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
MDS VERSION 2.1

台灣版 MDS 2.1

機構照護評估工具使用手冊

作

者

John N. Morris
Katharine Murphy
Sue Nonemaker
Naoki Ikegami

總 校 閱

邱 亨 嘉

翻譯小組

李易蓁．林美娟．李世代．曹智超
毛莉雯．鍾信心．王惠珍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序 一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所帶來日亦成長的照護需求及問題，近年來長期照護一直
是醫藥衛生界討論的重要議題。經過各界幾年來的努力，在台灣照護服務、尤其
是機構的「量」似乎勉可呈現一個「夠用」的景象。然而，撥開這個表象以後，
身歷此領域的任何人都可察覺到「量多」反道是棘手的，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
「均衡」及「品質」才真正是我們今後必須挑戰的重要使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照護品質能否提昇，其關鍵之一在於是否有良好
的工具以制定優質的照護計畫。無論機構式照護或居家式照護，完整的照護計畫
應該以科學方法評值並分析被照顧者的需求，而後再依照個別現有的狀況設定目
標，最後再從現有的資源當中選擇最合適的內容、提供完善之照護服務。唯有此
一貫的程序才能因應個案的照顧需求，提供正確的、合理的照顧服務。
MDS 即是基於提昇照護品質的理念而發展出來的。最早開發的 MDS 主要是
針對護理之家而設計，當個案入住機構時首先可對個別狀況進行全面評估，並進
一步建立多面向之基本資料庫，此資料庫即可成為照護計畫訂定之準則，並可督
導服務品質之改善，乃至作為給付標準之參考依據。而居家照護不同於機構式照
護，照護人員無法在一天 24 小時中，隨時親自掌握個案的狀況，因此 MDS-HC
之設計不但可以評估並訂定照護計畫，也可以借此清楚地掌握個案的狀況及變
化。除此之外，還可依個案疾病的不同、照護需求的不同，制定出不同的照護計
畫，並使工作人員在執行面更加徹底、更加有效率。在美國從 1991 年開始幾乎
所有的護理之家於法源規定下都有義務必須使用 MDS。此後，美國的照護品質
確實已有顯著的改善，具體而言，約束帶及導尿管的使用大幅降低、日常的娛樂
活動亦獲得妥善的安排。
另外，在歐洲各國 MDS 也獲得相當高的評價。有鑑於此，為了能收集不同
國家的意見及經驗，以研究開發國際化的評量工具，所有對 MDS 有甚大貢獻的
學者專家便於 1995 年成立了 interRAI 國際合作研究組織(RAI, 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本人則是在 1999 年以台灣代表會員的身分正式加入該
團體。而其發展的 MDS 評估工具，除了機構版與居家版本以外，尚有 MDS for Post
Acute Care (MDS-PAC)、MDS for Mental Health (MDS-MH)、MDS for Acute

Care(MDS-AC)等版本，各類的 MDS 於美國以外的地區使用時，必須透過 inetrRAI
的正式授權才得翻譯並使用。目前於全世界約有十五語言的翻譯版本，使用的國
家則高達二十二國。台灣地區亦依照規定取得 interRAI 的授權後，首先完成
MDS-NH 與 MDS-HC 之編譯，今後除再接再厲繼續進行其他 MDS 的翻譯工作
以外，也預計成立台灣地區的 interRAI 分會，以負責統籌所有相關的研究發展工
作。
MDS 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兩個版本能順利完成台灣中文版的翻譯工作，身
為 interRAI 台灣代表會員個人感到無比的榮幸，在此要由衷地感謝所有的參予人
員，包括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邱亨嘉副院長的研究計畫同仁，以及前台灣省
公共衛生研究所參予計畫的同仁。另外，由於此兩本翻譯著作所涉及的專業層面
甚廣，因此整個計畫執行的過程中，借助許多先進、同儕的力量，在此也一併致
上最誠敬的謝忱。此外，interRAI 會長─美國密西根大學 Brant E. Fries 教授與亞
太地區負責人─日本慶應大學池上直己教授，除了於台灣版的編譯工作上給予甚
大的協助外，還於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邀請下兩度來台親臨指導，也藉此篇幅表達
個人最深的謝意。
開啟台灣長期照護領域的另一個里程碑是出版此兩本翻譯著作的長程目
標。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的成立是為了建構過內醫藥衛生之智庫，因此希冀將此
兩大研究成果付梓提供研究資源，並帶動更多團體探討相關議題。這兩套評估工
具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需要在「本土化」上多下點功夫，我們或許可以循著這樣
一個詳細的模式概念，再接再厲施行更多的實證研究，發展或改良出一套真正屬
於台灣長期照護的評估工具。希望有心人士，一起共同努力。

藍忠孚
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長期照護委員會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序 二
基本資料庫護理之家版(Minimum Data Set For Nursing Home Resident
Assessment and Care Screening，MDS-NH)係美國健康照護財務局(HCFA)於 1987
年 OBRA 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通過後，委託學者發展之長期
照護機構病人/院民健康功能評估量表。現階段規定各州境內凡屬「老人醫療保
險」(Medicare)及「貧民醫療救助保險」(Medicaid)合約之護理之家在院民住進機
構時必須使用此一標準化的綜合評估量表評估其院民。其主要目的在於獲知長期
照護機構病人/院民住進機構時個別之身體功能(functional)、醫療(medical)、心理
暨社會(psychosocial)、及認知功能(cognitive status)，並進一步統合整理，以建立
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之基本資料，以利治療計畫之訂定及服務品質改善之
督導，並為給付標準之參考依據。故 MDS-NH 可以說是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管理
與照護提供之基本資料庫。
MDS-NH 台灣中文版乃由本人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計畫補助之下，集合臨床
醫師及長期照護實務專家、護理專家就 MDS-NH 之各項評估項目共同修訂。由
於美國之法律、文化及照護科技與我國有差異，因此並非所有評估項目皆可適用
於目前國內之長期照護機構，故修正係屬必要。在引用評估量表時，最大難處在
於文化和照護系統之差異。但為進行跨國比較和確保評估工具之效度，依原版規
定，各語言編譯和原版之差異不得逾 5%，為克服此困難，MDS-NH 在翻譯過程
中係以跨國、跨學校來建立合作團隊。在 interRAI 亞太地區負責人－池上直己教
授，以及台灣區代表會員藍忠孚教授的協助下，本研究小組得以順利進行台灣版
MDS-NH 之編譯工作。
本手冊能順利完成，首先必須感謝審稿和修訂的學者、專家，由於他們的專
業素養與實務經驗以及於百忙之中撥空審閱和修飾，手冊才得以完整詳實的呈現
原意與涵蓋本土化之長期照護狀況，在此由衷的表達佩服與感激。參與的學者涵

蓋不同領域，在醫師方面有家庭醫學、老年醫學與復健醫學，醫師外學者涵蓋長
期照護實務專家、護理學專家以及公共衛生學者，包括負責審稿及讀稿的高雄醫
學大學家醫科劉宏文教授、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李世代所長、高雄醫學
大學復健科曹智超醫師、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鍾信心顧問、長庚大學護理系葉淑
惠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系吳淑如老師、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毛莉
雯助理教授、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護理之家紀淑靜主任以及高雄醫學大學居家護理
王惠珍護理師，在此一併致上最深的謝忱。另外，感謝本研究小組的成員林美娟
小姐和李易蓁小姐，以半年的時間進行手冊之翻譯與整理，彼等的敬業態度，實
為難得。而 MDS-NH 量表中文化過程中與使用者的意見回饋上，感謝高雄天主
教聖功醫院與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給予相當多協助。
最後，感謝國家衛生研究院協助出版此為世界使用之長期照護準則手冊，
期望本手冊能為國內長期照護機構帶來實際幫助，俾利國內長期照護機構在評估
院民狀況時能有一更詳細與更有效之評估工具，以提昇照護的品質，造福所有的
院民。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副教授
邱亨嘉 謹誌
九十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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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一章 概
1-1

論

住民評估工具組成因子概論

長期照護機構住民的照護工作複雜且具有挑戰性，個別照護計畫的形成需
運用各種專業的臨床能力、觀察技巧以及評估專長。住民評估工具（Resident
Assessment Instrument , RAI）可幫助機構人員蒐集在照護計畫中有關住民功能與
需求的正確訊息，同時也協助機構人員去評估照護目標達成的程度，並藉由追蹤
住民的狀況變化而修正照護計畫。當住民的問題界定程序與臨床介入服務合而為
一，照護計畫將成為每一個住民朝著達成或維持其最佳健康水準的唯一途徑。
RAI 幫助機構人員完整地評估住民的狀況。住民的生活品質與照護品質是
同等重要和必須的，因此 RAI 的各種專業團隊都重視住民的照護品質與生活品
質。在 RAI 過程中，飲食、社會工作、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病理、藥劑
及各種活動等專業團隊成員皆參與其中，形成全面性的住民照護，並且團隊之間
的溝通也更加密切。
進入護理機構一般的原因有：身體變差、認知能力衰退、或其他相關因素
所造成的功能問題。當自主能力受限到某種程度時，住民需要其他人協助及接受
治療，才能進行日常生活活動和確保其安全。他們必須運用所有必要的資源以及
藉助各種專業，才能確保達到可能的最高功能水準（照護品質），並維持個體尊
嚴（生活品質）
。這點對長期留院住民而言是實際的，對有復健計畫的住民而言，
則是較有可能恢復到一個較沒有限制的環境。
“問題辨識過程”是臨床醫師專業教育的一部份，例如，護理專業辨識問題
模式被稱為護理程序，它包含評估、計畫、實施與評價等程序。RAI 提供一個應
用至長期照護機構的結構化、標準化問題辨識模式。它不應該，也不曾想要成為
機構護理人員的額外負擔。
所有良好的問題辨識模式應有以下幾個相似的步驟：
（a） 評估－記載有關住民的觀察、資料以及記錄﹔瞭解住民的受限與能力；瞭
解住民。
（b） 決策－決定住民問題的嚴重性、功能受損情形、以及其問題範圍﹔瞭解住
民問題的原因及其間的關聯性﹔找出住民問題的“內容”與“原因”。
（c） 照護計畫－建立一個行動流程來善用個別住民能力與不同專業專長，使住
民朝向特定的目標前進；熟練住民照護的方法。
（d） 實施－藉著機構人員對住民照護目標與方法的豐富知識，將行動流程（特
定的照護計畫介入）向前推進；推行照護計畫的“方法”與“時機”。

-1-

（e） 評價－嚴格地檢查住民照護計畫目標、介入、與施行成果，並評估改進照
護計畫的需要（例如，改變介入方式）以適合住民狀況的改變（不是變好
就是變差）。
問題辨識程序看起來像是一個路徑，本手冊將在各章節中強調整個路徑的
各個論點。

評估
(MDS/其他)

t

決策

t 發展照護計畫 t 實行照護計畫 t 評價

(RAPs/其他)

RAI 是問題解決取向的及動態的，它是一個幫助機構人員去獲得及分析資
料以改善住民照護品質與生活品質的實用性工具。在一個已經負荷很大的團隊
中，RAI 提供一個清楚的路徑使不同專業團隊的所有成員隨時可派上用場。因
此，RAI 的加入絕對不是一個額外的工作而且也不應將之視為外加的一層勞動。
瞭解 RAI 評估過程以及成功使用它的關鍵在於：必須相信 RAI 是為了加強
住民照護以及提昇住民的生活品質而設計的。這不只是因為它根據不同的專業問
題解決模式，同時也是因為所有機構人員均被納入 RAI 的實際運作中。也就是
說，RAI 是一個平順相接的過程，並且也是一個能讓各專業團隊有良好溝通與簡
單追蹤住民的過程。簡而言之，它是有用的！
RAI 被實行後的這幾年，各機構已經發現其作用，例如：
(1)住民對個別化的照護有反應－在我們討論 RAI 的其他正向反應時，良好的
住民結果（包括住民的照護品質與生活品質）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當機構
找出住民個別的問題和問題起因之後，機構找出適當的特定照護方法，因
此達成照護目標，住民的功能不是改善就是惡化速度較慢。機構報告指出
當個別化的注意力增加，住民的生活滿意度也相對增加。
(2)機構人員的溝通變得更有效－當機構人員參與連續性的評估，並且對於住
民照護計畫的決定與發展有所貢獻時，他們對照護計畫的承諾與瞭解就會
提升。所有層級的機構人員（包括病患服務員）
，在照護過程中各司其職。
瞭解住民問題的可能原因 與使用住民評估準則（ Resident Assessment
Protocols , RAPs）找出解決方法，將磨練機構人員的專業技巧，並且使機
構人員將注意力放在住民的個別性上以及做全人化考量。
(3)住民及家屬對照護的參與增加－住民及家屬對照護計畫過程參與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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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況已顯著改善，而且也更容易得知住民個別的能力、問題、及喜好。
機構人員對住民有更多瞭解，而住民及家屬也對照護目標和過程有更好的
瞭解。
(4)文件變得更清楚－當達成特定目標的方法被瞭解和確定，就不再需要大量
的文件資料。同樣地，當機構人員之間對住民的照護問題有效地溝通，就
不再需要重複性的文件，而且也不會產生彼此矛盾的看法。此外，新進機
構人員、顧問、或其他人員在檢視記錄時，將更清楚住民的相關文件資料，
且更容易完成追蹤照護與成果。
為了有效使用 RAI，本手冊試著藉由說明與舉例，提供一個更清楚的指引
方針，也因此幫助機構達成以上所列的優點。
為了配合 1986 年醫學會(IOM)研究所完成的改善護理之家照護品質的建議
事項，RAI 提供每一個住民一個標準化、全面性、可再現的評估。於此可評估住
民日常生活功能，以及鑑定住民功能上的明顯缺損。基本上，在定期完成 RAI
時，照護人員對住民將有實際與一致的看法，並且能夠在現有實際目標下達成住
民的需求。
在一致性的項目定義之下，RAI 確保機構內與機構間有標準化的溝通（例
如，其他的長期照護機構或醫院）。基本上，當每一個人說相同的字句，誤解或
錯誤的機會就會減少。
RAI 包含三個基本的組成：基本資料庫（Minimum Data Set , MDS）、住民
評估準則（Resident Assessment Protocols , RAPs）
、以及使用指導方針(Utilization
Guidelines)。本手冊將詳細討論之。
使用 RAI 三個組成元素可以得知住民功能狀況、優缺點及個人喜好，並且
一旦問題被確認之後，可提供進一步評估的指導方針。每一個組成很自然地如下
列方式導入下一個組成：
y基本資料庫(MDS) 指的是一組臨床功能要素的核心篩檢項目，包括一般
定義以及註碼的類別，形成長期照護機構所有住民全面性評估的基礎。此
項資料使得機構內、機構間、機構與外面的政府機關之間，對住民問題有
一個標準化的溝通。
y住民評估準則(RAPs) RAPs 是結構化、問題導向的架構，用以整理 MDS
的資料，並可檢驗與住民有關的進一步臨床資訊。RAPs 可幫助確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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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學的以及心理的問題，並形成個別照護計畫的基礎。
y使用指導方針(Utilization Guidelines) 說明 RAI 的使用時機與方法。

1-2

建議事項

本手冊是為了滿足那些熟練 RAI 以及剛開始使用 RAI 的機構人員的需求而
設計。
對於使用過 RAI 的人，本手冊將指出新版的內容，且本手冊將成為一本參
考書。雖然 MDS 項目有改變，但是完成過程與應用方式並沒有改變。您將發現
各章節中新的項目與修正後成為具延伸性的項目，也會發現個案討論與範例提供
了有關如何完成 RAP 程序與需要何種文件的方向。
如果是使用 RAI 的新手，您會發現此手冊是一本無價之寶。
以下的概念交錯形成本手冊的主題：
A.住民是有能力的個體，同樣的也有功能的缺陷與問題。
B.每一個問題的可能原因及進一步評估、解決或介入指導都在 RAPs 中說
明。
C.住民照護的不同專業處置是很重要的－在評估及擬定住民照護計畫兩方
面都是。
D.良好的臨床實務需要充實的、完整的評估。
基本上，本手冊是以標準化的項目定義為基礎來評估住民需要和功能衰退
情形，呈現一個按部就班的系統。然後它會幫助思考住民臨床狀況的可能原因，
以及造成此狀況的危險因素。此豐富資料提供各專業團隊根據住民的特性、個別
性推行實用的住民照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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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RAI 的使用建議
評估
(MDS/其他)

t

決策

t 發展照護計畫 t 實行照護計畫 t 評價

(RAPs/其他)

本章簡單介紹 RAI 的內容，並介紹 RAI 實施的程序。有一些實施程序需依賴法
令、政府規章以及 HCFA 的使用規定，但是其餘的則是以使用 RAI 的機構的成
功經驗為基礎。

2-1 RAI 的內容
RAI 至少包括以下幾項：
y基本資料庫（MDS）
y引發項目（Triggers）
y住民評估準則(RAPs)
y使用指導方針（Utilization Guidelines）
以美國的情形而言，在每一個住民使用 RAI 的全面評估時，有部分美國州
政府要求一些必須額外完成的 MDS 項目（稱之為 MDS+）。在本手冊中，是以
一個標準的ＲＡＩ為架構，您可視狀況酌予加入其他項目。

每次需完成全面性的評估時，長期照護機構需完成以下幾種評估：
yMDS＋任何額外要求的項目；
yRAP 總結表(RAP Summary form) 機構需指出有哪些 RAPs 被引發、在
RAP 評估過程中記錄訊息的位置，以及最後的照護計劃決策﹔
y臨床資料的文件（例如，評估的資料）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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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 RAP，用於協助照護計畫及

以下是整個 RAI 的架構圖：
MDS +
(評估)

引發項目 + RAPs → 全面性的評估
（使用準則）

茲說明如下：
1.基本資料庫（MDS）
：由篩選和評估細項組成，包括構成全面評估基礎的
常見定義和註碼的類別。
2.引發項目（Triggers）：住民對一個或多個 MDS 細項的特定反應。藉由引
發項目可辨識出住民的特殊問題，並進一步使用 RAPs 來評估。在 RAPs
和引發項目選擇表(Trigger Legend form)中將詳細說明每一個引發項目所
對應的 MDS 項目註碼。使用時，必須再回頭檢視 RAPs，以回顧這些 MDS
項目和相對應的 RAP 指導方針。當熟悉了 RAPs 的引發項目和指導方針
之後，引發項目選擇表將彙整所有引發 RAPs 的 MDS 項目反應，而且如
果機構使用它的話，將會獲得很大的幫助。此一表單只是一個工作表，並
不是一個必要的評估表，不需要保留在每一個住民的病歷記錄中。
3.住民評估準則（RAPs）
：用於整理 MDS 資料，以結構性的問題導向架構，
提供進一步檢查住民健康問題或功能狀態的相關訊息。機構臨床人員有責
任回答以下這些問題，包括：有哪些問題是需要立即被注意的？有哪些重
要危險因子？有哪些議題讓你因為質疑 RAP 而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態
度？總而言之，MDS 和 RAPs 的資料將可形成住民個別照護計畫的基礎。
4.使用指導方針（Utilization Guidelines）
：說明 RAI 的使用時機與使用方法。
每次完成 RAI 的全面評估後，必須適當地評估與修正個別的住民照護計
畫。機構可以改變原本的照護計畫或者是制訂新的照護計畫。
除此之外，與住民狀況有關但不必要包含於 RAI 之中的其他資料，可記錄
於住民活動記錄中。住民活動記錄需包含進展記錄或機構特定流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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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AI 的評估種類與評估時間
雖然以下所討論的 RAI 評估是需要在特定時間內進行，但是為了透過現行
的評估達到每一位住民的需要，機構並不完全被限制在這些特定的時間點上。同
樣的，在這些規定的時間點完成 RAI，也不一定能夠滿足機構完成全面性評估的
義務。機構必須負責評估與住民有關的部分，不管這些部分是否包含在 RAI 當
中。
完整 RAI 的評估，首先需完成 MDS 以及檢視所引發的 RAPs，接著在 RAI
完成三天之內，制訂或審查住民照護計畫。以下是不同評估類型的總表：
評估類型
住進機構（初）評估
年評估
季評估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

