 
 
III. Candidates 
 
The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DOH (Department of Health) certified physician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 three-year residency in either internal medicine or 
family medicine. 
 
 
IV. Training sites 
 
Training sites will be NTUH, CGMH, and NTCN. 
 
 
V. Program Director 
 
The program director is Dr. Tong-Yuan Tai,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Gerontology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VI. Faculty Members 
 
The faculty includes multiple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s of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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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logy, Psychiatry,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ommunity Medicine, and 
Long-Term Care at NTUH, CGMH, and NTCN. Health professionals from the 
fields of nursing, social services, physical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 
therapy, nutrition, and clinical pharmacy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fellowship training, 
and will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fellows to participate as members of geriatric 
interdisciplinary care teams. 
 
 
VII. International Specialists 
 
During the last seven month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geriatric specialis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ites will visit the program to provide clinical 
teaching and didactic instruction. 
 
In the 2004-2005 academic year, the visiting geriatricians will be: 
 
July 1-8, 2004   Dr. Harrison G. Bloom 
      Associate Professor,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Medical Director, Evercare 
 
July 1-8, 2004   Dr. Patricia A. Bloom 
      Associate Professor,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December 6-17, 2004  Dr. Jeremy Boal 
      Director, Visiting Doctors Program 
      Mt. Sinai Hospital, New York, NY 
 
January 17-28, 2005  Dr. Gary Kennedy 
      Chief, Geriatric Psychiatry 
      Montefiore Hospital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Bronx, NY 
 
March 14-25, 2005  Dr. Judith Ahronheim 
      Professor of Medicine 
 
April 11-22, 2005   Dr. Frederick Sherman 
      Director, Senior Health Partners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May 16-27, 2005    Dr. Evelyn Granier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Associate Director, Bronx VA GRECC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16 

VIII. Program Contents 
 
 

i. Neurology 

 One-month training focusing on 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stroke,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seizure disorders, and other 

neurological diseases seen commonly in the elderly. (NTUH, CGMH) 

ii. Psychiatry 

 Two-month training focusing 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dementia, depression, insomnia, anxiety,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seen commonly in the elderly.  Fellows will b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NTUH, CGMH) 

iii.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Two-month training focusing on functional assessment, prescription of 

appropriate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approach, in-home and a 

assistive device assessment.  Fellows will b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clinical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NTUH, CGMH) 

iv. Geriatric Acute Care 

 Three-month training with emphasis on the appropriate care of the elderly 

patient in the hospital setting, includ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commonly seen in the elde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edical and psychosocial problems, management of common geriatric 

syndromes,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decline in the hospital setting, and 

participation 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v.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Nursing Home, Home Care, Day Care, and 

Respiratory Care 

 One month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and three months of nursing 

home, home care, day care, and respiratory care experience.  In addition, 

each fellow will be assigned a small panel of nursing home and home care 

patients to follow for a continuity experience throughout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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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riatric Ambulatory Care 

 Six-month training focus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geriatric diseases 

commonly treated in the ambulatory setting.  Includes training in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screening and health promotion, and 

geriatric consultation in the outpatient setting. 

vii. Geriatrics Consult Service 

 Six-month training focusing on th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on other clinical 

services in the hospital, including pre- and postoperative manage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on surgical services. 

viii. Geriatrics and Gerontology Related Academic Activities 

 Geriatric seminars, journal clubs, and clinical case discussions will be held 

on a weekly basis throughout the year. 

ix.. Evaluations 

 Fellows will be evaluat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each clinical rotation by 

the supervising attending.  In addition, fellow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clinical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of each clinical 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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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I.  GENERAL PRINCIPLES OF AGING 

 

General Goals  

The fellow will: 

1)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mography of ag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care.  

2) Become familiar with age-associated changes in physiology, anatomy, and 

organ systems and identify those most likely due to aging, as opposed to 

lifestyle or disease. 

3)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biologic, interpers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psych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of older adults.  

4) Develop awareness of current financing and reimbursement issues for 

elderly patients.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the current average life span and life expectancy; describe changes 

in these and in the numbers of Taiwanese over 65 and 85 yo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describe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se changes. 

2) Describe the current theories of aging and longevity. 

3) Describe age-associated changes in:  skin, vision, hearing, cognition, gait, 

sexuality, and function of the cardiac, pulmonary, genitourinary, immune, 

muscular, neuromuscular and gastrointestinal systems. 

4) Discuss the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aging, including age-associated 

changes in memory, problem solving, and psychomotor speed, late life 

development, retirement, chang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housing concerns, 

and bereavement. 

5) Cite the cost and payment source for medications, hearing aids, vision 

rehabilitation aids, walkers, home care, office visits, hospitaliz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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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Distinguish "normal" from pathologic aging with respect to clinical findings, 

cognitive function and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 in specific patients. 

2) Discuss the biologic, interpers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that 

impact on a specific patient's behavior.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for the influences of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cultural factors on an individual's adaptation to aging. 

2) Develop empathy for the patient's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he 

age-related changes discussed above.  

 

 

II.   GERIATRIC ASSESSMENT 

 

General Goals 

 

The fellow will: 

1) Become familiar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ssessment, assessment too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function. 

2) Learn to tailor geriatric assessment and care plans to site, i.e., acute 

hospital, outpatient, homebound, nursing home. 

3) Approach the patient'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plan in light of their 

functional, sensory, soci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tate. 

4)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functional assessment for purposes of 

appropriate service assignment, prognost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patient 

independence.  

5) Become proficient in recognizing factors that impede or preclude, and 

those that can enhance, safe independent living for frail elderly people. 

6) Understand the varying levels of care for the frail elderly. 

7)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independent function and 

delaying dependency when developing care plans for elderly patients. 

 

Objective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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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ase management,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likely to benefit (targeting). 

 2) Describ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base specific to social workers, nurses, 

nurse practitioners, physical, occupational, and speech therapists, 

psychiatrists, neurologists, and physiatrists so that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riage and referral can occur. 

3) Identify factors that impede safe independent living including elder abuse. 

4) Describe the typ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home care programs available; 

the providers, regulators, economics, and component services. 

5) Distinguish among short and long term home health care, long and 

short-term institutional care, terminal care, day care. 

6) Describe the appropriate administration and scoring of the Mini-Mental 

Status Exa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7) Describe the impact of caregiver stress, methods of detecting and 

techniques for effectively managing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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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Obtain an adequate history from an elderly patient with impaired 

communicative ability. 

2)  Obtain a sexual history from an elderly patient. 

3) Conduct a complete physical examination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comfort and tolerance. 

4) Assess the functional capacities of an elderly patient using the Yale 

assessment (Ann Int Med 1990;112:699-706). 

5)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cognitive evaluation without causing 

embarrassment to the patient. 

6) Administer and interpret the Mini-Mental Status Exa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7) Perform geriatric home, nursing hom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assessment; create a comprehensive care plan that includes medical, 

functional,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social/economic problem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measures, and therapeutic goals. 

8) Work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team in the assess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eatment of hospitalized, nursing home residing, homebound, and 

community elderly patients. 

9) Function as a team leader and coordinate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health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physicians, nurses, social workers, dieticians and 

rehabilitation experts, in the provision of care to elderly patients. 

10) Identify patients likely to benefit from case management. 

11) Detect and effectively manage caregiver stress.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empathetically with elderly patients, 

recognizing the handicaps (e.g., presbycusis, presbyopia) that can impede 

communication. 

2) Treat elderly patients with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as adults. 

3) Demonstrate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when 

interacting with caregivers, professional colleagues and communit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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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non-institutional living for many homebound 

patients. 

5) Apprecia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to patient care. 

6) Appreciate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family in caring for many elderly and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formal support systems) required to support both 

patient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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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GERIATRIC THERAPEUTICS 

   

General Goals 

 

The fellow will:  

1) Consider the principles of geriatric pharmacology, nutrition,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in designing therapeutic plans for elderly patients. 

2) When available, learn nonpharmacological techniques for managing 

disorders. 

3) Recognize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herapeutic medical 

literature with respect to applicability to the old and very old.   

4)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of geriatric practice. 

5) Recognize that the goal of medical care may be maximizi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rather than cure or prolongation of life. 

 

 

A. Geriatric Clinical Pharmacology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age-associated changes in pharmacokinetics (drug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and excretion), pharmacodynamics, 

and risk factors for drug interactions. 

2) Discuss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compliance and the effect of age on these 

factors. 

3) Describe the management of a patient with chronic pain. 

 

 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Take a comprehensive medication history including prescription and 

over-the-counter drugs and previous adverse drug effects. 

2) Individualize drug choice and dosage in such a way as to minimize the 

likelihood of adverse drug effects or interactions. 

3) Decrease polypharmacy and increase compliance in an appropriate patient 

4) Manage a patient with chronic pain using pharmac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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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harmacological measures in such a way as to minimize medication 

adverse effects and pain. 

5) Assess a specific medication for use in the elderly and compare it with 

other available therapeutic agents. 

6) Critically appraise a journal article regarding ability to validly answer a 

specific clinical therapeutics question concerning a real patient.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compliance and function will often be maximized by using 

the fewest number of medications at the lowest doses possible. 

2) Provide patient education materials and time to enhance compliance and 

the use of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B.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Distinguish between preventive, maintenance and restorative 

rehabilitation.  

2) Describe the indications and contraindications for referral to P.T., O.T., 

speech therapy, audiology, and low vision rehabilitation; describe the 

treatment modalities used by each and the indications for their use. 

3)  Discuss the indications, benefits and morbidity of exercise and endurance 

training in the elderly, including those with cardio-pulmonary disease.  

4) Describe gait evaluation, training and the indications for assistive devices 

including shoes, adaptive devices, orthotics, and wheelchairs. 

5) Describe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wallowing disorders and aspiration. 

6) Discuss stroke rehabilitation and prognostication for functional outcome. 

7) Describe the prognosis, complica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osteoarthritis, compression fractures, scoliosis, and 

kyphosis. 

9) Describ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peripheral nerve entrapments and 

neuropat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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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cribe hip fracture and hip replacement rehabilitation. 

 

  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Manage patients in such a way as to minimize the likelihood of 

deconditioning.  

2) Outline and demonstrate a general conditioning regimen for a healthy 

ambulatory elderly person, a frail ambulatory elderly person, a homebound 

patient, and a medically stable hospitalized patient. 

3) Set goals and identify appropriate site for rehabilitation for specific patients 

(i.e., acute rehabilitation unit, short term nursing home rehabilitation, home); 

confer with the physiatrist and therapists concerning progress and goal 

and/or therapy modification as appropriate. 

4) Outline the rehabilitation plan for a patient with stroke, hip or vertebral 

fracture. 

5)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gait and balance assessment on recurrent 

fallers and elderly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gait and balance complaints; 

refer as appropriate to a physiatrist or therapist, follow progress on a 

regular basis. 

6) Perform an initial dysphagia evaluation, confer with the speech therapist 

and develop a plan for treatment and nourishment.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function and disability prevention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o 

a patient than optimal control of disease. 

2) Recognize that geriatricians need to establish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physiatrists or therapists treating their patients. 

 

C.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concepts of autonomy, paternalism, and informed consent. 

2) Describe competence, competence in defined domains, guar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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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orship and the right to refuse treatment. 

3) Discuss the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regarding limitation of treatment. 

4)        Discuss the various forms of advance care directives. 

 

 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Discuss and record in the medical record the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s of advanced 

directives with patients and when appropriate, their families, care- givers or proxies. 

2) Discuss “bad news” with patients and, when appropriate, their families, caregivers or 

proxies.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the therapeutic goals may not always be to cure disease, but rather to 

alleviate discomfort and help geriatric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djust to chronic 

illness. 

2) Develop a level of comfort with continued caring when cure is not possible and 

anticipated life span is limited in duration. 

3) Recognize that individuals differ on their views on ethical issues and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right or wrong. 

4) Recognize that advance directive decisions are dynamic, not static, and that 

individuals may change their positions. 

5) Recognize that the health care proxy often has an emotionally difficult role and may 

require significant time and help (from family, staff, clergy)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with potentially irreversibl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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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CLINICAL GERIATRIC MEDICINE 

    

General Goals  

 

The fellow will: 

 

1) Become familiar with diagnosing and managing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syndromes 

and diseases that occur often in elderly patients. 

2) Have an increased index of suspicion for certain disorders in the elderly, knowing that 

elderly patients often present atypically or with multiple, interacting diseases. 

3) Recognize that the pathophysiology of common diseases may differ by age. 

4) Recognize that the elderly often have multiple chronic diseases and impaired 

homeostatic mechanisms resulting in diminished reserve, more severe 

decompensation in response to illness or stress, and greater susceptibility to 

iatrogenic illness. 

5) Become proficient in the provision of preventive care to elderly patients. 

6) Become proficient in preventing iatrogenic illness in both elderly in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7) Become comfortable with providing medical care in a nursing home or an 

uncontrolled home setting and without the technologic supports available within a 

hospital. 

8)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medical literature to gain information to help provide high quality, 

state of the art, patient care. 

 

 

A.  Geropsychiatry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1) Describe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normal aging as detailed in the knowledge 

objectives for Section I  (General Principles of Aging). 

2) For each class of psychotherapeutic drugs (antidepressants, neuroleptics,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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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quilizers, anxiolytics, hypnotics, mood stabilizers) group the individual agents into 

pharmacologically similar groups.  List the indications, contraindications, adverse 

effects, and drug interactions for each group, as well as any unique aspects of any of 

the agents. Describe the dosage modifications for the one-two agents in each class 

that the fellow most often prescribes. 

3) For elderly patients, describe the epidemiology, clinical presentation, pathogene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diagnostic evaluation,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of: 

  � Dementia (especially MID and SDAT) � Delirium 

  � Anxiety        � Sleep Disorders 

  � Affective Disorders    � Late-onset Psychoses 

  � Drug and Alcohol Abuse    � Paranoia 

  � Personality and Somatoform Disorders 

4) Describe the epidemiology of suicide in the elderly. 

5) List medical illnesses and treatment that can mimic dementia, anxiety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psychoses. 

6) List the potential medical complications of anxiety, depression, delirium, and 

psychosis for elderly patients. 

 

 Skills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Perform neuropsychological/cognitive assessments of patients in all clinical settings, 

recognize normal, and generate an appropriat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lan for those who do not meet normal criteria. 

2) Differentiate normal from pathological bereavement and know what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provide support or treatment. 

3) Identify sources of psychosocial stress for individual patients; assess the patient's 

personality type, coping mechanisms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4) Diagnose each of the disorders listed above (Knowledge-3). 

5) Appropriately manage or refer patients with each of these disorders. 

6) Co-manage patients with psychiatrists. 

7) Demonstrate behaviors and therapies other than mechanical or chemical restraints 

for calming agitated delirious or demented patients. 

8) Individualize the choice and dosage of an antidepressant, anxiolytic, and/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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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notic for an elderly patient, titrate therapy and monitor adverse effects and 

outcomes. 

9) Identify borderline, dependent, and passive-aggressive patients; use supportive and 

behavioral techniques for effectively caring for these patients without physician 

burnout. 

10) Know the pharmacological therapie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Acknowledge personal negative feelings generated during the care of a patient; 

examine the origin of these feelings, how they influence patient care, and how a 

usefu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ight be developed with the patient.  

2) Examine his/her own prejudices about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iatric patients". 

3) Display positive regard for the patient regardless of illness or personality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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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riatric Syndromes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describ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epidemiology, clinical presentation, 

pathophysiology, differential diagnosis, diagnostic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 Falls and Dysmobility � Urinary/Fecal Incontinence �Osteoporosis/Osteomalacia 

 � Dementia   � Delirium   � Pressure ulcers 

 � Sleep Disorders  � Malnutrition   � Hearing Impairment 

 � Failure to Thrive  � Fractures (Hip, Vert, Wrist) � Depression 

 � Dysphagia   � Foot Disorders   � Glaucoma 

 � Cataracts   � Macular Degeneration Dysthermias 

 � Sexual Disorders  � Polypharmacy 

 

 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1) Generate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a clear diagnostic plan for each of the above 

disorders relying primarily on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physical, 

2) Develop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gnostic and management plan and detail plans for 

follow-up for patients with the above disorders seen in the hospital, ambulatory 

practice, home, or nursing home. 

3) Screen for patients at risk for each of the above disorders; institute prevention 

measures. 

4) Monitor hospitalized or institutionalized patients to avoid the iatrogenic development of 

these syndromes.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geriatric syndromes are often multifactorial and require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nvolving other professionals and caregivers for 

improvement. 

 2) Recognize that geriatric syndromes, although oftentimes not life-threatening, 

markedly impair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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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mmon Diseases- Present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describe: 

1) The presentation, evaluation (signs, symptoms, test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following disorders in the elderly: 

 � Myocardial Infarction  � Infection/Sepsis � Benign Prostatic     

� Hypertrophy 

 � Angina    � PMR/Temporal Arteritis    

 � Peripheral Neuropathy � Thyroid Disease � Lumbar Stenosis 

 � Anemia    � Syncope/Dizziness � Aspiration 

 � Peptic Ulcer Disease  � Acute Abdomen �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 Paget's Disease (Bone)  � Pneumonia  � Cervical Spondylosis  

 � DVT/PE       � Sleep Apnea  � B12/Folate Deficiency 

 � Parkinson's Syndrome 

2)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following disorders in the elderly: 

 �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 Hypertension � Constipation/Hemorrhoids 

 � Aspiration Pneumonia � Osteoarthritis � CAD/Valvular Heart Disease 

 � TIAs/Stroke  � COPD �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 Surgical Risk/Complications � Diabetes Mellitus  �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 Skin Infections � Cancer 

� Terminal Illness  � Common Skin Disorders 

 � Renal Insufficiency/Failure   � Prostatitis � Herpes Zoster  

 � Chronic Cough  � Weight Loss 

  

 Skill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n ability to: 

1) Apply principles of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risk benefit analysis in the diagnostic and 

management plan; detail plans for monitoring outcome and plans for follow-up in patients 

with the above disorders. 

2) Monitor hospitalized or institutionalized patients to avoid the iatrogenic development of these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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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elderly patients often present atypically or with multiple, 

interacting diseases and that they have diminished reserve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s. 

2) Recognize that the steps involved for patients and care givers in carrying out 

"simple" diagnostic tests and procedures are oftentimes difficult to arrange or 

successfully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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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Nutrition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1) Cite the current recommendations for exercise, nutrition, screening for 

and immunization against disease for elderly persons. 

2) Discuss primary, secondary, and, when applicable, tertiary prevention 

for osteoporosi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falls, urinary incontinence, 

delirium, pressure ulcers, visual impairment, cancer, malnutrition, 

constipation, elder abuse, suicide, hypo- and hyperthermia. 

3) Describe th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a screening test; know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redictive values, and likelihood ratio for each 

screening test in an asymptomatic community-dwelling geriatric 

population.  

4) Describe the factors that motivate compliance with preventive 

measures. 

5) Describe routine calorie, nutrient and water requirements for older 

persons. 

6) Cite the indications for tube feedings, enteral and parenteral 

alimentation. 

 

 Skills 

The fellow will become proficient in: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maintenanc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plans for all patients. 

2) Counseling patients about preventive measures which impact on the 

elderly. 

3) Prioritizing preventive measures considering the patient's func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4) Maintaining preventive care flowsheets for all primary care patients. 

5) Integrating patient education into all visits. 

6)  Managing inpatients in such a way as to minimize the likelihood of 

deconditioning, malnutrition, or adverse drug effects or interactions. 

7)  Identifying patients at high risk for malnutrition.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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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ognize that preventive medicine continues to be important at all 

ages of life, e.g., the impact of smoking cessation in the old-old can be 

demonstrated on both cardiac and pulmonary disease and function. 

2) Recognize that the decrease in homeostatic reserve in the elderly increas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reventive measures. 

3) Understand how cultural, religious, psychological, function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e compliance with preventive measures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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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General goals 

1) Develop as an effective teacher and role model in patient care and 

patient-family communication for student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house 

staff. 

2) Develop a methodology for keeping up with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3) Incorporat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to teaching and patient care. 

4) Understand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 clinician-educator, a 

researcher, and a long-term care medical director. 

5) Develop effectiv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and supervising staff and trainees. 

 

Objectives  

 

 Knowledge 

The fellow will: 

1) List the key features for successful team development and team leadership. 

2) Contrast the following styles of teaching: Passive vs interactive; Large vs 

small group. 

3) Describe the key elements for learning in the above situations. 

4) Describe methods for providing constructive criticism. 

5) Describe the 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hospital and nursing home medicine, 

including: 

 a) The role of committees including Utilization Review, Safety, and Infection 

Control 

 b) Government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fessional review organizations 

 c) The requirements of accreditation and state inspection. 

 d) Interaction with and recourse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 The role of the medical director 

- Organiz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e.g., establishment of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edical records, educational needs of employees). 

- Patient care responsibilities (e.g., Quality Assurance, Ethics, Emergency 

Care). 

 f)  Reimbursement 

 

 Skills 

The fellow will be able to: 

1) Compose and deliver talks on geriatric issues to professional and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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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s 

2) Prepare appropriate audiovisual aids for the above talks. 

3) Constructively supervise, evaluate, and provide feedback to staff and 

trainees. 

4) Function as a team leader in all settings. 

5) Demonstrate his/her method of keeping up with medical advances. 

6) Incorporat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to teaching and patient care. 

7) Demonstrate organizational skill in scheduling conferences, team meetings, 

and rounds. 

 

 Attitudes 

The fellow will demonstrate a willingness to: 

1) Recognize that public embarrassment is not an effective teaching tool. 

2) Admit that s/he is not always right and that s/he does not always know the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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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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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醫學訓練老年醫學訓練老年醫學訓練老年醫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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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病房急性病房急性病房急性病房 

 
 

陳人豪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 

臺大醫院內科部急性病房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臺大醫院老年醫學科急性病房，目前設置於內科部之下，病人 95%以上來

自急診，其餘來自門診。老年醫學科急性病房的照護對象為具有多重健康問題或

急症的老年人；這些老年人除了器官系統的病變之外，常合併有精神、社會與功

能等其它層面之問題，很容易發生「老年症候群」（例如：壓瘡、跌倒、營養不

良、失禁、譫妄、憂鬱及不良於行等）。因此，醫療團隊需提供一個安全且支持

性的治療環境，以避免老年症候群或醫源性疾病之發生，並提供跨專業整合式的

老年醫學照護。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老年醫學照護團隊的成員包括：老年醫學科專科醫師、受訓學員、內科住院

醫師、老年醫學專科護理師、其他護理人員、復健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臨床藥師、社工人員與其他老年醫學醫療照護相關

人員等。眾人分工合作，除了評估及處置老年病患的醫療問題之外，並評估及介

入其個人及其家庭方面問題，協助病患及其家人處理因疾病而引起的生活及情緒

問題，並安排出院規劃與利用各項社會服務資源。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訓練課程的目的在使受訓醫師能全面且完整的學會老年醫學相關之知識與

技能，並學習如何執行教學工作，以成為未來臺灣老年醫學的種子師資。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六週六週六週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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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 

臺大醫院內科部設有老年醫學科急性病房，收治患有急症的老年人，也是老

年醫學次專科醫師的訓練場所。該病房除了具有一般病房例行設備外（如病床、

氣墊床、輪椅、身高體重計、急救車、治療車、藥車、心電圖機、電腦、印表機

等），更以「老年人為中心」的概念加以規劃相關的設施，例如：無障礙空間之

營造，以防止老年病患意外的發生（例如：跌倒）。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每位受訓學員照顧約 4 位老年病患，除了處置一般醫療問題，更特別著重於

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老年症候群的評估與處置、尋找老年病患失能之原因。受

訓學員每日與主治醫師查房至少一次，並需要負責住院醫師、實習醫師與醫學生

的部分教學工作。受訓學員也需要負責每週兩次的老年醫學團隊會議。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一) 知識方面： 

1. 老化與長壽的科學新知。 

2. 適當使用病史詢問、身體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從身

體、心理、社會及生活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3. 學習與各種不同領域專業人員合作之運作模式，包括：其他專科醫師、護理

人員、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呼吸治療師、臨

床心理師、營養師及臨床藥師等。 

4. 各種老年病患常見疾病及老年症候群之診斷與處置，包括：跌倒、尿失禁、

認知功能障礙、營養不良、譫妄及失眠等。 

5. 老年人常見疾病或在老年人有不同於年輕人表現之各種疾病的診治。 

6. 老年人之用藥問題。 

7. 老年病患之出院規劃。 

(二) 技能方面： 

1. 學習如何與老年病患及其家屬溝通。 

2. 熟悉老年醫學醫療團隊運作模式，並學習主持團隊會議。 

3. 整合目前按器官系統分科診治的方式。 

4. 學習與各種不同領域專業人員相互協調。 

(三) 態度方面： 

建立「以人為本、講求醫療倫理」的醫療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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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1. 主治醫師查房，每天一次。 

2. 主治醫師教學，每週一次。 

3. 老年醫學團隊會議，每週兩次。 

4. 老年醫學文獻研讀，每週一次。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老年病患住院之收案，原則上以不需住入加護病房、俱有多重疾患之急症老

人為主。若住院老人有一明確主要疾病，且其它器官功能尚稱穩定，則以住入各

部室之病房較能獲得特定之專業照顧，並不需因為年滿 65 歲而住到老年醫學科

病房。例如：白內障開刀住眼科 5 病房、心肌梗塞住心臟科病房。倘若生命跡象

不穩定，當然需住入加護病房，而非選擇老年醫學科一般病房。在急症已獲控制

之老年病患，宜轉往長期照護體系者，也非老年醫學科病房收住對象。需要安寧

照顧之老人可以依個別狀況採用居家照護、護理之家或住入安寧病房之模式加以

照顧，也非屬老年醫學科病房優先收住院對象。 

 
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1. Pompei P, Murphy JB, et al. Geriatrics Review Syllabus: A Core 

Curriculum in Geriatric Medicine, 6th ed. American Geriatric Society, 

2006. 

2. Reuben DB, et al. Geriatrics at your fingertip, 8th ed.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006-2007. 

3. Cassel CK, Leipzig RM, Cohen HJ, Larson EB, Meier DR, Capello CF, eds. 

Geriatric Medicine: An Evidence Based Approach. 4th ed.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03. 

4. Hazzard WR, Blass JP, Halter JB, et al. Principles of Geriatric Medicine 

and Gerontology.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2003. 



 

 42 

 

照會服務照會服務照會服務照會服務 

 

呂奕樞/嚴崇仁 

台大醫院一般內科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老年病患住院的人數及比例已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在照料上，老年人身體狀

況較為脆弱、病情通常也較為複雜，是屬於較難照護族群，因此如何提供每位住

院的老年病患最好的醫療照護是現今極為重要的議題。除了兒科醫師外，其他各

科醫師皆可能會面對罹患多種病況、甚至失能之老人，老年科醫師提供老年醫學

照會服務可協助照顧他科老年病患，例如：老年病患在手術前後需要特別注意之

評估與處置。一般言之，單憑零星之老年醫學照會服務而欲達到最好的老年照護

是不可能，然而照會服務可提醒他科如何給予老年病患高品質照護模式，並可以

進而改善存活率、降低醫療費用、減少急性醫院使用及減少轉至護理之家的機會。 

老年科醫師提供高品質的照會，常可增進他科對照護老年病患之品質與順從

性。欲達到良好照會品質，宜注意下面幾個老年照會服務要點： 

1. 當收到照會時須迅速回覆，最好在24小時內。 

2. 依序建構重點式照會服務。首先，需做全方位的病患診斷分析，其中包括主

要的身體、精神、社會及功能層面之醫療相關問題，並分析問題的因果關係；

其次，依處置之優先次序建立完整的臨床診斷表（problem list）；最後，提

供有系統的醫療照護，規劃短、中、長期治療策略及預防保健之照護。同時

需注意到不確定性的臨床狀況之鑑別，並評估最佳治療對策。 

3. 需要精通常見的老年病況之評估與治療，例如：老年病症候群、心血管疾病、

慢性病、感染症、腸胃病、骨骼肌肉疾病、精神疾病、危險行為、疼痛等。 

4. 提出之建議宜針對重要議題而避免超過五項，須能鑑別出決定性或關鍵性的

醫療問題，並提供具體及切題的治療建議。回覆照會時需使用明確的語言模

式，述明病情的嚴重度，及詳細說明給藥劑量、路徑及頻率。 

5. 當直接與病人及家屬溝通時須以病患為中心作有效的人際溝通。如果需要解

釋醫療相關議題、協調、輔導與諮商時，需得到其主要負責醫師之同意。 

6. 提供完整的評估與治療後，需時常追蹤病情進展，並規劃出院準備服務，為

老人提供連續性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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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病患重要評估老年病患重要評估老年病患重要評估老年病患重要評估 
有系統的評估老年病患可以提供完整、精確及有效率的照會服務，並有助於

追蹤其變化。 

1. 功能性評估功能性評估功能性評估功能性評估 

為了方便記憶，可用老年人各重要功能障礙的英文字母第一字寫

成”DEEP-IN”：1 

D  失智症（Dementia）、譫妄（Delirium）、憂鬱症（Depression）、

用藥問題（Drugs）：所謂老年人常見的認知障礙”4D” 

E  視力障礙（Eyes：vision impairment） 

E  聽力障礙（Ears：hearing impairment） 

P  活動功能（Physical performance）及跌倒（“phalls”：falls） 

I  尿失禁（Incontinence） 

N  營養不良（Nutrition） 

 

2. 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的評估流程的評估流程的評估流程的評估流程 

(1) 開始可以問病患的姓名、今天的日期、住家地址、這間醫院的名稱及地址、

為什麼在醫院等問題。這種測試可幫助建立醫師與病人的關係，並可測試認

知功能的項目，其中包括：人、時、地的定向能力、注意力、記憶能力、語

言能力、以及建構能力是否正常。 

(2) 如需測試計算能力，可用100減減減減7或或或或20減減減減3的系列減法的系列減法的系列減法的系列減法。 

(3) 當以上的篩檢懷疑可能有認知功能的障礙時，可加做「「「「動物或動物或動物或動物或蔬菜蔬菜蔬菜蔬菜命名命名命名命名」」」」。

如果一分鐘小於12，即可懷疑有失智症。 

(4) 迷你認知評估迷你認知評估迷你認知評估迷你認知評估（（（（Mini-Cog assessment））））：畫時鐘測試法加上回憶三個名詞

的測試。若畫時鐘有錯誤及回憶三個名詞有問題時，即可懷疑有失智症。

如有懷疑，可做簡易智能狀態測驗（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簡稱 MMSE ）或認知篩檢測驗（ Cognitive Assessment Screening 

Instrument 簡稱CASI）加以確認。 

(5) 當以上的篩檢懷疑譫妄，可使用意識意識意識意識混亂評估表混亂評估表混亂評估表混亂評估表（（（（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來評估。若病患符合下列四項中的前二項且有後二項之任一項即

可視為譫妄：(1)急性發作且病程波動；(2)注意力不集中；(3)無組織的思考；

(4)意識狀態改變。如患有譫妄時，應尋找其可能的原因。 

(6) 在篩檢憂鬱症方面，開始可做一題的抑鬱評估一題的抑鬱評估一題的抑鬱評估一題的抑鬱評估：「你覺得難過或沮喪嗎？」。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需要做五題或十五題的老年人精神抑鬱量表五題或十五題的老年人精神抑鬱量表五題或十五題的老年人精神抑鬱量表五題或十五題的老年人精神抑鬱量表。 

(7) 最近的藥物改變藥物改變藥物改變藥物改變有可能會造成急性認知功能的變化，最好是將其最近服用的

藥物（包括中藥及健康食品）全部帶來加以檢視。 

(8) 如果懷疑有不正常的認知功能，應了解其發生時間及病程進展，並做初步

的鑑別診斷。 

                                                 
1
 Fredrick T. Sherman, Functional assessment. Geriatrics 2001; 56(August),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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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官功能的評估流程感官功能的評估流程感官功能的評估流程感官功能的評估流程 

當篩檢出有視力或聽力問題時須與不正常的認知功能鑑別診斷，並建

議使用眼鏡與助聽器。 

(1) 視力評估視力評估視力評估視力評估：：：：開始可問病患在日常坐活中是否有視力的問題，例如：看

電視、閱讀、開車等。如果回答為肯定，可請病患戴上眼鏡並用Snellen

視力量表來進行進一步檢測。 

(2) 聽力評估聽力評估聽力評估聽力評估：：：：開始可用「低聲測試法」來做篩選工具。當篩檢出現問題

時，可轉介給耳鼻喉科醫師做更進一步的聽力檢查。 

 

4. 活活活活動功能的評估流程動功能的評估流程動功能的評估流程動功能的評估流程 

(1) 開始可問病患在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簡稱簡稱簡稱簡稱ADL)

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IADL)中是否有問題。當活動功能出現問題時須找出可能的原因並加以治

療，以降低對老年人生活的影響。 

(2) 下肢活動能力的評估目的為鑑定病患之平衡性及肌肉力量能力，並做行動不

便之嚴重度分類，茲分述如下： 

a. Tandem gait測試測試測試測試：：：：須連續走五步。如沒有問題，病患的活動功能為正常，

不需做進一步評估。 

b. 起身測試起身測試起身測試起身測試：：：：不藉用扶手而站立。如沒問題為輕度行動不便。 

c. 行走測試行走測試行走測試行走測試：：：：行走速度每秒大於0.6公尺。如沒問題為中度行動不便。但如

有問題，病患的活動功能為重度行動不便。 

【此處需交待清楚，起身測試或行走測試起身測試或行走測試起身測試或行走測試起身測試或行走測試正常是否也包括下肢功能正常個

案？為何為行動不便？】 

(3) 柯氏量表（Karnofsky scale） 

0 級：病人可完全活動，不受任何限制。 

1 級：病人能步行及維持輕度工作，如簡單家務、辦公，但無法從事體力消

耗大的活動。 

2 級：病人能步行及維持自我照顧，但無法進行辦公或家務，50%以上清醒

時間可以起床活動，不必限制於床上或椅子上。 

3 級：只能維持有限的自我照顧，超過 50%以上清醒時間活動限制於床上或

椅子上。 

4 級：完全無法動，不能進行任何自我照顧，且完全限制於床上或椅子上。 

(4) 跌倒跌倒跌倒跌倒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 

必須詢問病患在過去一年內是否有跌倒，若有跌倒須評估原因。跌倒原

因大致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因素。為了方便記憶，可記”MEOW”： 

M 醫療器材適應困難（Maladaptive equipment）、急性或慢性疾病

（acute/chronic Medical）、多焦點眼鏡（Multifocal lens）、認知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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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Mental：dementia & depression）、多因素（Multiple） 

E 環境因素（Environment）、酗酒（Ethanol）、視力與聽力障礙

（Eyes/Ears） 

O 起坐性低血壓（Orthostatic signs or symptoms） 

W 肌肉無力（Weakness）：最重要為近端或全身無力 

 

5. 尿失禁評估尿失禁評估尿失禁評估尿失禁評估 

須詢問老年病患：（1）在過去一年中，您是否曾經尿液漏出而滲溼褲子？（2）

不自主漏尿的總天數是否多達六天以上？若兩題均答「是」，即可懷疑有尿

失禁，並應區分尿失禁的種類：應力性（Stress）尿失禁、滿溢性（Overflow）

尿失禁、急迫性（Urge）尿失禁、功能性（Physical/Psychological）尿失

禁及混合型尿失禁。 

 

6. 營養評估營養評估營養評估營養評估 

須詢問病患是否有體重減輕（一個月內減輕大於5％或在六個月內減輕大

於10％）、食慾減少及原有衣著變寬鬆等問題。另外須測體重及身體質量指

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如BMI低於22時即認定為營養不良。生

化檢查如白蛋白小於3.8 g/dL、膽固醇小於160 mg/dL、淋巴球數目降低、特

別維生素及微量元素缺乏，可與臨床表現共同做為營養不良診斷的依據。 

【東方人肥胖之BMI定義不同，是否BMI低於22時即認定為營養不良？】 

 

手術前手術前手術前手術前與與與與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 
1. 手術前照護手術前照護手術前照護手術前照護 

(1) 照會服務要點照會服務要點照會服務要點照會服務要點：：：： 

a. 評估手術之急迫性。 

b. 評估病患現有狀況（包括：功能性評估）及治療。 

c. 風險評估。包括：心臟、胸腔及其他風險。 

d. 建議如何讓病患的醫療狀況在手術期為最佳化。 

e. 規劃手術後醫療照護。 

f. 規劃手術後社會支持。 

g. 規劃復健。 

 

(2) 心臟心臟心臟心臟風險評風險評風險評風險評估估估估 

評估心臟風險指標，除了須了解病患的醫療狀況及手術的急迫性，更必須

詳細詢問有關個人過去病史、功能狀況及詳細的藥物史（圖1）。 

 

【圖內有？處請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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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1 非心臟手術之危險因素層級與治療方針2 

                                                 
2
 Adapted from Auerbach: Circulation, Volume 113(10).March 14, 2006.1361-1376 

心臟合併症的重要臨床因子： 

- 高危險手術 

- 缺血性心臟病 

- 心臟衰竭 

- 腦血管疾病 

- 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 慢性腎衰竭 

1) 進行手術 

2) 不需其他檢查 

3) 如長期需要，開

始 Statin 或 β 型

交感神經阻斷劑 

無危險

因子 

功能狀況不佳 

及 

有心絞痛或末梢

血管疾病之病史 

1 或 2 個 

危險因子 

否 

非侵入式檢查： 

- 壓力型心臟超音波 

- dipyramidole thallium 

scintigraphy？？ 

- sestamibi scintigraphy？ 

3 個或更多 

危險因子 

1) 進行手術 

2) 2 個危險因子：開始 β 型交感

神經阻斷劑 

3) 所有病患：如長期需要，開始

Statin 或 β 型交感神經阻斷劑 

1) 心 導 管 插 入

術？及血流重

建 

是 

陰性 陽性 

無法解釋或不穩定的心肺症狀 

或 

主動脈出口道阻塞 

或 

無法解釋或不穩定的心電圖變化 

否 
選擇性手術 

急（urgent）或緊急

（emergent）手術 

額外危險因素評估： 

- 心臟超音波 

- 壓力型心臟超音波 

- 心瓣膜修補手術？ 

- 心導管檢查 

1) 開始保護心臟藥劑（如腎

上腺受體阻斷劑） 

2) 建議手術後嚴密監控 

3) 有些病患在手術中需侵

犯性監視器 

進行手術 

 

進行手術 

緊急程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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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風險評風險評風險評風險評估估估估 

胸腔合併症（呼吸衰竭、肺炎、肺塌陷等）的危險因子包括： 

a. 病患相關的病患相關的病患相關的病患相關的危險因危險因危險因危險因子子子子：：：： 

- 抽抽抽抽菸菸菸菸（＞（＞（＞（＞40包包包包/年年年年）：）：）：）：如要降低風險須停止抽菸最少8週。 

-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使用支氣管擴張劑、物理治療、抗生素及

類固醇可降低風險。如需要，可安排肺功能檢查。 

- 美國麻醉醫師學會美國麻醉醫師學會美國麻醉醫師學會美國麻醉醫師學會(ASA)風險分類屬於風險分類屬於風險分類屬於風險分類屬於II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ASA分類為（I）

健康人；（II）有輕微全身系統性疾病者；（III）嚴重全身系統性疾

病者；（IV）有致命性疾病者；（V）瀕死邊緣的病人。 

 

b. 手術相關的手術相關的手術相關的手術相關的危險因危險因危險因危險因子子子子：：：： 

- 手術部位手術部位手術部位手術部位：：：：腹主動脈瘤、上腹部及胸腔（Arozullah et at）。 

- 手術時間手術時間手術時間手術時間＞＞＞＞3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評估縮短手術時間的可行性 

- 緊急手術緊急手術緊急手術緊急手術 

 

(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風險評量風險評量風險評量風險評量 

a.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器官器官器官器官功能評估功能評估功能評估功能評估：：：：須有系統性的評估病患的器官功能，例如：腎功能、

肝功能、腸胃功能、內分泌功能等。 

b. 抗凝血劑抗凝血劑抗凝血劑抗凝血劑的的的的劑量劑量劑量劑量：：：： 

- 如病患有使用Warfarin，而INR在2.0-3.0，手術前需停止4次抗凝

血劑劑量；如INR＞3.0，停用時間需加長。 

- 有機械心瓣的患者，需停止warfarin並開始使用heparin直到手術

前。 

c. 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未被診斷的失智症病患在手術後有譫妄風險，因此手術前須

做認知功能評估（Mini-Cog或MMSE）。 

d. 營養營養營養營養狀況狀況狀況狀況：：：：營養不足會影響傷口癒合。測量身高、體重及血清白蛋白。 

e. 基本化驗基本化驗基本化驗基本化驗：：：：血紅素、血比容、電解質、血液尿素氮、肌酸酐、血清白蛋

白、心電圖、胸部X光影像。附加檢查項目：白血球分類、

血小板、動脈血氣體、PT、PTT。 

f. 白內障手術白內障手術白內障手術白內障手術：：：：局部手術無需基本化驗或心肺風險評估。 

g. 預立意願書預立意願書預立意願書預立意願書（（（（advance directive）：）：）：）：簽署或更新。 

 

2. 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手術期照護 

(1) Statin及及及及β型交感神經阻斷劑型交感神經阻斷劑型交感神經阻斷劑型交感神經阻斷劑：：：： 

- β型交感神經阻斷劑長期適應症：如有1項主要指標或2項次要指標。 

-  主要指標：高風險手術部位（腹膜內、胸腔內及上腹股溝血管）、

缺血性心臟病、有症狀腦血管疾病、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肌酸

酐值＞2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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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要指標：＞65歲、高血壓、抽菸、血膽固醇＞240mg/dL、非

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 如有Statin及β型交感神經阻斷劑長期適應症，所有病患都需要使

用。 

- 使用β型交感神經阻斷劑者如接受大型非心臟手術，麻醉前之目標

心跳率為60到65bpm。 

- 如有手術期β型交感神經阻斷劑適應症但無長期適應症，手術後β型交感

神經阻斷劑需使用最少7天，最理想是使用30天。 

(2) 預防心內膜炎預防心內膜炎預防心內膜炎預防心內膜炎：：：：依心臟的狀況及手術之種類來決定是否需要抗生素。 

(3) 預防深度靜脈血栓預防深度靜脈血栓預防深度靜脈血栓預防深度靜脈血栓：：：：手術後，需長期使用warfarin【多久？】。 

(4) 監控監控監控監控常見的問題常見的問題常見的問題常見的問題：：：： 

- 譫妄（delirium）：手術前譫妄風險評估；手術後評估及治療。 

- 疼痛：提早及定期評估並給予最佳麻醉藥物種類及劑量。 

- 多藥劑併用（polypharmacy）：應做每日藥物評估。 

- 營養不良。 

- 手術中及手術後心血管不良事件：手術後心電圖追蹤。 

- 胸腔合併症：鼓勵吹肺量計、咳嗽及早期行走。 

- 皮膚潰瘍：每日評估周圍的皮膚狀況。 

- 復健：鼓勵早期行走。 

 

出院準備服出院準備服出院準備服出院準備服務務務務 
1. 所有的老年醫學團隊成員都應為病患的出院準備有所貢獻，最好是在住院初

期即開始進行。 

2. 病患出院時最好有醫師的出院摘要與醫囑（包括藥物）。 

3. 應根據病患的需求來決定出院後的居住場所。可提供病患出院後的長期照護

包括：慢性醫院、護理之家、日間照護、養護機構、安養機構、居家照護、

在宅服務等。 

 

【【【【請增列參考資料請增列參考資料請增列參考資料請增列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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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 

 

陳晶瑩醫師 

台大醫院 家庭醫學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老年醫學門診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1. 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 接受老年人自行掛號、家屬掛號、醫護人員轉

介。 

2. 社區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訪診: 接受醫護人員轉介的老年醫學社區訪診。 

3. 急性病房出院追蹤門診: 老年急性病房出院老人之回診。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1. 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 醫師、護理師。依需要轉診營養師、復健科醫

師、社工師。 

2. 社區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訪診: 醫師、護理師。依需要轉診社區衛生所社

區公衛群營養師、復健科醫師。依需要轉介社區衛生所，填寫長期照護服

務申請書， 轉介社工體系。 

3. 急性病房出院追蹤門診: 醫師、護理師。 依需要轉診營養師、復健科醫師、

社工師。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1. 學習醫病關係之處理 

1) 溝通技巧 

2) 會談技巧 

3) 以人為中心的照護 

4) 照顧者之評估與支持 

5) 團隊成員的角色與合作 

6) 法律問題 

7) 倫理問題 

2. 提供有效率的醫療 

1) 正常老化過程: 生物心理學變化 

2) 周全性老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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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症候群的評估與處理 

4) 其他門診老人常見疾病之評估與處理 

5) 復健原則與轉介 

6) 營養原則與轉介 

7) 急性疾病出院之後續照護 

3. 熟悉以社區為基礎的照護 

1) 社區各層級照護資源與轉介 

2) 社區訪診之適應症 

3) 社區訪診之內容 

4) 長期照護之內涵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 

2. 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 每週一次或兩次 

3. 社區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訪診: 每兩週一次 

4. 急性病房出院追蹤門診: 每週一次   

  

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 

1. 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   

1) 門診診察室: 診察台、預診室、三公尺長走道及有扶手之座椅 、馬錶

(或計時器)、五官鏡、視力表、坐式體重計、 足部踩踏器、上肢運動

器等 

2) 教學診察室: 診察台、單面鏡、三公尺長走道及有扶手之座椅 、馬錶

(或計時器)、五官鏡等 

2. 社區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訪診: 由衛生所司機以公務車載送至事先約診之

病人家中, 備有血壓計及血糖測試儀 

3. 急性病房出院追蹤門診:  同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的門診診察室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1. 醫院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   

1) 門診跟診 

2) 初診 

a) 受訓醫師於教學診察室評估病人 

b) 再由看診主治醫師評估   

3) 空間及地點允許時，應讓受訓醫師有獨立診次, 可以自行處理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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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複診的病人，並可和主治醫師討論。並應全年維持有門診。 

2. 社區型態的老年醫學門診訪診:   

1) 受訓醫師評估病人 

2) 主治醫師全程觀察評估過程, 再提出補充之評估 

3) 討論 

3. 急性病房出院追蹤門診:  門診跟診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知識方面：正常老化過程(生物心理學變化) 、老年症候群的評估與處理、 

2. 其他門診老人常見疾病之評估與處理。技能方面：溝通技巧、會談技巧、

周全性老年評估、評估表格之正確使用。 

3. 態度方面：以人為中心之照護、情理法兼顧、家庭與社會資源之評估與運

用。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配合整年度學習活動配合整年度學習活動配合整年度學習活動配合整年度學習活動。。。。 

 

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1. Educational objectives, Division of Community Geriatrics,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2. Geriatric medicine fellowship program, Rochester University. USA, 

http://www.urmc.rochester.edu/medicine/geriatrics/program.aspx 

3. Geriatrics fellowship, Mayo school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USA. 

http://www.mayo.edu/msgme/geriatrics-rch.html 

 

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 

個案處理能力評估, 依知識、技能、態度三項評分。總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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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護理之家護理之家護理之家 

 
郭旭格醫師 

台大醫院 老年醫學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護理之家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因應社會變遷及我國人對長期照護之需求，於 1996 年 3 月 20 日成立臺北

市第一家公立立案護理之家。服務對象為無傳染病及精神病的慢性病個

案、急性病後出院個案,返家前需後續照護者、照顧家屬需休息的慢性病個

案、無法自行照顧的個案。提供需長期照護的個案 24 小時的完善專業照

顧，使個案健康獲得保障。服務內容包括: 

1. 護理專業：專業護理人員24小時評估健康狀況，提供專業護理技術服務。 

2. 生活照護：沐浴盥洗、整理儀容、換床單、翻身。 

3. 休閒活動：日常活動及娛樂，如遊花園、慶生會等。 

4. 醫療服務：醫師每週迴診，可就近提供必要的支援確保安養的品質。 

5. 營養諮詢服務：專責調配個別性的飲食，提供營養諮詢。 

6. 社工師諮詢服務：專責社會福利等資源的整合與諮詢。 

7. 物理治療服務：專責物理治療師提供住民身體功能評估，擬定物理治療計

畫。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老年科專科醫師,訓練學員,老年護理師,病房護理人員,復健醫師,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藥師,社工等，眾人分工合作，除了醫療

問題之處置外，並評估病患個人及其家庭狀況，協助病患及其家人處理因

疾病而引起的生活、情緒問題，以及幫助出院規劃與善用各項社會服務資

源。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學習對機構式照護系統中的老年病患的評估及治療，培養良好的技能與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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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四週四週四週四週。。。。 

 

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 

1. 設有可調高低及抬高床頭或床尾的床，並有安全護欄。 

2. 每床均有拉簾，增進住民隱私。 

3. 每床均設有緊急呼叫系統，以方便住民聯繫。 

4. 走廊、浴廁均設有扶手，以方便住民行動及使用。 

5. 提供無障礙環境：設有輪椅專用斜坡道及電梯。 

6. 設有特殊設備之浴室：裝有空調設備，並有移動式沐浴床及沐浴室，以方

便為住民清潔身體。 

7. 設有「電動移位機」、「推床」，方便活動住民，增進住民下床活動。 

8. 復健器材：有復健用腳踏器、手拉架、平衡桿、復健用樓梯、多功能復健

器材、各種型式輪椅、助行器、四腳拐等，方便住民復健活動。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1. 每位學員需照顧 4F 與 5F 各一半的病人，需特別著重於老年並患的評估、

老年病症候群（例如：譫妄、跌倒、尿失禁、壓瘡、失智、營養不良、不

良於行等）的處理、找出老年病患失能的原因。每週與主治醫師查房一次。

學員也需要參加每週兩次的老年醫學個案討論會。 

2. 詳細工作內容： 

(1) 病患有問題時或有新住院個案時，需負責第一線第一線第一線第一線處置，若有需要照會相關

專科醫師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再掛號其他醫師門診或填寫照會單，並隨

同訪視病患，共同討論後續處理事宜，並記錄於病歷中。 

(2) 有新住院個案時，需負責填寫初診病歷。 

(3) 醫師回診(週五上午 5 樓護理之家郭旭格醫師, 週三上午 4 樓護理之家總

院家醫科 R4 回診)需參與並協助診視住民 

(4) 在每次討論會中（單週週五：12:20-13:30，郭旭格醫師五樓護理之家住

民討論會;雙週週三：12 :00-13:00，陳晶瑩醫師居家護理個案討論會)需

以 15 分鐘報告一位個案資料，並完成病患的詳細病史、周全性評估、與

治療計劃報告。並希望報告個案前，進行家屬訪談，了解家屬的心路歷程、

當前問題、與對於後續照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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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參考自嚴崇仁醫師參考自嚴崇仁醫師參考自嚴崇仁醫師參考自嚴崇仁醫師—長期照護問題探討長期照護問題探討長期照護問題探討長期照護問題探討) 

1. 長期照護服務的方式有哪些？不同照護方式適用於何種個案？ 

2. 長期照護需求的特質與急性醫療需求之差異 

3. 國內長期照護機構的種類與設立條件 

4. 社區長期照護資源種類與實際運作情形 

5. 醫院附設護理之家與獨立型長期照護機構之異同 

6. 長期照護需要哪些專業人員參與？每一種專業人員在其中各有何任務？ 

7. 醫師的角色何在？ 

8. 長期照護個案收案之前需評估哪些項目？收案後需定期評估哪些項目？ 

9. 如何維持或增進長期照護個案的健康狀況？ 

10. 長期照護機構內如何進行感染控制？ 

11. 長期照護中常見的臨床問題有哪些？如何處置下列問題：譫妄（delirium）、

營養不良、褥瘡、失禁、跌倒……..等？ 

12. 長期照護個案用藥注意事項。 

13. 長期照護中需考慮哪些醫學倫理事項？如何避免過度約束？ 

14. 長期照護機構住民家屬的心路歷程與照護需求。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1. 單週週五：12:20-13:30，五樓護理之家住民討論會 

2. 雙週週三：12 :00-13:00，居家護理個案討論會 

3. 雙週週三：13 :30-14:30，四樓護理之家住民討論會 

4. 第二、四週週一：16:00-18:00，病房出院個案討論會(2 樓會議室) 

5. 最後一週週五上午：8-9am：期刊討論會 

6. 週五上午總院一般內科病房聯合個案討論會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知識方面：(1) 需能瞭解老化對生理與藥理之影響; (2) 熟悉老年人常見疾

患與症候群之處置; (3) 對疾病的不典型表現要有足夠的警覺性。 

2. 技能方面：(1)熟悉團隊運作模式,並可以主持團隊會議的進行; (2) 整合目

前按器官系統分科診治的方式; (3) 必須學習與護理人員、復健專家、精神

科醫師、心理師及社工人員相互協調。 

3. 態度方面：(1) 俱備與老年病患及其家屬溝通之能力; (2) 注重病人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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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以人為本、講求醫療倫理」的醫療照護模式。 

 
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Geriatric medicine :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 Christine K. Cassel, 

New York : Springer, 2003 

 
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 

1. 平時臨床照護表現 

2. 學習報告 

3. 繳交個案討論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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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居家照護居家照護居家照護 

 
李世代教授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社區及家庭醫學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社區及家庭醫學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模式模式模式模式））））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乃為 2004 年 8 月自「台北護理學院附設醫院」改制

而來，屬艋舺地區之一歷史傳承悠久之小型社區醫院。該院過去一向以婦幼衛生

為業務主體，後隨著主客觀環境之變遷，致婦幼衛生業務之需求日漸式微，而改

由老人長期照護為主體之健康服務業務取而代之。「台北護理學院暨附設醫院」

投入老人長期照護之主體業務多年，學校為此成立了「長期照護研究所」經營多

年並薄有所成，而在附設醫院籌辦有營運成熟、口碑良好之護理之家、居家照護

體系及團隊等，此恰為台大醫院龐大醫療體系較為欠缺，欲發展老人及長期照護

之基礎。因此，「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即延襲既有基礎規劃成立「社區及家庭醫

學部」，作為發展老人長期照護及社區保健醫療業務的重鎮，再以整個艋舺地區

作為業務經營及外展之範圍，更再依情況將服務範圍擴展至台北市、縣等整個大

台北地區，也進一步將經驗推往全國，內相當具有代表性之老人長期照護業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專屬專責老年醫學專科醫師兩名（李世代醫師、黎嘉銘醫師），專屬專責之

護理人力包括能獨當一面訪視之居家護理師 6 名（其中一人兼護理長之行政業

務），書記 1 名，實際執行居家護理業務者為 5.5 名專業人力)；另在支援專業人

員方面，有非專屬之醫師 2-3 名(台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或偶加上代訓醫

師等)，偶而加入其他專業之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社工師等。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一) 強化老年醫學專科領域之專業知能(knowledge & skill)根基，包括照護對象之

一般身心結構功能之周全性診療之外，尚包括健康功能、身心障礙與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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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估，而能擬定照護計劃，且能執行照護服務與追蹤等，並藉由實務操作面

之參與而能熟悉且獨立提供老人健康照護狀況之各種因應、介入與處置等。 

(二) 居家照護除了充實與體會老年醫學與長期照護專科專業知能之外，須能獨當一

面執行照護，且臻一定之專業水準，尚涵蓋廣泛之社會人文層面之事務，兼顧

及家庭成員及周邊社會面之參與照顧及接受照護之安排，故須具備相當之人文

素養及社會歷練等。 

(三) 實際投入老年醫學與長期照護之團隊、體系及模式，了解合理、合宜、妥善性

等健康照顧模式，熟悉健康照護團隊、體系及模式之運作，並能達成社區內發

展相關服務之推動、敦親睦鄰、以及落實健康照護的終極目標。 

(四) 置身可用資源有限或瓶頸之情境，滿足病患及其家屬的照護需求，提升居家生

活品質之餘，同時提升照護工作之效能、效益、效率及效用。 

(五) 洞悉及體會完整執行老人、慢性病況病患及身心功能障礙或受限等長期照護需

求者之健康照護工作，亦訓練蓄積足夠能量，能參與老人長期照護相關之教

育、訓練、研究及政策參與推廣等任務。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 

居家照護訓練一個月〔須同時搭配機構式照護訓練至少一個月以上〕 

 
訓練場所與設施訓練場所與設施訓練場所與設施訓練場所與設施：：：： 

醫療院所現有設施及動線延伸至病患個案所處之居家或機構設施等，主要以

照護人員之專業能力與投入為主，對其他對硬體設備、設施之需求不需太大。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除了期前或事前說明之外，以實際加入居家照護團隊並參與其運作、隨同或

利用照護訪視或執行外展服務為主，為增加檢討及歷練，除了不定期之教學訓練

指導與討論之外，須參與期間之所有個案相關之討論會、研討會……等，必要時，

得作個案照護相關之專題報告。 

 
學習重點與注意事項學習重點與注意事項學習重點與注意事項學習重點與注意事項：：：： 

1. 知識方面知識方面知識方面知識方面：：：：除了既定之老年醫學及老人健康照護之核心知識外，須強化老人

健康問題本質的描述與探討，熟悉周全性評估相關配套之工具量表〔如 Katz 

(for ADLs)、Lawton & Brody (for IADLs)、BI (Barthel Index for ADLs & 

IADLs)、Guralnik’s Health Functional Grading Concept (for ADLs, IAD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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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ADLs & IADLs, physical activity／exercise／recreation & 

leisure／traveling／vigorous activity, full performance)、

SPMSQ(Mini-Dog)、ICF( &/or ICD-10)、MDS、TAI、日本厚生勞働省介護

量表，還有其他各種實用用途之照護工具、量表……等〕。 

2. 技能方面技能方面技能方面技能方面：：：：能實務參與操作而能熟悉並靈活應用且獨立提供老人長期照護狀

況之各種因應、介入與處置等之外，尚須強化老人健康問題及照護相關的會

面、晤談、探索健康照護需求〔包括應用老年醫學專業知識技能執行相關之

理學檢查、健康功能評估、口腔牙齒之檢視、實驗室數據判斷、藥物使用之

檢視、營養問題之了解、社經背景之掌握……等描述與探討〕、溝通與互動，

靈活應用周全性評估相關配套之工具量表等。 

3. 態度方面態度方面態度方面態度方面：：：：了解體會專業照顧者(care provider)與受照顧者(care recipient)

及主要照顧者(main caregiver)之主客體關係，一般須為專業照顧者遷就受

照顧者之個別照護之定位與情境。須將受照顧之老人健康與照護定位為主

體，而投入之醫療專業相關之人、事、物等構築之體系或團隊只為客體；而

須避免出現照顧者為主體、受照顧者為客體，即現有急性或亞急性專科照護

為主之臨床照護所串聯之人、事、物運作模式，完全扭曲健康照護之本質與

初衷。投入並熟悉老年醫學與長期照護之團隊、體系及模式。另須涵蓋廣泛

之社會人文層面之事務，兼顧及家庭成員及周邊社會面之參與照顧及接受照

護之安排，故須具備相當之人文素養及社會歷練等。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前置介紹、教學訓練指導與討論、個案討論會、以及相關之研討會……等； 

 

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 

1. 平時參與居家照護整體表現； 

2. 繳交學習紀錄表；  

3. 繳交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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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參與學習紀錄表居家照護參與學習紀錄表居家照護參與學習紀錄表居家照護參與學習紀錄表 

My Participation: 

Date／／／／

Name, 

Case Series 

Age & 

Sex 

Health 

Problems & 

Assessment 

Remarkable Care Themes & 

Issues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    

 

Conference／／／／

Meeting 

Date Cases／／／／

Themes 

Contents 

Conference／Meeting 

1 

   

Conference／Meeting 

2 

   

Conference／Meeting 

3 

   

…………    

Seminar    

…………    

 

居家照護專題報告居家照護專題報告居家照護專題報告居家照護專題報告 

〔〔〔〔Seminar attached as necessary；；；；必要時繳交專題報告必要時繳交專題報告必要時繳交專題報告必要時繳交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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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1. Guralnik JM, Lacroix AZ ： Assessing Physical function in older 

populations. In Wallace RB & Woolson RF, eds.：The Epidemiologic 

Study of the Elder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李世代等(編校)(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主編)：醫事服務。於護理之家作業規範護理之家作業規範護理之家作業規範護理之家作業規範 

第三章。台北：行政院衛生署；2000。 

3. WHO：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IDH-2, ICF）. Geneva：WHO；2001. 

4. 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主編)：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營運手冊暨個案管理師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營運手冊暨個案管理師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營運手冊暨個案管理師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營運手冊暨個案管理師

(員員員員)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台北：行政院衛生署；2001。 

5. 李世代等(編校)(長期照護專業協會主編)：醫事照顧。於安養護機構安養護機構安養護機構安養護機構、、、、長期長期長期長期

照護機構營運指南照護機構營運指南照護機構營運指南照護機構營運指南 第四章。台北：內政部；2002。 

6. InterRAI：：：：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MDS；InterRAI-HC)。藍忠孚等(編

譯)；2002：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居家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InterRAI-HC)。台北：國家衛生

研究院。〔InterRAI：http://www.interrai.org/section/view.〕 

7. 李世代等(護士護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編)：出院準備服務指引出院準備服務指引出院準備服務指引出院準備服務指引。台北：

行政院衛生署；March, 2003。 

8. Abrams WB, Beers MH, Berkow R, Fletcher AJ(ed): The Merck Manual 

of Geriatrics. 3rd, 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 Merck & Co., Inc. 

Whitehouse Station N.J. 2003. 

9. Reuben DB, Herr KA, Pacala JT, Pollock BG, Potter JF, Semla TP：

Geriatrics at your Fingertips (5th Edition). American Geriatric Society；

Excerpta Medica, Inc. Reed Elsevier Co., 2003. 

10. 李世代等(編譯)：高齡者照護計劃高齡者照護計劃高齡者照護計劃高齡者照護計劃(TAI)在宅編在宅編在宅編在宅編(高橋泰原著；台灣改寫

版)。台北：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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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醫療緩和醫療緩和醫療緩和醫療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病房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安寧緩和病房位於東址新大樓，6A 病房區域，共有 17

床之規劃。安寧緩和醫療為一高度專業及團隊性醫療服務，著重在各個專業領域

之成員的合作，以提供臨終病患及家屬完善之照顧，所強調的乃是全人、全家、

全隊、全程及兼顧心理、社會、靈性個面向兼顧之服務，旨在提升臨終病患之生

活品質。本病房所提供教學包含病房實習、居家訪視兩大學習機會。 

緩和醫療病房成立迄今十週年（84.6.7~94.4.30），總共服務病患 3961 人

次，其中男女各佔一半，年齡以 65 歲以上組居多佔 52.1﹪，36~64 歲組次之，

佔 42.5﹪，平均年齡為 62.7 歲，以中老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病人所罹患的疾

病診斷類別，依原發部位排序，前五位者為肺癌、肝癌、結直腸癌、膽囊胰臟癌

及鼻咽舌口腔癌，以腸胃道癌症為主（佔 42.1﹪）。 

  住院次數以一次居多（佔 89.8﹪），亦有住院二~七次之病患（佔 10.2﹪），

平均住院天數以 2~7 天為最多（佔 41.6﹪），其次為 8~14 天（22.4﹪），平均住

院天數為 12.1 天。由於平均住院天數不長，醫療團隊成員須在短時間內，與病

人建立親善關係，予積極評估、判斷並滿足病人家屬之需求。住院病患在醫院死

亡者佔 61.7﹪，其中有 37.9﹪的癌末患者仍因不適症狀獲得控制或緩解而辦理

出院，故從平均住院天數及出院所佔之比率而言，緩和醫療病房不是一個慢性病

房，更不是一個等待死亡的場所。而是積極提昇生活品質，追求社區居家照護的

中途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醫師（專科醫師 9 人）、護理人員（專任護理人員 18 人）、社工人員、臨床

心理師、宗教師、志工人員、美術療育師等。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一）能熟悉並獨立提供末期病人有限生命期內疼痛控制及各項症狀的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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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不斷在適當的時機與病人及家屬溝通各項維生措施的利弊得失，進

行最完整的倫理決策，提供適切醫療。 

（三）能夠陪伴並支持末期病人及家屬，尤其能關切心理家庭靈性需求，並

協調團隊成員共同照護。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四週四週四週四週 

 
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 

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於四週期間，包括三方面的訓練： 

(一) 臨床照護：包括實際負責個案照護。 

(二) 知識交流：包括原則理念、疼痛控制、倫理困境、護理角色、護理實務、

心理照顧、社工、宗教師角色、志工、行政發展、本土化靈性

照顧。 

(三) 病房活動：包括出院居家共同照護會議、個案及善終討論、文獻抄讀、教

學迴診、研究相關會議、緩和醫療門診、居家療護。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安寧緩和醫學的原則與發展安寧緩和醫學的原則與發展安寧緩和醫學的原則與發展安寧緩和醫學的原則與發展 

1. 知識方面知識方面知識方面知識方面：：：：瞭解用於症狀控制常用藥物及藥理學、復建治療之內容及限

制、瞭解悲傷治療過程、瞭解社區照顧之可能性及限制、臨床倫理學之應

用。 

2. 態度方面態度方面態度方面態度方面：：：：應具備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緩和醫療團隊合作照顧以及視病

猶親的良好美德。 

3. 技能方面技能方面技能方面技能方面：：：：對於各種病因末期或晚期之評估及照會技巧、對病患在生命末

期症狀（包括心理靈性之受苦）的瞭解以及各種處置、良好溝通的技巧、

臨床計畫執行和評估。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1. 每日晨會。 

2. 教學迴診。 

3. 善終評估會議。 

4. 文獻抄讀。 

5. 研究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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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國安寧病房視訊會議。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應具備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態度。 

2. 注重病人的隱私。 

3. 多參與病房為病人及家屬所舉辦的各種活動。 

4. 瞭解本病房團隊成員的角色功能。 

5. 遵守病房對維護病患和家屬安全的規定。 

 
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1. Oxford Textbook of Palliative Medicine. Derek Doyle, Geoffrey Hanks, 

Nathan Cherny and Kenneth Cal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4. 

2. 台大醫院緩和醫療病房十週年紀念專刊, 2005. 