評估的時間
必須在住民住進機構 7 天內完成
必須在最近完整評估的 12 個月內完成
至少每三個月做一次評估
必須在確定健康明顯改變後 7 天內完成

住進機構（初）評估（Admission /Initial Assessment）
使用時機：
（1）第一次住進機構；
（2）離開機構後，在未告知機構的情況下，
再次住進機構。
如果住民第一次住進機構或者是在上一次離開機構之後無預期的再次住進
機構，則需在住進機構後 7 天內完成住進機構評估或初評估。這 7 天包括週末。
在計算日期時，住進機構當天記為“0”。例如，如果住民是在星期三早上 8：30
住進機構，則需在下個星期三完成 RAI。如果住民在住進機構 7 天內死亡或離開
機構，則不管在 RAI 上完成了那個部分，都必須在住民的離開機構記錄上記載。
在結束記錄時，機構應說明為何沒有完成 RAI（死亡前或離開機構前未完成的項
目應留白）。

各專業團隊可在第 7 天結束前任何時間開始及完成初評估。因應機構要求， MDS
可以在住進機構時完成。然而，機構人員必須仰賴住民及其家屬提供充分的資
料，並配合轉介文件，以當作是這段期間用來註記每一個 MDS 項目的訊息來源。
早點完成 MDS 和 RAPs，對於評估與照護短期留院的住民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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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王小姐於 9 月 1 日（星期五）住進機構。機構人員所預定將在 9 月 4 日完
成評估，也就是說 9 月 4 日是所有 MDS 項目的觀察期的最後一天（例如，對於
需要 3 天觀察期的項目往回算 3 天，需 7 天觀察期的項目往回算 7 天，以此類推）
。
如果這是初評估，則機構人員必須仰賴住民以及家屬提供資料，並配合轉介文件
來完成那些需要觀察超過 3 天的項目。機構人員在 9 月 4 日完成 MDS（注意：
預定評估完成日期（A3）並不需要與協調護理師在完成 MDS 時所簽的日期相
同）。機構人員利用三天時間使用 RAPs 引發項目去評估住民，並完成所有相關
的文件，包括 RAP 總結表以及協調護理師的簽名。
李小姐在星期一晚上住進機構。機構人員審查住進機構文件、與醫生討論、
並在當天和她短暫地會談。在接下來的 7 天，從她和她姊姊那裡蒐集更多的資
料。在這個案例中，預定評估完成的日期訂在下星期三，且所有相關團隊的觀察
在那一天之前完成。MDS 和 RAPs 在該週三完成(住進機構後第九天)，協調護理
師在 MDS 上簽名的日期為星期三。因此，星期三就是協調護理師完成 RAP 總
結表的日期。

如果住民在評估期間離開機構前往就醫，並且又再次住進機構，而且在住
進機構前大部分的初評估已經完成，而住民的健康狀況又沒有明顯改變的話，則
繼續使用原先的評估結果。否則，必須在再次住進機構的 3 天內重新開始評估。
先前完成的部分應該要保存在病歷記錄中，並特別註明因為住院治療的關係，此
評估是重新開始的。
根據經驗，有些 MDS 項目即使沒有要即刻確認（例如，營養狀況與營養需
求），在住進機構之後一個小時內即可完成這些項目的評估。其他項目最好是觀
察一段時間（例如，住民或機構人員互動的情形）。各團隊應就住民的需要依序
進行評估，例如，如果新住民因呼吸短促與低血壓住進機構，則應儘速評估住民
的心肺功能。同樣地，如果住民因為被送進護理之家而對家屬感到憤怒，或者是
感到極度悲傷的話，最好是先評估其生活習慣、心理幸福感、憂傷情緒等項目。
年度評估（Annual Assessment）
年度評估必須在最近施行完整評估的 12 個月內完成。在每一年的追蹤日結
束前的任何時間點皆可進行年度評估，但是必須在最近一次完整評估後的第 365
天內完成。如果在此期間曾做過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則時間需重算，即下一
次評估應在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之後算起的 365 天內。如果機構想要錯開評估
的日期，可提早規劃定期評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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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Significant Change in status Reassessment）
機構有責任評估住民的健康狀態並介入以協助住民達到身體、心理、幸福
感的最高可能水準。假若不同專業團隊人員認定住民的健康狀況有明顯改變（不
管是變好還是變差），他們應將此訊息告知住民的醫師，並諮詢有關健康狀況改
變的問題。當專業團隊成員彼此間對住民的健康狀態有不同意見時，應諮詢機構
的醫療主管。
採用進展記錄上的住民臨床狀況作為健康狀況明顯改變初步認定的資料。
一旦需要提供適當的照護給住民時，就要完成全面性的評估，但是不能晚於確定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的 7 天後。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是指住民的健康狀況有如下的明顯改變：
1.非自我痊癒的（not self-limiting）﹔
2.影響一種以上的住民健康功能﹔
3.需要各科別的評估或修訂照護計畫。

所謂“自我痊癒”是指：在沒有進一步介入，或者是機構人員採取臨床介入
的情形下，健康狀況自然地恢復。例如，正常情況下，非計畫性的體重減輕 5%，
將促進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的進行（見“決定住民健康狀況改變準則”）
。然而，
如果住民罹患流行性感冒、感到噁心、或者腹瀉，則體重的減輕是可預期的結果。
在這種情形下，機構人員應監控住民的健康狀況並嘗試不同的介入方式，以改善
此立即性的體重減輕。如果住民沒有脫水情形，而且在症狀消除之後體重又開始
增加，則不必另行完整評估。機構需視住民的臨床症狀與症狀嚴重性，監控住民
健康狀況一段適當時間。一般而言，如果健康情形在兩週內沒有獲得改善，機構
人員應開始進行完整評估。這個時間並非硬性規定的，而應該是根據臨床判斷並
且以住民需要為主。
另外，有一些健康改變情形可能是非永久性的，但是對住民的整體健康有
影響，此時，必須進行全面性評估以及修訂照護計畫。例如，髖關節骨折可被視
為暫時性的情形，但它卻影響一種以上的住民功能（例如，走動、上廁所、排尿
（便）情形、活動）
，因此應該藉由 RAI 評估，全面檢查影響住民功能以及日常
活動的健康改變。因此，健康狀況明顯改變指的是“明顯的”或“永久的”改變，但
不必是既明顯且永久的改變。
如果改變的情形是一致的，就必須進行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例如兩種
或兩種以上的功能同時衰退，或者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功能同時改善。這可以包括
在特殊範圍內的兩種改變（例如，ADL 中的兩種功能衰退或改善）
，住民是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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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健康狀況明顯改變，必須仰賴臨床上的判斷。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的標準（請注意：這並非是所有的項目）
衰

退
y任何 ADL 身體功能的惡化，新的註碼為 4、5、6 或 8（廣泛的協助、最大
的協助、完全依賴、沒有此項活動發生）。
y被記錄為不容易改變之行為問題之項目增加（即 E4（B）項目下註記為 1 者
增加）。
y住民的決策能力改變，從 0 或 1 轉成 2、3 或 4。
y住民的失禁類型改變，從 0 或 1 或 2 轉成 3 或 4 或 5。
y出現憂傷或焦慮的情緒且為不易改變之問題。
y出現不能解釋的體重減輕問題（30 天內改變 5％或者是 180 天內改變 10％）
。
y開始使用軀幹約束或可預防站起的椅子（例如，椅子固定帶）。
y住民出現被評為不穩定的情形或疾病。
y出現第 2 期或更高分期的壓瘡，而之前沒有出現該分期的壓瘡。
y住民健康情形的整體惡化，住民需接受更多的協助（如在 ADLs 的表現或做
決策方面）。

【範

例】

田先生不再理會機構人員對停止其尖叫行為的要求。此尖叫行為目前天天發
生，而且治療完全無效。他開始拒絕照護，當機構人員協助他做日常活動時，他
會把機構人員推開。這是一項明顯的改變，而且因為行為問題天天發生，需要採
取新的方法去改變這些行為，所以有必要重新評估。田先生的行為問題可能有很
多的原因，重新評估將使機構人員有機會去檢視造成田先生破壞性行為的可能疾
病、環境壓力或其他可能原因。

改

善
y任何 ADL 身體功能的改善，之前註碼為 4、5、6 或 8 者轉為 0、1、2 或 3。
y被評為不易改變的憂傷或焦慮情緒的行為問題項目減少
y住民的決策能力從 2 或 3 或 4 轉成 0 或 1。
y住民的失禁類型從 3、4、5 轉為 0、1、2。
y住民健康情形的整體改善，住民接受更少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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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簡太太在 8 週的急性住院治療之後，目前已經住進機構 5 個星期。在剛住進
機構時，她非常的脆弱，有思考的問題，精神混亂而且有許多行為併發症。經過
治療之後，她已經改善許多而且情形已經穩定了。她不再混亂與激動。所有相關
人員，包括：住民、家屬、機構人員，都認為她有明顯的進步。此時有必要再重
新評估。和剛住進機構時相比，她已經不是當時候的她了，她原先的問題已經被
解決了。重新評估使得各專業團隊重新思考簡太太的需要，並為將來的照護過程
訂立新的計畫。

如果機構選擇經常地使用 MDS 進行全面性評估（例如，每週或每個月都進
行評估），對於不嚴重的健康狀況改變或住民健康暫時性改變即不需要再評估。
然而，即使是不需要評估，機構人員也應該要注意住民病歷上的暫時性健康狀況
改變，並且做必要的臨床介入。在此種情況下，住民的健康情形被預期會在短期
內回復到原來的情形。
◆ 什麼時候住民健康狀況改變是不重要的(請注意這不是所有的條文)
y病歷中所記載易由專業團隊採取矯正計畫改善的病因（例如，施予臨床上有
效的精神病藥物劑量，但使用後仍引起預期性的副作用，此時，應記錄和
監控用藥量，但不需要進行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
y專業團隊認為會完全復原的短期急性疾病，例如輕微的發燒。
y與先前診斷的疾病有關的可預測週期性臨床徵候。
y住民在目前的照護過程下有大的進步。只有在健康情況保持穩定的情形下需
要重新評估。
y住民的健康情形穩定，但不久將離開機構。機構方面與住民及家屬已經在討
論住民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必進行全面性的重新評估。
y在疾病末期，完整評估是可選擇的，需視住民是否可以從中獲益而定，但是
機構依然有責任提供必要的照護與服務，以協助住民達到其最高可能幸福
感。無論如何，在面對臨終問題時，機構應判斷問題的嚴重性與住民的需
要，並實際行動，且應決定有沒有必要進行全面性的重複評估（MDS 中最
常見的項目是 J5c，表示疾病末期，存活時間只剩不到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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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麥先生住在這個機構已經兩年半了。他是機構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最愛，同時
他的女兒也在這個機構當志工。麥先生目前處於失智症末期（診斷結果可能是阿
茲海默症），此外，他有復發性肺炎以及吞嚥困難。家屬皆清楚他目前的狀況，
但是未對他說實話。目前，他住在一個特殊的失智單位，機構人員對於這類病人
有仔細的照護方式，而且其女兒也積極參與照護計畫。當他的健康情形發生變
化，機構人員及時地以高品質的照護方式處理，所以當他的健康狀況衰退時，機
構人員就沒有必要再去對這個臥床的末期病人進行新的 MDS 評估。
高太太住進機構時，被確認有問題且對於治療也有反應。她的健康狀況有改
善且達到穩定狀態，預期將在五天內離開機構。原先的 RAI 用以協助設立照護
目標以及進行照護，此時照護方式需在保證有持續性改善的狀況下被修正。治療
結果如期改善了住民問題健康狀況的病因，故在這次離開機構時不必再重新評估
住民狀況。記住，當住民的健康情形已達穩定時，機構有 7 天的時間去完成評估，
而如果高太太在這段時間內離開機構，則不必進行新的評估。如果住民改變離開
機構計畫或者是不離開機構了，則必須在 7 天內完成新的評估。
彭太太同樣對照護方式有反應。然而不像高太太一樣，她是持續在進步。她
離開機構的日期還未定。從照護方式中，她得到幫助且身體功能似乎有可能完全
復原。換句話說，其治療重點是適當的，且彭太太已經有進步，機構人員處於治
療上的優勢，此時無法從新的評估中獲得任何新的訊息。然而，如果要保持其穩
定，而又不急著離開機構的話，則有必要重新評估。

季評估（Quarterly Assessment）
為了追蹤評估期間內住民健康狀況，故應進行季評估，以確認住民健康狀
況發生明顯改變的臨床指標。每 12 個月期間至少需完成三次季評估以及一次完
整評估。
即使在每 3 個月期間需檢查一些重點項目，機構可以變化或交錯評估時間
表（例如，某機構選擇在 2 月、5 月、8 月和 11 月評估所有的住民，而另一家機
構可能選擇將評估時間交錯，有些在 1 月，有些在 2 月，有些在 3 月，而第一組
的再次評估則在 4 月）。
住民健康狀況的評估需使用季評估的重點項目。HCFA 指定了一些在季評估
中需完成的項目，除非有另外指定的評估表，否則應使用此季評估表。在進行季
評估時，機構也可能同時評估其他項目。進行季評估之後，如果有必要的話，需
修正照護計畫。季評估所指定的項目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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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評估表的重點項目
A 部分：身份資料與背景資料
A1－姓名
A2－房間號碼
A3－預定評估完成日
A4－再次住進機構日期
A6－病歷號碼
B 部分：認知能力
B1－昏迷
B2－記憶
B4－日常生活事務決定處理的認知能力
B5－譫妄指標－間歇性思考/意識障礙
C 部分：溝通與聽覺
C4－讓別人理解自己表達意思的能力
C6－理解別人表達意思的能力
E 部分：情緒與行為
E1－憂鬱、焦慮與憂傷情緒指標
E2－情緒持續
E4－行為問題
G 部分：生理功能與身體問題
G1－ADL 自我表現
G2－沐浴
G4－關節活動限制
G6a,b,f－移（轉）位方法
H 部分：過去 7 天的大小便控制情形
H1－大小便失禁
H2d,e－排便型態
H3a, b, c, d, i ,j－用具與計畫
I 部分：疾病診斷
I2j＆m－感染
I3－其他最新的或較詳細的診斷
(過去 90 天內影響 ADL、認知狀態、情緒與行為狀況、治療、護理監控或具死
亡危險的疾病)
J 部分：健康狀況
J1c, i,&p－健康問題
J2－疼痛症狀
J4－意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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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狀況穩定性
K 部分：口腔/營養狀態
K3－體重變化
K5b, h,＆i－營養途徑
M 部分：皮膚狀況
M1 –潰瘍情形
M2 –潰瘍形式
N 部分：娛樂活動型態
N1－清醒時間
N2－參與活動的平均時間
O 部分：用藥情形
O1－藥物種類
O4－使用精神藥物
P 部分：特殊治療與處置程序
P4－身體約束
Q 部分：離開機構可能性與整體狀況
Q2－整體照護需求的改變
R 部分：評估者資訊
R2－完成評估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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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成 RAI 評估並確認其正確性
參與評估
RAI 的評估需由健康專業人員來執行或合作，最好由不同臨床背景的專業
人員來完成。這樣的專業團隊將他們的經驗與知識結合以求更能夠瞭解住民的優
缺點、需求以及喜好，以確保能有最好的照護品質與生活品質。整體而言，所有
相關團隊成員的參與將激勵更主動與更恰當的評估以及照護計畫過程。
只要能正確進行評估，機構有彈性決定由誰來進行評估。通常，機構賦予
有執照的機構人員完成 RAI 的責任，而在大部分的情形中，參與評估過程者為
有執照的專業人士。機構必須確保所有參與評估過程的人，皆具有正確完成全面
性評估的知識。
執行 RAI 的協調護理師必須完成評估及簽名。如果機構中沒有協調護理
師，可以藉由聘僱一個協調護理師來滿足此目的。在此情形下，負責照護住民的
護理人員應參與住民評估過程並制訂住民的照護計畫。
主治醫師也是 RAI 評估過程的重要參與者。機構對住民的立即性照護，需
要經由醫師評估以及檢視檢驗結果。再者，主治醫師可以提供 MDS 與 RAPs 有
用的資料，而且也是準備住民照護計畫專業團隊中的一員。
某些層面的評估程序需依照規定進行，但仍有許多的彈性保留給院方決定
如何將 RAI 整合成每日的運作。例如，機構應制訂自己的政策與程序以完成以
下幾點：
y
y

y
y
y

y

訓練負責進行全面性評估的機構人員，以及必須參與的機構人員。
分派 MDS 的各個部分給對住民有相關臨床瞭解的機構人員，例如護士、醫
師、社工、活動專家、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藥
師。
確定住民及其家屬積極提供相關資料以及參與做決定的過程。
確定所有固定照護住民的無執照工作人員的意見被包含在評估過程當中（例
如，病患服務員、活動助手、志工）。
確定所有相關的機構人員（包括病患服務員）都了解那些可能會影響評估準
確度的資料，或者是最近有關進行“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的相關訊息，以
及住民健康狀況改變的報告。
教導機構人員如何根據現存的住民評估結果與照護計畫，整合 MDS 上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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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正確性與確定評估的完成
每一位完成部分評估的專業成員皆需簽名並確認評估的正確性。完成部分
評估時，應簽名、註明日期，並指出所完成的部分，而協調護理師則是必須簽名
以確認 MDS 已經完全完成，並且在其他人完成他們所負責的 MDS 部分之前，
協調護理師者不能簽名也不能聲明評估已經完成。如果協調護理師自己完成所有
的 MDS，則護士只要簽名以示負責就可以了。
此外，協調護理師亦需在 RAP 總結表簽名以表示完成了 RAI 的評估。以住
進機構評估而言，協調護理師需在住民住進機構後 7 天內，在 RAP 總結表上簽
名並註明日期。然而，沒有硬性規定每一位完成 RAP 的團隊成員都要簽名以及
註明日期，但是我們認為在所有病歷記錄中，其他的團隊成員應在文件上簽名。
無論如何，理想上，每一位團隊成員應清楚地在文件中簽名，並指出他們所完成
的部分、列出他們的職稱、以及完成該部分的日期。
非完成評估者不可將病歷記錄或將 RAI 追溯至更早的時間。如果有人完成
MDS 的一部份但無法簽名，則另外的團隊成員應該重新檢視評估表並且簽名負
責。機構應建立發生此種情形時的責任歸屬政策，而填寫評估訊息的機構成員也
必須在 RAP 總結表上簽名以及註明完成評估日期。在完成評估之後，機構有 7
天的時間完成照護計畫的制訂，而且可以在 RAP 完成 7 天內填寫照護計畫資料。

RAI 記錄的複製與 RAI 的保留
機構必須保留住進機構評估、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年度評估、季評估資料（包
括 MDS 和 RAP 總結表）
機構必須保留住民病歷記錄的評估資料 15 個月，包括先前 15 個月的所有
的 MDS 評估表、RAP 總結表、以及季評估表。只要評估資料集中儲存，而且所
有需要照護住民的機構人員能夠取得這些資料，則機構不必將資料儲存在同一活
頁夾中，可以選擇將評估結果及照護計畫訊息保存在不同的活頁夾中或不同的工
作本中。15 個月之後，可以逐漸從病歷記錄中淡化 RAI 資料，同時將之儲存在
病歷室，以便臨床人員或政府機關檢查員要求時可以輕易地取得。
如果住民重複住進機構，則這 15 個月的評估資料保留期不需重新計算。在
某些情況下，因為病床支配政策的關係，當住民暫時離開機構（例如，住院治療）
，
機構必須結束其評估記錄，而且當這個住民重新回到機構時，機構開啟新的記
錄。機構或許會複製先前的 RAI 並將之轉錄到新記錄上，因此，可複製前 15 個
月的評估資料到新記錄上。機構可能制訂關於處理重複住進機構問題的特殊政
策，但是對每一次重新住進機構而言，RAI 資料的 15 個月保留期並不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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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機構有電腦病歷記錄（不是用任何的紙張記錄）
，且電腦系統達到下列
最低標準，則機構就不需要保留 RAI 的電腦資料列印稿：
y電腦系統必須保留評估資料 15 個月，並且在有要求時能夠列印所需的評
估結果。
y機構需有備份系統以防止資料的流失或受損。
y資料需隨時能夠被機構人員以及檢查者所取得。
y電腦系統需能夠保護臨床資料機密。