 
期末考核期末考核期末考核期末考核：：：： 

1. 學習報告一篇 

2. 文獻抄讀一篇 

3. 住院醫師學習成效評估表前後測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1. 緩和醫學列為老人醫學專科訓練核心課程為世界潮流。 

2. 緩和醫療病房訓練目標應更明確，課程可再改進。 

3. 加強評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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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病房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病房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病房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緩和醫療病房 

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課程老年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Checklist 

職稱（醫院名）：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期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到____年____月____日，共________週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討論人討論人討論人討論人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討論者簽名討論者簽名討論者簽名討論者簽名 

一一一一、、、、臨床照護臨床照護臨床照護臨床照護：：：： 

1. 負責個案數目 

二二二二、、、、知識交流知識交流知識交流知識交流：：：： 

1.Hospice 原則 

2.疼痛控制 

3.倫理困境 

4.護理角色 

5.護理實務 

6.心理照顧 

7.社工 

8.宗教師角色 

9.志工 

10.行政及發展 

11.本土化靈性照顧 

三三三三、、、、病房活動病房活動病房活動病房活動：：：： 

1.出院居家共同照護會議（W2） 

2. 個案及善終討論（W4） 

3. 文獻抄讀（唸一篇） 

4. 教學迴診 

5. 研究相關會議（W4） 

6. 緩和醫療門診 

7. 居家療護 

其它 

 

CR 

 

Dr.邱 or Dr.姚 

Dr.CR  

Dr.邱 

AP 胡文郁 

王浴護長 

鄭逸如老師 

周玲玲主任 

宗惇師父 

隊長 

陳慶餘主任 

陳慶餘主任 

 

CR 

CR 

Dr.邱 

Dr.邱 or Dr.姚 

Dr.邱 

Dr.姚 

翁瑞萱 

 

2 位/週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30min 

 

1hr/週 

2hr/週 

1hr 

2hr/週 

1hr/週 

2hr 

2hr 

 

2255 

 

2878 

2878 

2878 

8428 

2255 

6826 

2096 

5777 

5777 

8770 

8770 

 

2255 

2255 

2878 

2878 

2878 

2878 

2878 

 

 

 

 

 

 

 

 

 

 

 

 

 

 

 

核對者簽名______________  評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 

<註> 1.請各參與訓練課程的醫師與各討論者自行聯繫交流時間。 

     2.請於課程結束前完成以上核心內容，並請討論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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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部神經部神經部神經部 
 

邱銘章醫師/吳瑞美主任 

台大醫院神經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台大醫院神經部台大醫院神經部台大醫院神經部台大醫院神經部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具有完整神經醫學次專科教學及訓練醫院，臨床教學環境與制度優良。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主要成員包括吳瑞美主任、葉炳強教授、邱銘章醫師、鄭建興醫師、陳達

夫醫師、戴春暉醫師、鄭婷文心理師等。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透過實作來熟習常見之老年神經系統疾病之診斷治療與處置。如，腦血管

疾病、巴金森氏病、失智症、癲癇症等。訓練內容包括神經學問診、神經

學檢查，認識神經科常用之實驗室診斷工具。並接觸老年神經學可能之研

究方法。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七週七週七週七週。。。。 

 

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 

醫學中心的神經部門診、住院病房、腦中風加護病房及神經科診斷相關的

檢查實驗室如腦波、肌電圖、神經心理功能和神經血管超音波室。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一) 訓練類型：一般神經學(住院)、一般神經學(門診)、重症神經學（腦中風加

護病房）、特定神經疾病：腦中風、帕金森氏症、癲癇症、失智

症及周邊神經病變（神經部各神經醫學次專科特別門診） 

1. 住院病房訓練 

(1) 一般神經學(住院) 

5D 神經科病房： Primary Care 4 床，四週。 

(2) 重症神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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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1 腦中風中心加護病房： Primary Care 2 床，一週。 

2. 門診訓練：二週 

(1) 神經科門診初診(跟診，病史詢問，神經學檢查) 

每週一至五上午第一診 

(2) 特定神經疾病 

i. 腦中風特別門診：星期五：下午第八診 

ii. 巴金森氏症特別門診：星期三：下午第五診 

iii. 失智症特別門診：第二、三、四週星期五：下午第一診 

iv. 癲癇症特別門診：星期二：下午第一診 

v. 周邊神經病變特別門診：星期四：上午第八診 

3. 神經電子診斷學及顱內外動脈超音波訓練：二週 

學習腦波、神經傳導、肌電圖、誘發電位以及顱內外動脈超音波學檢查之

臨床診斷價值及運用 

4. 每日參與晨會 (5D 教室) 

內容: Topic Review, Case Discussion, Case demonstration  

每週四下午 4:00-6:00 參與科會(5D 教室) 

 

學習目標綱學習目標綱學習目標綱學習目標綱要要要要：：：： 

(一一一一) 巴金森氏症巴金森氏症巴金森氏症巴金森氏症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 

1. 學習巴金森氏症的診斷與巴金森氏症候群 (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 

secondary parkinsonism, parkinsonism-plus and lower-body parkinsonism) 

的鑑別診斷 

2. 學習巴金森氏症的症狀評估量表- (Unit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UPDRS) 

3. 學習巴金森氏症的基因診斷方法 

4. 學習巴金森氏症的藥物治療 

5. 學習巴金森氏症藥物治療的併發症及處理方式 

6. 學習巴金森氏症合併癡呆症的處理方式 

7. 學習巴金森氏症合併精神症狀的處理方式 

8. 學習巴金森氏症出現非運動障礙症狀的處理方式 

9. 學習巴金森氏症的手術治療適應症 

10. 學習巴金森氏症大腦基底核的病態生理 

(二二二二) 失智症臨床訓練十失智症臨床訓練十失智症臨床訓練十失智症臨床訓練十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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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失智症之疾病分類與臨床診斷定義  (NINCDS,DSM-IV and related 

criteria for Alzheimer’s Disease,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Diffuse Lewy’s 

Body Dementia, Vascular Dementia) 

2. 失智症病患與照護者之病史問診與臨床檢查 

3. 失智症相關實驗室與影像檢查之結果判讀  

4. 失智症相關神經心理學檢查的使用與判讀 (MMSE, CASI, WMSR) 

5. 失智症病患與照護者各式評估量表的使用與判讀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CDR) 

6. 失智症病患行為及精神症狀  (Behavioral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 之量表評估 (Behave-AD or Neuropsychiatry Inventory, 

NPI) 

7. 失智症藥物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and related drugs) 的使用及特殊申

請健保規範 

8. 失智症病患社會福利資源的認識 

9. 失智症病患長期照顧的認識安養機構的参訪 

10. 參加失智症病歷討論及讀書會 (每月第一週星期五中午 12 點至 1 點 30 分) 

(三三三三) 腦中風腦中風腦中風腦中風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臨床訓練十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項學習目標：：：： 

1. 急性腦中風的診治 

1) Head CT 及 brain MRI 的判讀；特別是 early CT signs 之辨識。 

2) 實際操作練習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的評估方式。 

3) 了解 rt-PA 使用之規定，適應情況及治療後的照顧原則。 

4) 急性中風的重症療護：於 stroke ICU 中實習 2 星期。 

5) 對於中風惡化(Stroke-in-evolution)之認識並瞭解其診治原則。 

2. 瞭解中風的型式及預防中風再發生 

1) 瞭解中風的發病原因、治病機轉與診治原則。 

2) 瞭解 TOAST 的分類及預防中風的用藥選擇。 

3) 瞭解目前用藥治療中風的趨勢，包括抗血栓製劑、降血脂藥物的使用原則及

相關規定。 

4) 瞭解目前以支架放置術來治療嚴重的內頸動脈狹窄的趨勢。 

5) 瞭解超音波檢查在防治腦中風再發所佔的角色。 

 

神經學參考書籍神經學參考書籍神經學參考書籍神經學參考書籍：：：： 

1. 葉炳強等。台大神經科診療手冊。2000 



 

 68 

 

2. 張楊全。簡明臨床神經生理學。力大圖書。2004 

3. 張楊全。神經科案例討論。合記。2004 

4. *Lindsay KV et al: Neurology & Neurosurgery Illustrated.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4th ed. 2004 

5. Peter Duus: Topical Diagnosis in Neurology. Stuttgart: Georg Thieme 

Verlag. 1998 

6. Rowland LP: Merrit’s Textbook of Neurology. 11th ed. Lippincott William 

and Wilkins. 2005 

7. Adams RD, Victor M: Principle of Neurology, 8th ed. NcGraw-Hill Co., 

2005 

 

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訓練結束訓練結束訓練結束訓練結束，，，，於最後一週之科會做病例報告於最後一週之科會做病例報告於最後一週之科會做病例報告於最後一週之科會做病例報告 (Case 

conference) 

 

訓練指導老師訓練指導老師訓練指導老師訓練指導老師 

1. Course director: 吳瑞美教授 (分機: 5337, PHS: 0968661506) 

2. Course coordinator: 邱銘章醫師 (分機: 5338, PHS: 096866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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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部精神部精神部精神部 
 

黃宗正 

台大醫院精神部 

 

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訓練單位：：：：台大醫院精神部台大醫院精神部台大醫院精神部台大醫院精神部 

 

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單位簡介：：：： 

為台灣第一個精神醫學教學及訓練醫院，歷史悠久，師資完整。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主要成員包括黃宗正醫師，胡海國主任，吳佳璇醫師，謝明憲醫師，王秀

枝臨床心理師，黃瑞媛護理長，黃梅羹社工師等。 

 

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訓練目標：：：： 

學習對老年精神病患的評估及治療，培養良好的技能與態度。 

 

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訓練時程：：：：兩個月兩個月兩個月兩個月。。。。 

 

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訓練場所與設備：：：：醫學中心的精神部及相關部門醫學中心的精神部及相關部門醫學中心的精神部及相關部門醫學中心的精神部及相關部門 

 

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訓練方式與內容：：：： 

1. 互動式演講 

1) 評估：精神狀態檢查，神經行為檢查，神經心理評估，神經影像檢查，

老年精神法律問題。 

2) 治療：精神藥物學，日間醫院，個別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團體治療。 

3) 老年期精神疾病：失智症，譫妄，憂鬱症，焦慮症，躁鬱症，精神病。 

2. 病患照護  

1) 參與照護急性住院老年精神病患的評估與處置。 

2) 參與照護門診老年精神病患的評估與處置。 

3. 個案討論及個案報告 

1) 兩次個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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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一份個案報告 

4. 研討會: 學員根據其興趣選擇一個主題進行研討會。 

5. 研究: 學員可以參加本部已有之研究，或提出研究構想由指導醫師協助。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知識方面：正常老化的精神認知改變，殤慟反應，精神藥物學（主要是抗精

神病藥物，抗鬱劑，及鎮定安眠藥），日間醫院，老年期精神疾病（失智症, 

瞻妄，憂鬱症，焦慮症，失眠症，躁鬱症，精神病）之認識，老年精神法律

問題，實證醫學觀念（包括系統性文獻回顧及臨床準則等之運用及限制）。 

2. 技能方面：精神狀態檢查，神經行為檢查，神經心理評估, 神經影像評估，

個別心理治療，家庭治療，團體治療。 

3. 態度方面： 

1) 檢查自己對老年精神病患及疾病的偏見。 

2) 認知照護老年精神病患時可能產生的負面感覺，思考其來源，並觀察到可

能對照護工作的影響。進一步體察醫病關係如何影響照護的品質。 

3) 不論任何情況皆維持對病人的尊重。 

 

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學術活動：：：： 

本部定期之學術活動，包括例行之晨會教學，門診教學，住院團隊討論會，

照會討論會，外賓演講，期刊閱讀，個案討論會等。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建議臨床訓練重質不重量，以深度的醫病關係，全面完整的病情掌握為訓練

重點。以住院的個案為例，主治醫師可以協助學員進行深度及全面完整的病

情掌握。比如說，當病人住院的時候，主治醫師可以陪同學員一起去看病人，

但基本上讓學員扮演主要的角色，從如何自我介紹、如何建立醫病關係（醫

病關係包括病人與家屬）、如何進行會談(會談還包括觀察病人與家屬的種種

反應，精神狀態等)，並且進行必要的神經行為檢查，乃至於身體檢查與神經

學檢查。接下來是如何制訂一個治療的計畫，然後每天去觀察病人追蹤病人，

在整個訓練的過程中，至少要有兩次是完整的觀察學員如何用全面的、完整

的評估方式來協助病人，並且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以便順利的讓病人出院。

國外的老年精神病房常有在住院的當天就進行出院計畫的擬定，換言之，住

院的當天除了討論如何治療個案以外，還會進一步討論什麼時候預定讓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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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出院要去哪裡，跟誰住等等。 

2. 觀察學員與病患的會談，配合示範會談技巧，再針對學員會談技巧及態度分

享經驗，將很有幫助。有許多精神科的臨床會談技巧，必須要透過觀察學員

和病患的互動及會談，才能夠很清楚的看到學員的問題，所以有必要至少要

有兩次（最好一開始及結束各一次），老師要坐進去觀察學員如何與病患會談

或是如何與家屬互動，然後在事後告訴學員他的問題，這樣是蠻有效的作法。 

3. 運用學習紀錄表。之所以要有學習記錄表，是想要幫助老師和學員能夠掌握

學習的重點。在本部的學習記錄表主要包括幾部分：第一部份是必須要看到

的、學習到的疾病，希望學員在這段期間內，不管他有沒有照護到這麼多種

類的病人，必須想辦法觀察到這些不同疾病的個案，因為直接觀察到個案，

去和個案談話是最好學習的方式，也可以擺脫一些間接從書本上讀書的模糊

印象，所以要求學員把他見過的病人的名字以及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資訊，

簡單的記錄在學習記錄表內。第二部分是把他曾報告過的 case conference，

或者是 seminar 的內容簡單記錄下來。第三部分是有關臨床知識技巧以及態

度習慣的自我檢定，這個自我檢定表目的是要幫助學員知道什麼是比較內在

重要的能力與心態，在照護老人與一般成人或小孩是有明顯的不同，也因此

需要內心仔細體會自己的心態與習慣。最後一部份是屬於 group 

psychotherapy 或者是 family counselling 的活動，因為照護老人常常需要和

家屬討論，包括健康、出院後如何安置、財產、法律等各方面的討論，這個

時候 group psychotherapy 或者是 family counselling 的原理變成一個重要的

能力。 

 

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重要參考文獻：：：： 

1. Kennedy GJ (2000) Geriatric mental health care: a treatment guide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The Guilford Press. 

2. Cummings JL, Trimble MR (2002) Concise guide to neuro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3. 李世代主編：老年醫學（一）老年照護與老化之一般原則。台北市：台灣老

年醫學會 

 

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期末評估考核：：：： 

1. 平時臨床照護表現； 

2. 平時報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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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繳交個案報告； 

4. 繳交學習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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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___________________的學習紀錄表 

 

Geriatric psychiatric patients that I have encountered: 

 

Diagnosis Name Age Gender Other information 

Dementia     

Delirium     

Unipolar 

Depression 

    

Bipolar 

disorder  

    

Late life 

psychosis 

    

Anxiety 

disorder 

    

Personality 

and 

somatoform 

disorder 

    

Drug and 

alcohol 

abuse 

    

Sleep 

disorder 

    

 

My presentations: 

 Date Name, age, 

sex 

 

Case conference 1    

Case conference 2    

Seminar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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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atric psychiatry clinical knowledge/skills and attitude/habits that I have 

learned: 

Knowledge and Skills  Check 

(0-100)*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Bedside neurobehavioral examination  

Neuro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Neuroimaging evaluation  

Individual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Group supportive therapy  

The use of antipsychotics  

The use of antidepressants  

The use of sedatives and hypnotics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in normal aging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bereavement  

Potential medical complications of anxiety, depression, delirium, and psychosis 

for elderly patients 

 

Diagnostic formulation (including predisposing, precipitating, and perpetuating 

factors of the patients) 

 

Attitude and habits 
 

Examine his/her own prejudices about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iatric 

patients". 

 

Acknowledge personal negative feelings generated during the care of a patient; 

examine the origin of these feelings, how they influence patient care, and how a 

usefu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ight be developed with the patient. 

 

Display positive regard for the patient regardless of illness or personality 

disorders. 

 

 

*Please indicate your self evaluation: 0: learn nothing, 100: perfec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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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atric group psychotherapy observation record 

Time   

Place   

Group 

name 

 

Group 

members 

 

Group 

leader(s) 

 

Group 

process 

(indicate 

stage 1, 2, 

3, etc) 

 

Points that 

I hav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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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老年醫學會台灣老年醫學會台灣老年醫學會台灣老年醫學會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示範門診設立規範示範門診設立規範示範門診設立規範示範門診設立規範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台灣老年醫學會為落實國內老年醫學教育並提升老年醫療照護水準，擬敦促

教學醫院成立老年醫學示範門診；為確保老年醫學示範門診之品質，本會特別訂

定本規範供各教學醫院參考。 

 

空間與設備空間與設備空間與設備空間與設備：：：： 
（一）自醫院門口至診間周圍環境皆須為無障礙空間。 

（二）兩間隔音良好相連之診間，可獨立問診評估，診間之長度或寬度任一須達

6 公尺。至少有一診間或討論室足可容納 6~10 人，以供老年醫學照護團

隊之成員與老人及其家屬團體會談。 

（三）診間之間可規劃單面透視之鏡子，供未參與問診者在隔壁聽取相關資料。 

（四）設備：血壓計、溫度計（可量至 35℃以下者）、身高體重計（包括乘坐輪

椅者或臥床者適用之體重計）、皮尺、Snellen 視力量表、五官鏡、擴音助

聽設備、聽診器、神經學檢查工具（例如：音叉、hammer）、有扶手之

椅子、診療床、馬錶及各種量表與紀錄單張。 

 

評評評評估團隊之成員估團隊之成員估團隊之成員估團隊之成員：：：： 
至少需有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與專科護理師各一人，專科護理師協助醫師測試

並填寫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相關之表單，依個別老人之需要，需有社會工作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呼吸治療師、娛樂治療師、營養師、臨

床藥師、心理師、宗教師、……等相關人員適時介入協助。 

 

收案對象收案對象收案對象收案對象：：：： 
（一）80 歲以上老人。 

（二）身心功能不全，尤其近日有惡化者。 

（三）具有老年病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s）者，例如：跌倒、尿失禁、壓

瘡、失智症、譫妄症、不良於行、……等。 

（四）具有多重疾病或同時使用多種（8~10 種以上）藥物之複雜病人。 

（五）過度頻繁使用醫療資源之老人。 

（六）家屬不知如何照顧或家庭支持系統不佳之老人。 

 

評估內容與工具評估內容與工具評估內容與工具評估內容與工具：：：： 
原則上依照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之方式施行： 

（一）一般醫學評估：除了標準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外，病史詢問尚需包括：疫

苗注射史、用藥史、常見老年病症候群之有無、……等；理學檢查也需涵



 

 77 

 

蓋身體質量指數【體重（公斤）/身高（公尺）平方】、姿勢對血壓之影

響、視力及聽力狀況、四肢功能、……等。 

（二）感官功能評估：一般視力篩檢可使用 Snellen 視力量表。檢查老年人聽力

之前，應先排除是否有耳垢阻塞或有中耳炎等情況。簡易的測試可在受檢

者後方約 15 公分處，輕聲說出幾個字，若受檢者不能重覆一半以上的

字，表示受檢者可能有聽力問題。 

（三）認知功能評估：最常用之工具為 Folstein 簡易智能狀態測驗(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簡稱 MMSE，附件一)，也可使用 Pfeiffer 發展之

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SPMSQ）或畫時鐘等其他

工具。 

（四）憂鬱症篩檢：最常以 Yesavage 發表之 「老年人精神抑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簡稱 GDS)來做為評估的工具。由於原版 30 題的 GDS

過於冗長，可用 15 題或 5 題（附件二）之簡式 GDS 篩檢。 

（五）社會、經濟、環境評估：評估老年人對自己生活的安排與需求、與家人和

親友的關係、家人和照顧者對老年人的期望、經濟狀況、ADL 執行能力、

社交活動與嗜好、可獲得之社會資源、居家環境之安全性及對老人功能障

礙之影響、以及主要照顧者之負荷與需要之協助等。 

（六）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評估老人自我照顧之能力，如吃飯、排泄失禁、

上廁所、移位、穿衣、沐浴等。常用的工具有：巴式量表（Barthel index，

附件三）、Katz index。 

（七）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評估老人獨立生活於社區中所需具備的能

力，如：購物、準備食物、使用交通工具、打電話、服藥、處理財務、洗

衣服、做家事等。常用的工具為：Lawton IADL 量表。 

（八）行動/平衡評估：可使用「起身、行走」測試法(get-up and go test)、計時

「起身、行走」測試法（timed "up and go" test）、Tinetti 平衡與步態量

表、functional reach test、chest nudge 等。 

（九）營養狀態評估：靠臨床表現(如：體重減輕、食慾不振)及生化檢查(如：低

白蛋白血症、低膽固醇血症、貧血及淋巴球數目降低)之綜合結果來判斷

是否有營養不良。當體重在一個月內減輕 5%或在六個月內減輕 10%，為

有意義的體重減輕。 

 

施行步驟施行步驟施行步驟施行步驟：：：： 
（一）掛號人員依收案標準篩檢適合看診老人，為其安排看診時間，並請老人或

家屬帶來所有其他醫院就醫資料與使用藥物。掛號人員不確定是否適合看

診者，轉請專科護理師評估。 

（二）就診當日醫師、護理師及其他老年醫學照護團隊成員分頭收集與記錄老人

及其家屬之主客觀資料。 

（三）開會整合所有老年醫學照護團隊成員之評估發現，歸納成問題清單，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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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證醫學或標準處置規範，在考量老人個別狀況與喜好之原則下，決定

治療計劃。 

（四）與老人及家屬舉行團體會談，說明處置方式。 

（五）安排轉診、轉檢、住院、返診或領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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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復健科 
 

陳思遠醫師 

台大醫院復健部 

訓練目的訓練目的訓練目的訓練目的：：：： 

對學生時代已稍具復健醫學之學識，畢業後計畫獻身於老人醫學的醫學院醫

學系畢業生，使其進一步瞭解引起老人生理殘障的各種急性及慢性疾病的病因、

病理、病情及預後，認識並利用復健科之一般及各種特殊檢查來診斷及評估殘

障，並且認識各種的復健治療措施，使其瞭解復健醫學各部門的工作概況，俾能

未來能充分運用各種復健治療協助，使老人病患達到復健的目標。 

 

訓練對象訓練對象訓練對象訓練對象：：：： 
醫學院醫學系之畢業生，參加老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者。 

 

訓練時間訓練時間訓練時間訓練時間：：：： 
復健部住院病房與門診共 6~7 週。 

 

訓練方式訓練方式訓練方式訓練方式：：：： 
在為期 6~7 週之住院醫師訓練中，包括： 

1. 復健病房老人住院病患之臨床工作訓練：在復健科資深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

指導下，可以較長期地觀察老人病患的復健過程，同時有較充分之時間與機

會，認識參與復健工作的其他部門，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心

理治療、義肢製造及社會工作等。 

2. 復健門診訓練：每週 2 個半天跟隨主任或資深主治醫師在復健部門診學習老

人病患之相關診療工作。 

3. 老人復健醫學教育訓練：除參加復健部舉行之各種討論會外，復健部特別為

受訓醫師安排以下課程，以加強復健醫學各部門必要之知識。 

1) 老人復健簡介（Introduction of geriatric rehabilitation） 

2) 老人物理治療簡介（Introduction of geriatric physical therapy） 

3) 老人職能治療簡介（Introduction of ger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4) 老人之殘障評估（Impairment ratings and dis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5) 物理醫學簡介（Introduc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6) 老人之吞嚥復健（Rehabilitation of the elderly with dysphagia）  

7) 老人之運動處方（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the elderly） 

4. 復健科特殊檢查訓練：在主治醫師之指導下，實地觀察病患接受神經電學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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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軟組織超音波檢查、膀胱尿路動力學檢查、運動心肺功能檢查、等速肌

力檢查等之實施操作。 

5. 老人復健相關文獻抄讀與專題報告：受訓醫師於訓練期間，在主治醫師之指

導下進行一次老人復健相關文獻抄讀與一次之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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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照護團隊成員老年照護團隊成員老年照護團隊成員老年照護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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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科專科醫師的角色老年科專科醫師的角色老年科專科醫師的角色老年科專科醫師的角色 

 
郭旭格醫師 

台大醫院 老年醫學部 

 

台灣地區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於 1993 年 9 月已經超過 7%，達到世界

衛生組織所定義”老化國家”的門檻。老年人口比率在 2003 年達 9.1%， 2004 年

為 9.48%，2005 年更達 9.74%，預計於 2020 年，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14%，是

全球人口老化速度僅次於日本的國家。伴隨人口的迅速老化，罹患多重疾病與失

能的高齡老人將急遽增加，需要有專業的醫療人員提供妥善之照顧。目前台灣老

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的起步非常緩慢，迄今(2006 年 5 月)只有三百餘名醫師。

在醫界以往總認為照顧老人的醫師就可以稱的是老年科醫師。在美國，老年醫學

科通常是內科或家庭醫學科的次專科，老年科專科醫師的養成須先完成三年之內

科或家庭醫學科訓練，再經一至兩年之老年醫學專科訓練，才算完成。 

 

老年病患的第一線照顧老年病患的第一線照顧老年病患的第一線照顧老年病患的第一線照顧 

老年科專科醫師平常應負責照顧老年病患的第一線工作，也是照顧老年病患

的通才，負責在各種急慢性醫療體系中處理老年人大部分的醫療問題 ，並將無

法解決屬於其他專科的問題轉診給其他醫師。這樣可使罹患多重病況的老人減少

看診醫師的數量，可減少醫源性疾病的發生，並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老年病患的診斷與處理老年病患的診斷與處理老年病患的診斷與處理老年病患的診斷與處理 

除了常有多重慢性疾病，老年病患疾病的表現常常不是很典型，而且老年人

容易有併發症，且受環境因子的影響大。舉例來說，一個 85 歲的老年人得到肺

炎，未必會有發燒或白血球增加的現象，反倒是常有食慾不好，活動力變差等功

能性退化的現象出現。這和一個 40 歲肺炎患者的表現，是迥然不同的。也因為

老年人的疾病表現和中年人的不同，老年人在醫療過程遭到誤診，或者是疾病的

非典型表現遭到忽略的情形，也就時有耳聞了。老年人常同時罹患多種疾病，治

療上卻不可以偏重某一專科，必須以人為主體作全面性的考量，避免老年病患在

不同的科別之間疲於奔命，且容易發生顧此失彼或重複用藥的情形。 

 

老年醫療團隊的樞紐老年醫療團隊的樞紐老年醫療團隊的樞紐老年醫療團隊的樞紐 

老年人的身體疾病，常與心理社會問題(如憂鬱症、失智、獨居、貧窮等) ，

營養不良等相互影響，為了避免心理社會因素干擾身體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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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與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及社工人員相互協調，以避免身體，心理與社會問題

交纏惡性循環。此外,許多疾病會照成老年人失能,喪失自我行動與照顧的能力,

也須借助復健專家及長期照護專業人員提供復健治療與長期照護的服務。也因如

此,老人醫療照護極需許多領域的專家一起整合，包括：各科醫師、護理人員、

社工人員、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娛樂治療師、呼吸

治療師、藥師、心理師、病患服務員等，組成「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以針對個

別老人之需求差異，提供完整而合宜之醫療照護。老年醫學照護團隊可成為各種

專業人員整合之平台，眾人各司其職，共同為老年人服務。而在這些團隊成員中,

老年科醫師應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負起監測執行團隊會議意見的角色。 

 

老年醫學照會老年醫學照會老年醫學照會老年醫學照會 

老年科醫師之照會服務可為他部之住院老人提供處置建議，包括：高齡病患

手術前後之評估與治療方向建議、失能老人轉入長期照護體系之諮詢以及常見老

年病症候群之防治等。經由照會的過程，老年醫學部之醫師可和各部醫師相互交

流，增進彼此照護老人之知識與經驗。 

 

醫病關係的重要環節醫病關係的重要環節醫病關係的重要環節醫病關係的重要環節 

老年病患的多重疾患,往往無法完全地康復或甚至有退化的情形發生。所以

在老人醫療照護中有許多涉及治療目標與醫學倫理之議題，例如：約束病患、中

斷醫療、拒絕接受醫療、放棄急救、預囑、饋贈等，需要與病人本身以及家屬有

定期的溝通與說明，以避免誤會甚至醫療糾紛的發生。在此情形之下,老年科醫

師就是老年醫學照護團隊與家屬之間溝通的對口,扮演著醫病關係中的重要環

節。 

 

出院後規劃出院後規劃出院後規劃出院後規劃 

老年人住院,雖然急性的問題已經解決(或部分解決),但是可能日常活動功能

(例如：進食、如廁、更衣、沐浴、大小便控制及行走等)尚未完全恢復,或者需要

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護理照顧(如傷口的換藥,尿管鼻胃管氣切管的照顧)。病人若直

接出院回家,可能無法得到最好的照顧。老年科醫師可以安排新的照護模式(如護

理之家或居家照護),使病人的照顧得以延續。 

 

老年醫學之教學老年醫學之教學老年醫學之教學老年醫學之教學 

老年科醫師應負起老年醫學教學訓練之重責大任。訓練對象可涵蓋醫、牙、

護、藥、復健、社工、營養、公衛等相關系所學生、住院醫師及次專科醫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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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醫學專業人オ等。為因應人ロ高齡化之趨勢，未來醫學院課程中宜強化老年醫

學之選修或必修課程，並安排同學至各式老人照護模式中臨床見習或實習。自學

生的學習過程中深植其老年醫學觀念，以啟發日後從事老年醫學的興趣。各科部

住院醫師之一般醫學訓練中可考慮納入老年醫學相關訓練，以提昇各部醫師處理

老年病患之基本知識與技能。老年科醫師可支援護理人員之培訓，以專責老年人

之照護。同理，老年科醫師可支援其他部室訓練各式老年醫療照護專業人員，如：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藥師、社工、志工等。 

 

提昇老年醫學之研究發展提昇老年醫學之研究發展提昇老年醫學之研究發展提昇老年醫學之研究發展 

整體而言，國內老年醫學專業研究尚於起步階段，落後先進國家甚多，而以

老年醫學研究為主的人才亦相當有限，具有統合能力的領導人才更是匱乏。以致

目前鮮有代表性的本土性老化研究數據及結果。老年醫學的研究範圍極其廣泛，

包括：基礎醫學、流行病學、臨床醫學及醫療政策等，凡與老年、老化相關的議

題都可以是研究的題材。國內目前雖有不少研究與中老年人有關，但這些研究絕

大多數以並非以老年醫學為主。老年科醫師應適時地切入各研究主題，以其建立

本土性老化研究數據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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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專科護理師之角色老人專科護理師之角色老人專科護理師之角色老人專科護理師之角色 
 

彭瑞華護理師/戴玉慈主任 

台大醫院護理部 

 

因著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計劃，臺大醫院的護

理師加入了這個老年醫學團隊。除了實際臨床照護之外，在團隊中擔任專

科護理師的角色，評估及處理老年病患常見的問題，與團隊中其他專業成

員相互溝通與協調，每週一至二次之個案討論會，整合各領域專家意見針

對每一收案者建立照護計劃。另外，更透過各種老年醫學相關之學術活

動，包括院內或院外老年醫學相關之各式演講、討論會或文獻研讀會，學

習到急性及長期老人照護相關之知識與技能、體認連續性照護之觀念、老

人常見疾病之篩檢與治療，並包括周全性老年病人評估與健康促進之建

議，熟悉各種住院老人常見疾病之診治，尤其著重多重疾患老人或有常見

老人症候群者之治療，其他相關尚有復健概念的應用、老人心理及認知議

題及出院規劃等，另外也規劃並完成三個一般內科病房單位老人護理系列

在職教育課程。護理師在訓練結束之後則回到原病房單位，並維持每週與

護理系老師之文獻讀書會，盼能將所學及早運用並推展至院內其他單位。 

老年專科護理師中，兩位已有碩士學位，兩位則正在研究所碩士班進修中，

有三位曾接受過國外老人護理的學位授證與訓練，且臨床工作年資超過十年。於

訓練期間，護理師為老年照護團隊之成員，參與團隊每星期 1~2 次的個案討論

會，團隊其他成員包括老年專科醫師、營養師、復健科醫師、職能及物理治療師、

社工師、藥師、精神科醫師等，會中針對個案狀況討論進一步治療方針與計畫；

此外，老年專科醫師每天會至病房進行病患的巡查與討論，專科護理師均參與其

中。護理師亦進行個案的管理與追蹤，其主要的角色包括直接的照護提供者

（direct care provider）、教育者（educator）與協調者（coordinator），其工作

職責與內容如下： 

直接照護提供者：進行 CGA 評估，確認病患的問題，制定具體可行的照護

計畫與目標，且親自執行相關的照護計畫；檢視會造成病患功能退化或影響生活

品質的危險因素，盡早預防；提供相關資訊給家屬或主要照顧者，及早為出院做

規劃，使病患能獲得適切的照護。 

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提供病患及家屬疾病相關知識，以及照顧病患技能之衛教指導，

並隨時評估與追蹤其瞭解或執行的情形。對於單位護理人員方面，則針對個案的

個別狀況給予適時的指導，並安排進行一系列老年症候群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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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者協調者協調者協調者：：：：必要時老年專科護理師會協助安排家屬討論會的進行，邀請老年

專科醫師、社工師、家屬及主要照顧者一起參與，共同討論未來的照顧計畫。 

為配合醫院老年醫學相關部門的成立，目前已規劃兩階段老人專科護理師的

角色與工作職責： 

 

初期計劃初期計劃初期計劃初期計劃 

一一一一、、、、    直接照護提供者直接照護提供者直接照護提供者直接照護提供者：：：：運用周全性老人評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CGA）、制定老人照護計劃、執行與落實計劃及評值照護成

效，與各專業照護團隊間（interdisciplinary team）合作，共同處理老年症

候群（geriatric syndrome），以提升老人之最佳功能狀態及生活品質。 

1. 與病人及家屬建立溫暖與信任的護病關係，協調與溝通病人及家屬的需要

與狀況，以促進團隊人員的瞭解與病人、家屬的合作及參與。 

2. 面對老年病人（尤其是衰弱、合併多重疾病之高齡急症老人）時，除身體

檢查和病史收集外，需主動篩檢是否有老年症候群存在，包括老人的感官

知覺、認知、情緒、日常生活功能狀態、營養、排泄、睡眠、用藥狀況、

社會及靈性的健康評估。 

3. 區別正常老化現象或是疾病，若有非正常老化，則需瞭解其影響程度、找

出並治療其潛在疾病、矯正其危險因子與評值治療成效，通常需運用周全

性老年醫學評估之方式。 

4. 根據老人評估的結果、經濟狀况等綜合因素來進行老人詳細的評估，確立

相關的問題，制定照護計劃，協助安排相關的檢驗與檢查及照會其他專業

人員，如專科醫師、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營養師、臨床藥師等，以促進跨專業整合式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正常運作。 

5. 每週至少舉行兩次跨領域照護團隊的病例討論會，共同訂定具體可行之照

護計劃與目標，執行後並評值其成效。 

6. 確認及管理老人常見的老年症候群，以及急性及常見多重慢性老人疾病的

交互作用，例如：包括感覺功能障礙、認知功能障礙、憂鬱、譫妄、尿失

禁、跌倒、疼痛、營養不良、睡眠障礙、壓瘡、多重用藥等。 

7. 辨認、避免、矯正及預防可能造成老年症候群或醫源性問題的危險因子，

如減少管路或約束之使用、認知功能障礙、步態與行動力障礙、感官功能

障礙、憂鬱症、使用鎮定安眠藥、多重用藥等，以減少跌倒、尿失禁與譫

妄等老年症候群之發生機會。 

8. 檢視病患的用藥，以確認是否有多重用藥（polypharmacy）、不適當使用

鎮定安眠藥或 underuse (如 antidepressant) 的情形，並與醫師討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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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9. 鼓勵老人做簡易復健運動及下床活動，如關節運動、肌力及平衡訓練、轉

位及輔具使用等，重建其活動功能。 

10. 親自執行相關照護計劃，如營養諮詢、藥物諮詢、傷口照護、失禁處理、

安全吞嚥技巧、認知功能障礙家庭支持、資源提供及行為問題處理等。 

11. 鼓勵老人主動參與自己各方面的健康照顧，與病患及家屬討論照護之方針

與預期結果。 

12. 於住院期間，預防或減低導致老年人功能退化、影響生活品質並加速失能

的常見危險因子，如臥床不活動所帶來的問題（deconditioning）。 

13. 提供個別化的照顧，預防老人因身體或化學約束而導致的致病率及致死率。 

14. 了解家庭動態系統（如主要照顧者及決策者）與居家環境，以確保病患出

院後能獲得適當的照護。 

15. 提供安全及適合老年病患之住院環境，如日曆及時鐘的擺置以增進定向

感，輔具的提供及使用以預防跌倒。 

16. 每日探視住院病患，持續評估與評值成效，關心其臨床照護問題，提供老

年醫學之專業建議並協助處理。 

17. 病人及家屬諮商，協助病人及家屬瞭解疾病與治療過程、適應疾病帶來的

問題。 

18. 協同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查房及巡視病患，每日與合作主治醫師討論病人

病情及照護計畫和相關病歷紀錄。 

19. 監測病患病情、檢驗及檢查結果，發現異常狀況隨時協助處理或聯絡主治

醫師。 

20. 依醫囑協同護理人員執行必要之處理。 

21. 記載病人評估資料、檢查結果、進展狀況及照護計畫。 

 

二二二二、、、、    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教育者：：：：提供病人及家屬護理諮詢，包括健康促進/維護、疾病預防的教導

與諮詢；及協助提升全院老人照護的水準，包括老年醫學知識、態度及技

能。 

� 病人及家屬方面 

(一) 老年病患之衛生指導。 

(二) 於健康教育中心舉辦老人相關議題之衛生教育。 

(三) 內容包括： 

1. 老年常見疾病與老年症候群的認識、預防及照護，包括憂鬱、失智症、譫

妄、尿失禁、跌倒、疼痛、營養不良、睡眠障礙、壓瘡、多重用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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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飲食、運動或藥物諮詢及臨床指導，評估其順從性，並鼓勵病人及家屬（主

要照顧者）主動參與。 

3. 教育個案及家屬常見慢性疾病過程，並指導預防老年症候群之重要性及處

理原則。 

4. 主要照顧者負荷與照顧技巧。 

(四) 收集國內外文獻，製作編輯老年症候群之相關衛教手冊 

� 護理人員方面 

(一) 規劃及執行護理在職教育：定期舉辦單位、中央或全院老人照護相關在

職訓練課程，提升醫療人員（新進人員、一般護理人員、醫師）在老人照

護方面的敏感性與認知。 

1. 老化之生理病理變化，如心臟血管系統、呼吸系統、腸胃系統、骨骼肌肉

系統、神經系統、知覺感官系統等； 

2. 老年常見的疾病與老年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的認識與護理，包

括憂鬱、失智症、譫妄、尿失禁、跌倒、疼痛、營養不良、睡眠障礙、壓

瘡、多重用藥等。 

3. 老人基本評估技巧，如認知功能評估、活動功能評估、跌倒評估、營養評

估等； 

4. 老年患者溝通及衛教指導的原則； 

5. 主要照顧者負荷與照顧技巧。 

(二) 負責臨床專科護理教學與指導：不定期接受各病房針對老人特定問題之教

學與討論，指導護理人員執行老人臨床護理業務及提供護理人員專科護理

諮詢。 

(三) 設計全院護理人員老人護理相關在職教育教材及課程。 

(四) 提供護理新知及相關文獻。 

(五) 主持臨床個案討論會及學術討論會。 

三三三三、、、、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應用實證護理於臨床照護。 

(一) 針對老人常見的問題搜集文獻，參與臨床照護指引與標準制訂及修改，如

老年症候群的護理照護標準。 

(二) 閱讀相關期刊文獻，以瞭解老人疾病或症候群的處理方式與最新治療趨

勢，以為實證性之依據，如傷口治療的新觀念。 

(三) 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瞭解老人照護之新概念與趨勢。 

(四) 參與或進行臨床照護之相關研究，並發表於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會議或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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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行老年病患基本資料的統整，確認老人常見的問題。 

(六) 依循「病人照護執業指引」執行，以維持及監控照護品質。 

四四四四、、、、    照會者照會者照會者照會者：：：：提供住院病患出現老年症候群之護理照會及照護建議。 

五五五五、、、、    個案管理師或病人照護協調師個案管理師或病人照護協調師個案管理師或病人照護協調師個案管理師或病人照護協調師：：：：協助維持醫療團隊間的運作，共同規劃並

執行治療性照護計畫；促進醫療團隊與病人、家屬維持良好的溝通，以達

到有效之醫療效益；並協助提供整合性醫療照護服務，連結急性照護與長

期照護體系，以滿足病人連續性照護需求。 

(一) 瞭解現今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情況，尤其是在長期照護方面如居家照護等的

情形，並隨時掌握政策的改變與影響，以提供適當的照護。 

(二) 收集老人相關的內政、社政及衛政體系之福利措施、適用對象與條件（如

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外傭申請標準與流程等），以適時提供病患

及其家人參考，並可為醫療照護之參考。 

(三) 發揮溝通與協調的能力與其他成員共同提供適當的照護。 

(四) 發展個案管理模式於團隊照護中，協助會診單及出院轉介單之開立，以提

供最適切的照護。 

(五) 必要時召集醫療人員與病患及家屬進行家屬討論會，共同設定目標，討論

問題解決的可行方式。 

(六) 進行家庭動態系統與環境之評估，以確保病患出院後能獲得適當的照護。 

(七) 從病患住院即開始進行出院計劃之評估與執行，並能隨時與社區資源維持

聯繫。 

(八) 提供相關資訊給予病患家屬或主要照顧者，如機構照護、居家照護之資

源。 

(九) 根據照護需要轉介及連結不同層級之老人社區網路資源（如老人服務中

心、日間照顧、居家照護、養護、安養、護理之家、長照中心、呼吸照護、

各種照護協會及支持團體等）。 

(十) 安排後續的照護計畫與追蹤（高危個案的出院規劃及電訪）。 

1. 出院規劃：準備出院照護所需用物，及增進居家自我照顧能力，提昇個

案生活品質，進而減少再入院之機會。 

2. 固定時間以電話追蹤高危險居家個案，如遇問題之處理方法，盡快安排

門診或家訪，若有緊急情況則至急診就醫，或聯絡主治醫師是否安排住

院。 

3. 電訪原則：剛出院病患於一星期電訪追蹤，追蹤當次問題及各方面功能

狀態，如跌倒及活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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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居家護理師保持良好聯繫，以促進出院轉介或需住院病患之流程順暢。 

5. 病患出院後給予單位電話做為諮詢管道，以解決老人立即性之問題。 

(十一) 將老年個案名單整理建立資料庫，並協助建立老人照護安全網路。 

 

 

長期計劃長期計劃長期計劃長期計劃 

一一一一、、、、    Researcher：：：： 

(一) 建立老年評估資訊系統。進行專科護理師照護品質成本效益之探討。

二二二二、、、、    Educator：：：： 

(一) 對外舉辦相關研討會，介紹本院推展老人照護團隊之經驗與成果。 

(二) 整理及發展老年症候群之資料庫，發展病人版與護理人員版之單張，

做為臨床照護時隨時可以抽取使用的資料。 

 

評值評值評值評值：：：：針對參加第一年老年醫學訓練後之自我學習評值 

一一一一.    全面性老人評估表的整合全面性老人評估表的整合全面性老人評估表的整合全面性老人評估表的整合 

為了使醫療人員能快速的進行完整的老人評估，將各式評估表加以整

合，也加入我們認為需要知道的面向，經過多次的修改，最後成為一份 12

頁的評估表，使臨床評估更加快速有效。 

二二二二.    個案討論會的參與個案討論會的參與個案討論會的參與個案討論會的參與 

個案討論會的舉行是強調團隊醫療非常重要的一環，每星期兩次的個案

討論會，除了使個案的照護目標更明確，也讓各專業之間有更開放的討論空

間及經驗分享。 

專科護理師在個案討論會中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會中報告個案詳細

的評估結果，以做為其他專業人員給予治療建議的參考，因為護理人員接觸

病患與家屬的時間最久，最能掌握病患的細微變化。透過個案討論會的參與，

可提升護理人員的角色功能，不再只是醫師旁的「聽命從事」者，也擺脫掉

專科護理師實際做的卻是「醫師助理」工作的角色誤解。 

三三三三.    病患的照護與管理病患的照護與管理病患的照護與管理病患的照護與管理 

自從投入老人護理的領域後，照顧老年病患時思考的層面不但變得比較

廣，也會往長遠方面思索，除了處理目前的問題，也察覺潛在的問題，適時

給予處理及預防，更能符合全人照護的要求。 

四四四四.    外賓來訪之學習外賓來訪之學習外賓來訪之學習外賓來訪之學習 

除了課堂的課程之外，實際臨床的教學非常實用，因為每個病患都是獨

特的個體，並非課堂所學即能解釋其狀況，以實例做討論，也可從中學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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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料的技巧，全程以英文進行、討論，對英文程度也有所幫助。 

五五五五.    文獻研讀會文獻研讀會文獻研讀會文獻研讀會 

為了維持不斷學習的動力，掌握最新的老人醫學相關資訊，從 94 年 4

月開始，督導與護理師開始 journal reading 的聚會，輪流報告最新的 JAGS

文章，每週兩篇，從中獲得了許多實證的資料，對於臨床時在做衛教指導或

decision making 時是非常實用的，即使是訓練結束之後，我們的 journal 

reading 依舊持續著，希望能夠不斷維持下去，也期待其他有興趣的護理同仁

一起加入。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針對未來老人護理之訓練與推展 

一一一一.    CGA 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的修訂 

CGA 評估表的設計雖然增加了臨床使用的方便性，但使用時仍有不足

或遺漏之處，而部份資料缺乏量化，造成人員間判讀或解釋上的差異，因此

未來將針對此項發展量化的評估項目，方便專業人員間的判讀；遺漏或使用

上有問題之處，也將做適度的增修。 

此外，為了事後病患資料統計上的客觀性與正確性，對於 CGA 評估項

目的說明將做更詳細的描述，結果的編碼也將做進一步修正，以達到評估者

之間的一致性。 

目前 CGA 的主要評估者為三位老年專科護理人員，且評估表尚未審核

成為正式病歷的一部份，在經過修改後建議可以嚐試交由病歷委員會審查，

以永遠存檔於病歷中，不僅方便老年專科醫師的評估記錄，也可從此份評估

表瞭解病患的病程進展情形，而除了護理人員與醫師之外，期望其他專業人

員也可在評估後記錄於此份評估表上。 

二二二二.    種子護理人員的培訓種子護理人員的培訓種子護理人員的培訓種子護理人員的培訓 

要推廣老人照護的觀念須做長期的規劃，在護理人員方面，建議醫院除

產兒科之外的病房，能逐年調派適當的人選出來參與老人護理的訓練，做為

該病房的種子人員，以每一個病房為單位，於實際臨床工作中灌輸老人照護

的觀念，如此才能夠深根茁壯；種子護理人員間也應定期舉行個案討論會或

讀書會，以交換彼此的經驗，也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同加入這

個團隊。 

三三三三.    臨床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臨床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臨床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臨床護理人員的教育訓練 

針對這次的訓練我們規劃了單位老人護理在職教育課程，針對該單位護

理同仁的相關態度及知識做了調查，總共有六個主題，目前已在三個單位推



 

 92 

 

展；在中央在職教育方面，亦舉辦過四個場次；在今年院內護士節學術研討

會更是以老人周全性評估為主題。若在將來欲全面性推廣，則需要長官們的

支持，可以舉辦老人護理研討會，甚至規劃成新進人員或全院必修課程，但

都需要時間循序漸進。 

四四四四.    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師個案管理師個案管理師個案管理師/照護協調師的角色功能照護協調師的角色功能照護協調師的角色功能照護協調師的角色功能 

國內專科護理師及院內照護協調師的發展，其功能角色的定位仍屬起始

階段，在醫師助理的界線徘徊，國人對於護理人員的角色期待不同於歐美，

若只朝國外模式發展，則無法符合國內文化民情；再者，現階段個案管理（或

出院規劃）多由單位護理長負責，若能將三者功能角色結合，或是參考安寧

共同照護模式，將可使老人專科護理師角色更富多元化。 

五五五五.    學術研究的參與及發表學術研究的參與及發表學術研究的參與及發表學術研究的參與及發表 

本次 CGA 研究呈現了本土化數據，國外此類研究已有約 30 年歷史，期

待藉由此研究問題的發現，能吸引更多對老人護理有興趣的護理同仁，對相

關的老年症候群主題加以深入探討，而護理部亦能對這些同仁多加鼓勵肯

定，如此才能獎勵臨床學術研究及文章發表之風氣，但相對的也需要提供必

要的裝備課程及協助資源。 

 

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 

自 2000 年總統公告護理人員法增修條文將「專科護理師」列入護理人員法

定名稱之一，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5 年公告，專科護理師係由機構聘請之執業進

階護理師，其主要的任務在於與醫師共同提供個案連續性及整合性的護理與醫療

照護，老人專科護理師之模式雖與各大醫院現行之模式稍有不同，其在專業團隊

當中卻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更是符合整合性的照護目標，並且落實在照護提

供、教育、協調、甚至將來的諮詢照會，皆有其發揮功能的空間。 

老年醫學部門的設立是大家的期待，建議能有真正的老人病房，也建議未來

負責的老人專科護理師至少是老人護理碩士以上，能對老人護理具有相當程度的

了解及經驗，另外，更需要醫院內高階主管的認同與支持，以協助其推展，讓老

年患者能真正接受到老人醫學與護理的專門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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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藥師藥師藥師 
 

朱蓁蓁藥師/陳燕惠主任 

台大藥劑部 

藥師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是在確保病患用藥安全。當

藥師初次評估病患用藥時，應針對不同病患建立完整之用藥史，包含病患慢性疾

病需長期服用之處方藥、非處方藥（成藥）、中草藥及健康食品；同時，應進一

步評估病患服藥遵從性是否良好，並主動偵測是否存有潛在性的用藥問題。由過

去的經驗得知，當病患不瞭解藥物作用時往往會導致其改變服藥遵從性，例如：

老年患者剛開始服用利尿劑時，常因明顯增加排尿次數，再加上害怕發生尿失禁

之窘境，因此會自行更改服藥劑量，進而影響疾病控制；氣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之病患由於無法正確使用乾粉吸入劑型，使得藥物無法發揮其應有之療效，造

成疾病控制不佳；病患常常因為藥物的副作用而未經醫師同意自行停藥；除此之

外，病患所使用之多種藥物間，甚至與自行服用之中草藥間的交互作用都可能影

響疾病的控制，或導致藥物毒性發生。這些潛在的用藥問題都需藉由藥師來偵測

與紀錄，必要時與醫師一起研討改變目前藥物之使用。 

老年患者常因多種慢性疾病而接受多個醫師之診治，不同醫師處方之間可能

存在重複用藥或是藥物交互作用之危險。過去就曾發現，心臟衰竭病患長期服用

毛地黃控制良好，由於發生尿路感染求診於泌尿科，醫師處方磺胺類口服抗生素

（Co-trimoxazole），併用數天後病患因藥物交互作用導致毛地黃排除降低，因

而導致心博過慢、心臟傳導阻斷而送醫急救。因此，針對目前病患之就醫型態，

由藥師針對個別病患建立即時而完整之用藥史是非常必要的，如此一來，才能及

早發現用藥問題加以處理，確保病患之用藥安全。 

由於老化的過程造成老年人藥物動力學改變，進而可能影響藥物作用。由藥

物動力學的觀點出發，先就藥物吸收方面觀之，老化會使胃酸分泌減少、胃排空

時間延長，藥物若由胃腸道經主動運輸進入體內會因老化而降低吸收，例如老年

人鈣質吸收降低。由於老年人胃排空時間延長，會使非固醇類止痛劑（NSAID）

在胃內停留時間延長，故容易導致胃潰瘍、出血等副作用，從臨床的案例發現，

老年人使用非固醇類止痛劑（NSAID）導致胃出血之副作用，可能發生於使用後

1~2 週內，因此，這類藥品引起嚴重之胃腸道副作用不需經過長時間使用就會發

生。此外，臨床上某些鈣離子阻斷劑的降壓藥會藉由胃腸道 cytochrome P450 

3A4 酵素代謝，服藥時若同時併用葡萄柚汁會降低藥物代謝，使身體可用率上

升，進而增加藥物作用，故需特別小心。 

從藥物分布來看，老年人身體組成之比例與成年人不同，由於身體水分與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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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組織比例下降，使得水溶性藥物（如：毛地黃）之分佈體積減少，因此老年人

若給予成年人相同之劑量可能造成較高之血中濃度，進而導致毒性發生。相對

的，老年人脂肪組織比例上升，使得脂溶性藥物（如：鎮靜安眠劑

benzodiazepines）分佈體積增加，進而延長作用時間。此外，一些藥品會與體

內之白蛋白結合藉以運送到作用部位，在老化、營養不良、肝硬化、腎臟疾病等

情況下，都會使體內白蛋白濃度下降進而影響藥物作用。以臨床上常用之抗癲癇

藥物 phenytoin 為例，由於目前醫院檢測之藥物血中濃度大多為病患體內總藥

物濃度（包含結合與非結合之藥物濃度），當體內白蛋白濃度偏低時，代表非結

合藥物之比例上升，使藥物作用增強。因此，即使總藥物濃度仍在正常範圍內，

病患可能已開始產生毒性症狀。所以使用此類藥物時，除了監測藥物血中濃度

外，還需同時評估病患體內白蛋白濃度，作為調整劑量之依據。 

從藥物代謝方面來看，老化會使心輸出量下降，進而減少肝臟之血流量，一

些肝臟酵素活性也會因老化而降低，因此某些藥物（如：nitrates、 barbiturates、 

lidocaine、 propranolol）在老年人肝臟代謝明顯減少。除了老化會對肝臟代謝

有影響之外，個體基因的差異、疾病狀況、營養缺乏、併用影響肝臟酵素活性之

藥物以及生活習慣的改變都會使藥物的代謝產生變化。因此，針對不同病患仔細

評估是否存在影響藥物代謝之要素，並進行適當的劑量調整與監測，才能進而避

免藥物副作用的發生。以臨床上常用來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支氣管擴張劑

theophylline 為例，此藥主要藉由肝臟代謝，在鬱血性心衰竭或是肝硬化患者其

肝代謝量明顯降低，因此這些病患使用此藥時就需降低藥物劑量，以避免心律不

整或中樞神經等副作用的發生；由於吸煙會誘導肝臟酵素活性並加速

theophylline 代謝，因此當病患戒煙後亦需降低藥物劑量防止藥物代謝減低引發

毒性。此外，臨床上使用會影響肝臟酵素活性的藥物，進而造成藥品交互作用產

生藥物不良反應在臨床上十分常見。此類藥品交互作用範圍甚廣，而影響程度各

有不同，因此醫療照護團隊當中由藥師負責主動偵測此類藥物交互作用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舉例來說，臨床上常用來治療泌尿道感染的氟化恩菎類口服抗生素

ciprofloxacin 會抑制肝臟代謝 theophylline，進而使 theophylline 血中濃度增加，

導致中毒、致死。因此在此情況下應選用其他不會與 theophylline 發生藥物交互

作用之抗生素治療，若由於致病菌抗藥性因素必須選用氟化恩菎類口服抗生素

（ciprofloxacin），則需小心監測 theophylline 血中濃度及注意病患是否有中毒反

應，必要時應降低 theophylline 劑量。 

從藥物排除來看，老化會使腎血流量下降，使得腎絲球過濾率降低，若藥物

主要藉由腎臟排除會因此延長其半衰期，進而使作用時間拉長，甚至藥物在體內

蓄積導致毒性發生。由此看來，臨床上依據病患之腎功能適時調整藥物劑量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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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確保病患用藥安全極為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以目前臨床上常用來治療消化性

潰瘍之藥物 H2-blockers 為例，老年患者若未依照其腎功能調整使用劑量，常常

容易導致意識改變等中樞神經副作用發生，因此在臨床藥物治療上根據病患情況

調整用藥劑量是確保用藥安全上十分重要的一環。 

在藥物使用方面，對於特殊劑型或特殊藥品在給藥上必須注意的事項也應由

藥師負責教育醫療人員和病患。臨床上一些治療範圍狹窄的藥品在使用時應特別

小心，例如口服抗凝血劑 warfarin，基於該藥品容易產生出血之副作用，同時經

常容易和食物及其他藥品產生交互作用而改變藥效，故應由藥師提供病患教育服

務，以增進病患服藥遵從性、確保安全用藥。此外，在氣喘病患之藥物治療方面，

針對需長期使用之壓力定量噴霧劑或乾粉吸入劑等劑型，需由藥師一同評估病患

是否適合使用該劑型。而在實際操作方面，病患是否可以配合並完成正確之使用

步驟，以確保藥物能真正發揮療效。 

最後，定期評估與監測藥物治療之合理性應是藥師責無旁貸之任務，建議可

針對所有病患之用藥採下列步驟加以評估： 

1. 是否有使用該藥品之適應症（indication）？ 

2. 該藥品用於此適應症是否有效？  

3. 劑量是否合宜？ 

4. 使用方法是否正確？ 

5. 使用方法是否可行？  

6. 是否存有臨床上顯著之 drug-drug interaction？ 

7. 是否存有臨床上顯著之 drug-disease interaction？ 

8. 是否有不必要之重複用藥？ 

9. 治療時間（duration）是否恰當？ 

10. 相對於其他相同性質藥物，是否便宜( cost )？ 

當藥師經由上述步驟發現有不適當之用藥，應立即與醫師討論溝通，並針對

病患當時之病情加以調整與修正，以確保病患之用藥安全。 

綜言之，藥師在老年醫療團隊之臨床藥事照顧服務項目包含：建立完整之

病患用藥史、定期評估與監測藥物治療之合理性、定期監測藥物治療之療效與副

作用、若病患疑似發生藥物不良反應，藥師應主動評估並找出可疑藥品，提供進

一步處理方式以及治療上其他替代藥物。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提供醫療相關

人員正確的藥品知識，確保病患用藥安全、有效，是藥師神聖的職責，藥師－是

病患用藥安全的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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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 
 

鄭金寶主任 

台大醫院 營養部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人口老化快速，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所衍生的醫療照護需求，漸漸已成為所

必須面對的問題。老年人的醫療照顧，不可缺乏的是營養照顧這一環，老年營養

照護應包括日常之飲食生活、住院時之臨床營養治療，以及出院後之居家營養照

護。隨著年齡老化，身體組成、基礎代謝以及免疫系統等，都發生了變化，且因

不同的人，其變化速度不盡相同，對營養素需求亦隨之不同，也可能罹患不同的

慢性疾病而有不同的飲食限制。因此，營養照顧的目的是在於提供老年人的適當

的營養供給及正確的營養知識，且協助老年人的飲食行為，進而改善整個營養狀

況。而營養師在老年醫療團隊之角色與功能是與醫師、護理師、藥師、社工人員

等共同合作，提供團隊營養醫療照顧服務。 

老年營養醫療的目的是 1.有效治療疾病或處理疾病，2.飲食控制以降低或減

少藥物的使用，3.幫助減輕病患的併發症發生，4.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老年人

住院時之臨床營養照顧方面，分為急性營養治療及慢性營養照護，急性營養治療

以飲食治療疾病或以飲食支持整體的治療計畫，而慢性營養照護則較偏重營養衛

教，指導正確飲食習慣，讓病患遵守實行，以達到營養醫療的目的。 

由研究報告指出：老年住院病患常見之營養問題以營養不良為最嚴重，住院

期間，體重下降是很普遍的現象，不僅因為疾病本身，也由於未能及時對這些病

人的營養不良問題，加以篩檢發現或解決而造成的。急需醫療團隊彼此合作。 

 

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營養照護流程、、、、步驟及品質追蹤步驟及品質追蹤步驟及品質追蹤步驟及品質追蹤  

其照顧流程包括如下： 

一、住院病人營養照顧流程如圖一 

    由醫師依診斷，開立照會單，通知營養師前往了解病人營養狀況，進行營養

照護。 

二、營養照護步驟如圖二  

    營養照護步驟分為（一）臨床營養治療及（二）膳食營養照顧分述如下： 

（一）臨床營養治療—依不同疾病、營養危機程度，訂定營養照顧步驟，包括給

予飲食衛教或修正飲食，步驟如下：（1）查閱病歷：了解病史、現況、體

位和檢驗數據，進行初步營養評估（2）詢問醫護人員：了解病人特性、

配合度和注意事項（3）訪視病人：了解病人進食情形、飲食習慣、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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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吞嚥能力和消化吸收情形等（4）營養評估和飲食設計：依據病患

年齡、性別、飲食習慣、疾病限制、牙齒狀況、經濟來源、家人照顧情形

而加以設計，提供適當飲食（5）營養衛教：對病人及家屬提供營養諮詢，

包括正確營養知識及飲食製備原則（6）回覆照會單，說明衛教情形及需

追蹤事項，藉以與醫護人員溝通，提供適當的全人照顧 

（二）膳食營養照顧—依據營養輸入途徑的評估，給予靜脈營養或腸道營養供

給。腸胃功能正常則給予腸道營養，分為管灌食或是由口進食，管灌食應

考慮灌食濃度及灌食方式，而由口進食則應考慮食物的可口性及病患的接

受性。老年的飲食習慣較不易改變，常因為味口重，而無法適應醫院飲食

的供應方式，以致減少食物攝取量。由研究報告指出：能自由攝食者，較

管灌食或由口補充者，有較好的營養。 

 

三、評估照顧品質如圖三 

      執行總評價--進行營養知識測試及飲食攝取評估，以瞭解個案認知程度及

攝取狀況，並協助解決問題，如結合社工人員、護理師等解決經濟或照顧之

問題，且定期篩檢老年病患的營養危機。在預防醫學的角度，尤其是急性期

老年病患的照顧，應考慮整體狀況，包含心理、意識障礙、病患認知以及病

患及家屬的合作度等，是需要醫療團隊的合作，以提供適當正確的健康營養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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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住院病人營養照顧流程 

 

 

 

 

 

 

 

 

 

 

 

 

 

 

圖二 營養照護步驟 

 

 

 

 

 

 

 

 

 

 

 

 

 

 

 

 

 

 

訂定營養照顧計畫與目標 

執行營養照顧 

查閱病歷 

訪視病人—瞭解進食狀況、飲食習慣、牙齒、

吞嚥能力及消化情形 

營養評估及飲食設計 

進行飲食修正或飲食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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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評估照顧品質 

 

 

 

 

 

 

 

 

 

 

1. 營養知識測試 

2. 老人飲食攝取評估 

解決執行問題—結合社工、護理

師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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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營養服務模式長期照護營養服務模式長期照護營養服務模式長期照護營養服務模式 
 

郭月霞營養師 

台大醫院營養部 

 

醫藥科技的發達，延長人類的壽命，也延緩人類的老化，因此，愈來愈多因

為生理上或心智上的疾病需要「長期照顧」的人，在過去，當病人需要長期照護

時，大多是由家人肩負起照護的責任，然而，隨著社會及家庭結構的變遷，長期

照護的模式也有了改變，選擇性也就相對增加，營養師在長照領域服務也耕耘了

一段時間，營養師在長照領域以什麼方式服務個案？先將病人分成兩階段 

 

住院時住院時住院時住院時：：：： 

每個醫院皆有營養師，個案有需要時，可以照會醫院營養師，營養師所做的

服務，如上述文章所述，營養篩檢，營養評估、營養計畫、執行、評價追蹤。出

院可提供出院後的飲食計畫教育、提供相關教育資料予患者攜回使用。 

 

出院時出院時出院時出院時：：：： 

1. 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小組，許多醫院都有提供「出院準備服務」之營養照顧等。

營養師會提供出院後的飲食計畫教育，或出院後營養支持供應的策略。如果

個案轉入機構，出院規劃紀錄會詳細清楚紀錄個案營養計劃，以供新入住的

長期機構參考。 

2. 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示範中心：目前政府在各縣市設立了長期照顧管理示

範中心，照顧管理師提供多方面的服務，其中一項乃協助轉介相關服務，並

追蹤轉介服務的品質與個案的狀況。照顧模式如下，以台北市為例：長照個

管師評估個案有營養服務的需求時，其單一窗口為台北市營養師公會，營養

師公會將依區域性轉介居家營養師出訪服務。居家營養師出訪模式為家訪兩

次，加上事後電訪兩次，3 個月內結案。如果結不了案可繼續再追蹤下去。 

3. 長照機構營養照顧：個案如果居住於養護機構，護理之家，呼吸治療中心，

目前政府相關單位也會針對機構做訪查、評鑑，且公佈結果，可以參考評等

作為選擇入住的依據。評鑑訪查標準亦訂定營養師人力配置、服務時數，營

養師服務的方向。 

 

長照營養服務方向如下長照營養服務方向如下長照營養服務方向如下長照營養服務方向如下 

(一)  膳食供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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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環菜單設計：建立普通飲食、治療飲食、流質飲食、點心等之循環菜單

及管灌飲食配方之設計。 

2. 執行採購及驗收：為了有效控制食物來源，宜執行採購及驗收工作規範，

以確保食材之品質。 

3. 供膳成本控制：有效規劃人力並控制成本。 

4. 衛生管理監督：包括製備之供膳場所的衛生及品質之管理。 

(二)   臨床營養支持： 

1. 營養評估，針對住戶進行營養篩檢及評估，包括體位測量，生化檢查，臨

床表徵及飲食攝取評估方法等。並記錄於病歷上，定期追蹤，以了解營養

指標變化情況。 

2. 營養支持：針對病患個人因為疾病、體型、性別、年齡、活動量、飲食習

性、宗教、禁忌、過敏等之特殊差別分析、設計個人化飲食。 

3. 營養諮詢：針對返家住民或日間照顧住民等進行飲食衛教，尤其應指導住

民、家屬及看護於離院後對個案飲食所應注意事項。 

(三)   營養教育訓練： 

1. 醫護人員教育：推廣醫護人員營養教育訓練。 

2. 餐廚人員訓練：包括食品裝備及服務人員之營養教育訓練，強化作業人員

個人衛生自主管理。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由於時代變遷，現今須長期照顧的病患在一入院時即應積極安排出院後的持

續照顧，配合出院準備服務的作業，營養人員在接獲轉介單時，應先確認個案是

否已納入營養照顧，若答案是肯定的，則持續原有照顧流程，直至出院前完成營

養照顧摘要，可供轉院或回到家中持續照顧依循使用，若是個案並未納入，則應

在接案後即積極實施完整之營養照顧，包括評估診斷、計畫執行、評價追蹤、病

歷記錄，出院前飲食計畫與教育，完成營養照顧摘要。病患健康狀況，機構營養

師應維持住民基本營養膳食；促進生活品質外，應以早期發現營養不良的個案，

予以積極的營養支持為宜，進而建立完善的供膳品管作業。長期照護不同於一般

之急性醫療，住民長時間居住於機構之中，仰賴機構提供的餐飲，所以供膳服務

必講求衛生及均衡的條件。至於需要飲食治療的慢性病患，更應提供適當的個別

化治療飲食，慢性疾病才得有效改善，營養狀況改善，褥瘡及感染旅下降，個案

住院率或住院時間也跟著降低。上訴所提，每一個環節均必需仰賴營養師確實的

執行與改進，才能給予個案正確的營養評估及適宜的餐點，確保住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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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之營養需求與營養照顧老人之營養需求與營養照顧老人之營養需求與營養照顧老人之營養需求與營養照顧 
 

陳珮蓉營養師 

台大醫院營養部 

 

老年人因生理機能退化，且通常合併多種慢性疾病，飲食營養照顧須特別謹

慎。生理機能退化方面包括：基礎代謝率下降、腸胃功能衰退、腎功能衰退等；

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腎臟病等。因此，營養需求將隨年齡增長而有

不同之需求。食物的選擇則需要因應咀嚼、吞嚥與消化吸收之功能而適度調整。

若同時罹患慢性疾病，則各種營養素也需要依據疾病狀況予以調整。老年人之營

養狀況可能因為攝取大於需求而有營養過剩、肥胖等問題；反之，也可能因為缺

乏妥善照顧者或經濟因素導致飲食攝取不足，而有營養不良的問題。老年人得感

染症，或中風老人褥瘡等病症是很常見的住院因素，良好的營養照顧得以輔助醫

療並縮減住院日數。 

 

老化與生理機能改變老化與生理機能改變老化與生理機能改變老化與生理機能改變 

1. 身體組成變化 

隨著年齡增長，身體肌肉組織逐年減少，預估每 10 年減少 5％。下肢肌肉

尤其較明顯，且減少較多的是無氧運動與相關肌耐力的白肌。因此年老雙腿無

力，行走活動功能障礙，影響老人生活品質。脂肪組織則反之容易增加，老人肥

胖也是常見的健康問題。身體水份以每 10 年約 0.3 L 的速度下降，老人若水份

攝取不足，容易有脫水現象。 

2. 基礎代謝率變化 

老人的基礎代謝率逐年下降，此與老人肌肉組織減少有關，加上身體活動減

少，預估 50 歲以後每日總熱量需求，每 10 年約減少 10％，80 歲以上的老人每

日總熱量約只需要 1200-1500 大卡。 

3. 食物消化代謝功能變化 

年老齒牙動搖，缺牙造成食物咀嚼困難，常造成肉類與蔬菜類攝取不足的情

況。紅肉類攝取不足，容易造成缺鐵性貧血；而蔬菜類攝取不足則容易導致便秘

等問題。老化以後味蕾數的減少造成味覺的改變，感覺食物無味道或有苦味，因

此沒有胃口而影響食慾；胃液及胰液等消化液分泌減少，另有胃排空慢、腸蠕動

差等問題，消化不良、脹氣或便秘的情形。疾病的纏身與心理的因素也都直接或

間接的影響到老人攝食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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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慢性疾病 

無法新生的組織包括腦、神經、肌肉與腎臟細胞，另外，細胞間結締組織彈

性減少。老人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同時腎功能衰退、骨質

疏鬆等也都隨年齡增長而惡化。這些慢性疾病皆需要治療飲食之調整或限制某些

食物，間接也會影響老人營養攝取狀況。 

 

老人營養需求與飲食建議老人營養需求與飲食建議老人營養需求與飲食建議老人營養需求與飲食建議 

1. 熱量需求約每日每公斤體重 30-35 大卡。體重過輕或過重者，熱量應適度調

整；另外，老人活動量可能差異很大，臥床老人需小心熱量過剩，造成肥胖

問題。住院老人需考量疾病狀態適度增加熱量供應，但需避免過多熱量造成

代謝的負擔，可詳細評估營養狀況或適度運用間接熱量測定儀（indirect 

calorimetry）以估算熱量需求。 

2. 蛋白質需求量約每日每公斤體重 0.8-1.0 公克。因高代謝壓力疾病住院者，

可能需增加至每日每公斤體重 1.0-1.5 公克。老年人常有慢性腎功能不全問

題，蛋白質供應量需適度調整以免加重腎臟負擔。食物選擇上，以質優而量

少為原則。奶類、優酪乳或優格、起司等除提供優質蛋白質外，同時富含鈣

質。魚類容易消化，尤其如鮭魚等深海魚類富含 ω-3 脂肪酸，有助於預防心

血管疾病。黃豆類也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不含膽固醇且含有異黃酮

(isoflavone)等具有保健效果。紅肉及蛋類宜適量，以避免攝取過多飽和脂肪

或膽固醇。 

3. 脂肪方面，約佔總熱量之 30%。但成分上，需注意低飽和脂肪酸及膽固醇、

高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及適量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可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 

4. 碳水化合物方面，約佔總熱量之 50-60%。老人應攝取足夠纖維質，至少 20

公克以上，以增加腸蠕動，預防便秘。食物應多選擇全穀類、新鮮蔬菜與水

果，同時應減少精緻糖類與糕餅西點類食品。 

5. 水分需求約每日每公斤體重 30 毫升，或以熱量每大卡 1 毫升估計之。老人

容易有吞嚥困難問題，喝液體食物容易嗆到，此類老人需小心水分攝取不足，

致脫水等問題。 

6. 維生素與礦物質方面，基本上，老人若攝取均衡飲食且每日超過 1000 大卡

以上，則主要維生素與礦物質除鈣質外，並不容易有缺乏問題，但是，老人

若因素食、偏食或因營養攝取與疾病問題，則可能缺乏某些營養素，需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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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飲食或給予補充劑。老人因味覺改變問題，需小心攝取過多鈉，健康飲食

對鈉的建議是每日 2400 毫克。另外，老人可能因健康食品或補充劑之攝取，

不乏高劑量之產品，選擇不當或多樣攝取且有重複成分物質時，有可能過量

造成身體傷害，此部份可參考衛生署公告之國人維生素與礦物質參考攝取量

及上限值。 

7. 綜上所述，老人之飲食原則如下： 

(1) 依據個別情況調整飲食計畫以達到防止營養不良、預防慢性疾病之目的。 

(2) 需能適應功能減退及因應罹患慢性疾病之飲食調整。 

(3) 少量多餐，適合消化功能不良者。 

(4) 採軟質、糊狀或流質烹調，以適應咀嚼與吞嚥功能之變化。也可以運用增

稠劑以製作糊狀飲食，減少吞嚥困難老人攝取流體飲食嗆到之危險性。 

(5) 新鮮衛生少加工食材，選取低油食材及採用低油烹調方法。 

(6) 低鹽烹調，減少鹽、醬油、味精及各式調味料之使用。 

(7) 少產氣食物，如整粒豆類、洋蔥等。 

(8) 少刺激性食物、濃茶或咖啡。 

(9) 視需要建議營養補充劑或特殊營養品，以改善攝取不足與營養不良等問題。 

(10) 安全且適當的攝食餐具與愉悅的進食環境。 

(11) 一般老人每日飲食建議攝取量如下表（資料來源：衛生署）： 

 

食物 

類別  
男、女性/不同活動強度＃  份量說明  

 女：低  

 

女：稍低  

男：低  

女：適度 

男：稍低 

男：適度  

 

 

 1450 1650 1900 2150  

五穀根

莖類

（碗） 

 

2.5 3 3.5 4 1 碗 = 飯 1 碗 = 麵 

2 碗 = 中型鏝頭 1 個 

= 薄片土司麵包 4 片  

 

 

奶類

（杯） 

 

1 1 1-2 1-2 1 杯 =240C.C.  

 

蛋豆魚

肉類

（份） 

3 3-4 3-4 3-4 1 份 = 熟的肉或家禽

或魚肉 30 公克（生重

約 1 兩，半個手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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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蛋 1 個 = 豆腐 1 

塊（ 4 小格）  

 

 

蔬菜類

（碟） 

 

3 3 3 4 1 碟 = 蔬菜 100 公克

（約 3 兩）  

 

水果類

（個） 

 

2 2 2 2 1 個 = 木瓜 1/2 個 = 

櫻桃 9 個  

 

油脂類 

＊（湯

匙）  

 

1.5-2 2 2.5 3 1 湯匙 =15 公克烹調

用油  

 

 

＃活動強度： 

低：大部分時間都坐著唸著、談話，部分時間會躺著看電視或欣賞音樂，並約有 1 

小時的散步等活動。 

稍低：大部分時間都坐著談話，有時會站著，如乘車、做家事、打麻將等，並有約

2 小時的步行。 

適度：日常活動強度與稍低者相同，但每日多從事一小時強度較強的活動，如快走、

騎腳踏車等。 

高：從事重物搬運、農漁業等站立姿勢且活動強度較強的工作。 

 

 

參考文獻與推薦讀物參考文獻與推薦讀物參考文獻與推薦讀物參考文獻與推薦讀物 

1. Bozzetti F: Nutritional issues in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patient. Crit Rev 

Oncol Hematol 2003; 48 :113-121. 

2. Mahan LK, Escott-Stump S: Krause’s Food, Nutrition ＆ Diet Therapy. 11th 

ed. Philadelphia: Saunders, 2004: 318-35. 

3. 行政院衛生署：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臺北：衛生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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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物理治療師之角色與功能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物理治療師之角色與功能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物理治療師之角色與功能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物理治療師之角色與功能 
 

  陳乃鈺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復健部物理治療技術科治療師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物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屬於預防醫學、治療醫學和復健醫學三大領域

中的醫療專業。物理治療師(簡稱 PT)基於科學原理，透過對病患身體功能的詳

盡檢查，以察覺與評估身體功能的狀況，選擇適當的治療方式以矯正、減輕因為

外傷、疾病所造成的疼痛問題以及功能障礙，並進一步提供預防受傷或障礙的方

法。所謂的「物理」，顧名思義是利用聲、光、水、冷、電、熱、力等的物理特

性，提供非侵入性的治療。介入方式可大致分為儀器治療、操作治療、運動治療

等。臨床上多將物理治療約略分為幾個次專業領域：骨科疾病物理治療、神經疾

病物理治療、兒童疾病物理治療、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此外，尚有其他的物

理治療次專科正在發展中，例如：老人物理治療、婦科物理治療、癌症物理治療、

職業傷害物理治療、燒燙傷物理治療、運動傷害物理治療、長期照護物理治療、

社區物理治療、居家物理治療等，而隨著社會結構高齡化的演變，其中的老人物

理治療更成為受人矚目的一項。老年族群的特性在於老化的過程中，其生理、心

理方面都會有明顯的變化，而多重的內科問題及慢性疾病都會使老人因為活動力

降低而造成的功能喪失比年輕族群來的嚴重。〔1〕在面對這類族群時，物理治療

的角色著重在以了解正常老化現象為前提，評估造成其功能下降的原因，並以維

持或促進其最大可能功能為目標，以全面性的思考並強調以功能性活動的方式來

介入；當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造成長期臥床的其他併發症之前先進行衛教，才

能更有效地預防功能活動下降的發生、維持心理的健康、並能保持較好的生活品

質。本文將簡介老人物理治療常用的檢查評估項目、治療的基本原則及治療項目。 

 

一般基本檢查一般基本檢查一般基本檢查一般基本檢查 
截至目前，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個案種類，包括腦中風、心血管疾病、慢

性阻塞性肺疾、巴金森氏症、肌肉骨骼疾患等，但事實上老年族群個案極少僅罹

患單一疾病，而是絕大部份同時具有多種系統的問題，因此增加了物理治療訓練

的困難度。另外照會物理治療的對象，有更多是因某些內科疾病急性發作、造成

個案臥床過久而產生的全身性體適能下降(deconditioning)狀況、還有具有跌倒

經驗或是被認為將來會發生跌倒危險的個案。若是前者屬於較為單純的情況，只

要絕對臥床的時間並不很久，通常在物理治療介入後幾週甚或幾天，就有機會回

復基本的行動能力或原本的活動能力。但是跌倒相關的處理和預防則需要更為完

整的評估，處理也更為複雜，除了一般例行的基本檢查，其他的檢查項目會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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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介紹。 

一般基本檢查項目如下： 

一、關節角度：可以量角器(goniometer)量測。 

二、肌肉張力(muscle tone)：以 MAS(Modified Ashworth Scale)分級。 

三、疼痛:以 VAS(Visual Analog Scale)定量。 

四、感覺：含體表觸覺(light touch)及本體感覺(proprioception)，記錄其為正常、

異常、完全缺損。 

五、肌力：以徒手肌力測驗(Manual Muscle Test)評分。 

六、基本功能活動：例如床上翻身、平躺至坐起、坐到站、床與椅子之間的轉位

等，分別記錄需要的協助為大量(maximum assistance)、中等(medium 

assistance)、輕微(minimum assistance)或完全依賴(dependent)、接觸保

護(contact guard)、近距離保護(close guard)、監督(supervision)、完全獨

立(independent)。 

七、平衡：包括靜態和動態的坐姿和站姿平衡，記錄其為好(good)、可(fair)或差

(poor)。 

八、行走：包括走平地、跨障礙物、走斜坡、上下階梯等，記錄是否需協助、所

持輔助器材為何、步態特性、可連續行走的距離或時間等。 

    若個案有其他如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等，則還需加上記錄其呼吸聲、痰量、是

否具功能性咳嗽等。 

 

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 
另外如前文所提，在照會物理治療的個案中，有大部份的老年個案具有跌倒

經驗，或在長期臥床後發生跌倒的機率提高；而跌倒常是造成老年族群活動能力

(mobility)降低、致病(morbidity)甚或死亡(mortality)的因素之一，而個人的活動

能力對其日常生活獨立性具有部份決定性，因此若能早期察覺其活動能力的異

常，將有利於發現造成跌倒的危險因子並決定介入處理的方式。其中肌肉骨骼系

統的改變，例如下肢無力、脊椎及下肢關節的退化、肌肉延展性下降等都可能造

成跌倒的危險性，評估方式如前所述；另外，平衡與步態的分析也能幫助找出是

否具有跌倒的危險性。〔2〕 

一般跌倒的評估應包括：〔3,4〕 

一、過去跌倒事件的資料搜集：發生時正在從事的活動為何、當時的環境、是否

同時發生頭暈等症狀、平時服用的藥物為何等。 

二、感覺(含視覺、本體感覺、前庭覺)、疼痛、肌力、關節角度等評估：評估方

式與一般基本檢查相同，但更著重下肢部份。  

三、功能取向的評估：〔4,5〕 

多以與平衡相關的活動項目為主。一般較常使用於老年人的評估方法如下： 

1. Tinetti Balance and Gait Evaluation or Performance-Oriented Mobility 

Assessment (POMA)：分成平衡及步態分析兩個部份，可用於預測跌倒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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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平衡部份共有 8 個項目，涵蓋靜態及動態的坐姿及站姿測試，並有坐站

姿轉換及 360 度轉身的功能測試，單一項目給分由 0 到 2 分不等，滿分 16

則表現最好。步態部份主要評估其起步、抬腳高度、步長、對稱性、連續性、

走路路徑、軀幹穩定、步寬等 8 項，每題 0 至 2 分，滿分 12 分。若整體總

得分小於 19 分，則被認為有高的跌倒機率。〔表 1〕 

2. Berg Balance Scale： 

項目多為日常生活任務取向，共 14 題，得分由 0 至 4 分，滿分 56 分，若

得分等於或小於 45 分則有較高的跌倒機率。〔表 2〕 

3. Timed Up and Go Test： 

可用於篩檢；請受試者從坐椅起身，往前直走 3 公尺後回轉再走回坐椅坐

下，記錄其花費時間；一般成人約花費 10 秒以內，老年人則可為 11 到 20

秒內，若超過 20 秒則須接受更進一步的平衡及步態評估。 

4. Functional Reach Test： 

請受試者站立於標有刻度尺的牆邊、靠牆側手臂平舉並伸直，請受試者在雙

腳不移動的狀況下盡量將手臂往前伸，計算其往前伸的距離；Duncan P.W.

等人在 1992 年提出不同性別及年齡會有不同表現，且若小於等於 6 吋則被

認為其活動能力及日常活動有受限且具有較高的跌倒機率。 

 

老人物理治療的介入原則老人物理治療的介入原則老人物理治療的介入原則老人物理治療的介入原則 
關於物理治療的介入處理和其他年齡層的患者一樣，老年患者的物理治療也

會依據不同的診斷進行不同的治療。但老年患者的特性為較多同時合併多重急慢

性內科疾患，因此物理治療針對此類病患具有一些一般原則：〔6〕 

一、必須具備全面性的考量，並熟悉老化過程及與老化有關的症狀。 

二、必須了解即便年齡相近，不同活動程度的老人其體能狀況也可能有很大差異。 

三、雖然年長，仍應提供足夠的訓練機會，使其能回復最大的功能。 

四、訓練方式應符合其需要的功能目標。 

另外，老年族群在學習方面具有某些特性，在提供物理治療時應注意： 

一、避免引起過度的憂慮。 

二、以任務取向(task-oriented)為主。 

三、以病患熟悉的活動或環境模擬進行。 

四、減少環境中易引起注意力不集中的干擾。 

五、提供足夠的重覆練習機會及技巧提示。 

六、提供立即練習或實際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機會。 

七、提高其參與動機；應同時考量本人的需求、親友的期許、其他鼓勵帶來的正

向回饋，並盡量降低生理、經濟、情緒、社會壓力的負面影響。 

 

常用治療方式常用治療方式常用治療方式常用治療方式 
除了一般原則外，物理治療目前較為強調以國際功能分類系統(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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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簡稱 ICF model)的概念來分析造成個案活動(activity)

能力下降的可能因素，應該包括身體功能及結構(body function/ structure)、實際

參與活動之情況(participation)、環境因素(environment factors)、個人因素

(personal factors)，而介入措施的選擇便是根據之前所介紹的評估方式評估後，

以此分析模式歸納，再訂出訓練目標及訓練計畫。以下列舉幾項造成老年族群活

動能力或行走能力下降的常見原因及治療方法：〔7〕 

一、關節角度受限：被動式關節活動、主動協助式關節活動、主動式關節活動、

伸展運動(stretching)、關節鬆動術(joint mobilization)、擺位(positioning)。 

二、疼痛：熱療(例如熱敷、短波、超音波、石蠟浴)、電療(例如干擾波、經皮神

經電刺激)、水療。 

三、感覺下降：感覺再訓練(體表觸覺、本體感覺等)、前庭再適應訓練、代償技

巧(compensation，當某種感覺完全喪失時，訓練其用其它較完整的感覺來

取代其部份能力；常見以視覺取代下降的本體感覺，以期仍能維持平衡) 。 

四、動作缺乏：以神經損傷的個案為主(例如中風患者)，可採誘發技術

(facilitation)、電刺激等。 

五、肌力不足：肌力訓練(視肌力程度選擇等長、等張、等速肌力訓練，或選擇

在不抗重力、抗重力姿勢下進行)、阻力訓練。 

六、耐力不足：心肺耐力訓練、肌耐力訓練(以低阻力、多重覆次數方式進行)。 

七、平衡下降：靜態及動態平衡訓練。常見單腳站立、雙腳前後站立(tandem or 

modified tandem standing)、軟墊或蹺蹺板站立、平衡訓練儀。 

八、日常活動執行困難：必須先確定可能造成的原因，例如關節角度不夠、肌力

不足，都可以分別利用上述相對應的方式處理，但還需考量的是有部份原因

或許是動作經驗的不足，因此還要實際應用於功能活動的進行。例如實際執

行翻身、從床上起身、坐到站、站到坐、轉位(transfer)等活動。 

九、行走能力下降：包括不同平面上的步行、不同方向的步行、行走輔具的使用

練習、步態矯正、上下階梯、跨障礙物等。 

十、輔具的評估及建議：輪椅的評估及操作訓練、鞋墊的評估及製作、行走輔具

的選擇及使用訓練。常用的行走輔具有： 

1.單柺類(cane)：嚴格分類又可依可否調整高度分為不可調式(standard cane, 

regular cane)和可調式(standard adjustable cane)等。使用時可降低對側腳

髖部外展肌所承受的力、提供部份穩定度及幫助平衡。但因單柺的受力面極

小，並不適用於單側下肢僅能部份承重或平衡能力嚴重不良的個案。它有某

些功能是在於提醒本人或外人注意行走狀況。 

2.四腳柺(quadricane，quadruped cane)：底部面積有大小不同，需視個案平

衡能力或行走地面(例如上下階梯時需考量是否可完全放置於階梯上)做選

擇。能提供比單柺更高的穩定度。 

3.助行器類(walker)：能提供最好的穩定性及安全感，但需雙手皆具有將助行

器拿離地面並往前放置的能力，若不具此種能力則可考慮附有輪子的(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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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或是可以左右分別移動式的助行器(reciprocal walker)；但附有輪子

的助行器會降低穩定度，並不適用於無法有效控制重心位置的個案。 

一般老人較少獨自居住，尤其目前社會中多數的家庭會另外聘請照顧者照 

顧老人的生活；或者是當預期老人獨居會有危險時治療師也會建議增加照顧者， 

不論是何種情況，老人物理治療都將教導照顧者列為重要的訓練項目之一，除 

了指導其安全地執行關節活動或轉位技巧外，更要讓他們熟悉個案真正的活動能 

力，避免過多的協助、以免增強個案的依賴甚至導致活動力再下降。另外，環境

因素也是必須考量的，當環境中的障礙物過多(包括不良的光線、濕滑的地面、

缺乏扶手的樓梯、過矮的坐椅等)成為活動能力降低的原因時，就必須考慮環境

的改造。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面對老年族群個案時，應掌握上述原則，執行有效的評估及治療。年齡的

增長的確造成身體各個系統的老化現象，但不代表這類族群缺乏進步的潛能，事

實上接受有效的物理治療訓練仍能改善其活動能力。另外仍應向個案本人及其家

屬或照顧者推廣的觀念是，盡可能的減少臥床時間、鼓勵老人保持主動參與日常

生活活動的習慣，將有助於維持其功能、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達到更健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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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Tinetti Balance and Gait Evaluation 

Balance 

Instructions: Participant is seated in a hard, armless chair. The following 

maneuvers are tested: 

Sitting balance 

        0= leans or slides in chair 

        1= steady, safe 

Arise 

        0= unable without help 

        1= able but uses arm to help 

        2= able without use of arms 

Attempts to arise 

        0= unable without help 

        1= able but requires more than one attempt 

        2= able to arise with one attempt 

Immediate standing balance ( first 5 seconds) 

        0= unsteady (stagger, moves feet, marked trunk sway) 

        1= steady but uses walker/cane or grabs other object for support 

        2= steady without walker or cane or other support 

Standing balance 

        0= unsteady 

        1= steady, but wide stance (medial heels > 4 inches apart) or uses 

cane/walker or other support 

        2= narrow stance without support  

Nudge (subject at maximum position with feet as close together as possible. 

Examiner pushes lightly) 

        0= begins to fall 

        1= stagger, grabs, but catches self 

        2= steady 

Eyes closed at maximum position 

        0= unsteady 

        1= steady 

Turn 360 degrees 

        0= discontinuous steps 

        1= continuous steps 

        0= unsteady (grabs, staggers) 

        1= steady 

Sit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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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unsafe (misjudged distance, falls into chair) 

        1= uses arm or not a smooth motion 

        2= safe, smooth motion 

     /16 BALANCE SCORE 

Gait 

Instructions: Participant stands with examiner, walks down hallway or across 

room, first at his or her usual pace, then back at a “rapid but safe” pace (using 

usual walking aid such as cane/walker) 

1. Initiation of gait (immediately after told to go) 

        0= any hesitancy or multiple attempts to start 

        1= no hesitancy 

2. Step length and height (right (R) foot swing) 

        0= does not pass left (L) stance foot with step 

        1= passes L stance foot 

        0= R foot does not clear floor completely with step 

        1= R foot completely clears floor 

3. Step length and height (left foot swing) 

        0= does not pass R stance foot with step 

        1= passes R stance foot 

        0= L foot does not clear floor completely with step 

        1= L foot completely clears floor 

4. Step symmetry 

        0= R and L step length not equal (estimate) 

        1= R and L step length appear equal 

5. Step continuity 

         0= stopping or discontinuity between steps 

         1= steps appear continuous 

6. Path (estimated in relation to floor tiles, 12 in. wide. Observe excursion of 

one foot over about 10 feet of course). 

         0= marked deviation 

         1= mild/moderate deviation or uses a walking aid 

         2= straight without walking aid 

7. Trunk 

         0= marked sway or uses walking aid 

         1= no sway but flexion of knees or back or spreads arms out while 

walking 

         2= no sway, no flexion, no use of arms and no walking aid 

8. Walk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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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heels apart 

         1= heels almost touching while walking 

      /12 GAIT SCORE 

      /28 TOTAL MOBILITY SCORE (BALANCE AND GAIT)  

  

表表表表 2.Berg Balance Scale 

1. Sit to Stand Instructions: Please stand up. Try not to use your hands for 

support. 

    0  Needs moderate or maximal assist to stand 

    1  Needs minimal assist to stand or to stabilize 

    2  Able to stand using hands after several tries 

    3  Able to stand independently using hands 

    4  Able to stand with no hands and stabilize independently 

2. Standing Unsupported Instructions: Stand for 2 minutes without holding. 

    0  Unable to stand 30 seconds unassisted 

    1  Needs several tries to stand 30 seconds unsupported 

    2  Able to stand 30 seconds unsupported 

    3  Able to stand 2 minutes with supervision 

    4  Able to stand safely for 2 minutes 

If subject is able to stand 2 minutes safely, score full marks for Sitting 

Unsupported, proceed to #4, Standing to Sitting. 

3. Sitting Unsupported with Feet on Floor Instructions: Sit with arms folded 2 

minutes. 

    0  Unable to sit without support for 10 seconds 

    1  Able to sit for 10 seconds 

    2  Able to sit for 30 seconds 

    3  Able to sit for 2 minutes under supervision 

    4  Able to sit safely and securely for 2 minutes 

4. Standing to Sitting Instructions: Please sit down. 

    0  Needs two people to assist or supervise to be safe 

    1  Needs assistance to sit 

    2  Uses back of legs against chair to control descent 

    3  Controls descent by using hands 

    4  Sits safely with minimal use of hands 

5. Transferring Instructions: Please move from chair to bed and back again. 

One way toward a seat with armrests and one way toward a seat without 

armrests. 

    0  Needs two people to assist or supervise to be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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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eeds one person to assist 

    2  Able to transfer with verbal cueing and/or supervision 

    3  Able to transfer safely with use of hands 

    4  Able to transfer safely with minor use of hands 

6. Standing Unsupported with Eyes Closed Instructions: Close your eyes and 

stand still for 10 seconds. 

    0  Needs help to keep from falling 

    1  Unable to keep eyes closed for 3 seconds 

    2  Able to stand for 3 seconds 

    3  Able to stand for 10 seconds with supervision 

    4  Able to stand for 10 seconds safely 

7. Standing Unsupported with Feet Together Instructions: Place your feet 

together and stand without holding. 

    0  Needs help to attain position and unable to hold for 15 seconds 

    1  Needs help to attain position but able to stand for 15 seconds with feet 

together 

    2  Able to place feet together independently but unable to hold for 30 

seconds 

    3  Able to place feet together independently and stand for 1 minute with 

supervision 

    4  Able to place feet together independently and stand for 1 minute safely 

The following items are to be performed while standing unsupported. 

8. Reaching Forward with Outstretched Arm Instructions: Lift arm to 90

∘.Stretch out your fingers and reach forward as far as you can. (Examiner 

places a yardstick at the end of the fingertips when arm is at 90∘.Fingers 

should not touch the ruler while reaching forward. The recorded measure is the 

distance forward that the fingers reach while the subject is in the most forward 

lean position.) 

    0  Needs help to keep from falling 

    1  Reaches forward but needs supervision 

    2  Can reach forward > 2 inches safely 

    3  Can reach forward > 5 inches safely 

    4  Can reach forward confidently > 10 inches safely 

9. Pick Up Object From the Floor Instructions: Pick up the object that is placed 

in front of your feet. 

    0  Unable to try/needs assistance to keep from falling 

    1  Unable to pick up and needs supervision while trying 

    2  Unable to pick up but reaches 1-2 inches from object and ke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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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independently 

    3  Able to pick up object but needs supervision 

    4  Able to pick up object safely and easily 

10. Turning To Look Over Left and Right Shoulders Instructions: Turn your 

upper body to look over your left shoulder. Repeat for right shoulder. 

    0  Needs assist to keep from falling 

    1  Needs supervision when turning 

    2  Turns sideways only but maintains balance 

    3  Looks behind one side only; other side shows less weight shift 

    4  Looks behind from both sides and weight shifts well 

11. Turn 360 ∘ Instructions: Turn completely in a full circle. Pause. Then turn 

a full circl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0  Needs assistance while turning 

    1  Needs close supervision or verbal cueing 

    2  Able to turn 360 ∘ safely but slowly 

    3  Able to turn360 ∘ safely one side only < 4 seconds 

    4  Able to turn 360 ∘ safely in < 4 seconds each side 

Dynamic weight shifting while standing unsupported 

12. Count Number of Times Step Touch Measured Stool Instructions: Place 

each foot alternately on the stool. Continue until each foot has touched the 

stool four times. 

    0  Needs assistance to keep from falling/unable to try 

    1  Able to complete > 2 steps; needs minimal assist 

    2  Able to complete 4 steps without aid with supervision 

    3  Able to stand independently and complete 8 steps > 20 seconds 

    4  Able to stand independently and safely and completes 8 steps in 20 

seconds 

13. Standing Unsupported One Foot In Front Instructions:(demonstrate to 

subject) Place one foot directly in front of the other.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not 

place your foot directly in front, try to step far enough ahead that the heel of 

your forward foot is ahead of the toes of the other foot. 

    0  Loses balance while stepping or standing 

    1  Needs help to step but can hold for 15 seconds 

    2  Able to take small step independently and hold for 30 seconds 

    3  Able to place foot ahead of other independently and hold for 30 

seconds 

    4  Able to place foot tandem independently and hold for 30 seconds 

14. Standing On One Leg Instructions: Stand on one leg as long as you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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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holding. 

    0  Unable to try or needs assistance to prevent fall 

    1  Tries to lift leg, unable to hold 3 seconds but remains standing 

independently 

    2  Able to lift leg, independently and hold ≥ 3 seconds 

    3  Able to lift leg independently and hold 5-10 seconds 

    4  Able to lift leg independently and hold > 10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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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職能治療職能治療職能治療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 
 

巫怡萱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復健部職能治療師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趨勢與特徵

[1]。台灣地區早在 1994 年就跨越了老化國家(aging country)的門檻，而依據行

政院經建會的推估，預計於 2020 年時就會高達 14%，將進一步進入老人國家

(aged country)的行列[1]。因此，台灣的老人照護與世界各國一般，是目前必須

面對的重大議題；而要完整地處理老人疾病與問題，必須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作為

照顧老年病患的主要模式[1]。老年醫學照護團隊的成員應包括老年醫學專科醫

師、具老年醫學專業的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

會工作員、營養師、臨床藥師、臨床心理師、志工及宗教人員等[1,2]。本文的

主旨是說明職能治療與老人照護之間的關係，並將依序介紹職能治療在老年醫

學照護團隊中的主要目標、服務對象、角色與功能、常用之評估工具、方法、服

務內容與介入措施等。 

 

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主要目標與服務對象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主要目標與服務對象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主要目標與服務對象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主要目標與服務對象：：：： 
職能治療在老人照護主要的目標為評估老人因正常老化、疾病、受傷或發展

失常等造成在日常生活、工作及休閒功能等方面無法獨立之影響；運用目的性的

活動作為主要的介入模式，增進老人生理、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健康；維持、發

展或重建老人日常生活、工作、休閒及社會化功能；預防疾病，矯治殘障；協助

社會適應與增加生產力，以提昇生活品質與健康[3-5]。 

在多元化的老人照護服務中，職能治療主要的服務對象包括生理疾患(如腦

中風、脊髓損傷、腫瘤、頭部創傷、燒燙傷、手部外傷、截肢、神經病變、心臟

疾病、失智症、髖關節置換者、巴金森氏症等)；精神疾患(如憂鬱症、躁鬱症、

精神分裂症等)；安養殘障老人或一般正常老人等[4]。 

 

一、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的角色與功能： 

一般而言，職能治療師在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如下所述： 

1. 評估與計劃者：篩選並提供生理、認知、心理社會功能的評估，依照老人能

力擬定個別化的治療計劃、處理方案、參與不同之個別或團體活動等[4,5]。 

2. 治療計劃執行者：設計及主持老人個別或團體活動，包括生理、認知、心理

社會功能的訓練；休閒娛樂、工作能力與日常生活活動的訓練；副木製作與

輔具之設計、訓練、及資源提供；居家、社區、工作等環境評估與改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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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動的安排、拓展，與興趣的培養等[4,5]。 

3. 監督者：監督老人個別、團體活動或復健護理計劃的執行[4,5]。 

4. 諮詢者：諮詢老人個別、團體活動或復健護理計劃的設計；諮詢老人日常生

活活動中輔具的使用或環境的改造；諮詢老人生理、認知、心理社會功能的

狀況[4,5]。 

5. 教學者：教導其他相關專業及非專業人員有關老人復健的概念、輔具的使

用、及環境調整的方式及理由；訓練個別、團體活動或復健護理計劃的相關

工作人員；訓練老人之護理人員或主要照顧者(如看護或家屬)關節保護、工

作簡化、及節省體力的相關方法與原則[4,5]。 

6. 協調與管理者：極少數的職能治療師可充當老人照護團隊的管理者，決定老

人的入出院、復健或其他服務內容[4,5]。 

 

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工具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工具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工具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工具：：：： 
在參考老人照護職能治療之文獻[4,6]與作者的臨床實務經驗後發現，應用於

老人職能治療的評估工具甚多且基於版權問題，在此僅介紹具代表性的四種標準

化評估工具供作參考： 

1. 中風病人姿勢控制量表 (The Postural Assessment Scale for Stroke 

Patients, PASS)： 

可用來評估老人的平衡能力，項目內容主要包括老人在站立、坐姿、平

躺等姿勢維持或姿勢轉換的平衡能力。PASS可分成12個項目，評分為4點

量尺，每個項目評分為0到3分，總分為36分；分數愈高，代表能力愈好[7]。 

2. 簡式智力測驗(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 

可用來評估老人的認知功能，是目前最常被使用於社區成人的認知篩檢

工具。MMSE 原始量表共包含11題，總分30分，常用界斷分數為23分(即

患者得分23分或23分以下表示有認知缺損的問題)；施測時間約需5-10分

鐘。量表主要評量認知的五大層面包括定向感、訊息登錄、注意力與簡單計

算、回憶、及語言與建構能力等[8]。 

3. 巴氏量表( Barthel Index，BI )： 

可用來評估老人的基本日常生活功能(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BADL)，為國內外廣泛使用之日常生活功能評估工具。BI共分成十項來評量

老人之自我照顧(self-care)功能；老人於各項得分可加總累積，最低0分，最

高100分；分數愈高代表日常生活功能愈獨立[9]。 

4. 芙蘭切活動量表(The Frenchay Activities Index, FAI )： 

可用來評估老人的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主要為評量老人過去三個月至半年間的生活型態(包含家務

事、休閒/工作及戶外活動等)。由評量結果得知老人從事室內及戶外之活動

頻率，各項分數為0-3分(活動頻率愈高者得分愈高)，總分為0-45分，分數

愈高代表能力愈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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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方法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方法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方法職能治療在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常用之評估方法、、、、服務內容與介入措服務內容與介入措服務內容與介入措服務內容與介入措

施施施施：：：： 
    在評估方法與介入措施方面，由於老人照護涵蓋的層面甚廣，包括急慢性醫

療照護及長期照護[11]；故以下將依不同階段的老人需求作分類，逐一介紹其職

能治療照護服務的重點。 

1. 職能治療與老人急慢性醫療照護： 

所謂急慢性醫療照護包括急性醫療院所(如急性醫院)與慢性醫療院所(如復

健醫院或慢性醫院) [11]。故老人醫療照護職能治療主要分為急性與慢性照護職

能治療兩種，茲分別介紹如下： 

(1)急性照護職能治療： 

急性照護職能治療的對象通常為加護病房或仍在疾病急性期的老人，此

階段職能治療可提供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項： 

� 副木製作：經醫師的轉介，由職能治療師製作合適的擺位或功能性副

木；目的在老人因疾病須長期臥床或無法主動活動其肢體時，將關節保

持在正確姿勢，避免進一步關節攣縮或變形，以維持其功能。同時在副

木完成後，職能治療師會教導護士或其主要照顧者正確的穿戴原則；包

括每穿戴兩小時後休息半小時，並幫老人做被動關節活動，隨時注意有

無壓迫點，以維持皮膚的完整性等[4,12]。 

� 職能治療評估與治療：職能治療師先由病歷與老人或家屬面談收集基本

資料，再運用觀察及相關的評估工具分析其能力與確認主要問題。因老

人仍處急性期，需隨時注意生命徵兆，故急性期的職能治療訓練常在病

床邊執行，包括提供床上被動及主動協助性關節活動訓練；提高老人警

醒度；床上擺位與翻身技巧訓練，以維持皮膚完整性，避免褥瘡產生；

床邊坐起訓練，以克服姿勢性低血壓，並逐步增加耐力；移位訓練；床

邊執行簡易日常生活活動；輪椅活動；及主要照顧者的衛教等[4,12]。 

� 結案準備：當急性治療即將終止時需作結案的準備，協助老人決定適當

的安置場所；如轉介至復健病房或慢性醫院繼續接受積極復健治療，接

受門診追蹤復健治療，回到原本的住家，或轉介至長期照護機構等。再

依安置場所的不同，提供包括居家、社區及工作等相關活動的環境評估

與改造；教導老人的家屬或主要照顧者相關的照護知識和技巧；給予居

家日常生活活動的訓練計畫以維持或增進功能等[4,12]。 

(2)慢性照護職能治療： 

慢性照護職能治療的對象通常為疾病的恢復、維持或復原期的老人，此

階段職能治療可提供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項： 

� 職能治療評估與治療：此階段的老人能力趨於穩定，因此評估會比急性

期更仔細與完整；包括以全人的觀點評估老人生理、認知與社會心理的

功能及日常生活活動能力，之後將評估結果與老人及家屬一起討論，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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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初步的治療目標及提供相關的治療計畫(如提供上肢動作、手功能、

坐站平衡、感覺、知覺與認知功能訓練等)。在治療過程中需定期對老

人的表現及問題做再評估，並根據再評估的結果修正治療的目標和計

畫，以確保職能治療的服務切合老人的需求。由於此階段的重點是以「增

進基本能力」為導向，故訓練的特色為由職能治療師提供治療技術，遵

循治療師之治療原則來使用職能治療室的設備或模擬情境加強練習，治

療頻率較完整且密集(如住院期間可安排一星期五次的職能治療訓練)

等[4,12]。 

� 透過居家、社區或工作環境的評估與改造，副木製作與輔具之設計、訓

練，及資源提供等；增進老人日常生活活動、工作與休閒娛樂等的功能

表現[4,12]。 

� 結案準備：當慢性治療即將終止時需作結案的準備，此時的重點與以上

急性期所提雷同，唯一的不同是安置場所將是離開醫療院所的醫療照

護，回到原本的住家或轉介至長期照護機構等；此時需擬訂定期的追蹤

計畫，確認老人能回歸並適應之後的長期照護體系[4,12]。 

 

2. 職能治療與老人長期照護 

所謂老人長期照護體系包括社區、居家與機構式照護等三種。職能治療在長

期照護體系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老人的日常生活功能，促使老人參與有意義的活

動，保持適度的警覺性及活動程度，減緩身心功能的退化[13,14]；依階段分別介

紹如下： 

(1)社區照護職能治療： 

所謂的社區式照護包括日間照護、日間社區臨托、交通服務、喘息照護

(respite care)等[1,15]。  

以日間照護(如接受門診或社區健康中心追蹤治療)與社區巡迴職能治療為例；首

先進行職能治療評估，與社區住民共同擬定社區復健計劃及目標，並提供有關職

能治療之諮詢。其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 促進老人適應居家與社區生活環境，提昇居家及社區生活之獨立性

[15]。 

� 提供易親近且便利之復健保健服務。宣導預防與保健概念[15]。 

� 增加老人之獨立性，提供適切支援，減少照護者負擔[15]。 

� 促進老人之身心健康、維持良好生活功能[15]。 

� 教導家屬及照顧者居家復健及照護之正確技巧。[15] 

� 透過無障礙居家環境之建置，增進老人之最大獨立性及照顧者之照顧便

利性[15]。 

 

(2)居家照護職能治療： 

所謂的居家式照護包括居家護理/復健、居家臨托、在宅服務（家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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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修繕、送膳服務等[1,16]。 

以目前最常執行的居家職能治療為例，其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

項： 

� 評估老人執行日常活動的能力與障礙[16]。 

� 提供基本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之訓練與指導；強調以安全

為前提，預防意外的發生(常見的意外如跌倒的預防)；逐步依老人

進步調適情況做調整，使老人熟練日常生活活動，並成為生活作

息的一部分[16]。 

� 促使回歸社區之各項訓練，包括社交活動的鼓勵、安排與設計；外出訓

練；工作能力評估與準備訓練等[16]。 

� 輔具需求的評估、建議與製作，及相關資源如廠商/租借中心，申請補

助法規與流程的資訊提供[16]。 

� 一般性認知功能評估與訓練[16]。 

� 居家、社區或工作環境評估與改造[16]。 

� 上肢、手功能及平衡功能訓練[16]。 

� 副木製作及諮詢[16]。 

� 指導家屬及照護者正確復健概念與技巧[16]。 

居家與醫院最大的不同在於居家治療方式主要是以「增進生活功能恢

復與適應」為導向；訓練的特色為職能治療師在真實的居家生活情境中，

找出老人可行，且最能發揮其潛能之方法，及對他有意義、符合社會角色

或功能的活動。例如教導改變使用的物品或做事的方法、運用輔具的技巧

與環境改造等代償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16]。由於治療頻率比醫院少(如目

前台北市居家職能治療僅有每月兩次的訓練)，居家職能治療主要的目標包

括以下幾項： 

� 協助老人增進及發揮既有潛力[16]。 

� 在有限的能力下適應殘障與環境[16]。 

� 使老人仍能參與日常活動，建立其能力及自信[16]。 

� 儘可能讓老人執行其角色，發展生活目標[16]。 

� 培養老人積極的生活態度，以進而提昇健康及安適感[16]。 

� 延長老人居家生活時間，以減輕照護者負擔，提供適當之支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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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期照護機構職能治療： 

所謂的機構式照護包括如護理之家、安養/護機構、教養院及機構臨托等[1]。

長期照護機構與醫院最大的不同是醫院著重在治療，而機構主要目的是在維持功

能和社會支持[17,18]。因此，職能治療在長期照護機構主要的目標包括以下幾項： 

� 調整住民在輪椅、床上的姿勢及製作副木以防止攣縮及壓瘡的發生

[17,18]。 

� 提供適當感覺刺激(視覺及前庭刺激)，以防止長期不動之併發症或不適

感[17,18]。 

� 恢復維持或增進日常生活處理技巧，發展個人生活目標，培養積極的生

活態度[17,18]。 

� 建立住民能力感及自信心，提供對於住民有意義的工作、休閒娛樂及社

交活動[17,18]。 

� 協助面對與解決因為長期能力障礙所造成的生理及情緒上的影響，並減

緩生理能力惡化的速度[17,18]。 

� 提昇或維持住民之生活能力及生活品質，設計及安排個別或團體活動

[17,18]。 

� 藉由無障礙空間的設計及生活環境的改造與調整、輔具的設計與訓練和

社區資源及服務的運用，增進增進住民的獨立性、安全性及便利性

[17,18]。 

� 與其他相關專業與非專業人員之教育與溝通，包括床上擺位與翻身技

巧、移位訓練、輪椅活動、日常活動執行方法、輔具與副木相關資訊、

環境建議、約束方式、跌倒預防、工作人員關節保護與節省體能技巧等

[17,18]。 

長期照護機構職能治療的對象是經由醫師、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的轉

介；如果機構內有聘用職能治療師，也可由此職能治療師做定期的篩選，選擇適

合治療的住民[17]。此階段職能治療可提供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兩項： 

� 職能治療評估與治療：由職能治療師進行住民生理、心理、社會功能的

評估，及其他自我照顧活動、移動能力、活動興趣、娛樂生產性活動等

的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住民對活動的喜好等，決定及設計每日的個

別或團體活動。活動的設計必須是對住民有意義、具挑戰性，且能提供

適當的社交及與外界接觸的活動（包括生產性活動、休閒娛樂活動及社

交團體活動等）；常用的活動如討論式的團體活動、感覺刺激活動（如

手工藝、烹飪、家務、洗衣等）、音樂活動、運動與體能活動、社交活

動（如打麻將、生日會等）、藝文活動（如繪圖、電影欣賞等）、逛街購

物、園藝、宗教活動等[17,18]。 

� 職能治療介入的原則及方法：職能治療師必須和住民建立互信合作的關

係；聽住民說，並找出其最希望得到幫助的職能活動；可由家人或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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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瞭解個案過去的興趣、嗜好、經驗或特點，找出可建立關係的活動；

設法運用自己和住民的關係影響個案(use of self)；同時，瞭解住民(聽

個案說故事)，包括興趣、嗜好、期望、相關的人、事、物及環境等[17]。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以上得知，職能治療不論在老人急慢性或長期照護體系中，均能提供完整

且多面性的服務，故是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員[18]。同時，隨著我

國邁向老人國家，未來此團隊需努力的方向為藉由彼此專業間的定期合作、互動

與相互溝通(如定期舉行病患討論會)等，共同擬定合適的介入目標與執行治療計

畫，預測其預後並追蹤其效果，視其成效而隨時予以修正等。期望經由團隊系統

性的評估與治療，能提昇老人照護的服務效益，增進其生活品質與功能，使老人

照護更臻於完善[2]。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李世代：第五章老年人健康問題的特徵。老年醫學(一)，老年照護與老化之

一般原則。台北：台灣老年醫學會，2003：97-115。 

2. 張家銘、蔡智能：老年人之周全性評估。台灣醫學2003；7：364-374。 

3. Crabtree, J.L: Occupational Therapy's New Mandate: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elderly.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1991; 45(7): 

583-584. 

4. Davis, L. J. & Kirkland, M. (Eds.): ROTE: The role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with the elderly. Rockville, MD 1988: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5. Rogers, J. C: Roles and functions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long-term care: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activity program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83; 37, 807-810. 

6. Kiernat, J. M.: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the older adult: A clinical manual 

Gaithersburg, MD1991: An Aspen Publication. 

7. 王淳厚、毛慧芬、薛漪平、謝清麟：中風病人姿勢控制量表之心理計量特性。

台灣醫學2002；6：474-482。 

8. 古佳苓、薛漪平：中風患者認知篩檢工具之心理計量特性比較。台灣醫學

2005；9：548-555。 

9. Mahoney FI, Barthel DW. Functional evaluation: Barthel index. Maryland 

State Medical Journal 1965; 14: 61-65. 

10. 謝清麟：芙蘭切活動量表之信度及效度驗證。慈濟醫學雜誌1997；9：

123-130。 

11. Lewis, S. C.: Elder care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Thorofare, New Jersey 



 

 127 

 

1989: SLACK incorporated. 

12. 薛漪平：職能治療師在長期性治療醫院的工作簡介。職能治療學會雜誌

1989；7：43-48。 

13.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Facts about Occupational 

therapy services in long-term care. Rockville, Maryland1990: Americ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ociation, Inc. 

14. Hasselkus, RB, Dickie, VA., & Gregory, C: Geriatric occupational therapy: 

The uncertain ideology of long-term ca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1997;51 ,132- 139. 

15. 毛慧芬：第六章第二節:社區職能治療。長期照護實務，陳惠姿總校訂。台北：

永大書局，2002。 

16. 毛慧芬、許君強、陳麗華、葉金川、謝碧麗：居家職能治療之模式建立與成

效評估，委託計畫期末報告，台北市政府衛生局，2002。 

17. 羅鈞令、毛慧芬、蔡宜蓉等：長期照護機構職能治療服務模式之發展。職能

治療學會雜誌2002；20：118-126。 

18. 蔡宜蓉、陳健智、張志仲：老人長期照護機構中之職能治療現況調查一以高

雄市為樣本。職能治療學會雜誌2000；18：34-45。 

 



 

 128 

 

語言治療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語言治療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語言治療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語言治療師於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角色與功能 
 

李瑜眞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復健部語言治療師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台灣人口年齡層分布，已經有越來越高的老年人口

比例，因此老年人疾病也越來越受重視。然而在多元且完善的醫療照護團隊裡，

包含了復健語言治療一環，本篇就以語言治療師在老年醫學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提供的服務來加以介紹。 

 

語言治療師所扮演的角色與服務語言治療師所扮演的角色與服務語言治療師所扮演的角色與服務語言治療師所扮演的角色與服務 
病患如有語言或吞嚥障礙，則需要語言治療師訓練其溝通能力及吞嚥功能。

語言治療師需評估病患的語言理解、語言表達、構音、語暢、嗓音、共鳴、溝通

互動，以及吞嚥能力，並根據評估結果，擬定適合病患的個別治療計畫，並進行

語言與吞嚥復鍵的治療與訓練。 

除了為病患的評估與治療，也必需對病患的家屬與照顧者諮商，進行相關

復健與預後(prognosis)的衛教，給予家屬與照顧者建議，提供適合病患居家溝通

互動與復建訓練之活動。 

 

老年疾病中常見之語言與吞嚥障礙老年疾病中常見之語言與吞嚥障礙老年疾病中常見之語言與吞嚥障礙老年疾病中常見之語言與吞嚥障礙 

老年疾病中，常轉介於語言治療師的病患裡，包含了語言障礙與吞嚥障礙

(dysphagia)。常見的語言障礙包含有失語症(aphasia)、吶吃(dysarthria)、言語

失用症(apraxia of speech)、音聲障礙(voice disorders)。 

以病因學的角度來看，語言障礙與吞嚥障礙常見於老年疾病中的中風

(stroke)、創傷性腦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退化性疾病(progressive disease，

如：巴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多發硬化症、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等)、頭

頸部腫瘤(head and neck tumors，如：鼻咽癌、舌癌、喉癌…等)、腦瘤(brain 

tumor)、失智症(dementia)、聲帶異常(vocal fold abnormalities，如：聲帶萎縮、

聲帶麻痺…等)、呼吸障礙(respiratory disorders)、老年性失聰(presbyacusis)。

而(表 1)可參考各老年疾病中，可能發生吞嚥障礙與語言障礙類別(有可能包含一

個或以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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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常見老年疾病可能的語言與吞嚥障礙 

 失語症 吶吃 言語失用症 音聲障礙 吞嚥障礙 

中風 ＊ ＊ ＊ ＊ ＊ 

創傷性腦傷 ＊ ＊ ＊ ＊ ＊ 

巴金森氏症  ＊  ＊ ＊ 

阿茲海默症 ＊    ＊ 

多發硬化症  ＊  ＊ ＊ 

肌萎縮脊髓

側索硬化症 

 ＊  ＊ ＊ 

鼻咽癌  ＊  ＊ ＊ 

      (續表一) 

 失語症 吶吃 言語失用症 音聲障礙 吞嚥障礙 

喉癌    ＊ ＊ 

舌癌  ＊   ＊ 

腦瘤 ＊ ＊ ＊  ＊ 

失智症 ＊    ＊ 

聲帶萎縮    ＊ ＊ 

聲帶麻痺    ＊ ＊ 

呼吸障礙  ＊  ＊ ＊ 

(＊代表可能發生的障礙，內容整理於[2]、[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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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種相關語言障礙與吞嚥障礙的常用評估方法、工具，與介入措施，

將在以下部分稍做簡介。 

 

失語症失語症失語症失語症(aphasia) 

1. 常用之評估方法、工具 

失語症的發生是在大腦語言區喪失了原有的語言與溝通能力，其影響

包含了患者的聽、說、讀、寫等語言能力[1]。而失語症常因為中風、車禍、

腦瘤等原因引起，在腦傷之前，這些看似平常、可輕鬆完成的溝通互動，

在腦傷之後，可能對於日常簡單對話都難以理解或回應，其心理層面的影

響，對患者與家屬來說是個相當大的打擊，往往需要一段時間的心理調適

[2]。所以當我們面對失語症病患時，應多以正面鼓勵的態度來協助他們積

極地參與復健的訓練課程。 

失語症評估的內容除了參考病人疾病史、腦部神經學檢查以確定病灶

位置大小與類型之外，語言評估方面，中文正式的失語症評估測驗有：《榮

總失語症測驗》（陳紹祖、曾進興、鍾玉美，民 83）、《簡明失語症測驗》（鍾

玉梅、李淑娥、張妙鄉，民 87）、《波士頓失語症測驗中文版》（李淑娥、

呂菁菁、鍾玉梅等，民 83）、《漢語失語症檢查法》（王新德、高素榮，民

77；高素榮等，民 81）、《廣東話失語症測驗》（Yiu，1992）、《波士頓失語

症測驗台灣閩南語版》（曾志朗、呂菁菁，民 83）[1]。每個測驗都有其特

殊的優點，但都包含了聽覺理解、口語表達、閱讀理解、書寫表達的部分，

來評估病患之語言能力： 

(1) 聽覺理解：包含人/物品名稱與功能、指令理解、是非問句理解，

複雜句理解…等。 

(2) 口語表達：人/物品名稱與功能命名、簡單應答回應、仿說詞彙/

句子、看圖描述、發表想法…等。 

(3) 閱讀理解：詞彙理解、短文理解…等。 

(4) 書寫表達：自發性書寫姓名/住址、聽寫字/詞彙、看圖寫詞彙/句

子…等。[1] 

失語症的分類，以語言的控制中樞之前後區來分，可分為語言前

區障礙的「表達性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a)或「運動型失語症」

(motor aphasia)，以及語言後區障礙的「接受性失語症」(receptive 

aphasia)或「感覺型失語症」(sensory aphasia) [3][4]。然而表達性失

語症的語言特質為非流暢類型(nonfluent)，這類病患的語言理解較

佳，大部分可以了解別人所說的話，但是語言表達較差，沒有辦法流

暢的表達自己的意思，常有語法不完整，說話費力，說話速度慢，所

表達的話語多為詞彙或短語，有固持的現象。接受性失語症的語言特

質為流暢型(fluent)，這類病患語言表達的流暢度較佳，有完整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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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句的長度較通常超過四個字，說話不費力，說話速度正常，但

是語言理解不佳，無法了解別人所說的內容，常常有答非所問、胡言

亂語、對話內容空洞的情形[3][4]。 

若是病患語言中樞區有廣泛性的受損，導致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

接皆有嚴重的障礙，稱為「全面性失語症」（global aphasia），很多

病患在剛發病時，會出現全面性失語症的狀況，隨著漸漸地自發性恢

復以及語言復健治療，會逐漸慢慢好轉，除非腦傷的程度與範圍過

大，才會長期停滯於全面性失語症[3][4]。 

2. 介入措施介紹 

語言治療的介入可以在病患生理狀況穩定，且能會見訪客時，即可以

開始語言評估與復健[2]。一開始時，可以利用簡單的自我介紹與對話，來

初步了解病患的語言理解語表達能力。而語言治療介入應依病患的各項語

言能力，由易入難，循序漸進，與病患治療與互動時，說話速度不可過快，

避免催促病患回應或及早給予提示，以免增加病患的挫折感，應給予病患

充分的時間聽、說、思考、選擇、反應[5]。治療與互動的內容，應以患者

的興趣與日常生活需求為主，這樣才能激發病患治療與互動的動機。當病

患主動表達或有所回應時，應多給予鼓勵與讚賞，當病患反應錯誤時，只

需委婉說出正確答案，不需指出或解釋錯誤，減少病人的沮喪。在治療時

給予病患多樣化的刺激模式，綜合不同的教具，藉由多感官的刺激模式(聽、

視、觸、嗅覺…等)，激發病患語言理解與表達的反應[5]。必要的時候設計

符合病患使用的輔具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來協助溝通和促進語言能力的恢復[1]。 

 

吶吃症吶吃症吶吃症吶吃症(dysarthria) 

1. 常用之評估方法、工具 

吶吃為大腦皮質以下中樞或周圍神經受到損傷，導致說話肌肉群張力

異常[6]。此類病患內在的語言能力是正常的，只在語音表達上有障

礙，受影響的層面包含了呼吸、發聲、共鳴、構音、節律，其語音

的錯誤類型一致，多以清晰度與說話節律受到影響為主，語音特質

為語音含糊不清、共鳴異常、語句較短，讓聽者難以理解[7]。 

評估吶吃病患的言語肌肉群功能時，需注意放鬆時、靜態動作時、運

動時的狀態，來了解這些言語肌肉群是否有麻痺、衰弱、不協調、張力異

常、萎縮的情形。其主要觀察的部位有：顏面、雙唇、舌頭、腭咽、聲帶，

評估時會要求病患做些特定的動作，如：張口、閉口、噘嘴、微笑、伸舌、

舔唇、咬合、鼓脹臉頰、吹氣…等，觀察這些部位是否對稱，肌肉張力是

否正常，並要求病人連續發母音/a/，傾聽病患之音質、音量、音調、平穩

性以及發聲的時限。同時在與病人自由交談間錄下病人語音樣本，進行言

談分析，以了解病患語音障礙之類型，供制定言語復健計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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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入措施介紹 

吶吃症的言語治療，構音清晰度方面，應建議病患放慢說話速度，加

強言語肌肉群的靈活度訓練，有靈活的言語肌肉群，在說話動作的協調方

面會改善，構音清晰度可藉此提升，語言治療師會幫病患設定所需的動作

訓練，並針對病患錯誤的字音，加以指導正確的發音位置與方法，利用高

密集度的練習，增加語音的清晰度。呼吸發聲方面，應訓練病患呼氣的氣

流控制，讓氣流平緩穩定的釋出，並控制言語字數，避免用氣不當或氣流

不足現象，協助病患在聲調、音量變化的控制與改善音質。 

除了早期發現及早治療與鼓勵加強病人治療的動機之外，需教導病患

自我察覺與調整的能力，病患需學習傾聽自己言語，辨別其清晰

度、音質、音量…等，隨時調整說話速度以及構音正確度，而語言

治療師需隨時提醒病患，提供言語清晰度改善上的方法與建議。 

 

言語失用症言語失用症言語失用症言語失用症(apraxia of speech) 

1. 常用之評估方法、工具 

言語失用症是因為大腦左側區域性的皮質受損，導致神經系統高層次

的動作計畫功能失調，此類病患內在的語言能力是正常的，只在語音表達

上有障礙[6]。言語的特徵為雖然言語肌肉群功能是正常的，卻無法自主地

控制口腔肌肉動作，無法說出正確的語音，其語音的錯誤不一致，病患有

自覺會試圖自我矯正[9]。 

言語失用症的評估與吶吃症相仿，但不同在連續輪替用動的測驗中，

言語失用症的病患有困難，往往在變換語音的時候有中斷、省略、

錯位情形，會出現掙扎且不一致的語音錯誤[8]。 

2. 介入措施介紹 

言語失用症的治療目標是幫病患重獲正確控制言語動作的能力。其治

療時必須直接給予每個音的構音方法、位置、以及程序，在意識控

制下來進行構音動作的組合，來說出所要說的語音[6]。語言治療師

需依病患的嚴重度來設計復健的課程，包含從誘導發聲、口腔動作

控制、常用的口語回應、語音練習。 

介入的原則以由易入難，漸進練習，由字入句，由自動回應至自發性

表達，皆需耐心不斷的練習，方能達到治療效果。 

 

音聲障礙音聲障礙音聲障礙音聲障礙(voice disorders) 

1. 常用之評估方法、工具 

音聲異常患者在進行任何音聲復健之前，必須先做喉部檢查，以引導

音聲復健的治療方向，才不至於白費時間與精力，甚至於延誤病

情。經由耳鼻喉科醫師施行喉鏡檢法，診斷後轉介語言治療師，由

語言治療師設計與決定復健治療的計畫[10]。常見的老年音聲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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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多由老化、中風、呼吸系統異常、頭頸部腫瘤(癌症)所導致的

聲帶萎縮、聲帶麻痺、聲帶切除…等的音聲障礙，語言治療師會就

以病患的病歷資料、個人病史、患者的呼吸、發聲、共鳴行為與機

轉，擬定切合時的治療目標與計畫。 

2. 介入措施介紹 

當病患有聲帶萎縮的情形時，應進行音聲的衛教，減少聲音的濫用，

因為病患易有錯誤的代償發聲方式，導致有不適當的音調，增加喉部的張

力，聲帶容易疲勞，造成聲帶的濫用，語言治療師需協助病患使用適合自

己的音調來說話，以及使用正確的發聲方式，來輕鬆的說話[11]。 

當病患有聲帶麻痺的情形，常用有推提練習法(pushing exercise)，可

促進音量與音質的改善，此法雖有效，但過度使用會導致機能性過度音聲

障礙，不宜過度練習[10]。當病患音喉癌必須接受部分/全部喉頭切除時，

會因此喪失聲帶震動的聲音，其音聲復健可以透過語言治療師的指導下學

習使用人造喉頭器(artificial larynx)和食道語來與人說話[12]。人造喉頭器可

以使病患在術後很快短的時間之內與人交談，避免完全沉默不語，抒發情

緒，穩定心情，對於老年患者來說相當有幫助，但是人造喉頭器的聲音單

調，帶有雜音，需隨身攜帶，保持清潔，不如食道語便利[13]。食道語的原

理是利用食道上方等部位為新的聲門，當吸氣壓至新聲門時，藉以振動發

出聲音[14]，其聲音較人造喉頭器自然、方便，但種種因素，例如老年缺乏

學習動機，或因為放射線療法導致肌肉纖維化…等等，導致食道語的效果

不彰時，人造喉頭器是較適合的選擇[13]。 

 

吞嚥障礙吞嚥障礙吞嚥障礙吞嚥障礙(dysphagia) 

1. 常用之評估方法、工具 

常見的吞嚥檢查，包含了實驗室檢查法以及臨床吞嚥評估。實驗室檢

查法常見的有電視螢光吞嚥攝影檢查法(video fluoroscopic examination, 

VFE)、光纖鼻咽內視鏡吞嚥檢查(fiberoptic endoscopic examination, FEES) 

[15]。在治療室中，語言治療師多執行臨床吞嚥評估，首先先了解病史，何

時開始有吞嚥困難，何種食物容易有吞嚥困難或嗆咳(choking)的情形，吞

嚥後何處有異物感或哽塞(obstruction)的感覺，有無鼻腔逆流(nasal 

reflux)，是否有體重減輕的情形。接下來評估有無顏面的肌肉麻痺、運動失

調、感覺異常，視病患吞嚥的能力，進行直接吞嚥測試。 

吞嚥測試時需要觀察病患(1)口腔準備期：食物在口腔中咀嚼形成食團

的時期。(2)口腔期：將食團從口中送至兩側咽門的時期。(3)咽部期：食團

從前咽門引發吞嚥反射並進入咽部至食道上方。(4)食道期：食團通過環咽

擴約肌後進入食道後進入胃之前的時期[16]。 

2. 介入措施介紹 

若在口腔準備期發生障礙，通常是因為舌頭靈活度不佳導致無法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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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聚合成食團，或是雙唇閉合不良導致食物容易從口中掉落出來，

此時建議食用容易聚合的食材，並加強口腔靈活度的運動訓練。若

在口腔期發生障礙，通常是因為無法將食團後送至咽門，此時建議

將食物放至於舌頭後方，並配合舌頭後送的口腔運動訓練。若在咽

部期發生障礙，有可能是因為吞嚥反射啟動較慢或沒有吞嚥反射，

需用溫度刺激法誘發吞嚥反射發生；若聲帶閉合不全導致容易嗆

咳，則需做聲門內收運動；若食物未吞乾淨而有堆積於咽部的情

形，則需提醒病患做安全吞嚥法後在正常呼吸，並視情況加作咽肌

蠕動訓練。若食道期發生障礙，則需要會診其他相關部門，進行處

理[16][17]。 

二、結語 

老年疾病中有許多可以藉由早期的發現，早期進行治療與處理，語言

障礙與吞嚥障礙的復健，可透過復健的訓練，來改善受損的能力並將殘存

的功能發揮，提升病後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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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醫學團隊社工角色功能老人醫學團隊社工角色功能老人醫學團隊社工角色功能老人醫學團隊社工角色功能 
 

周玲玲主任 

台大醫院 社工室 

近幾十年來，由於人口老化，家庭結構改變，核心家庭增加，婦女就業率增

加。中國傳統的家族主義及孝道衰微，使得許多老人罹病時，家庭支持系統薄弱，

乏人關心和照顧。再者，由於失業率攀升，經濟不景氣，使得社區鄰居照顧失依

老人的能力也減弱。當這些初級支持系統不足時，社工師及政府福利等專業的次

級系統，就會成為老人重要的協助者。還有許多失功能的家庭，他們寧願向社丌

師求助，也不願向親友尋求協助。因為向親友協助需要有回饋對方的負擔。而向

社工師求助，比較沒有壓力。我想這表示弱劫群族已瞭解社工師的角色功能；並

懂得運用。但社工師常面的是老人溝通困難，資源愈來愈減少，且其未來也可能

邁向死亡，社工師要面對這些困境，失落感也是社工師的一大挑戰。 

茲將臨床醫療社工常見的老人問題及處遇，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照顧問題：老人在住院中，最常遇見的是由誰來照顧的問題。成人子女的

經濟條件不一，照顧的意願也不等，社工師需召開家族會議，溝通協助，

讓子女達成協議依其能力及意願，有的負擔醫療費，有的付出體力照顧老

人。 

二二二二、、、、    經濟問題：單身獨居老人或是低收入戶家庭的老人，社工師結合社會資源，

為其勸募健保費、醫療費、僱工費、生活費等，讓這些老人在醫療，生活

需求上不虞匱乏。 

三三三三、、、、    情緒問題：老人常會表示生病拖累家人、生活沒意義、不想活下去等負面

情緒。社工師運用生命回顧，讓老人重新肯定自己對家庭的貢獻，運用認

知療法，讓老人肯定自我價值，建立自尊自信，建構生命的意義。 

四四四四、、、、    安置問題：對於家人沒能力照顧或重病需轉安療養院、護理之家的老人，

社工師需尊重老人的自我抉擇，並提供老人及其家屬有關長照機構的資

訊。社工師與志工，對出院老人提供持續性關懷及對長照機構品質的審視，

定期至家中或機構訪視病人。 

五五五五、、、、    保護性問題：對於老人疏忽或虐待，社工師需具敏感度及提供保護性服務。

一般而言，獨居老人或家庭關係疏離的老人，比較容易遭到疏忽，並且弱

勢老人本身支持系統封閉。不知如何求助，加上身心功能日趨衰弱，無法

親自出來尋求幫忙，需靠社區人士的主動報案，至於家中受虐老人，社工

師要對其受虐的線索具敏感度，並且要瞭解施虐者原因及壓力，必要時為

其提供喘息服務及轉介精神科作心理治療。對受虐老人，社工應通報家暴

中心，不論老願意報案與否，社工師要讓老人瞭解，已有人知悉其遭遇，

老人不用再單獨承受暴力。社工師為其支持者，必要時可將老人安置至庇

護場所。 

六六六六、、、、    失落問題：老人生理方面，如視力、聽力減退，失去健康。在生理方面，

如退休，親友、配偶、手足死亡，這些生理、心理的改變，都會帶給老人

嚴重的失落感，甚至有哀傷和孤寂的反應，社工師提供老人支持團體，老

人哀傷輔導團體，在支持團體中，經過團體動力，讓老人瞭解自己的支援

系統，可掌握生活中的部份，處理寂寞感及面對死亡，認識社區資源等的

重點。提高老人自我控制及獨立生活之能力。在哀傷輔導團體中，讓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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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哀傷，瞭解喪親後家庭角色的改變，靈性治療與面對死亡，家庭暨社

會支持網絡，讓老人建構新的生命意義及哲理信念，發展適用於個人的哀

傷調適策略。 

史基摩（Skidomre）等人提出老人社會工作的功能，有三種面向：一、恢

復的功能：運用治療和復健，恢復受損的功能。二、資源提供的功能：促使個人

認識資源和對資源作最有效的運用。三、預防的功能：預防個人和團體之間，有

病態的問題發生。社工師在老人醫療團隊中，對老人案主進行個人社會心理、家

庭功能評估，因應個人及家庭需求，連結社會資源。將老人剩餘的能力極大化以

增進老人的社會功能，讓老人能因應各種家庭關係改變的危機，及強化其社區照

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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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個案管理師的角色功能老人個案管理師的角色功能老人個案管理師的角色功能老人個案管理師的角色功能 
 

彭瑞華護理師 

台大醫院護理部 

 

台灣老年人口快速成長，老人疾病多為多重慢性合併健康功能障礙，為了因

應生活功能障礙者之照護需求，國內老人照護資源不論是社區/居家式或是機構

式近年來發展相當迅速，但在國內既有的醫療資源整合不足下，衍生出許多生活

照顧、健康照護及經濟等問題，如何協助生活功能障礙者獲得適當照護，需要尋

求有效的策略，以及資源適當的連結，來達成老人照護之目標便成為一大課題。 

「個案管理」是一系統性及循環性之策略，是用來評估及組織有複雜需求病

人之健康及社會照顧的供應，此名詞最早出現是在 1950 年代於美國用於社區心

理健康照護的提供，雖然已有相對長久的歷史，但仍未有一致的定義（Evans, 

Drennan & Roberts, 2005）。有學者認為個案管理是合作式目標導向的照護方

式，藉著媒合與連結服務措施，使品質及費用做更有效的連結。而有學者定義個

案管理從轉介、計劃到直接照護的等連續性的服務。 

美國個案管理學會 1994 年將個案管理定義為「一種包括評估、計劃、執行、

協調、監測及評價之選擇與服務的合作式過程，透過溝通來達到個體的健康需

要，並由可利用的資源來促進品質（quality）及成本有效性（cost-effective）的

成果。」而根據美國護理學會 1988 年的定義，護理個案管理是「一個健康照護

輸送系統，目的是為提供高品質的健康照護、提高生活品質、減少片段化及節省

成本」（Hamric, Spross & Hanson, 2000）。 

整體而言，個案管理可當作一個病人照顧輸送系統、一個專業執業模式或一

群執行在病人的活動，針對具有複雜且多重問題障礙之個案或家庭，經由評估其

照護需求、財務之可負擔性及其個人喜好，協助連結必要的相關資源或服務，使

其能獲得持續且適當的照護，並確保服務之及時性，增加資源有效使用，提高受

照顧者之滿意度，進而控制成本（陳、李，2001）。簡言之，個案管理人員在與

個案/案家互動的過程中，需要去克服因服務資源之片斷、分散、重疊或是相互

不銜接等困難，確保個案所得到的服務是具有持續性、效率性、效能性，且合於

成本效益的。 

個案管理有不同的模式分類，以服務場所來分，有以醫院為基礎、醫院社區

連線或以社區為基礎。而 1960 年代「在地老化」的照護理念提出後，為克服片

段、重複且為整合的服務，運用個案管理來連結社區老人照護資源，於 1980 年

代後期備受歐洲、美加及香港等國的重視。在美國，自 1983 年相關疾病診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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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醫療服務給付制度後，個案管理更是普遍地被用來建立出院準備服務方案，

其主要是以護理人員為領導的個案管理模式來提供系統性主動的照護，來預防非

預期再入院、過早的入住長期照護機構及加速出院，是由進階護理師透過評估、

協調、評值及與團隊間合作來達成整合照護的目標（Evans, Drennan & Roberts, 

2005）。在英國則是於 1989 年其衛生部將個案管理視為高品質照護的基礎要

素，而喚起大眾及專業之重視（Lee, Mackenzie, Dudley-Brown & Chin, 1998）。 

個案管理方法的應用在英美兩國已行之有年，有許多研究評值個案管理在有

複雜健康及社會照顧需求的老人中之應用，顯示其財務方面及病人方面的效益，

而老人專科護理之個案管理師制度將在 2008 年於英國開始全面實行。反觀我國

於 2000 年開始由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接受委託，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之「老

人長期照護三年計劃」目標，逐年在每一縣市成立「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

其為老人個案管理模式的建構與推動，其個案管理是以連結、運用、開發照護資

源為重點，以建立整合性服務網絡，目的在協助具長期照護需求的個案/案家克

服獲取照護資源之障礙及連結所需之照護資源，使得照護資源得以有效使用

（陳、李，2001）。 

長期照護中心之個案管理師的角色為需求評估者、服務諮詢者、計劃協調

者、服務管理者、服務監控者、個案代言者、資源開發者及照護資訊教育者。服

務對象為社區中老人及其家屬，對高危險群採主動聯絡，並接受來自醫院之轉

介。服務方式包括會談諮詢、家庭訪視與諮詢、電話追蹤與諮詢及機構訪談（陳、

李，2001）。其個案管理的目標為： 

二、 評估個案需求，促使獲得適當層級之照護服務； 

三、 增加案家獲取/使用資源能力與動機，並降低其運用資源的障礙； 

四、 減緩/維持個案生活功能狀況； 

五、 預防個案意外事故及合併症之發生； 

六、 延緩長期照護個案使用機構式照護； 

七、 減低長期照護個案不當使用急診頻率； 

八、 減低長期照護個案不當使用門診頻率。 

而長照中心個管師具有護理或社會工作背景，是以個案為中心，了解個案之

社會功能及需求、尊重個案的權益及個人喜好，提供服務，其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一、 發現個案； 

二、 建立信任關係； 

三、 評估資源； 

四、 評估障礙； 

五、 研訂個案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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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排服務資源； 

七、 追蹤與監控服務輸送； 

八、 再評估或結案； 

九、 提供長期照護相關資訊； 

十、 服務成效評值。 

目前國內應用的個案管理模式，除了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護中心之外，尚

有以醫院為基礎的個案管理模式，就臺大醫院為例，總院有一出院規劃小組，護

理部中央有一位專責護理師負責全院出院準備服務，單位由主責護理人員，或有

病患照護協調師，分院則有一位居家護理師負責其出院規劃及與總院轉介個案之

連結（含居家護理、護理之家、亞急性病房）。 

老人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 CM）或病人照護協調師(Patient Care 

Coordinator, PCC)可以是老人專科護理師的角色之一，其功能在於協助維持醫

療團隊間的運作，共同規劃並執行治療性照護計畫；促進醫療團隊與病人、家屬

維持良好的溝通，以達到有效之醫療效益；並協助提供整合性醫療照護服務，連

結急性照護與長期照護體系，以滿足病人連續性照護需求（王、姚、彭，2005； 

Hamric, Spross & Hanson, 2000）。目前本院尚未有專責之老人個案管理師，但

本院護理師在參與國衛院老年醫學訓練後，將個案管理師規劃為老人專科護理師

之功能角色之一，其角色功能如下： 

一、 瞭解現今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情況，尤其是在長期照護方面如居家照護等的

情形，並隨時掌握政策的改變與影響，以提供適當的照護。 

二、 收集老人相關的內政、社政及衛政體系之福利措施、適用對象與條件（如

重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外傭申請標準與流程等），以適時提供病患及

其家人參考，並可為醫療照護之參考。 

三、 發揮溝通與協調的能力與其他成員共同提供適當的照護。 

四、 發展個案管理模式於團隊照護中，協助會診單及出院轉介單之開立，以提

供最適切的照護。 

五、 必要時召集醫療人員與病患及家屬進行家屬討論會，共同設定目標，討論

問題解決的可行方式。 

六、 進行家庭動態系統與環境之評估，以確保病患出院後能獲得適當的照護。 

七、 從病患住院即開始進行出院計劃之評估與執行，並能隨時與社區資源維持

聯繫。 

八、 提供相關資訊給予病患家屬或主要照顧者，如機構照護、居家照護之資源。 

九、 根據照護需要轉介及連結不同層級之老人社區網路資源（如老人服務中

心、日間照顧、居家照護、養護、安養等機構、護理之家、長照中心、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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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照護、各種照護協會及支持團體等）。 

十、 安排後續的照護計畫與追蹤（高危個案的出院規劃及電訪）： 

（一）出院規劃：準備出院照護所需用物，及增進居家自我照顧能力，提昇個

案生活品質，進而減少再入院之機會。 

（二）固定時間以電話追蹤高危險居家個案，如遇問題之處理方法，盡快安排

門診或家訪，若有緊急情況則至急診就醫，或聯絡主治醫師是否安排住

院。 

（三）電訪原則：剛出院病患於一星期電訪追蹤，追蹤當次問題及各方面功能

狀態，如跌倒及活動力等。 

（四）和居家護理師保持良好聯繫，以促進出院轉介或需住院病患之流程順暢。 

（五）病患出院後給予單位電話做為諮詢管道，以解決老人立即性之問題。 

十一、將老年個案名單整理建立資料庫，並協助建立老人照護安全網路。 

個案管理是一種管理性的健康照護模式，為能增進資源之可用性與可近性，

在面對競爭的醫療環境與給付制度的改變之時，為求費用節省同時又能維持照護

品質，將個案管理的元素結合於護理業務當中，統合臨床各專業，共同對病患提

供完整且經協調的持續性服務。本院尚無個案管理師，但有專責的出院規劃護理

師及老人專科護理師，建議將其角色及工作內容做統合，以免發生重複情形，而

造成人力浪費、病患干擾、或是有些病患反而未能獲得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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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之生理變老化之生理變老化之生理變老化之生理變化化化化 
 

陳人豪/嚴崇仁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部暨內科部 

 

老化的定義與學說老化的定義與學說老化的定義與學說老化的定義與學說 
老化是指一個生物體隨著時間流逝所發生之所有不能歸因於疾病之改變的

總和。目前有關老化的學說很多，大致上可分成二大類：基因預設（genetic 

program）與隨機破壞（stochastic 或 random damage）。前者認為預設的基因

結構或基因表現之改變導致老化；後者則認為老化是由於體內的大分子物質（例

如：核酸、蛋白質等）隨時間所累積的各種隨機破壞超過體內的修復能力。這些

隨機破壞可能源於自由基（free radicals）、氧化或醣甘化（glycation）等。目前

較廣泛被接受的理論是認為老化可能是由各種遺傳與環境等因子之間交互作用

所造成現象。 

一個生物體的年齡可根據其出生日期來計算，稱之為時間年齡（chronologic 

age）；也可依生理功能來決定，稱之為生理年齡（physiologic age）。時間年齡

相同的不同個體在老化過程中，其生理功能的改變可能不同。尋常的老化（usual 

aging）是指一個個體的老化過程遵循所屬族群的平均範圍。老化的過程除了老

化本身的影響之外，還可能受到環境、生活型態、棄用（disuse）或疾病等其它

因素的影響。個體在老化的過程中，若能將老化以外的因子所造成的功能衰退減

至最小，則稱為成功的老化（successful aging），此為老年醫學照護所積極追求

的目標。 

 