2-4 完成 RAI 的資訊來源
欲正確進行全面性評估，需從許多來源蒐集有關住民的訊息。每一位參與
評估的相關專業成員應確實觀察，與住民、住民家屬或者其他團隊成員晤談
，並檢視所得到的訊息。同樣的，住民與直接照護人員之間的互動將使住民記
錄確定有效。
以下的訊息來源是完成 RAI 時須使用的。即使不是必要的，評估過程的檢
查程序也要遵守以下的規則：
y查閱住民的記錄 不管是住進機構評估還是追蹤評估，查閱的範圍包括：
住進機構前、住進機構記錄或轉院記錄；目前的照護計畫；最近的醫師記
錄或醫囑；與服務有關的文件；近來診斷或其他檢驗測試的結果；每月的
護理總結記錄及之前 60 天醫療諮詢的結果；之前 30 天的用藥記錄。
y與住民交談及觀察住民
y與直接照護者交談（所有值班的病患服務員、活動中的助理人員）
y與最近觀察、評估、治療住民的有執照專業人員交談。交談可以建立在討
論上或者可要求有執照機構人員說明他們對住民的瞭解。
y與住民的醫師交談
y與住民家屬交談 不是所有的住民都有家屬。對一些住民而言，他們的家
屬可能無法前來，或者是住民要求他們不要來看他。當家屬沒有參與時，
會有其他人與住民很親近，而住民也希望與這個人接觸。

查閱住民記錄
一開始，可以先檢查住民病歷以瞭解在幾天內所有輪班人員對住民狀況所
做的描述。然而，從住民病歷開始並不是意味著它是最關鍵的訊息來源，它只是
一個方便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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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住進機構 檢查前兩週所寫的檢查記錄（假設這 14 天完全用於完成評
估）、住民住進機構時所帶來的證明文件、以及住進機構評估表（社會服務
記錄）。如果住民是轉介住進機構的話，則需檢查從另一個護理之家所得到
的 MDS 及 RAPs 的評估結果。很明顯的，直接轉錄先前機構的 MDS 是不
恰當的。
後續的再評估 應著重於先前 MDS 評估與季評估的記錄資料，前 3 個月內
所作的資料記錄以及前 30 天的記錄。
以下是檢查住民記錄時的一些重要考量：
y檢視記錄上的文件資料，並隨時確認 MDS 所要求的定義。確定記錄上的資
料與 MDS 的定義相符（例如，如果住民使用輔具，則需在使用輔具時進行
自我執行能力的評估，例如，活動時使用助行器；相似地，根據 MDS，一
位使用導尿管但保持“乾燥”的住民，其大小便控制型態應評估為“能夠自制
的”）。
y確定從記錄上得到的訊息與 MDS 項目所指定的觀察期一致。MDS 對每個
項目指定特定的觀察期：例如，ADL 的狀態是根據前 3 天期間的住民表現
而定。為確保一致性，MDS 建立了所有項目的評估參照日期（A3）
。所以，
應注意到 MDS 各部分的觀察期以及第三章的逐項說明。
y一開始就對矛盾之處保持警覺並檢查住民病歷。在評估的過程中解釋並且記
錄這些有矛盾的資料。對於病歷中與口頭資料或生理評估結果不符的資料
保持警覺性，並且和其他各專業團隊成員（例如護士、社工、治療師）討
論此矛盾之處。病歷資料可被信賴的程度有賴於記錄系統的完整性，因此
必須小心觀察記錄中常常包含的資料（如，目前的服務重點、照護計畫、
流程表、藥物治療表）、病歷中保存了哪些不同類別的資料；更重要的是，
應注意到病歷中遺漏了哪些資料。
y在病歷資料十分仔細並符合 MDS 的敘述和觀察期一致之處，完成 MDS
有一些 MDS 項目可以完全完成，但是絕少 MDS 項目可以根據病歷資料完
全被完成。無論如何，大部分項目需要其他來源的訊息以完成全面與精確
的評估（如住民、住民家屬、與機構職員）
，至於未完成或有矛盾之處應在
討論的地方做說明。這個說明可以協助擬定照護計畫，以及加強住民、家
屬或機構人員之間的聯繫。這樣的說明不必被保留成住民永久記錄之一部
分，它只是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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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當觀察、交談、或與其他人討論住民的狀況時，應同時檢查病歷中所得到訊
息的正確性。

與住民交談及觀察住民
住民是主要的訊息來源，也可能是許多項目訊息的唯一來源（例如，生活
習慣、活動偏好、視覺、聽覺、對過去角色的認同以及在某些情形下的問題狀況）
。
有許多 MDS 項目只被記錄在病歷上，而完成的 MDS 最後將成為這些訊息的唯
一來源。
為了瞭解與觀察住民在機構中的日常生活活動，應熟悉 MDS 項目，例如，
協調護理師可以在給藥時、用餐時、或住民問問題時，進行觀察以及與住民互動。
與住民互動是一個證實機構工作人員對住民問題判斷的重要因素。總之，需自行
衡量住民所言的真實性，以及所觀察到不同於病歷記錄和機構人員記錄資料的住
民健康狀況。
為了使評估的進行更有效率，可以建立一個有彈性的住民晤談及觀察架
構。應小心傾聽住民並觀察住民以取得必要的訊息，而且，即使住民很難有反應，
最好還是試著與住民互動。反應困難的程度和特性以及非口語反應（如，害怕）
提供了重要的訊息，因此機構人員在蒐集訊息上有必要有敏銳的判斷。

與直接照護人員溝通
直接照護人員（如病患服務員、活動助手）和住民天天接觸，而且通常是
住民資料最可信的來源。直接照護人員和住民聊天並且聽他們說話、觀察並協助
住民的 ADLs 及活動。他們觀察住民每天的生理、認知、及心理社會狀況。
與直接照護人員溝通時，需考慮以下幾點：
y確定和有住民第一手資料者談。
利用充分的時間和直接照護人員交談。
y從住民的 ADLs 及活動表現開始談。
例如，如果沒有協助，住民自己能做什麼？機構人員為住民做了什麼？住
民自己對現在沒有做到的部分，可能可以做到什麼？繼續談論關於溝通、
記憶、身體控制、活動偏好、以及情緒或其他行為問題等話題。
y如果可能的話，和所有輪班的直接照護人員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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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其他方式取得所有輪班人員的意見（例如，可以從換班報告得知
直接照護人員的意見）。

與有執照的專業人員溝通
應該詢問負責觀察、評估、或治療住民的有執照專業人員（LPNs）
、協調護
理師、社工、活動專家、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藥師或其他專
業人員。他們的特殊專業將提高住民評估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與住民的醫師溝通
醫師的角色主要是在住民照護的整體治療和照護結果。MDS 的評估過程應
包括檢視檢查結果、照護計畫、離開機構計畫、照護目標、藥物或治療醫囑。在
季評估與年度評估中，檢查最近的醫囑與醫師記錄，同時，和主治醫師一起檢視
MDS 以分享相關訊息並確認這些訊息。如果無法取得主治醫師的訊息（或轉出
的機構）或者評估有困難，則應進一步與機構的醫學指導者商談。

與住民家屬溝通
住民的家屬（或與住民最親近的人）可能是有關住民健康史、身體功能優
點與問題史、第一次住進護理之家前的生活習慣等訊息的有用來源。很明顯，家
屬的出現、家屬參與的意願、以及住民的喜好程度將決定此相關訊息取得的難易
度。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家屬不是唯一的資訊來源，但卻可補充說明住民的狀況。
RAI 的評估過程提供絕佳的機會給照護人員去和住民及家屬發展信任關係及工
作關係。

2-5 完成 MDS 評估表－註碼以及校正錯誤
當蒐集了各方面的訊息訊息之後，評估者完成評估時需要對 MDS 評估表的
每一個部分的每一個項目下最好的判斷。MDS 應成為病歷的一部份，而且應該
要書寫清楚。

註碼的方式
下表說明在填寫 MDS 評估表時的註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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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註碼規定
MDS 的各部分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順序標籤的項目。例如，B 部分的第三個
項目（記憶）被標示成“B3”，E 部分的第二個項目被標示成“E2”。
在填寫 MDS 評估表時，應使用以下的註碼方式：
y 如果達到指定的情況，請在
內打勾（ˇ）
；若未達標準，就保持空白（如
N4，喜愛的一般活動，N4a~m）。
y在

內填入數字或預設的文字（如 H1a，膀胱失禁）。

y 註碼“0”的規定
“0”的使用通常是指個案是沒有問題的或者是能夠自我滿足的
（self-sufficient）。例如，一個 ADL 得分都是“0”的住民，表示他能夠自己
執行 ADL；而 ADL 分數都沒有“0”的住民，則是需接受其他人協助。
y 使用文字填寫開放式反應的項目 應清楚書寫這些項目（例如，“職業”）
。
y 日期 依序填寫月、日、年，月份和日期輸入二位數字，但年份輸入四位
數。例如，1996 年的 1 月 3 日記成：01-03-1996
y 未填答的部分應註記成“9”，表示所有可得的資料都用完了；也就是說無論
用何種方法都無法取得這個資訊。雖然“9”原本是用於電腦版的 MDS，但是
“9”仍然用於手寫的評估表上。
y 以上皆非（無）－是某幾個項目的反應項（例如，I2m），所指的是在該些
項目中沒有符合標準者，而不是無法取得訊息者。
y “跳答”－有少數的例子是選答一個項目之後表示另一個或其他的項目也完
成了。在該項目的說明中會指示評估者跳過下一題（或許多題）並且跳到
另一題（例如，B1.昏迷，如果回答“1.是”，則應跳答到 G 部分，而且 B2-F3
將不需註記。如果 B1 回答“0.否”，則評估者應繼續評估 B2）。
在檢查“跳答”是否恰當時，可以在跳答到下一個項目時先將“跳答”的說明圈
起來。
y “8” 用於 AB2.進入機構前住所、G 部分(生理功能與身體問題)與 H1.大小
便自制情形
（1）AB2
此註碼代表住民在住進機構前曾住在復健醫院。
（2）G 部分 這個註碼限定於沒有執行 ADL 活動時，因此要評估住民的
表現是不可能的。它主要適用於臥床的病人，他們在 3 天的觀察期
間沒有從床上移動也沒有在定點間移動。因此“ADL 自我執行能力”
應註記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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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1

當排尿或排便不經由膀胱或肛門時，使用此註碼。

y “88”用於該項目有其他狀況時
因，並以文字說明。

在此註碼後面應附加說明選擇此註碼的原

錯誤校正
當住民在護理之家停留期間健康狀況發生改變，機構不可以“修改”先前所
完成的 MDS 評估表。輕微的改變也應該要在記錄上註明，並且與臨床實務及文
件記錄一致。這樣的監控和記錄是機構提供必要照護和服務的責任之一。除非住
民在健康狀況上有明顯改變，否則，為了反映住民健康狀況的改變而重新進行
MDS 評估是不必要的舉動（見 2-4 有關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的資料）。
以下的程序應用於書面和電腦版 MDS 的錯誤校正：
y

在書面作業時，機構應在規定的時間內結束 MDS 評估（亦即，在住進機構
後 7 天之內）
。這需要由協調護理師在 R2a 和 b 上簽名與加簽日期才能完成。
完成評估後 7 天內，可進行任何相同觀察期內的項目修正。做修正時，應填
入正確的反應，並在先前的反應上直接畫線但不擦掉先前的反應，並且要註
明校正的日期。此程序與校正病歷是相似的。

以下的程序用於電腦化的 MDS：
1.臨床的評估程序應在標準的時間表內完成（例如，在住進機構後 3 天內）。
2.完成臨床評估程序後，機構有 7 天的時間在電腦檔案內重新輸入 MDS 註碼，
以確保所有的 MDS 項目都符合規定，並且“鎖住”電腦記錄。所謂“鎖住”電腦
記錄指的是不能再對 MDS 有任何的改變（不管是書面的或電腦的）。
y譯碼 機構有責任檢查電腦反應是否與書面反應一致。任何的矛盾之處都必
須在這七天之內於電腦上修正。
y編輯
機構有責任針對與 HCFA(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及政府
規定不一的 MDS 資料進行譯碼。對每一個 MDS 項目而言，其回答必須在規
定範圍內而且必須和其他項目的答案相符。在這 7 天期間，機構可以為了符
合規定而“修正”MDS 項目的反應。只有百分之百達成要求，評估才算完成。
對於“修正過的”項目，其觀察期應與先前的觀察期相同，而且任何的校正要
能正確反映出電腦與書面的 MDS（書面的 MDS 也必須被校正）。
y“上鎖”（“locking”）

通過編輯後，記錄就被“上鎖”。上鎖的資料需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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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過編輯。上鎖之後，記錄不可以再被修改。
在 MDS 上鎖後，機構可能突然發現“已上鎖”的評估資料（書面版或電子版）
有錯誤（機構可能是因為本身的知識得知評估資料有誤）。依照規定，在任何情
況下，被“上鎖”的記錄都不可以被改變，因此，機構有以下方法可以補救：
1.如果符合以下情形，機構可以進行新的“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錯誤的
評估是最近一次的評估，且確實有健康狀況明顯改變發生（在原來的評估
和新的評估之間住民的健康發生明顯改變）
，因此，當住民的健康狀況達到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標準時，則需進行新的全面性評估。不過，原本的評估
還是有錯誤的。這個新的評估需要一段新的觀察期、新的評估完成日期，
同時“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的評估原因應註記”3”。在新的 MDS 記錄上
應註明錯誤評估上的評估完成日期。
2.如果在臨床上並未發生“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而之前的 MDS 錯誤又嚴重到
有修正的必要，且符合以下兩種情形的話，則機構可以選擇性地施行新的
全面性評估：
（1）錯誤評估是最近一次的評估，而且
（2）在原來的評估和新的評估之間，住民沒有實際上的健康狀況明顯改
變。然而，住民的健康狀況仍然是與錯誤評估的描述有差異的，而且
這個差異顯示出健康狀況好像有明顯改變。
如果機構選擇實施“重大校正”評估，則需要使用新的 MDS 和 RAPs，並
採用新的觀察期（新的預定評估完成日），且評估原因應註記為 0.以上皆非，
並在其後加上“先前評估的重要校正”的附加說明，此外，新的 MDS 記錄上應
指出原始評估的預定評估完成日。

2-6 RAPs 和照護計畫的完成
完成 RAI 評估的 MDS 部分之後，評估者透過第四章所述的 RAPs 的使用以
及進一步觀察 RAI 未指明的住民狀況，進一步確認和評估住民的能力、問題、
和需要。
伴隨 MDS 的完成，RAPs 提供形成照護計畫的基礎。RAPs 共有 18 項，每
一項都包含以 MDS 為基礎的引發項目以及指出進一步評估和檢查的需要。同時
，亦說明進一步評估與檢查的指導方針，以決定目前的照護計畫對引發的狀況而
言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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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項目及其定義將幫助機構人員更瞭解問題發生的原因。通常，機構人
員可能在檢查引發狀況的 RAP 指導方針之前，就已經察覺到威脅照護計畫的問
題。所以，這個指導方針應幫助機構人員找出造成住民問題的原因，並進一步指
出住民問題需要什麼樣的訊息。在檢查所引發的 RAPs 之後，利用 RAP 總結表
記錄有關照護計畫的決策，並且指出在記錄上的何處可以找到引發狀況的重要評
估訊息。

連結 MDS 和 RAPs 以形成照護計畫
就住進機構（初）評估而言，住民進入機構的第一天是伴隨著既定醫囑的。
機構職員很自然地會檢查這些醫囑。接著，可能發現一些問題，並進行討論，進
而改變醫囑。最後，理所當然地，由主治醫師負責給予指示，而照護計劃的重要
部分也建立於此指示當中。
在第一天時，機構人員開始評估住民並確認住民問題，這兩者都提供 MDS
和 RAP 程序的核心，例如，檢查住民的安全、營養品、藥物、ADL 需求、失禁、
心理社會狀態等問題。機構人員決定是否有問題需要即刻介入（例如，提供補充
的營養品以改善體重減輕的現象，或者注意住民進入護理之家之後的失落感）。
對每一個問題而言，機構人員將著重在一般問題上，並且在瞭解影響住民的因素
的情形之後實施以照護為基礎的最初計畫。
MDS 和 RAPs 提供臨床醫師額外的訊息以幫助進行初步的照護計畫。MDS
確保機構人員能夠及時取得大範圍的評估資料，而 RAPs 則是提供檢查可能有問
題的狀況的標準，以確保機構人員用一致性的、系統性的方式確認問題。利用
RAP 指導方針將有助於考慮到所有的相關因素。
如果 MDS 直到觀察期最後一天都沒有完成，則可能先行介入應優先處理的
問題。此時，可能有許多適當的 RAP 問題已經被確認、問題的原因也被列入考
慮、而且已經啟動初步的照護計畫。無論如何，最後的書面照護計畫並不一定要
等到 RAI 評估完成 7 天後才完成。
就已經引起照護計畫介入的問題而言，最後的 RAP 檢查將確保所有的原因
都已經被列入考慮。如果機構人員尚未展開一項 RAP 的照護計畫，則 RAP 的
檢查將著重在這些問題狀況實際上是否需要機構介入。對任何被引發的問題而
言，機構人員將應用 RAP 指導方針評估住民的健康狀況，並且決定是否有必要
進行照護計畫。如果確實需要進行照護，則應使用 RAP 指導方針以幫助確認在
照護計畫中應被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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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年度評估或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而言，基本上訂定照護計畫的程序與
新住進機構住民的程序相同。然而，在這些情況下，已經有既定的照護計畫，而
機構人員也不可能在完成 MDS 和 RAPs 的同時主動制訂新的照護方式。因此，
當 MDS 完成時，檢查 RAPs 將引起有關修正或繼續服務需要的問題。因此，最
初引發的 RAP 狀況這時可能不再出現，因為它已經被解決，或者，此時可能必
須考慮另外的原因，因為之前的處置方法並未奏效或者並未完全實行。

照護計畫的完成
機構在完成 RAI 評估之後有 7 天的時間去制訂或修正住民照護計畫。協調
護理師應該在所有引發的 RAPs 都被檢查，並保證全面評估完成之後簽名及註明
日期。機構應該採用此日期以決定照護計畫應該完成的日期。
制訂或修正照護計畫的 7 天期限適用於住進機構評估、健康狀況明顯改變
評估或年度評估。在每一次的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或年度評估之後，不必制訂
新的照護計畫。機構可以使用最近一次全面性評估的結果修正現存的照護計畫，
而且，機構在每一次的季評估之後，應該要評鑑照護計畫的適切性並且在需要時
修正照護計畫。（進一步的資料請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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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MDS 內容逐項介紹
3-1 相 關 評 估 表 簡 介
護理之家住民評估的內容及使用的評估表如下（評估表內容請參考附錄
一）：

1.基本追蹤表 （Basic Assessment Tracking Form）

包括身份資料( AA 大類)，共 8 個項目。本表必須與完整評估、季評估、以
及其他評估表一起使用，此表可用以提供電腦化系統確認與追蹤住民的必要訊
息。

2.完整評估表（Full Assessment Form）

包括 A~R 大類（身份資料~背景資料）
。在住進機構時、每年、以及每次住
民健康狀況發生明顯改變時必須完成。【註：在美國，參與護理之家病例組合與
品質示範的州跟其他某些州一樣較需要有完整評估。但有些州會額外要求需完成
其他的項目。】
z住進機構基本資料表（Background (Face Sheet) Information at Admission）
本評估表包含「AB.人口學資料」
、
「AC.日常習慣」
、以及「AD.完成者簽名」
等大類，需在住民剛入住機構時完成。

3.季評估表（MDS Version 2.1 Quarterly Assessment Form）

包含從身份資料與背景資料（A 大類）到評估資訊（R 大類）中所指定的
部分項目，需在年度評估之間至少每三個月完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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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AP 總結表（RAP Summary Form）

RAP 總結表指的是 MDS 的 S 大類，用於說明引發出的院民評估準則
（RAPs）
，並且說明住民的臨床狀況與影響照護計畫決定的因素，以及是否需根
據引發出之 RAPs 發展照護計畫。此表必須在每一次執行 RAI 時完成（註：亦即，
每次完成完整 MDS 的時候）。

3-2

MDS 2.1 版 逐 項 說 明

HCFA 2.0 版所做的改變是為了因應各界對 MDS 1.0 的評論與建議。這些評
論與建議是來自護理之家業者、健康專業人員、倡導團體、監督者等的意見。鑑
於國際上使用ＭＤＳ之國家即將在公元 2001 年開始使用更新版本的ＲＡＩ，為
使台灣地區護理之家能夠與國際同步，目前台灣版的 MDS 乃筆者參考 MDS-Post
Acute Care 以及日本版之 MDS-NH 2.1 版進行修正之版本（稱之為 MDS-NH 中
文修訂版）
。在 MDS-NH 中文修訂版中，有一些 MDS 項目被刪除，有的被修正，
而且加入了其他的項目。和 1990 年 12 月所出版的 HCFA 原版 RAI 訓練手冊比
較，本手冊包含了許多新的重要題材、且有更多的範例以及更精確的項目定義。
本章主要目的在說明 2.1 版的 MDS，以便於順暢地使用 RAI。介紹重點在
於以下幾個部份：
（1）MDS 項目之目的；
（2）完成 MDS 項目所需之補充定義及指示；
（3）指出有哪些項目需要在標準觀察期（3 天）之外做住民的額外觀察；
（4）完成 MDS 時所需諮詢的資料來源。

3-3 如 何 利 用 本 章 ？
閱讀本章節時要與 MDS 2.1 版評估表同步使用。MDS 評估表本身包含極豐
富的訊息，從中所學習到的很多定義和知識是良好的評估所必備的。本章節所做
的詳細敘述將有助於成功地使用 MDS 評估表。在本章中，將依序說明 MDS 評
估表中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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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悉 MDS 使 用 的 步 驟
（A）首先，查閱 MDS 評估表
•注意每一個單元如何設計以及訊息記錄於何處
•一次只做一個單元
•檢查項目定義和對應類別
•查閱程序的指示、時間表以及一般註碼的慣例
•定義和指令清楚嗎？它們是否與機構目前所做的不同呢？有哪些部分需
要進一步澄清呢？
•為機構的住民完成 MDS，並僅就對住民的瞭解做描繪。在 MDS 評估表
上填寫適當的註碼。有沒有一些額外的訊息對評估有幫助？是否可以從
哪裡獲得額外的訊息？
（B） 完成此章初步的閱讀（Complete the initial pass through this chapter）
•僅在初次查閱 MDS 評估表以及嘗試對一位已經非常熟悉的住民完成所
有的評估之後才能進行這個步驟。
•當閱讀本章時，澄清你第一次使用 MDS 評估住民時所產生的問題。同時
，注意本手冊中有助於瞭解編碼與程序問題的章節。
•再度閱讀 MDS 個別單元的說明。在跳到下一個單元時確定已經瞭解這個
訊息。然後，檢視所完成的測試個案。註碼是否仍然一樣？需從容完成
這件事情，慢慢做，不要急，一次只做一個單元。
•是否對任何的 MDS 定義、說明或範例感到疑惑？例如，是否瞭解如何註
記 ADLs 或者是情緒（Mood）？
•當查閱 MDS 評估表時，有沒有任何定義或說明與所想的或所學的不同？
•現在想要修正所完成的第一個個案嗎？
•有沒有任何定義或說明與機構現在所採行的不同呢？
•在有問題的單元上做記號，並且在任何所參加的正式訓練計畫備妥這些
議題討論。
•在本章的最後，閱讀並完成試驗案例。
（C）再度複習本章，把重點放在較困難的議題或是放在第一次閱讀時有問題的
議題上。
•在 MDS 評估表上值得注意的議題上做記號。
•進一步使自己熟悉與目前操作型態不同或是可能產生問題的定義和程
序。
•再次閱讀本章中所呈現的每一個範例？
（D）在機構正式之 MDS 訓練計畫時，可能第三次複習本章，這將可另一次複
習本章，如果有問題，可在訓練課程中提出。
（E） 進一步使用本章訊息
•在評估過程中隨手持有本章。
•如果需要，檢查每一個有問題的項目。
•本手冊是一個訊息來源，可利用它來增加評估的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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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介 紹 格 式 說 明
為了確保項目解釋的一致性，以及使用上的便利性，ＭＤＳ項目之說明將包
含下列各個項目（並非全部）：

目

的：說明下列事項－為何將 MDS 項目（或一組項目）納入的原因，
臨床人員利用哪些訊息，以及如何使用這些訊息找出住民問題及
發展照護計畫。

定

義：主要項目的解釋

方

法： 訊息來源與決定正確反應的方法。其中包括：
1.與機構人員討論－專業與非專業人員
2.住民訪談與觀察
3.病歷記錄、機構記錄、與轉介記錄（住進機構時）－醫師指
示、檢驗資料、給藥記錄、治療表單、流程表（如，生命徵
象、體重、進食與排泄）
、照護計畫、以及機構記錄系統中任
何的類似文件。
4.與住民家屬討論
5.主治醫師的意見

註

碼：記錄每一種反應的適當方法，以解釋個別住民的回答類別。

3-5 MDS 評 估 表 的 逐 項 介 紹
本節的介紹乃依照 MDS-NH 中文修訂版之項目順序呈現。MDS 各部分的
標題會呈現在該部分的第一頁的最上方，這將有助於將來使用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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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身份資料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包括識別住民的一些重要資料，如住民的姓名、性別、身份證字號、出生日期、
以及評估的理由等。本表格需和完整評估表或季評估表的電腦資料相配合。

AA.身 份 資 料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AA1.姓名
目的：記錄身份證上的姓名
註碼：填寫住民的姓與名。

AA2.性別
註碼： “1”代表男生，“2”代表女生。

AA3.生日
註碼：在空格內填入適當的數字。每一個空格都要填寫，以月/日/年的順序填寫。
如果月或日只有一個數字，則在第一格填“0”。例如，1918 年 1 月 2 日應
寫成：

0 1

0 2

1 9 1 8

月

日

年

- 31 -

AA4.族系
方法：勾選住民自己認定的種族或種系。必要時，先詢問住民。例如，父母親屬
不同的種族，則詢問住民以決定他或她希望被歸類的種族。
註碼：只能勾選一個項目。

AA5.身份證字號
目的：記錄住民的身份證號碼。
方法：檢查住民的記錄。如果沒有記錄，則詢問機構的業務部門。
註碼：從最左邊的空格開始每一個空格填入一個數字。並確認所填寫的數字是否
正確。

AA6.是否為低收入戶
目的：記錄住民是否為低收入戶。
方法：檢查住民記錄。如果沒有記錄，則詢問機構的業務部門。
註碼：如果住民是低收入戶，註記為“1”：若不是，則記為“0”。

AA7.評估的理由
目的：記錄此次完成評估的理由。以下所列的評估類型大部分都需要 MDS 的完
成、引發的 RAPs 的再次檢查、在完成 MDS 或 RAP 7 天內發展或檢查全
面性的照護計畫。
【注意－第三個類型，即季評估，只需要完成部分 MDS
項目】

定義：

1.住進機構評估 在住民住進機構 3 天內利用 MDS 和 RAPs 完成的全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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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註：如果住民在離開機構後又重新住進機構，而此次再次住進機構
又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則需使用此註碼。】
2.年度評估 在最近一次完整評估後 12 個月內需完成的全面性重複評
估。如果健康發生明顯改變，則註碼為“4”（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而不
是“2”（年度評估）
。
3.季評估
至少每三個月完成一次 MDS 的次項目。此評估可確保照護計
畫是正確的而且最符合住民目前的需求。此外，也應該指出住民的健康在
何處發生明顯改變。如果健康發生明顯改變，應註記為“4”（健康明顯改
變評估）。切勿註記為“3”（季評估）。
4.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當健康情形發生“明顯改變”(major change)，亦即健
康問題是非自我痊癒的、侵犯身體兩處以上的健康狀態、且需各專業團隊
的檢查，或照護計畫的修正以確定所給的照護方式的恰當性，此時所做的
全面性的重複評估稱之。當健康狀況發生明顯改變，這個評估需在確定健
康發生明顯改變之日起 8 日內完成。
0.以上皆非 此類狀況包括先前評估明顯校正、離開機構評估－不預期會再
次住進機構、離開機構評估—預期會再次住進機構、完成最初的評估前離
開機構、再次住進機構評估等情形。

註碼：填寫與主要的評估理由一致的代碼。

AA8.簽名
註碼：完成身份資料（AA 大類）的人，必須在此簽名、並填寫職稱以及完成該
部分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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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進機構背景資料表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T ADMISSION)
AB, AC, AD 大 類
AB.人 口 學 資 訊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B1.進入機構日期
目的：正常情況下，在住民初次住進機構時需完成背景資料表（AB 與 AC 大類）
。
然而，如果住民是離開機構後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之下再次住進機構，則需
再填一次本表格。如果是暫時離開機構至醫院治療，或為接受治療而離開
或回家探訪時，則不需要再填寫一次。依此定義，記錄住民個人第一次入
住成為機構住民/病人的日期。
全國各護理之家的住進機構和床位保留政策有所不同。同樣地，機構開啟
和結束住民病歷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些機構選擇在住民轉介至急性的照
護醫院夜間留院後結束病歷，而在住民回到護理機構後再開啟新的記錄。
有些機構的作法則是：即使住民轉介至醫院做短暫的停留，仍保持住民記
錄的開啟狀態。根據 MDS 的目的，在此所要填寫的日期就是住民進入機
構的日期，不管在停留期間機構如何選擇開啟和關閉其病歷。

定義：記錄住民最近一次開始住進機構的日期。例如，如果住民過去在沒有預期
會再次住進機構的情況下離開機構（例如，離開機構回家或者是到另一個
護理機構），則填入最近一次住進機構的日期。然而，如果住民短期住院
或暫時離開後再回來，機構開始進行新的記錄時只需在第一次評估時填寫
其背景資料。即使每次住民暫時離開機構後再次住進機構時需完成評估表
的其他部分（如，需要健康明顯改變評估），也不用再填寫背景資料。
方法：查閱病歷記錄。如果日期不清楚或不可得，則需詢問機構內辦理入住手續
- 34 -

的部門或病歷室。

註碼：使用所有的空格。對只有一位數字的日或月而言，在第一格填入 0。例如，
1994 年 2 月 3 日，應註記成：

0 2

0 3

1 9 9 4

月

日

年

【範

例】

胡太太和女兒住在一起。她有糖尿病，在一次摔倒後她的左側髖關節骨折。
手術後，她在當地醫院住了幾天，之後於 5/26/94 住進護理機構復健。三個星期
後（6/16/94）
，胡太太因為左側髖關節細菌感染而且情況惡化而轉介回醫院治療。
胡太太在 8 天後回到護理之家。在這個情形下，在背景資料表中填入以下的日期。
0 5 － 2 6 － 1 9 9 4
月
日
年

理由：MDS 的背景資料表－AB 和 AC 大類只需在住民第一次住進機構時完成即
可。因為住民是在預期會回護理之家的情況下，短期住院後再次住進機
構，因此不需要重新填寫背景資料，

AB2.進入機構前住所
目的：記錄住民在住進機構前居住在何處，以方便進行照護計畫。舉例來說，如
果是從急性照護醫院住進機構，則因為住民可能處於譫妄的高危險期或可
能剛從與譫妄有關的急性疾病、藥物或麻醉中恢復，所以需要立即地檢視
目前的用藥情形【註：國內目前較少有此種情形】。
或者，如果住民是離開家裡之後住進機構，則可能因為離開家或是因為與
獨立有關的失落感而感到哀傷。不管個別的住民處境為何，住民之前的住
所也可從其聯絡人得知。舉例來說，如果住民是從有居家健康服務的住家
住進機構，則與到家訪視的護理人員聯絡，將可得知住民之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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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1.住在家中/沒有居家護理服務－任何社區中的房子、大樓或公寓，不管是
屬於住民的或是其他人的，同時也包括退休社區以及專給老人的獨立住
宅。
2.住在家中/有居家護理服務－居家所提供的服務包括技術性的護理治療
（如物理的、職能的、語言的治療）、營養、藥物、精神和居家健康服
務。除非與之前所提到的服務相結合，否則不包括以下服務：家事/個人
照護服務、送餐到家裡、電話問候、交通接送、喘息服務或日間照護。
88.其 他－包括安寧照護和慢性病醫院。

方法：
y查閱住進機構記錄
y詢問住民和住民家屬。

註碼：僅選擇一個選項。

【範 例】
李先生和太太住在自己家裡，他因為中風而住進急性照護醫院，之後轉介至這個
護理之家做復健。因為李先生是從急性照護醫院住進機構，所以應填寫“6”。

AB3.先前居住地郵遞區號
定義：先前居住地。 指的是住民在住進機構前居住地方的地址，包括主要的家
或公寓、隨時照護之家、協助式居所或團體居所。如果住民是從其他的機
構或護理之家住進機構，則先前居住地就是指住進其他護理之家前的住民
家的住址。
方法：
y

必要時，查閱住民的住進機構記錄和轉院記錄。

y

詢問住民或其家屬。

y

和機構內負責辦理入住手續部門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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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從最左邊的空格開始每格填入一個數字。例如，高雄市三民區，郵遞區號
為 807，則填寫格式如下：

8 0 7

【範

例】

蔡先生從當地醫院住進護理之家。住進機構前他和太太住在高雄市三民區。則應
填入高雄市三民區的郵遞區號，807。
馮太太住進護理之家的阿茲海默症特別單位之前，和女兒的家屬一起住在高雄市
苓雅區的家長達三年。在搬去和女兒住之前，馮太太和先生住在台北市文山區，
直到先生去世為止有 50 年之久。應填入高雄市苓雅區的郵遞區號。理由：女兒
的家是馮太太在住進護理之家前的主要居住地。
歐女士在八里精神療養院住了 8 年之後住進本機構。在此之前，歐女士和父母一
起住在台北縣三重市。應填入台北縣三重市的郵遞區號，241。

AB4. 前 5 年的機構居住史
目的：說明住民先前居住於機構式或團體式機構的經驗。
定義：
a.先前一直住在本護理之家－住民先前曾住進本護理之家，後來因故離開
護理之家回社區、其他長期照護機構、或就醫治療而終止。（不預期會
再住進機構）
b.住在其他護理之家－先前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護理之家住過而非本護
理之家。
c. 老人之家
d.安養之家
e. 精神醫院/心智健康機構(MH)－包括心智健康機構、精神科醫院、一般
醫院的精神病房，或精神療養院。
f. 心智障礙（MR）或發展遲緩（DD）機構－包括智障或發展遲緩(MR/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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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智能障礙中途照護機構（ICF/MRs）、以及團體居所。

方法：
y

查閱住進機構記錄。

y

詢問住民或住民家屬。

y

詢問住民的醫師。

註碼：勾選住民在本次住進機構的日期前 5 年所住過的所有機構式或團體式機
構。若住民之前有一處住所稱之為"家"，但因治療或復健住進機構，該機
構仍不算是本項記錄範圍內。如果住民在過去五年內沒有住過這類機構，
則勾選“g.以上皆無”。

AB5.職業
目的：瞭解住民過去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該如何稱呼他（她）以建立親密
感，例如，當過醫生者可能喜歡被稱作“某醫師”。此外，瞭解住民的職業
也對訂定照護計畫有幫助。例如，木匠可能喜歡從事玩偶(如木馬)店之活
動，可在照護計畫中安排此項活動。
註碼：填寫工作職稱或者是說明住民退休前或住進機構前的專業。個人的終生職
業只要是在家裡工作者應被註記為“家管”。有兩種職業者則在兩個職業之
間以斜線（/）連接。有兩種職業的人（例如，有位住民同時為木匠和夜
間守衛）應被註記為“木匠/夜間守衛”。如果住民是小孩或從沒被雇用的
心智障礙或發展遲緩成人則被註記為“無業”。

AB6.教育程度（最高學歷）
目的：記錄住民獲得的最高教育程度。瞭解這個訊息有助於評估（如解釋認知類
型或語言技巧）、照護計畫（例如，決定如何把焦點放在一個計畫性的活
動計畫）、以及住民自我照顧技巧的教育計畫。
定義：已獲得的最高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民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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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學畢業
4.國（初）中畢業
5.高中（職）畢業
6.專科畢業
7.大學以上畢業
8.其他

任何大學程度以上的學位。包括學士、碩士或博士。

包括特殊教育服務的心智障礙或發展遲緩教育。

方法：
y

詢問住民及重要他人。

y

查閱住民記錄。

註碼：記錄住民所受的最高教育程度。如果是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心智障礙或發
展遲緩住民，則註記為“8.其他” 。

AB7.語言
定義：住民平常所使用的語言－亦即住民所講的或所懂的主要語言。
方法：
y

訪問住民及其家屬。

y

觀察和聽取。

y

查閱病歷記錄。

註碼：勾選適當的選項，如果住民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沒有列出來，則註記為“5.
其他語言”，並填入住民所使用的主要語言。

AB8.心理健康史
目的：以書面記載主要的或次要的精神疾病或是發展障礙。
定義：住民有下列其中一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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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情緒、譫妄、恐慌、或其他嚴重的焦慮症、身體化障礙（somatoform
disorder）、人格違常、其他精神疾病、或其他導致長期障礙的心智問題﹔但是
主要診斷不是失智症(包括阿茲海默症或相關疾病)。或者次要診斷為失智症者，
除非其主要診斷是重度精神障礙(major mental disorder)，否則均不算是有心理健
康病史；且
該障礙會造成大部份的日常活動功能受到限制，這些活動對於住民過去 3~6 個月
內的健康狀況而言是適切的；且
治療史指出該住民曾經：
（a）在過去兩年內接受精神治療超過一次以上，該治療
係為較門診服務更積極的治療(也就是說，每天有一部份時間待在醫院或是住院
治療)﹔（b）過去兩年內，因為心智障礙疾病曾經有過一次發作而使正常生活受
到嚴重破壞，導致需要正式的支持服務來維持其居家或是在居住治療環境中的功
能，或者導致住宅或法律執行官員的介入。

方法：只需要查閱住民記錄。如果填入“是”，則文件上必定有記錄（亦即住民或
家屬口頭上的報告是不夠的）。
註碼：“1”代表是，“0”代表否。

AB9.與心智障礙/發展遲緩（MR/DD）相關情況
目的：書面記載與心智障礙或發展遲緩相關的所有狀況。
定義：9e.其他與 MR/DD 有關的器質性狀況－如先天性的德國麻疹、產前感染、
先天性梅毒、妊娠毒血症、出生時的機械性傷害、產前缺氧、神經脂肪儲
積症、苯酮尿症、神經纖維瘤症、小頭症、大頭症、腦膜炎、先天性水腦
症等。
方法：只需要查閱住民記錄。任何被勾選的項目(9b 到 9f)都必須記錄在病歷中。
註碼：勾選 22 歲以前出現的所有心智障礙或發展遲緩狀況。當發病年齡沒被標
示出來，則假設情況符合這些標準，而且傾向會無限期延續。
如果心智障礙或發展遲緩沒有出現，則勾選項目 9a（不適用－沒有 MR/DD）並
跳答至 AB-10。
如果 MR/DD 有出現，則勾選適合的每一項。
如果 MR/DD 出現但是病歷中沒有所列出的任何一種情形，則勾選 9f（沒有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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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的 MR/DD）。

AB10.背景資料完成的日期
目的：為了追蹤，此項目應反映出住進機構基本資料表完成或修正的日期。
註碼：填入住進機構基本資料表最初完成的日期。在某些狀況下很難在評估表上
填入所有的基本資料（例如，在最初 3 天的評估期間找不到非常了解住民
的家屬）
。然而，這些資料常常可在往後的日子取得。當更新的或更清楚
的資料變得可得時，機構可以在評估表上記錄額外訊息或者是將資料輸入
電腦檔案中。此項目（AB10）需反映出新資料記錄或現存資料修正的日
期。

【範

例】

連先生因昏迷而於 12/3/94 住進機構，因此，他無法與人溝通。透過查閱伴隨他
從急性照護醫院而來的轉院記錄，發現只能夠完成一部份的身份資料而且因為部
分的資料不足，因此也無法完成 AC 大類的全部。因此，在連先生住進機構第 7
天（應完成 MDS 的日期）盡可能完成所能夠完成的部分並在 AB10 項填入
12/10/94。12/17/94 那天，連先生唯一的親戚（他的女兒）來探望他，你從她那
裡獲得了更多的資料，因此在評估表上輸入新的資料（人口學資料或日常習慣）
並在 AB10 記錄日期：12/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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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日 常 習 慣 (CUSTOMARY ROUTINE)
AC1.日常習慣（以住進護理之家日期的前一年為準；如果是從其他護理之家
轉介入院者，一年的條件則要往前延伸到在社區內的時間）