疾病與正常老化疾病與正常老化疾病與正常老化疾病與正常老化 
隨著年齡的增長，器官逐漸老化，許多疾病的盛行率也隨著上升。尋常的老

化和疾病並無相關，儘管老化與疾病經常並存，有時甚至難以分別，仍應將兩者

加以區分。老化的過程是持續漸進的，而疾病的發展速率則可快可慢，有時會停

止惡化或甚至改善。老化對功能的影響是不可逆的衰退，且無法治療；至於疾病，

若能了解其致病機轉，則或許可以進而預防、控制或治療之。疾病對功能的影響

則視損傷嚴重度而定，有恢復的機會。然而，老年人器官功能的衰退，通常受疾

病的影響多於老化本身的影響。凡是無法以正常老化來解釋的功能衰退，必需找

出造成的病因並設法治療。 

 

老化的生理改變老化的生理改變老化的生理改變老化的生理改變 
在分項敘述各器官系統的老化及其臨床意義之前，下列幾點觀念必須了解： 

一、 由於以國人為對象的老化研究甚少，本文所探討之資料及數據大多係引用歐

美之相關文獻。然而，西方人與國人在遺傳或生活環境上有極大的差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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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的現象是否相似，仍需進一步研究。因此，國外老化研究的結論未必完

全適用於國人。 

二、 欲研究單純由正常老化所造成的影響，需先排除疾病的干擾。早年部分有關

老化的研究，因篩檢疾病的工具不夠靈敏，誤將一些罹患輕微疾病或隱藏性

疾病者當成正常人，而將其納入研究統計中，以至於將疾病的影響當成老化

的現象。隨著診斷工具日益進步，或許目前許多所謂“老化”的現象，會被發

現其實是“疾病”所造成。 

三、 多數老化生理的研究屬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而非縱向性研

究（longitudinal study）。橫斷面研究所觀察到的變化易有偏差，有時是時

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影響，而非真正是老化的結果。 

四、 所有老化生理的研究均是觀察一群常人之生理功能隨年齡增長的變化。在老

化的過程中，個人歧異性（individual variation）愈來愈大。因此，在臨床

上面對一位老年病患時，即使其某一器官並未罹病，該器官功能因老化改變

的程度也未必會遵循同一族群正常老化的範圍，必須因人而異分別做不同之

判斷與考量。不同物種、族群或個體間以不同的速率老化，即使是同一個體

的不同器官也以不同的速率老化，因此不能由某一器官的老化程度推論另一

器官的情況。 

五、 由於老化造成之功能改變通常很輕微，年輕人和老年人在基礎（basal）狀

態下的器官功能常無明顯的差異。然而，兩者若在面臨壓力（stress）測試

來挑戰器官功能的極限時，則會顯示明顯的不同。 

 

各器官系統老化之個論各器官系統老化之個論各器官系統老化之個論各器官系統老化之個論 
一. 心臟血管系統 

對血壓正常的人而言，心臟體積通常不因老化而有變化，左心室壁的厚度則

可稍微增加。心肌細胞的數目隨老化持續緩慢減少，竇房結（SA node）之細胞

數目從20歲開始減少，至75歲時剩下約10%。單一心肌細胞的體積變大，並可

能發生各種退化的現象。心肌細胞間之纖維組織增加，也可有類澱粉質沈積

（amyloidosis）。另外，心臟瓣膜與傳導系統可發生纖維化與鈣化。動脈會變長

而呈現紆曲，動脈的內膜輕微變厚。內皮細胞的大小、形狀與排列變得較不一致，

會使內膜較不光滑。動脈壁中層之平滑肌層變厚、鈣化增加及彈性蛋白斷裂增多。 

正常的心臟在休息狀態下的心輸出量（cardiac output）與心搏容量（stroke 

volume）不太受到老化的影響，心臟對交感神經的刺激反應變差。運動時可達

到的最快心跳速率會隨年齡增長而大致呈線性下降，可以220減年齡來估算之。

運動後心臟恢復常態所需的時間在老年人會較長。心肌鬆弛的速率變慢，使左心

室在舒張早期由左心房流入的血液量減少，故心臟的前負荷（preload）更依賴

左心房收縮來維持。此外，周邊血管阻力上升，壓力反射（baroreflex）的敏感

度變差。血壓方面，收縮壓與脈壓（pulse pressure）隨年齡而上升，舒張壓則

從35歲左右增至約60歲後便不再上升，甚至可能稍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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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動脈硬化的盛行率極高則是不爭的事實，動脈硬化到底是老化或疾病

或許仍有爭議。動脈硬化使老年人容易發生高血壓、冠狀動脈心臟病與腦中風。

竇房結與傳導系統的退化，使老年人較易罹患病竇症候群（sick sinus syndrome）

與傳導異常（conduction disturbance）。壓力反射與血管彈性會隨年齡增加而變

差，使老年人容易有姿勢性低血壓。由於在老年人心臟的前負荷依賴左心房收縮

之比重較高，所以老人一旦罹患心房纖維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其心輸出量

所受的不利影響將大於年輕人。 

 

二. 呼吸系統 

胸廓的前後徑隨年齡增加逐漸增加，胸廓會因肋骨鈣化與肋間肌強度漸減弱

而逐漸失去彈性。隨著老化，氣管與支氣管直徑變大，肺泡變平，肺泡中膈變薄，

肺泡的微血管數目減少，而微血管纖維化則增加，肺泡壁的彈性蛋白斷裂，肺泡

的基底膜（basement membrane）變厚。另外，肺泡表面積每10年減少約4%。 

隨著老化，吐氣時肺臟回彈（recoil）的能力而變差，呼吸肌肉的強度與耐

力下降，通氣（ventilation）與灌注（perfusion）的不協調（mismatch）增加，

一氧化碳從肺泡擴散入微血管（diffusion capacity of carbon monoxide，DLCO）

的能力下降。肺功能隨年齡的變化包括：全肺容量（total lung capacity）下降、

肺活量（vital capacity）下降、殘餘容量（residual volume）上升、一秒內最大

吐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下降、閉鎖容量

（closing volume）上升及無換氣功能的空間（dead space）增加。由於通氣與

灌注的不協調隨老化而增加，動脈血氧濃度隨年齡增加而逐漸下降，某年齡的動

脈血氧濃度可以100減去年齡的三分之一來估計之。隨著老化，動脈血液酸鹼值

（pH）維持不變或稍微下降，二氧化碳分壓（Pco2）維持不變或稍微上升（二

者即使稍有變化仍在一般參考值內）。此外，呼吸道纖毛（cilium）的活動力和數

目下降，咳嗽功能變差，呼吸中樞對通氣的支配也變差。上述變化使老年人在呼

吸時需付出較大的功（work），對激烈運動的耐受力變差，也較易發生肺部感染。 

 

三. 消化系統 

隨著老化，口腔黏膜萎縮，唾液腺之腺泡細胞（acinar cell）因部分被結締

或脂肪組織取代而稍減。牙齒之牙釉質（enamel）與象牙質（dentine）磨損，

象牙質再生力減退，牙髓（pulp）萎縮與纖維化。牙齦包住牙齒之部分後退，使

牙堊質（cementum）露出，而味蕾數目減少。耳下腺分泌唾液的量略減，而其

它唾液腺分泌量則不變，唾液內之電解質與蛋白成分亦維持不變。口腔咀嚼的效

率及吞嚥之協調性變差。上述改變，使老年人易有牙周發炎與蛀牙，進而造成牙

齒缺損。牙齒與味蕾的改變，會影響正常進食，使老年人易發生營養不良。老年

人也容易因吞嚥功能變差而較容易發生吸入性肺炎。 

另外，食道上三分之一的橫紋肌與下三分之二的平滑肌呈肥厚變化，食道肌

肉層內的節細胞（myenteric ganglion cell）數目減少。食道蠕動收縮的幅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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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但收縮的時機、速率與收縮持續時間則維持不變，故食物運送功能亦維持不

變。食道下方括約肌的功能，也不隨老化而改變。 

近來研究顯示九成左右的老人可以在未受刺激的基礎狀態下酸化胃內容

物，這項發現與早年認為老人分泌胃酸能力衰退頗有出入。胃的蠕動力（motility）

與排空（emptying）功能並不隨年齡增長而有變化，但當食物由食道進入胃部時

胃放鬆以容納食物的能力則變差。胃蛋白酵素（pepsin）與內因子（intrinsic factor）

的分泌減少，胃壁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的合成也發生改變。若胃酸分泌減

少，可能會導致鈣、鐵及某些藥物（例如：ketoconazole）不易在小腸被吸收。

胃內環境的改變，可能和老年人較高的幽門桿菌感染盛行率有關。 

此外，隨著年齡增加，腸道絨毛萎縮，黏膜細胞增生減緩，腸肌層之神經元

數目減少，淋巴組織也變少，而腸道的蠕動力變差。小腸因乳糖酵素減少，使乳

糖不易被分解吸收。小腸的維生素 D 受器減少，使維生素 D 與鈣的吸收下降。

相對地，一些脂溶性物質（例如：維生素 A、維生素 K 與膽固醇）的吸收反而變

好。大腸的收縮協調性變差，並由於類鴉片受器（opioid receptor）的數目在大

腸內增加，使老年人易因藥物使用產生便祕。另外，肛門的緊張度（tone）下降

使老年人易有大便失禁。 

肝臟質量隨年齡逐漸減少，流經肝臟的血流量每10年減少約10%，其內膠

原蛋白與脂褐素的含量則增加。肝細胞的數目下降，且再生能力減退，但單一肝

細胞的體積則增大。肝功能指數（包括 GOT、GPT 與 bilirubin）不會因老化而

改變。鹼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與丙種麩氨酸轉酵素（γ- glutamyl 

transpeptidase）雖然隨年齡增加而微升，其數值仍在一般參考質的範圍內。血

清白蛋白隨年齡逐漸下降，其下降的速率為每10年每100毫升下降約0.054克，

此變化大部分要歸因於營養不良或疾病。 

肝臟的微小體（microsome）代謝藥物可分為第一與第二相（phase I 和 II）

兩相反應。第一相反應會隨老化而變差，而第二相則不隨老化而有明顯改變。事

實上，抽煙、喝酒、喝咖啡與不同藥物的交互作用對肝臟代謝藥物的影響遠大於

老化本身的作用。至於胰臟，其體積縮小，血流減少，總胰管管徑變粗，腺泡萎

縮。各種消化酵素的分泌量稍減，但仍可供應所需。至於膽囊，其膽汁中成分的

結石產生指數（lithogenic index）上升。 

 

四. 腎臟 

從30歲到80歲，腎臟的質量減少25-30%，大多是腎皮質的質量減少。腎元

（nephron）的數目到80歲時可減少30-40%，尤其以有最長亨利氏環（Henle’s 

loop）而具最強濃縮尿液能力的腎元減少最多。自發性腎絲球硬化（glomerular 

sclerosis）的比例可從40歲時1-5%增至80歲10-30%。腎膈細胞（mesangial cell）

數目也增加。腎小管的長度縮短、容積減小，遠端腎小管或集尿小管發生憩室

（diverticulum）的比例上升。腎間質纖維化增加，基底膜變厚。輸入小動脈

（afferent arteriole）變成螺旋狀，而輸出小動脈（efferent arteriole）與弓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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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arcuate artery）則變細。 

隨著老化，腎臟每單位質量的平均血流量下降，其中腎皮質部的血流量減少

較顯著，髓質部則較無變化，存活的腎元之灌流量因代償而變大。為維持腎絲球

過濾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過濾分率（filtration fraction）會上升。少於

5%的人腎絲球過濾率呈上升現象，約三分之一的人不隨老化而改變，約三分之

一的人則緩慢下降，另三分之一的人有明顯退化，可見個體差異隨老化愈來愈明

顯。肌酸酐廓清率（creatinine clearance，Ccr）隨著老化緩慢下降，每年每平

方米每分鐘下降約0.8毫升。雖然老年人的肌酸酐廓清率下降，但是血中的肌酸

酐並不會上升，主要是由於老年人的肌肉量變少，造成由肌肉之肌酸（creatine）

分解來的肌酸酐變少。腎小管有許多功能也變差，包括葡萄糖與胺基酸再吸收、

鈉離子和鉀離子之保存與分泌的功能、尿液稀釋以及濃縮與尿液酸化等。在體液

不足時，老年人的腎素（renin）與醛固酮（aldosterone）分泌量較低，而腎小

管對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的反應也較遲鈍。腎臟活化維生素 D

的能力變差，而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ietin）的製造能力則不受老化影響。 

在基礎狀態下，腎臟並不會因老化而導致水分、電解質（鈉離子、鉀離子與

氯離子）或酸鹼代謝異常。但面臨壓力時，老化的腎臟因預留量（reserve）不

足，容易發生急性腎衰竭與水份、各種電解質及酸鹼不平衡。從遠端腎小管產生

的憩室可變成感染病灶或形成良性腎囊腫（renal cyst）。很多藥物需經腎臟排

泄，應依年齡估算肌酸酐廓清率來開立藥物處方，並依據對治療的反應與藥物濃

度監測來調整其劑量。最常用的公式為 Cockcroft 及 Gault 所提出、其後由 Lott

及 Hayton 修正的公式： 

(mg/dL) creatinine serum72

(kg)]t body weighlean age)-[(140
  (ml/min)Ccr 

×

×
=  （女性：乘以0.85） 

 

五. 感官系統 

1. 視覺（眼球）： 

隨著老化，眼球周圍組織彈性變差，眼瞼變得鬆弛，並易有眼瞼外翻

（ectropion）或眼瞼內翻（entropion）等現象。結膜會萎縮、變黃，角膜則無

變化，前房（anterior chamber）的容積變小。在虹膜（iris）的邊緣，可因膽固

醇沈著而出現一圈灰白色的老人環（arcus senilis）。由於虹膜變硬，使得瞳孔變

小。水晶體（lens）因其內之蛋白質變性及脫水而變硬，並呈現黃色而不透明。

睫狀肌也會萎縮，玻璃體（vitreous body）與玻璃狀液（vitreous humor）體積

縮小。另外，視網膜變薄，其上的桿細胞（rod）數目減少。淚腺製造淚液能力

變差，角膜對觸覺的敏感度減退，瞳孔對光的反應也變得遲緩。水晶體的調節

（accomodation）能力變差，光線通過水晶體時也易產生散射。視力敏銳度

（acuity）變差，尤其是對動態的物體更看得不清楚。眼睛對顏色的感覺會改變，

對深淺的感覺會減退，對色彩對比的靈敏度下降，對光線明暗改變的適應也變

慢。由於上述變化，使老年人易有白內障、老花眼與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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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聽覺（耳朵）： 

隨著老化，外耳道壁變薄、耳垢（serumen）變乾而黏，鼓膜變厚。中耳內

聽小骨間的關節發生退化，在內耳的毛細胞（hair cell）與聽神經元數目減少。

高頻與低頻聽力均變差，尤以高頻聽力下降更明顯，這使老人不易分辨說話時發

出的子音（consonant）。當兩耳聽力減退程度不一致時，可造成聲音來源定位

困難。當說話較快或環境中有迴音干擾時，老年人也不易聽清楚。以上變化使老

人易有耳垢阻塞（serumen impaction）及失聰（presbycusis）。 

3. 嗅覺及味覺： 

嗅神經元隨年齡增加而逐漸減少，使得老年人嗅覺減退，可能進而影響食

慾，也可能使老年人在瓦斯外洩時不易警覺。舌頭上的味蕾與味覺中樞的神經元

減少，使味覺的閾值（threshold）上升，而不同味覺的衰退速率不同。由於味

覺衰退，可能吃很多鹽還不覺得鹹，因而無法做好低鹽飲食治療。另外，味覺衰

退也可能影響食慾，長久以後可能導致營養不良。 

 

六. 皮膚 

隨著年齡增長，表皮（epidermis）內的基底細胞（basal cell）、黑色素細胞

（melanocyte）與 Langerhans 細胞（一種免疫細胞）數目減少，真皮（dermis）

與表皮界面變得較為平坦。真皮厚度減少，其內纖維母細胞與血管數目減少，膠

原蛋白（collagen）與彈性蛋白（elastin）含量變少，而膠原蛋白的交互連結

（cross-linking）增加。皮膚附屬器的變化包括汗腺萎縮、毛髮失去色素、頭髮

變少及感覺受器（Pacinian corpuscle 與 Meissner’s corpuscle）數目下降。基

底細胞分裂成熟為表皮細胞並形成角質層（stratum corneum）的速率從30-70

歲可減少50%。汗腺與皮脂腺功能變差，指甲生長速率變慢，維生素 D3合成減

緩，皮膚感覺變差，皮膚發炎能力與吸收功能下降，膠原蛋白則失去彈性。上述

變化使老年人的皮膚較乾燥、粗糙及脆弱，自我防衛能力下降。一旦有傷口發生，

癒合速率也較慢。老年人不易藉由排汗來散熱以調節體溫，故容易發生中暑或體

溫過高的現象。單憑皮膚張力（turgor）來判斷老人是否脫水（dehydration）容

易發生誤判，需配合其它臨床症狀與徵象。高齡老人踝關節附近若失去振動覺

（vibration sensation），可能只是老化的影響，未必代表有病。由於皮膚吸收功

能下降，在開立從皮膚吸收之藥物的處方時，必須考慮老化產生的影響。為保護

皮膚，老年人宜避免過度日曬，以免造成所謂光老化（photo-aging）之皮膚病

變。 

 

七. 肌肉與骨骼系統 

隨著年齡增加，肌纖維的數目與體積皆減少，肌肉內脂肪與纖維化成分增

加，尤其是快速收縮的第 II 型肌纖維。肌肉質量從30-80歲減少約30-40%，主要

以下肢近端的肌肉所受的影響最大。然而各人的差異頗大，同一個體的不同肌肉

群也有相當的差異，愈常使用的肌肉愈不易隨老化而失去功能。肌肉內神經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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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減少，在神經肌肉交界（neuromuscular junction）發生許多變化，使訊息不

易由神經末稍傳到肌纖維。另外，肌肉細胞也有許多變化，包括收縮蛋白合成減

緩、粒腺體數目減少與分解肝醣酵素活性降低等。 

由於肌肉與葡萄糖的代謝及產熱有關，老年人容易有葡萄糖耐受不良

（glucose intolerance）與體溫過低（hypothermia）。此外，水溶性藥物的分佈

容積（volume of distribution）因肌肉變少及脂肪增加而減小，容易造成藥物中

毒。脂溶性藥物則因分佈容積變大而使半衰期延長。老年人的肌肉強度可經由訓

練而增強，故可藉由復健治療矯正棄用萎縮（disuse atrophy）。 

關節軟骨的表面由平滑逐漸變粗糙，軟骨的強度變差，水份含量減少。至於

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雖然在老年人的盛行率很高，卻不是老化所造成，

而是一種疾病，需加以治療之。另外，約從20幾歲開始，骨頭吸收（resorption）

的速率漸漸超過骨頭形成（formation）的速率，導致骨頭的質量下降。女性在

一生中可損失35%緻密骨和50%海綿骨，骨質減少的速率在停經前後開始加速。

男性一生損失的骨質約為女性的三分之二。骨頭內膠原蛋白隨老化失去彈性，身

體修補顯微骨折（microfracture）的速率也變慢。上述因子使骨頭的強度變差而

易發生骨折。若骨質流失過快，使骨頭無法維持結構上的完整性，便形成骨質疏

鬆症（osteoporosis）。骨頭的代謝受到許多因子調節的影響，為防止骨質疏鬆

症，在年輕時應注意鈣質與維生素 D 的攝取，並多日曬及運動，以貯存“骨本”。 

 

八. 神經系統 

從20歲到80歲，大腦的重量減少約5-7%，大腦的血流量也變少。大腦灰質

（grey matter）與白質（white matter）皆萎縮。神經元（neuron）的數目也隨

老化而漸減，減少的部位以較大的神經元為主，包括小腦、大腦天藍區（locus 

ceruleus）與黑核（substantia nigra）等。這與阿爾滋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減少的神經元主要在 nucleus basalis of Meynert 不同。神經元的樹突

（dendrite）數量減少，突觸（synapse）的密度降低，而神經膠質細胞（glial cell）

的數量則增多。周圍神經與自主神經系統除神經元數量減少外，神經幹內的神經

纖維數量也變少。 

腦內的酵素、神經傳導物質（neurotransmitter）與受器的數目與功能可因

老化發生改變。老年人處理分析感覺訊息的速率變慢，執行運動反應所需時間較

長。但並非所有大腦功能皆退化，例如：語言能力在老化過程中維持不變，而智

力受老化影響也不大。老年人的睡眠時間減少，熟睡與快速動眼（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的比率也減少。神經傳導速率變慢，壓力反射（baroreflex）

敏感度也因神經系統退化而變差。大腦功能退化使老年人容易因疾病或藥物的影

響而產生譫妄症（delirium）。睡眠型態的改變，使失眠成為老人常見的問題。此

外，矯正反射（righting reflex）變慢，也與老年人容易跌倒有關。 

 

九. 生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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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 

隨著老化，卵巢的體積縮小，並呈纖維化，殘存卵細胞（oocyte）數目明顯

減少，黃體（corpus luteum）與白體（corpus albicans）萎縮。卵巢對濾泡促

進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與黃體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

LH）的反應變差，動情素（estrogen）的製造下降，黃體素（progesterone）與

睪固酮（testosterone）的分泌也減少。子宮與陰道均萎縮，陰道內之肝醣含量

減少導致乳酸菌減少，使陰道酸鹼值上升，進而使得陰道內之致病細菌群容易增

生。另外，基態與性交時陰道潤滑液之分泌皆減少。由於動情激素不足，乳房內

之乳腺逐漸退化，再加上韌帶支撐與肌肉張力變差，使得乳房易鬆弛下垂。 

停經除了造成生育能力喪失，也可造成停經症候群與心理調適障礙。動情激

素減少使膀胱與尿道黏膜萎縮，進而容易罹患膀胱炎與尿道炎。失去動情激素的

保護作用，停經後的婦女易罹患動脈硬化、高脂血症、冠狀動脈心臟病與骨質疏

鬆症等疾病。 

2. 男性： 

隨著老化，睪丸中的細精管（seminiferous tubule）退化，製造精子的 Sertoli

細胞變成多核，每日之精子產量變少，精子的活動力變差，帶有異常染色體的精

子比例上升。分泌睪固酮的 Leydig 細胞之數目與功能皆下降，抑制素（inhibin）

的分泌減少，而血中與睪固酮結合的球蛋白濃度則上升，故游離態的睪固酮減

少。在射精時，前列腺液的分泌量減少。 

老年男性雖然生殖力逐漸下降，但不會像女性完全失去生育力。睪固酮的濃

度降低與老年男性失去性慾（libido）有關。前列腺良性增生的盛行率隨著年齡

增加而上升，這究竟是老化或疾病，仍有爭議。前列腺良性增生除了造成排尿障

礙，也使罹患泌尿道感染的機率增加。 

 

十. 內分泌系統 

1. 甲狀腺素： 

隨著老化，甲狀腺實質的纖維化增加，濾泡的上皮細胞變成較扁平且分裂減

少。血管的變化使濾泡與血液間之物質傳送變差。由於四碘甲狀腺素（thyroxine，

T4）的分泌減少，加上其代謝清除速率也變慢，其血中的濃度約維持正常。由

於周邊組織將四碘甲狀腺素轉換成三碘甲狀腺素（triiodothyronine，T3）的能力

變差，而代謝清除三碘甲狀腺素的能力不變，故血中三碘甲狀腺素的濃度略降，

但仍在一般參考值的範圍內。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在正常老化過程中，血中三碘

甲狀腺素的濃度並不會改變，所觀察到的下降是疾病所致。另外，血中甲狀腺促

進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的濃度不變或略升。在老年人投與

甲狀腺素時，需考慮身體基礎代謝率下降與四碘甲狀腺素代謝清除速率變慢，並

適當減少其劑量。 

2. 副甲狀腺素與抑鈣素： 

副甲狀腺素細胞與甲狀腺內的 C 細胞（C cell）（分泌抑鈣素，calcit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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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結構變化很少。副甲狀腺素與抑鈣素與血鈣與磷的調節有

關。副甲狀腺素隨年齡增加而上升，此現象可能是因為活化維生素 D 減少，故

對副甲狀腺素分泌的抑制變小。至於老年人血中抑鈣素濃度可能不變或下降。血

清游離鈣（ionized calcium）及血清磷的濃度則隨年齡增加而降低，但仍在一般

參考值範圍內，而血清總鈣（total calcium）濃度則改變不大。 

3. 腎上腺分泌的荷爾蒙： 

不論在基礎或刺激狀態下，血中的腎上腺皮質素（cortisol）或腎上腺皮質

促進素（adrenal 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之濃度皆不受老化影響，此二

激素的晝夜節律（circadian rhythm）也不因老化而改變。腎上腺皮質素的分泌

與清除維持不變，其受器數目也不變。 

腎 上 腺 分 泌 的 雄 性 素 （ androgen ） 主 要 是 DHEA

（dihydroepiandrosterone）。此激素的分泌受腎上腺皮質促進素的調節，成年以

後 DHEA 的分泌量每10年減少約10%。老年人腎上腺皮質醛酮（aldosterone）

的分泌、血中濃度與清除速率皆下降，但因代償機轉有效運作，正常狀況下不會

發生電解質異常。老年人在限制食鹽攝取時或水份不足時，腎素與腎上腺皮質醛

酮的上 升幅 度也 較 低，進 而影 響鈉 鹽 與水份 的保 存。 正 腎上腺素

（norepinephrine）的血中濃度與尿液排泄量在老年人皆上升，顯示目標器官

（target organ）對此激素有抗性。 

4. 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與體制素（somatostatin） 

在基礎狀態下，老年人血中的生長激素濃度與其清除速率改變很少。然而在

有壓力之狀態下，老年人生長激素的分泌較為遲緩且不足。一天中生長激素的分

泌高峰在半夜，不過有些研究認為老年人在此時段的分泌量較低。老年人體制素

或生長激素抑制素（growth hormone-inhibiting hormone，GIH）的濃度高於年

輕人。 

5. 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 或 vasopressin） 

老年人的下視丘在血液滲透壓上升時分泌的抗利尿激素較年輕人多，目的是

代償腎小管對抗利尿激素的抗性。有些藥物可能會增加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或強化

其作用，在老年人身上需小心使用這些藥物時，以免造成低血鈉症。 

6. 心房利鈉因子（atrial natriuretic factor） 

心房利鈉因子之血中濃度可能因腎臟的抗性而上升，此因子可能和老人的夜

尿症（nocturia）有關。 

7. 血糖與胰島素（insulin） 

空腹血糖在50歲以後，每10年每100毫升上升約5毫克，飯後二小時血糖的

增加為每100毫升約5-10毫克，醣化血紅素（HbA1C）也輕微上升，但仍在一般

參考值範圍內。胰臟分泌胰島素的能力下降，但血漿內胰島素的濃度反而上升，

可能由於是胰島素的清除速率減緩與周邊組織對胰島素有抗性。此抗性可能與數

種因子有關，包括胰島素受器在某些組織（例如：脂肪）減少、葡萄糖運輸器

（glucose transporter）數量變少或受器後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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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老年人分泌的胰島素也有較高比例呈現活性較低的前胰島素（proinsulin）

狀態。由於肌肉減少、脂肪增加及活動量不足會加重胰島素抗性。 

8. 褪黑激素（melatonin） 

老年人的松果體（pineal gland）分泌褪黑激素的量可能會減少，但個人差

異極大。此激素的減少可能導致老年人的免疫力、抗癌、代謝或自主神經的調控

變差。 

 

十一. 造血與免疫系統 

在老化過程中，骨髓質量漸減，骨髓中脂肪的量則漸增。血比容（hematocrit）

和血色素（hemoglobin）隨老化而下降，血清鐵含量亦下降。在需要快速生成

紅血球時，老年人骨髓反應則較緩慢且不足。不論男女，老年人的血色素若每100

毫升低於12克，即屬於貧血。所有老人的貧血應詳查其原因，不可歸諸老化。

另外，紅血球沉降速率（ESR）本身不隨老化而改變，但老年人的紅血球沉降速

率有偏高的傾向，此現象極可能與老年人的高罹病率有關。老年人血液中白血球

和血小板的數目並不隨老化而有太大的變化，可能維持不變或稍降。不過老人遭

遇出血時較易有血小板低下。老年人之 prothrombin time 與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不隨年齡而改變，fibrinogen、clotting factor VII 與 VIII 及

D-dimer 則稍為升高。 

從15-75歲胸腺的質量減少90%，不僅由胸腺分泌的荷爾蒙減少，胸腺新生

成的淋巴球數目也減少。在老化過程中，T 淋巴球的數目維持不變或減少，許多

T 淋巴球亞群（subset）的數量與功能也改變，使淋巴球在遭遇抗原時的增生能

力變差。另外，B 淋巴球的數目維持不變或減少。B 淋巴球產生特異性抗體的能

力變差，可能是因為輔助性 T 淋巴球（helper T lymphocyte）的功能變差，或是

源自 B 淋巴球本身的功能退化。另一方面，老年人有較大量的自體抗體

（autoantibody）。自然殺手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的活性隨老化而下降或維

持不變。巨噬細胞（macrophage）的數目與功能不太受老化的影響，但也有學

者認為巨噬細胞呈現（present）抗原的能力因老化而變差。顆粒性白血球

（granulocyte）的數目與功能也維持不變。 

由於免疫系統老化，使老年人對皮膚試驗（例如：結核菌素測驗）的反應比

年輕人差。由於老年人對外來抗原的反應較為不足，在接種破傷風類毒素

（tetanus toxoid）後所生成的抗體在較短的時間內即消失，而接受移植器官後

所需使用的抗排斥藥物則不需太強。此外，老年人容易罹患感染症與惡性腫瘤也

可能與免疫系統老化有關。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老化可能是由各種遺傳因子與環境因子之間複雜地交互作用所造成，而老化

的速率在不同族群或同一族群中的不同個體間各不相同，且個體間型態與功能之

差異性也隨著老化愈來愈大。因此，族群研究之器官老化平均值未必適用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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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臨床醫師應依病患之個別狀況加以考量。老化對器官功能的影響往往遠

小於疾病的影響，若臨床上觀察到不尋常的器官功能改變時，需先考慮是源自疾

病而非老化的影響。若發現有疾病存在時，宜儘早治療之以免導致器官功能持續

惡化。環境因子、生活型態、棄用等皆可能影響身體器官功能隨時間衰退（或尋

常老化）的速率，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適量飲食、適度運動、不吸煙、限

量飲酒、充分睡眠等），方能延緩老化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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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 
 

陳晶瑩醫師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和生命的其他週期相較，老年人因為老化及疾病的關係，功能本來就處於退

化的狀態，若再因為新生的疾病或未及早診斷出的可治療性疾 (undiagnosed 

treatable diseases)影響，造成功能進一步的退化，甚至造成更嚴重的失能狀態

(disability)。失能不僅使老年人的生活品質變差，也增加家庭社會照護的成本。

因此，老年人的照護，除了醫療的診療之外，還要以維持功能 (maintain 

function)，及維持自我照顧能力(maintain self care)為原則[ 1]，期望老年人不僅

活的長，更要活的好。 

老年人的照護，必須要有良好的照護系統(care system)，能涵蓋或支援各種

不同程度的生活功能障礙老人照護，以便於安置(disposition)；更要有良好的照

護品質(care quality)，能夠周全的評估(assessment)有關老人身體(physical)、智

能(mental)、功能(functional)、環境(environmental)、及經濟 (economic)上[ 2 ]，

被忽略或缺乏的診斷、及介入部分，然後以預防、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來維繫

最佳的功能狀態。 

老年人照護的內涵如此，其第一線的照護職責在家庭醫師，家庭醫師須了解

老年醫學之特質，以便依需要，評估或轉介。 

本章節之目的，在於增進老年照護品質的周全性老年評估介紹，除一般性介

紹說明，將強調醫師部分應有的認識。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周全性老年評估是一個多專業領域(multidimensional)的工作， 整合專業領

域(interdisciplinary)的診斷過程， 了解虛弱老人(frail elderly)在醫學上、 心理社

會上、及功能上之問題，進而提供整體計畫， 以做為治療及長期追蹤之參考。 

 

歷史淵源歷史淵源歷史淵源歷史淵源 

周全性老年評估源於 1930 年代末期，服務於英國倫敦的一個大型老人慢性

病院中的老年科醫師 Dr. Marjory Warren [3]。她發現：失能的老人大多是因為缺

乏診斷評估及復健計畫所致，經由評估、活動(mobilization)及復健，使病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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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臥床，甚至出院回家。所以，她強調每位要進入長期照護系統的老年人均

需接受周全性老年評估。自此以後，老年評估計畫 (geriatric assessment 

program)便成為進入老年醫學照護體系的重要指標，由於族群、需求或場所

(settings)的不同，老年評估在程度、結構、功能上可以有所不同。 

 

老年疾病的特質老年疾病的特質老年疾病的特質老年疾病的特質 

老年疾病的特質，顯示周全性老年評估的重要。老化雖會使身體功能髓著年

紀增加而退化，但是自然老化卻不至於影響個人獨立執行日常生活活動的能力，

因此，有許多我們認為是老化的症狀，實際上卻是疾病的表現, 甚至可能是疾病

的唯一表現[2]。 

這顯示：老年疾病特質，隱藏可治療 (remediable) 疾病的重要性，以及健

康需求的多面向性，必須周全性的評估，才能找出潛在可治療的病因，及早治療。

因此，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基礎，建立在對老年疾病的基本認識。 

老年人疾病的特質 [4]，包括： 

1. 多重性疾病(multiple illness)：老年人多器官系統的退化，疾病種類多，同

一個表徵，可能是多原因性的，如：瞻妄，可能病人原有失智症，又加上感

染、電解質不平衡及聽力障礙等而造成。而治療時，也必須考量用藥在不同

疾病間之影響、老年人藥物動力學的改變、以及藥物的交互作用等。 

2. 潛隱性疾病(obscured illness)：有些疾病的存在, 必須等到併發症出現才有

症狀，如骨質疏鬆症併發壓迫性骨折(compression fracture)；有些是緩慢到

晚期才出現臨床症狀，如癌症； 有些是平常沒症狀，但有藥物副作用產生

時，會突顯出疾病，如：使用抗血小板製劑於有消化性潰瘍併出血病史者造

成另一次上消化道出血、使用非類固醇性抗發炎藥於慢性腎衰竭病人造成急

性腎衰竭等。 

3. 未報告疾病(underreporting of illness)：老人很少自訴尿失禁；憂鬱症的人

也很少報告自己的不舒服；行動力差的老人因活動少，很少抱怨喘。 

4. 歸因於老化(attitude of ageism)：記憶力不佳、行動遲緩、關節酸痛等常被

認為是老化的自然現象而未就醫。 但可治療的病因須先排除，如：維他命

B12 缺乏或甲狀腺機能低下所造成的失智症、巴金森氏症造成的行動遲緩

等，都是可以治療的；沒治療會造成功能障礙的，如：膝關節炎因疼痛未治

療、鮮少活動而造成失用症(deconditioning)，應該要積極治療及復健。 

5. 非典型表現(atypical presentation)：老年人的感染症常沒有典型的發燒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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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症狀， 而以非特異性的胃口不佳、活動力不佳來表現； 老年人的甲狀腺

機能亢進常以心律不整來表現等。老年人的疾病表徵，有四個共同路徑，包

括：意識障礙、活動力障礙、尿失禁、胃口差。出現這四類症狀時，必須考

量多種病因。 

6. 健康問題的範疇不同(altered spectrum of health conditions)：除了急慢性疾

病之外，心智、情緒、功能向度的問題，及老年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

更是老年人常見且相隨的症狀，如同冰山的一角，需要全盤列入評估考慮。

傳統的症候群，主要表示一個疾病的多種表徵，如庫興氏症候群，包含：水

牛肩、月亮臉、皮膚變薄等，而老年症候群的各症候，則常是多原因所造成，

如反覆跌倒的老人，由於視力不佳、膝關節炎疼痛、下肢肌肉無力、居家環

境地面高低落差太大等所造成，必須將相關因素均納入考慮，才能有效解決

問題。 

7. 醫源性問題(iatrogenic medical problems)：由於疾病數較多， 多重藥物使

用(polypharmacy)的結果，某種治療藥物的副作用可造成新的問題。 如：

對消化性潰瘍又合併有焦慮症的老人，使用 benzodiazepine 類抗焦慮劑、

抗乙烯膽鹼(anticholinergic)類腸胃止涇劑、H2 類拮抗劑 Tagamet，結果造

成記憶力障礙、步態不穩併反覆性跌倒，停藥後全部改善。 

 

周全性老年評估的流程周全性老年評估的流程周全性老年評估的流程周全性老年評估的流程 

周全性老年評估是一個三階段的流程[5], 包括: 

1. 篩檢及尋找適合的病人(screening or targeting of appropriate patients)常用

的選取標準包括[2,3,5-8]：急性功能減退(functional decline)或虛弱(frailty) 

2) 多重性老年症候群: 認知障礙、憂鬱症狀、功能障礙、活動力障礙、跌倒、

尿失禁、多重藥物使用等 

3) 行為異常 

4) 多重或複雜性疾病 

5) 預期高醫療資源使用 

6) 安置或入住護理之家之考量 

7) 年紀大於 80 歲 

2. 評估及形成建議(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ecommendation) 

由醫師(加強老年醫學訓練之家庭醫師或老年科醫師)、護理師、復健科

醫師之團隊(包括物理、職能治療師等)、藥師、營養師、社工師等分別評估，

就病人的狀況，共同開會討論、交換意見，以決定評估治療計畫。並得依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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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照會相關科別，如：神經科或老年精神科等。 

3. 執行建議(implementation of recommendations)根據團隊資料收集、團隊成

員討論、形成治療計畫、實行治療計畫、監督治療計畫、需要時得修改治療

計畫。 

老年評估的技巧老年評估的技巧老年評估的技巧老年評估的技巧 

如同一般病人診察，病人如何進入診間，是評估的第一步，老年病人更應強

調這個觀察，同時注意陪同的人及互動。 

病人進入或坐下後，首先詢問老人是否聽得到醫師說話的音量，詢問其姓

名，若有陪同人員，請病人指出陪同的人為何人，觀察病人注意力是否集中、言

語反應如何、及對人的定向感如何，依需要得測試對時、地之定向感。請教陪同

的人是否同住，若是聘用照顧者，詢問已照顧病人的時間有多久，以便了解回溯

性長期觀察的病史提供者為何人。 

若老人可以自訴症狀，按一般病史詢問，並詢問陪同家屬有何特別補充、病

人最近是否有功能變化等。病人若有意識變化，或有言語溝通障礙，則依照周全

性老年評估之功能性回顧，逐一詢問，以釐清病人狀況。長期使用的藥物及最近

使用的要問必須詳細詢問與紀錄。 

 

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內容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內容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內容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內容 

周全性老年評估的內容除了傳統的診察紀錄外，特別強調住院或急診病史

之回顧、、、、過去用藥史及目前用藥史，並實施功能性回顧(functional review), 針

對智力、、、、情緒、溝通(包括:視力、聽力、語言)、活動力(包括:跌倒)、平衡力、

日常生活功能、營養、失禁(膀胱及排便功能)、社會狀態、疼痛、睡眠等， 了

解最近之變化及潛隱之老年症候群，以偵測出需要進一步評估的項目; 同時， 

也針對預防保健的部分， 依據個人的適當性提供建議
[2,3,6]

。 

1. 智力： 

詢問家屬，是否有記憶力變差，已有多久？逐漸變壞或突然變壞？或有

好好壞壞之情況？及對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如：外出旅行、搭車、金錢使用

之能力等)或日常生活功能之影響。 

1) 是否有失智症? 

a) 可用三項物件記憶法作篩檢，預先告知病人，會請他聽完後跟著說，並於

之後會請他回顧。一開始請病人仔細聽醫師說出三項物件後，隨後說出，

是為訊息登錄(registration)，登錄三項後，間隔一分鐘或穿插畫時鐘試驗

(Clock Drawing Test, CDT) [9-12]，再請病人回憶(recall)。 

b) 回憶三項皆正確，失智症之危險為 0.06；回憶二項正確，失智症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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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5；完全回憶不出或只回憶一項正確者，失智症之危險為 3.1[13]。 

c) 畫時鐘試驗與回憶三項合併使用，是為 Mini-Cog[14]，國外研究有 99%

敏感度與 96%之特異性。 

d) 畫時鐘試驗，有許多版本，本處使用預先畫好的 4.5 英吋的圓，請老人在

圓中擺入時鐘面上的數字，若能完成，再請病人畫出 11 點 10 分。計分

方式也有許多版本， 

(i) Watson 法[9]：時鐘分成四等份，每一等份應有 3 個數字，依序是 12

到 2、3 到 5、6 到 8、9 到 11，前三個等份，若包含有正確的數字在

內，表示正常，標示為 0 分；若否，則為 1 分。第四個等份，如果正

確，標示為 0 分；若否，則為 4 分。總分為 7 分，4 分或以上為異常。 

(ii) Manos 法[15]：時鐘分成四等份，每一等份，不含線上數字，各應有

2 個數字，依序是 1 到 2、4 到 5、7 到 8、10 到 11。每個數字若在正

確的位置， 給 1 分；若否，則為 0 分，數字部分總共是 8 分。兩個

指針，長短及位置正確時，每個針為一分， 指針不分占 2 分。總分為

10 分，7 分或以下為異常。 

 

         

 

 

 

失智                                   無失智 

 

 

  

 

失智                     無失智 

e) 一般以迷你心智檢查(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當作診斷標準

[16]。教育程度六年以上，以 24 分為界；教育程度為小學程度者，以 21

分為界，未受教育者為 16 分。 

f) 若有失智症，應檢查是否有可回復的(reversible)原因，如：TSH、 Vitamin 

B12、VDRL、電解質異常或藥物作用等。 

2) 是否有譫妄(delirium)?   

a) 依照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CAM)，包括下列之第一、二項，三

或四之一項： 

MINI-COG 

三項回憶=0 三項回憶=1 –2  三項回憶=3 

畫時鐘異常 畫時鐘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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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急性發作及變化性病程(Acute onset and fluctuating course )   

ii) 注意力不集中(Inattention) 

iii) 思考扭曲(Disorganized thinking ) 

iv) 意識變化(Altered level of consciousness) 

b) 若有瞻妄，應檢查是否有可回復的(reversible)原因, 主要大類包括: 代謝

性(metabolic) 、、、、感染性(infective)、、、、神經性(neurologic)、、、、藥物引起(drugs 

toxicity), 簡記為 MIND, 但也要考慮眼耳等感官剝奪所致 (sensory 

deprivation)及便秘等。 

2. 情緒：可以以一題式，詢問病人是否常常有悲傷或憂鬱？做篩檢，但其敏

感度只有約 50-78%[17,18]。  或以老年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中之四題(GDS-4)做篩檢，四題中之任一題陽性，表示有憂鬱

症之可能，敏感度為 93%[19]，須進一步評估。一般可以十五題老年憂鬱

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15)中得分 5-9 分可能憂鬱，10 分

或以上則為憂鬱症。 

3. 溝通：視力、聽力、語言是否有變化，變化已有多久？是否為新變化?是

否有相關診斷?  

1) 視力可以 Snellen 視力量表施測，以 0.5 為篩檢。 

2) 聽力可用耳語試驗(whisper test)，分別在各耳距離六吋(約 15 公分)處輕

聲說三到六個字或數字，如果不能聽出一半以上，表示有聽力障礙。但

檢查前須先排除是否有耳垢阻塞(cerumen plug)，在老人並不少見。 

3) 是否有構音困難? 失語症? 說話內容、句子長短、說話頻率、溝通是否

有變化? 可以請病人自述姓名、主訴症狀、命名(手錶、鉛筆)、跟隨指

令做動作(follow order)作觀察。 

4. 活動力：是否能行走？行走是否變慢？是否拿輔具？是否有已知病因導致

或尚未評估過？ 例如： 

1) 神經系統疾病：腦中風、帕金森氏症、周圍神經病變等。 

2) 精神系統疾病：憂鬱症、失智症等病人缺乏動機活動。 

3) 骨關節肌肉系統疾病：關節炎疼痛、壓迫性骨折等造成失用症

(deconditioning) 

4) 心血管系統疾病：心臟衰竭、冠狀動脈疾病等 

5) 內分泌疾病：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等 

6) 營養不良：體重減輕、維他命 B12 缺乏症 

7) 血液疾病：貧血等 

因此，必須詳加詢問：因何症狀導致活動力減低？是否有新的診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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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最近出院等？也須了解基本身體功能：測試是否能將雙手掌置於頭的背部?

雙手臂能否高舉過頭?雙手能置於腰後部?是否能檢起一枝筆或湯匙?坐在椅

子上前彎是否可以手碰到對側的足部? 

若功能上的限制，是因為顯而易見的已知疾病，如：腦中風等所造成，

則不需進一步的評估；若沒有明顯的病因，則需進一步評估。 

一般使用起立行走試驗(Timed Up and Go Test)，在地上標示三公尺的

距離，一端放置有扶手之椅子，請老人在椅子上坐，計算自他起來行走至三

公尺標示處，再轉身走回來並坐回椅子上所花的總時間，若少於 10 秒者，可

界定為無限制的活動能力(freely mobile)，若在 20 秒內者屬大部分非依賴程度

(mostly independent)，若在 20 秒至 29 秒間者，屬變異性的活動能力(variable 

mobility)，另若超出 29秒者，則可界定為顯著活動障礙(impaired mobility)[20]。 

5. 平衡力：是否有平衡不佳？一年內是否曾跌倒過？若有跌倒，應依循

「SPLATT」口訣[21,22]，還原現場狀況，以評估跌倒原因。 

1) S(Symptoms)：跌倒時伴隨的症狀？如：頭暈、暈眩、心悸、胸痛、呼吸

困難、突發性神經學症狀、前兆、大小便失禁等。若跌倒前有心悸、胸痛

症狀，要考慮心臟問題；若曾伴隨意識不清、排尿或排便失禁，則要考慮

昏厥或癲癇發作。 

2) P(Prior falls)：過去是否有跌倒過？跌倒或將近跌倒(near falls)的病史，

因為將近跌倒的頻率越高，跌倒的機會越大。 

3) L(Location)：.跌倒地點？戶外或室內？哪一個房間？跌倒的地方可提供

搜尋環境之危險因子。 

4) A(Activity)：跌倒時在做什麼？首先嘗試探詢跌倒的機制為何？是滑倒

(slip)、絆倒(trip)或是無力(weakness)等。若是滑跤，要考慮平衡功能、

步態不穩、視力不良或環境因素問題；若是病患由平躺或坐姿站起後昏

倒，要想到姿勢性低血壓的可能性；若跌倒發生於抬頭看或轉頭時，要考

慮頸動脈竇症候群；頸部彎曲時跌倒要考慮基底動脈問題；拿取東西時跌

倒要考慮平衡問題；被地毯的邊緣絆倒要考慮下肢無力；若發在用餐後兩

小時內，要考慮飯後低血壓等。 

5) T(Time)：跌倒通常發生在一天的什麼時候？ 跌倒在地的時間有多久？跌

倒後是否可自己起來? 如在夜間跌倒應要考慮是否有視力障礙、燈光不

足、夜尿症或服用藥物所導致等可能性。 

6) T(Trauma)：有無導致何種傷害或受傷？跌倒後是否因害怕跌倒而減少活

動? 

(a) 生理上：如瘀青、骨折、壓瘡等，也可以協助了解跌倒之原因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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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心理上：如害怕再次跌倒而避免從事某些日常活動 

 

跌倒評估流程如圖一[23]。若有反覆性跌倒、歩態不穩、或曾因跌倒至急

診室就診者，宜轉介老年專科醫師評估。高危險跌倒者或反覆性跌倒者，宜

執行骨密度檢查。 

6. 膀胱功能： 

1) 去年一年中，是否曾漏尿而弄濕褲子？是否在一年中有分開的六天以

上？若兩者的答案均為是，則表示尿失禁篩檢陽性[24]，可進一步詢問

是否影響日常生活？ 

2) 常見可逆性(reversible)尿失禁原因，可以 DIAPPER 或 DRIP 來記憶 

(a) DIAPPER 

    D：Deliruim (譫妄) 

    I：Infection (感染 ) 

    A：Atrophic vaginitis (萎縮性陰道炎) 

    P：Pharmaceuticals (藥物) 

    P：Psychological disorders (精神疾病) 

    E：Endocrine disorders (內分泌疾病) 

    R：Stool impaction (大便阻塞) 

(b) DRIP 

    D：Delirium(譫妄) 

    R：Restricted mobility, retention(活動限制、尿液瀦留) 

    I：Infection, inflammation, impaction (感染、發炎、大便阻塞) 

     P：Polyuria, pharmaceuticals (多尿症、藥物) 

3) 並進一步區分為應力性(stress)、急迫性(urge)、及滿溢性(overflow)、功

能性(functional)尿失禁。 

尿失禁之臨床表徵 [25] 

症狀 急迫性 應力性 滿溢性 功能性 

急迫 是 否 否 不一定 

活動中或咳嗽

時漏出 

否 是 不一定 否 

漏出之尿量 大量 少量 少量或滲漏 大量 

及時到廁所之

能力 

減低  正常 正常 減低 

夜尿 是 否 不一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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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便功能：是否有便秘、腹瀉或大便失禁之現象？有大便失禁者須先排除

是否因便秘所造成，並考慮藥物引起。每日排便並不能排除大便阻塞(stool 

impaction)之可能性。 

8. 營養：飲食狀態是否有變化？如：食慾減低、進食時間過長、拒絕飲食等；

是否有體重減輕(六個月內體重減輕 10﹪或一個月內體重減輕 5%)？是否有

體重增加？每日實際進食狀況可由飲食記載了解。 

9. 日常生活功能：由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及日常生活功能(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的變化，了

解老人 功能變化的情形，借以推估疾病的種類或程度，及安置(disposition)

的考量。 

1)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可由 SHAFT 口訣記憶 

S(Shopping)：購物 

      H(Housekeeping)：整理房間 

      A(Accounting)：財物處理 

      F(Food preparation)：準備餐食 

      T(Transportation)：運輸 

        (Telephone)：使用電話 

      M(Medication)：服用藥物 

      L(Laundary)：洗衣 

2) 日常生活功能：可由 DEATH 口訣記憶 

D(Dressing)：穿衣 

      E(Eating)：吃飯 

      A(Ambulatory)：行動力及移位 

      T(Toilet)：上廁所 

      H(Hygyiene)：洗澡、刷牙洗臉等 

詳細的評估，可以由護理師，以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 了解日常生活

功能(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以 Lawton 氏量表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了解複雜性日常生活功能  。 

  

10. 疼痛： 

1) 詢問身體各部位適否有疼痛？ 

2) 疼痛程度可依視覺類比尺度(visual analogue scale)標示。 

3) 探求疼痛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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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因疼痛造成其他併發症？如：關節活動限制、失用症、不活動

(immobilization)、便秘等。則處理疼痛時，應同時處理併發症。 

11. 睡眠：老人每天睡眠時間之分布、是否有不易入睡或早晨易醒之症狀，不

易入睡是否因身體上的症狀所引起、是否有躁動或煩躁不安? 起床後的精

神及身體狀態如何? 有沒有使用安眠藥? 效果及副作用如何? 是否有憂

鬱或焦慮症之診斷? 

12. 社會心靈狀態： 

經由下列內容，了解病人社會需求，依需要可進一步轉介社工師。 

1) 家系圖：了解老人是否獨居、同住家人為何、家人互動狀況、主要照顧者或

共同照顧者為何、主要醫療決定者為何 

2) 主要或共同照顧者： 

(a) 對醫療問題之認知、態度、行為 

(b) 照顧者之時間、能力、經濟及負擔(burden)等 

3) 主要醫療決定者：對醫療問題之認知、態度、行為 

4) 社會接觸與支持：家族、朋友間的活動或拜訪 

5) 參與活動及宗教：平常參與的社會活動、宗教信仰及活動、及心靈層面之寄

託 

6) 現有長期照護服務：目前是否有居家醫療或家事服務等 

13. 經濟狀態：經濟來源、來源穩定度、是否足夠日常所需、是否影響就醫或營 養

狀態、目前所享有之福利等 

14. 住屋狀態：居住樓層、階梯數、是否有電梯、聯外交通及便利性、居家安全

性等 

 

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任務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任務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任務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任務 

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主要任務為： 

1. 老年症候群之偵測 

2. 足夠及適切的評估及建議 

3. 團隊合作 

4. 依需要轉介 

5. 預防疾病 

6. 預防功能退化 

7. 維持健康 

 

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周全性老年評估的使用時機的使用時機的使用時機的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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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醫學門診: 由第一線家庭醫師、其他醫療人員、病人或家屬轉介。 

2. 出院追蹤的家庭訪視。 

3. 家庭訪視: 如獨居者， 功能障礙無法至門診就診者， 可由公營或私人的

活動性門診(mobile outpatient clinic)[26]， 日間病房的外援團隊(outreach 

team)，  或社區精神疾病小組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等執行

[27] 。 

4. 進入長期照護系統前的評估： 

1) 建立病患基本資料，以便長期追蹤變化。 

2) 了解進入系統前的狀態。 

3) 發掘醫療上、、、、功能上、社會上、及心理上的問題。 

4) 了解病患本身的偏好或對其較安全的方式。 

5) 安置場所適宜性的評估。 

6) 預估出院或離開長期照護的可能性。 

7) 擬定病患為中心的個人照顧計畫。 

5. 日間病房的短期評估及治療中心， 也可配備有家庭訪視服務。 

6. 急性病房之老年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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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之處方原則老年人之處方原則老年人之處方原則老年人之處方原則 
 

詹鼎正醫師 

台大醫院 老年醫學部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每一種臨床處置，都具有危險性 (Risk)與益處

(Benefit)。對內科醫師而言，藥物為我們最熟悉的治療方式。但是在獲得療效同

時，藥物帶來之副作用也很難避免。尤其是在老年人生理儲備容量降低的時間點

上，投予任何藥物都很容易影響身體的恒定狀態 (Homeostasis)，此時，用藥更

需謹慎小心。根據美國的資料顯示，每投資一元美金在藥物上的成本，則需要額

外 1.3 美金來治療用藥造成的不良藥物反應 (Adverse Drug Event) 1。再加上老

年人常同時罹患數種疾病 (Comorbidity)，需要同時服用數種不同的藥物，而這

些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亦會增加不良藥物反應 (Adverse Drug 

Reaction) 的機率。 

本章節的教學重點如下： 

1. 了解合理的老人處方原則。 

2. 由藥物動力學 (Pharmacokinetics) 以及藥物效力學 (Pharmacodynamics)

與老化相關的變化來做為老年人處方原則背後的學理根據。 

3. 介紹 2003 年新版比爾斯準則 (Beers Criteria for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in Older Adults) 2來避免使用這些對老年人潛在性不適用的

藥物。 

4. 如何增加服藥的忠誠度 (Adherence)。 

 

合理的老人處方原則合理的老人處方原則合理的老人處方原則合理的老人處方原則：：：： 

1. 每次使用新的藥物，從最低的劑量啟用。視病人對藥物的耐受性來慢慢地增

加藥量以達到療效 (Start Low and Go Slow)。 

2. 確定病人使用的每一種藥物都有合理的適應症 (Indication)。也儘量尋找是

否有一種藥物可以同時治療兩種以上的病況。 

3. 儘量不要用一種藥物來治療另外一種藥物的副作用，而是尋找產生副作用藥

物的替代品或考慮停用產生副作用的藥物。 

4. 每次只增加一種新藥。 

5. 儘量減少病人使用藥物的種類、總數與每天服用的次數。勇敢地停用病人不

需要的藥物。 



 

 168 

 

6. 隨時注意潛在性的藥物交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儘量改變用藥來

減少交互作用。有 PDA 的學員可以瀏覽這個網站 www.epocrates.com 下

載免費的藥典 EPOCRATES RX。此藥典有檢查藥物交互作用的功能，但

僅記載美國 FDA 通過的藥物，台灣使用的日系或歐系的藥物則不列於其

中。 

7. 熟悉比爾斯準則 (Beers Criteria) 來避免使用這些對老年人潛在性不適用

的藥物。 

8. 當病人有任何新的主訴時，隨時想到是否可能是藥物的不良反應。 

9. 在藥效，副作用相近的情況下，儘量使用低價的藥品來減少病人的部分負

擔。 

10. 定期地請病人將家中「所有」的處方藥、非處方藥、健康食品及中藥都帶到

門診來做藥物回顧。也就是說，無論是誰開的藥，多久以前的藥都要帶來。

以上述的原則檢查病人藥物使用的合理性，也要詢問病人是否了解每項藥物

的適應性與服用次數，是否有按時服藥，是否有不良反應等等。將過期的，

標示不明的藥丟棄。如果有不同醫師處方的重複用藥，擇一使用。最後將病

人的藥物列一清單，一分留底，一分讓病人帶回以方便下次回顧。我們可能

不知道病人自己使用的健康食品或中藥是否有療效，副作用，或與西藥產生

交互作用。但至少這些食品，中藥都在病人的清單上，如有懷疑它們造成不

良反應，可以建議病人停用之。 

 

老化對藥物動力學的影響老化對藥物動力學的影響老化對藥物動力學的影響老化對藥物動力學的影響 (Age-related Changes in 

Pharmacokinetics) 

藥物動力學研究的是藥物從服用到完全由人體中排除的歷程。老化對藥物動

力學的四大指標：吸收 (Absorption)，分佈 (Distribution)，代謝 (Metabolism)，

與清除 (Elimination) 都有程度不一的影響。 

1. 吸收 (Absorption) 

老化對吸收的影響不大。生體利用率 (Bioavailability) 並不會隨著年

齡而產生變化。反而需要注意的是藥物或病人的疾病對腸胃道功能的改變 

1;3。舉例而言，fluoroquinolones 的吸收會因為與鈣片同時服用而降低。

使用制酸劑會增加某些藥物的吸收（像是 amoxicillin），卻會減少其他藥物

的吸收（例如是 ampicillin）。對於拉肚子的患者來說，有很多藥在未被吸

收前就被排掉了。 

2. 分佈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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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在人體內的分佈通常用體積分佈 (Volume of Distribution, Vd) 來

表示。Vd (L/kg) 的定義是藥物在人體的總劑量 (mg) 除以藥物在每公斤體

重的血液中的濃度 (mg/L/kg) 3。當 Vd 遠大於血液總量時，代表這個藥物

很大的部分是與組織（脂肪或蛋白質）連結在一起，只有一小部分是釋放

在血液中。 

隨著人體的老化，瘦肉組織 (Lean Body Mass) 與身體水分相對減少

而脂肪相對增加。因此水溶性藥物的 Vd 減少而脂溶性藥物的 Vd 增加。

所以脂溶性藥物（像是 diazepam 或 trazodone）在老年人體內需要較長

的時間才能達到穩定狀態 (Steady State) 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排出體

外。 

很多藥物服用後大部分與體內的蛋白質結合，只有小部分釋放在血液

中的游離藥物 (free drug) 才有臨床效用。通常鹼性的藥物會與 α1-acid 

glycoprotein 相結合 （像是 propranolol, and erythromycin）而酸性的藥

物會和 albumin 相結合 （像是 warfarin, and phenytoin）。雖說 α1-acid 

glycoprotein 在體內的濃度會隨老化而上升，但其濃度的改變對游離藥物濃

度的影響似乎並不顯著 1。相對的，體內 albumin 濃度的變化會明顯地改

變游離藥物濃度。舉例而言，99%以上的 warfarin 與 albumin 結合，而 

albumin 的濃度隨老化而減少，所以施予同樣的劑量，老年人血液中的游

離藥物濃度會比成年人高。這也就是為什麼老年人只需要較小劑量的 

warfarin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抗凝血效果。另外要注意的，albumin 的濃度

在任何疾病的急性期或營養失調時常會顯著下降，任何與 albumin 高度結

合的藥物可能都需要調整劑量。同時，如果兩種藥物同時搶著與 albumin 

結合，彼此的游離濃度會因兩藥並用而大為提高。所以當 warfarin 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並用時，warfarin 的游離濃度大增，常導致出血 3。 

1) 代謝 (Metabolism) 

肝臟是最重要的代謝器官。其代謝過程分為兩期：第一期代謝反應包

含氫氧基化 (Hydroxylation)，氧化 (Oxidation)，還原 (Reduction)，與

脫烷基化 (Dealkylation)。大部分的代謝產品活性比服用的藥物低，但有

些藥物經由第一期代謝反應後的產物反而毒性增強。Meperidine 是很常

用的止痛劑，其代謝物 normeperidine 的活性就比 meperidine 還強，長

期的累積會有嚴重的神經毒性。第二期的反應包含醛醣酸化作用 

(Glucuronidation)，接合作用 (Conjugation)，與乙烯化 (Acetylation)。

其代謝產物通常活性低，親水性高，容易排除在尿液或膽汁中 1。 

老化會造成肝臟大小、質量與血流的減少，所以整體肝臟的代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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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老化對肝臟第一期代謝的影響甚鉅，而第二期代謝的能力卻不受影

響。也就是說，以第二期代應反應為主的藥物（像是 lorazepam）比以

第一期代謝反應為主的藥物（像是 diazepam）用在老年人身上相對地較

為安全 3。 

藥物從腸胃道吸收後會先經過肝臟代謝後才進入血液中，這個過程稱

為首度效用 (First pass effect)。舉例而言，5 毫克的 hydromorphone 經

過 首 度 效 用 後 ， 只有 1 毫 克 到 達 血中 ， 這 也 就 是 靜 脈注 射 

hydromorphone 的劑量只要口服劑量的五分之一的原因。當老人的肝臟

代謝變差，服用 5 毫克的 hydromorphone，就有 2 毫克的藥在血中產生

作用的可能性。所以老年人對嗎啡類止痛藥的需求劑量通常比成年人小。

除了老化之外，肝臟疾病對藥物代謝的影響也需注意。 

肝臟細胞色素肝臟細胞色素肝臟細胞色素肝臟細胞色素 P-450 (Cytochrome P-450)系統與藥物之交互作用系統與藥物之交互作用系統與藥物之交互作用系統與藥物之交互作用 

肝臟氧化作用的酵素中，cytochrome P-450 (CYP) 族群有著很特殊

的地位。在健康成年人之中，不同 CYP 酵素對藥物的代謝率可以差到六

倍之多 3。人體中約有 50 多種 CYP 酵素是有臨床功效的。它們命名的

方法如下：1) 如果一群 CYP 酵素的胺基酸序列有 40%以上相同，它們

將被歸為一個家族 (family)，以阿拉伯數字來表示。2) 同一家族中的

CYP 酵素如果有 55%以上胺基酸序列相同，它們則被歸為一個次家族 

(sub-family) 以英文字母來表示。3) 在一個次家族下每個人的同功酵素 

(isoenzyme)，以阿拉伯數定來表示。常見代謝藥物的 CYP 酵素有六大

種：CYP1A2, CYP2C9, CYP2C19, CYP2D6, CYP2E1, 與 CYP3A4。 

一個藥物可以是 CYP 酵素的受質 (substrate)，抑制劑 (inhibitor)，

或是誘導劑 (inducer)。當某個受質藥物與某種抑制劑同時使用時，受質

的代謝變慢，而濃度增加。一個有名的例子是 warfarin 與 levofloxacin

同時使用會讓 warfarin 濃度增加而造成出血。而更複雜的是，一種藥同

時可以同時是受質、抑制劑或誘導劑，一種藥物也可以被不只一種 CYP

酵素，所以當老人家同時使用多種藥物的時候，不發生藥物交互作用幾

乎是不可能的。附表一提供了一些常見 CYP 酵素與藥物代謝的關系。但

腦力有時而窮，編者不建議學員花費時間去背表格，學員可以使 

EPOCRATES RX 軟體來檢查病人服用的各種藥物之兩兩交互作用。 

2) 清除 (Elimination)： 

清除是指藥物服用後最後排出人體的步驟。通常藥物是經過腎臟尿

液排出，或是經由膽汁從糞便中排出。討論藥物清除的過程，下面兩個

參數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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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清除率藥物清除率藥物清除率藥物清除率 (Drug Clearance) (ml/min)：是指每分鐘有多少毫升的血液

是完全不含所服下的藥物。舉例來說，一種藥物的清除率與此藥在血中

的濃度成正比，我們稱之為第一級清除 (first order clearance)。如果每

一段時間有一定劑量的藥物被清，我們稱之為第 0 級清除 (zero order 

clearance)。 

半衰期半衰期半衰期半衰期 t1/2 (min)：：：：是指一種藥物服用後到剩下 50%濃度所需要的時間。

這個參數與藥物清除率與容積分佈都有相關 3。通常服藥後需要四個半

衰期，藥物在血中的濃度才會達到平衡狀態 (steady state)。 

 

腎臟功能的變化對許多藥物的清除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中年以後，

腎小球過濾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每年約減少 1%左

右，腎小球過濾率在臨床上常以肌酸酣清除率 (Creatinine Clearance，

CrCl) 來表示。 而對老年人來說，血清中的肌酸酣 (creatinine) 濃度並

不能反應腎臟的功能。在所有預測肌酸酣清除率的公式中，Cockoft-Gault 

公式是最易於使用的： 

男性的肌酸酣清除率 CrCl (ml/min) = [理想體重 (kg)] * [140- 年齡 

(years)] / [72* 血清肌酸酣濃度 (mg/dl)]。女性則將上述的公式乘以

0.85。 

男性理想體重 = 50 公斤+[2.3 公斤 x(身高公分-152)]/2.54 

女性的理想體重=45.5 公斤+[2.3 公斤 x(身高公分-152)]/2.54 

很多時候，用實際體重來代替理想體重算出來的值也不會相距甚

遠。當肌酸酣清除率計算出來後，大部分的藥典都會提拱腎臟功能缺損

的調整劑量。例如之前提到的 EPOCRATES RX 藥典就包含此項功能。

但是，預測畢竟有誤差，如果腎臟功能真得不好，臨床上還是建議儘量

避免使用 100%從腎臟排除的藥物以減少有毒物質的累積 1。 

3. 老化對藥物效力學的影響 (Age-related Changes in Pharmacodynamics) 

藥物效力學研究的是藥物如何在人體內產生效果，而所謂的效果是指

除了療效以外，也包含了藥物對人體帶來的傷害（稱之為不良藥物事件 

(Adverse Drug Event)）。這些傷害可以分為三類： 

1) 不良藥物反應 (Adverse Drug Reaction)：在正常有效劑量下，藥物對人

體的有害反應（服用嗎啡類藥物會造成便秘）。 

2) 特異反應 (Idiosyncratic Reaction)：身體的特異體質而對正常的藥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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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生的過度反應 （使用很小劑量的 lisinopril 血壓卻大幅度下降）。 

3) 過敏反應 (Hypersensitive Reaction)：有害的藥物作用來自於免役系統

的反應 （盤尼西林過敏）。 

大部分老化對藥物效力的影響可以經由老化對藥物動力學的改變來解

釋。例如之前提到的，老化使血液內 albumin 濃度降低，所以老年人對 

warfarin 的需求劑量較低。但是亦有研究顯示，藥物動力學的變化不能夠

完全解釋老人家對 warfarin 敏感度的提升。老化也同時減低了凝血因子合

成的速度，也因此老人家不需要那麼多的 warfarin 就可以達到抗凝血的效

果 3。再舉例來說，除了肝臟的代謝因老化而減緩之外，大腦對這些藥物

的敏感度也因老化而增加，所以老年人對嗎啡類藥品的需求劑量減少也是

來自藥物動力學與藥物效力學變化的雙重影響 3。另外，老化會使自主神

經系統對外來的刺激反應變慢，所以老人家對同劑量的 β 刺激劑或 β 阻斷

劑的反應都不如成年人明顯 3。 

綜合上述，大部分老化對身體帶來的變化會減少對藥物劑量的需求，

增加藥物在體內存在的時間，也增加藥物之間產生交互作用的機會。這也

是為什麼老人處方原則的第一條是 Start Low and Go Slow，或許因此用

藥沒有那麼快見效，但大部分的老年專科醫師會同意，對老年人的臨床處

置不造成醫源性傷害 (Iatrogenic Injury) 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4. 不良藥物事件與潛在性老年人不適用藥物  (Adverse Drug Event and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s for the Elderly) 

每年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在社區生活的老年人會經歷至少一次的不良藥物

事件，而這些事件中超過一半以上是可以避免的 1。美國的 Dr. Beers 召集

了老年醫學與藥學的專家，分別在 1991 年，1997 年與 2003 年發表了三

版的  Beers Criteria，其中列舉了專家們認為潛在性不適用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於老年人身上的藥物。藉由減少這些藥物的使用，或許可以降

低不良藥物事件的發生率。最新版的 Beers Criteria 2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

列舉了 48 種應避免使用在老年人身上的藥物或藥物類別 (Drug Class)，第二

部分則列舉了 20 種病況與其應避免使的藥物。這些藥物並不是每一種都會在

台灣使用，而其分類也有一些混亂，在此為各位學員整理了兩分個人以為較

適用的表格（附表二，附表三），學員請參照原文以得到更多的資料 2。很多

台灣常用的藥物像是第一代的抗組織胺與 meperidine 都在這一份應避免的

藥物清單上，如何與其他科的醫師溝通合作來減少這些藥物的使用是我們老

人科醫師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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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提高服藥的忠誠度 (How to Increase Medication Adherence?) 