目的：本項目記錄住民住進長期照護機構之前的社區生活類型以及日常生活習
慣。如果住民是從其他護理之家轉介，則應檢查住民住在社區最後一年的
生活習慣。此項目會引發大量有關認知類型、活動喜好、營養喜好與營養
問題、ADL 計畫與 ADL 表現、心理健康、失禁問題等各方面的資料。住
民對這些項目的反應同時也能讓訪談者瞭解住民其他方面的功能。這些資
料更能進一步將評估重點放在 MDS 其他部分的的特殊功能領域上。整體
而言，蒐集到的資料對於訂定住民個別的照護計畫將會十分有用。
方法：
y

和住民聊天。在訪談住民時遵守訪談準則將有利於全面性的訪談。

y 如果住民無法反應（例如，有嚴重損傷或失語症）
，則可詢問其家屬或
是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法定代理人）。對某些住民而言，你無法獲得
這項資料（例如，一位失智病人，數年前第一次住進機構而且沒有家屬可
提供正確的資料）。

住民訪談的準則
機構人員應視此評估步驟為認識住民的好時機，也是為未來的關係奠定正向基礎
的機會。同時這也是在詢問失禁、臨終期望等較困難問題之前，建立信任感的開
始。
訪談應在一個安靜、隱密的場所進行，以避免被打擾，同時用聊天的方式使住民
放鬆心情。開始前，告訴住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我們想要多瞭解你，這樣
你和我們以後的相處會比較愉快”；“這些是許多老人認為很重要的事情”；“我會
問你一些關於你每天生活的事情”）。
從一般性的問題開始－例如，“告訴我，來到這裡之前（或是進入第一個護理機
構之前）
，您通常是怎麼度過一天的？”；或者“您喜歡從事什麼活動？”。應特別
注意關於睡眠型態、飲食型態、沐浴時間的喜好、社交與休閒活動的參與等特定
訊息。當住民開始投入討論時，就開始詢問日常生活習慣部分的每一個項目（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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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常生活的事件、飲食型態、ADL 型態、活動類型）
。然而，必須明白如果
住民在住進本機構前已經在其他機構住過許多年，則他（她）可能不會主動告訴
你住進機構前的生活習慣。有些住民會堅持談論他們在長期照護機構中的經驗，
此時，訪談者應提醒住民將焦點放在住進機構之前的生活習慣上。因此要問住
民：“這是你住到這兒之前做的嗎？”
如果住民無法回答某些項目，則必須再一次解釋你要問的這些問題，這樣做將有
助於瞭解住民一天的生活，以及住民如何完成某些事情。訪談過程中，可能有需
要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以獲得必需的資料，而且提示應該是高度個人化的。
查看住民一天的生活。把焦點放在住民的習慣、與他人的接觸和活動情形上，並
以過去式來陳述問題。反覆地告訴住民，你所要知道的是他在住進機構前的生活
習慣，而且希望知道他（她）真正做的，而不是他（她）可能喜歡的。
例如：
y退休後，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時間是否規律？
y你每天早上幾點起床？
y起床後你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麼？
y通常幾點吃早餐？
y早餐喜歡吃什麼？
y早餐後做什麼？（是否小睡或者在餐後做一些規律的事如看報紙、散步、做
家事、洗碗）
y幾點吃午餐？
y午餐後做什麼？有稍做休息嗎？是否出去拜訪朋友或是有朋友來拜訪？
y晚餐前有喝酒嗎？每天喝嗎？還是每個禮拜喝？
y通常幾點洗澡？淋浴還是盆浴？通常多久洗一次澡？喜歡在早上洗還是晚
上洗？
y晚上是否吃點心？
y你通常幾點就寢？你常常在晚上的時間醒過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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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c.一星期外出一天以上－因為任何原因而外出（如社交、呼吸新鮮空氣、
到診所看病）。
g.至少每天抽煙－每天至少抽一次任何類型的菸（如香菸、雪茄、煙斗）。
這個項目也包括吸的和咀嚼的菸。
i.有明確的食物喜好－本項目是要檢查住民是否有特殊的食物偏好，並將
之記錄於病歷記錄上（如素食者、因宗教原因不吃某些食物、討厭某些
食物、食物過敏等）。不要根據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來檢查此項目。
k.至少每星期會使用酒精飲料－每星期至少喝一次酒。
n.幾乎每天晚上都起床如廁－每天晚上至少起床如廁一次
o.不規則的排便型態－指的是無法預知或者是不固定的排便情形。
q.下午洗澡－在傍晚或下午時入浴。
s.每天與親屬或親密朋友聯繫－包括拜訪以及電話聯絡。不包括只有通信
者。
t. 通常會前往教堂、寺廟－指的是任何一種形式的互動（如，做禮拜，看
電視傳福音、參與教會或宗教團體）。
v.喜歡動物－指的是與動物的關係（如居家寵物、導盲犬、每天在庭院或
公園餵（蹓）鳥）。
y.無法得知－如果住民無法提供任何的資料、沒有家屬、住進機構記錄上
也沒有相關記載，則勾選 y.無法得知，而 AC 部分的其他空格則全部空
白。

註碼：此部分指的是住民在第一次住進護理機構前一年的生活習慣。記錄住民真
正的習慣而不是他個人的目標或喜好（例如，如果住民想要每天和親人接
觸但實際上並沒有，則不要勾選“每天與親屬/親密的朋友聯繫”）。
在每一個主要類別下（日常生活事件、飲食、ADL、活動）可以選擇“以
上皆非”。例如，如果住民沒有從事日常生活事件所列的任何一項，則在
這一項中就勾選“h.以上皆非”。
如果在某一類別中有一個項目不知道（如，活動型態下的“熱烈追求信
仰”），則該項目填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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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個日常習慣部分的項目都無法得知，則勾選最後一格“y.無法得知－
住民/家屬無法提供資料”。如果勾選“y.無法得知”，則日常習慣的其他項
目都應該空白不填。

AD.完成者簽名(FACE SHEET SIGNATURE )

a.協調護理師簽名
註碼： 負責完成住進機構時背景資料的協調護理師必須在完成 MDS 評估表時
簽上他（她）的名字。同時，在名字的右邊簽上日期。

c-g. 完成背景資料 AB 與 AC 部分的其他人簽名
註碼：其他完成部份 MDS 背景資料的人員簽上名字、所完成的部分、並填入完
成指派部分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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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之家住民 MDS 評估與照護篩檢
A 大類– R 大類
A.身份資料與背景資料
(IDENTIFICATION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1.住民姓名
定義：記錄身份證上的姓名。
註碼：填寫住民的姓與名。

A2.房間號碼
目的：為了追蹤目的而填寫的另一個身份號碼。
定義：住民在機構中的房間號碼。
註碼：從最左邊的空格開始，使用所需要的空格。

【範

例】

N 3 0 5
陳先生住在機構的 N305 號房。N 代表的是機構的新大樓。3 開頭的房間在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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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預定評估完成日期
目的：為了建立所有參與住民評估作業的機構人員的共同的時間性參考。縱然機
構成員會在不同天完成住民的 MDS，建立評估參考日期將可以確保評估
期的共同性（亦即，“開始計算時間”以使所有有關住民客觀表現和健康狀
態的評估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完成。）
定義：MDS 觀察期的最後一天。這個日期代表 MDS 評估程序的特定截止日。
幾乎所有的 MDS 項目都指稱在指定的時期內的住民狀態，最常指的是在
此截止日前的 3 天期間。這個日期設定了共同觀察期的終止日，而且所有
的 MDS 項目的參考日都從這一天開始往回算。有些觀察期是於此日截止
共 7 天，有些是 14 天…等等。
註碼：這個註碼的首要工作是要填寫觀察參考日期（觀察期的截止日）。就住進
機構評估而言，這個日期可以是 住進機構後 8 天（完成住進機構評估可
能日期的最後一天）內的任何一天。對於追蹤評估則選擇一個共同的參考
日期，在此日期內必須完成評估。這個日期是所有 MDS 必須被完成的截
止日期。
【註】
：就住進機構評估而言，機構人員可能在住進機構當天就開始蒐集
一些資料。觀察截止日期通常設定在住進機構第 8 天。
RAPs 必須在要求的 RAI 完成時間表內被完成。

【範

例】

莫太太於 8/20/94 住進機構。機構的政策規定所有新住進機構的 MDS 評估必須
在住進機構後 8 天內完成。因此，機構人員決定在住民住進機構的前 7 天期間進
行觀察、測試、與住民、家屬和其他機構人員晤談、病歷回顧。在這段時間內，
他們在住民的記錄上以及 MDS 評估表上適當的地方記錄相關資料。他們將 MDS
觀察期的截止日期記錄如下，機構人員有 7 天的時間去完成 RAPs：
0 8 － 2 6 － 1 9 9 4
月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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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孫先生於 8/20/94 住進機構。機構的政策規定所有新住進機構的 MDS 評估應在
住進機構後第 10 天完成。新住民受理單位的不同專業人員決定利用這 10 天來完
成評估。理所當然地，為了訂定照護計畫而進行觀察、測試、必要的訪談以及必
要的病歷回顧。在這段期間內，他們把相關的發現記錄在住民記錄上，並將 MDS
觀察期截止日記錄如下，依照規定 RAPs 必須在該日期前完成：

0 8 － 3 0 － 1 9 9 4
月
日
年
理由：8/30/94 是住進機構的第 10 天，MDS 的觀察期與評估期應該是住進機構
的後前 3 天，加上 RAPs 的評估期共 10 天（8/20/94~8/30/94）。

就年度評估而言，機構人員手邊可能有很多的資料。在這種情形下，通常會建立
一個指定的觀察期。觀察期的結束日就是評估參考日。所有參與評估的機構人員
必須同意他們對住民所做的描述將反映出住民在這七天期間的狀態。

【範

例】

宋先生住在機構已經有兩年了。最後一次完整評估日大約在一年前（9/27/93），
現在是考慮做另一次完整評估的時候了。MDS 的協調護理師公布下一次完整評
估的日期是 9/20/94 以提醒不同專業成員。意思是說，各專業團隊必須在截止日
前 7 天期間（9/14/94~9/20/94）評估 MDS 項目。MDS 觀察期的截止日記錄如下：
0 9 － 2 0 － 1 9 9 4
月
日
年
※年度評估必須在最近一次 MDS 評估後的 12 個月內完成。

A4.再次進入機構的日期
目的：追蹤住民在短暫地離開機構到醫院就醫之後，再次進入機構的日期。
定義：在過去 90 天內短暫地離開機構到醫院就醫治療後（若少於 90 天則從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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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評估或住進機構日期算起），住民最近一次重新住進機構的日期。

方法：
y查閱病歷記錄
y如果日期不清楚或不可得，可詢問住院部門或病歷室。

註碼：如果住民在過去 90 天內沒有離開機構就醫，則空白不填。否則，就使用
所有的空格。對於只有一位數字的月或日，在第一格填入 0。例如，1994
年 2 月 3 日應該註記成：

0 2 － 0 3 － 1 9 9 4
月

日

年

A5.婚姻狀況
註碼：勾選住民對目前的婚姻狀況的描述。

A6.病歷號碼
定義：這個號碼是機構給住民的特殊身份號碼。從住進機構部門、業務部門、或
病歷室可取得此項資料。

A7.最近照護給付來源
目的：瞭解住民是否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以及決定住民過去 30 天內在護理機構居
住期間足夠貼補日常開銷或補助服務的付費來源。
方法：因為住民的臨床情形隨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的付費來源，所以應向財務部
門查核目前的付費來源。不要完全相信住民病歷記錄上所記錄的資料。通
常業務部門會追蹤此類的資料。
定義：
a.有參加全民健保
b.政府福利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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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商業保險
d.自費
e.其他

註碼：勾選所有適合的選項。

A8.評估理由
目的：記錄此次完成評估的理由。以下所列的評估類型大部分都需要 MDS 的完
成、引發的 RAPs 的再次檢查、在完成 MDS 或 RAP 7 天內發展或檢查全
面性的照護計畫。
【注意－第三個類型，即季評估，只需要完成部分 MDS
項目。】

定義：

1.住進機構評估 在住民住進機構 3 天內利用 MDS 和 RAPs 完成的全面評
估。
【註：如果住民在離開機構後又重新住進機構，而此次再次住進機構
又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則需使用此註碼。】

2.年度評估 在最近一次完整評估後 12 個月內需完成的全面性重複評
估。如果健康發生明顯改變，則註碼為“4”（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而不是
“2”（年度評估）
。

3.季評估
至少每三個月完成一次 MDS 的次項目。此評估可確保照護計畫
是正確的而且最符合住民目前的需求。此外，也應該指出住民的健康在
何處發生明顯改變。如果健康發生明顯改變，應註記為“4”（健康明顯改
變評估）。切勿註記為“3”（季評估）。

4.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當健康情形發生“明顯改變”(major change)，亦即健
康問題是非自我痊癒的、侵犯身體兩處以上的健康狀態、且需各專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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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檢查，或照護計畫的修正以確定所給的照護方式的恰當性，此時所
做的全面性的重複評估稱之。當健康狀況發生明顯改變，這個評估需在
確定健康發生明顯改變之日起 8 日內完成。
0.以上皆非
其他情況如先前評估明顯校正、離開機構評估－不預期會再
次住進機構、離開機構評估—預期會再次住進機構、完成最初的評估前
離開機構、再次住進機構評估等。

註碼：填寫與主要的評估理由一致的代碼。

有關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的進一步探討
機構有責任取得住民的健康狀況資訊，並協助住民獲得或保持身體、心理、
心理社會幸福感的最佳水準，而且，機構人員有責任決定他們所看到的改變（不
管是改善或衰退）是否顯著。
健康明顯改變的定義如下：
y非自我痊癒
y影響一種以上的住民健康狀況
y需要各科別評估及(或者)照護計畫的修訂。
以下所指的情況是健康明顯改變評估的必要條件。這些定義是根據 MDS 的
項目而定。然而，這個列表並未包括所有的項目，其他的情形也可能達到健康明
顯改變的標準。
【註：在疾病末期，不一定要進行完整評估，是可以有選擇性的，
必須視住民是否可從評估中獲益來決定要不要進行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即使機構一般都會認定健康明顯改變在季評估之時間表設定時已經發生，住
民還是可能在住進機構期間的任一個時間點健康明顯改變。住進機構半年後，約
有五分之一的住民至少在二個方面的健康衰退（如，ADL 身體功能、決策能力）
。
健康明顯改變評估的目的在確保適當地監控住民個別的照護施行並且做些必要
的改變。【請同時參閱第二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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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況明顯改變的標準
如果持續有兩種以上健康情形惡化（或改善）
，則需進行健康明顯改變評估。

健康惡化
y任何 ADL 身體功能的惡化，即住民新的 ADL 註碼為 4、5、6 或 8（廣泛
的協助、最大的協助、完全依賴、沒有此項活動發生）
y被記錄為不容易改變之行為問題項目增加（E4B 註記為 1 的項目增加）。
y住民的決策能力改變，從 0 或 1 轉成 2、3 或 4。
y住民的失禁類型改變，從 0 或 1 或 2 轉成 3 或 4 或 5。
y出現憂傷或焦慮的情緒且為不易改變之問題。
y出現不能解釋的體重減輕問題（30 天內改變 5％或者是 180 天內改變 10％）
。
y開始使用軀幹約束或椅子固定帶。
y住民出現被評為不穩定的情形或疾病。
y出現第 2 期或更高分期的壓瘡，而之前沒有出現該分期的壓瘡。
y住民健康情形的整體惡化，住民需接受更多的協助（如，在 ADLs 的表現
或做決策方面）。

健康改善
y任何在 ADL 身體功能的改善，之前註碼為 4、5、6 或 8 者轉為 0、1、2
或 3。
y被評為不易改變的憂傷或焦慮情緒的行為問題項目減少。
y住民的決策能力從 2 或 3 或 4 轉成 0 或 1。
y住民的失禁類型從 3、4、5 轉為 0、1、2。
y住民健康情形的整體改善，住民接受更少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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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責任/法定監護人
目的：記錄有責任參與住民的健康照護、治療、財務事務以及法定事務的人員。
依住民情況的不同，有多種選擇性。例如，即便家屬需擔任起其他方面的
決策責任。或者住民同意部分授權給法定代理人，中度失智的病人可能在
某些方面仍能做些決定。法定監護如監護權、永恆的代理權、以及生活意
願是由政府的法律所管轄。以下所提供的原則只是一般性的資料。若要獲
得更進一步的澄清，可參考政府的法律以及詢問機構的律師。

定義：

a.法定監護人－在法院聽審後被指定的人，有權為住民做決定，包括接受
或反對醫療。一旦被指定，監護人的決策權只會在另一次的法院聽審中
被撤銷。
b.其他法定監護－在任何其他的計畫中使用此類別，因此住民以外的人士
參與或決定住民的健康照護與治療。
c.永久委任（有關健康照護方面的決定）－文件載明當住民變得無法做決
策時，某人而非住民將有法定的健康照護決策責任。此文件也可提供代
理人（agent）或決策委託人（proxy decision-maker）準則，而且可能還
包括有關住民對希望的照護方式的說明。不像監護權，代理人/健康照護
代理人永恆力量可以隨時被住民撤銷。
d.永久委任（有關財務方面的決定）－文件證明當住民變得無法做決策
時，某人而非住民將有法定的財務決策責任
e.家屬負責－包括由住民指定的家屬或重要他人。決策的責任可能由家屬
和住民共同承擔。
f.住民自行負責－住民保有自己決策的責任。在缺乏監護權或者法定文件
指出決策權已經指定給別人時，永遠會假定住民是責任關係人。

方法：法定監護如監護權、永恆的代理權、以及生活意願是由政府的法律所主宰。
以下所提供的原則只是一般性的訊息。若要進一步了解，請適當地參考貴
州的法律以及機構法律顧問，以適當地獲得進一步的澄清。
y詢問住民與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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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檢查記錄。如果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是由法院所判定，則為了查對 MDS
項目，在住民記錄中必須包含一份法定文件。

註碼：勾選所有適用的選項。

A10.病人臨終的意願
目的：記錄有關住民治療選擇的法定依據，不管是住民自己選擇還是代理人所決
定的。為了使病人臨終的意願符合現況且具有約束力，在住民記錄中必須
有證明文件。若記錄中無此相關資料，則機構人員應與住民及家屬儘速討
論住民的希望。任何住民目前所希望者與住民檔案中的法定文件之間的矛
盾都應該立刻釐清。

定義：

a.生存意願－要有書面文件記載當住民於疾病末期之預後時寧願選擇生
命延續的方法。
b.不必施行復甦術－在呼吸或心臟衰竭時，住民、家屬或法定監護人指定
不要做心肺復甦術（CPR）或者是其他的急救措施以企圖恢復住民的呼
吸或心臟功能。
c.不必住院治療－要有書面文件載明住民即使出現需住進機構的情形住
民也不要被送進醫院。
d.器官捐贈－住民遺囑指示希望死後器官可以被作為移植、研究或醫學教
育之用。
e.解剖要求－要有書面文件說明住民、家屬或法定監護人要求住民死後解
剖。在住民去世後，家屬或責任關係人仍應該要被聯絡，並且詢問他們
是否希望進行屍體解剖。
f.飲食限制－住民或者是責任關係人（家屬或法定監護人）不希望住民無
法進食時以人工方式（如管餵或靜脈注射）來餵食。
g.藥物限制－住民或者是責任關係人（家屬或法定監護人）不希望住民接
受維持生命的治療（如抗生素、化學治療）。然而這些限制可能是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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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當這類的藥物可以讓住民較舒服時，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再和責
任關係人重新檢討這個決定。
h.其他治療限制－住民或者是責任關係人（家屬或法定監護人）不希望住
民接受某些治療。例如輸血、氣管切開術、呼吸道插管與種種限制…等。
這些限制可能對緩和醫療（例如減輕疼痛或是不適的生理症狀如嘔吐、
反胃）的施行是不恰當的。在這種情形下，應該再和責任關係人重新檢
討這個決定。

方法：必須熟悉每一種決定的適法狀態。目前在台灣並無病人臨終期意願的相關
法令，可能無法取得合法的依據。然而，在合法狀態被認可之前，尊重住
民的希望是很重要的。
有些住民可能在住進機構時就無法參與決策。機構人員應該有合理辦法去
判定新住民是否曾經有臨終期望（詢問家屬或與主治醫師確認）。如果住
民沒有特殊的期望，應和最親近的家屬討論有關治療方式的決定，或者如
果家屬不在或有不同意見，則可透過合法的監護權程序決定。

註碼：以下的評論提供進一步的準則決定註記方式，另外還需要進一步考慮政府
的法律、合法的解釋、和機構政策。
y住民（或代理人）應該要參與討論以確保決策之告知。如果住民的選擇
已知且主治醫師也了解住民的選擇，但是住民的選擇並未記載在病歷，
則只有病歷中（或相關文件）清楚記載時，再勾選此項目。
y如果住民的選擇是需要主治醫師的醫囑支持（例如，不急救、不住院、
飲食限制、其他治療限制），則只有在文件有所記載或者是醫師提供必
要的醫囑後，再勾選此 MDS 項目。當醫師目前的醫囑被登錄下來，而
住民或代理人的選擇尚未表明時，應與住民的醫師討論並確定住民或代
理人的希望已經被記錄到文件中，之後再勾選此項目。
y如果機構對於拒絕給予住民特殊治療（即沒有機構人員會對任何住民做
急救或施行 CPR；機構不使用管餵飲食）設有標準化程序，但在勾選
MDS 項目時，必須確認臨終期望是住民(或代理人)的個人意願時才勾
選，不必考慮機構的政策或程序。

註碼：勾選所有適用的選項。如果病歷中沒有任何文件可資證明住民有任何的臨
終期意願，則勾選“i.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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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認知能力（COGNITIVE PATTERN）
目的：決定住民記憶、一致性思考、以及組織日常自我照護活動的能力。這些項
目在照護計畫決策中是重要的因素。評估的焦點 在於住民的表現，包括
記憶最近與過去長時間的事情以及做主要的決策的技巧。
對某些防衛性的、容易激動的或非常情緒化的住民而言，認知功能與記憶
問題是敏感的話題。如果無法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住民會表現出焦慮、
感到被侵犯、感到不安或挫折，這些皆屬正常反應。
除非住民對於被孤立感到很不安，否則應在一個隱密的、安靜的、沒有分
心的地方訪問住民－也就是不要有其他住民或家屬在場。用非評斷的方法
來發問可幫助建立住民與機構人員之間的信任感。在得到住民對問題的反
應後，回頭詢問家屬或其他人，適當地澄清或者證實有關住民過去 3 天以
來的認知功能的資料。住民、家屬或特殊照顧者溝通技巧不佳時，在訪談
過程中更應該要特別注意他們對住民的瞭解。
y和住民聊天以幫助關係的建立。
y主動聽取以及觀察可幫助建構評估的資料。值得注意的是－住民重複的、
粗心的、漫談、防衛性、或煩亂的談話雖會使晤談充滿挑戰性，但卻能提
供認知功能重要的訊息。
y與住民談話時，態度要開放、支持以及可信賴（例如，“有時你記不住一
些事情嗎？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會試著幫助你”）。
如果住民變得焦躁不安，要去體會他的感受，並停止討論這些話題。蒐集
資料的過程不必在一次交談中完成，可以在整個評估期間不斷進行。另外，
可以告訴情緒不安的住民，例如“讓我們談點別的吧！”；或者“我們現在不
需要談這件事，可以等一下再說”。觀察住民接下來幾個小時或幾天的認知
表現，並且在他覺得較釋然時再回過頭來問他更多的問題。

B1.昏迷(Comatose)
目的：查閱住民的病歷，包括神經學的昏迷診斷或者持續的植物人狀態。
註碼：在空格內填入適當的代碼。如果住民被診斷為昏迷或植物人狀態，則註記
為“1”， 並跳答到 G 大類。如果住民沒有昏迷或者是半昏迷，則註記為“0”
並進行下一個項目（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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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記憶（Memory）
目的：決定住民記憶最近的事情和長期事件的能力（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
方法：
a.短期記憶：請住民描述一件你們兩個人都有機會記憶的事情。或者，可
以使用一個較結構化的短期記憶測驗。對於溝通技巧有限的住民而言，
則詢問機構人員或家屬有關住民記憶的狀況。需小心的是，如果沒有正
向的記憶力指標，（如記得一段時間的許多東西，或是五分鐘前所給的
指令）應註記為“1”，表示記憶有問題。

【範

例】

例一：請住民描述早餐的內容或是剛剛完成的活動
例二：請住民記住三個項目（如書、手錶、桌子）幾分鐘。在唸完三個項目後，
請住民複誦一次（檢查你所聽到的和你所瞭解的）。然後開始談論其他的
事情，不要沈默、不要離開房間。五分鐘後，請住民重念一次這些項目。
如果住民無法記起所有的項目，註記為“1”。對於有口語溝通缺陷的住民，
則可採取非口語溝通(例如，當問到他們有幾個小孩，他們可以敲出適當
的數字來做反應)。

b.長期記憶：與住民做有意義的對談。問一些你能夠確定答案的問題（從
住民記錄、一般常識、住民家屬處獲得）。對於溝通技巧有限的住民，
可以詢問機構人員或家屬有關住民認知功能的問題。需注意的是，如果
沒有正向的記憶力指標，則應註記為“1”，表示記憶有問題。

【範

例】

詢問住民“在住進機構前住在哪裡？”，如果答案是“家裡”，則問“你家裡的住址
是？”，如果是“其他護理之家”，就問“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然後繼續問“你
結婚了嗎？” 、“你先生（太太）的名字是？”、 “你有沒有孩子？”、“有幾個？” 、
“你的生日是什麼時候？”、“你是哪一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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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記憶/回想能力（Memory/ Recall Ability）
目的：確定住民在居住環境內的記憶/回憶能力。住民可能有社交能力，而且即
使並不知道對方是誰，他們還是以認識的表情來回應。機構人員可以憑第
一印象（可能是錯誤的）評估住民。
定義：現在的季節－能夠辨識目前的季節（例如，能夠正確指出當時的氣候、國
定假日、宗教慶典等）。
自己房間的位置－能夠找出並指認自己的房間。住民不需要知道房間號
碼，但必須能找到回房間的路。
工作人員的名字/面孔－能夠從家屬、陌生人、拜訪者和其他住民中辨識
出機構人員。住民不需要知道機構人員的名字，但必須能夠知道某個人是
機構人員而不是他的兒子或女兒。
他(她)身處於護理之家－能夠確定他/她現在住在護理之家。在核對此項
時，住民不必說出機構的名稱，但是他/她必須要能夠用一些字眼來稱呼
這個機構，如“給老人住的家”、 “老人醫院”、 “給老人住的地方”等。

方法：
y

進行測試。

y

查閱住民記錄或詢問機構人員。

y 詢問住民每一個項目。例如，“現在是什麼季節？”、“這個地方叫什麼
名字？”、“這是什麼地方？”。如果住民不在其房間，則詢問他：“你要不
要帶我看看你的房間？”，然後看看住民是否能夠找到路。

註碼：對於住民所能夠回憶的每一個項目，勾選適當的答案。如果住民無法回憶
任何一項，勾選“e.以上皆無法回想起”。

B4.日常生活事務決定處理的認知能力
目的：記錄住民在做日常生活決定時的實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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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日常生活事務決定包括以下的項目：
更衣；知道何時吃飯；利用環境線索去組織與計畫（如時鐘、日曆、行事曆）；
如果缺乏環境線索，則從別的地方找尋適當的訊息以計畫每日的活動；充分瞭解
本身的優缺點，並管理每天的事件（如，必要時請求協助）；對於如何到餐館做
出正確決定；承認使用助行器，而且確實在使用。

方法：
y檢查病歷記錄。
y詢問家屬和病患服務員並且觀察住民。

評估的重點應該在於住民是否主動作這些決定；以及機構人員是否
相信住民可能有能力如此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項目的目的在記錄
住民實際上做（表現）了什麼，所以，當機構人員為住民做日常生活的決
定，或者住民不參與做決定時，則不管其能力如何，都應該被評估為“重
度障礙”。
本項目對於進一步評估和照護計畫尤其重要，因為它可以提醒機構
人員：住民的能力與其目前的表現是否有差異；或是機構人員是否無意中
促進住民的依賴性。

註碼：填入與最正確的反應一致的註碼。
0.自主決定－住民對於組織每天生活例行公事的決定和做決定是一致
的、合理的、並反映出生活型態、文化與價值。
1.不完全自主－住民在熟悉的情況下組織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自己做決
定，但是在面對新的工作或狀況時就有做決定的困難。
2.輕度障礙－整體而言，住民能夠組織生活常規並做出安全的決策，但是
在特殊環境中，病人做出不好的決策，而在這些情況下需有指導或線索
或督導。
3.中度障礙－住民做出不好的決定而有生命危險之虞；而且每次在計畫、
組織以及修正日常生活事務上都需要可以提醒的人（物）、線索以及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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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度障礙－住民的決策能力嚴重受損；住民從不（或很少）做決定。

B5.譫妄指標－間歇性思考/意識障礙
目的：記錄譫妄出現的指標行為，譫妄常常是因為可治療的疾病如病毒感染或藥
物作用所引起，且常常由行為顯示，也因此可以觀察，例如，混亂的思考
可由喃喃自語、無關連的、不一致的言語來表現。其他的行為說明如下：
認知功能的改變（衰退）是由譫妄（急性混亂狀態）表現，如果及時發現
並治療的話，這是可以改善的。認知功能完整無缺損的人，其譫妄症狀較
易被發現。然而，當住民之前認知受損或者是有不安、尖叫等行為，要發
現譫妄的徵兆就有困難。但是不管這個困難，藉由使住民適應其日常功能
的改變，還是可能偵測出住民的譫妄症狀。例如，平常吵鬧或好鬥的住民
突然變得安靜、昏睡與漫不經心；或者，反過來說，一個平常安靜與滿足
的人突然變得不安與吵鬧；或者，一個平常有能力找到路的人開始“迷路”。

定義：
a.容易分心(例如難以專注；心思分岔到旁處)
b.對周遭環境事物知覺或意識的改變(例如微動嘴唇或對不存在的人說
話；認為其他地方有某人存在；日夜混淆不分)
c.言談混亂無序(例如言談沒有條理、胡言亂語、說一些沒有關連的話；沒
有系統地談論主題；失去思考能力)
d.間歇性的不安(例如煩躁不安或撥弄皮膚、衣服、餐巾等；頻繁地變換
姿勢；重複身體移動的動作或大聲吼叫)
e.間歇性的倦怠(例如散漫遲鈍；眼冒金星；起床困難；身體移動幅度小)
f.精神狀況隨著每天的事務起伏(例如有時較好有時較差；有時會出現某些
異常行為，有時正常)
註碼：不管您認為發生的原因為何，記錄住民過去 3 天中住民的行為表現－將焦
點放在第一次發生的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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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沒有類似的行為出現
1.出現過類似行為，但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2.出現過類似行為，住民過去 3 天內才發生異常現象(例如新開始的行為或
變壞)

個 案 一
高女士是一位守寡 30 年的婦女，她有心臟疾病帶來的嚴重功能性依賴。病
患服務員指出：高女士在過去兩天“不像她自己”。她打盹的次數變多而且時間較
長；她很難醒過來，而且醒來的時候會喃喃自語。同時也無法專注於自己正在做
的事情，例如，吃飯時不吃飯，一直撥動食物，好像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叉子似的。
然後她會停止，並在幾分鐘後閉上眼睛。有時，高女士在夜晚醒來，並相信那是
白天。她大聲呼叫機構人員帶她去看她死去的先生。有三次，高女士被發現企圖
從床底爬出來。

譫妄指標

註碼

a.容易分心
b.對周遭環境事物知覺或意識的改變
c.言談混亂無序
d.間歇性不安
e.間歇性倦怠
f.精神狀況隨著每天的事務起伏

2（出現新行為）
2（出現新行為）
2（出現新行為）
2（出現新行為）
2（出現新行為）
2（出現新行為）

個 案 二
鄧先生有阿滋海默症。其決策能力不好已經有一段時間。他時常無法專心
於工作及活動，而且常常會錯亂。他很少跟別人講話，和別人談話時，其談話是
混亂不清的而且內容毫無意義。他常常喃喃自語而且動著他的嘴唇好像在跟人說
話一樣。即使鄧先生時常焦躁不安，這樣的行為對他而言不是新的行為而且也很
少干擾其晚上的睡眠。

譫妄指標

註碼

a.容易分心
b.對周遭環境事物知覺或意識的改變
c.言談混亂無序
d.間歇性不安
e.間歇性倦怠
f.精神狀況隨著每天的事務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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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現、不是新的行為)
1(出現、不是新的行為)
1(出現、不是新的行為)
1(出現、不是新的行為)
0(行為沒有出現)
1(出現、不是新的行為)

B6.認知狀態的變化
目的：與 90 天前（或者從上次評估以後）比較，住民的認知狀態、技巧或能力
的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此)意識功能、日常決定的技巧、短
期或長期記憶、思考或意識、或者是回憶能力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可能是
永恆的也可能是暫時的，原因可能已知（如新的疼痛或精神藥物治療）
，
也可能是未知的。如果是新住進機構者，認知狀態的改變應追溯至住進機
構前的期間。
註碼：記錄住民的真實狀況。認知狀態沒有改變註記為“0”，有改善註記為“1”，
變差註記為“2”。

【範

例】

金太太在約 30 天前罹患肺炎後有譫妄症狀（急性混亂）。在使用抗生素
治療、補充水分、和安靜的支持環境中，她康復了。即使金太太的認知技巧並
未回復到她罹患肺炎以前的程度，而且她也無法做日常生活決定，但是她已經
穩定地改善到肺炎前的狀態。註記為“0，沒有改變”。
潘太太的認知未受損。大約 2 個半月前，她女兒告訴她，其一生鄰居摯
友在歐洲旅行途中去世了。潘太太很難接受這個消息；她很震驚而且思緒混亂
與困惑了數天。在家人與機構職員的支持下，她的混亂消失了。即使她仍持續
地悲傷，她的認知狀態已經恢復到接到這個壞消息以前的狀態。註記為“0，沒
有改變”。
丁先生三個月前在帶有術後譫妄症的情形下從醫院離開機構並住進護理
之家。從那時起到現在，他不再需要別人頻繁地提醒，而且每天都能重新定位
(re-orientation)。他做決定的技巧已經有改善。註記為“1，有改善”。
馮先生有阿滋海默症。直到 2 個月前他都好好的，當時他的病患服務員
指出他不再能夠找到回房間的路，而這是他三個月前所能夠做到的。現在當他
試圖要找路到活動室或餐廳時，他時常會迷路。註記為“2，變差”。
方太太於六週前住進機構。住進機構時她在日常生活作決定技巧上不完
全獨立，長期和短期記憶未受損，而且有良好的記憶。然而那時 F 太太中風了，
並且造成她在這些方面的惡化。在健康明顯改變評估期間，她的決策能力變
差。她對於自己新的健康功能的缺陷沒有意識，而且她在移位和活動上有不合
理的安全危機，並接受全天候的監督。註記為“2，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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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認知表現量表
許多機構要求將 MDS 的認知項目合併成整體的認知表現量表。這樣的量
表已經發展出來－認知表現量表（CPS）
。依據五個 MDS 的項目將住民歸類於
七個 CPS 類別中之一項。CPS 的分類與住民在簡式心智測驗（MMSE）中的
平均註碼有高度相關，其註碼從 0（最差）到 30（最好）
。根據 Folstein 的分類，
MMSE 註碼為 23 以下(含 23)通常是指認知有損傷，但對於教育程度在 8 年級
以下者，該標準或許需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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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聽覺/溝通
(COMMUNICATION / HEARING PATTERNS)
目的：記錄住民的聽力（如果使用助聽器，則指戴助聽器時）
、了解別人的能力、
以及與人溝通的能力。
年老的護理之家居民溝通問題的可能原因很多。有一些是因為老化；有些
則是因為漸進的生理或神經學的疾病。通常溝通的問題肇因於一個以上的
因素，例如，一個住民可能在失語症之外還有聽力喪失的問題；或者他（她）
可能已經失智、找字困難和聽力喪失。住民的生理、情緒、和社交情形可
能使溝通的問題複雜化。此外，吵雜或孤立的環境也會妨礙有效的溝通。
瞭解能力的缺陷（接受溝通的缺陷）包括聽力、理解力（說和寫）
、或者是
辨認臉部表情的缺陷。使自己讓別人瞭解的能力的缺陷（表達溝通缺陷）
包含說話聲音變小、無法發聲、或者是很難找到正確的字、造句、書寫、
比手勢。

C1.聽覺
目的：評估住民在過去 3 天內的聽力（必要時，在不同環境下評估）。
方法：
y評估住民在裝了助聽器之後的聽覺(如果住民有使用的話)。
y檢查病歷記錄。
y與住民晤談並觀察住民，詢問他關於聽力功能的問題
y詢問家屬、直接照護人員以及語言或聽力專家
y在口語互動中觀察住民以檢視發現結果的正確性

與住民溝通時必須小心，例如，為了講得更清楚一點，應放大音量、講慢
一點、或多使用一點手勢；或者需配合臉部表情來使住民瞭解你所說的；或者必
須帶住民到一個較安靜的場所進行晤談－這些都是與聽力問題有關的線索，而且
應該要登錄於註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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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觀察住民與別人的溝通以及他（她）在團體中的活動，或者詢問
活動中的工作人員在團體休閒活動中住民的聽力表現。

註碼：記錄與實際情況最一致的註碼。
0.聽覺適當－住民可以在所有正常對話中聽見，包括使用電話時、看電視
時、以及參與團體活動時。
1.輕度障礙－在一般談話中可以聽見，但是在一個不安靜的環境或者非一
對一的情形下，有聽力困難。
2.中度障礙－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聽見－即使住民有聽力缺陷，只要說
話者調節音量和音調以及發音清楚，住民可以了解﹔或者當說話者的表
情清楚可見時，住民也可以了解。
3.重度障礙－住民只能聽見某些聲音，而且即使說話者調整音量和音調、
說話清楚、或者是面對面說話，住民也無法反應。即使說話者做了最大
的努力，住民還是無法了解。

C2.溝通設備/ 技巧
目的：記錄住民用於使別人瞭解他（她）的需求或希望的溝通技巧（口語或非口
語的技巧）。
定義：
a.裝戴助聽器並經常使用－住民可以獲得助聽器或其他輔助聽力器材，並
且經常使用。
b.裝戴助聽器，不是經常使用－住民可以獲得助聽器或其他輔助聽力器
材，但是不常使用(例如，住民有助聽器但是壞了，或者是只在某些情形
下使用)。
c.使用其他溝通技術(例如讀唇語)－住民使用的機器或程序，藉以便利與
他人的互動(例如，讀唇、肢體接觸、由機構人員寫下來、使用溝通板)。

方法：
y詢問所有輪班的機構直接照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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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與住民互動並且觀察任何可信的非口語表達（身體姿勢，如指著某物），
不管是在一對一的溝通情境或者是在團體情境中。
y若住民的溝通能力有問題，則請機構職員詢問住民家屬是否有其他有效
的溝通方式。

註碼：勾選所有適合的選項。如果住民沒有使用以上所列舉的任何一項，則勾選
“e.以上皆非”。

C3.溝通方式
目的：記錄住民所用來讓別人了解他的需要或希望的溝通類型(包括口語的和非
口語的)。
定義：
b. 寫字表達需求－住民用寫的方式與人溝通。
d.符號/動作/聲音－這個類別包括住民用來與人溝通的非口語表達方式。
y動作－包括指字、指物、指人；臉部表情﹔使用身體姿勢，如點頭兩
次表示“是”，一次表示“否”，或者以握緊別人的手來表示。
y聲音－包括發出咕嚕聲、突然發聲、響鈴等。
e.溝通板－住民使用一個電子的、電腦化的或其他家庭製的器材，以傳達
口語的資訊、希望、或要求。
f.其他－如速示卡或各種電子輔助器材。

方法：
y詢問主要的病患服務員，及其他各個班次的直接照護人員。
y詢問家屬。
y在一對一的溝通中或者是在團體情境中與住民互動並且觀察任何可信的
非口語表達(身體姿勢，如指著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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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勾選住民所用來表達需求的每一種方法。如果住民沒有使用任何一項，勾
選“g.以上皆非”。

C4.讓別人理解自己表達意思的能力
目的：記錄住民表達或傳達要求、需求、意見、緊急問題、和社交談話的能力，
不管是用說話、寫字、手語或者是結合這些方式。
方法：
y與住民互動，觀察並聽取與住民的溝通。觀察他（她）在不同情境(如一
對一的情境或團體情境)和不同環境(如安靜的或焦躁不安的環境)中與
別人的互動情形。
y如果可能的話，詢問主要的病患服務員(所有班次)、住民家屬、語言學
專家。