當醫師開立處方給病人的時候，常假設病人會 100%按時服藥。事實上我

們是過分樂觀了。接近一半的病人無法達到 80%以上的服藥率 4，而因未按

時服藥加重病情而增加的醫療與社會成本在美國可以高達一年 1000 億美元 

5。服藥順從性不佳的危險因子可以分為三大類 5： 

1) 與藥物相關因子：服藥的時間，數量及藥物不良反應等。 

2) 與病人相關因子：病人不相信療效，病人有失智或憂鬱症等。 

3) 其他因子：像是病人有經濟困難，病人與醫師相處不好等。 

老化本身不是服藥順從性不佳的危險因子，事實上，很多研究証明，老

年人比年輕人的服藥忠誠度要高 5。 

Cochrane library 的回顧性文章告訴我們，無論是行為介入或是教育介入

來改善服藥的忠誠度的策略都不是十分有效，但如果同時多管齊下，多種策

略並用的效果會比較好 6。對單一的策略而言，簡化藥物總數量與減少每天

服藥的次數，以及定時回顧用藥，將病人所有用藥一一解釋，列一隨身清單

是最有效果的 5。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一般來說，會被轉介到老人醫學科來就診的病人，多半是百病纏身，相當孱

弱的老人家。一天服用十多種藥的不在少數。上述的十項處方原則相信有助於學

員簡化病人用藥，也增進病人的服藥忠誠度。了解這些處方原則背後的學理根據， 

避免使用老年人潛在性不適合的藥品，相信也能夠減少不良藥物事件的發生，使

我們的病人更健康，更有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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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主要代謝藥物的 CYP 酵素 
CYP1A2 CYP2C9 CYP2C19 CYP2D6 CYP2E1 CYP3A4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Substrate 

Caffeine Diclofenac Carisoprodol Amitriptyline Chlorzoxazone Amitriptyline 

Clozapine Hexobarbital Citalopram (hydroxyl) Enflurance Codeine 

Imipramine Ibuprofen Clomipramine Codeine Ethanol (N-demethyl) 

(dimethyl) Losartan (dimethyl) (O-demethyl) Halothane Cyclophosphoamide 

Phenacetin Phenytoin Diazepain Clomipramine Paracetamol Cyclosporine 

Tacrine Tolbutamide Imipramine (hydroxyl) Marker drug Dapsone 

Tamoxifen S-warfarin S-mephenytoin Debrisoquine Chlozoxazone Diltiazem 

Theophylline Selective inhibitor Moclobemide Desiprarnine Inducer Erythromycin 

Marker drug Sulfaphenazole Omeprazole Dextromethorphan Ethanol Estradiol 

Caffeine  (hydroxyl) Encainide  Granisetron 

Selective inhibitor  Proguanil Ethylmorphine  Lidocaine 

Fluvoxamine  Propranolol flecainide  Midazolam 

Furafylline  Marker drug Haloperidol  Nifedipine 

Grapefruit juicet  Mephenytoin Imipramine  Omeprazole 

Inducer  Omeprazole (hydroxyl)  (sulfone) 

Smoking  Selective inhibitor Metoprolol  Protease inhibitors 

  Fluoxetine Mianserin  (ritonavir, 

  Sertraline Nicotine   Saquinavir) 

   Nortriptyline  Quinidine 

   Paroxetine  Tamoxifen 

   Perphenazine  Terfenadine 

   Propafenone  Triazolam 

   Thioridazine  Veraparnil 

   Tropisetron  Marker drug 

   Zuclopenthixol  6β-Hydroxycortisol 

   Marker drug  Midazolam? 

   Deqrisoquine  14C-erytheomycin 

   Dextromethorphan  Selective inhibitor 

   Sparteine  Ketoconazole 

   Selective inhibitor  Pexofenadine 

   Quinidine  Loratadine 

   Paroxetine  Cetirizine 

     Inducer 

     Glucocorticoids 

     Antiepileptics 

     Rifampicin 

資科來源： Bressler R, Bahl JJ. Principles of drug therapy for the elderly 

patient. Mayo Clin Proc 2003; 78:1564-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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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Selected Beers Criteria for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in 

Older Adults: Independent of Diagnoses or Conditions 

應避免使用之止痛藥物應避免使用之止痛藥物應避免使用之止痛藥物應避免使用之止痛藥物 

Narcotics : propoxyphene and combination products, meperidine, and 

pentazocine 

NSIADs: indomethacin, and ketorolac 

長期使用 COX-2 inhibitor 以外的 NSAIDs 也應避免。 

應避免使用之抗膽鹼應避免使用之抗膽鹼應避免使用之抗膽鹼應避免使用之抗膽鹼 (Anticholinergic)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第 一 代 抗 組 織 胺第 一 代 抗 組 織 胺第 一 代 抗 組 織 胺第 一 代 抗 組 織 胺  (Antihistamines): diphenhydramine, chlorpheniramine, 

hydroxyzine, cyproheptadine, promethazine, tripelennamine, and 

dexchlorpheniramine 

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 (Antispasmodic)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dicyclomine, hyoscyamine, propantheline, 

belladonna alkaloids, and clidinium-chlordiazepoxide 

肌肉鬆弛劑肌肉鬆弛劑肌肉鬆弛劑肌肉鬆弛劑 (Muscle Relaxants): methocarbamol, carisoprodol, chlorzoxazone, 

metaxalone, cyclobenzaprine, orphenadrine, and oxybutinin (not extended 

release form) 

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amitriptyline, and doxepin 

應避免使用之心志作用應避免使用之心志作用應避免使用之心志作用應避免使用之心志作用 (Psychotropic)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抗焦慮藥物抗焦慮藥物抗焦慮藥物抗焦慮藥物 (Anxiolytics) 

任 何 長 效 型 的任 何 長 效 型 的任 何 長 效 型 的任 何 長 效 型 的  benzodiazepines: flurazepam, chlordiazepoxide and 

combination products, diazepam, quazepam, halazepam, chlorazepate 

短效型的短效型的短效型的短效型的  benzodiazepines 不建議一天超過下列劑量不建議一天超過下列劑量不建議一天超過下列劑量不建議一天超過下列劑量 : lorazepam, 3mg; 

oxazepam, 60mg; alprazolam, 2mg; temazepam, 15mg; and trizolam, 0.25mg 

任何任何任何任何 barbiturates [但但但但 Phenobarbital 用在抗癲癇除外用在抗癲癇除外用在抗癲癇除外用在抗癲癇除外] 

抗憂鬱藥物抗憂鬱藥物抗憂鬱藥物抗憂鬱藥物 

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三環抗憂鬱藥物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amitriptyline, and doxepin 

SSRI: fluoxetine 

抗精神藥物抗精神藥物抗精神藥物抗精神藥物 (Antipsychotics): thioridazine, mesoridazine 

Amphetamines 與其他食慾抑制與其他食慾抑制與其他食慾抑制與其他食慾抑制 (Anorexic)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應避免之心血管藥物應避免之心血管藥物應避免之心血管藥物應避免之心血管藥物 

抗高血壓藥物抗高血壓藥物抗高血壓藥物抗高血壓藥物: methyldopa, clonidine, short-acting nifedipine, ethacrynic acid, 

doxazocin, guanethidine, guanadrel, and reserpine>0.25mg/day 

抗心律不整藥物抗心律不整藥物抗心律不整藥物抗心律不整藥物: disopyramide, amiodarone, and digioxin >0.125mg/day 

抗血小板凝結劑抗血小板凝結劑抗血小板凝結劑抗血小板凝結劑: ticlopidine, and short-acting dipyridamole 

應避免之腸胃道藥物應避免之腸胃道藥物應避免之腸胃道藥物應避免之腸胃道藥物 

制酸劑制酸劑制酸劑制酸劑: cimetidine 

瀉藥瀉藥瀉藥瀉藥: minera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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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使用刺激性瀉藥 (Stimulant laxatives) 也應避免: bisacodyl, cascara sagrada, 

and neoloid [但長期服用嗎啡類止痛劑的病人除外]  

止吐劑止吐劑止吐劑止吐劑: trimethobenzamide 

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抗腸胃道痙攣 (Antispasmodic)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其他應避免之藥物其他應避免之藥物其他應避免之藥物其他應避免之藥物 

降血糖藥物降血糖藥物降血糖藥物降血糖藥物: chlopropamide 

抗偏頭藥物抗偏頭藥物抗偏頭藥物抗偏頭藥物: ergot mesyloids 

鐵劑鐵劑鐵劑鐵劑: ferrous sulfate > 325mg/day 

賀爾蒙賀爾蒙賀爾蒙賀爾蒙: desiccated tyroid, methyltestosterone, and estrogen only 

資科來源：Fick DM, Cooper JW, Wade WE, Waller JL, Maclean JR, Beers MH. 

Updating the Beers criteria for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in older 

adults: results of a US consensus panel of experts. Arch Intern Med 2003; 

163:2716-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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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Selected Beers Criteria for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in Older Adults: Considering Diagnoses or Conditions 

病況病況病況病況 應避免之藥物應避免之藥物應避免之藥物應避免之藥物 

心衰竭 Disopyramide and high sodium content drugs 

高血壓 Psudoephedrine, diet pills, and amphetamines 

胃及十二指腸潰瘍 NSAIDs and aspirin>325 mg/day, (coxibs excluded) 

癲癇 Clozapine, chlorpromazine, thioridazine, thiothixene, 

and bupropion 

凝血疾病 

或使用抗凝血劑 

Aspirin, NSAIDs, dipyridamole, ticlopidine, and 

clopidogrel 

膀胱外流道阻塞 Anticholinergic, antihistamines, gastrointestinal 

antispasmodics, muscle relaxants, oxybutinin, 

tolterodine, flavoxate, antidepressants, and 

decongestants,  

壓力性尿失禁 α-blockers, anticholinergics,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and long-acting benzodiazepines 

心律不整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失眠 Decongestants, theophylline, methylphenidate, 

MAOIs, and amphetamines 

帕金森氏症 Metoclopramide, conventional antipsychotics, and 

tacrine 

心智功能障礙 Barbiturate, anticholinergics, antispasmodics, and 

muscle relaxants. CNS stimulants: 

dextroamphetamine, methylphenidate, 

methamphetamine, and pemolin 

憂鬱症 Long-term benzodiazepine use. Sympatholytic 

agents: methyldopa, reserpine, and guanethidine 

食慾不振與營養不良 CNS stimulants: dextroamphetamine, 

methylphenidate, methamphetamine, pemolin，and 

fluoxetine 

昏倒或跌倒 Short- to intermediate-acting benzodiazepines and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血鈉低下或 SIADH SSRIs 

肥胖 Olanzapine  

慢性阻塞性肺病 Long-acting benzodiazepines, β-blockers: propranolol 

長期性便秘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anticholingergics and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179 

 

資科來源：Fick DM, Cooper JW, Wade WE, Waller JL, Maclean JR, Beers MH. 

Updating the Beers criteria for potentially inappropriate medication use in older 

adults: results of a US consensus panel of experts. Arch Intern Med 2003; 

163:2716-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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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之預防保健老年人之預防保健老年人之預防保健老年人之預防保健 
 

賴秀昀/陳慶餘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健康有害的情況也會漸次增加。所有疾病中，透過改變

生活型態、處理危險因子、和初段或次段預防的實行，40-70%得以部分或全面

性的預防。預防的策略可分為五大類：預防疾病、預防衰弱(frailty)、預防意外、

預防醫源性傷害、以及預防心理社會疾病[1]。採行這些預防措施時，必須區分

哪些措施是針對一般老年族群，哪些是針對高危險老年族群，而預期生命期及生

活品質也必須特別列入考慮。 

 

疾病預防疾病預防疾病預防疾病預防 

針對疾病的自然史，可採三段五級的預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發生、遏阻疾病

惡化、以及避免殘障及死亡。初段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是為防止疾病發生，

可再分為「促進健康(health promotion)」及「特殊保護(specific protection)」兩

級；次段預防是針對疾病早期發展而設，藉由早期診斷和適當治療來防範臨床前

期和初期的變化。末段預防是藉臨床治療的方法使發病者早日康復，或使殘障者

因復健而恢復機能，可再細分為「限制殘障」及「復健」二級[2]。 

 

表一、  對 65 歲以上老年族群建議之預防行動[1, 3] 

項目 欲預防或偵測

之疾病 

實行之措施 頻率 USPSTF 

建議強度 

篩檢 高血壓 測量血壓 至少每 2 年 1 次 A 

 冠狀動脈疾病 測量血脂肪 每 5 年 1 次；有冠心病、

糖尿病、周邊動脈疾病及

中風病史者頻率增加 

A 

 腹主動脈瘤 腹部超音波 65-75 歲曾吸煙的男性

以超音波篩檢 1 次 

B 

 第二型糖尿病 

 

測量血糖 有高血壓或高血脂的病人

至少篩檢 1 次 

B 

 肥胖、營養不

良 

測身高體重 至少每年 1 次 B 

 乳癌 乳房攝影 每 1-2 年 1 次 B 

 子宮頸癌 子宮頸抹片 至少每 3 年 1 次 參見內文 

 大腸癌 糞便潛血檢查 

結腸鏡 

每年 1 次 

每 3-5 年 1 次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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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鏡 每 10 年 1 次 

 聽力缺損 聽力檢查 週期性 B 

 視力缺損 視力檢查 週期性（每 1-2 年 1 次） B 

 酗酒 酒癮篩檢問卷 第 1 次看診時及懷疑有飲

酒問題時 

B 

 憂鬱症 憂鬱症篩檢工具 參見內文 B 

 骨質疏鬆 DXA 65 歲以上的婦女常規篩

檢，骨質疏鬆性骨折的

高危險群，提早於 60 歲

開始篩檢。兩次檢查需

相隔兩年以上。 

B 

免疫預防 流感 注射流感疫苗 每年 1 次  

 肺炎雙球菌 注射肺炎雙球菌

疫苗 

65 歲 1 次  

 破傷風 破傷風疫苗 每 10 年 1 次  

化學預防 心血管疾病 使用阿司匹靈 每 5 年討論 1 次 A 

諮商 心肺疾病及多

種癌症 

戒煙 抽煙的病人每次看診時 A 

 酒精濫用 篩檢及行為諮商 不明 B 

 肥胖、心血管

疾病 

低脂飲食 每年  

 骨質疏鬆  適當補充鈣質 

討論賀爾蒙補充

療法 

停經時開始 

停經後至少 1 次 

 

 心血管疾病、

骨質疏鬆 

運動諮詢 每年 I 

 營養不良、齲

齒、口腔癌 

鼓勵病人看牙醫 每年  

 

1. 心血管疾病 

(1) 血壓 

高血壓的盛行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65歲以上的老年人超過三分之

二罹患高血壓[4]，而獨立性收縮期高血壓是老年人最常見的高血壓。 

美國預防醫學服務任務小組（USPSTF）建議對18歲以上的成人篩檢

高血壓（A級建議），但認為缺乏證據來建議適當的篩檢間隔。ICSI（ Institute 

for Clinical Systems Improvement）建議成年人若血壓小於120/80mmHg，

每二年篩檢一次；若血壓介於120-139/80-89mmHg，則每年篩檢一次[5]。 

(2) 高血脂[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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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STF 強烈建議對 35 歲以上男性，及 45 歲以上女性常規篩檢血脂

異常，並治療冠心症高危險群的血脂異常（A 級建議）。USPSTF 並建議以

總膽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來篩檢（B 級建議），但並不建議或反對將

三酸甘油脂列為常規篩檢項目（I 級建議）。至於適當的篩檢間隔為多久並不

確定，五年一次應算是合理的間隔，而血脂肪接近警戒標準的人間隔應縮

短，低危險群則可拉長。至於老年族群何時需停止篩檢並不確定，篩檢從未

檢查過的老年人是適當的，但重複篩檢則比較不重要，因為血脂肪不太可能

65 歲後才增加。 

(3) 腹主動脈瘤 

USPSTF及美國家庭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AAFP)建議針對65-75歲曾吸煙的男性以超音波做一次腹主動

脈瘤的篩檢（B級建議），未曾吸煙者則不支持或反對篩檢（C級建議），至

於婦女則不建議篩檢（D級建議）[8]。 

(4) 周邊動脈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USPSTF 不建議對無症狀成年人篩檢周邊動脈疾病(D 級建議)。雖然周

邊動脈疾病在老年人身上相對較多，以腳踝—肱動脈血壓比測出的下肢周邊

動脈疾病在 65 歲以上的社區老人中約佔 10-20%；並且五年的期間裡，

25-35%罹患周邊動脈疾病的病人會發生心肌梗塞或中風，而另外的 25%則

會死亡，通常是死於心血管問題。然而，目前的證據顯示篩檢無症狀的一般

民眾僅能得到很少或甚至沒有好處，因為周邊動脈疾病的盛行率在一般民眾

並不高，且很少證據支持在無症狀期治療周邊動脈疾病可改善健康[3]。 

 

2. 內分泌疾病 

(1) 第二型糖尿病 

糖尿病是老年人罹病及死亡的主因之一，65 歲以上的老年人至少 20%

罹患糖尿病[9]。透過生活型態的改變，包括減輕體重、運動及營養治療，

可以明顯減少罹患糖尿病的風險。篩檢的目的是找出可能罹患糖尿病或糖尿

病前期的無症狀個人。美國糖尿病學會建議 45 歲以上應接受糖尿病篩檢，

特別是 BMI 25 以上的人；如果正常，每三年重複一次（專家意見或臨床經

驗）[9]。USPSTF 認為目前的證據並無法建議或反對常規對無症狀的成人

篩檢第二型糖尿病及葡萄糖耐受性不良（I 級建議）；但建議高血壓或高血脂

的成人應篩檢第二型糖尿病（B 級建議）[10]。篩檢的工具可使用為空腹血

糖(FPG)或 2 小時—75 克葡萄糖耐受試驗(2-h OGTT)[9]。 

目前對於 65 歲以上的族群並無長期的研究顯示嚴格控制血糖、血壓、

及血脂的好處，一般建議對於預期生命期大於 10 年者，活躍、認知功能正

常以及願意負起自我監測血糖責任的病人，應使用與年輕病患一樣的治療目

標[9]。 

(2) 甲狀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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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無症狀的甲狀腺功能低落(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其盛行

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大於 60 歲的女性可高達 20%，但在男性身上則比較

不確定。每年有 2%-5%的無症狀甲狀腺功能低落病人會發展成明顯的甲狀

腺功能低落。至於無症狀的甲狀腺功能亢進(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則

較少見。整體而言，臨床上無症狀的甲狀腺疾病女性多於男性，老年族群多

於年輕族群[11, 12]。 

美國甲狀腺學會建議成人自35歲開始以血清 thyrotropin篩檢甲狀腺功

能不良，之後每五年一次[13]。USPSTF 則認為目前無足夠證據建議或反

對篩檢成人的甲狀腺疾病（I 級建議）， 雖然以 TSH 可篩檢出臨床上無症

狀的甲狀腺功能異常，但是治療篩檢發現的甲狀腺疾病，並無法產生具臨

床意義的改善。此外，雖然老年人為甲狀腺疾病的高危險群，USPSTF 認

為目前亦無好的證據證實篩檢此族群可獲致臨床上重要的好處[14]。 

JAMA 一項針對 85 歲以上老年人的前瞻性觀察研究顯示，血中

thyrotropin（即 TSH）和游離 thyroxine 與日常生活失能、憂鬱症狀、及認

知功能無關[15]；另外，美國甲狀腺學會(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最

近的文獻回顧認為，在某些特定的族群中，甲狀腺功能不良的盛行率較高，

例如大於 60 歲的女性、之前甲狀腺接受過放射線治療、過去接受過甲狀腺

手術或有甲狀腺功能不良的病史、第一型糖尿病患者、自體免疫疾病史、甲

狀腺疾病家族史、或心房震顫患者，因此建議對高危險群積極進行檢查，以

找出有病之個案，亦建議對有甲狀腺功能不良症狀、或是甲狀腺觸診異常的

病人檢查 TSH，但不建議對一般族群大規模篩檢。 

 

3. 癌症篩檢 

(1) 乳癌 

根據衛生署 2005 年統計資料顯示，乳癌為台灣地區婦女第四大癌症死

因，年紀越大，乳癌的發生率及死亡率就越高。美國癌症學會建議婦女四十

歲之後，每年接受一次乳房攝影檢查，如果婦女健康情況良好，應持續篩檢

下去[16]。USPSTF 則認為，對於 65 歲以上的婦女，每兩年一次乳房攝影

篩檢，應是符合經濟效益的；但是如果婦女健康狀況不佳，如罹患失智症或

多重疾病使預期生命期小於五年者，經濟效益則變差[17]。 

美國癌症學會亦建議，臨床乳房檢查(clinical breast examination, CBE)

應該視為週期性健康檢查的一部份，四十歲以上婦女每年應接受一次臨床乳

房檢查。 

(2) 大腸癌 

衛生署 2005 年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老年人口主要死因排名第一的

為惡性腫瘤，其中結腸直腸癌在男性女性皆列為第三大癌症死因。大腸直

腸癌的死亡率與侵入性的大腸直腸癌的發生率皆隨年齡增加而明顯增加，

早期診斷與治療可有較佳的預後，因此 USPSTF 建議 50 歲以上篩檢大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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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腸癌（A 級建議）[3]。美國癌症學會建議 50 歲以上，選擇以下五種檢查

時程中的其中一種，任何一項有陽性結果都需要追蹤大腸鏡[16]： 

� 每年一次糞便潛血檢查(fecal occult blood test, FOBT)或糞便免疫化學

檢查(fecal immuochemical test, FIT) 

� 每五年一次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 

� 每年一次糞便潛血檢查或糞便免疫化學檢查(fecal immuochemical test, 

FIT) 合併每五年一次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 

� 每五年一次雙重對比大腸鋇劑攝影 

� 每十年一次大腸鏡檢查 

    雙重對比大腸鋇劑攝影對於老年人較不好用，因為老年病患在攝影時常

常無法很正確的擺位，因而常造成結果無法判讀，此外，由於不能在檢查時

順便切片，以致常需再次清腸[18]。 

美國癌症學會認為合併糞便檢查和乙狀結腸鏡兩項檢查比僅用單一一

項效果佳。加拿大預防健康照護任務小組（Canadian Task Force on 

Preventive Health Care，CTFPHC）則認為證據不夠無法建議是否應單用

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或合併糞便檢查（C 級建議）。 

對於大腸鏡，CTFPHC 認為證據不夠無法包括或排除以大腸鏡作為初

步篩檢的工具（C 級建議），因為考慮到病人的接受度、所需的設備和可能

的花費[19]。 

   ACS 及 USPSTF 對於篩檢的年齡上限並無建議，目前的研究都僅侷限

在小於 80 歲的病人，雖然老年人大腸癌的發生率較高，理論上篩檢的頻率

應增加，然而由於老年人常合併其他競爭死因，篩檢的效益可能有限，對於

生命期不長的老年人停止篩檢也是合理的[20]。 

(3) 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為 2005 年台灣婦女第五大癌症死因，對婦女健康影響甚鉅，

然而何時該停止子宮頸抹片檢查，一直是充滿爭議的。USPSTF 認為，如

果 65 歲以上婦女其最近篩檢之結果為正常，並且不是子宮頸癌的高危險群

者，則不建議常規篩檢（D 級建議）[21]。美國癌症學會則建議，大於 70

歲的婦女，若已連續三次以上子宮頸抹片正常，並且最近十年沒有異常的子

宮頸抹片結果，則可選擇停止篩檢。若過去有子宮頸癌病史、出生前曾暴露

於 DES、有 HIV 感染、或免疫系統較弱，只要身體健康良好就應繼續篩檢

[16]。至於因良性疾病曾接受過全子宮切除術的患者，美國癌症學會及

USPSTF 皆建議可停止篩檢。 

USPSTF 目前並無法建議或反對使用新的技術（如 ThinPrep®）來取

代傳統的子宮頸抹片；也無法建議或反對以人類乳突病毒（HPV）做為子宮

頸癌初步篩檢的工具（I 級建議）。 

老年婦女因為陰道萎縮及子宮頸口狹窄，再加上骨骼肌肉的疾患不易躺

上內診檯，因此有時不易取得正確的樣本。不熟習老年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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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層醫師，可考慮將病人轉介給婦產科醫師[18]。 

(4) 攝護腺癌 

根據 2005 年衛生署的統計資料，攝護腺癌是造成男性癌症死亡的第七

名，由於目前並沒有可信的方法來區辨早期癌症何者會進展快速，何者是緩

慢不危急生命，加上 PSA 常出現偽陽性（雖然有很好的證據顯示 PSA 可

偵測到早期的攝護腺癌），以及治療產生的明顯後遺症，老年男性攝護腺癌

的篩檢至今一直沒有定論[18, 22]。USPSTF 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建議或反

對以 PSA 或肛門指診做為攝護腺癌常規篩檢的工具（I 級建議）[22]；美國

癌症學會則建議，男性自 50 歲起，應每年接受 PSA 加上肛門指診篩檢，

直到預估生命期小於 10 年為止。此外，醫師應提供關於攝護腺癌篩檢的資

訊，包括已知的好處及不確定的部分、限制、以及早期發現治療可能產生的

問題，使病人能得到足夠的資訊來決定要不要受檢[16]。 

(5) 子宮內膜癌 

美國癌症學會建議所有婦女在停經後，都應被告知子宮內膜癌的風險和

症狀，並應強烈鼓勵病人告訴醫師任何非預期的出血或是點狀出血。對於有

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n cancer (HNPCC)的婦女或是其高危險群，

35 歲後應每年以子宮內膜切片篩檢子宮內膜癌[16]。 

(6) 其他癌症 

對於肺癌、卵巢癌、甲狀腺癌、腎臟癌、腦瘤、皮膚癌、胰臟癌或血液

癌症，目前並無可靠的篩檢方法。 

 

4. 其他老年症候群 

(1)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及骨折最常見於老年女性，起因於停經後骨質逐漸流失。女性

若活到 85 歲，50%會有骨質疏鬆相關的骨折，25%會產生脊椎的變形，15%

會髖部骨折。 

CTFPHC 認為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篩檢可以減少骨折，但有很好

的證據證明篩檢可以有效的辨識出低骨質密度的停經婦女，而治療骨質疏鬆

可以減少此族群骨折的風險，因此建議有骨折史的停經婦女、大於 65 歲、

Osteoporosis Risk Assessment Instrument (ORAI)分數大於等於 9 分、或

是 Simple Calculated Osteoporosis Risk Estimation (SCORE)分數大於等

於 6 分應常規接受 DXA 篩檢骨質密度（B 級建議）[23]。USPSTF 則建議

65 歲以上的婦女需常規篩檢，若婦女屬於骨質疏鬆性骨折的高危險群，建

議提早於 60 歲開始篩檢（B 級建議）。對於小於 60 歲的停經婦女，或是年

齡介於 60-64 歲但非骨質疏鬆性骨折的高危險群，則沒有篩檢建議（C 級建

議）[24]。至於篩檢的適當頻率則沒有定論，鑑於檢查方法準確度有限，

USPSTF 認為兩次檢查至少需相隔兩年以上，才容易度量出骨質的差異[3]。 

CTFPHC建議，對於篩檢出有骨質疏鬆的婦女，使用alendr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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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dronate、或raloxifene來預防骨質疏鬆性骨折目前有不錯的證據（A to B

級建議）。對於嚴重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加上至少一處的脆弱性骨折）的婦

女，建議使用alendronate、risedronate、或副甲狀腺素、raloxifene、

etidronate及口服的pamidronate有不錯的證據 ( A to B級建議)。如果不能

忍受這些藥物，可以考慮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或是calcitonin[23]。 

至於沒有骨質疏鬆的女性，CTFPHC認為有不錯的證據顯示補充鈣片

及維他命D可以預防骨質疏鬆性骨折（B級建議）[23]，然由最近的一篇大

型研究顯示補充鈣片及維他命D雖然可以小幅增加髖部骨質密度，但無法減

少髖部骨折，且可能增加腎結石的風險[25]，因此仍需更多的研究來證明其

效果。 

對於荷爾蒙補充療法，雖然有不錯的證據認為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可

以減少整體之骨折，然而對於大多數的婦女，其風險可能會多於益處（D

級建議）[23]。FDA建議應全盤考慮所有可用的藥物後，再決定是否以荷爾

蒙療法預防骨質疏鬆症。 

(2) 聽力缺損 

年齡相關的聽力缺失是 65 歲以上老年族群第三常見的慢性病況[26]，

由於聽力缺損與認知功能、情緒、社交、和身體功能下降有關，但藉由助聽

器可以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功能及生活品質，因此聽力的篩檢在老年人身上自

是相當重要，週期性的詢問老年人是否有聽力的問題，可以簡單又可靠的篩

檢出老年人的聽力缺損[18, 27]。臨床上，有多種簡單又具相當敏感度及準

確度的篩檢工具可以採用，包括手持式的聽力計（audioscope）、耳語測試

（Whispered Voice Test）、與 Hearing Handicap Inventory for the 

Elderly-Screening Version(HHIE-S)。其中手持式的聽力計最為準確，將其

閾值設定在 40 分貝，測試 500、1000、2000、和 4000 赫茲四個音頻，若

單耳 1000 及 2000 赫茲都有問題，或是兩耳 1000 或 2000 赫茲任一音頻有

問題，建議轉介專科做進一步檢查。HHIE-S 則為自我回答的問卷，共有十

個問題，分數從 0-40 分，0 分代表沒有障礙（handicap），40 分代表最大

的障礙，若切點在 10 分以上可提供合理的敏感度及準確度[28]。聽力計與

HHI E-S 篩檢出的面向可能不相同，聽力計偏重在生理性的缺損，HHIE-S

則著重在功能上的障礙，因此許多專家建議合併兩種篩檢工具可能不失為另

一種選擇。至於耳語測試為主試者在受測者背後不同距離耳語數字或單字，

雖簡單好用又便宜，但是比較主觀也很難標準化[28, 29]。 

雖然常規篩檢聽力以改善病人的結果(outcome)尚未有隨機的臨床試驗

提供證據，許多專家組織，包括 USPSTF、CTFPHC、AAFP、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仍建議對老年族群週期性常規篩

檢（目前 USPSTF 及 CTFPHC 皆正在更新其建議，尚未發佈最新準則）。

USPSTF 1996 年舊版建議的篩檢間隔為視臨床情況自行斟酌，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則建議 50 歲後每三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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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力缺損 

白內障、年齡相關的黃斑部退化、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和青光眼的盛行

率都隨年齡增加，再加上幾乎無可避免的老視(presbyopia)，使得老年人的

視力問題比例相當高。 

標準的篩檢方法是使用 Snellen eye chart 來篩檢視力問題，其置於病

人前方 20 呎（約 6 公尺）處，如果病人戴眼鏡仍無法讀出所有 20/40 處的

字母，則視為有問題[29]。 

目前並無隨機對照研究評估常規篩檢視力問題是否可改善視力，最近的

Cochrane review 亦發現，以社區為基礎，藉由詢問主觀的視力缺損來大規

模篩檢無症狀的老年人，並沒有足夠證據證實可以改善視力[30]，然而許多

專家組織仍建議常規篩檢老年人的視力問題。篩檢的間隔約為每 1-2 年一

次，篩檢的頻率建議隨年齡增加而增加，對於糖尿病、已有眼疾的病人、以

及有青光眼風險的病人，建議更確實的執行。至於應由基層醫師篩檢，或是

由眼科專科醫師篩檢，各專家組織則有不同的建議[31]。 

(4) 認知功能缺損 

失智症隨年齡增加盛行率亦增加，尤其是阿茲海默氏症。早期失智症不

易發現，目前也沒有治癒的方法。由於認知功能缺損常常造成照顧者龐大的

壓力，亦可能縮短病人的存活期，早期診斷的角色漸形重要，以期能提早發

現可矯正的原因，給予緩和性治療，並為將來的認知功能減退預作計畫（如：

預立醫囑、提供照顧者支持團體）。USPSTF 認為目前尚無足夠證據建議或

反對常規篩檢老年人的失智症(I 級建議)；但若觀察到病人有認知功能的缺

損，則必須仔細評估認知功能並追蹤[3, 32]。 

USPSTF 及 CTFPHC 建議第一線篩檢的工具可使用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敏感度 71-92%，準確度 56-96%，缺點是其會受年

齡、教育程度及種族影響[33]；另外，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Clock Drawing Test、Modified Mini-Mental Status Test、

以及 7-Minute Screen 也是不錯的選擇，但用在第一線醫師仍需進一步的測

試。至於使用功能評估來篩檢失智症也是可行的，但仍需進一步研究[32, 

33]。 

(5) 憂鬱症 

憂鬱症是老年族群常見的可治療疾病，早期診斷及適當治療是處理憂鬱

症的關鍵。目前證據支持篩檢可以增加憂鬱病人診斷的正確性，但是如果診

斷出憂鬱症的病人，並未接受後續的追蹤及治療，對於憂鬱症狀的改善很有

限。因此 USPSTF 及 CTFPHC 都建議在確保診斷的正確性，並且可以有效

執行追蹤及治療的前提下，對成年人篩檢憂鬱症（B 級建議）[34]。至於篩

檢的頻率則沒有明確的答案，對於有憂鬱症病史、無法解釋的身體症狀、合

併有其他精神疾病、物質濫用或慢性疼痛者，建議可以重複篩檢。[3] 

(6) 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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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營養不足、以及無法維持足夠的液體攝取量是老年人常見的問

題，當老年人的身體質量指數低於 22 或高於 29，就應提高警覺可能有營養

不良的情形[18]。雖然營養補充是否有效果仍無一致性的結論，由於目前大

部分的結果是正向的，加上篩檢體重減輕在臨床上便宜又容易執行，因此除

了末期病人外，建議對所有病人篩檢[35]。一些篩檢的工具，例如：The 

Nutrition Screening Initiative Checklist、或是 Mini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也可幫助臨床醫師找出營養不良的高危險群[18, 35]。 

 

5. 免疫預防 

(1) 流感疫苗 

強烈建議給予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去活性流感病毒疫苗(inactivated 

influenza virus vaccine)。由於病毒會產生變異，加上抗體濃度隨時間減弱，

因此必須每年施打。10 月至 11 月中是最好的施打時機，但是從 9 月到流感

季節結束之間都可以施打[18]。老年人注射疫苗後產生的抗體濃度可能比年

輕人要低，研究顯示對於大於 60 歲的非機構老人，流感疫苗的呼吸道疾病

保護力為 58%。美國針對大於 65 歲老年人的研究顯示流感疫苗可節省整體

社會支出及減少住院及死亡[36]。 

(2) 肺炎雙球菌疫苗 

Pneumococcal polysaccharide vaccine (PPV)為 23 價的肺炎雙球菌疫

苗，注射 2-3 週後產生保護力，可預防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44-75%的侵入

性肺炎雙球菌疾病（如菌血症），但隨著年齡增加效用會減低，對於預防肺

炎雙球菌肺炎的效果則無一致性的結論[37, 38]。此疫苗可在一年中的任何

時間給予，也可與流感疫苗在不同肢體同時給予[18]。此疫苗應該給幾次，

目前並無確定的數據，美國疾病管制局建議給予一次即可，但若老年病患第

一次注射是在 65 歲以前，且相隔已五年以上，則建議給予第二次注射。此

外，以下病人亦建議五年後給予第二次注射：脾臟缺損或無脾臟、鐮形紅血

球疾病、HIV 感染或 AIDS、癌症、白血病、淋巴癌、多發性骨髓瘤、腎臟

衰竭、腎病症候群、器官或骨髓移植後、服用降低免疫力的藥物[39]。 

(3) 破傷風疫苗 

雖然台灣自 1981 年後每年之通報病例皆在 20 例以下(2001-2005 年確

定病例為 0)，由於其病程嚴重，且大部分的病例發生在老年人，因此仍不

能掉以輕心。目前 USPSTF 及美國疾病管制局對於破傷風/白喉疫苗(Td)注

射的建議為，從未接種過或是接種史不確定的成人，皆應完成共三劑的初級

預防注射（前兩劑至少相隔四周，6-12 個月後注射第三劑）；若已完成基礎

接種者，每十年應再追加一劑破傷風疫苗[39]。 

 

6. 預防性藥物治療 

(1) 阿斯匹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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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STF 強烈建議臨床醫師與有冠心病危險因子的成年病人討論預防

性的使用阿斯匹靈（A 級建議），並強調與病人討論時應同時提及服用阿斯

匹靈可能的好處及傷害，如腸胃道出血。冠心病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齡、性別、

糖尿病、總膽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偏低、高血壓、與吸菸。大部

分使用阿斯匹靈於初段預防的研究都集中在以 40-75 歲的男性為對象，因此

對於女性及老年男性的好處可能不是那麼確定，此外要注意的是，老年病患

雖然罹患冠心病的風險較高，但是服用後出血的機會也較高[3]。 

至於討論的適當時機與頻率目前沒有定論，USPSTF 建議理想上每五

年討論一次，或是發現新的心血管危險因子時討論[3]。 

(2) 荷爾蒙替代療法（HRT） 

USPSTF、CTFPHC 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等皆不建議停

經後婦女常規使用雌激素合併黃體素，或單用雌激素來預防慢性病況（D 級

建議）[3, 40]，因為目前現有的證據顯示，荷爾蒙替代療法會增加心血管疾

病的發生，並增加 1.66 倍乳癌的風險，雖然其可以減少女性的骨折，然而

目前已有其他有效的藥物（如：雙磷酸鹽類 bispohsphonates、calcitonin）

可以預防低骨質密度婦女的骨折，且雌激素在預防骨質正常婦女的骨折其角

色仍不明，因此不建議使用荷爾蒙替代療法來預防慢性病況。至於荷爾蒙替

代療法用於減緩停經症狀則不在此章節的討論範圍內。 

 

7. 諮商 

(1) 戒菸 

吸菸會減短壽命，造成心血管及肺部傷害，並增加罹患失智症及癌症的

風險。研究顯示，任何年齡層都可以從戒菸得到好處，包括減少冠心病、癌

症、中風、聽力缺損的風險，也可以改善肺功能及動脈循環[41]。USPSTF

強烈建議臨床醫師對所有成人篩檢吸菸的習慣，並提供戒菸的介入性治療

（A 級建議）[3]。 

(2) 酒精濫用（alcohol misuse） 

美國的研究顯示，與酒精使用相關的問題是目前老年人最大的物質濫用

問題。USPSTF 建議在第一線醫療單位（primary care setting）針對酒精濫

用進行篩檢及行為諮商（B 級建議）[3]。美國聯邦衛生福利部物質濫用暨精

神衛生防治局（SAMHSA）建議，65 歲以上老年人每日飲酒不超過一份，

或每次最多不超過兩份，老年女性的飲酒量應該要更少。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AUDIT)與 CAGE 為臨床上第一線醫師常用的

簡易篩檢工具，而 Short-Michigan Alcoholism Screening Test-Geriatric 

Version (SMAST) 則是特別設計給老年族群使用[42]，至於適當的篩檢頻率

目前仍不清楚[3]。 

(3) 身體活動及運動 

許多研究顯示，規則的身體活動對於老年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預防處



 

 190 

 

置，不但可以增加瘦肉組織（lean body mass）和力量，減少罹患冠心病、

高血壓、糖尿病的風險，減少跌倒及骨質疏鬆的機會，減低整體功能的退化，

減少憂鬱，減少關節炎的疼痛，還能增長壽命[18]。然而調查顯示，65-74

歲的老年人，僅有 31%規律進行每次 20 分鐘中等強度的運動，一週超過 3

天，75 歲之後比率更少，僅有 20%[43]。USPSTF 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建

議或反對在第一線醫療單位進行行為諮商以促進病人的增加身體活動（I 級

建議），因其效果及可行性仍不明確[3]，原因可能是第一線醫療人員未把促

使病人增加身體活動當成優先的目標，對於開立適當的運動處方也缺乏訓練

及信心[44]。由於運動能帶來非常多的好處，專家仍支持第一線醫師在促進

病人運動的角色，建議臨床醫師根據病人的狀況給予適合的運動處方，內容

應包括身體活動的種類、強度、頻率、以及目標。家人及照顧者的參與，對

於老年人運動計畫的執行亦有相當大的助益[44, 45]。 

(4) 維生素補充 

老年族群為微量營養素缺乏的高危險群，即使健康的老年人其飲食也常

未到達建議攝取量。針對一般族群，USPSTF 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建議或

反對補充維生素 A、C、或 E，含葉酸的綜合維他命，或抗氧化製劑，來預

防癌症或心血管疾病（I 級建議），並反對使用β胡蘿蔔素預防癌症或心血管

疾病（D 級建議）。對於易有營養缺乏的特殊族群，包括老年族群，USPSTF

表示並未回顧足夠的證據，並認為營養補充在這些族群應該是適當的，建議

醫師應針對病人情況提供個人化的建議[3]。 

 

一、預防功能退化及衰弱[1, 46] 

衰弱(frailty)、功能喪失、及失能(disability)是老年人常見的問題，盡可能的

保留老年病患的獨立是照顧老年人的主要目標。然而，除了預防個別的疾病外，

常見的最後過程—「衰弱」是否也可預防，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研究顯示

可藉由阻抗訓練及平衡運動預防衰弱，積極的營養補充，包括熱量和維生素，可

以延緩衰弱的發生；而適當的治療憂鬱症、譫妄、糖尿病、骨質疏鬆、及高血壓

可以預防衰弱的發生或加速。 

 

二、預防心理社會問題[1] 

年齡增長常伴隨著失落及孤立，研究發現有心理社會問題的老年人有較高的

比例有功能依賴和死亡。預防心理社會問題最大的挑戰在於死亡或是離開所愛的

人常常是無法避免的，心理社會問題是否能夠預防尚不確定，由於心理社會問題

與老年人之失能及死亡有很強的相關，盡可能的預防仍是必要的，包括憂鬱症的

篩檢及治療、增加社交接觸聯繫、以及增加自我價值感。 

 

三、預防意外及傷害 

跌倒是老年人很重要的風險，常造成嚴重的傷害及後遺症，對於跌到的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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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群，適當的跌倒預防計畫非常重要（詳見「跌倒」章節）；此外，居家環境的

安全也相當重要，必要時可請職能治療師進行居家安全評估及環境改造[1]。 

老人虐待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其有許多種形式，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

精神虐待、經濟剝削、及忽視。現有數據顯示老人虐待最常發生在女性及 80 歲

以上的老年人。某隨機社區研究顯示老人虐待的盛行率為千分之三十二[47]，然

而 USPSTF 認為目前證據不足以支持或反對篩檢老年人或其照顧者是否有老人

虐待（I 級建議）[3]。 

 

四、預防醫源性傷害[1] 

許多與年齡有關的因子，例如：生理的儲備變差、合併多重疾病、使用多重

藥物、較高的住院機會等，都使老年人特別容易發生醫源性的傷害。此外，醫學

進步使得我們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延長生命，卻往往留下嚴重不可逆的副作用，

如：心肺復甦術後的腦部損傷後遺症、或以灌食管無意義的延長病人的生命，而

老年人是最常經歷這些後遺症的族群。為了避免這些醫源性的傷害，醫護人員應

該要能找出最易產生這些問題的病人，包括罹患多種慢性疾病、看多位醫師、以

及服用多種藥物者。 

「住院」是另外一個常發生醫源性傷害的危險因子，尤其是因病況造成活動

困難的老年病患，在住院期間常會產生與治療相關的譫妄、藥物副作用、壓瘡、

以及院內感染。 一旦辨識出高危險群，應提早介入以避免醫源性傷害，方法包

括： 

1. 個案管理：由個案管理師負責協調提供照護的各單位，確保已提供病人需要

的照護，並避免重複提供服務。 

2. 老年評估和處理單位（Geriatric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GEM）：老年

評估和處理團隊可以同時病人所有的問題並擬定整合性的照顧計畫。由於此

種介入方式需花費很多資源，建議只用在最複雜的病人身上。 

3. 照會藥師：對於多重藥物的問題很有幫助 

4. 老年急性照護單位(Acute Care for the Elderly units，ACE units)：老年急性

照護單位是一個專門為提供老人特殊照護需求所成立的病房，因此能特別注

意避免醫源性傷害。 

5. 預立醫囑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見表二見表二見表二見表二[1] 
表二、老年人的預防性措施總表 

行動 方法 優先針對的族群 

初段和次段疾病預防 篩檢 

免疫預防 

諮商 

化學預防 

健康及功能獨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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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疾病預防 處理慢性疾患 

施行指引及草案 

正式的疾病處理計畫 

合作的健康照護診所 

專科之轉介 

慢性疾患者 

預防衰弱 運動 

有氧 

重量訓練 

柔軟度 

平衡 

飲食 

健康老人，及功能獨立的

慢性疾患老人 

預防意外 預防跌倒 

駕駛測試 

安全帶 

居家安全清單 

轉介物理/職能治療師進

行居家環境評估 

慢性疾患和衰弱者 

預防醫源性傷害 個案管理 

老年評估和處理單位 

照會藥師 

老年急性照護單位 

預立遺囑 

慢性疾患和衰弱者 

預防心裡社會疾患 憂鬱症篩檢 

增加社交接觸 

長青中心 

社交團體 

增加自我價值感 

志工服務 

照顧他人 

養寵物 

所有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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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 
 

台大醫院精神部黃宗正醫師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失智症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很久，但是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被認為是

一個精神方面的疾病，之後慢慢被確定是跟老化以及腦部的病變有關。而阿玆海

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 AD)是直到20世紀中才被確定是一個獨特的疾病，由

於對阿玆海默氏症的研究，也漸漸的開啟對其他數種認知疾病病因的認識。 

 

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DSM-IV)對失智症的定義包括下列幾點：  
1. 有多重的認知缺損。必須有記憶的障礙：包括無法學習事物，或回憶已學會的

事物。且至少存在以下認知障礙的一種： 

1) 失語症（Aphasia）（語言障礙） 

2) 運用不能症（Apraxia）（雖然運動功能良好，但執行上出現困難，包括日常

生活中的吃飯、如廁、穿衣等障礙） 

3) 失認症（Agnosia）（雖然感官功能良好，仍無法辨認物體或人、事、物的命

名、了解或分辨能力不好） 

4)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計劃、組織、抽象思考、判斷能力等）的

障礙 

2. 認知障礙必須嚴重地造成社會或職業功能損害，並顯示出這些功能的顯著下降。 

3. 症狀非僅出現於譫妄的病程中 

 

表一呈現在國內常用的診斷流程。 

 

失智症可以依照臨床表現、神經病理以及病因，分成不同種類，目前主要有

四大類失智症的疾病，包括：阿玆海默氏症，巴金森氏症相關的失智症（包括有

Dementia of Lewy Body (DLB)，Parkinson disease Dementia (PDD)，AD＋

PD），額顳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 包括 Pick’s disease 和 Semantic 

dementia），第四類是血管性失智症 (Vascular Dementia) 。阿茲海默氏症

(Alzheimer’s disease)是最常見的失智症，約 50-60%；血管性失智症(Vascular 

dementia)是第二常見的種類，約 10-20%；混合性失智症(阿茲海默氏症合併血管

性失智症)，約 10%；其他(如 DLB，PDD，額顳失智症，庫賈氏症，愛滋病，良

性腦瘤，常壓性水腦症，維他命 B12 缺乏，甲狀腺功能過低，藥物副作用，憂鬱

症等)，約 10-20%。其中良性腦瘤，常壓性水腦症，維他命 B12 缺乏，甲狀腺功

能過低，藥物副作用，憂鬱症等造成的失智症是可能加以治療而恢復或緩解

（treatable dementia），所以正確的診斷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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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簡介四大類主要的失智症。 

 

1. 阿玆海默氏症阿玆海默氏症阿玆海默氏症阿玆海默氏症 

阿玆海默氏症是失智症裡面最常見的一種，在 20 世紀就由阿玆海默發現，

他的一個女病人 Auguste D.，在 50 多歲出現了失智症的徵狀，並伴有許多被

害妄想，在她死後腦部發現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就是後來在阿玆海默氏症中常

見的病變，就是所謂的老斑（senile plaque）以及神經微纖維纏節（neurofibrillary 

tangles）。 

 

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 

阿茲海默氏症是臨床最常見的失智症，約占 50-60%。目前在美國的阿玆

海默氏症盛行率估計是 450 萬，推測在 50 年後這個數字會變成三倍，年齡是

最主要的危險因子，依據衛生署台灣長照機構失智症盛行率調查估計，全台長

照機構中約有兩萬以上失智老人，在社區方面，65 歲以上老人每五歲之失智

症盛行率分別為：65~69 歲 1.2％、70~74 歲 2.2％、75~79 歲 4.3％、80~84

歲 8.4％、85~89 歲 16.3％、90 歲以上 30.9％，年紀愈大盛行率愈高，且有

每增加五歲盛行率倍增的現象，計算社區中失智老人超過 10 萬人。依上述分

齡五歲盛行率、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及經建會人口推估資料運算，獲得下列結

果：民國 95 年 7 月，台灣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為 2,252,208，佔總人口 9.87

％，依失智症社區盛行率計算，社區中約有 100,788 失智老人，佔老人人口的

4.48％，若加上長照機構之兩萬多失智老人，則 95 年 7 月台灣有超過 11 萬的

失智老人，佔老人人口的５％以上，以每一家族 10 人計算，大約有 100 萬人

以上受到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醫療與社會問題。 

 

危險因子危險因子危險因子危險因子 

第一個是年齡，年齡越大就越容易得到這個疾病。第二，教育程度，教育

程度越低就越容易得到。第三基因，主要有三個基因與家族性的阿玆海默氏症

有關：Presenilin Ⅰ、Presenilin Ⅱ和 APP，這三個基因都和Ａβpeptides 產生

有關，不過這些基因所造成的阿玆海默氏症只占全部的 5％，而且這些通常屬

於早發型（發病＜65 歲），不是晚發型。跟晚發型阿玆海默氏症有關的基因則

是 APOe4。第四是生活型態，如果生活型態越多元，包括有身體上、勞力上、

社交上的多元活動這就比較不會發生阿玆海默氏症。第五是社交網路，如果越

完整就越不會得到阿玆海默氏症，第六是身體方面的危險因子，包括頭部外

傷，糖尿病還有憂鬱症等。 

 

病因病因病因病因 

由於從老斑跟神經微纖維纏節的發現，就產生了所謂的 amyloid cas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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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is，當病人有 APP 或 Presenilin Ⅰ、Presenilin Ⅱ基因的突變，就可

能產生過多的Ａβpeptides，相反的如果是晚發型的阿玆海默氏症，目前認為

不是Ａβpeptides 的製造過多，而是在代謝跟破壞的過程出了問題，當這些過

多的Ａβpeptides 產生，就會造成發炎反應，這些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破壞神

經細胞，造成神經細胞壞死，最後就產生了失智症。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臨床上最典型阿玆海默氏症就是記憶障礙，通常運動跟感覺的症狀不會發

生，或是在病程的最後才產生。此外也會有語言、空間、執行功能等功能缺損。 

 

病程病程病程病程 

阿玆海默氏症是一個緩慢進行的疾病，通常從診斷到死亡平均是十年。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到目前為止阿玆海默氏症的診斷還是仰賴臨床的診斷，在疾病史方面是緩

慢進行，會有一些記憶相關的障礙，比如開始會對最近發生的事情記不得，有

時候會找不到一些詞來表達，臨床上通常會用神經心理測驗來確定個案跟同年

齡同教育程度的人比較已經有缺陷。一般而言，基因測試不是診斷的主要工

具，而 APOe4 雖然是一個危險因子，但卻不是一個診斷的依據，因為其他很

多的情況會有 APOe4+。通常需要進行影像檢查，像吃 CT 或 MRI 來排除其他

病因，比如說腦瘤或是腦部出血，造成類似像失智症的表現。近來的研究是利

用 PET，來偵測病人腦中的Ａβpeptides，目前被認為有可能發展成為早期偵

測的工具，而 CSF 目前雖然知道在病人身上會有一些特定的現象，包括Ａβ

還有 hyperphosphorylated tau 和 total tau，這三樣東西會提高診斷的特異度，

還不足以當作診斷工具。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一直到十年前都還沒有對阿玆海默氏症證明有效的治療，在 1992 年發現

了第一個有效治療的藥：Tacrine，但後來因為它有明顯的肝毒性，就沒有被廣

泛使用，真正被廣泛使用的是三種 Acetyl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 (ACEI) ，

這三種就是 donepzil，rivastigmine 和 galantamine，這三種藥都被證實可以延

緩疾病大概半年到一年。2003 年又有一個新藥 memantine，他是一個 NMDA

的 antagonist，memantine 是被允許在中重度的阿玆海默氏症的治療，目前還

有其他藥在研究中，包括可以讓Ａβpeptides 不要聚集在一起，或著是加速它

的代謝等方面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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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管性失智症 

 

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 

血管性失智症是第二常見的失智症，約佔所有臨床失智症的 10-20％。以

歐洲的八國研究，發現血管性失智症在 65 歲以上人口占 1.6％，而阿玆海默

氏症是占 4.4％。 

 

診斷診斷診斷診斷 

血管性失智症通常是源自於腦血管問題，包括大血管、小血管，有時候甚

至在臨床上都沒有發現有任何中風的跡象，可是腦裡面已經有一些微小血管的

變化。想要根據腦部的 CT 或 MRI，就來診斷一個人是不是有血管性失智症，

還是相當困難，到底要多少個梗塞，在什麼位置，大小如何，是一邊或兩邊，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一個百分之百明確診斷的方式。舉例來說，在視丘的一個

梗塞就可能在臨床上造成明顯的失智症；相反的，有些正常人在腦裡面已經有

非常多的＂安靜＂（無症狀）的梗塞，可是他還是正常的，雖然這些人比起其

他同年齡的人，認知功能上還是有差異，但是他們在臨床上仍然沒有到達失智

症的狀態。 

 

危險因子危險因子危險因子危險因子 

造成血管性失智症的危險因子包括：過去曾經中風；第二糖尿病；第三高

血壓；APOe4（＋）。 

 

病理病理病理病理 

病理方面當然是有很多小血管的病變，以及神經壞死，還有 gliosis 現象。

研究發現皮質跟海馬回區的萎縮越利害，臨床上失智的程度就越嚴重，不過一

個英國病理解剖研究發現，有 11％的病人只有血管性失智症，但是有另外 20

％的病人卻同時有血管性失智症及阿玆海默氏症，目前認為這兩個病變同時發

生將有累積的效果，而且也不是一個罕見的現象。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目前發現有些 ACEI 可以改善血管性失智症，雖然效果仍然是有限。此外

很多臨床試驗已經確定，如果能夠治療高血壓將可以預防血管性失智症。 

 

3. Dementia of Lewy Body (DLB) 

DBL 主要是影響到基底核（basal ganglia），這些路易氏體主要是由一種

α-synuclein 所形成，使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來偵測 α-synuclein 是一個在診

斷 DBL 的重要方法，而且可以對 DLB 嚴重度做分級。DLB 被認為在失智症中

第三常見的類型，大概占失智症中的 10-15％，在一般人中，65 歲以上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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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DLB 的比例大約是 7％，有關於 DLB 的流行病學研究很少，目前不清楚年

齡、性別，還有一些相關的危險因子到底是什麼。 

蠻多有 DLB 的病人同時也會有阿玆海默氏症的病理現象，換言之，他們可以

同時有神經微纖維纏節，如果有這些神經微纖維纏節越多，臨床表現就會越像

阿玆海默氏症，相反的，在阿玆海默氏症的病人當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會有

路易氏體。 

由於 DLB 跟 PDD（巴金森氏症的失智症），這兩者在臨床上非常相似，

目前一個人為的分法是，如果巴金森氏症的徵狀出現後的一年內，就出現失智

症，則將它歸類為 DLB，如果是在一年後才出現失智症，則把它歸類為 PDD。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DLB 有三大特色，第一，波動的神智狀態，表現可以從很正常的神智到很

明顯的神智錯亂或嗜睡狀態，病人的狀況可以在這兩個極端中間擺盪。第二，

有視幻覺，通常時看到很鮮豔多彩的成型的動物或是人，也會有一些視錯覺還

有妄想，特別是被害妄想，至於其他的聽幻覺、觸幻覺、嗅幻覺就很少。第三，

容易產生巴金森氏症候群，尤其是在吃了抗精神病藥物之後。此外病人還容易

有 REM (Rapid Eye Movement) 睡眠障礙，這個睡眠障礙也容易出現在巴金

森氏症病人身上，可見這兩個疾病有其類似之處，通常有 REM 的睡眠障礙時，

病人會尖叫，甚至會拳打腳踢，有時候還會傷害到旁邊的人，或傷害到自己。

常常在夢中的情境是攻擊別人或是被追逐的場景。有趣的是通常這些 REM 的

睡眠障礙的情形會先發生，然後幾年之後，才會發現認知減退或失智的現象，

以及巴金森氏症候群。DBL 的病人也容易產生憂鬱症跟焦慮。 

 

神經影像學神經影像學神經影像學神經影像學 

跟 DLB 最相關的神經影像檢查是利用 PET 或 SPECT 來檢測多巴胺輸送

體（dopamine transporter）在基底核位置的顯像，一般而言，DLB 跟巴金森

氏症都會產生多巴胺輸送體顯像會呈現低下的現象，在阿玆海默氏症的多巴胺

輸送體的顯像檢查則呈現正常，所以目前認為用 PET 或 SPECT 檢測多巴胺

輸送體，是一個可以協助早期偵測 DLB 的好方法。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有幾個大規模研究顯示 ACEI 可以改善 DLB 的認知功能，以及治療一些

神經行為症狀，特別是視幻覺，但是如果視幻覺不會特別造成病患的困擾，也

不一定要治療。治療巴金森氏症的一些藥，比如 levodopa 或多巴胺促進劑，

可以改善認知功能或行動的緩慢，也就是巴金森氏症的現象，至於神智的波動

就沒有很確定的藥物可以改善。假如病人有一些被害妄想或激動的話，可以考

慮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比如說 quetiapine、clozapine，如果有憂鬱或焦慮可

以考慮用 SSRI，或者是 ECT（電痙攣療法）。對於 REM 睡眠障礙的治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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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 clonazepam，也有人用 melatonin（褪黑激素），如果要改善睡眠可以考

慮用 mirtazapine 或 trazodone。 

 

4. F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額顳失智症額顳失智症額顳失智症額顳失智症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額顳失智症，顧名思義，就是影響到額葉或顳葉的失智症，最常見的是先

影響額葉，以至於造成病人的性格改變，通常這個性格改變可能呈現行為的失

控，特別是在社交場合上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比如說當眾脫衣服，說不適當

的笑話，或者是有一些不適當的性方面的言語或動作，不恰當的擾亂行為等。

另外病人的情緒上的表達也會變的不恰當，沒有同理心，同情心．對別人的感

受好像沒有感覺。如果影響到顳葉就會影響到語言功能，病人可能會講話不流

利，講話內容也會變的簡短，甚至重複，有時候也會發現有 echolalia 的現象，

就是模仿語言，會病理性的重複他人說話。個案通常也會對個人的衛生不太重

視，此外也常看到吃東西的方式改變，比如說狼吞虎嚥，或是對東西的嗜好會

改變。 

在認知功能方面的缺陷，通常表現在跟前額葉有關的執行功能，包括注意

力、抽象思考能力、計畫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相對的，記憶及空間的功能

就比較沒有缺損。 

有趣的是額顳失智症的病人有 15％會有運動神經元疾病 motor neuron 

disease。 

相反的有 motor neuron disease 或者是 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這兩個疾病的病人也常會有額葉功能的異常。 

 

病理病理病理病理 

病理解剖發現，病人常會有額葉、顳葉的萎縮，在組織學上會發現是神經

壞死，也會有一些 gliosis 的現象，這些都主要集中在皮質的第二層，在有家

族史的額葉失智症曾經被報告說最主要是有 tau 的異常，目前的免疫組織化學

技術正嘗試把額顳失智症分成與 tau 相關的，及與 tau 不相關的。遺憾的是到

目前為止，發現臨床跟病理現象之間的關聯性不高，換言之，不同的病理都可

以產生同樣的臨床表現，而一種病理現象可能可以產生多種的臨床表現。 

 

影像檢查影像檢查影像檢查影像檢查 

如果用 MRI 就會發現額葉跟顳葉的萎縮，而且可能是左右不對稱；如果

是用 PET 或 SPECT 來檢查，通常發現不對稱的前額葉功能異常。有一個長

期追蹤研究發現，早期 PET 會顯示額葉的功能異常，但是到了晚期，就會連

顳葉和頂葉都會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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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 

額顳失智症的盛行率報告並不一致，可以從每十萬人口中 3.6 人到 15 人，

通常男女是 1：1，發病年齡典型是在 45 歲到 65 歲之間，而且不論家族性或

非家族性發病年齡，都是一樣的。一般從生病開始到死亡，平均時間是 4 到 6

年，有趣的是如果是 tau-positive 的額顳失智症，存活會比 tau-negative 額顳

失智症更久。一項研究發現額顳失智症的進展比阿玆海默氏症快，如果比較兩

群在年齡、教育程度、還有 MMSE 都類似的病人，會發現額顳失智症的病人

從開始到死亡的平均時間是 4.2 年，而阿玆海默氏症這一群是六年。而額顳失

智症這群是以每年 MMSE 減少 6.7 分的速度進行，而阿玆海默氏症這一群是

每年減少 2.3 分的速度。所以整體而言額顳失智症發病早，病程進展較快。額

顳失智症如果又伴有運動神經元疾病，通常會惡化更快。 

 

生物指標生物指標生物指標生物指標 

前面提過在 CSF 裡面 total tau 的量會在阿玆海默氏症病人身上顯示上

升，這個 CSF 裡面的 total tau 被認為是一個神經退化的指標，到目前為止對

於用 CSF 的 total tau 或Ａβ42 在診斷額顳失智症的準確還有不一致的地方。

近年有報告顯示在特別的 epitopes 上進行磷酸化（phosphorylated）的 tau，

可以區別阿玆海默氏症跟額顳失智症。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到目前為止沒有對於額顳失智症大規模隨機雙盲控制的臨床試驗，一些比

較小規模的研究是顯示，有些 SSRI 可以改善額顳失智症的行為問題，但不能

改善認知功能。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一個老化的人口中，臨床醫師必須要有更高的警覺來診斷失智症，甚至

能夠早期偵測、早期預防。我們相信在未來有機會可以用某些方法（如 PET），

早期偵測到失智症的進行，而能夠在疾病早期就介入，使得病程有機會得以延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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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失智症診斷參考流程 

 

 
 

Amnesia  

Hx 

(think delirium, depression, drug, vascular etc) 

Screening tests 

(MMSE)(CASI, CERAD) or OTHERS  

PE, NE 

Tentative Dx and Tx  

Lab exam 

(Vit B12, VDRL,T4,TSH,CT etc) 

CASI,CERAD,  

comprehensive NP 

Final Dx: dementia; subtype    →→→→ staging (CDR) 

Tx: Drugs (ACEI, Aspirin, etc) 

Non-pharma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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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憂鬱症老年憂鬱症老年憂鬱症老年憂鬱症 
 

張耀文 醫師 

三軍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一一一一、、、、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憂鬱是一種痛苦的情緒感覺，會讓人感到難過以及受折磨，並且覺得生命喪

失了意義及樂趣。憂鬱並非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即使在老化的過程中往往伴隨

著不想要卻又不得不接受的失落與改變，這些都會讓人感到悲傷與沮喪，但是絕

大部分的老年人並不會因此而罹患憂鬱症。老年人憂鬱症的盛行率較一般族群來

得高，但是嚴重的憂鬱症卻是比年輕人來得少。憂鬱症會影響老年人的生理、心

理、以及社會功能，導致功能的下降，以及生活品質的低落；而且也會影響老年

人本身共存的疾病，導致病情加重、控制不良、或是復健困難，造成住院天數的

延長、醫療費用的增加、與入住機構的機會上升。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在以開發國家美國所造成的疾病負擔（disease burden）僅次於缺血

性心臟疾病。憂鬱症是一個可以恢復的疾病，雖然有許多的非藥物以及藥物治療

可以幫忙，但是老年人的憂鬱症卻往往沒有被正確診斷以及缺乏適當的治療。 

 

二二二二、、、、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 

美國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老年憂鬱症的盛行率在社區中為 8~15%，在機

構中為 30%；然而老年族群重鬱症的盛行率卻低於年輕族群，在社區中為 1% 

（女性：男性 = 1.4：0.4），在住院中為 11%、在長期照護機構中約為 12%。然

而台灣地區近年來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老年憂鬱症的盛行率在社區中為

13~21%[1]，不比美國低，但是在長期照護機構中約為 43~52%[2-3]，較美國高

出許多；老年重鬱症的盛行率在社區中約為 6%，遠比美國高。當然調查出來的

盛行率與許多因素有關，如性別、區域、年代等。但是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 20~30

年中，老年憂鬱症的個案數會逐漸增加，因為當今的年輕世代中，憂鬱症盛行率

較以往為高，當這些世代逐漸年老，老年憂鬱症的人數也將會隨之上升。 

憂鬱症是自殺最常見的因素之一（表 1）。在美國自殺率最高的族群是大於

70 歲的老人，尤其是男性。以白種男性來說，自殺率隨年齡大幅上升，和 15~19

歲的年輕人相較，65~69 歲的老年男性自殺率升高為 1.5 倍，70~74 歲的升高到

將近 2 倍，而大於 85 歲的升高至 3.5 倍；但是女性的自殺率並沒有隨年紀而上

升。老年人較少尋求自殺防治的幫忙，即使有，老年人的反應也不佳。老年人自

殺的次數較少，但是成功率卻較高。研究顯示有 70%的老年人曾經在自殺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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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內去找過他們的主要照顧醫師，但是他們的症狀卻沒有被發現或是接受治療。

台灣的社區調查顯示有 17%的社區老人在調查前的一週內有自殺的念頭

（suicidal ideation），而其相關的風險因子包括憂鬱的症狀、低教育程度、以及

缺乏社交活動[4]。 

 

三三三三、、、、病因學病因學病因學病因學 

老年憂鬱症的病因也如同年輕族群般是生理心理社會多重因素的。憂鬱症的

復發率可以高達四成，因此老年憂鬱症很有可能是之前憂鬱症的復發。除此之

外，罹患慢性疾病、女性、以及生活壓力事件（尤其是最近喪偶者）都是老年憂

鬱症的主要危險因子，其他次要因子尚有獨身或離婚、腦部疾病、酒精及藥物濫

用。遺傳因素的影響在晚年型（late life）首次發作憂鬱症（第一次發作的年齡

大於 65 歲）的重要性不如在中年發作的憂鬱症；因為可能有其他老化的致病因

素存在（如中風、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等）而導致憂鬱症。在晚年時復發的憂鬱

症患者有家族憂鬱症病史的可能性和中年憂鬱症的人相當。 

老年人通常都同時罹患有多種疾病，而老年重鬱症好發於年紀大於 70 歲的

住院或是在機構中的慢性病患。許多嚴重或慢性的疾病和憂鬱症的發生率相關，

例如中風（30 – 60%）、冠心症（8 – 44%）、癌症（1 – 40%）、帕金森氏症（40%）、

阿茲海默氏症（20 – 40%）、以及失智症（17 – 31%）。表 2 列出了可能導致憂

鬱症的內科疾病。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腦部結構的改變，特別是血管性的原因，會使得有些人

到老年時容易出現憂鬱。這些腦部變化包括大腦萎縮、腦室擴大、腦白質病變

（leukoencephalopathy）、深部白質變化（deep white-matter change），通常僅

能在腦部的影像檢查中發現。目前的看法是，如果損傷影響到與憂鬱症相關的神

經迴路，就可以產生憂鬱症。所謂血管性憂鬱症，就是血管變化導致腦部循環不

足，腦細胞壞死所造成。這可以解釋部分認知失能（cognitive dysfunction）和

憂鬱症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變化可以同時造成憂鬱及認知失能。 

 

四四四四、、、、症狀與分類症狀與分類症狀與分類症狀與分類 

通常有憂鬱症的老年人較少描述自己心情的憂鬱，反而較常陳述一些身體的

症狀、失眠、喪失胃口、或是容易疲倦，這樣的表現和年輕族群典型的憂鬱症狀

有些不同，所以時常讓照顧者難以發覺憂鬱症的發生。而且老年憂鬱症患者經常

因為身體不適的抱怨，卻又在各項醫療檢查中無法找出確實病因，所以在各大醫

院或不同專科中遊走，不但被視為「難搞的病人」，更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醫療

支出。表 3 列出了憂鬱症在老年人的臨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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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的不悅感（dysphoria）合併輕度的憂鬱心情是老年人最常見的憂鬱症

表現，持續超過二週以上，但是症狀的嚴重度（數目）卻不及 DSM-IV 的重鬱發

作。而且老年人也經常將這樣的輕鬱症（minor depression）當作是對於生活壓

力的正常反應，或是老化的正常現象。由於輕鬱症的症狀往往不明顯，所以照顧

者經常沒有發覺。 

短期憂鬱（brief depression）發作在老年人也很常見，其症狀嚴重度符合

DSM-IV 的重鬱發作定義，只是時間不超過 2 個星期。這些症狀通常找不到清楚

的原因，而且會自行緩解。但是這些發作的循環可能會逐漸加快。 

有些老年人會經歷一段短暫時期（通常僅持續幾天）的嚴重憂鬱，這通常發

生在老年人發生嚴重或是可能導致死亡（如癌症）的慢性疾病、或是喪偶的時候，

可以歸類為適應障礙或是哀傷反應。這樣的症狀可能會隨著時間過去而逐漸好

轉，或是因為壓力消失而緩解。病態性哀傷（pathologic grief）指的是哀傷的時

間延長，或是嚴重度超過正常的程度。如果老人出現符合重鬱症定義的哀傷反應

超過二個月以上，必須被視為重鬱症來接受治療。 

輕鬱情感障礙症（dysthymic disorder）是慢性、持續性、中等嚴重程度的

憂鬱症狀，依 DSM-IV 定義，必須要有憂鬱的心情加上二項以上的症狀（如：睡

眠問題、食慾不佳、無望感、倦怠感）。這些症狀必須持續存在至少 2 年，但是

嚴重程度又不及重鬱發作。 

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的定義為憂鬱的心情或對事物失去興

趣，加上四個以上的下列症狀：睡眠障礙（通常是失眠），食慾不佳、體重減輕、

精神運動遲滯、自殺意念、注意力不佳、罪惡感等。Melancholia 是重鬱症中的

一種特別表現，在症狀上以對社交活動或環境失去興趣為主，而且情緒的變化會

有晝夜的差異（通常是在早晨時情緒特別的低落），也可能有顯著的精神運動激

動（psychomotor agitation）或是遲滯（retardation）。有時候重鬱症可能會有精

神病現象（psychotic features），也可稱為精神病性憂鬱症（psychotic 

depression）它的盛行率在老年族群比年輕族群高。一般來說，老年人的精神病

症狀和年輕人相似，較常見的妄想症狀有被害妄想（persecution）、罹患絕症

（incurable illness）、以及和針對腹部的身體化抱怨（比如一直說腹痛，甚至說

腸子不動了），其次是自貶（self-deprecation）及罪惡感(delusion of guilt)。此

外，也有少部分的病患會有聽幻覺的症狀。 

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bipolar I disorder）是以一次或多次的躁症

發作（manic episode）為特徵，可能有伴隨鬱症發作。躁症發作的定義為在一

段明顯的時間中（持續至少 1 個星期），病患異常且持續地具有高昂的

（elevated）、渲染的（expansive），或易怒的情緒。第一次的躁症發作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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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年時才出現，但是通常是在年輕時即有發作，於晚年時復發。如果第一次躁

症發作確在 65 歲之後，一定要先排除器質性病因，如中風、甲狀腺亢進，藥物

等。在躁症發作期中，病患會有過度膨脹的自尊、睡眠需求減少、多話、主觀感

覺自己的思緒飛馳、注意力分散、精神運動激動、而且經常會一時興起而參與導

致不良後果的活動（例如毫無節制地購買）。老年躁鬱症病人較少有過度膨脹的

自尊或是自大的症狀，但是卻較常有易怒及精神運動激動。因此，對於老年人的

躁症發作或是激動性憂鬱症(agitated depression)在區分上可能會有困難。所以

詳盡的病史（包括病人及其家屬的資訊）是很重要的，可以幫助區別以上兩者的

不同。舉例來說，如果病患過去為憂鬱伴隨有精神運動遲滯，但是經過一段時間

之後，病患出現精神激動、睡眠減少、多話，即使病人的心情仍是不悅的

（dysphoric），我們仍必須考慮這次為躁症發作。 

有些老年人有清楚的鬱症發作期，但是沒有清楚的躁症發作期。但是在二次

鬱症發作中間，這些老人可能會有比較高昂的心情或是比平常易怒。這樣的表現

可能屬於第二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bipolar II disorder）。在二次鬱症發作

間隔中間，持續地具有高昂或易怒的情緒，和平日非憂鬱狀態的一般心情顯著不

同，延續至少四天，不會嚴重地干擾的老人正常的功能，但是病人的親人或朋友

卻可能察覺到老人有功能上的改變。 

 

五五五五、、、、評估及診斷評估及診斷評估及診斷評估及診斷 

除了詳盡的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還必須包含完整的神經學及心智狀態檢

查，以及回顧所有藥物（尤其是非法藥物）和酒精的使用。尤其是病人已經是失

智狀態或是無法溝通的時候，醫師從家屬的會談中通常可以得到許多對診斷很有

幫助的資訊。要注意家屬報告的症狀以及這些症狀在時序上的改變，特別是當病

人的共病情況（comorbid conditions）過於複雜或是因為病人無法溝通使得我們

在診斷上發生困難時。 

在憂鬱症狀與嚴重度的評估上，老年憂鬱量表（表 4）是個簡單有用的工具。

然而，這些評分量表僅是篩檢的工具，並不能取代完整的評估以及和病患及家屬

之間的會談。 

對於憂鬱症患者自殺的想法或意圖，最好以直接詢問的方式來評估，例如：

「你是否覺得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或是「你是否曾經想要傷害自己？」詢

問患者自殺的想法或意圖並不會增加自殺風險。對於有自殺念頭的病患，要進一

步詢問其是否有自殺的計畫，如果有自殺計畫的人都應該建議立即住院。 

有些時候我們並無法從病史和檢查中來診斷憂鬱症，例如：失智症的病人開

始停止進食、或者是慢性疾病出現變化時，這通常暗示憂鬱症的可能性。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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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病人來說，嘗試給予抗鬱劑的治療是最好的方式。 

實驗室檢查對於憂鬱症的診斷有輔助性的角色。甲狀腺功能的篩檢是所有新

個案的必要項目。輕微低下的甲狀腺素濃度及升高的 TSH 濃度是在憂鬱症發作

時常見的現象。至於其他的檢驗必須依照臨床發現視需要來申請。

Dexamethasone 抑制試驗則是預測疾病的預後而非診斷，即使症狀有改善，但

是陽性的試驗結果（給予 dexamethasone 後的 cortisol 值大於 5 mg/dl）表示近

期內極有可能復發（relrpse）。Polysomnography 可以幫助診斷 melancholia，

可以看到患者有睡眠時間減少合併 REM latency 的縮短。 

憂鬱症的鑑別診斷包括許多內科及精神科疾病（表 5），這些都會在老年人

表現出憂鬱的症狀。 

 

六六六六、、、、預後及治療預後及治療預後及治療預後及治療 

從長期研究憂鬱症的預後與生物、心理、社會、及功能之相關性之結果，逐

漸認為輕微且未達到診斷症候群之老年憂鬱症也是憂鬱症疾病嚴重度的一部

份，然而傳統的治療模式對不悅（dysphoria）的病人的益處並不大。晚年發作

的重鬱症，如果病情不複雜的話，其預後為三分之一會好轉且不會復發；三分之

一會好轉但日後會復發；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可能不會改善，或是僅有部份改善（三

分之一法則）。隨著年紀漸增，大部份的老年重鬱症患者會逐漸恢復，但是時間

可能需要好幾個月。當憂鬱症合併之前有輕鬱情感障礙症（dysthymic 

disorder）、或是有其他內科疾病、或是合併認知功能障礙，這樣的病患的預後

會比較差。老年憂鬱症常合併基底核及前額葉的迴路出現問題，而導致執行功能

障礙。當老年憂鬱症合併執行功能障礙則會提高患者未來出現失智症的危險性。 

處理老年人的憂鬱症，尤其是重鬱症，關鍵是及早的發現與處理。因此，老

人的照護者（家屬、看護或是醫護人員）對於憂鬱症都要有清楚的認識，尤其是

當老人發生疾病或喪失至親的時候要提高警覺。老人的人格微小變化也有可能是

憂鬱症的表現，例如當老人們不再熱衷於或自發地參與社交活動、失去幽默感、

或是有新發生的健忘，這些通常是家屬才能察覺的變化。至於對性生活喪失興趣

可能只有老人的配偶或性伴侶才能察覺。而機構中的護理人員要注意老人的食慾

不佳、新的睡眠障礙、或是其他憂鬱症的症狀。當病人在接受治療當中，醫師及

照護者要注意是否有發生藥物的不良反應，而且也要注意憂鬱症惡化的徵候及患

者想要自殺的警訊。 

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心理治療：輕微且是新發生的憂鬱症的老人可能僅需心理治療即可，不須要

藥物治療。對於沒有明顯的 melancholia 症狀的憂鬱症，心理治療通常是有效的，

對於嚴重的憂鬱症，心理治療須合併抗鬱劑治療。行為及認知治療被認為比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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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式治療有效。認知及行為治療可以幫助憂鬱症患者重新融入社會，並且可以

防止復發，尤其是陣發性（episodic） 憂鬱症。心理治療可以由精神科醫師、

臨床心理師，或心理衛生社工來進行，或者是一個跨科際的團隊來進行。 

藥物治療藥物治療藥物治療藥物治療：對於嚴重憂鬱症且有 melancholia 症狀的患者的治療以藥物為

主，而藥物的選擇以副作用較少的為先。三環抗鬱藥物（TCA）在老年患者較少

使用，因為經有抗膽鹼性副作用（尤其是 amitriptyline）讓老年人無法忍受，而

且也常會造成姿勢性低血壓。若擔心使用三環抗鬱藥物（TCA）對於心臟傳導的

副作用，可以用心電圖來作基本狀態的評估。單胺氧化脢抑制劑（MAOI）也是

因為副作用的關係而較少被使用，而且療效也並沒有比其他藥物更好。表 6 列出

了不建議在老年人使用的抗鬱藥物及其副作用。 

因此，治療的首選藥物為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例如

escitalopram, citalopram, sertraline, fluoxetine，nefazodone，paroxetine，因

為這些藥物的心血管及抗膽鹼副作用相對地較少，對於有心臟傳導異常或缺血性

心臟病、攝護腺肥大、或是控制不佳的青光眼病患，SSRI 是第一線的選擇。然

而，在副作用上，SSRI 可能會導致躁動（agitation）、在某些患者可能會產生性

功能障礙，此外，少數情況 SSRI 也會造成 akinesia 及其他動作疾病。第二線的

選擇藥物為： venlafaxine 、 mirtazapine 、 bupropion 。第三線的藥物有

nortriptyline、desipramine，或是 meclobemide，通常只用在嚴重的 melancholic 

depression，或是有急迫性尿失禁（urge incontinence）的患者。 

抗憂鬱劑的治療起始劑量在老年人通常為成人劑量的一半（如：fluoxetine 

10 mg po daily, nefazodone 100 mg po daily，sertraline 25 mg po daily，

paroxetine 10 mg po daily ）。TCA 的起始劑量通常由 10 至 25mg 在睡前服用，

再逐漸增加劑量。抗憂鬱劑的劑量調整要緩慢進行，通常要以一週為間隔來調

整，而不像年輕患者每 3 到 5 天即可調整。 

佐劑的使用可以加強抗鬱劑的反應。舉例來說，低劑量的鋰鹽可以加強 TCA

和 SSRI 的作用，而 carbamazepine 可以降低患者進入鬱症發作循環的傾向。

Methylphenidate 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作為抗鬱劑的佐劑，因為 methylphenidate

作用快速，可以讓憂鬱的患者產生活力，對於居住在長期照護機構的患者在增加

活力、改善功能的效果良好，對鬱症嚴重，不願進食者可以改善活力，刺激食慾，

但持續使用也可能壓抑食慾。 

急性躁症的病患除了給予情緒穩定劑之外，也需要住院治療，以減少發生自

傷及傷人行為的可能性。鋰鹽（lithium carbonate）是這一類病人的首選藥物，

每日劑量在 300 至 600mg。鋰鹽的有效治療劑量血清濃度在 0.4 至 0.8 mEq/L，

過高的濃度會導致病患躁動（agitation）及意識混淆（confusion）。因為鋰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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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緣故，許多醫師選擇使用 valproic acid，起始劑量為 10 至 15 mg/kg/day 分

成每日 1 至 3 劑。對於嚴重的症狀有時需要使用抗精神藥物來加強情緒穩定劑

的作用（如：olanzapine 2.5 mg daily，haloperidol 0.25 to 0.5 mg daily to bid），

而且兩者的劑量在急性老年躁症患者需要提高。 

電痙攣治療電痙攣治療電痙攣治療電痙攣治療（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ECT 被建議用來治療嚴

重憂鬱的病患，尤其是之前對於 ECT 反應良好的人、有明顯精神病症狀或自傷

行為的人、或是對於抗鬱劑治療反應不佳或無法忍受其副作用的人。在多頻道監

視（腦波圖、心電圖、血壓、心跳、呼吸功能）之下，ECT 是相當安全的治療

方式，只不過 ECT 必須在麻醉科醫師的監督之下由精神科醫師來執行。對於嚴

重的憂鬱症導致的營養不良及脫水的病患，ECT 是治療的首選，但是治療前必

須先補充水份。 

對於抗鬱劑治療沒有反應的老年患者，有八成的人對 ECT 治療有改善，而

年輕的患者也有類似的效果。如果對 ECT 治療有反應的患者，可以在門診作 ECT

的維持治療，這被證實可以有效地降低復發率。如果無法進行 ECT 的維持治療，

則只好繼續使用抗鬱劑來降低復發的風險，即使當初患者對這些藥物的反應並不

好。病患在接受 ECT 之後會有失憶的情形發生，這常會讓患者覺得困擾。通常

失憶的情形會在半年內持續改善。 

 

七七七七、、、、對於內科疾病及住院病患的治療對於內科疾病及住院病患的治療對於內科疾病及住院病患的治療對於內科疾病及住院病患的治療 

當發生各種急慢性內科疾病時，許多老年病患會產生精神疾病（ 如：適應

性疾患合併憂鬱心情）。此時，除了支持性心理治療或是對於患者及其家屬做心

理治療之外，小劑量的 SSRI（例如 trazodone 20 mg 睡前服用）也有幫助，特

別是有睡眠障礙的患者。對於臨終的病患也可以採取類似的作法，但是並非所有

的臨終病患需要心理治療或抗鬱劑。 

對於合併其他內科疾病的老年患者，在憂鬱症的藥物治療上需要特別小心。

對於有心臟疾病或血壓不穩（如容易發生姿勢性低血壓）的患者來說，TCA 容

易造成心血管的副作用，而 SSRI 比較少見。對糖尿病的患者而言，SSRI 可以

壓抑降血糖藥或胰島素的代謝而使血糖下降，因此使用時要留意血糖之變化。 

因為疾病的嚴重，住院時間加長，患者接受復健的成效可能越不明顯，因此

病患或家屬對於長期失能的恐懼也就越大。有憂鬱症狀的住院病患通常認為自己

是無望的，而他們的無望感會逐漸影響到其他的照顧者，遂使得這些病患比較不

被重視。對於輕度憂鬱的病患做些環境的改善或許能協助改善心情，例如讓患者

參與一些團體活動等，但是嚴重憂鬱症還是藥物治療的效果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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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妄瞻妄瞻妄瞻妄 
 

林口長庚醫院內科部 陳明如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部暨內科部  陳人豪 

 

所謂瞻妄，意指注意力和認知功能急遽下降的狀態。在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是常見的臨床問題。瞻妄的發生，多是開始於一連串使病人失去獨立的事件而

起。瞻妄會增加死亡率、其它倂發症的發生率、住院天數及醫療費用。瞻妄對於

住院的老年病患尤其重要，因為約有一半的住院是因為瞻妄而引起的。研究顯

示，1250 萬大於 65 歲以上的病人，有 20%的人因瞻妄而使留院過程變得更複

雜。並且每人每年因此而多花費 2500 美元。美國 2004 年的統計，美國老人醫

療保險制度醫院因瞻妄的花費約 6.9 兆元，多餘的花費還包含出院後的復健，家

庭照護，照顧者的花費。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瞻妄的診斷標準是依據 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Fourth Edition），但是其

敏感度及專一性並不是很清楚。瞻妄的臨床上篩檢工具，則以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CAM），其信度及效度相當高。 

   

DSM-IV 準則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 and SK et al (1990)： 

A. 伴隨集中力降低，持續力降低及注意力轉移的意識障礙。 

B. 認知功能的改變，(就像記憶功能缺損，無判斷力，語言障礙)或產生無法以

原存在的失智正解釋的知覺障礙。 

C. 這種障礙在短時間內產生，常常是幾小時到幾天，並且傾向於在 24 小時內

病程呈現波動性。 

D. 從病史，理學檢查或是實驗室的診斷證據顯示，這種障礙是因原本器質性的

狀態，或因醫學狀態及治療造成的結果。 

 

CAM (The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Diagnostic Algorithm 

特色一: 急性發生並且具波動性的病程  

特色二: 注意力不集中 

特色三: 無組織性的思考  

特色四: 意識狀態程度改變   

  需符合特色一和二，再加上三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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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流行病學 
慢性的神智混亂叫做失智症，而急性的神智混亂則稱之為瞻妄，老人瞻妄率

以住院時最高，並且發生率視病人的特徵，照護機構及偵測方法的敏感度而異。

住院時發生瞻妄的比例為 14~24%，而住院中發生率為 6~56%，術後發生率為

15~53%，而在加護病房的發生率為 70~87%，護理之家或急性後照護單位的發

生率為高達 60%，生命末期的發生率高達 83%，雖然社區的發生率為 1~2%，

但其隨年紀而增加，大於 85 歲的人發生率為 14%。此外，10~30%的老年人瞻

妄發生在急診室 瞻妄是一種症狀，並且常常警示著生命危急狀態，瞻妄的住院

病人死亡率約 22~76%，這和急性心肌梗塞或敗血症的病人有同樣高的比率，一

年內死亡率約 35~40%。   

 

病因學病因學病因學病因學  
1. 多因子病因：包含常見的老人症狀，像是跌倒，失禁，壓瘡，瞻妄的發生包

含病人住院時傾向因子，及住院中的加重因子造成的。 

2. 傾向因子：包括原本的認知功能障礙，或失智症，年紀大，嚴重的身體疾病

和功能損害，男性， 憂鬱，慢性腎臟功能不全，脫水，營養不良，酒精濫用，

知覺障礙，如視力或聽力障礙。 

3. 加速因子：包刮藥物的使用，不活動，使用膀胱插管，使用肢體約束，脫水，

營養不良，醫源性因素，醫學疾病，感染，代謝性的障礙，酒精或藥物中毒

或戒斷，環境影響，心理社會因子等。 

  

藥物使用與瞻妄 

最常見的藥物種類就是精神作用劑，就像鎮靜安眠藥，抗焦慮劑，鴉片製劑，

H2-blocker 和具抗膽鹼活性的藥物。  

 

病理生理學 

瞻妄的病理生理學尚未清楚，腦波圖只顯示廣泛性的皮質慢波，而這和原有

的病因並無相關性，神經精神和神經影像研究顯示高皮質功能廣泛被打亂，前額

皮質功能、下皮質結構、下視丘、基底核、額葉、顳頂皮質、紡垂皮質、海馬迴，

尤其是在非主要側的功能都失常，主要造成瞻妄的病因學理論為神經傳導物質，

發炎及慢性壓力。  

研究證明支持膽鹼缺乏的角色，人類或動物使用抗乙烯膽鹼藥物會造成瞻

妄，並且瞻妄的病人血清中抗乙烯膽鹼的活性有增加的現象，Physostigmine 可

以改善因抗乙烯膽鹼藥物造成的瞻妄。而且乙烯膽鹼酶的抑制劑對一些非藥物造

成的瞻妄亦有效。 

多巴胺過多也和瞻妄有關係，可能和它和調節乙烯膽鹼釋放有關。 

多巴胺藥物，像 Levodopa， Bupropin 被認為會加速瞻妄的因子。多巴胺

的抑制劑 像一些抗精神藥物，可有效治療瞻妄的症狀。其它神經傳導物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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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腎上腺素 ，血清素(serotonin)， r-aminobutyric acid，Glutamate 及 melatonin

可能也在瞻妄的病理生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目前證據較薄弱，這些神經傳

導物可能影響膽鹼及多巴胺途徑。  

Cytokine 包括 IL-1， IL-2， IL-6 及腫瘤壞死因子，干擾素，會增加腦部血

管屏障的通透度來調節神經傳導物繼而可能和瞻妄有關。 

最後，疾病或創傷造成自主神經系統和下視丘-腦垂體-腎上皮質軸活化而產

生的慢性壓力會造成 cytokine 增加及慢性高皮質活性狀態，對海馬趾的血清素

有惡化的影響(血清素的受器和瞻妄有關)。產生臨床上瞻妄的多樣性及多因性，

瞻妄的產生較傾向於多種病理的機轉。  

       

表現 

主要臨床特徵 

急性發生並且注意力障礙視瞻妄的最主要特徵，要向病人的主要照顧者，家

人或護士問清楚瞻妄發生的時間疾病程。另一個主要的特徵就是波動性的病程，

二十四小時內病況時好時壞，注意力不集中的特色就是無法專注，持續，注意力

轉移或是不專心。    

基於瞻妄的診斷完全靠床邊的評估，了解期臨床特徵就相當之重要，瞻妄分

為高動能及低動能兩種，低動能狀態較常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且常被忽略。  

 

病因及危險因子 

典型的造成瞻妄的原因常是多因子的，事實上，瞻妄的發生包含病人原先具

備的因素及暴露於加重因子的環境兩者結合而成。因此在高危險群的病人，像有

失智症或多種原本究存在的狀態，發生瞻妄的原因可能是一個相對很良性的因

素，像一個劑量的鎮定劑;相反的，低危險群的病人，要發生瞻妄，就需要暴露

於多重的因子下，像是全身麻醉，大手術及精神科藥物等。只有一個因子很難造

成老年人的瞻妄 必須盡可能的把所有的原因找出來。 

    

評估瞻妄的工具 

包括 CAM， DRS(the Delirium Rating Scale)， DSI (the Delirium Symptom 

Interview)，MDAS(the Memorial Delirium Assessment scale)。CAM-ICU 使用

於無法說話或插管的病人。 

  

瞻妄的種類瞻妄的種類瞻妄的種類瞻妄的種類 
臨床瞻望的表現包含兩種形式，低活動及高活動狀態，低活動狀態表現出嗜

睡， 減低精神活動功能，也是老人最常見的形式;低活動狀態的瞻妄不易被察

覺，且預後很差;而高活動狀態的瞻妄包括躁動，增加警戒狀態，而且常合併幻

覺，他較少不被發現，另一種是混合狀態，介於兩種狀態之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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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診斷瞻妄最主要是根據臨床的小心仔細觀察及找出是否有最主要的特

徵，雖然診斷的標準一直在改變，最常使用的診斷流程就是 Supplementary 

Appendix 提供的流程。病人的醫師或護士常常忽略病人的瞻妄，一方面則是由

於它是一個一直在波動的狀態，和失智症有些部分重疊，缺少事前意識狀態評估

的方法，會低估正確判斷，無法去體認診斷的重要性。 

 

預後 

  事實上瞻妄症狀常常持續大於一個月以上或更久，追蹤發現，大約有 20%

的病人在發生瞻妄後六個月內得以完全恢復。 

 

評估 

圖案顯示(  )如何評估瞻妄的病人，此評估方式是依據最近臨床的評估準則

和專家意見，而且需依據病人個別的醫學史，體檢和神經檢查的發現及臨床的設

備。我們必須強調應避免常見的陷阱發生，當病人住院時呈現意識混亂，基本的

第一步驟就是偵測此心智變化是否為急性，忽略此一步驟就是造成遺漏診斷瞻妄

最主要的原因。如果無法得到病史，之後病人就應被歸類為瞻妄狀態，直到其它

診斷被證實為止。每位住院的年老病人都應接受 MMSE(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和 CAM(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的簡單測試認知狀態，因

為輕微的瞻妄常常被忽略，年老的病人在每次巡房時都應被叫醒，並且評估有無

低動能狀態的瞻妄 因為它們常常被忽視。  

當臨床醫師找尋瞻妄的原因時，他們需要去察覺有無很多疾病在老年人的不

典型或潛在表現，包含心肌梗塞，感染，呼吸衰竭。因為瞻妄常常是嚴重疾病最

主要的表現，所有住院前及最近的用藥都要重新檢查。即使長期用藥也會造成瞻

妄，並且需在評估，如果長期用藥經審慎評估後有修改的必要時，則再住院時調

整藥物是最理想的場所。病史要慎重的評估，以確定是否有酒精或 BZD 的使用，

因為這都是造成瞻妄的原因。  

EEG 在瞻妄的診斷上角色有限，因其偽陰性率是 17%而偽陽性率是 22%。

但是對於找出潛在的癲癇及鑑別瞻妄和其它精神疾病是有用的，神經影像學對瞻

妄的評估價值較低，只有在病人出現新的局部神經症狀，或是有頭部外傷的病史

及跡象，有發燒，急性心智狀態改變，並且懷疑有腦炎或者其它可造成瞻妄原因

時來使用。然而，神經影像在當病史無法取得或是神經檢查無法完整時，為了不

去忽略不常見但威脅生命但卻可治療的狀況，就像蜘蛛膜下腔出血或腦炎等。 

      

預防 

降低瞻妄發生頻率及併發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預防瞻妄的發生，成功的預防

對策包括多重的降低危險因子的方法。因為發生瞻妄的原因很多，最有效且臨床

上最適切的方法就是多重處置。THE YALE DELIRIUM PREVENTION TRIAL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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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針對 6 個危險因子去評估病人:  

1. 認知功能損害的 orientation 和治療活動  

2. 及早使病人活動及避免不動 

3. 使用非藥物處置以降低使用精神興奮藥的機會 

4. 使用一些方法以預防睡眠剝奪 

5. 對於視力及聽力缺損病人溝通的方法及適切的裝備 尤其是眼鏡及住聽器  

6. 早期注意體積的流失 

 

另一廣泛型的臨床研究證實寬關節受傷後，使用多重處置，以 10 種指標評

估病人瞻妄是相當有效的:  

1. 腦部供氧  

2. 水和電解質平衡 

3. 疼痛控制  

4. 降低精神興奮劑的使用 

5. 腸和膀胱的功能  

6. 營養  

7. 早期活動 

8. 避免術後併發症  

9. 評估環境的刺激 

10. 治療瞻妄的症狀 

 

      

處置 

一但瞻妄的發生，首要步驟就是找出原因證據，提供支持，避免併發症，治

療行為症狀。因為瞻妄可以是醫療急症，首要處置的目的就是找出原存在的因子

及加重因子，支持照顧包含保護病人氣道，維持水分及養分，翻身及活動，以避

免壓瘡形成及深靜脈血栓的發生，避免使用身體約束，且支持病人白天照顧的需

求。 

藥物處置   

尤其是因為瞻妄病人的長期預後很差，藥物的處置要保留到一些特殊情況時

使用。像是因瞻妄的症狀而威脅病人或他人的安全時，或中斷基本的治療，像是

呼吸器或中央靜脈導管的裝置時。 

剛開始所有的病患都鷹接受非藥物的處置，大多數的病人可以成功的得到症

狀的緩解。而藥物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才使用。藥物使用需考慮到利與敝 

因為沒有理想的藥物可以用來治療瞻妄的症狀。大致上，抗精神病要是較被

認同的藥物，就像 Haloperidol 就常被用到，它和 thioridazine 比較起來，有針

劑，較少的姿勢性低血壓及較少的抗膽鹼副作用。但是這種高效的抗精神病既有

較高錐體外路徑的副作用，針劑作用快，持續時間短。一開始的劑量約 0.5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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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 口服或針劑，每三十分鐘測生命跡象穩定後可重複劑量直到病人被鎮定為

止，要使用小劑量開始 緩慢增加劑量原則，總負荷劑量不要大於 3 到 5mg。 

  

其他藥物處置 

  BZD (lorazepam)只有用在癲癇，酒精或藥物戒斷症狀引起的瞻妄時使用。   

 

非藥物處置 

  非藥物的處置對每個瞻妄的病人是有必要的，這種處置包含提供安靜舒適

的環境，還要有引導病人的裝備，像是日曆，時鍾，家中熟悉的東西，規則的和

團隊人員的溝通及引導，包含家人成員的支持，限制房間及團隊的更動，使用藥

物計劃的調節，測生命跡象。並且，做治療時可以讓病人晚上睡覺時不受到干擾，

且要小的雜音及燈光，並且靠著打開遮蔽物以鼓勵睡-醒循環，鼓勵病人白天清

醒及增加活動，瞻妄可能需要幾週或幾個月的時間才可緩解，病人需要在監護設

備下被照顧，出院後 密切的臨床追蹤是必須的。  

     

非藥物睡眠處置 

  包含三種組成，(一)，一杯熱牛奶或花茶，(二)，放鬆的音樂或卡帶，(三)，

背後訊息。 

  

特殊處置特殊處置特殊處置特殊處置 
長期照護機構  

瞻妄常在這些地方發生且常被忽略，也許住在這些機構的病人躁動及行為變

化是瞻妄的表現。 

 

緩和照護設備 

安寧病房處理瞻妄的病人目前為止仍是一種挑戰，因為有 80%的生命末期

的病人會出現瞻妄，建立病人和家屬之間照顧的目標是一件很難的事。 

 

倫理層面倫理層面倫理層面倫理層面 
因為瞻妄病人的急速變化，決策能力與否對於他們來說是牽涉到倫理層面的

問題的。    

 

瞻妄和失智之間的關係瞻妄和失智之間的關係瞻妄和失智之間的關係瞻妄和失智之間的關係  
瞻妄和失智有很大的相關性，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一直都很難檢查的。雖然在

瞻妄和失智間的因果關係目前尚未建立，研究它們之間的交集可能需要重要的洞

察力，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的了解兩種狀況。失智症是造成瞻妄的最主要危險因

子， 並且大約三分之二的瞻妄病人發生在失智症的病患。因此失智症病患的腦

部就很容易使他們因為急性的疾病，藥物，環境的刺激而產生瞻妄。最近的研究



 

 219 

 

顯示:瞻妄持續的時間，較原先想像的還要長。有很多病人症狀持續數日到數年，

持續的瞻妄和可逆性的失智在本質上的界限非常的模糊。另外，瞻妄和失智都和

腦部代謝降低，膽鹼的缺乏，發炎有關係。反映出他們臨床，代謝，細胞結構上

的重複相似性。事實上，瞻妄和失智可能表現出持續意識狀態受損，而非兩種完

全不一樣的狀態。  

瞻妄是否和失智有關係呢?雖然瞻妄本身似乎不是造成失智的病理變化，無

庸置疑，瞻妄會造成功能變差，失去獨立性及失智病人較差的預後。過去認為瞻

妄和失智識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然而，最新的證據以著重在它們之間的重複性: 

第一，流行病學的研究已經證實瞻妄病人即使在適當控制變數後，仍會存在

長期認知功能障礙。第二，各種造成瞻妄的原因，也許不會完全可逆，尤其是造

成神經受損及永久的後遺症。就像長期缺氧及低血糖。第三，神經影像學證實瞻

妄病人腦中局部低灌流情形。因此，瞻妄可能在很多病人代表失智發生的先兆。

第四，路易氏體失智包含波動性的認知障礙，視幻覺，為主要表現。顯示瞻妄和

失智間的重複性。 

瞻妄可以改變原本失智的病程，戲劇性的使得認知功能變差，快速的造成功

能喪失及長期預後變差。這種現象在臨床上具失智的老人身上常常被見到。臨床

醫師和家中成員也意識到病人經過此次瞻妄後在也恢復不到原先的樣子，在追蹤

的研究中，有瞻妄的失智症病人較單獨只有失智症的病人，預後差很多。包括認

知功能變更差，增加住院率，住養護所及死亡率。  

瞻妄可能被認為是一個對於認知功能及失智更深入了解研究的一個獨一的

重要模式。在特殊的一群人瞻妄的產生，可以幫助我們找出那些很容易產生認知

功能障礙的人，包括基因本身的問題，早期失智症的產生及輕微認知功能障礙。

而這些問題，可能尚未被查出。此外，對於瞻妄病理學的更多了解，有助於說明

直接造成神經損傷的原因，此原因也是造成認知功能永久傷害的因子，研究顯

示，使用一些方法來找出瞻妄的病因，包刮使用神經精神測試，神經影像學的方

法，電器生理學 實驗室標的，基因研究，神經病理方法都是需要的。研究瞻妄

提供了一個釐清腦部病理生理及行為特徵間的相關性，也連接了其它認知功能和

精神障礙間更寬廣的牽連，新的治療展望包括增加腦部膽鹼的活性，比如使用

Procholinergic agent 和避免高亢膽鹼藥物的使用，使用選擇性抗多巴胺劑以影

響 D1， D2， D3， D4 受器或抗血小板藥物。最後，針對瞻妄而使用新的治

療方式，可能也提供早期治療的機會，使得認知功能恢復能力得以保存下來，避

免永久性的認知功能損害，也可以大大延緩或減少產生失智的機會。  

    

瞻妄表現出在老人家住院期間最常見可預防的事件之一，也符合健康照護指

標 Williamson’s 準則。瞻妄這種狀況很常見，常常是醫源性的，並且和照護程序

有關。 雖然很多瞻妄的案例是不可避免的，臨床的試驗，提供了令人注目的證

據，證明至少 30~40%的案例是可以預防的。住院照護在很多方面是產生瞻妄最

主要的原因， 包括藥物的副作用，侵入治療的併發症，不活動，營養不良，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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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用導尿管及睡眠障礙。瞻妄近來被列入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的標記之一，

研究顯示，高瞻妄的發生率，將被視為和低品質的醫療照護相關。評估老人的照

護，針對瞻妄的發生，照護品質的需求是必須被考慮的。整個國家每年在預防副

作用方面的花費大概是 17~29 兆美元間，而瞻妄的花費就佔了四分之一。這種

改變需要用國家通用的標準法降低瞻妄的發生率，並且需轉移至區域或全國的政

策，系統性的改變以提供高水準的老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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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跌倒的評估與預防老人跌倒的評估與預防老人跌倒的評估與預防老人跌倒的評估與預防 
 

溫瓊容、黎家銘*、陳晶瑩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臺大醫院北護分院社區暨家庭醫學部*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跌倒是指從站立、坐姿或行走間，突然不預期的跌落接觸之地面。1988 年

Tinetti 等人將跌倒定義的更嚴謹，專指個人不自主的往下傾倒，或身體姿勢非故

意的改變，導致身體某一部分觸地或跌下至較低處，並排除潛在原因(例如:腦中

風或昏厥)或無法抵抗的外在危險事件所導致；而後者是指大部分健康的年輕人

會跌倒的危險因子。 

跌倒是老人常見且也是造成老年人口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美國的

資料統計，每年約有三分之一超過 65 歲以上的老人曾經跌倒過，其中二分之一

的老人有再發性的跌倒[1,2]，每十次跌倒就有一次會導致嚴重的傷害，如髖部骨

折、其他部位骨折、頭部外傷、硬腦膜下出血、其他嚴重的軟組織受傷…等[3-5]。

跌倒大約佔了老人至急診就醫原因的十分之一，其中約有百分之六需要住院接受

急性醫療照護[4,6]。老人跌倒易造成嚴重傷害的原因，不只單純因為跌倒的發生

率較高(青少年和運動員甚至有較高的跌倒發生率)，而是由於老人常合併有高盛

行率的共存疾病(如：骨質疏鬆)以及老化相關功能減退(如：反射變慢)等問題。

過去台灣的研究，社區老人一年跌倒發生率約佔 10.7%至 20.1%，跌倒對社區

老人身體功能有顯著而直接的影響[7]。除了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衰退，害怕再

跌倒的心理影響也很大，約有四分之一曾經跌倒過的老人，會因為害怕再跌倒而

減少活動，進而造成功能的喪失與依賴[8]。 

 

跌倒的原因跌倒的原因跌倒的原因跌倒的原因 
造成跌倒的常見原因包括意外和環境因素、步態與平衡功能異常或無力、頭

暈與暈眩、姿態性低血壓、視力障礙等，其原因常是多重的，而且扮演重要角色

的因素可能不只一個，如圖一。 Rubenstein 等將十六項大型研究整理，發現造

成老人跌倒的危險因子中，相對危險性或勝算比，以肌肉無力、曾經跌倒、步態

不良、以及平衡感不良為最高，如表一[9]。 

歸結跌倒的危險因子主要分成三大類[10,11]： 

一、 內在因素：老化對姿勢平衡和步態的改變，在許多老年跌倒事件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年紀的增加伴隨著本體感覺輸入的減低、反射變慢、維持姿

勢的肌肉力量減退、日常生活功能或認知功能障礙、視力不良等，這些變化

都會導致跌倒(如表二)。此外，一些急性與慢性疾病也會造成跌倒。 

二、 外在因素：多重藥物的使用 (超過四種以上 )，其中以精神科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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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7)， Ia 類抗心律不整藥物 (OR=1.6)，毛地黃 (OR=1.2)，利尿劑

(OR=1.1)的相對危險性較高[12]。 

三、 環境因素: 光線不良、地毯滑動、浴室未裝設扶手與防滑地板等安全設

施、不平或對比不明顯的樓梯、破損或濕滑的地板、未固定的電線等。 

 

根據數個研究顯示，當危險因子越多時，跌倒的風險也越大[9,11]。Tinetti

等研究社區老人，發現跌倒的發生率，從沒有或只有一個危險因子的 27%，增

加至有四個或四個以上危險因子的 78%[13]。Nevitti 等研究報告指出，社區老人

再發性跌倒，從只有一個危險因子到有四個或以上的危險因子，發生率由 10%

增加至 69%[14]。 

 

跌倒跌倒跌倒跌倒造成的併發症造成的併發症造成的併發症造成的併發症 
跌倒，特別是多次的跌倒，會增加受傷、住院及死亡的機率。長期的併發症

包括失能，害怕再跌倒，及必須住進照護機構的風險。跌倒的老人有超過 50%

有程度不等的受傷。約有 5%超過 65 歲以上的老人跌倒需要住院[15]，老人跌倒

造成肱骨、腕骨、骨盆等骨折佔 5%，髖部骨折佔 2%，其他較嚴重的傷害(包括

頭部受傷、顱內出血)約佔 10%。約有 5%髖部骨折的老人在住院過程中死亡，

髖部骨折後一個月內的死亡率約佔 18%至 33%。 

    許多衰弱(frail)的老人或者在日常生活功能有些失能需要輔具的老人，跌倒

後有較高的機率會造成併發症。這些人當中約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跌倒後無法自行

站起。跌倒後超過兩個小時無法站起以致於受限於地板上，會增加脫水、褥瘡、

橫紋肌溶解症、肺炎等併發症的機率。 

    跌倒之後也會造成日常生活功能的喪失，並影響生活品質，至少有 50%的

老人在髖部骨折後，日常生活功能無法恢復至未受傷前的情況[16]。此外，很多

老人在跌倒後因害怕再度跌倒而減少活動，因此增加關節僵硬、肌肉無力，進而

又減少活動[8]。跌倒也佔了護理之家入住原因的 40%[15]。 

 

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跌倒的評估 
一、一般原則 

對於所有的老人每年至少要作一次跌倒的評估，一般可詢問「過去一年有無

跌倒?」；如果只跌倒一次，應檢查「起身行走測試」(timed get up and go 

test)，做步態及平衡評估，若有步態及平衡異常，則需要周全的評估；而對

於跌倒高危險群的老人，如多次跌倒、住在長期照護機構、跌倒後曾受傷或

因為跌倒自己前來就診的老人，也需要詳細周全的評估(如圖二)。 

二、周全的評估 

1. 病史方面 

   首先區分跌倒為昏倒(syncope)或非昏倒，在跌倒之前或之後有否暫時性的意

識喪失?昏倒性跌倒需針對昏倒的症狀作進一步評估。並了解病人對跌倒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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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包括：病人是否察覺要跌倒? 是否完全出於意料之外? 及是否有目擊者? 

同時詢問過去病史，一般用藥史(特別是精神與心血管疾病用藥)，是否有喝酒，

以及過去的肢體功能，藉此了解近期的功能或活動力是否有改變，如老人有使用

輔具，也應了解該輔具處方時的判斷，及其現時所用的輔具是否適宜?  

    評估跌倒發生之相關狀況，可依 SPLATT 口訣依序問診[17,18]： 

(1) 症狀(symptoms): 跌倒之前或跌倒的時候有無伴隨之症狀，包括心悸、呼吸

困難、胸痛、頭暈、暈眩、是否意識喪失、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等。若跌倒前

有心悸、胸痛等症狀，要考慮心臟方面的問題；若有伴隨意識上的喪失、大

小便失禁，則要考慮昏厥或癲癇發作。 

(2) 前次跌倒病史(prior falls): 跌倒或將近跌倒(near falls)的病史，因為將近跌倒

的頻率越高，跌倒的機會越大。 

(3) 跌倒發生的地方(location of the falls): 跌倒是發生在室內還是室外?跌倒的

地點是在哪裡? 如此可以提供搜尋環境的危險因子。 

(4) 跌倒時正在做什麼(activity during the falls): 首先詢問跌倒的機制為何? 是

滑倒、絆倒或是下肢無力等。若是滑倒，要考慮平衡功能、步態不穩、視力

不良或環境因素問題。若是病患由平躺或坐姿站起後昏倒，要考慮姿態性低

血壓的可能性。若跌倒發生於抬頭看或轉頭時，要考慮頸動脈竇症候群。頸

部彎曲時跌倒要考慮基底動脈的問題。拿取東西時跌倒要考慮平衡問題。被

地毯的邊緣絆倒要考慮下肢無力。 

(5) 跌倒的時間(time of day the falls occurred): 如在夜間跌倒應要考慮是否有

視力障礙、燈光不足、夜尿症或服用藥物所導致等可能性。若跌倒發生在用

餐後兩小時內，要考慮飯後低血壓等。 

(6) 跌倒在地上所停留的時間(length of time on the ground): 跌倒後是否可以自

己站起來，以及在地上停留的時間均會影響到之後併發症的機率。 

(7) 跌倒是否造成傷害(trauma or injury resulting from the falls) 

a. 生理上: 如瘀青、骨折、壓瘡等，也可以協助了跌倒之原因或機制。 

b. 心理上: 如害怕再次跌倒而避免從事某些日常生活活動。 

2. 理學檢查 

    對皮膚、四肢和疼痛的軟組織部位進行檢查，以偵測任何可能因跌倒而引起

的傷害。 

許多其他方面的身體檢查有助於判斷跌倒的原因(如表三)。 

(1) 跌倒可能是急性疾病的表現，因此應留意生命徵象，如發燒、呼吸急促、心

跳加速和低血壓。 

(2) 測量仰臥、坐姿和站立時(1 分鐘和 3 分鐘後)的血壓和脈搏，在診斷和處置

跌倒的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姿勢性低血壓發生在為數不少的健康老人身

上，也發生於行動不便、狀況不佳或靜脈回流不良的病人，這個發現也可能

是脫水、急性失血、或藥物副作用的徵象。 

(3) 視覺敏銳度也應該被評估，以確認它是否可能導致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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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血管的檢查應著重於心律不整、主動脈瓣狹窄的徵象以及頸動脈竇敏感 

(5) 檢查四肢是否有導致跌倒的可能性，如變形、活動範圍受限、嚴重發炎等。

特別要注意腳部的畸形、疼痛的傷口以及不合腳而破損的鞋子，這些都是常

見會導致跌倒的原因。 

(6) 神經學方面，應檢查肌肉的強度與張力、感覺(包括：本體感覺)、小腦功能

的異常(腳跟到小腿測試 heel-to-shin test)和是否有巴金森氏症(如震顫、肌肉

僵硬、行動遲緩)等。步態和平衡感的評估是檢查的重點，且在辨別可治療的

問題上，比標準的神經肌肉檢驗更有幫助。此外，心智狀態也應加以評估。 

3. 實驗室檢查 

   目前並沒有針對跌倒的老年人特別的實驗室檢查，若有必要的話，應以病史

和身體檢查蒐集所得的資訊為依據，安排相關的檢查。 

全血球檢查(complete blood count)、電解質、腎功能、空腹血糖、維生素 B12、

甲狀腺功能等檢測，若出現異常，可以協助找出可治療因子；神經影像僅建議用

於有頭部外傷、出現新的局部神經徵象，與懷疑有中樞神經病變的老人身上；腦

波僅建議用於高度懷疑癲癇的病患；心電圖檢查後，若未顯示 QRS 波或節率異

常，患者猝死的機會較低；至於 24 小時連續性心電圖，只有 4%跌倒或昏倒的

患者，可偵測到與症狀相關的心律不整，對於診斷幫忙有限；曾有心臟疾病或心

電圖明顯異常病患，可進行心律不整評估。 

 

跌倒的預防與處置跌倒的預防與處置跌倒的預防與處置跌倒的預防與處置 
一、單一因素介入 

1. 運動 

   運動可以增加老人平衡功能，避免肌塊與肌力減少(sarcopenia)，以減

少跌倒風險[19,20]。平衡訓練的運動對降低跌倒機率有較強烈的證據顯示有

益處，隨機臨床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卻顯示一般的運動，如阻力

(resistance)、耐力(endurance)或物理治療的訓練對降低跌倒的效果不一致

[21,22]，並且對於何種形式的運動或者強度也沒有定論。但對於社區的健康

老人，肌力與耐力的訓練可以降低跌倒的機率[23]。另外，隨機臨床研究顯

示，太極拳動作緩慢並力求身體各部分的放鬆與平衡，能增加下肢肌力，使

老人的姿勢控制能力較好[24]。若能根據老人的個別需要提供近一步的知識

(如運動的種類、強度、頻率)，才會使運動對跌倒預防的效用較大[25]。 

2. 居家環境的改善[26-27] 

  居家環境的安全，應特別針對照明、地板表面、傢俱、樓梯、浴室等方

面加以評估及建議，包括: 室內及樓梯間保持明亮、地板避免濕滑有凹洞、

用雙面膠或重物固定會滑動的地毯、階梯與浴室設置防滑設施並裝置扶手、

通道處不放置傢俱或其他物品、電話線與延長線沿著牆垣、常用生活用品放

在伸手可及之處、避免站在椅上取物等，這些設施改善可以減少在家中跌倒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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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28] 

   檢視病患藥物，若是有抗精神病用藥、鎮靜劑、安眠藥、抗憂鬱劑等，或

同時服用四種以上藥物，應考慮降低劑量或停止不必要之藥物。 

4. 輔具使用 

對於輔具的使用，例如：床邊的扶手與警鈴的使用、柺杖、助行器、髖

部保護(hip protector)等，雖然研究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只有使用輔具可以有

效的預防跌倒，但在多重因素介入的研究中，輔具的使用或許對於跌倒的預

防有幫助。至於髖部保護帶(hip protector)雖然與跌倒的危險因子無相關性，

也有研究均顯示使用在高危險群的人，可以預防髖部骨折[29]，但在 2006 年

Cochrane reviews[30]對髖部保護帶(hip protector)的報告顯示：雖然在護理

之家或老人住宅的老人，顯示有邊際性統計意義的減少髖關節骨折的發生率 

(relative risk (RR) 0.7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62 to 0.97)，但分析

中發現有顯著統計不均質性的問題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heterogeneity)。而

在社區的老人，則並不能減少髖關節骨折的發生率(RR 1.16, 95% CI 0.85 to 

1.59)，對骨盆或其他骨折發生率也沒有影響。雖然沒有嚴重的副作用，但長

期使用的順從性很差 ，因此，髖部保護帶(hip protector)的作用還是受到質

疑的。 

5. 行為與教育課程[31] 

雖然在有包含行為與教育課程的多重因素的介入研究中有顯著的益處，但如

果只有單一的行為與教育介入，對於跌倒機率沒有顯著的減少。 

6. 其他 

(1) 強化骨骼的藥物(Bone strengthening medications) 

很多藥物的使用用來預防或治療骨質疏鬆，進而預防骨折，如賀爾蒙、

鈣片、維生素 D、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s)等。有關維生素 D

的效用，並沒有一致性。在一前瞻性的多中心研究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對 9526 個社區老年女性做追蹤四年的世代研究

(cohort study)中，發現補充維生素 D 對於跌倒機率的降低沒有顯著的意

義[32] 。根據較早的 Cochrane reviews [33]，集合三個研究(2000-2003

年)包含 461 個研究對象，發現維生素 D 的補充無法降低跌倒的發生率。

在另一個對四個雙盲隨機的研究的巨集分析(meta-analysis)中[34]，也

顯示維生素 D 的補充，對肌力、身體功能(physical activity)及跌倒的發

生率沒有幫忙。但在 JAMA 2004 年的一個巨集分析五個隨機臨床研究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中，包含 1237 位老年人，發現補充維生素 D

可以減低 22%跌倒發生的機率(OR: 0.78, CI: 0.64-0.92)[35]。對機構中

64 位老年女性的隨機雙盲研究也顯示：同時補充鈣片(1200 毫克)與維

生素 D(800IU 國際單位)比只有使用鈣片(1200 毫克)的那一組，可以降

低 60%跌倒發生的機率(RR:0.40, 95% CI: 0.17-0.94) [36]。較近的

Cochrane reviews 顯示[37]:在機構中的虛弱老人，可因維生素 D 及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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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充，降低髖關節及非脊椎骨折之發生率；但維生素 D 對骨折的預防，

仍無定論。 

(2) 心血管問題的介入(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  

有些跌倒的發生是因為合併有心血管疾病的問題，例如藥物調整或心臟

節律問題引起的昏厥，對於心血管問題的介入是否可以預防跌倒目前尚

無定論。但一些病例報告研究指出，有頸動脈竇症候群的老人約有 30%

曾經跌倒，並且在徐脈(bradycardia)發生時有喪失意識的經驗。在初步

的研究報告則建議當老人有無法解釋的再發性跌倒，並且在頸動脈竇按

摩刺激時呈現陽性結果的個案，應當植入心律調節器來減少跌倒的發

生。在 SAFE PACE 的研究中，裝置雙腔植入式心律調節器(dual 

chamber pacemaker)一年，可減少 66%(hazard ratio: 0.42, 95% CI: 

0.23-0.75)跌倒的風險與 70%跌倒相關受傷[38]。此外，有姿勢性低血壓

的患者應多喝水，避免會加重姿勢性低血壓的藥物(如α-blocker 等)，建

議起床時慢慢站起來，症狀嚴重者可穿上彈性襪，對無禁忌症的病患增

加鹽分攝取，若上述方法都不奏效，可以給予無禁忌症民眾

floudrocortisone acetate，並注意有無高血壓、低血鉀、鬱血性心臟衰

竭等副作用。 

(3) 視力問題的介入(Visual intervention) 

研究顯示視力不良與跌倒，在 75 歲以上的老人呈現正相關(RR=1.7, 

95% CI:1.2-1.3)[39]。所有的老人均應詢問有關視力的問題並評估，需

要時應轉診眼科醫師處理。視力不良的病人中有較高的機率在跌倒的時

候造成骨折。 

(4) 鞋子種類的介入(Footwear interventions) 

雖然沒有直接相關的研究表示鞋子的種類是否可以減少跌倒的發生，但

間接的研究指出，有穿鞋子的人比沒有穿鞋的人有較好的功能性伸展

(functional reach)與計時行走測試(timed mobility test)[40]。穿低跟的鞋

子比穿高跟的鞋子有較好的靜止與動態平衡[41]。 

(5) 約束(Restraints)[42-45] 

過去為了避免步態不穩的老人跌倒，常以束縛帶將他們固定在床上或椅

子上，但並沒有證據支持用約束的方法可以預防跌倒，不僅如此，反而

還會增加跌倒後嚴重受傷的機率，所以不值得鼓勵。  

二、多重因素介入 

多重因素的介入包括教育課程、自我管理課程、居家環境評估、藥物的調整、

運動、疾病的評估與處置、心血管問題的處理等。Close 等[46]針對因為跌倒至

急診就診的病患進行隨機對照研究，介入組由老人專科醫師進行周全性老人評

估，並由職能治療師進行居家安全訪視，找出可能導致跌倒的原因與危險因子並

加以改善，對於跌倒的預防有顯著的改善。Tinetti 等[47]對具超過一個跌倒危險

因子的社區老人進行隨機對照研究，介入組進行藥物調整、姿態性低血壓偵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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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居家運動與復健計畫、居家環境危險評估與改善、相對危險比降至 0.69。

Chang 等[48]集結 40 篇預防跌倒的隨機研究，進行巨集分析，顯示以多因子跌

倒風險評估與介入計畫，最能有效減少跌倒的危險。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跌倒是老人常見的健康問題，所以對於曾跌倒或再發性跌倒的老人，應經過

詳細完整的評估，找出所有可能導致跌倒的原因與危險因子，並針對各項原因與

因子提供合適的建議及介入，如此才能有效減少再跌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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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老年跌倒的多重因素及潛在致因 

醫療及神經精神狀況

(Medical and neuropsychoiatric conditions)

藥物(Medications)

視力與聽力受損

(Impaired vision)

不當的處方和(或)行動輔助器
(Improper prescription and/or use of 

assistive devices for ambulation)

與老化有關的神經肌肉功能、步態和姿態反射
之改變

(Age-related changes in neuromuscular 

function, gait and postural reflexs)

環境上的危險

(Environmental hazards)

跌倒
FALLS

內在因素(Intrinsic Factor) 外在因素(Extrinsic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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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肌肉無力

曾經跌倒

步態不良

平衡感不良

使用輔助器材

視力不良

關節炎

日常生活功能不良

憂鬱

認知功能障礙

超過八十歲

範圍平均RR, OR++顯著性/所有研究+危險因子

表一. 十六個跌倒的多重因子研究之單一變相分析結果 [9]

+ 單一變相分析後，勝算比或相對危險性有顯著意義的研究數目除以個研究中該因子的研究總次數

++ Relative risk ratios (RR): 相對危險比，用在追蹤研究法；Odds ratios (OR): 勝算比，用在回溯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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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與老化有關的不穩及跌倒之因素 

姿勢控制的改變 

本體感覺減低 

反射變慢 

  肌肉張力減低 

  姿勢搖擺傾斜 

  姿勢性低血壓  

步態的改變 

  腳抬不高 

  男性: 產生屈曲姿勢和寬闊而短小的步伐 

  女性: 產生窄小而搖擺的步伐 

與穩定度有關的病理變化增加 

  退化性關節疾病 

  髖骨和股骨骨折   

  中風 

  因失用或是狀況變差而產生的肌肉衰弱 

  週邊神經病變 

  腳步的疾病或畸形 

  視力不良 

  聽力不良 

  健忘和失智 

  其他特殊的疾病進程(如:心血管疾病、巴金森式症等) 

夜尿情形增加(如鬱血性心臟衰竭、靜脈回流不良等) 

失智發生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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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跌倒的評估與處置 

定期詢問病患過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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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不處置

多次
跌倒 跌倒

一次

檢查步態或平衡
問題

沒
問
題

步
態
或
平
衡
異
常

跌倒評估

病
患
因
跌
倒
就
診

評估

病史

藥物

視力

步態平衡

下肢關節

神經檢查

心臟血管

多重因素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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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評估跌倒的老年病人: 理學檢查的重點 

生命徵象 

  發燒、體溫低 

  呼吸速率 

  脈搏和血壓(躺著、坐著、站著) 

皮膚 

  腫脹 

  蒼白 

  外傷 

眼睛 

  視覺敏銳度 

心臟血管 

  心率不整 

  頸動脈雜音(carotid bruit) 

  主動脈瓣狹窄徵像 

  頸動脈竇的敏感度 

四肢 

  退化性關節疾病 

  活動範圍 

  變形 

  骨折 

  足部的問題(結痂硬繭、大趾內側的腫脹、潰瘍、不適當不合腳或破舊的鞋子) 

神經方面 

  心智狀態 

  局部徵候 

  肌肉(無力、僵硬、麻痺) 

  週邊神經(特別是位置感覺) 

  小腦功能(特別是腳跟到小腿測試 heel-to-shin test) 

  震顫、行動遲緩、其他非自主性運動 

  觀察病人「起身行走」測試 (“get up and g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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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尿失禁尿失禁尿失禁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尿失禁是老年人常見的問題，且往往是多重原因造成。臨床上尿失禁分為急

性尿失禁、持續性尿失禁兩種。前者多因下泌尿道功能惡化、藥物之副作用、尿

量過多、無法或不願意至廁所如廁;後者又分應力性、急迫性、滿溢性、功能性

以及混合型五大類型。針對所有患有尿失禁的老人都應該進行病史詢問、理學檢

查、尿液分析及解尿後之殘餘尿量測量，其他檢查則視需要而定。診斷上務必盡

可能找出所有可能導致病患尿失禁的多重原因。尿失禁的治療則有賴一一解決可

能的原因，形式上包括行為治療、藥物治療以及手術治療。其中的行為治療常被

忽略，其治療效果並不亞於藥物治療，對於患有身體功能障礙的尿失禁患者尤其

重要。藥物的選擇除了要考慮失禁的類型外，也要考量可能的副作用。尿管的使

用在尿失禁的處置中佔有一定角色，選項包括外套式尿管、間歇性單導以及長期

導尿管留置。長期導尿管置放有其適應症，宜謹慎為之。即使長期置放尿管，也

務必遵守表列之照顧原則，以減少併發症的產生。 

 

定義及流行病學定義及流行病學定義及流行病學定義及流行病學 

尿失禁乃不自主地漏尿且在頻率或量上達到足以產生健康或社交方面的問

題者稱之。 

尿失禁是老年人常見的問題。隨著年齡的增加，尿失禁的盛行率亦隨之增

加。女性較男性容易有此問題。根據調查，居住在社區的老年人約有 15%有此

問題；而若是單看老年女性，盛行率則高達 30%；而且有 10%的社區老年人患

有較頻繁的尿失禁而須使用襯墊。居住在護理之家的老年人更有高達 60%患有

尿失禁。尿失禁的嚴重度，可以輕則少量漏尿，重則持續地漏尿並伴隨糞便失禁。 

尿失禁會為生理及心理健康、社交功能及社會醫療支出帶來許多負面的影

響。大部分的尿失禁是無法根治的，還是適當的治療能夠維持患者的生活品質及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大部分的老年人皆羞於主動告知尿失禁的問題，因此醫療人

員有必要主動評估每位老年患者是否有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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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排尿功能正常排尿功能正常排尿功能正常排尿功能、、、、病態生理及尿失禁分類病態生理及尿失禁分類病態生理及尿失禁分類病態生理及尿失禁分類 

1. 正常排尿功能 

� 下泌尿道功能 (圖一) 

膀胱迫肌 (detrusor)接受來自薦椎 (S2~S4)的排尿中樞（Sacral 

Micturition Center） 之副交感神經(parasympathetic nerve)刺激而收縮。

尿道出口的閉鎖則有賴近端尿道平滑肌、遠端尿道橫紋肌以及尿道周圍的

肌肉結締組織的收縮，近端尿道平滑肌接受來自 T11~L2 的交感神經

(sympathetic nerve)刺激而收縮，遠端尿道橫紋肌接受來自薦椎排尿中樞

之體神經(somatic nerve)刺激而收縮。尿液的排空有賴副交感神經的刺

激，以使得膀胱迫肌收縮以及近端尿道平滑肌放鬆。相反地，尿液的儲存

則有賴交感神經的刺激，以使得膀胱迫肌放鬆以及近端尿道平滑肌收縮。 

� 中樞神經的角色 

排尿的動作由中樞神經統籌協調控制。頂葉（parietal lobe）及丘腦

（thalamus）負責接受來自膀胱的訊息，額葉(frontal lobe)及基底核(basal 

ganglia)負責發出訊息以抑制排尿，位於橋腦(pons)的排尿中樞則是負責統

整以上訊息，不但使得膀胱迫肌的收縮能配合尿道出口的放鬆，利於正常

下泌尿道功能之發揮，更能夠確保排尿的動作在社會環境允許的情況下發

生。 

 

圖一 支配下泌尿道功能的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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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態生理： 

就如同其他老年症候群，尿失禁往往無法歸因於單一病因，而是多個原

因同時存在，進一步產生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舉例來說，隨著年齡的增加，

膀胱的儲尿容積會下降，於是在同樣的尿容積下，老年人的膀胱內壓會較年

輕時為高；另外老年人的膀胱也較容易有非自主性收縮。這些因素固然可能

增加膀胱內壓，但並不是所有的老年人皆會發生尿失禁。這是因為人體會產

生補償性的機轉，例如以增加骨盆底骨骼肌的收縮來維持尿道的閉鎖，或是

以行為方面或環境上的調整等方式使得排尿依然能在適當的場所完成。所以

只有當行動受到限制或環境上出現阻礙，或尿道阻力因為骨盆底骨骼肌鬆弛 

(常發生於女性因生產後) 而降低等多種因素同時存在時，尿失禁才容易在老

年人身上發生。此外若年紀大的男性患有攝護腺肥大，更易產生膀胱迫肌不

自主收縮，所以除了會因尿道阻塞而導致滿溢性尿失禁 (overflow 

incontinence)，亦容易有急迫性尿失禁（urge incontinence）。另外有一類稱

作膀胱迫肌活動度過高併收縮不良(detrusor hyperactivity with impaired 

contractility, DHIC)的病人，臨床上也可以表現出滿溢性尿失禁及急迫性尿失

禁。這些老年人因廣泛的膀胱迫肌退化而造成膀胱收縮不良，亦同時併有過

多膀胱迫肌不自主收縮。 

3. 尿失禁分類 

依據病因的急慢性可將尿失禁分為以下兩類: 急性且可回復之尿失禁

(acute and reversible incontinence) 、 持 續 性 尿 失 禁 (persistent 

incontinence)。前者顧名思義，指的是突然開始的失禁，通常起因於急性疾

病或醫源性問題，當這些因素不復存在，尿失禁亦獲得改善。後者指的是較

無關急性疾病而持續存在之尿失禁。 

(1) 急性且可回復之尿失禁 

基本上可分為下泌尿道功能不全、藥物之副作用、尿量過多、無法或

不願意至廁所如廁四大類。可以以四個英文字 DRIP 方便記憶：D-Delirium, 

R-Restricted mobility, I-Infection/ Inflammation (atrophic 

vaginitis)/Impaction of stool, P-Polyuria/ Pharmaceuticals。 

急性尿失禁以尿液滯留併滿溢性尿失禁為最常見。其原因很多，諸如

身體無法活動、糞便阻塞、藥物如抗乙醯膽鹼、鈣離子阻斷劑、乙型受體

作用劑、麻醉藥品止痛劑等。 

另外，糞便阻塞在老年人是很常見的問題，其會造成膀胱出口的機械

性阻塞進而產生滿溢性尿失禁或是引發反射性膀胱收縮而造成急迫性尿失

禁；只要糞便阻塞獲得解除，即可看到尿失禁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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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詳細原因與處置請參照表一。 

 

表一 造成急性尿失禁之原因及處置 

原因 處置 

下泌尿道功能障礙  

泌尿道感染 抗生素治療 

萎縮性陰道炎(atrophic 

vaginitis)/尿道炎(urethritis) 

外用雌激素 

攝護腺切除之併發症 行為治療，避免進一步再進行手術治療 

糞便阻塞 清通糞便，若必要亦可使用軟便劑、糞

便成型藥物或輕瀉藥，建議食用多纖維

食物、多喝水、多運動。 

藥物之副作用(詳見表二) 停止使用該藥物；若非得使用，則以其

他藥物替換或減低劑量。 

尿量過多  

代謝性疾病(高血糖、高血鈣) 糖尿病之控制，高血鈣之治療 

飲水過多 減少飲水量及避免飲用利尿之飲料，例

如含咖啡因之飲料。 

體液過多  

靜脈回流不全併水腫(venous 

insufficiency with edema) 

使用壓迫型的彈性襪、下肢抬高、限制

鹽份之攝取、利尿劑之使用 

鬱血性心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藥物治療，避免夜間使用利尿劑，睡前

數小時下肢抬高等等。 

無法或不願意至廁所  

譫妄(delirium) 治療造成譫妄之原因 

疾病或約束影響行動 規則時間如廁 

 使用如便盆等之替代物 

 環境上之調整 

 避免約束 

精神疾病 適當之藥物或非藥物治療 

 

表二 易造成尿失禁的藥物 

藥物 造成尿失禁的機轉 

利尿劑 造成多尿、急尿、頻尿 

抗乙醯膽鹼 造成尿液滯留、滿溢性尿失禁、糞便阻塞 

精神藥物  

抗憂鬱劑 抗乙醯膽鹼作用、鎮靜作用 

抗精神病藥 抗乙醯膽鹼作用、鎮靜作用、造成身體無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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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靜安眠藥物 鎮靜作用、譫妄、限制身體活動、放鬆尿道肌肉 

麻醉藥品止痛劑 造成尿液滯留、糞便阻塞、鎮靜作用、譫妄 

甲型受體阻斷劑 造成尿道肌肉放鬆 

甲型受體作用劑 增加膀胱頸阻力可能造成尿液滯留 

血管張力素轉換酶抑制劑 因造成咳嗽而引發應力性尿失禁 

乙型受體作用劑 可能影響膀胱迫肌收縮造成尿液滯留 

鈣離子阻斷劑 可能影響膀胱迫肌收縮造成尿液滯留 

酒精 造成多尿、急尿、頻尿、鎮靜、譫妄、身體無法

活動 

咖啡因 造成多尿、刺激膀胱不自主收縮 

 

(2) 持續性尿失禁 

表三列出四大類持續性尿失禁、其定義以及各別常見的原因。不過這四

大類有重疊的地方，而且一個病人可以同時患有數種的尿失禁。 

應力性尿失禁- 常見於老年女性。其症狀相當具診斷價值，病患常會指

出每次漏尿的時機，都是在腹腔內壓力上升的時候(例如咳嗽、運動、大笑

時)。應力性尿失禁通常是因為缺乏雌激素、肥胖、之前陰道生產或接受過

下泌尿道手術，造成骨盆底骨骼肌鬆弛而導致尿道過動。 

急迫性尿失禁- 其表現為突然出現強烈的尿意感並伴隨對失禁的害

怕，接者發生漏尿。屬於膀胱過動症(overactive bladder syndrome)之一。

其表現為白天頻尿及夜晚夜尿(nocturia)。常常但不絕對伴隨不自主膀胱收

縮。有些時候反而是因間質性膀胱炎(interstitial cystitis)或經放射性治療而

伴隨低膀胱容量彈性(poorly compliant bladder)。另外有些患有膀胱迫肌過

動(detrusor hyperactivity)的老人屬於前述的 DHIC，所以除了有急迫性尿失

禁，亦有滿溢性尿失禁。 

滿溢性尿失禁- 症狀不具特色，可以如同急迫性或應力性尿失禁的表

現，或就只是漏尿而無其他症狀。最常見的原因包括藥物、攝護腺肥大、糖

尿病神經病變性膀胱(diabetes neuropathic bladder)及尿道狹窄。 

功能性尿失禁- 無法（如中風後行動不便）或不願意到廁所排尿（如精

神疾病）稱之。可以伴隨其他類別之失禁，特別是膀胱迫肌過動之急迫性尿

失禁。而機構中老年患者，其尿失禁大部份即是因為行動不便或是失智，亦

即功能性尿失禁。 

混合型尿失禁-同時存有上述兩類或以上尿失禁稱之。 女性常見的組合

為急迫性併應力性失禁，機構中之老年人則以急迫性併功能性尿失禁為常見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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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 持續性尿失禁之分類及常見原因 

分類 定義 常見原因 

骨盆底骨骼肌鬆弛及尿道過動

(urethral hypermobility) 

膀胱出口或尿道括約肌無力 

應力性(stress) 因腹壓上升(例如咳嗽、

運動、大笑時)而造成不

自主地漏尿 

攝護腺切除導致尿道括約肌無力 

膀胱迫肌過動(detrusor hyper- 

activity)，可以伴隨以下兩種情況: 

局部泌尿道病灶，包括腫瘤、結

石、憩室或出口阻塞 

急迫性(urge) 感到尿意後，因為無法

延遲排尿動作而造成漏

尿 

神經病變，包括中風、失智症、巴

金森氏症、脊髓損傷 

攝護腺、尿道狹窄(stricture)或膀胱

突出(cystocele)造成之膀胱出口

結構性阻塞 

因糖尿病或脊髓損傷而造成膀胱

不收縮(acontractile bladder) 

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或其他位於薦椎之上之神經病變

造成之逼尿肌與括約肌不協調

(detrusor-sphincter dyssynergy) 

滿溢性

(overflow) 

因為膀胱過脹而造成之

漏尿 

藥物之作用(表二中造成尿液滯留

之藥物)  

嚴重的失智或是其他中樞神經病

變 

功能性

(functional) 

因為身體或意識功能障

礙、缺乏動機或是因為

環境因素導致無法如廁

因而失禁 

精神症狀，諸如憂鬱、敵意 

 

病患之評估病患之評估病患之評估病患之評估 

針對所有患有尿失禁的老人我們都應該進行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尿液分析

及解尿後之殘餘尿量測量。至於其他檢查，則視需要而定。表四提供關於尿失禁

評估之整理。圖二則提供目前所被建議之診斷流程。 

病史的部份應該將重點放在失禁的特徵、伴隨的疾病、目前用藥以及失禁對

病患及照顧者的影響。失禁的特徵應該包括頻率、時機、漏尿量以及困難排尿的

症狀，例如尿遲滯、尿間斷、排尿需用力等。急迫性或應力性失禁的相對症狀亦

需澄清。其實，這時候排尿紀錄(表五)可以使症狀進一步獲得澄清。 

理學檢查應該包含腹部檢查、肛門指診、生殖器檢查以及腰薦椎神經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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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女性，骨盆腔檢查尤其重要，應包括視診以及咳嗽試驗，前者主要是看是否

有脫垂或萎縮性陰道炎應有的發炎現象，後者在看是否有應力性尿失禁。此外檢

查也應包括意識狀態及行動能力的評估。如果患者有夜尿或夜間失禁的情形則需

檢查是否有鬱血性心衰竭或靜脈回流不全併水腫的理學徵象。 

尿液檢查對於診斷的價值在於釐清是否有泌尿道感染的可能。雖然急性有症

狀的泌尿道感染與尿失禁有絕對的關係，但是無症狀菌尿症與尿失禁之間的關係

卻是有爭議的。所以對於居住於護理之家的慢性尿失禁患者，菌尿症是不需要治

療的。 

尿後之殘餘尿量的測量對於診斷非常重要。我們可以以可攜帶型的超音波機

器測量，但是標準的測量方式是以單導的方式在自發性排尿後數分鐘內直接量

測。如果在非特別出力地解尿之後，殘餘尿量小於 100mL，則表示膀胱的排空

功能正常;若大於 200mL，則表示異常;如果值介於 100mL 與 200mL 之間，其判

讀則必須根據症狀及其他檢查的結果。 

在什麼情況之下，病患需要泌尿科醫師或婦產科醫師的進一歩評估或是進行

尿路動力學檢查?表六列舉一些原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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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尿失禁之診斷評估 

所有病患 

病史(排尿紀錄(bladder record)有的時候會有幫助) 

理學檢查 

尿液分析 

尿後之殘餘尿量(postvoid residual determination) 

特殊病患 

實驗室檢查 

尿液培養 

尿液細胞學檢查 

血醣、血鈣檢查 

腎功能檢查 

腎臟超音波檢查 

婦科檢查 

泌尿科檢查 

尿道膀胱鏡檢查(cystourethroscopy) 

尿路動力學檢查 

簡式(simple) 

排尿觀察(observation of voiding) 

咳嗽測試(cough test for stress incontinence) 

單頻膀胱壓力測量(simple cystometry) 

尿流速測量(urine flowmetry)(針對男性) 

複雜式(complex) 

多頻膀胱壓力測量(multichannel cystometry) 

壓力-流速測量(pressure-flow study) 

漏尿壓力測量(leak point pressure) 

尿道壓力測量圖(urethral pressure profilometry) 

外尿道括約肌電圖(sphincter electromyography) 

錄影式尿動力檢查(videouro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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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 

1. 重點病史 

2. 重點理學檢查 

3. 尿液檢查 

4. 尿後之殘餘尿量 

進行嘗試性治療 

急迫性/應力性失禁:行為及/或藥物治療 

功能性失禁: 行為及支持性治療 
經過足夠的嘗試性治療

後失禁是否依然存在? 

安排進一步檢查 

1. 泌尿科 

2. 婦科 

3. 尿路動力學檢查 

是否需要進一步檢查? 

(表六) 

是否找到可逆的病因? 