註碼：輸入與住民反應最相稱的選項。
0.完全能夠被理解－住民清楚表達意見
1.通常能夠被理解－住民有找字或思考上的困難，以致反應較慢﹔或者住
民需要被鼓勵才能使自己被了解。
2.時常被理解－住民無法找到正確的辭彙或者無法思考，以致引起反應遲
鈍或不完全的反應。住民通常需要聽者鼓勵或者提供線索，才能夠清楚
表達或澄清訊息。
3.有時能夠被理解－住民的能力有限，但是對於基本需求(如食物、喝水、
睡覺、如廁等)能夠具體表達。
4.極少/從未讓人理解－工作人員須依自己的能力、住民特殊的聲音或身體
語言判斷(如，痛或者要如廁)。

C5.說話清楚
目的：記錄住民的說話品質而不是說話內容或適當性－也就是指“講的字”。
定義：表達字句的清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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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y聽住民說話。
y與主要照護人員交換意見。

註碼：輸入與住民反應最相稱的選項。
0.說話清楚－說話清楚，令人理解。
1.說話不清楚－說話含糊，口齒不清。
2.無法清楚－缺乏說話能力。

C6.理解別人表達意思的能力
目的：描述住民理解語言訊息的能力，不管是使用口語和住民溝通，還是藉由書
寫或用手語還是點字。這個項目測量的不只是住民聽的能力，還包括處理
和了解語言的能力。
註碼：輸入與住民反應最相稱的代碼。
0.完全能理解－住民能夠清楚地了解說話者的訊息而且能理解字句或動作/
行為。
1.通常能理解－住民可能漏掉某一部份的訊息內容但是能夠理解大部分的
訊息。住民可能有片段性整合困難但一般而言可以理解字句或動作。
2.時常能理解－住民可能遺漏某些訊息或者遺漏訊息的某些意義，當提供訊
息者（機構人員或家屬）重新訴說或簡化訊息或使用手勢，並且特別詢問
住民是否清楚溝通內容時，住民的瞭解能力就會提升。
3.有時候能理解－住民時常有整合訊息的困難，而且只能對一些簡單的直接
問題作出適當的反應。

4.極少/從未理解別人的意思－住民理解溝通的能力有限。或者，機構人員
很難確定住民是否能夠理解訊息。或者，住民可以聽見但無法了解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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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溝通/聽覺的改變
目的：記錄住民與 90 天前相比(若住進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次評估資料為基
準)，其表達、理解、或聽的能力之改變。如果住民是新住進機構，則這
個項目包括在住進機構前的改變。
方法：
y詢問主要照顧者(如果可能的話，詢問所有輪班的人員)。
y詢問新住進機構住民的家屬並且查閱之前的季評估。
y詢問住民是否有人指出他（她）有任何聽覺、說話、或了解他人能力的
改變。有時，因為住民自認為是因為年紀大了，所以不會對這些改變有
所抱怨。因此，直接問他們是很重要的。有些聽力衰退的類型很容易被
矯正(例如，更換新的助聽器電池或清除耳垢)。

註碼: 輸入與正確答案最一致的數字。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範

例】

連太太已經有表達性失語症兩年了。雖然她偶而可以說一些別人了解的字
或片語，但是對她而言，這並不是新近發生的事情。在過去 90 天內，她的溝通
狀態保持不變。註記為“0，沒有改變”。
簡太太的聽力嚴重障礙。五個月前，職能治療師發展了一套速示卡給機構
人員和她溝通時使用。這對簡太太和機構人員都有很大的幫助。她了解別人的能
力持續在改善。註記為“1，改善”。
謝先生抱怨耳鳴有 2 個星期了，他說“幫幫忙，它快讓我發瘋了！”。註記
為“2，表示變差”。
在住進機構前兩個星期，除非說話者調整音量並且說話清晰，否則蔡太太
有嚴重的聽力問題。她過去戴有助聽器，但在住進機構時遺失了。住進護理之家
後，蔡太太接受測試並配戴新的助聽器。雖然她還在適應中，但是戴了助聽器之
後她的聽力變好了。註記為“1，改善”。

- 69 -

D.視力（VISION PATTERNS）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3 天內在適當光線下以及戴眼鏡時(如有需要)的視力和視力
問題。

D1.視力
目的：評估住民在適當光線下與戴上習慣使用的視力輔助器時(如眼鏡、老花眼
鏡)，看近物的能力。
定義：“適當”光線－對住民的正常視力而言是充足的或舒服的。
方法：
y詢問所有輪班的直接照護人員(如果可能的話)，住民過去 3 天內視力是
否有改變－例如，住民是否還能夠看報紙、菜單、賀卡等？
y然後，詢問住民其視力狀況
y請住民戴上慣用的視力輔助器(如眼鏡、老花眼鏡)看書上或報紙上正常
大小的圖片以測試所發現訊息的正確性。然後請住民大聲讀出來，從最
大的標題開始，在內容中最細小的字體結束。
y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住民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或者是無法閱讀文字的，對
於這種個案，可以請他們大聲唸出不同大小字體簡易單字或數字，例如
日期或頁數，或者是請他們說出小圖片的名字。
y如果住民無法溝通或是無法遵循你對視力檢查的指令，則觀察她的眼球
轉動，看看其眼睛是否跟著物體轉動。即使這些是粗略的測量方式，它
們可以協助評估住民是否有任何的視力問題。

註碼：輸入與正確反應最相稱的代碼。
0.視覺適當－能夠看到細微處，包括書報中的標準印刷體。
1.視覺有輕度障礙－能夠看清楚大印刷體，但是無法看書報中的標準印刷
體。
2.視覺中度障礙－視覺受限；不能看清楚報紙的標題，但是能夠辨識物
件。
3.視覺重度障礙－辨識物件有困難，但是眼睛能夠隨著物件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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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許多認知障礙的住民因為無法遵循指令或者是無法說出所看到
的，所以無法參與視力檢查。他們，然而，許多這樣的住民似乎
會用他們的眼睛”追蹤”或跟隨環境中的物體運動。對於這些住
民，使用註碼”3”，表示視力重度障礙。在有限的技術下，這是
在此種情境中所能做出的最佳評估。
4.視覺極重度障礙－沒有視覺或只能看到光、顏色或形狀；眼睛不能隨著
物件移動。

D2.視力限制/困難
目的：記錄住民是否有和一般老人常見疾病有關的視力限制或困難(例如，白內
障、青光眼、黃斑性退化、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神經疾患)。有一些眼
部問題是可以治療和改善的﹔而其他的，即使無法治癒，也可以做一些介
入以維持或改善住民的視力。因此，界定是否有這些情形發生是很重要的。
方法：
a.視野問題
y觀察住民的日常生活活動(如吃飯、在走廊遊走)。
y詢問住民有關視力的問題(如，食物灑出，撞到人或物)。
y詢問主要的病患服務員以及其他每位輪班的直接照護人員：住民是否
有與視野減退有關的困難(例如，留下盤子一邊的食物、機構內定點走
動困難、撞到人和物體、在坐下的時候誤判椅子的位子)。
b.有下列情形－詢問住民看燈時是否出現光暈或光環、燈光閃爍或者眼睛
似乎”被遮住”。

註碼：勾選所有適合的選項。如果都不適合，則勾“c.以上皆無”。

D3. 是否裝戴視覺輔助裝置
目的：確定住民是否經常使用視力輔助裝置。
定義：眼鏡、隱形眼鏡、老花眼鏡－包括在過去 3 天內任何時間使用的任何類型
的視力矯正器。
註碼：如果住民過去 3 天內曾經戴眼鏡、隱形眼鏡或老花眼鏡，註碼為“1”。如
果沒有，註碼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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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情緒與行為型態
(MOOD AND BEHAVIOR PATTERNS)
情緒憂鬱是一個嚴重的情形，而且和罹病率有顯著相關。和憂鬱有關的因
素有：對護理之家適應不良、功能障礙、抗拒日間照護、無法活動、孤立、疾病
的危險性增加、認知障礙、以及對照護計畫的敏感度增加。因為情緒憂鬱徵兆與
症狀通常是可以治癒的，因此識別老年住民的情緒憂鬱徵兆與症狀尤其重要。
在許多機構中，機構人員並未接受特殊的訓練以評估住民的情緒憂鬱與行
為問題。因此，有許多的問題疏於診斷，而且疏於治療。在沒有實施此種訓練的
機構中，建議能在專業的心理健康專家指導下，以在職訓練取代之。在這些機構
中，工作人員最起碼要能發現一些有用的心理健康 RAPs(如情緒、行為)，並且
要小心地評估這些 RAPs。

E1.憂鬱、焦慮、憂傷的指標
目的：記錄在過去 3 天內觀察到的指標出現頻率，不管發生原因為何。
定義：憂鬱、焦慮或憂傷的住民可能直接表達內心的感受。然而，在老年住民中，
卻很少會說出“我的心情很憂鬱”。住民的憂鬱通常是以下列方式來表示：
y口頭表示難過
a. 住民作負面的陳述－例如，“什麼都不重要﹔不如死了算了﹔有什麼
用﹔後悔活這麼久﹔讓我死”。
b. 一再提出相同問題－例如，“我要去哪裡﹔我要做什麼?”
c. 重複相同的語句－例如，大聲求救(如，神啊，救救我！)。
d. 持續地和自己或他人生氣－例如，容易煩躁、不滿護理之家的設備﹔對
所接受的照護感到生氣。
e. 自我輕視－例如，“我什麼都不是﹔我沒有用”。
f. 表達莫名的恐懼－例如，害怕被遺棄、孤獨、和別人同處。
g. 一再陳述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例如，認為自己快要死了、有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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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一再抱怨健康上有問題－例如，持續性地尋求醫療照護，強迫性地關心
身體功能。
i. 一再抱怨或掛慮(與健康無關)－不斷引起他人注意以及尋求保證有關
日常習慣、膳食、洗衣、穿著、人際關係等事項。

憂鬱也可能藉由非口語表達，並且藉由觀察住民以下的日常生活內容來加
以確定：
y睡眠週期的問題－憂鬱可藉由睡眠被打斷而表現出來。
j.早晨起床情緒不佳
k.失眠/睡眠形態的改變－例如，難以入睡，睡得比平常多或少，醒得太早
而且無法再入睡。
y憂傷、冷漠、焦慮的表情
l.臉部表情憂傷、痛苦、憂慮－如皺眉頭。
m.經常哭泣落淚
n.重複移動身體－例如，踱步、絞扭雙手、侷促不安、煩躁、撥弄皮膚。
y喪失興趣

這個項目指的是住民日常行為的改變。

o.逃避有興趣的活動－例如，不喜歡長時間的活動或與親友相處。
p.減少與他人的互動－例如，如寡言、孤立。

方法：
y和住民聊天。有一些住民比較會說出他們的感覺，而且會說出他們的憂
鬱或者在別人詢問的時候告訴別人
y有些住民則無法說清楚自己的感覺(無法找到字句來描述他們的感覺，或
者缺乏領悟力或認知能力)。因此需小心觀察任何有關的指標並詢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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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班的機構照護人員(可能的話)以及了解住民行為的家屬。
y相關訊息也記錄於病歷記錄中。

註碼：在不考慮發生的原因的情況下，過去 3 天內住民是否有以下情形：
0.過去 3 天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1.最近 3 天內有 1-2 天出現類似症狀
2.最近 3 天內每天出現類似症狀

【範

例】

王先生最近住進機構，當女兒來訪時(一週三次)，他變得煩亂和憤怒。他向女
兒以及機構照護人員抱怨“她把我留在這個恐怖的地方”並責罵她“不帶他去她
家”，而且嚴厲指責她“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女兒”。在她離開後，他變得後悔、憂
傷、哭泣並且說“有什麼用。…我不好…真希望自己在太太死的時候就死掉”。
註記為“1”，a.（住民作負面的陳述），d.（持續地和自己或別人生氣），e.（自
我輕視）
，m.（經常哭泣落淚）﹔其餘的項目則註記為“0”。

E2.情緒持續
目的：確認在過去 3 天內，憂鬱、憂傷、或焦慮的情緒指標是否不易因“想要高
興”或得到安慰而改變。
方法：
y觀察住民。
y與所有輪班的(可能的話)直接照顧人員討論。
y與常常探望住民或與住民通電話的親朋討論。

註碼：如果住民在過去 3 天內沒有沒有類似的情緒出現，註記為“0”﹔如果出現
過類似情緒，而且容易改變，註記為“1”﹔如果出現過類似情緒，但不容易改
變 (不管機構人員如何安慰，住民的情緒都一直持續)，註記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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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情緒變化
目的: 記錄住民的情緒狀態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
評估資料為準)改變情形。如果住民是新住進機構，則此項目包含住進機
構前的改變。
定義：情緒改變－指的是 E1(口頭表式難過，睡眠週期問題，憂傷、冷漠、焦慮
的表情)和 E2（情緒持續）所描述的任何症狀（新發病、改善、惡化）。
這些變化包括：
•憂鬱表達或徵兆種類增加或減少；
•憂鬱發生頻率增加或減少；
•憂鬱表達或徵兆強度增加或減少。

方法：
y檢查住民記錄，包括最近一次的季評估以及新住民的轉院記錄。
y與住民晤談並觀察住民。
y請教所有輪班的機構人員(可能的話)，以確定所做的觀察。

註碼：如果沒有改變，註記為“0”﹔有改善，註記為“1”﹔變差，註記為“2”。

【範

例】

嚴太太患有躁鬱症。過去，她對鋰鹽的反應良好而且她的情緒維持穩定已經有一
年之久。大約 2 個月前，她變得極度哀傷與退縮，還表達出想死的念頭，並且開
始絕食，所以她被送進精神科醫院接受評估與治療。三個星期前回到護理之家
後，她開始服用新的鋰鹽以及另外的抗憂鬱藥物。現在，她的情緒和食慾已經有
改善。她又恢復到 90 天前的“自己”。註記為“0”，代表沒有改變。
在住進機構評估 90 天前，郭先生對於住進護理之家淚汪汪的而且表達出極度的
哀傷與憤怒。他在晚上無法入睡，反覆的不安，早上也太早醒來，並且擔心他無
法再入睡。從那時候開始，郭先生參加一個一星期兩次的支持性團體，並喜愛與
新朋友的社交活動。即使還是會跟護理之家表達其哀傷與憤怒，但頻率與強度已
經降低。註記為“1”，代表有改善。
朱太太長期有憂鬱症。兩個月前，她對精神藥物有負面反應。她表示害怕自己快
要瘋了而且表現得十分激動。因為她太不安了，所以其注意力大為降低並且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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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團體活動。在藥物治療中斷後，其感覺和行為的強度變小，而且她煩躁的時
間也較少了。朱太太的狀況比以前還好，但是她依然會感到憂傷，現在，她比兩
個月前最糟糕的情況好多了，但是她還沒恢復到 90 天前的狀況。註記為“2”，代
表變差。
在住進機構評估六個星期前，呂太太非常煩躁。她每天有很多模糊不清的疼痛抱
怨。她不斷請護士”叫醫生來，我生病了”。在沒有鑑定出任何的生理疾病後，精
神科醫師診斷呂太太有憂鬱症，並開了抗憂鬱症的藥物給她。此藥物對呂太太的
影響很大。在健康明顯改變評估時，呂太太對於健康的抱怨變少而且也參與更多
的活動。註記為“1”，代表有改善。

E4.行為問題
目的：為了確認在過去 3 天中造成住民憂鬱、或者是使住民或家屬感到煩惱或破
壞性行為問題的（a）頻率和（b）改變的可能性。即使機構人員或其他住
民已經能夠適應這些行為(例如，“王太太的尖叫行為跟其他人一樣並無太
大差別；或者，“劉太太不是故意打我。她這樣做是因為她神智不清”)，
這樣的行為對住民自己有潛在的傷害或者是對環境具有破壞性。
瞭解與記錄住民在 MDS 上的行為問題，以改善行為問題為基礎，為進一
步的評估以及照護計畫提供一致的、適當的照護。病歷記錄上對於住民目
前狀況的說明可能是不正確或無效的，而且它也不是訊息唯一的來源。(見
以下程序)。所以，一旦行為問題的頻率和改變可能性被確認，接下來的
說明應該要更精確反應出住民的狀況以及臨床介入方式。

定義：
a.遊蕩－指住民無目的或非理性的行動。遊蕩的住民可能有明顯的生
理或安全需求。這種行為應該和有目的的活動(如肚子餓的人為了覓
食而在機構中走動)區分開來，而且可藉由步行或坐輪椅的方式進
行。
不要將來回踱步視為遊蕩行為，而且如果住民來回踱步，應該要被
記錄於“E1n.重複移動身體”。
b.語言暴力－其他的住民或機構人員被威脅、尖叫、與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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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肢體暴力－其他的住民或機構人員被打、被推擠、或者被性虐待。
d.社會上不恰當/破壞性的行為－包括噪音、尖叫、自我虐待行為、或
者是在公共場合脫衣或有性行為、亂丟食物或排泄物、搜別人東西。
e.抗拒照顧－拒絕吃藥/打針、ADL 協助或幫助進食。如果住民曾經明
文表示不接受照護，則不包括在內(例如，住民運用其權利表示不接
受治療，以及住民對機構人員試圖恢復治療時的消極反抗)。
抗拒的徵兆可能是口語的或肢體的(例如，口頭拒絕、推撞照顧者、抓傷
照顧者)。這些行為不一定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是能提供住民對於護
理介入的反應的訊息，而且能進一步促使機構人員探討其抗拒照護計畫的
原因(例如，怕痛、怕跌倒、無法理解、憤怒、人際關係不好、想要參與
更多的照護決策、曾經有醫療錯誤和無法接受的照護、希望修正提供的照
護方式)。

方法：
y對住民行為問題採取客觀的看法。註碼時著重在住民的行為而非住民的
行為目的。要確定行為背後所隱藏的意義是很難的，因此，評估時從記
錄住民的任何行為開始是很重要的。這個註碼和機構人員習慣了住民的
行為問題並認為住民的行為是無意的(如”他不是真的要傷害任何人。他
只是被嚇到了”。)無關。我們要觀察的是：住民是否有此行為問題？住
民在個人照護時是不是好鬥的？是不是攻擊機構人員？
y觀察住民，看看住民如何反應機構人員對他所提供的照護。
y請教所有輪班的機構直接照護人員。一個象徵性行為可能已經出現，但
是因為它發生於另一個輪班照護過程中所以協調護理師沒有看見。因
此，取得與住民有接觸的病患服務員的資料尤其重要。同樣地，機構人
員也有可能認為某個行為已經是單位中的常態行為，並不是行為問題(例
如，和認知嚴重受損或功能嚴重受損住民相處的機構人員習慣住民的遊
蕩、吵鬧等行為)。因此，需請機構人員把注意力放在過去 3 天內住民的
實際行為上。
y最後，這些資料可能不完整，因此要檢查住民的病歷記錄。

註碼：(A)過去 3 天內行為問題出現的頻率
記錄住民行為問題出現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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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過去 3 天內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對於所有 MDS 上所描述的行為而言，如果過去 3 天內都沒有出現該
種行為，註記為“0”。這適用於從來沒有這些行為問題的住民或者是
之前有過這些行為問題但現在沒有者，包括那些行為問題完全地被
精神藥物、身體約束、或者是行為管理計畫所限制的住民。例如，
有一位“遊蕩”的住民因為被限制在安老椅上，所以在過去 3 天內沒
有遊蕩行為，註記為“0”－代表過去 3 天內沒有出現行為問題。這個
將住民安置在安老椅上以限制其行動的臨床措施在後續的評估中會
被評估為“使用肢體約束”。
“1”：過去 3 天內類似行為出現 1 天。
“2”： 過去 3 天內類似行為出現 2 天。
“3”：每天發生類似行為。

(B)過去 3 天內行為問題改變情形
“0”：未存在類似行為或行為容易改變。
“1”：行為不容易改變，對機構職員而言不會想藉由限制裝置、牽制、改
變機構常規以因應住民需求；亦不會藉由環境改善、活動計畫、安
適測量、適當的藥物治療等方式來降低行為問題。例如，一位認知
障礙的住民在晨間照護時打了機構人員，他向機構人員解釋每一種
打人的理由，而且其行為不易改變，應註記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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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頻率