(表一) 

治療可逆的病因 

是 

依然失禁 

是 

是 

否 

圖二 針對老年人尿失禁之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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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排尿紀錄範例 

排尿紀錄 

第    天 日期: 

說明: 

1) 每一次於廁所解尿，請於第一欄相對的時間空格作一記號。 

2) 請於第二欄記下每一次解尿的尿量。 

3) 萬一有漏尿或失禁的情況，請於第三或四欄的相對應時間空格作

一記號。 

時間 於廁所解尿 尿量 少量漏尿 大量失禁 漏尿/失禁的原因* 

6-8 am      

8-10 am      

2-4 pm      

4-6 pm      

6-8 pm      

8-10 pm      

10-12 

pm 

     

隔夜      

今天使用       片襯墊 

例如，如果您咳嗽的時候漏尿或失禁，請寫咳嗽;如果因為憋不住而漏尿或失

禁，請寫”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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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照會泌尿科醫師或婦產科醫師或是進行尿路動力學檢查之時機 

建議時機 定義 理由 

病史 

下泌尿道或骨盆腔手術

或放射線治療 

過去半年接受過左列處

置 

局部結構性異常須排除 

反覆性泌尿道感染 過去一年內至少三次 局部結構性異常須排除 

理學檢查 

明顯骨盆脫垂 於內診看到明顯膀胱脫

垂 

排除結構性異常以篩選

出需要接受手術的患者 

明顯攝護腺腫或疑似攝

護腺癌 

指診時發現明顯攝護腺

腫大 

須排除攝護腺癌 

尿後之殘餘尿量測量 

不易放置 14-French 尿

管 

無法或需用較大的力氣

才能置入尿管 

尿道或膀胱頸可能有結

構性阻塞 

尿後之殘餘尿量>200mL 於自發性解尿數分鐘後

之殘餘尿量 

可能有結構性或神經性

阻塞或是膀胱收縮不足 

尿液檢查 

血尿 在沒有感染的情況下有

大於 5 顆紅血球/HPF 

須排除泌尿道病灶 

嘗試性治療 

治療失敗 即使經足夠藥物及/或行

為治療後，症狀依然存在 

尿路動力學檢查可能有

助於特殊治療之選擇 

 

尿失禁治療尿失禁治療尿失禁治療尿失禁治療 

對於病房的急性尿失禁患者，一般的處理方式為尿管的置放，結果卻讓病患

暴露於高度泌尿道感染的危險中，而且也限制了患者的行動。其他的處理方式，

諸如環境行為方面的調整或是襯墊的使用，雖然可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或金

錢，但長期來看，卻是對患者有幫助的。 

表七列舉了尿失禁的治療方式，除了各種比較具專一性的治療外，也不要忘

了併用支持性療法，像是衛教環境改變、便盆的使用、避免醫源性尿失禁、飲食

的改變以及良好的皮膚照顧。至於專一性治療方式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尿失禁的分

類，表八列舉了針對各種類別的建議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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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尿失禁的治療方式 

行為治療(詳見表九) 

需要患者配合的措施 

骨盆肌肉訓練（凱格爾運動,Kegel Exercise） 

膀胱訓練 

尿導管使用後膀胱再訓練 

輔助性技術 

生理迴饋 

電刺激 

陰道圓錐體(vaginal cones) 

需要照顧者配合的措施 

規則時間如廁 

習慣的養成 

定時提醒患者如廁 

藥物治療(詳見表十一) 

膀胱鬆弛劑 

甲型受體作用劑 

甲型受體阻斷劑 

雌激素 

尿道旁注射手術(periurethral injections) 

外科手術 

膀胱頸懸吊術(bladder neck suspension) 

阻塞物或病灶之移除 

機械性裝置 

尿道塞(urethral plugs) 

人工尿道括約肌(artificial sphincter) 

非專一性的支持性療法 

衛教 

藥物之調整 

避免咖啡因之攝取 

使用便盆等等的馬桶替代物 

環境方面之改變 

使用襯墊 

尿管放置 

外套式尿管(external) 

單導尿管(intermittent) 

導尿管(ind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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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各類別尿失禁的建議治療方式 

類別 建議治療方式 

應力性 骨盆肌肉訓練(凱格爾運動, Kegel Exercise) 

 其他行為治療 

 甲型受體作用劑 

 尿道旁注射手術 

 膀胱頸懸吊術 

急迫性 膀胱訓練 

 膀胱鬆弛劑 

滿溢性 阻塞物或病灶之手術移除 

 間歇性單導 

 放置尿管 

功能性 行為治療(需要照顧者配合的措施) 

 環境方面之改變 

 失禁專用內衣褲及襯墊 

 

1. 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是尿失禁臨床處置的第一線，其治療效果並不亞於藥物治療，

可以達到 75%左右改善，但要花費較多的人力與時間。許多醫師限於門診時

間，無法詳細說明，而跳過了行為治療直接採用藥物治療。身為老年專科醫

師，筆者建議多熟悉行為治療的做法，並常使用在病人身上。 行為治療分為

需要患者配合的措施以及需要照顧者配合的措施兩大類，前者需要患者有一

定程度以上的身體功能及足夠的動機，目標為恢復正常排尿機能；後者則是

針對身體功能障礙的尿失禁患者，其目標為維持病患及環境的乾淨。表九詳

列了各式的行為治療。 

其中凱格爾運動為應力性尿失禁的主要非藥物性治療方式，做法如下: 

坐在馬桶上雙腿張開自然解尿，之後突然中斷解尿，並嘗試找出中斷解

尿動作所使用到的肌肉群，而這些肌肉就是凱格爾運動所要鍛鍊的肌肉。接

下來嘗試收縮這群骨盆底的肌肉並持續 3 秒，之後放鬆 3 秒，如此反覆進行

數分鐘，一天兩回。以上運動可以在平躺或坐或站的任何姿勢進行。注意過

程中要避免使用到臀部、腹部或大腿的肌肉。當逐漸熟悉正確的肌肉收縮後，

即可逐漸延長收縮及放鬆的時間至收縮 10 秒之後放鬆 10 秒的循環，每次進

行 10 分鐘，一天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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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尿失禁的行為治療 

治療 定義 失禁的類別 說明 

需要患者配合的措施 

骨盆肌肉訓練(凱格

爾運動, Kegel 

Exercise) 

藉由連續收縮及

放鬆骨盆底肌肉

以達訓練效果。 

應力性,急迫性 需要足夠的身體功

能及動機；生理回饋

有助於學習。 

膀胱訓練 採用教育、排尿

紀錄、骨盆肌肉

訓練以及其他行

為治療的整套訓

練，內容包含清

醒時間定時如廁

以及運用放鬆技

巧克服強烈的尿

意感。 

應力性,急迫性 需要經訓練過的治

療師、足夠的身體功

能及動機。 

導尿管使用後膀胱

再訓練 

漸進式地逐漸延

長或縮短排尿時

間間隔併用間歇

性單導主要用於

患有因為尿液蓄

積所導致的膀胱

過度膨脹傷害

(over-distension 

injuries)的患者 

急性尿失禁 需要足夠的身體功

能及動機(詳見表十) 

需要照顧者配合的措施 

規則時間如廁 

（timed voiding） 

不管患者想或不

想，於規則時間

間格如廁 (白天

時每兩小時;晚

上時則每四小

時) 

急迫性,功能性 目標在於避免弄濕

環境；適用於在意識

或身體功能上有障

礙的患者；需要相當

的照顧者人力及動

機 

習慣的養成 

 

類似規則時間如

廁，唯如廁時間

彈性地根據患者

的習慣訂定。 

急迫性,功能性 目標在於避免弄濕

環境；適用於在意識

或身體功能上有障

礙的患者；需要相當

的照顧者人力及動

機 

定時提醒患者如廁 白天時每隔兩小 應力性,急迫性, 同上；對於機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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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pted voiding) 時詢問並提醒如

廁的需求，並詢

問協助的需求，

只有在患者的要

求下才協助進行

如廁的動作，並

在患者願意嘗試

正常如廁時，給

予正向肯定；規

則給予飲水。 

功能性,混合型 尿失禁患者，若皆給

予三天的試驗治

療，約有 25-40%會

有所改善。 

 

表十 導尿管使用後膀胱再訓練流程範例 

目標:於移除尿管後，能夠盡快正常排尿。 

1. 移除尿管(並不需要先夾住尿管(clamp catheter)) 

2. 治療尿道感染，若有的話。 

3. 開始規則如廁。剛開始先於以下時段如廁: 

1) 起床後 

2) 於白天及晚上就寢之前，每隔兩小時 

3) 就寢前 

4) 睡眠的時候，每隔四小時 

4. 藉由紀錄以下參數以監測患者的排尿情況 

1) 非失禁排尿之頻率、時間及尿量 

2) 失禁排尿之頻率、時間及尿量 

3) 飲水的情況 

4) 尿後殘餘尿量 

5. 如果患者有排尿困難的情形，即完全尿滯留或是很少的尿量 (在飲水量足夠

的情況下，八小時的尿量少於 240mL)， 

1) 每隔八小時進行膀胱超音波檢查或是單導並紀錄殘餘尿量直到殘餘尿量

少於 200mL。 

2) 教導患者有助於誘導尿意的技巧，例如流動水聲、敲擊大腿內側、輕敲恥

骨上部，以及助於排空尿液的方法，例如身體向前彎、壓迫恥骨上部、解

兩次尿。 

3) 若三至四週後持續有過多的殘餘尿量，可以安排尿路動力學檢查。 

6. 如果患者解尿的頻率過多(排尿時間間隔小於兩小時)， 

1) 量測殘餘尿量以確定患者的膀胱完全排空。 

2) 鼓勵患者盡量忍著尿意以拉長排尿之時間間隔，並教導患者如何使用一些

技巧來幫助膀胱的排空。 

3) 如果情況未見起色，排除其他有可能導致頻尿或多尿的情況，例如泌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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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高血糖、鬱血性心衰竭。 

4) 可以嘗試給予膀胱鬆弛劑。 

 

2. 尿失禁的藥物治療 

表十一列出可用以治療尿失禁的藥物。雖然大部份藥物臨床有效的證據

皆來自針對較年輕的族群的臨床試驗，但有些藥物近年來已有臨床試驗支持

其在老年患者上的角色。 

對於急迫性尿失禁，使用具抗乙醯膽鹼及膀胱鬆弛作用的藥物在老年人

身上，已被證實可以減少 60-70%失禁的發生。但是要注意其抗乙醯膽鹼副

作用。對於患有攝護腺肥大而有尿阻塞的男性、糖尿病患者或是有膀胱收縮

障礙的患者要特別注意尿液滯留的副作用產生。患有失智症的老人在接受抗

乙醯膽鹼藥物治療時，則要注意譫妄的發生。女性急迫性失禁患者若合併萎

縮性陰道炎及尿道炎則可以長時間或一至兩個月間斷式地接受局部外用雌激

素的治療，每晚塗抹 0.5-1g 的陰道乳膏(vaginal cream)持續一至兩個月，並

接著維持性治療一星期塗抹二至三次持續數個月，效果需要數個月才易見到。 

對於應力性尿失禁，甲型受體作用劑併用雌激素是藥物治療之首選。在

下列情況下，應力性尿失禁的患者適合接受藥物治療：失禁的嚴重度位於輕

度至中度之間；沒有重大的解剖構造上的異常，像是明顯膀胱脫垂；沒有藥

物治療之禁忌，例如甲型受體作用劑不適合用在患有難以控制的高血壓的患

者身上。 

許多老年女性易同時患有急迫性及應力性尿失禁。理論上，併用雌激素

及 imipramine 應該有效，因為 imipramine 同時具有抗乙醯膽鹼作用及甲型

受體作用。但是 imipramine 有抗乙醯膽鹼及姿勢性低血壓的副作用。所以如

果急迫性失禁為主要的症狀，治療還是以雌激素併膀胱鬆弛劑為主。另外，

行為治療還是有其角色。 

至於對於慢性滿溢性尿失禁，不管是用乙醯膽鹼作用劑還是甲型受體阻

斷劑，效果都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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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一 用於治療尿失禁的藥物 

藥物 劑量 作用機轉 適應症(失禁

的類別) 

可能的副作用 

抗乙醯膽鹼(anticholinergic)及抗痙攣(antispasmodic)藥物 

Oxybutynin 

(Ditropan, 

immediate 

release) 

2.5-5.0 mg tid 抗乙醯膽鹼作用

(眼乾、視力模

糊、眼內壓上

升、譫妄、便秘) 

Oxybutynin 

(extended 

release; Ditropan 

(XL)) 

5-30 mg qd 如上，但眼睛乾

澀較輕。 

Tolterodine 

(Detrol LA) 

4 mg qd 如上，但眼睛乾

澀較輕。 

Hyoscamine 

(Levsin) 

0.125 mg tid 抗乙醯膽鹼作用 

Propantheline 

(Pro-Banthine) 

15-30 mg tid 抗乙醯膽鹼作用 

Dicyclomine 

(Bentyl) 

10-20 mg tid 抗乙醯膽鹼作用 

Imipramine 

(Tofranil) 

25-50 mg tid 

增加膀胱容積

(bladder 

capacity)﹔減

少膀胱不自主

收縮。 

急迫性,混合

型 

抗乙醯膽鹼作

用；姿勢性低血

壓；心臟傳導障

礙 

甲型受體作用劑 (α-adrenergic agonists) 

Pseudoephedrine 

(Sudafed) 

30-60 mg tid 頭痛，心搏過

速，血壓上升 

Imipramine 

(Tofranil) 

25-50 mg tid 

增加尿道平滑

肌收縮 

 

如上 

結合型雌激素 (conjugated estrogens) 

外用陰道乳膏 0.5-1.0 g per 

application 

 

陰道環(vaginal 

ring)(Estring) 

1 ring every 3 

months 

強化尿道周圍

的組織 

急迫性失禁

併有萎縮性

陰道炎  

乙醯膽鹼作用劑 (cholinergic agonists) 

Bethanechol 

(Urecholine) 

10-30 mg tid 刺激膀胱收縮 滿溢性失禁

併弛緩性膀

胱 (atonic 

心搏過慢，低血

壓，支氣管收

縮，胃酸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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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der) 

甲型受體阻斷劑 (α-adrenergic antagonist) 

Terazosin (Hytrin) 1-10 mg qhs 姿勢性低血壓 

Doxazosin 

(Cardura) 

1-8 mg qhs  

Prazosin 

(Minipress) 

1-2 mg tid  

Tamsulosin 

(Flomax) 

0.4-0.8 mg qd 

放鬆尿道平滑

肌以及攝護腺

包膜(prostatic 

capsule) 

急迫性失禁

併有攝護腺

肥大 

 

 

3. 尿失禁的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應在下列情況被考慮:年老女性患有應力性尿失禁且非手術治療方

式無效者;年老女性患有嚴重骨盆脫垂者;年老男性曾因為尿道阻塞而導致完全

尿滯留者;年老男性因為尿道阻塞而導致過多之殘餘尿量以至於容易有反覆性尿

路感染或水腎(hydronephrosis)者。 

針對患有應力性尿失禁的年老女性，手術的選擇包括膀胱頸懸吊術(bladder 

neck suspension)、懸吊手術(sling procedures)以及尿道旁注射手術(periurethral 

injection)。後兩者主要是針對同時患有尿道括約肌無力(intrinsic urethral 

weakness)的患者。 

針對因為尿道阻塞而患有尿失禁的男性患者，經由手術方式減輕尿道阻

塞，例如攝護腺切除，往往是必要的。 

 

4. 尿管放置 

針對尿失禁患者有三種尿管或放置法可以選擇:外套式尿管(external 

catheter)、間歇性單導尿管(intermittent straight catheterization)以及長期導尿管

(chronic indwelling catheterization)。 

外套式尿管基本上是一個連接著儲存袋的尿套。其適合用於身體功能上完全

依賴(physical dependent)且患有治療困難的年老男性尿失禁患者。目前並無完

整的研究以探討使用外套式尿管的可能併發症，但是有證據顯示使用外套式尿管

有可能會增加患症狀性尿路感染的機會。 

間歇性單導在治療尿滯留或滿溢性尿失禁上有重要的角色。其執行可以由照

顧者或是患者本身來完成。頻率介於一天兩次和四次或以上之間，主要根據情況

予以調整，目標是使殘餘尿量少於 300mL。雖然針對患有脊髓損傷的年輕患者

所做的研究指出間歇性單導較長期導尿管置放不易有症狀性尿路感染的機會，但

是對於處於機構中的年老男性尿失禁患者，其通常伴有下泌尿道結構上的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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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重複不斷的單導很有可能會增加感染的機會，況且具抗藥性的菌種又常見於

機構中。所以在機構實行間歇性單導有其困難待克服。 

長期導尿管置放會導致許多併發症，諸如慢性菌尿症(chronic bacteriuria)、

膀胱結石、尿道旁膿瘍(periurethral abscesses)、膀胱癌等等。處於機構中的年

老男性患者若接受長期導尿管置放，特別容易會有症狀性尿路感染出現。所以必

須慎選患者予以長期導尿管放置，表十二列出建議之長期導尿管置放的適應症，

表十三則是列出在平時照顧置有長期導尿管的患者上應注意的事情，以減少併發

症的產生。 

 

表十二 長期導尿管置放的適應症 

患有尿液滯留而且 

導致持續性滿溢性尿失禁者或 

患有症狀性感染或是腎功能異常者或 

無法以手術或藥物治療予以改善者或 

間歇性單導不可行者。 

患有皮膚傷口或壓瘡，而且易受到尿液污染者。 

病情嚴重的患者，如果床單衣物的更換會造成患者不適者 

患者的選擇 

 

表十三 置有長期導尿管的患者照顧原則 

1. 維持無菌、封閉的引流系統 

2. 避免破壞系統的封閉性 

3. 於更換尿袋或排空尿時使用無菌技術 

4. 將尿管固定於大腿上部或是下腹部，以避免因為尿管的移動導致會陰部污染

或尿道刺激。 

5. 避免過於頻繁清洗尿管出口，每天一次以肥皂水清潔就已足夠。 

6. 避免規則予以灌洗(irrigation) 

7. 在沒有尿道阻塞的情況下，尿液若從尿管外流出，需考慮膀胱痙攣(bladder 

spasm)的可能性。可以用膀胱鬆弛劑予以治療。 

8. 若尿管經常阻塞，可以增加患者水分的攝取，或是藉由以稀釋過的?酸灌洗

管路來使尿液酸化。 

9. 避免常規地使用抗生素以預防感染 

10. 避免常規地進行細菌培養檢查。因為只要有尿管就會有菌尿的發生，而菌尿

並不必然表示感染的存在。 

11. 避免治療無症狀性的感染；即使有症狀，亦需排除其他部位之感染。 

12. 若患者反覆發生症狀性尿道感染，需考慮進一步生殖秘尿道檢查的必要性，

以排除一些結構性病灶的可能，諸如結石、尿道旁膿瘍、攝護腺膿瘍或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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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盂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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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症候群衰老症候群衰老症候群衰老症候群 
 

一一一一、、、、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衰弱＂(frailty)一詞常用於許多老人們的身上。它所代表著，其實是許多常

見的臨床症狀所聚集而成的現象。這些現象包括體重減輕，疲倦，食慾下降，或

是肌肉流失(sarcopenia)，步態，平衡異常，骨質流失等等。Frailty 可說是老年

族群功能退化的前兆，也是許多老年症候群(geriatric syndromes)惡性循環的開

始。目前對 frailty 一般的概念是：隨著年紀增長，體內各個器官系統抵抗壓力，

維持恆定性的能力亦隨之下降，生理系統也逐漸退化。例如: 

1. 最大攝氧量(VO2max)下降，運動時的最大心率(maximal heart rate)下降。 

2. 肺活量(vital capacity)下降。 

3. 腎小球的廓清率(creatinine clearance)下降。 

4. 葡萄糖的耐受性(glucose tolerance)變差。 

5. 調節體溫(thermoregulation)的能力下降。 

6. 骨骼肌的質量與密度(lean body mass)降低。 

7. 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雌激素與男性激素(estrogen and androgen)

的濃度下降。 

此種情形在動態(dynamic)的情形特別明顯。所以對於急性疾病(acute 

illness)的抵抗力，外界溫度變化或是運動的調適能力，老年族群都較一般人要

來的差。 

造成 frailty 的原因可由下列幾個方面來探討: 

1. 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肉流失(sarcopenia) 

Sarcopenia 的現象早從三十五歲過後就已開始浮現。肌肉流失的盛行率

在 60 歲以上的老人約為 6%到 12%，在大於 80 歲以上的老人更可高達 50%

以上。在生理上扮演快速收縮的第二型白肌(fast-contracting type II fibers)，

流失的速率較第一型紅肌(slower contracting type I fibers)來得快。 

隨著骨骼肌(skeletal muscle)的流失，取而代之的是纖維化及脂肪組織。

肌肉流失使得老人獨立從事日常生活的能力衰退，運動耐力與肌力下降，進

而影響步態平衡，使跌倒的危險性升高。除此以外，骨骼肌是體內能量代謝

的重要器官，sarcopenia 也使得基礎代謝率下降，使人們對於外界溫度變化

的調適力變差，容易有耐冷/耐熱不良的情形。 

至於引起肌肉流失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基因、荷爾蒙及 cytokines 三

方 面 。 在 荷 爾 蒙 方 面 ， 睪 固 酮 (testosterone) 、 D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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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ydroepiandrosterone)、IGF-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及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的血中濃度隨著年齡而下降。而這些荷爾蒙都與維持肌肉

密度(lean body mass)有關。一些研究指出，補充 testosterone 可能有助於

維持老年人骨骼肌的密度。在 cytokines 方面，interlukin-6 扮演著加速肌肉

流失與衰老的角色。在基因方面，一些染色體上的基因(如18q12上的markers

或是 7p 上的 GHRH receptors)目前也有學者正在研究中。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老年人也常常因為一些慢性疾病而引起

sarcopenia。例如罹患膝退化性關節炎引起疼痛，使老人變得不想動。或是

鬱血性心臟衰竭使得他們的運動耐受性降低。如此一來身體長期處於不活動

的狀態，便造成肌肉流失。此外血管硬化(atherosclerosis)也使得骨骼肌的血

液供應減少，進而加速 sarcopenia 的進展。 

2. 神經內分泌系統失調神經內分泌系統失調神經內分泌系統失調神經內分泌系統失調(neuro-endocrine dysregulation) 

1) Stress response hormones 

許多研究都指出，隨著年齡老化，體內交感神經系統的活性與皮質醇

(cortisol level)的濃度也會隨之提高。人體若長期處於此一狀態，將導致骨質

流失, 胰島素的阻抗性增加及免疫系統下降。  

2) Growth hormone and IGF-1 

如之前所述，生長激素，還有其 messenger molecule IGF-1 對於維持

體內的肌肉與骨質密度是相當重要的。隨著年紀老化，growth hormone and 

IGF-1 在體內的濃度亦隨之下降。 

3) Estrogen and Testosterone 

除了女性因為更年期，體內雌激素濃度急劇下降之外，男性體內的睪固

酮濃度也會隨年紀增加而逐漸降低。這些結果都會導致骨骼肌的流失，進而

引起 frailty。 

4) DHEA (dehydroepiandrosterone) 

DHEA 是由腎上腺皮質所分泌。在 20 多歲左右人體的分泌達到最高峰，

之後隨年齡增加而逐漸下降。在一些人體及老鼠實驗中，DHEA 可能與抑制

inflammatory mediators 如 IL-6, IL-1B 有關。此外 DHEA 亦可能使人體免疫

系統中一種相當重要的 cytokine:IL-2 的濃度增加。因此 DHEA 在 frailty 的

生理變化中，可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免疫系統失調免疫系統失調免疫系統失調免疫系統失調(immune dysregulation) 

1) Cellular immunity 

隨著年紀老化，體內 total T-cells 的數量隨之下降，T-memory cell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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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亦隨之降低。因此老年人接種疫苗的效力與期限也比年輕人來得短。除

此以外，亦有研究顯示 T-cell 分泌 IL-2 的能力隨老化而下降，而 IL-2 正是

負責整個免疫反應中一個相當重要的 cytokine。 

2) Humoral immunity 

主要是由 B-cell 產生抗體來對抗病源。抗體的產生亦隨著老化而逐漸下

降，因而使得老年族群更容易遭到外來病源的感染。 

3) Generalized inflammation 

一些與發炎反應有關的 mediators 例如 TNF-α(tumor necrosis factor)、

IL-6、及 IL-1B 等，隨著老化，體內濃度也跟著上升。其中 IL-6 更與老年人

的失能與早期死亡率增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4.分子生物學上的機轉分子生物學上的機轉分子生物學上的機轉分子生物學上的機轉 

1) 粒腺體 DNA 缺損(deletions)/突變(mutations) 

DNA 反覆受到自由基的攻擊而造成過氧化的傷害(cumulative oxidative 

damage)，隨著細胞分裂而伴隨的 telomere shortening，是造成衰老在分子

生物學上可能的機轉。 

2) 蛋白質變性 (protein alterations: glycation/oxidation) 

 

二二二二、、、、疾病與衰弱的關聯性疾病與衰弱的關聯性疾病與衰弱的關聯性疾病與衰弱的關聯性 

許多疾病，例如鬱血性心臟衰竭，類風溼關節炎，癌症，憂鬱症等等都會引

發一連串身體免疫、神經內分泌及肌肉骨骼系統的變化。舉例來說，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的患者，體內的發炎指數如 CRP 及 IL-6 的 level 都會升高，而這

些 cytokines 都與 frailty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P 1498 Figure 116-9 

 

三三三三、、、、Frailty的惡性循環的惡性循環的惡性循環的惡性循環 

Frailty 所引起的後遺症包括:功能下降，反覆住院與照護機構化，活動力下

降進而引起骨質流失(osteopenia)及增加跌倒的危險性。而此一惡性循環可由以

下的圖表來說明: 

舉例來說，老人家因為牙齒不好或是失智症導致長期攝食量不足，營養狀態

變差。營養不良使身體處於 negative nitrogen balance，引起肌肉流失

(sarcopenia)。肌肉流失後肌力自然下降，身體的最大攝氧量(VO2 max)也跟著

降低，行走速度變慢，最後終於演變成為失能(disability)的狀態，日常生活都依

賴他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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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診斷和治療診斷和治療診斷和治療診斷和治療 

唯有診斷出造成 frailty 的可能原因，找出衰老的早期症狀，才能避免 frailty

所造成一連串的惡性循環與各種後遺症。 

而周全性老人評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簡稱 CGA)對於

診斷早期 frailty 的 symptoms and signs 是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項工具。周

全性老人評估是多方面的，由老人醫學團隊中的各專業領域成員共同來完成。

CGA 要評估的主要內容包含有: 

3. 聽力與視力(hearing and vision impairment)  

4. 營養/體重(malnutrition/weight loss)  

5. 尿失禁(urinary incontinence)  

6. 平衡/步態及跌倒(balance and gait/f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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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醫源性傷害(iatrogenesis,如多重性用藥 polypharmacy)  

8. 認知狀態(cognitive assessment)  

9. 情緒狀態(affective assessment)  

10. 功能狀態(assessment of function)  

11. 社會/經濟情況(social support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藉由 CGA，臨床醫師可找出引起 frailty 的各項原因。例如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tuberculosis，thyroid disorders，arthritis，diabetes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並加以好好治療。因為上述的疾病都會造成體重下降，lean body mass 

loss 及功能上的下降。 

如果 frailty 並不是由其它 underlying disorders 所引起的，因應之道就應該

以防止 frailty 所引起的一連串惡性循環為主。這其中包括了幾大要項: 

1. 適當的運動： 

尤其是 progressive resistance exercise。運動對於 frailty 兼具預防與治

療效果。根據一項對於一群住在護理之家，年齡從 72 至 98 歲的老年人所作

的研究顯示：給予 10 週 progressive resistance training 後，住民們的肌力，

行走速度及 physical activity 的 level 都有顯著的提昇。尤其在 general 

weakness 但沒有明顯 muscle atrophy 的老人身上，效果特別好。另外一項

針對一群 50 至 70 歲停經婦女所做的研究則顯示：給予每週兩次 high 

intensity 的肌力訓練可以增加她們的骨質密度，動態的平衡感及 lean body 

mass。此外，更有報告指出 high intensity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有促進

老年族群 anabolic effects，防止 metabolic rate 下降。 

2. 荷爾蒙療法： 

目前被廣泛瞭解且接受的就是更年期女性接受雌激素(estrogen)補充的

治療。不過 estrogen therapy 近年來一直仍有引發乳癌及心血管疾病機率上

升的疑慮，因此地位大不如前。至於補充 testosterone，則因為可能會使攝

護腺肥大及攝護腺癌的危險性升高，且老年男性的 testosterone level 並不像

女性的 estrogen 有明顯的下降，目前仍未被建議當作一般治療。 

雖然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在一些研究中已被發現有助於增加肌肉

密度及減少體脂肪，但並無證據顯示補充 growth hormone 有助於改善老年

人的 functional status。且長期使用 growth hormone 是否會使罹患腫瘤的機

率增加尚不得而知。因此目前對於 growth hormone 的補充仍無共識，不建

議使用。至於補充 DHEA 來治療 frailty，目前臨床上也缺乏共識。 

 

五五五五、、、、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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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老年人衰弱的原因很多。除了許多慢性疾患以外，單純老化也可以導致

frailty。體重減輕，日常生活的表現變差及對於外在環境的調適能力下降等等都

是 frailty 的表癥。一個急性的感染(如上呼吸道感染)，情緒障礙(如憂鬱症)，或

是營養不良都有可能加速 frailty 所引發的一連串惡性循環。適當且規律的運動能

夠預防甚至防止 frailty 的惡化。當然，我們仍然需要在未來投注更多的心血，對

frailty 做更為精確的研究與診斷並找出更好的治療法則，使銀髮族群們能夠獲得

更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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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瘡壓瘡壓瘡壓瘡 
 

陳憶茹醫師 

敏盛醫院 家庭醫學科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大而久的壓力常為導致組織缺血或壞死的外因之一，故當組織受壓時，所造

成之壓力往往超過血液循環之微血管壓力值，因此壓力因素即造成了壓瘡之根

源。美國 AHCPR（Agency for Health Care Policy and Research）於 1994 年

將其定義為『因未釋放之壓力傷害表層組織所造成之傷口，通常發生於骨頭突出

處』。同義字包括有：decubitus、bedsore、pressure sore 等。但因壓力為主要

的致病因子，故 pressure ulcer（壓瘡）應為最適合的名稱。 

 

發生率及盛行率發生率及盛行率發生率及盛行率發生率及盛行率 

健康功能狀況不良者如嚴重心血管、腦血管疾病、周邊血管疾病、糖尿病、

脊髓損傷、血管性病變、低血壓與貧血等代表病況，其周邊之血液循環往往不佳，

自易導生壓瘡。慢性臥床病患、醫療院所及或機構中的老人、骨折不能隨便移動

之患者、社經地位低落者，移動力和活動力均下降，也會有較高的壓瘡發生率及

盛行率。 

在急性病房的病人發生第二級以上壓瘡之盛行率約為 3-11%，其中有 1-3%

發生於住院期間；而預期將受限於病床或輪椅至少一星期的病患發生第二級以上

壓瘡之盛行率則高達 28%，其中有 8-30%發生於住院期間。壓瘡通常發生於住

院期間的前兩個星期，而且其中有 54%是在住院後才產生，其中有一半以上的

病患年齡在 70 歲以上。護理之家的壓瘡盛行率則約為 20-33%。 

至於國內的現況，某醫學中心曾有研究報告指出，壓瘡的點盛行率為 6.4%，

壓瘡的年發生率為 5.6%，其中高危險群病患的壓瘡盛行率與年發生率更分別高

達 24.7%、21.6%（黃氏，1993）。然而，其實國內對於壓瘡相關之流行病學基

本資料，如發生率、盛行率、嚴重程度、併發症、資源耗用量、介入措施等，尚

缺乏相當規模及代表性之本土數據，亟待進一步之努力建構。 

還有，皮層組織之表皮層和真皮層較肌肉和皮下組織有彈性，所以一旦出現

缺血性傷害，在皮下深層處病變多較為明顯，一開始常就呈現小而深入的明顯瘡

口，與一般之傷口有相當的不同。故壓瘡最常發生的位置為皮膚血液循環相對較

差之處，如薦尾椎、足跟、股骨大轉子、骶骨（尤其是坐骨節結）、肩胛骨、腸

骨、粗隆、足踝、腳側緣、以及其他骨頭較突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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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生理學病態生理學病態生理學病態生理學 

壓瘡危險因子可分壓力壓力壓力壓力與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兩大方面來探討。因此，壓瘡的致病機

制有直接之壓力壓力壓力壓力因素包括有皮層所處或承受之壓力（pressure）、剪力（shearing 

force）、摩擦力（friction）等之強度，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組織耐受力之間接因素更包括有及受壓時

間（duration），以及皮層所處或承受之濕度（moisture）、知覺感受度（sensory）、

活動力（activity）及移動力（mobility）、營養狀況（nutrition）、高齡（old age）、

血氧供應不足（血管性病變、低血壓與貧血等）、皮層溫度、吸菸及身心壓力

（stress）等。 

過大過久長的壓力常為導致組織缺血或壞死的外因之一。人體之循環網絡端

賴綿密之微血管網，而小動脈（arteriole）側正常之微血管壓（normal capillary 

blood pressure）為 32 mmHg。當組織受壓時，所造成或承受之壓力往往超過

此數，如平躺在床上便產生 100 mmHg 之壓力，而端坐在沒有軟墊之椅子上坐

骨部位所承受之壓力更高達 500 mmHg，局部之血液循環必然受阻，壓力因素

之重要性因此可見一般。 

根據動物實驗顯示，肌肉與皮下組織對於壓力所造成的傷害比表皮更為敏

感，當接觸 60-70 ㎜ Hg 的壓力達 1-2 小時將造成肌纖維的傷害。當接觸 150 ㎜

Hg 的壓力達 9-12 小時或 500 ㎜ Hg 的壓力達 2-6 小時，狗的大轉子部位皮膚即

發生潰瘍。但因狗並不像人類有皮下組織，因此又有人研究與人類皮膚組織較為

類似的豬，發現若暴露於 600 ㎜ Hg 的壓力達 11 小時或 200 ㎜ Hg 的壓力達 16

小時才會造成傷害。當人類躺於一般醫院床墊時，骨頭突出處如薦骨及大轉子所

承受的壓力約為 100-150 ㎜ Hg，這個壓力足以使皮膚組織間的氧氣分壓減少至

近乎於零。在坐姿的病患，於坐骨粗隆測量到的壓力則可高達 300 ㎜ Hg。雖然

若未持續暴露於壓力下，這些壓力的強度或許不足以造成皮膚組織的傷害，但據

臨床觀察顯示，有些因素可以降低造成傷害所需的壓力或時間，例如：持續性的

暴露或皮下組織的流失可在較低的壓力下仍造成皮膚壞死。壓力所造成的傷害很

可能是經由造成組織缺血以及血管與淋巴管阻塞而使得細胞毒素聚積，而非直接

的機械力學傷害。 

剪力為當病患坐著或床頭搖高時而划下地面或床尾時所受到的切線力量。這

樣的力量使得造成血管阻塞與深部組織傷害所需的壓力減少。有研究發現，在坐

姿的老人與下身癱瘓的病患，即使接觸的壓力相似，其所承受的剪力約為健康成

人的三倍，而血流則只有三分之一。 

有實驗顯示，摩擦力可造成上皮組織的水泡。這類的傷害可發生於病患被拉

越過床單或重複性的動作造成骨骼突出處暴露於類似的摩擦力中。當病患處於平

躺頭抬高的姿勢時，薦骨區是剪力與摩擦力承受最大的部位；老年人在坐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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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剪力最大時，這樣的情況都容易促成壓瘡的產生。 

另外，中等的濕度會增加摩擦表面的摩擦力，而極濕或乾燥的環境則會減少

兩個摩擦表面的摩擦力。除了對摩擦力的影響，皮膚的濕度亦可直接造成浸潤與

表皮傷害。皮膚受浸泡變軟變弱且彈性下降，一旦受外力侵犯，皮膚完整性則不

易維護，易導致浸潤而產生壓瘡。也因此，大小便失禁增加皮膚受浸潤的機會，

故為壓瘡的危險因子之一。 

許多研究發現營養不良與壓瘡的發生有明顯相關。營養不良之情況對於任何

疾病、傷口等均可帶來負面之影響，而壓瘡與其他重大之高代謝需求狀況，更需

充裕血行供應，如多發性骨折、大創傷、燒燙傷、大的外科手術傷口、較高代謝

率病況（如發燒）、異化作用（catabolism）、易於趨往感染敗血之境況等，俱為

須面臨類似之壓力性代謝病況。營養的測量指標包括身高、體重、皮下脂肪厚度、

上臂中段環圍、血液中蛋白質含量、血色素、淋巴球總數、膽固醇、礦物質（鐵、

鋅）等。這些指標中尤以蛋白質不足最為直接明顯，體內蛋白質過低，會造成滲

透壓下降，發生組織間隙水腫，皮膚彈性減少，進而影響組織對壓力的耐受能力，

且阻撓細胞間養分和廢棄物交換的進行，因而易造成壓瘡。有研究發現，壓瘡患

者易罹患低蛋白血症（hypoalbuminemia）、貧血（anemia）、淋巴球總數低下

（low total lymphocyte count），因此，臨床評估壓瘡之營養介入指標常以

albumin>3.0 mg/dL、Hb>10.3 g/dL、TLC>1,875 /μL 為參考標準。 

老年人則因皮膚老化過程中，在生理機能、結構、免疫功能等方面都有衰退

現象，其皮膚的膠質與彈性纖維變少、變硬，皮下脂肪層減少，外表變薄變脆、

透明、蒼白，皮膚缺乏抵禦外力衝擊之能力，因此是造成壓瘡的主要促成因子；

特別是住院中和護理之家的老人，更是處於壓瘡之高危險性。 

當血管內血流減少，血壓降低，造成組織灌流受阻，進而影響組織對壓力的

耐受度。Bergstrom 與 Braden 在 1989 年的研究指出，當舒張壓小於 60mmHg

時，即易發展出壓瘡。另外，Cullum 與 Clark 在 1992 年的研究指出，當血色素

降低，運送及攜帶氧氣至各組織的能力不足時，皮膚則易受損。因此，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血壓過低及貧血均會促成壓瘡的形成。 

體溫升高會使新陳代謝速率增快與氧氣耗損增加。當壓力對組織已形成壓迫

缺血時，若有發燒伴隨出現，則氧氣需求量提高，細胞代謝廢物增加，使得皮膚

發生壞死機會因此提高。而吸菸會增加血中尼古丁的含量，尼古丁會造成周邊血

管收縮，增加壓瘡形成的危險性。當情緒壓力增加時，壓力賀爾蒙分泌增加，使

膠原蛋白形成受阻，組織修復能力減弱，因此招致皮膚組織易破損；另外，心理

社會的調適會影響個人執行皮膚照顧的能力，如處於嚴重憂鬱症的患者，常常忽

略個人的自我照顧及維護個人清潔的能力，也因此使皮膚處於易破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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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表現與分級臨床表現與分級臨床表現與分級臨床表現與分級 

根據 AHCPR（Agency for Health Care Policy and Research），壓瘡依其嚴

重程度可分成四個層級： 

• 第一級（stage I）： 

皮膚完整沒有破損，有持續不退的紅斑印、超過三十分鐘不消退。若以

指壓紅斑印移開時，紅斑印不會消退。  

 

• 第二級（stage II）： 

是皮膚有水泡或紅疹已經傷到真皮層。即表皮完全破損，真皮層部分破損；

傷口基不呈潮濕粉紅，會有疼痛感。有時會呈現水泡性傷口。 

 

 

 

 

 

 

 

• 第三級 (stage III)： 

是指皮膚層全部受傷已經深到皮下組織或脂肪。即表皮層、真皮層及皮下組織

均破損，延伸至筋膜層，有深坑，傷口基部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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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級 (stage IV)：較第三級更深已達到肌膜、肌肉（如下圖.4a），甚至深

及骨頭（如下圖.4b）。即表皮層、真皮層、皮下組織及筋膜層均受損，深至

肌肉、骨頭關節處，可形成廔管。傷口基部不痛。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所有壓瘡傷口需記錄位置、層級、大小及傷口特性，並注意壓瘡傷口周圍皮

膚的狀況。通常一般建議至少每星期進行一次追蹤評估，必要時仍得每天觀測描

述方足以有效追蹤。 

觀測描述記錄時，建議可採用 Pressure Ulcer Scale for Healing（PUSH）

進行評估並針對三個要素計分，包含：傷口長寬（0-10 分）、滲出液量（0-3 分）、

組織型態（0-4 分）。 

 

表一 Pressure Ulcer Scale for Healing（PUSH） 

0 

0 cm2 

1 

<0.3 cm2 

2 

0.3 - 0.6 cm2 

3 

0.7 - 1.0 cm2 

4 

1.1 - 2.0 cm2 

5 

2.1 - 3.0 cm2 

Length 

x 

Width 

 

 6 

3.1 - 4.0 cm2 

7 

4.1 - 8.0 cm2 

8 

8.1 - 12.0 

cm2 

9 

12.1 - 24.0 

cm2 

10 

> 24 cm2 

Exudate 

Amount 

0 

None 

1 

Light 

2 

Moderate 

3 

Heavy 

  

Tissue 

Type 

0 

Closed 

1 

Epithelial 

Tissue 

2 

Granulation 

Tissue 

3 

Slough 

4 

Necrotic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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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瘡之照顧在觀測描述之餘，對於老人及長期照護對象之照顧尚須及於預防

性及癒後之篩檢和偵測，此時可選擇敏感性與特異性俱佳之Braden Scale(表二)

或 Norton Scale(表三)，其中又以更具 Braden Scale 知名度及代表性。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Braden Scale 

Patient’s Name: Evaluator’s Name Date: 

Sensory 

Perception 

1.Completely 

limited 

2.Very 

limited 

3.Slighty 

limited 

4.No 

impairment 

 

 

Moisture 
1.Constantly 

moist 

2.Very 

moist 

3.Occassionally 

moist 

4.Rarely 

moist 

 

 

Activity 1.Bedfast 2.Chairfast 
3.Walks 

occasionally 

4.Walks  

frequently 

 

 

Mobility 
1.Completely 

immobile 

2.Very 

limited 

3.Slighty 

limited 

4.No 

impairment 

 

Nutrition 1.Very poor 
2.Probably 

inadequate 
3.Adequate 

4.Excellent 

 

 

 

Friction 

And Shear 
1.Problem 

2.Potential 

problem 

3.No apparent 

problem 

  

 

 

 

 

 

 

 

 

 
Total Score 

 

 

 

 

表表表表三三三三 Norton Scale 

Physical 

condition 

Mental 

condition 
Activity Mobility Incontinent 

Good 4 Alert 4 Ambulant 4 Full 4 Not 4 

Fair 3 Apathetic 3 Walk-help 3 
Slightly 

limited 
3 Occasional 3 

Poor 2 Confused 2 Chair-bound 2 
Very 

limited 
2 Usually-Urine 2 

Very 

bad 
1 Stupor 1 Stupor 1 Immobile 1 Doubly 1 

Total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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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壓瘡的治療可分為藥物與非藥物治療兩方面。 

1. 藥物治療方面藥物治療方面藥物治療方面藥物治療方面： 

全身性抗生素只適用於敗血症、蜂窩性組織炎、骨髓炎的病患，或在有瓣膜

性心臟病的病患需要接受清創手術時用以預防細菌性心內膜炎。而由於壓瘡所引

發的敗血症致死率極高，因此若病患疑似菌血症而培養結果尚未確定前，建議使

用廣效性抗生素。 

局部照護時，一般之治療原則以『傷口乾淨』取代『傷口無菌』。局部性之

抗生素或殺菌劑僅用於不乾淨或感染之傷口，但是當感染情況獲得控制之後，即

應回復到『傷口乾淨』之原則，以減少抗生素或殺菌劑對脆弱壓瘡傷口之刺激，

延緩癒復之進程。故第一級及第二級的壓瘡很少需要特別的局部治療；但深度的

壓瘡，尤其有局部感染時，初期局部使用抗生素或殺菌劑通常有所幫助。在經過

2-4 週理想治療後即應以每日以生理食鹽水淨化傷口。若遇仍未癒合或持續有滲

出液的壓瘡傷口，仍可考慮繼續使用局部抗生素。 

所有的抗生素或殺菌劑對於壓瘡之傷口有一定之負面刺激因素，能免則免。

殺菌劑中以 silver sulfadiazine 較為理想，而另外之 providone-iodine、iodophor、

sodium hypochlorite、hydrogen peroxide、acetic acid 等殺菌劑因會造成纖維

母細胞的傷害而不利傷口癒合，所以是不能使用的。 

2. 非藥物治療方面非藥物治療方面非藥物治療方面非藥物治療方面：：：： 

營養因素在壓瘡的治療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疑有營養素缺乏的病患應

每天補充足夠之蛋白質、維他命及必要之礦物質。 

蛋白質的攝取是壓瘡預後的重要指標。在營養不良的病患，每天必須提供

30-35 cal/kg 的熱量以及 1.25-1.5 g/kg 的蛋白質。 

治療壓瘡也需要使用一些減低壓力的器材，例如：氣墊床、泡棉床墊。另外，

當出現壞死組織時則需採用清創術，包含：直接以手術刀清創、使用敷料、水療、

灌洗等。有許多手術方法可用以治療壓瘡，包含：皮膚移植、肌皮瓣，以及移除

部分突出骨骼等。敷料的種類繁多，請參考附表四。另外還有一些方法尚未得到

足夠的資料支持，例如：高壓氧、生長激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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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表四表四表四﹑﹑﹑﹑治療壓瘡的常用敷料治療壓瘡的常用敷料治療壓瘡的常用敷料治療壓瘡的常用敷料(Dressings) 

 

敷料種類 適應症 禁忌症 商品名稱 

Transparent 

film 

第一、二級 

防止磨擦力 

表淺的傷口 

自動分解壞死組織 

防止皮膚黏著 

疑似傷口感染 Bioclusive 

Tegaderm 

Op-site 

Foam island 第二、三級 

少量至中量滲出液 

大量滲出液 

乾燥結痂的傷口  

Allevyn 

Lyofoam 

Hydrocolloids 第二、三級 

傷口周圍皮膚完整

性良好 

自動分解瘡痂 

需控制浸潤 

皮膚完整性不良 

感染性傷口 

需要包覆的傷口 

DuoDERM 

Extra thin film 

Tegadorb 

RepliCare 

Comfeel 

Nu-derm 

Alginate 第三、四級 

 

乾燥的傷口 

表淺浸潤的傷口 

Sorbsan 

Kaltostat 

Algosteril 

AlgiDERM 

Hydrogel 

(amorphous 

gels) 

第二、三、四級 

需併用紗布覆蓋 

減少紗布與傷口的

黏連 

浸潤區域 

大量滲出液 

IntraSite gel 

SoloSite gel 

Restore gel 

Hydrogel 

(gel sheet) 

第二級 

 

浸潤區域 

中至大量滲出液 

Vigilon 

Restore 

Impregnated 

Gauze 

Gauze packing 

(moistened with 

saline) 

第三、四級 

深部傷口 

 Square 2*2s, 

4*4s 

Fluffed Kerlix 

Plain NuGauze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 

Braden scale（表二）或 Norton scale（表三）除了在臨床上可幫助評估其

癒後之外，對於高危險群(如癱瘓、臥病、行動不便等病患)必須評估壓瘡的危險

因子，亦可藉由系統性的評估完成其預防保健工作，減少壓瘡之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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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長期照護對象原則上應每兩個小時翻身或轉換姿勢一次，且以不壓迫骨

骼突出處為原則。但在有壓瘡風險之病患應縮短為一小時一次，若是已出現壓瘡

者，局部更應縮短為 15 分鐘之處，且不能壓迫到壓瘡為原則。 

一般的作法為將病患擺位於背部與支撐表面成 30 度角，並可將枕頭至於雙

腿間、背後或支撐手臂以維持理想姿勢。不可將病患擺位於背部與支撐表面成

90 度角，因為這樣的姿勢會使大轉子與側踝承受最大的壓力。受限輪椅的病患

則不可持續超過一小時，且應教育病患每 15 分鐘轉換身體重心一次。 坐姿的

病患在考量身體狀況與限制後則應盡可能使床頭搖高在最小的角度，如此可使薦

骨處受到的剪力達到最小。 

有一些器材可以降低病患承受的壓力。歐洲一個的隨機控制性試驗顯示，水

床或氣墊床比起醫院傳統床墊可降低約一半的壓瘡的發生率。然而在美國則還是

不明確的。交替性氣墊床可利用床邊幫浦交替充氣與抽氣，而間歇性釋放骨骼突

出處的壓力並保護組織不被傷害。水床的缺點為笨重、可能滲漏，就理論而言因

是不透氣材質而可能增加浸潤的危險性，而且使用水床也讓護理工作變得較為困

難。但也有一些隨機試驗表示，水床對於壓瘡的預防是有幫助的。泡棉墊的椅子、

擔架、輪椅也有助於降低壓瘡的發生率。甜甜圈形狀的緩衝墊（donut cushion）

則不適合使用，因為在緩衝墊中心位置的皮膚血流會降低而不利傷口癒合。 

許多研究都顯示，若提供教育課程予醫護人員、病患、家屬及照護者，並成

立由多專科組成的壓瘡治療團隊，將顯著降低壓瘡的發生率。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所有資料均顯示，壓瘡的治療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有些壓瘡甚至永遠不會

癒合。在急性病房中，壓瘡的癒合率約只有 12%；經過四個星期的治療後，護

理之家第二級以下的壓瘡癒合率約為 25-42%，第三級以上的壓瘡則無法完全癒

合。現今報告經過六個星期的治療後，最佳的癒合率為 59%。這些資料都彰顯

出壓瘡危險因子評估及預防措施的重要性。 

採取預防性介入或達到理想營養狀態都應被放入壓瘡的治療目標中。另外，

有些病患可能有一些潛在疾病，如關節炎或轉移性癌症，可能造成翻身或變換姿

勢時的疼痛，在此類病患，疼痛的控制應為首要目標，較壓瘡的預防與治療更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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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源性疾病醫源性疾病醫源性疾病醫源性疾病 
 

陸鳳屏醫師 

台大醫院 內科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醫源性疾病（iatrogenic illness）是指由於醫療診斷或處置措施所造成非預

期的傷害或副作用，也稱為醫療不良事件 (medical adverse events)，是重要的

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據國內的統計資料，在醫護人員自述之醫療不良事件類型分

佈中，與用藥相關者佔 17.52%、因醫療處置導致之感染症佔 8.57%、術中或術

後的併發症佔 8.33%、住院中跌倒造成嚴重傷害佔 11.19%(1)。而目前已設立的

全國性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在民國九十四年下半年試辦階段所接獲的通報案件

中，仍以跌倒、藥物、醫療作業相關事件佔多數。 

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加，住院次數及日數較長，加上老化的生理變化和特

性，在住院過程中容易因院內感染、檢查、多重用藥等問題而曝露於醫源性傷害

的風險。若老年病人本身已有認知功能不足、或是行動上的問題，則風險更高。

而一旦發生醫源性疾病，會產生連鎖效應影響病人的預後，包括造成老年病患功

能減退、死亡率、出院後再住院或須轉至機構照護的機會提高(2)。因此，了解哪

些病人是產生醫源性疾病的高危險族群，並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是老年人的照

護中重要的一環。本文主要針對住院中常見醫源性疾病作一概述。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希臘文中，iatro- 的字根含有 physician 或 medical healing 的意思。 

Iatrogenic illness 翻譯為醫源性疾病，定義為導因於醫療診斷或藥物、處置措施

等所造成非預期性的傷害或副作用，即現在所稱「醫療不良事件」。常見在老年

人住院中併發的醫源性疾病，包括藥物不良事件、跌倒、院內感染、壓瘡、譫妄、

手術及手術後之併發症、營養不足、和功能減退等。 

 

流行病流行病流行病流行病學學學學 

在美國大型的研究中 (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 1991)發現住院中

不良事件發生的比例平均為 4%。但依照年齡分析的結果，發現在 65 歲以上的

族群發生率比年輕的族群高出 2 倍以上(3)。以下就各常見醫源性疾病之流行病學

資料分述。 

1. 藥物不良事件 (adverse drug events) 

藥物不良事件是最常見的醫源性疾病。藥物不良事件包括可預防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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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及不可預防的藥物不良反應 (adverse drug reaction)兩類。各種藥物都

有可能引起藥物不良事件。全體住院病患發生藥物不良事件的比例為

2.0~6.5%，而老年病患發生的比例則增為 5.8~14.8%，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

的藥物不良事件是可預防的。此外，藥物不良事件也常是造成老年人住院的

原因 (10~15%)，約為年輕族群的 2.5 倍(3)。 

2. 跌倒 (falls) 

跌倒是造成老年人傷害，住院甚至死亡的原因之一，統計在住院中發生

跌倒的比例為 0.66~1.9%；在護理之家的老年人每年有超過一半的比例發生

跌倒。 

3. 院內感染 (nosocomial infection) 

住院中的老年人容易得到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的發生率在老年人為

5.9~16.9 / 1000 住院日數。 70~79 歲的老年人得到院內感染的機率為

40~49 歲族群的 10 倍。老年人在住院中得到泌尿道感染的機率較年輕人高

了五倍，菌血症為五倍，肺炎為三倍，傷口感染為兩倍。 

4. 壓瘡 (pressure ulcers)：約有 5%的老人在住院中產生壓瘡。在高危險群的老

人更可高達 30%。 

5. 譫妄 (delirium) 

在入院時 14-24 %的老人已有瞻妄的現象。9-31%的老人在住院過程中產

生譫妄。併有譫妄的病人住院天數較長且預後較差。 

6. 手術及術後併發症 ( preoperative and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老年人發生術後併發症的機率是年輕族群的兩倍，接受緊急手術時死亡

率也較高。 

7. 營養不足 (undernutrition) 

據統計在 70 歲以上的老年病患住院時有 30~40% 有營養不良的狀

況，20%的老年病人在住院中平均每日攝取的能量不到基本所須的一半。這

群病人的住院中死亡率較高。 

8. 功能減退 (functional decline) 

65%的老年病人在住院後第二天的活動力和平常狀況相比即已下降，在

出院時其中 67%的病人活動力沒有恢復，而有 10%變得更差。20~32%的老

年內科住院病人在出院時喪失一項以上的基本日常生活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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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理變化和住院風險之交互作用老年生理變化和住院風險之交互作用老年生理變化和住院風險之交互作用老年生理變化和住院風險之交互作用 

住院對許多老人，特別是年紀愈大的老人，造成不可逆的功能降低和照顧需

求增加的機會愈高。此結果並非單純因為導致住院的急性病未接受適當的治療所

致。許多老年人即使肺炎完全治癒、或是髖關節置換手術成功，仍然無法回復到

住院之前的功能狀況。急性病症本身和治療的副作用都有可能造成老年病患功能

減退，但大部份功能減退的原因，是由於老年人隨年齡增加產生的生理變化，以

至於容易在住院過程中受到不良的影響(5,6)。以下就老化有關的器官功能變化、

及其如何受到住院的影響，而導致老年病患功能減退作一簡述。 

1. 肌力和氧合能力 (aerobic capacity)之變化 

肌肉的質量和肌力會隨著老化而降低，週邊組織使用氧氣的能力(氧合能

力)也會降低。肌肉需要經常收縮以維持肌力，在缺乏自主肌肉收縮的狀況下，

肌力每天會減少 5%。若處於不活動的狀態下，很快會造成肌肉纖維的縮短和

關節周圍軟組織的變化，進而造成關節活動範圍受限甚至攣縮變形，特別是

在下肢容易發生。臥床本身也會降低周邊組織的氧合能力。 

原本肌力雖減低但仍可執行日常生活功能的老人，數日的臥床就可能造

成之後無法獨立執行這些生活功能，要恢復 ( reconditioning) 可能需要一段

長期的復健過程。此外肌力降低也容易造成跌倒。 

2. 血管張力調節之穩定度 

隨著老化，壓力感受器 (baroreceptor) 的敏感度降低，體內的水份組成

和血漿容量也降低，這些變化使老年人較容易因腦部灌流不足而產生昏厥 

(syncope)。臥床本身容易引起姿勢性低血壓，從而增加跌倒或昏厥的機會，

與相關的繼發性傷害。  

3. 呼吸功能變化 

呼吸的機械功能會隨年紀增加而變化。肋軟骨鈣化和肌力降低，會造成

肺廓擴張降低，殘餘容積 (residual capacity)增加，和在較低位 (dependent 

part) 的肺泡換氣功能降低。種種變化造成血氧分壓隨年紀增加而降低，但在

健康的老人身上並不會因此造成生活功能的限制。 

在平躺的狀況下，會進一步減少肺部通氣量。健康的老年人臥床時可使

血氧分壓降低 8mmHg，但此變化在原本肺功能已經不佳的老年人，有可能

就會產生低血氧的症狀。 

4. 骨質流失 

骨質流失開始於成人時期，在婦女停經後流失速度加快。研究顯示健康

男性在臥床時，脊椎骨的骨質流失速度是正常流失速度的 50 倍，而臥床十天

所流失的骨質，則需要四個月之久才能恢復。臥床會加速骨質流失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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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為平躺時缺少負重 ( weight bearing)。由於住院老人是跌倒的高危險

群，骨質流失的問題將更增加這群病人跌倒後骨折的風險。 

5. 尿失禁 

老年人本身的膀胱容量變小，而逼尿肌不自主的收縮也會隨年紀而增

加，加上老年男性常有不等程度的攝護腺問題，老年女性可能有骨盆腔底肌

肉鬆弛及陰道萎縮的問題，綜合以上推估約有 5~15%社區中的老人有尿失禁

的問題，其餘的老人可能以固定時間上洗手間等生活方式調整來面對這個問

題。 

但在住院期間，可能因為行動的受限、或服用會影響尿意感的藥物，使

得這些調適的方式無法用來避免尿失禁的問題。據統計在住院的老年病患

中，高達 40~50%有尿失禁的問題，其中大部份是在住院後數天內新發生的。 

6. 皮膚的完整性 

皮膚老化的變化包括表皮層及真皮層變薄、血管分佈減少、表皮層之代

謝更新降低、和皮下脂肪組織減少等。若皮膚受到壓力大於 32 mmHg ( 即微

血管灌流血壓值) 超過兩小時，就會造成皮膚的壞死。而臥床時尾骶骨所受

的壓力可達 70 mmHg，腳踝平均所受壓力是 45 mmHg。另外在移動病人時

若不注意可能會有剪力 ( shearing force) 的產生造成皮膚的傷害。 

住院中壓瘡常在病患不活動的幾個小時內發生，若同時有失禁問題導致

皮膚處於潮濕的環境下，則會更快產生壓瘡。  

7. 感覺刺激剝奪 (sensory deprivation) 

過多的感覺刺激或過度的剝奪感覺刺激，只要強度足夠和持續時間夠

久，在任何年齡的人，都可能造成意識混淆或譫妄的狀況。將一群健康的年

輕人放在模擬醫院環境的房間中 2.5 小時後，有 29%的人主觀上會產生感覺

扭曲的現象，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加，更容易因所接受的感覺刺激變化而引

起意識混淆。一部份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所接受的感覺刺激，包括視力、

聽力、及神經生理的變化等，本身已有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的趨勢。  

而在住院中因活動力降低而伴隨的感覺刺激減少，可能使老年人產生知

覺或感覺異常的狀況。常見的情境如老年人因急性病症住入陌生昏暗的病

房，但未配戴使用自己的眼鏡或助聽器，因而產生譫妄的狀況。 

8. 營養狀況 

隨著年紀的增加，對口渴的感覺會降低，另外味覺和嗅覺的敏感度也會

下降，而使得老年人的飲食習慣產生變化。牙齒問題亦是影響老年人營養狀

況的重要因素。 

住院後由於飲食內容及用餐時間、環境的改變、活動上的限制，加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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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病人在住院時已有食慾不振的症狀，使得老年病患常在住院後很快出現營

養不良或脫水的狀況。 

綜上所述，個別器官系統隨老化的變化再加上住院的影響，彼此間會產生交

互作用和連鎖效應，使老年病患容易受到醫源性疾病的影響，並造成整體生活功

能的下降。許多老年病患在住院後，因為日常生活功能的降低和照護需求的增

加，造成在出院後需要轉住至護理之家或機構中。大部份這樣功能減退的老年病

患，可能終生無法再回到家中或社區中生活，而不斷地在各種急慢性照護機構中

輪流轉住(5,6)。 

 

醫源性疾病之危險因子醫源性疾病之危險因子醫源性疾病之危險因子醫源性疾病之危險因子 

醫源性疾病常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老年人由於本身對生理變化的適應力減

低，與智力、肝腎功能的減退等，都會增加老年人發生醫源性疾病的風險。如前

所述，臥床本身也會造成許多器官系統的問題，例如在心血管系統造成姿勢性低

血壓和降低生理活動能力；在肺部造成肺擴張不全、降低肺通氣量、及增加吸入

性肺炎的風險；在肌肉骨骼系統造成肌力降低、孿縮、及骨質疏鬆；在皮膚容易

造成壓瘡；在神經系統造成壓迫性神經病變及軀體平衡變差；在消化系統易造成

便秘及食道逆流；在精神心理上可能造成憂鬱或焦慮等(5,6)。以下就各醫源性疾

病發生之危險因子作一簡述 (另請參閱本手冊相關章節)。 

1. 藥物不良事件 

藥物是造成一半以上醫源性疾病的原因，老年人本身因生理變化導致藥

物代謝分佈和組織敏感度與年輕人不同，統計在住院老年病人平均使用八種

以上藥物，藥物不良事件發生的機會更高。 

藥物不良事件的產生與多重慢性疾病、多重用藥、及不當用藥有關。同

時有多種慢性疾病於一身的老年人，在治療某一疾病的過程中容易造成對另

一種疾病的影響。例如在以非類固醇消炎藥來治療關節炎的同時，可能造成

原有的心臟衰竭或慢性胃炎惡化。若病患因多種慢性病而使用多種藥物，會

增加藥物間不良交互作用或藥物-疾病間交互作用的風險，在營養不良或是腎

衰竭的病人更容易發生。 

2. 跌倒 

年紀、女性、獨居者皆與跌倒的發生有關。較年輕的老人跌倒多與外在

環境因子有關，而內在因子(包括活動力下降、視力減退、心血管疾病等) 則

在較老的老人之跌倒佔較重要的角色。其他與跌倒有關的因子，包括曾有跌

倒史、失智、活動力下降、感覺功能下降、與使用鎮靜安眠藥物、血管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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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利尿劑、抗憂鬱劑等。 

住院中跌倒較容易發生在急性病症或功能減退的老人身上，好發的時間

是住院一週內，而最常發生跌倒的地方是在病床周圍。 

3. 院內感染 

肺炎、泌尿道感染、及軟組織感染佔了院內感染的八成以上。老人因為

肺活量，咳嗽反射，免疫力降低的緣故，感染院內肺炎的機會較高。其他院

內感染肺炎的因子包括營養狀況不佳、神經肌肉疾病和有嗆到等。而院內感

染的危險因子包括留置尿管、鼻胃管、靜脈導管、意識狀況不清、失禁、以

及類固醇的使用等。 

4. 壓瘡 

臥床或活動力受限的老人容易有壓瘡的產生。其他的危險因子包括失

禁、住院日數較長、神經肌肉疾病、中風、營養不良、淋巴球低下、體重減

輕、及意識不清等。  

5. 譫妄 

常見造成譫妄的原因包括藥物、感染、代謝性問題，及藥物或酒精戒斷。

譫妄容易發生在年紀較大、有多重疾病、及本來已有智能或活動力缺損的老

人，其他危險因子包括睡眠不足、陌生的環境、疼痛、接受環境刺激過多或

過少等。 

6. 手術及術後併發症 

年齡本身不是手術的單一危險因子。沒有其他重大疾病而接受非緊急手

術的老人，其預後和年輕人差不多。手術預後決定於相關疾病的複雜度、生

理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狀況、是否為緊急手術、和術前麻醉風險之評估。一

項小型研究顯示，超過 90 歲的老年人接受選擇性手術、急迫性手術 urgent 

surgery、及緊急手術的死亡率分別為 6.2%、16%、45%，另外隨著年齡的

增加，術後發生肺、腎、心血管等併發症的風險也會增加。是否接受手術應

依據不同個體的風險，及手術可能帶來的益處，而非只依據生理年齡決定。 

7. 營養不足或脫水 

造成營養不足或脫水的危險因子，包括已有長期慢性疾病導致的營養不

良、因急性疾病造成進食量減少、反胃、行動受限、和因準備接受檢查或病

況需要禁食等。 

8. 功能減退 

住院中功能減退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齡超過 75 歲、住院前已無法執行某些

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instrumental ADL)、和較低的心智功能檢查分數。另外

有些研究發現壓瘡、譫妄、憂鬱症狀、低社經地位等，也與住院中功能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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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4)。 

 

如何預防醫源性疾病如何預防醫源性疾病如何預防醫源性疾病如何預防醫源性疾病 

住院期間是產生醫源性傷害的高危險期，因此在考慮安排住院治療或檢查

時，要衡量住院對病人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利益，若可以在病人熟悉的環境處理的

話應儘可能避免住院。一般而言，單純的泌尿道感染或肺炎可以在護理之家或門

診治療和密切追蹤，若必須住院則儘快處理問題和擬定出院計劃。 

目前用來減少老年住院病患產生醫源性疾病的系統性措施，包括應用個案管

理師、出院規劃小組、以及老年醫學跨領域團隊 (geriatric interdisciplinary team) 

針對複雜老年住院個案的早期評估和治療介入、設立老年急性照護病房 (指特別

針對老年人設計以預防和處理醫源性疾病的病房)、藥師諮詢 (減少潛在多重用

藥或不當用藥的風險)(2,4,7)。以下分別介紹常見醫源性疾病之預防方式。 

1. 藥物不良事件 

要達到減少老年人發生藥物不良事件的目標，有賴醫師及其他專業人

員、醫院和資訊部門的參與，國外在數間醫學中心的經驗已證實，此類合作

措施可以明顯降低藥物不良事件的比率 (24~55%)，包括電腦輔助醫令開

立、警示不適當之老人藥物開立等。其他措施包括提升醫師處方知識、早期

發現藥物不良事件、減少使用不必要之藥物或以較安全之藥物取代、注意藥

物間交互作用、及藥師諮詢等，都可減少老年人住院中發生藥物不良事件的

機會(3)。  

當藥物不良事件發生的時候，在老年人身上可能以非典型的症狀表現而

被忽略，或被以為是新的疾病而加上其他的藥物治療，從而更增加藥物不良

事件產生的機會。據統計造成藥物不良事件的高危險藥物，依序為精神科藥

物 (包括鎮定劑、 抗焦慮劑、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物等)、抗生素、抗血栓

藥物、抗癲癇藥物、降血糖藥物、心臟科用藥、和止痛藥等。在處方給老年

人上述高危險藥物時，必須特別小心其副作用和可能的藥物間交互作用。 

2. 跌倒 

目前的研究證實，針對居住在家中的跌倒高危險群病人採取預防跌倒的

措施，可減少三分之一跌倒的發生(9)。這些措施包括檢視藥物的使用、肌力訓

練、步態及移位技巧的訓練、改善環境的危險因子等。在病患住院時即須評

估個別病患跌倒的危險因子進而介入預防。 

3. 院內感染 

預防院內感染的原則和其他年齡的預防原則相同，包括洗手、適當的皮

膚和傷口照護、疫苗注射、減少廣效性抗生素的使用、及減少侵入性處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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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壓瘡 

壓瘡的預防須從評估高危險群病患開始，常用的評估工具如 Braden 或 

Norton scale (內容詳見壓瘡章節)。教導工作人員如何預防壓瘡也可減少一半

以上住院病人發生壓瘡的機會。預防措施包括減少局部壓力、注意皮膚護理

和溼度、改善失禁、注意營養狀況等，早期發現及適當的傷口護理也是重要

的次級預防。另外也有使用線上輔助系統來記錄壓瘡的危險因子和提供建

議，也可減少 60%壓瘡的產生。 

5. 譫妄 

在醫院中產生的譫妄，特別是手術後譫妄，是可以預防的。在一項研究 

(the Hospital Elder Life Program) 中發現，經由評估找出高危險群的老年住

院病人而介入處理，包括智力減退、睡眠不足、活動力受限、脫水、視力及

聽力不良等六項危險因子，可以預防三分之一的譫妄發生(8)。 

6. 手術及術後併發症 

預防手術及術後併發症必須注意每個環節，包括術前的評估、手術的適

當性、 內外科及麻醉科醫師的評估、依年齡生理變化在術中作不同處置、及

預防常見術後因臥床、疼痛等引起的併發症。詳細的術前評估內容請參考照

會服務章節。 

7. 營養不足 

在病人入院時應評估其營養狀況，並特別注意低體重、肌肉萎縮、低膽

固醇、低白蛋白和低血色素的病患。入院後開立並監測病患每日卡路里和水

份的攝取量，必要時諮詢營養師的意見。如果病患無法進食或進食量不足時，

可考慮以短期靜脈輸液或腸道營養補充，但須視病況與病人或家屬討論利弊。 

8. 功能減退 

住院、臥床、醫源性疾病、和本身生理儲備減少、及抑鬱情緒交互作用

下，可能造成老年病患的失能，預防方式首先須找出住院中失能的高危險群

加以介入，適時安排物理治療和預防醫源性疾病的發生。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醫源性疾病首重預防，老年病患由於生理的變化、多重慢性疾病、智力和活

動力減退等問題，在住院過程中容易曝露於醫源性傷害的風險，進而影響其功能

及預後。目前國內已開始發展促進病人安全和減少醫療不良事件的措施，但尚未

完全涵蓋上述在老年病患常見之醫源性病況，如譫妄、功能減退、和營養不良等，

亟須醫療相關人員在臨床工作時了解這些病況之相關危險因子及預防方式，以持

續提升國內之老年醫療照護品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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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 
 

詹惠雅護理師、張英副主任、戴玉慈主任 

台大醫院 護理部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因應人口高齡化及慢性病、事故傷害的增加，衛生署 1994 年起將推展慢性

病患出院準備服務及轉介制度列為重要措施。特別是醫學中心一直都有一床難求

的情形，為了能縮短急診與門診病患等候床位的時間，有效提供急性病患的住院

服務，也陸續配合衛生署之政策實施出院準備服務。 

出院準備服務目的不是在趕病患出院，而是在計畫性的統整醫療、社會、財

務資源，透過評估、計畫、執行與評價的服務過程，讓病患出院後能得到持續性

的照護；醫院透過出院準備服務的介入，也可以達到有效利用住院時間，降低住

院日數，提升病患自我照顧能力，降低病患再住院率或死亡率等成本控制和品質

提升的目的[1]。 

住院病患在經歷急性期後，醫療需求降低，但存有後遺症或慢性病仍需要長

期照護者，往往一聽到與「出院」有關的字眼，就開始擔心，抗拒或產生許多不

舒服的情緒，所以藉由醫療團隊及早的與個案家屬溝通、提供醫療照護計畫說

明，給予護理指導與安排後續照護的服務，讓病患在得到持續且有效率的支援之

下，順利出院，是出院準備服務成功的主要關鍵。 

 

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服務模式 

目前國內醫院的出院準備服務，在執行面上，通常由資深護理人員或社工師

擔任主要協調者，運用溝通、聯繫與照會等方式，連結相關醫療人員與後續照護

資源來提供服務。以下就各醫院執行情形說明： 

台大醫院主要採主護護理與個案管理併行模式，由主護護士在病患入院時進

行個案初次評估、擬定計畫，住院期間給予護理指導、資源連結與高危(high risk)

個案的後續電話追蹤服務；護理長兼負個案管理師職責，除了確認主護護士之出

院準備服務完成情形，以及高危個案電話追蹤的情形，也協助召開需跨科部協調

溝通的個案協調會或家屬討論會。此外一些超長住院和困難處理的個案則由副院

長主持的跨專業小組會議進行討論，並由專責個案管理師協助病患的出院準備服

務[2]。 

榮總則是應用個案管理模式，由各病房推派一位資深護理人員擔任個案管理

師，依專科區分，外科照護體系著重於臨床路徑的規劃與落實推動，呼吸照護體

系重點在於長期呼吸器依賴病患的後續照護轉介服務，婦幼照護體系著重於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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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慢性病童長期照護與學校生活的銜接，內科照護體系則著重資源開發與轉

介網路的建置，透過個案管理師與醫療團隊成員共同規劃並執行病患的住院療

程、出院安置及電話追蹤服務[3]。 

長庚醫院護理部設有出院準備服務推動小組，小組又分為轉介組和居家護理

組，在病患住院之際，各專科病房護理人員便以所設計的出院評估表評估，擬定

與執行出院計畫，同時根據篩檢評估表，將有轉介及居家照護服務需求的病患轉

介給醫院的轉介組和居家護理組協助提供服務，同時由該組人員進行電話追蹤評

值[4]。 

馬偕醫院主要透過病房護理人員評估後，通知社區護理室的居家護理師進行

後續照護需求評估，由居家護理師協助居家照護的相關衛教、轉介相關社會資

源，以及追蹤評值[5]。而台南新樓醫院則是由社工師擔任出院準備服務的主要

執行者[6]。 

然而不論採用何種服務模式，有效推動服務的關鍵皆在於能得到上級主管的

持續支持，且醫療團隊成員對病患的出院目標有共識，願意共同合作，透過專業

分工，及時協助滿足病患後續照護需求[7, 8]。 

 

服務內服務內服務內服務內容容容容 

出院準備服務內容大多以結構、過程、結果三個構面建置服務架構[2,9,10]。 

(一) 結構面結構面結構面結構面 

一個有效率的出院準備服務團隊通常有明確的出院準備服務策略，參與

人員層面廣且包括領導核心，各類專業人員的執掌、業務內容及作業流程、

年度工作重點紀錄要求、病患追蹤方式、服務成效指標及院內外資源之聯結

與運用等，都有確切的規範[2,10]。 

(二) 過程面過程面過程面過程面 

出院準備服務的過程必須從病人一住院就開始啟動，醫療團隊中各專業

人員執行的出院計劃，包括：醫師在入院之初須儘可能說明住院的目的、初

步的檢查治療計畫、治療的目標極可能的住院期間、評估病患是否需要照會

其他專科人員，住院期間持續說明病患病情進展和討論治療計畫，一但病情

穩定儘早與病患和家屬討論出院後的後續醫療與照顧方式，商定出院日期

等；護理人員聯絡協調各項服務，給予護理指導，以及監測病患主要照顧者

照顧技巧學習情形；社工人員評估病患租購器材或家庭、經濟上之需要，給

予協助；另外需轉介機構或超長特殊個案也常有專責人員協助整合與協調整

個服務之運作 [3,4,5,7]。這些服務有別於傳統住院治療的只將重點放在住

院期間的疾病醫療照護上，未能為出院後的需求預作準備，出院準備服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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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之初即開始計畫為出院預作準備，將服務延伸到後續照護的安排上，

所以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後續照護需求的評估，主要照護者的確認與指導，以

及照會聯繫與資源的連結。 

1. 後續照護需求評估後續照護需求評估後續照護需求評估後續照護需求評估 

為了完整掌握病患及家屬的需求，通常在病患住院的 24 小時內，第一

線的護理人員會依高危險群個案的定義進行篩選，及早辨識有後續照護需求

的高危個案，而其需求評估可從個案的健康狀況、功能層級、行為狀態、情

緒狀態、經濟狀況、認知能力、後續照護資源和支持系統等八個面向著手，

評估團隊中醫療、保健、護理、復健、心理、營養、社工、藥事、管理等各

類專業人員可以協助病患與提供服務的部份[8,9]。研究指出，需要長期照護

的病患住院期間最希望能快速獲得醫護人員的諮詢、獲知疾病過程及預後、

病情之相關訊息、藥物作用副作用及提供器材補助與租借的資訊，其中主要

照護者的需求則依序為社會福利的申請、經濟的補助、住院當下需要的實際

服務、獲得照顧訊息技巧及外籍看護的申請與訓練[11]。在這麼多元的需求

下，端賴團隊是否能齊心合作，協助滿足病患，而讓病患能順利的出院。 

2. 主要照顧者的確認與指導主要照顧者的確認與指導主要照顧者的確認與指導主要照顧者的確認與指導 

病患延遲出院的因素，常常與家庭相關，例如找不到家屬、主要照顧

者無法決定病患出院後要如何安置、家中沒人可照顧、居家經濟或就醫困

難、家庭關係不良、病家對病情期望過高等[7,11,12]。蔡紋苓針對老年病患

出院過程家庭決策的研究指出，當年邁父母生病來到醫院，家人面對的家庭

決策問題包括：急救的選擇、治療的選擇、住院照顧安排、出院決定、後續

照顧安排、經濟負擔方式等決定，在整個影響家庭出院的決策過程中，阻力

包括「病患(父/母)健康狀況惡化」、「資源（資訊、經濟）不良」、「手足共識

不足」、「倫理困境」，助力包括「病患(父/母)健康狀況改善」、「專業介入」、

「資源（經濟、經驗、意願、環境）」。在專業介入的部份，醫師在決策過程

中，特別是「治療與預後說明」、「提供明確訊息」、「建議後續照護安排」以

及「後續照護的準備銜接」上，往往因為對病患較具有說服力，扮演了舉足

輕重的角色[12]。所以許多學者建議能以跨專業團隊的方式，與個案家屬召

開正式會議，提供說明與協助是出院準備服務的重要措施[7,9,12]。 

3. 照會聯繫與資源連結照會聯繫與資源連結照會聯繫與資源連結照會聯繫與資源連結 

護理人員或專責個案管理人員與家庭成員和病患確認並決定後續照護

模式後，對選擇接受機構照顧者應提供與協助篩選機構資料，對決定返家之

病患，則應有計畫的提供主要照顧者照護指導，後續照護資源的準備與緊急

狀況的應變訓練[8,9,12,13]。病患照護資源的準備包括住家環境的準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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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護理、居家復健、居家營養、特殊治療與用藥的指導，這些需要於住院期

間就要協助進行照會聯繫與資源連結；雖然後續照護資源名冊在衛生署、各

縣市衛生局、各縣市政府的長期照護中心，以及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的網站上

都可下載，但唯有透過出院前將這些後續照護準備得愈周全，才能讓病患盡

量出院回家留在社區中照護，減少病人長期住院或入住機構而可能造成重複

感染或其他醫源性問題，也可減輕醫療資源的耗費[8]。 

(三) 結果面結果面結果面結果面 

在衛生署的推動之下，幾乎各大醫院都有出院準備服務專責人員或小

組，對內負責提供諮詢，溝通協調整個照護團隊；對外則負責連結與整合資

源，監測轉出機構服務品質與病人滿意度 [3,13,14]。為了了解出院準備服

務的執行情形與成效，收案服務量、出院準備服務紀錄完整性、執行率、品

質指標(各科住院日數、不當再住院率、不當急診就診率、個案轉介問題與

轉介結果)等可以作為結果指標，醫院可以就這些資料進行分析，作為改善

服務的依據[9,10]。 

 

四四四四、、、、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 

(一一一一)、、、、 黃先生，76 歲，是一位容易緊張個性又很急的阿公，罹患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需長期依賴呼吸器，意識清楚，可以紙筆表達意思，係傳統權威的

父權個性，在家「喊水會結凍」的角色。曾轉出至院外呼吸照護中心後，因呼

吸喘以及氣切口息肉的問題，家屬認為外院處理不來才再回醫院，家屬對外院

照顧根本不信任，希望持續留院。病人有兩位兒子、一位女兒，通常女兒出面，

但會將責任推向兒子。 

出院準備服務過程中，問題的癥結在於：1.病人清醒仍有決定權，但因為容

易緊張個性又急，宜由專人協助溝通並提供正確訊息。2.出面溝通的家屬、照顧

的家屬與做決定的家屬，意見可能不一致，訊息傳達效率不足。3.家屬對機構的

照顧有不良的經驗，因此宜更謹慎的安排轉出。 

故出院準備服務小組決定由個案管理師定期探視，以紙筆與阿公溝通，除

了建立關係外，開始輸入出院規劃的概念，並確認病人的理解與能配合的程度，

協助病患最終得以發揮原本在家的影響力；為避免家屬間溝通傳達訊息的效率

不彰，故由醫療團隊召開個案家屬會議，鼓勵家屬提出疑問，同時將所拋出來

的問題，透過團隊的力量一一審視與解決，例如擔心機構無法處理氣切口息肉

的問題，即答應聯繫機構人員於病人更換氣切套管時到院訪視學習及交班；而

呼吸器適應不良問題，則安排在院試用該機構呼吸器達五天(因非醫院使用之機

型)，以利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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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助出院準備服務的過程中，家屬一度以病人容易緊張，不願意離開醫

院為由，表示無法配合轉出，但因為整個醫療團隊以病人為中心，所有的醫療

處置，皆能同時取得病人的理解，最後病人終於順利轉到地區醫院的呼吸治療

中心，而三個月後病患在睡夢中安詳往生，家屬也可以接受。 

(二二二二)、、、、 陳先生，72 歲，家中有大老婆及所生的四名子女和小老婆，並擁有上億

財產，因腹痛至某醫學中心診斷發現剝離性主動脈血管瘤(Dissecting Aorta 

Aneurysm, DAA)，便由小老婆陪同至另一醫學中心急診就醫，之後因為血管瘤

破裂合併腦枕葉的多發性梗塞，緊急手術後就成了植物人。事情發生後，其兒

子便出面，有意無意提及病人走著入院，目前卻是躺著，並透露自己有強力的

黑白兩道之背景；其餘三位姊妹亦多附和但較溫和，也比較會關心病人抽搐及

復建等身體照護的問題。由於病人很早就離家與小老婆生活，對於大老婆和其

子女則是定期提供生活費。住院後，兒子便出面並開始接管病人財產，進行各

種投資消費，小老婆深怕財產用盡，病人照顧費用也無著落，便申請凍結病人

資產流動與轉移，兩方開始互控並提出法律訴訟，也以此為由拒絕離院。 

本案處理的癥結點在於 1.病患已呈現植物人狀態，雖偶有抽搐的情形，但

病況穩定，以機構或居家照護比較合適。2.家屬成員關係複雜，對醫療團隊曾有

不友善的訊息釋出。3. 家屬成員彼此之間有衝突，且以非醫療因素拒絕出院。 

在醫療團隊討論下，確認本案並無醫療爭議後，基於對病患的最佳後續照

護安排，以主治醫師為主席，醫療團隊成員包括住院醫師、護理師、社工師、

醫療爭議小組代表、個案管理師等人，數次於個案家屬討論會中，協助說明以

化解所有的疑慮，同時就專業部分盡力達成家屬的要求，如再度照會神經外科、

復健科，並紀錄彼此的共識及限定處理時間的期限，請所有家屬簽名；同時團

隊也試著釐清兩方家屬立場不同處與相關法規的支持，模擬策略，找出可用的

資源。 

在處理過程中，必須謹守的原則就是不要捲入家庭的風暴，沉著且有耐心

的應對家屬的威脅和不理性，不要先入為主，也不要認同或評斷某位家庭成員

的看法，將談話方向調整以病人為中心，肯定所有家屬為病人的貢獻，以及家

屬可以合作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就法理的部分，持續提出說明，取得非理性

成員的理解。 

此病患家屬提出的所有要求與疑慮經處理與說明後，兒子仍以拖延與迴避

的態度面對出院問題，醫療團隊則持續堅定的要求其他出席家屬配合承諾的事

項。最後，兒子得知小老婆有權帶走病人時，擔心因此影響訴訟案件做出對他

不利的判決，很快就將病人轉到地區醫院的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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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賴先生，28 歲，一直是由兒科照顧的病人。病人智障/自閉，腎病末期長

期以持續腹膜透析治療，因為慢性胃出血和腹膜感染的問題，無法繼續腹膜透

析，入院後改為血液透析。病人腸胃蠕動差，需依靠腸胃外靜脈營養注射(TPN)

維持營養，曾數次因試著由口進食發生嗆咳引發肺炎進出加護病房，因為超長

住院問題由專責小組列入管理。賴媽媽擔心肺炎，不管晨昏夜晚每兩個小時就

會以拍痰器幫病人拍痰，由於發出的音量很大，鄰床根本無法入住其他病人；

賴媽媽對醫療照護意見多，常在洗腎室自行傳達病房規定須用某些藥物，又在

病房表示洗腎室要求要用某些藥物，賴媽媽也會用自己的感受評價醫護團隊成

員，曾因而影響不同部門人員之間的溝通和誤解。 

賴媽媽對病情的期待是病人可以再度由口進食，但每每病情改善，團隊開

始觸及出院安置問題時，病人常常又陷入不穩定的情況，團隊強烈質疑是否與

媽媽私下強迫餵食或照顧方式有關；而病人幾乎不說話，多以肢體動作表達需

求，曾攻擊過護理人員。病人與媽媽兩人間，情緒相互影響，互相牽制，唯一

可以扮演仲裁角色的父親於民國 85 年肺癌過世，而哥哥居住於台南，另有家庭，

明白表示不便出面。 

此案的處理癥結在於：1.主要照顧者媽媽對醫療照護意見多、有自己的看

法，且因為病人涉及多科合作問題，很容易因為聯繫溝通的落差，而讓媽媽有

操控的空間，以張冠李戴的方式，技巧性的達成想要使用的相關藥物與治療。

2.主要照顧者對病患的治療期待和照護觀念，與專業人員有落差，致病患常錯失

出院良機，也影響病房其他病人的住院權益。3.媽媽與病人間互相依賴，情緒也

會相互影響，但因有攻擊行為且家庭其他支持資源不足，似乎不容易覓得其他

照顧者。 

醫療團隊決定由個案管理師以關心病人的出發點和這對母子建立關係，並

建議母親休息或予其他合適的照護方式，同時也由社工師設法尋找其他家屬或

社福資源，來影響媽媽的態度。另外透過跨科部醫療團隊會議，各專業間(兩位

兒科主治醫師，精神科醫師、洗腎室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與社工師)針對聯

繫、協調與溝通問題進行討論，讓大家對處置照護的態度一致，不受分化，在

每次的團隊會議中都盡可能找出共有的目標，也許在當時”出院”不適合當成目

標，那麼”不造成病房困擾”也可以算一個目標，此病人後來因病況愈來愈差在院

病逝，媽媽的反應尚屬平靜。 

(四四四四)、、、、 陳女士，65 歲，肺結核治癒後存有肺功能不佳的殘餘症狀，因在家咳血

量多，由兒子叫計程車送來急診，但到院時已無呼吸心跳，經心肺復甦術後呈

現植物人狀態。陳女士有個不能放下老媽媽的小兒子，曾在美國就讀管理學，

尚未畢業就返國，因直接面對母親在他眼前倒下，對於咳血非常敏感，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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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抽痰姿勢、深度，甚至入病房時的表情、步態都非常在意，到了近乎苛求

的程度，雖然百般挑剔，卻又無法接受轉出，認為大醫院都照顧不好了，何況

小醫院。病患整個家庭彼此的溝通方式也都很直接且暴力，互相劍拔弩張，曾

在病房互丟私人用物，但遇到病房的出院問題時卻又一致對外，動則以自認為

的照護不當問題威脅醫院。 

病患小兒子曾試著配合所提供的機構名單，尋找合適的後續照護機構，但

其不僅只針對照護環境進行參訪，同時鉅細靡遺的詢問機構的呼吸器機型、功

能，醫護人員專業科別、醫師值班情形以及護理人力配置等問題。待個案管理

師再探詢機構有關轉入時機時，聯絡人皆委婉表示目前尚無床位，或表示無法

達到病家的要求。 

本案處理的癥結在於：1.病患仍有氣管慢性出血問題，在醫療部份仍須謹慎

以對。2.兒子對病患有強烈矛盾情感，在會談時都表示能理解係疾病慢性化問

題，但實際對治療的目標與照護的要求，不僅與醫療團隊有落差，而且不理性。

3.對於照護機構的要求，機構實際上很難達成，在其參訪過程中，機構會附和病

患兒子的說法，但事後再向本院表示機構照護的限制不宜轉入，省得找自己麻

煩。 

病人仍有咳血的情形，主治醫師認為仍須謹慎處理出院事宜，加上家屬表

示須在旁照顧病患，不便參與討論會，故以定期召開醫療團隊會議(含主治醫師、

社工師兩位、呼吸治療師、護理長、主護護士、精神科醫師)的方式，每次會議

先討論病人現況，並針對其小兒子非理性行為(如:丟東西、咆哮、和家人在病房

打架)的處理達成共識，讓團隊成員會後能落實處理方式的”交班”，以達”一致性”。 

接著再以團隊的力量面對衝突，在會議後全員一起到病房內，將每次會議

的討論結果傳達給家屬，要求家屬遵守病房管理規定，並與小兒子傳達出院準

備服務的觀念，就出院議題持續交換意見，討論可配合的部份；另外透過院方

層級會議中持續反應，找尋支援，曾經醫院即以加強催繳帳款的方式來強化病

人持續住院的財務壓力。 

在處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團隊的合作，透過個案管理師不間斷的追蹤出院

準備服務的過程，保持耐心，對重複提出延遲出院的理由，溫和的提醒之前已

經處理過的結果，並對家屬所提出新的問題與要求持續追蹤與處理，直到沒有

理由為止。在病人剩 2 個月就住滿 2 年的某一天，家屬自行表示要轉到地區醫

院的呼吸治療中心，而且已經看妥床位了。在病人轉出後，個案管理師持續追

蹤該機構照顧情形，該機構護理長表示仍有吵鬧及動則威脅的情形，也曾應家

屬要求報警協助處理家庭成員問題，但因轉院交接時也一併交班干擾行為的處

理模式，所以事情多在該機構能掌控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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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困境與解決之道常見的困境與解決之道常見的困境與解決之道常見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隨著長期照顧需求增加的態勢，各醫院紛紛成立出院準備服務專責小組與採

用個案管理師模式協助介入高危個案的出院準備服務，使出院困難度較高的個案

有專人協助，同時急性醫療與後續照護的服務也得以整合，讓病患得到持續且有

效率的服務之下即時出院[3,4,5,7]。然而在出院準備服務過程中仍有許多常見的

困境，需要持續的面對與解決。 

(一一一一)、、、、 出院準備服務品質出院準備服務品質出院準備服務品質出院準備服務品質 

出院準備服務的品質，取決於服務過程中，是否能落實評估、計劃、執行與

追蹤。病患住院的需求不同，病情較為複雜的個案就非常需要及早的辨識與評

估，醫療團隊成員是否有能力與警覺心，是否能有效辨識和及時反應與協助處理

問題就很重要。 

困難出院的個案特別需要團隊的合作，而團隊要能合作則必須先有共識，取

得共識的方法就是召開跨科部協調會，讓整個團隊有一致的目標與對策，然而主

治醫師們是否有共同的時間，委派來的住院醫師是否有決定權，是否能有效傳達

訊息，都是會議是否能有效解決問題的因素。 

在出院個案的電話追蹤訪問部份，病患反應的問題或建議的處理，除由病房

護理長、個案管理師或主護護士立即的協助與回應外，跨科部或後續照護品質的

問題，是否有機制可以提出檢討，也是服務品質的關鍵。 

護理人員的高度流動下，第一線護理人員的評估與服務能力，有賴繼續教育

與品質監控措施；但就醫師參與不足及醫院未能整合各專業人員力量之問題，如

果能有高階主管的領導與重視，以及專人的聯繫與溝通，同時將問題與改善建議

回饋至整個出院準備服務的流程，才能持續改善，使出院準備服務中的聯繫、照

會、協調與溝通更為順暢。 

(二二二二)、、、、 社區後續照顧機構與資源的聯繫和品質監測社區後續照顧機構與資源的聯繫和品質監測社區後續照顧機構與資源的聯繫和品質監測社區後續照顧機構與資源的聯繫和品質監測 

考慮照顧品質，需要較複雜照護的個案，出院準備過程中往往建議病患轉

住護理之家，但由於護理之家的收費每個月基本都在三、四萬元以上，個案常

因為經濟因素不得不做其他的選擇，如轉住安療養院或返家由家人或請外傭照

顧。 

因此，如何及早確認病患未來的照護模式，協助與後續照顧機構的交班，

或者協助取得相關居家照護服務資源，以及家屬緊急應變和日常照護的指導就

非常重要，無疑的更須於住院期間就得協助家屬去選擇與溝通，以預防出院後

因不良的照護合併症，造成非計畫性再入院。 

醫院透過與社區醫院的策略聯盟、出院準備服務小組與社工室的品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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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如電話追蹤訪問及安排志工探訪轉住機構或返家的個案，可使病人後續

照護的品質多一層保障，也讓後續機構的服務品質除了政府的定期訪查外，能

有更多的監測管道。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良好的出院準備服務品質，包括結構、過程和結果面，都必須能為病患達到

兼具成本效益與優質的照顧，所以每一環節的服務落實，相關人員的聯繫與溝通

就相當的重要，而許多文獻都提到主管與醫師的支持與認同，在對個案出院準備

服務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因素[3,7,8]。筆者認為，在民眾自我權益意識高漲，以

及我國風俗民情因素影響下，醫師的確不可避免的必需承擔出院決策的責任，但

許多問題則可讓整個醫療團隊，藉由相互合作，互相支援來共同承擔壓力與分工

處理。除此，透過團隊合作，也可以讓各個專業發揮其功能，盡量滿足病患出院

的八大需求面(個案的健康狀況、功能層級、行為狀態、情緒狀態、經濟狀況、

認知能力、後續照護資源和支持系統)，使其放心、滿意的出院，如本文之案例

分享，多是透過團隊來面對病人家屬的問題與需求及謀求解決。 

衛生署推動出院準備服務至今已經滿 10 年，雖然部份的動機是在於有效控

制住院醫療成本及降低住院日數的目標上，但出院準備服務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

望能統合醫療、社會、財務等資源，讓病患及家屬及時且放心的進入下一階段的

照護環境[1]。有感於此，一個好的出院準備服務，不應妥協於健保資源的壓力、

個案家屬的威脅，或者私人情誼與感受上，在執行出院準備服務的過程中，應切

記一切須以病人為中心，思索如何讓病人在適當的時間點，順利的取得適切的資

源，安排到合適的照顧場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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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之現況與發展之現況與發展之現況與發展之現況與發展 
 

陳惠姿副教授 

天主教輔仁大學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國隨著高齡化的快速變遷、國民平均餘命顯著延長、家庭型態小型化、婦

女就業普遍化，家庭照護功能式微，一旦家人中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長期性協

助，一般家庭多數無法完全自行照護，而需要使用外援服務，長期照護不再只是

失依或低收入戶的長者才需要。因應社會需求，長期照護資源自民國 86 年起在

數量上迅速成長。但是這些資源分散在衛生行政、社會福利、退輔會、農委會等

不同體系中，服務名稱與內容有所重疊，彼此間也不易相互銜接，照顧資源間的

「分化性」，加上民眾對這些資源並不熟悉，一旦需要使用這些服務時，往往無

法獲得即時且適度的照顧服務，於是『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應運而生，提

供「單一窗口」服務，作為發展整合式長期照護服務模式的機制。 

『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歷經「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新世紀健康照

護計畫」、「建構長期照護制度先導計畫」以及「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推動方案」

等方案在政策上之引導、制度之建構以及經費上之挹注，至民國 92 年底止，25

縣市均已建置完成，其在組織、功能、服務範疇及演變包括: (1) 由「提供諮詢

服務」為主，進而以「個案/照顧管理」方式，照顧需求評估、擬定照顧計畫、

連結資源輸送服務，部分縣市已逐漸發展成為「照顧資源管理中心」，(2) 原來

以「老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逐漸將身障者涵蓋其他需要長期照護之人口群包

括身心障礙者 (3) 初期部分由民間機構負責經營的『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

現階段已完全回歸為公部門營運，(4)服務模式漸趨一致，以個案管理及照顧管

理為主，(5)在業務屬性上，原由衛生行政部門主導，隨著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

推動方案，正逐步落實「單一窗口」的作業模式與資源整合機制之建構。 

參考相關國家整合式長期照護模式發展之經驗，本文僅就整合機制、組織位

階與功能、人力培訓以及服務品質管理等四點提出現存的挑戰，作為發展『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成為整合式長期照顧服務的機制，減少服務資源間的重疊、互不

銜接及使用上的阻礙以提高長期照顧服務的照顧品質以及控制成本。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整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整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整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整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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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趙先生說趙先生說趙先生說趙先生說：：：：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 ……… 

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我找到人我談一談我找到人我談一談我找到人我談一談我找到人我談一談，，，，得到一些幫忙得到一些幫忙得到一些幫忙得到一些幫忙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老是要跟不同的人重複說我個人的困難老是要跟不同的人重複說我個人的困難老是要跟不同的人重複說我個人的困難老是要跟不同的人重複說我個人的困難…… 

為什麼他們為什麼他們為什麼他們為什麼他們(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彼此間不互相交談彼此間不互相交談彼此間不互相交談彼此間不互相交談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講的是不同的語言講的是不同的語言講的是不同的語言講的是不同的語言，，，，有一半以上我總是聽不懂有一半以上我總是聽不懂有一半以上我總是聽不懂有一半以上我總是聽不懂 

我希望專業人員待我像個真的人我希望專業人員待我像個真的人我希望專業人員待我像個真的人我希望專業人員待我像個真的人，，，，而不是只專注在我的失能而不是只專注在我的失能而不是只專注在我的失能而不是只專注在我的失能 

當我聽到他們當我聽到他們當我聽到他們當我聽到他們(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專業人員)說說說說：：：：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 …… 我心就涼了半截我心就涼了半截我心就涼了半截我心就涼了半截 

 

過去 50 年，不論是健康照顧(health care)或社會照顧(social care)的發展都

日趨專業化，而且標榜專業的自主性與排它性，對使用者而言，如果同時需要兩

種以上的照顧服務時，就得分別去尋求，使用服務時常感受到銜接困難的現象，

一旦使用者對服務資源不熟悉，就沒辦法獲得他所需要的服務；於是，服務線管

理(Service Line Management)、套餐服務(Benefit Package)、整合式輸送系統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IDS)、… 等等整合式照顧模式(Integrated Care 

Model, ICM)逐漸出現，期望可以改善照顧服務的銜接性、方便性及有效性，提

高服務品質以及控制成本。 

對於長期照護的使用者，不論是身心功能障礙者、老年人或是早期療育個

案，其慢性病症(chronic condition)不僅需要長時間來處理，而且多是複雜、多

元的問題，通常同時需要健康照顧與社會照顧，但是相對地，他們獲取照顧資源

的能力也常常因功能的障礙受到比較多的限制，文獻中整合性長期照顧服務的模

式，例如美國的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 ( Eng, 

Pedulla, Eleazer, McCann, & Fox, 1997)，荷蘭的單一窗口模式(One Window 

Model)、義大利的 Rovereto Project、英國的單一評估過程(Single Assessment 

Process)、加拿大的 SIPA Program 等，都是相當代表性的整合式服務模式，提

供失能者適時、適量所需的套裝服務(Johri, Beland & Bergman , 2003；Nies, 

2004)；「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自 1997 年起在國內設立，是個提供「單一窗

口」服務的機制，本文將討論該中心在建構「整合式長期照護服務模式」的現況

與未來可能的發展。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演進與現況之演進與現況之演進與現況之演進與現況 

隨著醫療保健的進步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國民平均餘命顯著延長、疾病

型態慢性化、人口結構的高齡化，長期照護需求也隨著增加；至 2005 年底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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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萬多人需要不同型態的長期照顧服務。就供給面而言，長期照護資源在

1998-2004 年間發展相當迅速(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 2005)，唯各類照護

資源分別在衛生保健、社會福利、榮民退輔、農政以及和原住民委員會等不同體

系中規劃、發展與輸送，民眾一旦需要使用這類服務時，可能受限於對相關資訊

瞭解的充分性，不容易獲取及時且適當的照顧服務。長期照護是指「對生活功能

缺損者，長期性提供生活照顧、醫療以及社會性等支持性服務」，一個整合服務

資源及服務輸送的機制可以讓有長期照護服務需求的個案以合理的價格(right 

price)獲得由適當的人(right provider)、在適當的時段(right timing)、合適的地方

(right place)提供使用者所需程度的服務(right level of service(s))，也就是 5Rs

的服務品質標的(陳, 2002)。 

 

『『『『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緣起與演進緣起與演進緣起與演進緣起與演進 

臺北市政府在 1997 年率先開辦「台北市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提供諮詢

服務，前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在 1998 年 7 月假台中醫院開辦「大台中地區老

人長期照護諮詢服務中心」，同年 10 月嘉義基督教醫院相繼開辦「嘉義地區長

期照護服務中心」。衛生署在「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中，自 1998 起設立『長

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推動「單一窗口」的作業模式，列為重要的措施之一，

協助失能個案或其家人在尋求長期照護服務時，能就近且即時地獲得所需的服務

資訊。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自 1999 年起接受衛生署委託計畫，輔導相關

縣市規劃成立及營運，至 2003 年底止，25 縣市均已完成建置。2002 年「照顧

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中，明訂地方政府視需要至少得成立一個「照顧管理

中心」(經建會，2002)，目的在「建立照顧服務管理機制，加強服務輸送系統」，

各縣市『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與『照顧管理中心』要逐步整合成為『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經建會，2005)。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現況的現況的現況的現況 

依據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接受衛生署委託的輔導和培訓計畫在 90、

91、及 92 年的三年成果報告（杜敏世、葉莉莉、陳惠姿，2003），以及衛生署

護理及健康照護處(2006)在「建構長期照顧制度-中央與地方對話」以及「邁向

長照新紀元–現況與遠景」會議資料，就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組織/

人事、功能/角色定位、服務對象、組織、服務模式及服務品質監測等項目在現

階段的現況描述。 

（一）組織和人事： 

1. 組織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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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了台北市以外，24 個縣市的『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均由衛生署

補助以年度計畫辦理，爲能推動縣內之長期照護業務，各縣市需要以

任務編組方式組成『長期照護諮詢委員會』作為『長期照護管理示範

中心』的督導組織，1999-2000 年間，嘉義基督教醫院以及台東馬偕

醫院都曾經是受委託單位，自 2000 年以後受補助的單位已全數為縣市

政府衛生局，因此『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在屬性上是一個公部門

以任務編組在縣市層級提供長期照顧管理的執行單位。 

（2） 經費預算：長照中心經費預算主要來自衛生署的計畫補助，少數縣市

也逐年自籌經費，2005 年衛生署對每一縣市補助額度介於 160-400 萬

元，有 8 個縣市的自籌款合計有 711 萬(照護處，2006)，因此多年總

是到 3-4 月才能收到的中央補助款相當影響中心業務之營運，甚至影

響長照中心照顧管理師的留任意願。 

2. 照顧管理師人力資源：  

個案管理師/照顧經理/照顧管理師使用在『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在國

內算是一個新的職位名稱。 

（1） 專業背景：各縣市長照中心照顧管理師的配置並不一致，2005 年

底多數介於 2 到 15 位之間，合計 108 位，以 2005 年底約 54 萬多人

需要不同型態的長期照顧服務需求，每一名照顧管理師需涵蓋 5000 名

有長期照顧服務需求個案的工作量(2006 年另有 47 位以外籍監護工就

業安定基金聘用)。多數照顧管理師是護理專業，有 17 個縣市至少聘有

1 名社會工作專業，其中 6 個縣市以同等名額數聘用照管師。 

（2） 薪資和福利：目前平均薪資在 30,000-40,000 元，差距約在一萬元

左右。從平均薪資來看薪資結構，如果和社工專業比較，還算具有吸引

力。由於衛生署補助款通常遲撥 3-4 個月，許多照顧管理師必需等幾個

月才領得到薪資的情形，因此少數縣市酌情由公部門先行墊付。各縣市

照管師絕大多數為約聘雇人員，並不享有正式人員等同的福利。 

（3） 編制和離職率：絕大多數縣市長照中心的照顧管理師屬於約聘雇人

員，2005 年底共有 108 位以衛生署經費聘僱，另外有 47 位以勞委會

就業安定基金聘僱。離職率高是許多中心的主要問題之依長照專業協會

的資料 91 年的整體平均離職率為 24.4%，92 年降了大約一半

（12.9%）。不過，平均離職率和有限的兩年數據資料的參考性無法顯

現出個別中心離職率的嚴重性，因為有些中心從開辦至今可能一直無法

留住個案/照顧管理師，有些中心只聘雇 2 人，只要有 1 人離職，離職

率便達 50%，人員異動對長照中心營運是最大的挑戰，不僅因照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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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業務嫻熟度不足，與服務提供單位的夥伴關係不易建立，可能影響服

務品質，而且無法累積個別性的 know how，成為縣市在長期照護服務

的獨特性。 

（4） 教育訓練：照顧管理師的人力培訓，在 2000-2003 年由衛生署委

託「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規劃辦理；該協會規劃照管師的訓練

課程分初階 26 小時和進階每年至少 9 小時，並編訂業務手冊和培訓手

冊等，各『長照中心』也都自行聘請專家進行實地輔導，並以個案討論

的方式進行在職和持續教育，唯頻率和內容端賴各中心之需求和對於教

育訓練重視的程度而定；此外，區域輔導會議以及每年兩次的業務聯繫

會，也發揮同儕學習的效果。多數中心的照管師係經過逐年的繼續教

育，逐漸形成其獨特的支持網絡（杜敏世、葉莉莉、陳惠姿，2003）。

   

(二) 功能和角色定位： 

長照中心的功能由「提供諮詢服務」逐漸朝向個案/資源管理」發展。

「台北市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大台中地區老人長期照護諮詢服務中

心」以及「嘉義地區長期照護服務中心」，開辦之初都以提供照護資訊為主

要的服務內容，此外也提供生活輔具展示、照顧者照顧技能課程等服務。 

依據「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的功能有

四：1. 收集並更新轄區內長期照護資源之相關資訊，2.提供民眾長期照護

諮詢服務，3.推展『個案管理』制度，4. 輔具展示與租借。此外，也期望

能提供直接的服務，例如個案管理。但在落實服務上確實有其限制性，可

能之原因包括隸屬於衛政體系的『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所能提供給民

眾之補助性服務資源相當有限，在轉介或協助個案尋求合適的服務時，都

只是建議性質，民眾是否如數獲得，在使用意願上有諸多變數存在，因為

服務費用都得由案家自行付擔。 

吳淑瓊等人(2002)在其「建構長期照護制度先導計畫」的嘉義、三鶯兩

個實驗社區成立的『個案管理中心』，則以提供實質的服務包括：照顧需求

評估、擬定照顧計畫、在連結照顧服務資源為主，透過服務費用的補助，

讓『個案管理中心』發揮照顧管理的功能。 

「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推動方案」推展後許多縣市由『長期照護管理

中心』兼辦『照顧管理中心』的業務，這項兼辦促發許多數縣市由『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負責居家服務之「需求評估」，再轉給社會局核定補助；少

數縣市已將「居家服務補助時數的核定」、「居家服務的分派」等業務由社

會局轉由『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辦理，至此『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開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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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性發揮「個案/資源管理」的功能。 

(三) 服務對象與業務範疇 

『長期照顧管理示範中心』是「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畫」所推動的措施，

因此以老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建構台灣長期照護制度先導計畫」的『個

案管理中心』將服務對象擴大為 20 歲以上的身心功能障礙者，『照顧服務福

利及產業發展方案』進一步擴大服務對象為一般失能國民，且將失能的定義

涵蓋了失智、精神疾患以及自閉症等個案；目前『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

對象不再以年齡，經濟能力來區分而以失能(含失智)程度為資格條件以及補

助額度的主要指標，特別是居家服務的補助對象涵蓋了需要長期照護的一般

失能國民(內政部，2002)。 

各縣市經由長期照護中心評估、核定、配置的補助性資源包括機構式喘

息服務(每年每縣市約有 50-130 案不等，2005 年總案量為 2,164 人)、居家

服務、輔具補助、居家環境改造等四種；台北市的資源較其他縣市充分，補

助的服務項目包括中度失能所需要的機構式照顧，以及其他等級失能者所需

的日間照護、社區物理治療、職能治療、每月第三次居家護理的訪視等。這

些資源主要來自衛生局以及社會局，經由長照中心的評估、核定以及服務連

結。2005 年居家服務的案數為 16,238 人，機構式喘息服務總案量為 2,164

人、居家服務的案數為 16,238 人。自 2006 年 1 月起，民眾申請聘用外籍

監護工的作業流程中，需要先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進行媒合使用本國照

顧服務員，俟媒合不成後才准其聘用外籍監護工，這項業務在 1-3 月案件量

約達 10,000 件，成為中心最大量的工作項目。 

 依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的增加，『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個案/資源管

理」的功能以及照顧管理師的能力同時受到挑戰。 

(四) 照顧需求評估、服務核定以及服務連結機制 

各個中心在個案/資源管理流程之中的照護需求評估與服務核定作業模

式相當不同，大致可分為下列五種型式：1. 雙軌評估/各自核定：台北市的

評估和核定採社政和衛政雙軌制，由衛生局所轄的『長期照護服務中心』與

社會局的『老人服務中心』分別就其補助服務項目進行評估，互相認可，兩

個作業系統間互相認可的程度，需要近一步釐清；2.委外評估/自行核定：台

北縣的評估則完全委託外部組織，照顧管理師則確認及擬定照護計畫，核定

補助額度以及品質監控等；3.委外評估/送社會局核定補助額度：高雄市則委

託「家庭照顧者協會」評估，苗栗縣委託「護理師護士公會」評估，評估後

建議補助服務分別由社會局或衛生局核定，照顧資源連結則由長照中心負

責；4.衛生所參與評估後送社會局核定補助額度：高雄縣對申請案件經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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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篩選後，由地段護士進行照顧需求評估，對有多元需求和複雜的個案則由

個案/照顧管理師做照顧需求評估，經社會局核定服務量以後照顧管理師再

進行資源的媒合與連結。5.極少數的縣市目前仍由居家服務單位自行評估需

求後直接提供服務，以上這五種模式，或是因為補助資源的充分性或複雜

性，或是因為社政與衛政間的整合度，或是因當地可用資源不一，評估作業

是否單一共同作業流程是整合型服務模式的出發 點，核定服務的授權則是

整合型服務的關鍵。  

(五) 整合機制 

各縣市長期照護資源主要來自衛生局以及社會局，此外還有退輔會以及

原住民委員會對特定人口群的照顧資源，民眾使用這些服務時需要在符合各

項使用資格條件，是造成使用上的不便性。社政和衛政的整合是『長期照顧

管理示範中心』從成立以來不斷努力的標的。整合機制要包括行政作業流

程、照顧資源、以及服務品質管理三方面：1.行政作業流程的整合包括照顧

需求評估量表、作業系統以及服務核定等，2.照顧資源的整合包括資訊系統

以及服務方案的共用，3.服務品質管理的整合包括運用一致性或共識性的品

質管理標準與策略。 

根據衛生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2006)對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在社

政與衛政整合項目的評定結果：2005 年有 2 縣市為 A 等級，7 縣市為 B 級；

2006 年 3 縣市為 A 等級，9 縣市為 B 級。顯示多數縣市之整合機制仍有許

多努力空間。整合較佳的縣市通常在聘用個管師時也會兼顧護理和社工背景

人數的平衡，這種合作情形通常也意味著主事的衛生局和社會局已經整合得

不錯才比較可能發生，有時甚至代表有縣市首長對於長照中心使命和功能的

關注和支持。照護處同時指出現存問題包括：評估工具、指標及各種服務標

準未統一，在資源連結方面，與社政橫向連結程度各縣市不一，與醫院或服

務提供單位的垂直連結普遍不佳。現階段在老人照顧，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與

退輔會的榮民服務處或是原民會的資源聯結也相當有限。此外，早期療育個

案管理中心，身障者的「成人個案管理中心」及以鄉鎮衛生所為主體的精障

者個案管理都可視為與『長期照顧管理示範中心』應屬平行的照顧系統，彼

此之間的銜接或連結尚未受到重視。 

(六) 服務品質管理機制 

1.資源品質管理：以下將以機構督考與評鑑、機構自行進行滿意度調查以及申

訴管道及申訴案件之處理來說明。 

(2) 長期照護各項資源，包括養護機構、護理之家等入住型資源，以及居家

護理、居家服務等社區式資源分別由其主管單位，衛生局或社會局，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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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定期進行督考，每 3-4 年接受內政部或衛生署委託的評鑑。 

(3) 各個服務輸送單位也都每年進行服務滿意度之調查。 

(4) 各個提供服務之單位都需提供申訴管道供案家或案主申訴，而此申訴管

道直接由長照中心、衛生局或社會局為代表人。 

2.『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營運的品質管理： 

(1) 作業標準: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為『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研發制定

有「營運手冊」、「個案管理手冊」、「作業規範」以及相關評估表、記錄

表等供各縣市參考使用。 

(2) 訪查：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在 2003 年訂定的「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訪查標準」，也在 2004 年 8 月對 9 家成立滿三年且營運穩定的長照中

心完成訪查。唯該項訪查現階段暫停辦理。 

(3) 申訴管道：各中心都需提供申訴管道，供案家或案主申訴，而此申訴管

道係直接由衛生局或社會局為代表人。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在不同縣市成立年數約為 3-10 年不等，全數

以任務編組的公部門組織來營運，由衛生署逐年補助其營運所需的人事

費與業務費，功能由「提供諮詢服務」逐漸朝向「個案/資源管理」發展；

其服務對象一般失能國民(不分人口群)；主要的人力為約聘雇的照顧管

理師，108 位照管師在居家服務的管案量平均約為 160，各縣市在個案/

照顧管理以及整合程度上存在明顯落差，在服務品質管理機制上才起步。 

 

相關國家長期照顧整合型服務模式相關國家長期照顧整合型服務模式相關國家長期照顧整合型服務模式相關國家長期照顧整合型服務模式 

整合性照護模式(Integrated Care Model, ICM)，期望能將散在不同單位

/部門的照顧或資源加以組織成為無缝性 (seamless)的系列性服務

(continuum of care)或服務網絡 (network)，讓照顧服務具有可近性

(accessible)、回應性(responsive)以及以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的服務

(Kodner & Spreeuwenberg, 2002)。整合性照護是一個過程，目標是提供受

照顧者以及其照顧者所需要的服務；在這個過程中處理問題，有些問題並不

可能被解決(solved)但是都是需要被處理的(managed)。我們可以從其他國

家、其他縣市學習別人的模式，但是我門都有各自的挑戰需要面對；所謂最

好(cracked it)或是現成可用(off-the-shelf) 的整合式模式並不存在。相關國

家為了能回應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的照護需求，在 1990 年代中期紛紛發展

整合型的長期照顧服務模式，整合的層次，可以分為個人的層次(individual 

level)、組織的層次(organizational level)以及政策的層次(policy level)；整合

程度可以由低整合程度的「連結(linkage)」、「協調(co-ordination)」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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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整合(fully integration)」(Kodner & Kyriacou 2000)；前者側重在彼此分享

照顧資訊，提供持續性的服務，但並未運用個案/照顧管理，也不一定有共

同的服務作業流程，組織間以資源互補為主，而非資源共用；「協調」與「完

全整合」較為相似，但是「完全整合」在服務對象的界定、財務整合以及服

務成效的評價等項目上，較「協調」更為明確與詳盡，從照顧需求評估時就

以照顧管理。一個具有整合性服務模式通常會運用個案管理(case/care 

management)，一致的行政流程上 (administrative consolidation)，共用所

擁有的服務資源 (co-location of services)，彼此間形成照顧網絡 (care 

network)，或是服務鏈(chains of care)(Kodner, 2003 )。至於「完全整合」

模式要具備的特質 Kodner & Kyriacou (2000)提出下列 6 項：1.針對特定的

對象提供服務，2. 運用個案/照顧管理，3. 密切合作的網絡，4. 依據服務

合約提供涵蓋健康與社會照顧的套裝的服務，5.整合運用相關經費且對所提

供服務的成本負完全責任，6.整個服務系列都以團隊服務方式提供，並對品

質成果負完全責任。 

發展較早且普為人知的整合型服務模式為美國舊的 The 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PACE 不僅整合照顧服務資源，

而且整合財務資源，以日間照護為主體，透過照護需求評估，鼓勵使用者優

先使用社區照顧服務，而將入住機構作為最後的選項，不僅在舊金山安樂居

開辦，且推展至其他 24 個服務點，透過方案效益評價研究，結果顯示接受

PACE 的個案在住院、入住護理之家、藥物使用、死亡率以及服務成本上都

明顯低於全國的平均值，普遍被接受為一項具成本效益的整合式服務模式，

Kodner & Kyriacou (2000)將其歸類為「完全整合」的服務方案。不同於 PACE，加拿大蒙

特婁所推展的整合型服務模式(System of Integrated care model, SIPA)以

提供居家服務為主體，採 Capitation budget，也同樣具有相同成效。在義大

利(Barnabei et al., 1998)以個案管理整合健康照顧與社會照顧的服務模式

(Common Assessment System and Care Model)，實驗組在入住機構以及

延緩功能減退都顯著低於控制組。荷蘭在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初期，照顧

需求原由服務機構自行評估，後來基於利益衝突(interest conflict)的考量，

自 1998 年起，在全國設置 80 個地區委員會（Regional Independent Needs 

Assessment Boards, RIOs），運用科際整合團隊進行「單一評估作業流程

(One-Window Model)」做為決定服務項目及發展照顧計畫以及服務的輸送

的依據，透過長期照顧保險給付，提供整合性服務(Ex, Gorter, Jansen, 

2004)。英國的單一評估流程(the Single Assessment Process)(Coxon, 

2004），也是類似的作法。不同國家所發展的整合式服務模式或許在作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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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不盡相同，不過這些服務模式在設計上都具有三項相同的特質：個案/

照顧管理、單一窗口以及財務補助的誘因(Johri, Beland & Bergman , 

2003)。這些國家的經驗可以作為我國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發展的參考。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未來發展的建議未來發展的建議未來發展的建議未來發展的建議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作業模式在國內演變至今，多以個案/照顧管理提供「單

一窗口」長期照顧服務的作業流程，多數縣市已粗具規模，少數縣市正在「建

立整合性長期照護網絡」上逐步落實，儼然成為各縣市推展整合式長期照顧

服務的重要據點。但為因應未來 10-15 年後高齡社會中長期照護服務可用

性、可近性以及符合成本效益之需求，本文嘗試提出發展『長期照顧管理中

心』成為提供整合式服務機制的相關建議。 

(一) 整合機制：核心資源以達到「協調」程度為短程目標，達到「完全整合」程

度為中長程目標，相關資源達到連結(linkage)的程度。 

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現階段的整合屬於組織層級(organizational 

level)，主要是將衛生局及社會局所屬的資源(核心資源)以及兩局的作業流程

進行整合(包括照顧需求評估、服務核定以及服務連結安排)，至於其他的資

源尚未納入整合的，例如退輔會的榮民之家/榮民服務處、原民會或農會(生

活支援中心或家政班)等水平橫向資源(特殊資源)以及與醫院或社區關懷站

的垂直資源等；衛生局與社會局所擁有的核心資源應可達到「協調

(coordination)」或「完全整合(fully integration)的程度」，至於特殊資源可以

連結(linkage)的方式，以降低使用障礙。與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中心，身障者

的「成人個案管理中心」及以鄉鎮衛生所為主體的精障者個案管理如能彼此

互相連結(linkage)，彼此分享資訊，可以提高服務方案間的銜接性。 

(二) 組織位階與功能之確認 

長期照顧服務是高齡社會中無法忽視的議題，同時需要健康照顧與社會

照顧，也說明它不單純是健康服務也不單存是社會服務，在我國現有的健康

照顧體系或社會照顧體系中，『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儼然成為縣市層級的專

責單位。但是它應該具有資源管理的功能或是服務提供功能有待行成共識。

我國過去在肺結核防治或家庭計畫等重要議題上，專責單位以及專責人力運

用，都有相當成功的經驗，防癆局或家庭計畫研究所以及防癆員或家庭計畫

人員的聘用都是降低結核病或人口議題獲得有效處理具有相當貢獻。 

 長期照顧在 2002 年起已成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計畫」的子計劃，

現階段以任務編組、年度預算支應的作業模式，如能進一步成為中長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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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讓縣市政府在營運所需的人力與補助款可以較大的彈性運用，避免當中

央政府的補助款尚未核撥的年度初以及補助款用罄的年度末，業務多僅維持

現狀的情形減少，永續經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的信念在照管師的留任以

及累積經驗上，可以發揮相輔相成之效。  

(三) 人力培訓 

應用個案/照顧管理作為『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整合式服務的作業

模式，在國內算是一項嘗試，相關文獻上也顯示相近的看法；雖然國內並沒

有許多具有個案/照顧管理能力的現有人才，但是在「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

心輔導計畫」執行期間，長期照護專業協會曾研擬訓練課程，遴聘社工領域

教師擔任講師以及輔導老師，共已辦理過 4 期初階訓練以及 2 期進階訓練。

訓練課程可做為未來辦理人力培訓的參考。 

長照中心自創立以來，在服務對象以及功能上有明顯的轉變，配合業務

的性質，個案/照顧管理師的繼續教育是服務品質管理最基本的要素，加上

偏高的離職率，個案/照顧管理師的人才培訓，包括初階與進階的訓練都是

刻不容緩的課題。 

(四) 服務品質管理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訪查或評鑑標準以及機制的建立，在營運發展方

向的引導效果不下於績效考核，也是讓理念逐步落實成為共識性作業模式的

策略；現階段各縣市不論在整合程度或作業流程上存在有明顯落差，若能依

此發展出 2-3 類的訪查或評鑑標準，作為不同整合程度者之參考。此外，建

議委託學術單位收集實證資料，進行方案成效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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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以臺北縣為例以臺北縣為例以臺北縣為例以臺北縣為例 

 

台北縣衛生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截至94年9月底我國65歲以上總人口數為219萬5,661

人約佔總人口數的 9.66%，臺北縣年滿 65 歲以上的人口有 26 萬 1,196 人，佔

全縣總人口數的 7.01%，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11 萬 795 人，佔全縣總人口數的

2.98%。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0 年度委託研究計劃~全國長期照護需要評估之 50

歲以上需求人口數，推估本縣失能人口數約為 52,664 人。 

「在地老化」與「福利社區化」已成為全球各國面對老人照顧問題的核心理

念。2004 年「照顧服務福利與產業發展方案」和「挑戰二 00 八國家發展計劃」，

將社區照顧體系發展列為計畫重點。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長期照顧制度

規劃小組」業已著手規劃建構我國的長期照顧制度，建構一個完善的社區照顧服

務體制，以提供給民眾適足、多元而負擔得起的照顧服務，顯見政府對長期照護

發展的重視。老人潮成為全球化的議題之際，老年人口及身心障礙人口增加，長

期照護的需求人口數正在逐漸成長之中，為了滿足民眾的長期照護需求，將居家

式、社區式及機構式等服務有效的輸送到需求者手中，我們需要做的是適切的需

求評估，以作有效的資源分配與運用。 

九十二年度之前本縣長期照護服務是社政與衛政體系獨立作業，不同服務有

不同的受案窗口、申請表格及諮詢單位，各項服務審核機制未統整，部份服務項

目需透過本府人員親自訪視及評估後，始為核定補助，部份服務則採身份別及書

面審查核定，造成部份資源的浪費，多頭馬車的系統也造成民眾使用之不便。綜

觀現今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中子女數減少及女性就業人口增加，家庭照顧功能

式微，照顧人力也變革為由社會支持系統提供補充性及支持性的服務。 

 

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簡介及運作現況 

一一一一、、、、成立緣起成立緣起成立緣起成立緣起：：：： 

有長期照護服務需求的失能人口日益增加，本府為因應長期照護服務需求，

擷取原三鶯計畫及本縣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成果及經驗，特別整合縣內衛生局

與社會局資源，93 年成立跨局的「臺北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設立單一窗

口為民眾提供長期照護服務，持續整合長期照護資源及提供民眾服務，以落實「在

地老化」政策目標，使本縣生活無法自理、乏人妥善照顧之失能者能藉由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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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服務，能繼續在家中獲得基本生活的照顧，因而長期照顧制度中，資格評定指

標與需求評估是兩項重要議題，有助於蒐集照顧計畫中有關失能者功能與需求的

正確訊息，由專業人員照顧管理師為失能者整合資源、監督各項服務提供情形，

全方位、便利性的服務窗口，更有助照顧服務效益提升，讓失能者能留在熟悉的

社區中獲得即時性、便利性、適時、適切、適地的連續性照顧，讓有限資源確實

運用在刀口上。 

  

二二二二、、、、中心組織架構與人員設置中心組織架構與人員設置中心組織架構與人員設置中心組織架構與人員設置、、、、任務任務任務任務 

臺北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係以任務編組單位設立，因涉及統整縣府社會局及

衛生局長期照護服務資源，爰由該兩局共同行政督導（組織架構如圖一）。 

 

圖一： 臺北縣長期照顧行政體系組織架構圖 

 

 

 

 

 

     

 

                 

1. 照顧管理師資格 

照顧管理師係由具備社會工作與護理職能相關背景之專業人員，且具

長期照護及社區實務相關工作 1 年以上之經驗者擔任。目前設置主任 1 名、

照顧管理師 17 名，其中 5 位為社工專業人員、12 位為護理專業人員。 

2. 工作任務 

（1）照顧管理服務：包括個案篩選與評估、擬定照護計畫、協調安排/轉介

服務、評價及服務輸送過程之品質監測等。 

（2）服務提供單位間之聯繫與協調等 

（3）進行照顧資源宣導及推廣 

（4）辦理長期照教育護宣導、人員培訓 

（5）建立長期照護資訊化管理，以有效管理個案與資源 

（6）建立照顧品質監測機制與指標。 

（7）說明接受服務權利及義務 

臺北縣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外 組 行 組 教 / 源組 監測組 活動組 

社會  衛生  

照顧管理師 

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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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受理及處理服務對象之陳情 

        

三三三三、、、、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長期照護照顧管理服務對象通常以具有下列特質者：(1) 經評估日常生

活功能缺損需由他人協助者；(2)設籍且實際居住臺北縣。 

 

四四四四、、、、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服務流程：：：： 

為了致力照顧管理制度建置完善，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流

程從個案的篩選、評估、計畫擬定、補助額度的核定、服務連結和服務監測，

都朝提供民眾專業的單一窗口服務為目的。（台北縣政府衛生局許銘能局長/

台北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彭美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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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臺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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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障礙  

•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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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服務項目服務項目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接案、評估、關係建立、服務提供、結案等是照顧管理一連串的階段程

序，一般來說照顧管理包括四個共同程序（謝美娥，1993：122-123）（1）

篩選個案、關係之建立與評量（Assessment）（2）照護計畫之擬定（Care  

Planning）（3）協調與執行（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4）監

督、覆審與評估（Monitor, Review and Evaluation）。本縣長期照顧服務強

調到府評估、量身訂做，目前提供的服務項目有（1）居家式服務：居家服

務、居家喘息服務、緊急救援通報系統、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評估、居家復

健及在宅醫護服務（2）社區式服務：社區復健、日間照護（顧）中心、機

構喘息服務（3）機構式服務：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護理

之家、身心障礙機構及中低老人特照經 評估；若為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上

服務項目未能滿足者，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即會協助轉介其他資源如居家護

理、在宅醫護、早期療育、志工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送餐服務、輔具資源、

經濟扶助等，建置長期照顧完整的服務網絡。 

   

六六六六、、、、品質監測策略品質監測策略品質監測策略品質監測策略：：：： 

品質監測是照顧管理制度重要的一環，以臺北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執行

之照顧管理制度，品質監測包括如下：  

1. 評估人員之品質監測：由照顧管理中心發展評估工具檢核機制，確認評估

人員各項評估指標間之一致性與正確性；並透過電話及家訪與案主（家）

聯繫了解個案身體功能，以確認評估之可信性及了解評估人員評估進行方

式、時間，以確認每一個案接受評估之品質。同時亦由照顧管理師每月定

期到個案家中抽查，以監測評估之品質。 

2. 務提供單位之品質監測：與服務提位單位之品質監測面向包括服務連結之

時間、是否依照顧計畫 容提供服務、服務更動是否隨時照會中心等，據

此，亦辦理個案接受服務 2 個月後滿意度調查及個案接受服務之抽查，以

確保服務提供之品質。 

3. 個案接受服務之品質監測：照顧管理目的除為提昇個案留住社區之生活品

質外，與確保長期照護資源合理配置亦為重要目標，所以每 6 個月至 1

年照顧管理師需進行個案覆評作業，以依個案身體狀況的改變進行照顧計

畫之改變、調整或結案。 

4. 落實民眾陳情處理流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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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以北縣的發展經驗，期許中央與地方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為： 

一、推動長期照護相關法規的制訂， 予管理中心成立的法源基礎，確認中央與

地方的管理權責與組織定位，並確定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定位。 

二、培植跨領域照顧管理師人力：照顧管理師需涉略之層面極廣，必須同時具備

社工與護理專長，目前雖有部分學校已開設長期照護研究所，但在養成教育

上實屬缺乏，各單位僅能就不足部分加強職前及在職訓練，但長遠來看，結

合正式教育體系進行整合性、綜融性人才的培育，以及後續認證制度的規

劃，為刻不容緩的趨勢。 

三、培訓不同專長的照顧服務員：由於各障礙類別有極大的差異性，現行照顧服

務員訓練課程，無法滿足需特殊照顧技巧之個案所需的專業內容，例如：精

神障礙患者、自閉症者、失智症者，未來應依據特定服務對象開辦專業訓練

課程，或開辦進階課程，以補足實務運作過程的不足。 

四、建立各服務內容不同薪資標準：目前服務費之計算，均以服務時間來計算，

但各項服務內容，所花費之體力與精力不同，以居家服務為例，服務內容包

含備餐、洗澡、陪同就醫等，不同項目應訂定不同薪資標準，避免同翲不同

工狀況。 

五、廣結與培植民間資源參與社區化長期照護之服務工作：隨著民眾對於服務認

知的提升，臺北縣目前已逐漸感受到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例如：居家服務

員人力的供不應求，已造成服務推廣過程的隱憂，尤其是偏遠地區民眾，往

往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順利連結服務。因此，如何開發更多的資源投入服務行

列，尤其是儘速開發在地資源，達成供需平衡，將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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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綱要專科醫師訓練綱要專科醫師訓練綱要專科醫師訓練綱要 
95年 2月 18日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通過 

                                              95年 2月 18日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一條： 

臺灣老年醫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育優秀老年醫學專科醫師，以提昇老年醫

療照護水準，特訂定本綱要。 

  

第二條： 

凡依本綱要之規定，在本會公告之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以下簡稱認定醫院）

完成老年醫學訓練之醫師得向本會申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甄審。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 

第三條： 

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認定由本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辦理之。其職責如下:  

1.    審查訓練醫院之資格。 

2.    審查指導人員之資歷。 

3.    審查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之內容。 

4.    辦理認定醫院評鑑相關之事宜。 

5.    審查及評鑑其他與專科醫師訓練有關之事項。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九至十一名（包括主任委員一名），以及執行祕書一名。主任委

員由理事長提名，其餘委員及執行祕書由主任委員提名，所有人選需提請本會理

事會同意後任命。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資格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資格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資格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資格 

第五條： 

醫院必須符合行政院衛生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資格，並設有老年醫學科（部），

且醫院本身或其建教合作機構需設有老年醫療照護相關之各式急慢性醫療照護

設施，包括門診、急診、病房等單位，以及主管機關評鑑或訪視甲等以上機構式

與非機構式之長期照護服務等部門，以利受訓醫師能在各種不同醫療照護模式中

學習老年病人之診治。其中老年醫學科（部）病房至少需有十床專屬病床，機構

式長期照護床至少需有二十床，非機構式之長期照護老人需有二十位以上。 



 

 311 

 

  

第六條： 

醫院必須具有老年醫學照護團隊，成員包括： 

1.    訓練計畫主持人：負責規劃整合訓練計畫且監督訓練品質。計畫主持人

必須有兩年以上之老年醫學教學與服務經驗、為醫院老年醫學科(部)之專

任主治醫師、且為本會會員，並曾有兩冊或兩篇老年學或與老年族群相關

之著作或論文發表。自本綱要實施五年後，訓練計畫主持人需具備本會老

年醫學專科醫師資格。 

2.    核心指導醫師：至少兩位， 為醫院老年醫學科 (部) 之專任主治醫師且

通過本會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甄審；其中至少一位曾參加本會認可之老年醫

學專科醫師臨床實務訓練三個月（含）以上。自本綱要實施五年後，通過

本會老年醫學專科醫師甄審滿兩年者方能擔任核心指導醫師，核心指導醫

師需有原主專科為內科與家庭醫學科者至少各一人，且所有核心指導醫師

需曾參加本會認可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臨床實務訓練至少一年或曾擔任

本會認可之認定醫院老年醫學科(部)之核心指導醫師至少二年。 

3.    其他成員：院內具有熟悉老年醫療照護專任之相關專科醫師（需包括內

科、家庭醫學科、復健科、神經科與精神科等）、護理人員、社工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臨床藥師等至少各一人，能實際從事老

年病患之照護、協助老年醫學基本知識與技能之教學以及維持跨專業整合

式老年醫學照護團隊之正常運作。其中，護理人員需為老年醫學科(部)專

職人員，其餘人員得由院內其他科(部)派兼。 

  

第七條： 

符合前二條規定之教學醫院得將該院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計畫送交本會審

查，以成為訓練老年醫學專科醫師之認定醫院。本會每年公告認定醫院之名單，

並向行政院衛生署報備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受訓醫師之申請資格及報備受訓醫師之申請資格及報備受訓醫師之申請資格及報備受訓醫師之申請資格及報備 

第八條： 

凡持有行政院衛生署頒發之醫師證書，且曾完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之內科或家庭

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者，得向本會之認定醫院申請接受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

持有行政院衛生署頒發之醫師證書且完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神經、精神或復健科

住院醫師之訓練者，於補足一般醫學臨床訓練，使能通盤處理一般老人之各類急

慢性問題後，方取得受訓者資格。神經、精神或復健等不同科別需補足之訓練時

數與內容等相關細節，由本會與各醫學會商議另訂之。受訓醫師必須是本會會

員，未入會者必須於報備同時申請加入為會員。 

  

第九條： 

各認定醫院接受符合資格者申請參加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時，應於每年八月底

前，掛號郵寄相關資料向本會報備。報備時須繳交之資料如下： 

1.    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醫院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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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人員（包括：訓練計畫主持人、核心指導醫師、其他老年醫學團隊

成員）登記表。初次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或核心指導醫師者並需繳交申請

表。 

3.    受訓醫師登記表以及當年度新增受訓醫師申請表。 

4.    所有當年度新增受訓醫師證件資料：  

(1) 訓練醫院在職證明正本（需註明主專科訓練起迄時間）。 

(2) 臺灣老年醫學會會員證書影本。 

(3) 行政院衛生署頒發之醫師證書影本。 

(4) 執業執照影本。 

(5) 主專科醫師證書影本或受訓證明。 

(6) 主專科為神經、精神或復健科者另需繳交一般醫學臨床訓練證明。 

相關資料，由本會審核通過後發予許可證明，爾後受訓醫師才可參加本會專科醫

師甄審。 

  

第十條： 

如有本綱要第六或第九條所述之訓練計畫主持人、核心指導醫師或受訓醫師的異

動，認定醫院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向學會提出申報。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訓練容額訓練容額訓練容額訓練容額、、、、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內容與方式內容與方式內容與方式內容與方式 

第十一條： 

各認定醫院每名專任核心指導醫師每年最多可接受二位第一年受訓醫師，且每名

核心指導醫師每年最多接受之各級受訓醫師總數不得超過四人。本會得依訓練計

畫內容、認定醫院設施與訓練成效，酌予增減訓練容額。 

  

第十二條： 

專科醫師訓練時間至少一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以從事老年醫學研究或師資培

訓。其中包括神經、精神、及復健相關之老年醫學訓練至少各一個月，老年急性

病房至少三個月，長期照護（含機構式與非機構式）至少三個月，老年醫學門診

（每週至少一次）至少半年。 

  

第十三條： 

專科醫師之訓練以臨床診斷及治療為主，目的在使受訓醫師能全面且完整的學會

老年醫學相關之知識與技能，內容至少需能涵蓋下列主題： 

1.    老化與長壽的科學新知。 

2.    老年人的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相關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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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當使用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從

身體、心理、社會及生活活動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4.    學習與各種不同領域專業人員合作之運作模式，包括：其他專科醫師、

護理人員、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呼吸治療

師、臨床心理師、營養師及藥師等。 

5.    學習與老年人、家屬、同仁、專業學會及社會人士溝通之技巧。 

6.    各種老年病患常見症候群之處置，包括：跌倒、尿失禁、認知功能障礙、

營養不良、譫妄、失眠等。 

7.    老年人常見疾病或不同於年輕人表現之各種疾病或狀況的診治。 

8.    老年人之用藥問題。 

9.    老年人手術前之評估與術後照顧。 

10.醫源性疾病與廢用性病況之預防與處置。 

11.老年病患之照會及轉介。 

12.老年病患的復健原則。 

13.老年及長期照護體系相關資訊與連結。 

14.長期照護機構內住民之處置。 

15.非機構式長期照護個案之照顧。 

16.老年人安寧緩和醫療照顧。 

17.老年人及其家屬心理及社會問題之處置。 

18.了解老年人及其家屬可獲得之社會支持系統。 

19.老年醫學相關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20.老年及長期照護服務之財務層面考量。 

21.老年醫學相關的研究方法。 

22.老年醫學相關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之執行。 

  

第十四條： 



 

 314 

 

受訓醫師除參與老年臨床醫療工作外，其訓練尚需包括： 

1.    參與老年醫學團隊會議：病房之團隊會議至少每週一次、護理之家與居

家照護之團隊會議至少每月二次。團隊會議需留有紀錄備查。 

2.    參加老年醫學相關之學術活動：包括院內或院外老年醫學相關之各式演

講、討論會或文獻研讀會，其中科部自辦之相關學術活動每週至少需有一

次，並留存紀錄。 

3.    老年醫學論文之習作：訓練期間至少需完成論文一篇（中英文不拘；個

案報告、原始論文、或綜論皆可）。 

4.    協助執行科部行政與教學工作。 

  

第十五條： 

認定醫院應針對訓練計畫施行品質管制，定期評估受訓醫師之專科知識、能力、

學習態度以及服務品質，且評估各項教學活動、醫療服務之推動與訓練成果，並

列有紀錄。 

  

第十六條： 

受訓醫師訓練完成並達到訓練目標者，各認定醫院主管單位始得出具完成訓練證

明文件。 

  

第十七條： 

接受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訓練期間不得與其他專科醫師訓練重疊，違反者如經查獲

屬實，依規定取消已通過之本會專科醫師資格或取消參加專科醫師甄審之資格。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訪查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訪查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訪查專科醫師訓練認定醫院之訪查 

第十八條： 

認定醫院須每二年接受一次訪查，必要時得不定期訪查。訪查方式包括書面審查

及實地訪查。本委員會之委員為當然訪查委員，其餘委員由本委員會提名，經理

監事會同意後聘任。 

  

第十九條： 

訪查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1.    認定醫院之設施。 

2.    指導人員（包括：訓練計畫主持人、核心指導醫師、其他老年醫學團隊

成員）之人數及資歷。 

3.    訓練計畫內容之落實情況與品質管制措施。 

4.    受訓醫師的老年病患照護之專業知識與技巧。 

5.    其他與專科醫師訓練有關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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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訪查如有不合規定項目，責令其半年內改善；半年後複評未合格者，本會得停止

其招收新學員或撤銷其認定醫院資格。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二十一條： 

本綱要經理監事會審查通過，並向行政院衛生署報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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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剪影訓練活動剪影訓練活動剪影訓練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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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Speech from Drs. Harrison and 
Patricia Bloom 

 

 

_____(Give names of attending dignitaries)________, families and friends 

of the graduates, and graduating fellows of the Class of 2006,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us to be a part of this very special day.  We are trul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your 

training as geriatricians.  We applaud your courage and vision in 

dedicating your careers to the service of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he 

path will be challenging, but we trust rewarding.  The wisdom and 

richness of life in our older adults continues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fulfillment. 

 

We congratulate you heartily on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day, and on all 

that you have learned in this past year.  We know that you will contribute 

in important ways to the health care system of Taiwan, and that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as competent and compassionate clinicians, 

teachers, and leaders will benefit the lives of the patients and families 

that you serve. 

 

WWee  wwiisshh  tthhaatt  wwee  ccoouulldd  bbee  wwiitthh  yyoouu  ttooddaayy,,  bbuutt  wwee  wwiillll  ccoonnttiinnuuee  ttoo  cchheerriisshh  

oouurr  mmeemmoorriieess  ooff  tthhee  ssppeecciiaall  mmoommeennttss  tthhaatt  wwee  sshhaarreedd..    WWee  aarree  vveerryy  

pprroouudd  ooff  yyoouu..    WWee  jjooiinn  wwiitthh  tthhee  ootthheerr  VViissiittiinngg  PPrrooffeessssoorrss,,  DDrrss..  MMeelliinnddaa  

LLaannttzz,,  RRoobbeerrtt  KKeennnneeddyy,,  FFrreeddeerriicckk  SShheerrmmaann,,  SSeeaann  MMoorrrriissoonn,,  aanndd  EEvveellyynn  

GGrraanniieerrii,,  iinn  sseennddiinngg  yyoouu  oouurr  vveerryy  bbeesstt  wwiisshheess  ffoorr  ffuullffiillllmmeenntt  aanndd  ssuucccceessss..  

  

       Harrison and Patricia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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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RI Geriatric Training Program 

2004 – 2006 of visiting geriatricians: 
 

2004 

12/6-17 Dr. Jeremy Boal 

Director, Visiting Doctors Program 

Mt. Sinai Hospital, New York, NY 

Home Care 

2005 

1/24~2/4 Dr. Gary Kennedy 

Chief, Geriatric Psychiatry 

Montefiore Hospital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Bronx, NY 

Geriatric Psychiatry 

Dementia, Depression 

3/14~25 Dr. Judith Ahronheim 

Professor of Medicine 

Ethical Issues 

Palliative,  

End-of-Life Care 

Drug Use in The Elderly 

4/11~22 Dr. Frederick Sherman 

Director, Senior Health Partners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Geriatric Assessment 

Models of non-Institutional 

Long-term Care 

 

5/23~6/3 Dr. Evelyn Granier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Associate Director, Bronx VA GRECC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Educational Techniques 

Inpatient Geriatrics 

10/10-28 Dr. Melinda Lantz 

Director of Psychiatry 

The Jewish Home & Hospital 

Clinical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 Adult Development 

Mt. Sinai Hospital, New York, NY 

Geriatric Psychiatry 

2006 

1/9-20 Dr. Robert Kennedy 

Chief of Geriatrics at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Mt. Sinai Hospital, New York, NY 

Geriatric Medicine 

3/6~17 Dr. Frederick Sherman 

Director, Senior Health Partners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Geriatric Assessment 

Models of non-Institutional 

Long-term Care 

 

4/3~14 Dr. Sean Morrison 

Vice Chair, Research for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Palliative care/ Palliative care 

research 

 

5/23~6/3 Dr. Evelyn Granier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riatrics 

Associate Director, Bronx VA GRECC 

M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Y 

Educational Techniques 

Inpatient Geria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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