（B）
可改變性

鄧女士有失智症而且在做日常生活決策時嚴重障礙。
她依賴別人對她的指導。當她不參與某些活動時(休
閒、吃飯、ADLs 等)，她在單位裡遊蕩。不管其根本
的原因何在，這個行為可以輕易地由機構人員邀請他
參加團體活動而改正。鄧女士輕易地答應並且開心地
待著，並參與接下來所進行的任何事情。

3

0

王先生有失智症而且在做日常決定上嚴重損傷。他每
天在機構中遊蕩。他有嚴重的聽力問題而且不肯戴助
聽器。他很容易被別人嚇到而且無法待到整個活動結
束。因為王先生對機構人員又打又撞，許多導正其遊
蕩行為的嘗試已經在進行中。一段時間後，機構人員
發現當他處於一個特定安排的環境時，他的表現是最
令人滿意的。

3

1

遊蕩的範例

E5.行為問題變化
目的：為了記載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資料為
準)，住民的行為問題或者對照護的抗拒是否保持穩定，發生頻率或改變
的可能性頻率是否增加或減少。考慮任何方面的改變，包括(但不限於)遊
蕩、口語或肢體暴力或攻擊的症狀、不適當的社交行為或抗拒照護。如果
住民是新住進機構，這個項目包含在住進機構前的改變。
定義： 行為問題的改變－指的是在 E4(行為問題)所描述的任何一個症狀(新發
病、改善、惡化)。這樣的改變包括：
y行為問題的“種類”增加或減少；
y行為問題發生的“頻率”增加或減少；
y行為問題的“強度”增加或減少；
y行為問題的“改變可能性”增加或減少。

方法：
y檢查護理記錄和住民記錄，包括最近一次的季評估以及新住民的轉院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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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與住民晤談並觀察住民。
y可能的話，請教所有輪班的機構人員，以確定所做的觀察。

註碼：
“0”－沒有改變。此註碼也可用於 90 天前沒有行為問題的住民。
“1”－改善。行為問題變得較少、較不頻繁、較不強烈，而且和 90 天前比
較起來沒有因其他行為問題的發生而變得複雜。
“2”－變差。行為問題變得更頻繁、更強烈，或者是和 90 天前比較起來因
其他行為問題的發生而變得複雜。

【範

例】

過去 90 天即使機構人員努力給予支持，黃太太還是每天持續在房間裡偷藏食
物。機構人員可以了解這個以前無家的婦人的需求，但是因為他們在房間裡發
現螞蟻和蟑螂，所以他們覺得有必要重新評估對她的照護方式。註記為“0”，表
示從上次評估後行為問題沒有改變。
鄧太太過去三天腸胃不適。以前，她曾經有便秘的病史。在感染肺炎期間，便
秘惡化，而且因進食流體困難導致脫水。在這段期間，鄧太太變得混亂與沉默。
在評估期間，她數度被發現在除去自己的排泄物並弄髒排泄物(這是一種不適當
的/破壞性的社交行為)。檢查之後，發現鄧太太糞塊嵌塞，於是她接受治療並
採取腸道食物治療方法。這個計畫成功地除去因不舒服所引起的不適當社交行
為。然而，當鄧太太開始覺得較舒適且情況有改善時，她又開始之前每天遊蕩
（4 個月以前)、推撞他人、搜別人的衣櫃等行為。註記為“0”，代表從上次評
估後沒有改變。
馮太太是一個相當被動的女士，她在住進護理之家後從來沒有出現過行為問
題。在她中風後接受健康明顯改變評估時，沒有記錄任何行為問題。註記為“0”，
表示從上次評估後沒有改變。
辛先生每天遊蕩進出別的住民的房間以及搜他們的東西，有時一天數次。即使
他遊蕩與搜別人東西的行為持續，在過去幾個星期，他已經比較容易共事而且
也與機構人員更熟悉了。他不再像 90 天前一樣尖叫、咒罵和推撞其他住民和前
來阻止他這種行為的機構人員。註記為“1”，表示有改善。
盧太太 90 天前在吃飯時以及活動時不斷大聲敲擊柺杖，而且大約每個星期發生
一次這種行為。在過去這個星期，機構人員注意到這個不適當的社交行為(吵鬧
聲)每天發生多次。註記為“2”，代表行為問題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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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心理社會幸福感（PSYCHOSOCIAL WELL-BEING）
目的：為了確定住民對護理之家的情緒適應，包括其態度、對環境的適應以及人
際關係的改變。

F1.主動/參與感
目的：評估住民參與護理之家生活的程度以及主動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娛樂活動
的程度，包括尋求獨處。
定義：
a.容易與他人相處－回想住民與你在一起時的行為舉止，以及住民與其他
住民、機構人員、訪客在一起時的行為舉止。若住民企圖在與人相處時
防衛自己、大部分時間獨處、或者是被拜訪時顯得不安，那麼，他不是
“容易與他人互動”的。
b.容易融入有計畫、有結構的活動－思考住民對於有組織的社交或娛樂活
動的反應。對於團體活動感到舒服或不覺得束縛的住民是“容易從事有
計畫的/有結構的活動”。而無法在有組織的團體活動中就座的住民，或
者有吵鬧行為或企圖離開、或拒絕參予這類的活動的住民不是“容易從
事有計畫的/結構性的活動”。
c.容易融入自發性活動－這些包括休閒活動(例如，看書、看電視、與朋友
聊天)，以及工作活動(如自己收拾衣物、整理東西)。花較多時間獨處的
住民，或是總是請別人找事給他做的住民，不是“容易融入自發性活動。
d.建立自己的目標－思考住民所說的話，例如“希望我可以再走路”，或者
“我想要早起到美麗的起居室”。住民的目標可以傳統地像想要在裝了關
節之後再學習走路，或者是想要活著跟心愛的人說再見等。然而，有些
目標無法由住民真實地說出來，但卻暗示著住民有自己在機構中生活的
個別方式(例如，計劃自己的活動或者調整自己的步調)。
e.積極參與機構生活－整體來說，想想住民是否分擔機構事務、與同儕互
動、以及談論機構活動，彷彿自己就是機構的一部份一樣。如果住民對
護理之家或特殊單位有歸屬感，則表示他們是“參與機構活動”的。
f.接受邀請參與多數的團體活動－願意參與團體活動的住民，即使後來發
現活動是不適合的或者決定要離開，或者是不常拒絕參加團體活動，則
為“願意參加大部分的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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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y被選定的反應可藉由客觀觀察住民過去 3 天內在不同地方(在自己房間、
在單位用餐室或在活動室中)或情境(自己一個人、一對一情境、在團體
中)下的行為(口語或非口語)來確認。
y住民是主要的訊息來源。和住民閒聊並詢問其知覺(他的感覺如何)、他
（她）喜歡怎麼做事、以及他（她）如何反應特殊情況。
y與住民經常接觸的機構人員閒聊(例如，病患服務員、活動人員、社工人
員、治療師)。
值得注意的是，住民如何看自己與其實際行為之間可能是有差異的，因
此，應小心運用臨床判斷以作為擬定照護方式的基礎。

註碼：勾選所有適合的選項。任何選定的項目不會被解釋為是正面的或負面的。
被勾選的只是合適的選項，如果不合適的話就不要勾選。如果在 F1 中沒
有勾選任何選項，則勾選“g.以上皆非”。為了個別照護計畫的目的，應注
意－那些沒有被勾選的選項所傳達出的訊息與被勾選的選項所傳達出的
訊息一樣重要。

F2.不穩定的人際關係(Unsettled Relationship)
目的：指出住民的人際關係品質與本質(也就是住民如何與機構人員、家屬和其
他住民互動)。
定義：
a.私下/公開與工作人員爭執或反覆批評機構人員－住民長期跟其他的機
構人員抱怨某些機構人員、在治療團體中口頭批評機構人員造成團體的
分裂、或者經常違反單位中的日常生活規律。勾選此項目時不需要假定
問題為何會發生或者是它可能可以被矯正。
b.不滿其室友－這個類別包括和住民共用一個浴室的“浴室夥伴”。不滿的
方式可能是要求室友改變或抱怨“浴室夥伴”花太多時間在浴室、或抱怨
室友搜他東西、或者是抱怨室友的身體、心理、或行為狀態。其他如室
友的相容性問題，包括早睡－熬夜看電視，乾淨的－把個人的地方弄得
濕答答的，室友講電話時間太久，或者打鼾，或者是因失禁或衛生不好
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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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滿室友以外的住民－長期抱怨其他人的行為、與其他住民的互動品質
不良、缺乏有交情的同儕。這個定義指的是正常的範圍的批評或要求(也
就是，不斷的在合理的程度內抱怨)之外的衝突或意見不合。
d.公開與家人朋友爭執、對其發怒－包括表達被遺棄的感覺、家屬忘恩負
義、不被親密的朋友了解、或者對家屬或朋友關係有敵意。
e.與家人或朋友沒有聯絡－過去 3 天內沒有探視者或沒有人打電話給他。
f.最近失去親密的家人或朋友－包括家屬或朋友搬到比較遠的地方，即使
是暫時的(如只有冬天時)、重要他人去世、或者是重要關係最近結束了
(如喜歡的病患服務員轉調到另一個單位工作)。
g.不容易適應日常生活上的改變－當日常例行事務改變時(如機構人員離
職或重新調派、新的治療或藥物治療、活動或用餐計畫的改變、新室友)，
住民表現出生氣、困惑或不安。

【範

例】

過去六個月金女士服用 2 顆白色藥丸，1 顆藍色藥丸，1 顆黃色藥丸以及噴 2 次
從橙色的手按噴霧器噴出的藥。製造橙色噴霧劑的藥廠最近改變其包裝。當金太
太拿到新的藍色噴霧劑並且被告知裡面裝的是相同的藥時，她變得非常的焦躁不
安與難過。在金太太使用這個新的噴霧劑前，護士很耐心地並且一再向她保證。
這件事在過去 3 天發生了好多次。

方法：
y詢問住民是否滿意與機構人員或家屬的關係或者有不高興的感覺？如果
住民不滿，那他不滿的是什麼？
y和探視住民以及和住民電話聯絡的家屬聊天也是重要的。詢問過去 3 天
內和住民的關係如何?

y在例行的照護中，觀察住民如何與機構人員和其他人員互動。有沒有看
到衝突的跡象？
y與直接照護人員(例如病患服務員、在餐廳中協助的助手、社工、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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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談話，並要求他們觀察住民的人際關係(不論是發生衝突或和諧)。
必須小心某些機構人員在描述這些關係時可能有偏差。身為一個評估
者，你必須獲得一個整體的描繪，也就是必須取得多數人的看法。

註碼：勾選所有適用於過去 3 天內的註碼。如果沒有合適的，則勾選“h.以上皆
非”。

F3.過去的角色
目的：確定住民對於之前的角色或現在所住護理之家的認知與接受度。
定義：
a.高度認同過去的角色與生活狀態－指的是住民喜愛說關於自己過去的
故事、或者是對過去成就或生活引以為傲，或者不斷提到先前的生活方式
(如慶祝家庭事件、實踐生活傳統)。
b.對失去角色或地位表示憂傷/憤怒/空虛感－住民表達出“我已經不是過
去的我了”；或者“我希望自己是個好媽媽”；或者是“沒有用，我已經無法
做我想要做的事了”。住民在描述過去的失敗、成就與回憶時哭泣。
c.住民知覺到日常生活事務與過去社區內的生活形態不同－整體而言，住
民知覺到現在的日常生活方式與過去不同。

【範

例】

在護理之家中，住民一星期中有兩天早上淋浴，但是在家時，她每天睡覺前盆浴。
住民在晚上七點前休息，然而在家時則會熬夜看夜間新聞。
在家中時，林太太喜歡每天和五個女兒講電話。但是在護理之家中，因為只有一
具公用電話給機構人員和住民使用，所以林太太現在一個星期只和每個女兒講一
次電話。

方法：
y和住民聊他進入護理之家以前的生活。可以利用環境線索(如全家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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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孫子的信或藝術作品)幫助談話。此訊息可能在討論其他的 MDS 主
題(例如，日常習慣、活動、ADLs)出現。
y此外，直接照護人員和家屬也會有相關資料。

註碼：勾選所有適用於過去 3 天內的選項。如果沒有合適的，則勾選”d.以上皆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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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生理功能與身體問題
（PHYSICAL FUNCTIONING AND STRUCTURE
PROBLEM）

大部分護理之家住民都有身體功能退化的危險。大多數的住民有多重的慢
性疾病和會嚴重影響自我執行日常生活活動的其他因子，例如，認知障礙會限制
參與自我照顧的意願或能力，或者會妨礙其對於完成 ADL 所需能力的了解。有
很多身體或神經疾病對自我照顧的重要生理因素有不良的影響，例如耐力、肌
力、平衡、以及骨質強度。此外，藥物和其他治療的副作用也會對自我執行能力
造成不必要的喪失。
因為這些可能性的不良影響，住民的潛在最大功能性常常被家屬或機構人
員和住民自己低估。因此，所有的住民都要接受以護理為基礎的復健照護，其重
點著重於保持和擴展住民的 ADL 自我執行能力。
正確評估住民自我執行表現以及他人對住民的支持量與類型後，才能成功
發展住民個別的照護計畫。

G1. ADL 自我執行能力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3 天內日常生活活動自我照顧的表現(也就是住民真正為自
己所做的，以及/或者需要機構人員做怎樣的口頭幫助或肢體幫助)。
定義：根據以表現為基礎的量表，測量住民在過去 3 天內每一個 ADL 類別的實
際表現(不是他有沒有能力做)。
a.床上移動能力(Bed mobility)－住民如何睡下和起床、翻身及移動身體。
b.移（轉）位 (Transfer)－住民如何在兩位置之間移動－亦即上下床、椅
子、輪椅和站立。不包括去如廁和沐浴。
c.在室內走動(Walk in room)－住民在其房間中如何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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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門廊上走動(Walk in corridor)－住民在單位中的門廊上如何走動。
e.單位內活動(Locomotion on unit)－住民在房間與同一層樓鄰近的走廊
之間移動的情形。如果住民需要坐輪椅，則所指的是住民如何使用輪椅
活動。
f.單位外活動(Locomotion off unit)－住民如何來回單位以外的地方(如用
餐、活動或治療的地方)。如果這個機構只有一層樓，則單位外的活動所
指的是住民如何前往和回到這層樓較遠的地方。如果坐輪椅，其自我執
行能力如何。
g.更衣－(A)上半身更衣(Dressing upper body)－住民如何穿、脫腰部以上
的衣物（家居服、內衣），包括義肢、扣子、套頭毛衣。
(B)下半身更衣（Dressing lower body）－住民如何穿、脫腰部以
下的衣物（家居服、內衣）
，包括預防血管阻塞的襪子、皮帶、
褲子、裙子、鞋子、扣子。
h.進食(Eating)－住民如何吃喝，不管其技巧如何，包括用其他的方法攝
取營養(例如，管灌餵食、所有非口服的方式)。
i.廁所的使用(Toilet use)－
（A）如廁（Toileting）－住民如何使用廁所、馬桶、尿壺、坐
上或離開馬桶、如廁後自我清理、換尿片、處理特別裝置(人
工造口或導尿管)、整理衣服。
（B）移（轉）位到廁所（Transfer toilet）－住民如何進出廁所
或上下馬桶。
j.個人衛生(Personal hygiene)－住民如何保持個人衛生，包括梳頭、刷牙、
剃鬍子、化妝、洗臉洗手、清潔私處。不包括沐浴的能力。

方法：為了能夠提昇住民的功能，臨床工作人員必須先評估住民真正自行完成的
ADL 項目，同時必須注意住民在何時接受協助，以及澄清工作人員所提
供的協助類型(口語的提示、肢體的協助等)。
住民的 ADL 自我執行表現可能在每天、每班次或在同一班次內都有不
同。原因可能包括情緒、身體狀況、人際關係(願意在他所喜歡的機構人
員面前表現)以及藥物等。完成評估的人員必須取得過去 3 天內全天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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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 ADL 自我執行情形－也就是不僅要評估醫師所看到的住民表現，也
要評估住民在其他班次內的表現。
為了能夠順利完成評估，勢必要從多方面去蒐集資料－例如，與住民及三
個班次的所有直接照護人員晤談及討論，包括週末的值班人員，並且檢查
所有輪班機構人員間溝通的文件。詢問所有關於 ADL 活動的問題，例如，
和病患服務員談到床上的活動能力時，要記得明確地詢問他住民如何上下
床，如何翻身、以及如何為自己擺定姿勢。住民可能在某方面的床上移動
能力是完全獨立的，但在另一方面又需要廣泛的協助。因為正確的註碼是
決定照護方式與照護量的重要依據，因此要確定已經完整考量每一項活動
的定義。
所選擇的每一個註碼必須能反應出住民在護理之家中實際的情況。在護理
之家中，輕微的改變是很平常的，因此當變化出現時，這個註碼要保證住
民不會被歸為太獨立或太依賴的類別。例如，依照定義，註碼 0、1、2、
和 3(完全獨立、只需要安排協助、監督和部分的協助)只允許被排除一或
兩種更密集的照顧。這有臨床上的作用而且可增加機構人員在記錄 ADL
自我執行表現項目的一致性與精確性。
為了評估住民的 ADL 自我執行表現，必須從檢查病歷記錄著手。與每一
個班次的臨床人員談論以確定住民的 ADL 表現以及機構人員提供的照護
類型與照護程度。如先前所提的，應小心住民在每一個班次的表現差異，
並且應引用 ADL 的註碼來捕捉這些差異。例如，住民在黎明時分如廁時
是完全獨立的，但在晚上如廁時就需要肢體上的協助。在這個案例中，住
民如廁的表現應被註記為“3”(代表“部分的協助”)。
以下提供正確記錄 ADL 自我執行能力的一般性準則。

評估 ADL 自我執行能力的準則
y G1 部分的註碼用於記錄住民在過去 3 天內實際參與自我照顧以及
實際接受協助的量－必須要瞭解每一個時段內所發生的 ADLs（或
者盡可能瞭解所有的時段）。
y 不要依據自己對住民參與自我照顧的能力的評估去記錄住民的能
力—亦即，根據自己對住民技巧與身體功能的認知，認為住民可
能能夠為自己做的。這種潛在能力的評估應包含於第 G8 項中
(ADL 功能恢復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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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不要記錄根據照護計畫住民「應該」要接受的協助類型與程度。
真正接受的協助類型與程度勢必與照護計畫所提的不同。記錄實
際發生的事情。
y 與過去 3 天內照顧住民的所有機構輪班人員討論住民的 ADL 功能
表現。提醒機構人員把重點放在過去 3 天。 解釋所了解與觀察到
的 ADL 活動(床上移動、移（轉）位等)，然後詢問機構人員試探
性的問題，從一般性問題開始問並逐步探討更細部的問題。
y 當不確定住民是否真的如別人所說的能夠執行 ADL 活動時，或者
懷疑住民並沒有更獨立自主時，必須進一步觀察日常生活活動是
如何被完成（例如，吃一餐飯、在早晨更衣）
。進行觀察將協助驗
證被報告的行為，同時也有利於進行後續的照護計畫。

以下是協調護理師（RN）和病患服務員（NA）在關於住民的床上移動能力
上的對話：

RN：“告訴我：林太太在床上如何幫自己擺姿勢？我的意思是，當她在床
上的時候，她是如何從坐著到躺下，或者從躺著坐起來，或者翻身
以及為自己擺姿勢”。
NA：“她可以自己起身，但是我幫她翻身”。
RN：“她不需要任何的口頭指令或肢體的幫助，自己躺下和坐起來嗎？”
NA：“不是，每次我都要提醒她。但是在我告訴她怎麼做之後，她可以自
己做”。
RN：“你如何幫助她翻身？”
NA：“她可以扶著床緣自己翻身。我會告訴她該怎麼做。但是她需要我幫
她提起下半身並把她的大腿擺到一個好的姿勢”。
RN：“你是自己扶她，還是有別人幫你？”
NA：“我自己扶”。
RN：“在過去一個星期中你給她幾次這類的幫助？”
NA：“每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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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輪班的人員在床上移動功能上所提供的訊息都是相似的，因此，
林太太所得到的 ADL 自我執行的註碼為“4”(廣泛的協助)。
現在，請回顧協調護理師與病患服務員的第一次對話。如果協調護理
師沒有問進一步的問題，他（她）可能無法對住民的技巧獲得足夠的訊息
或者是對病患服務員的工作量做出正確的評估，或者無法知道目前的照護
計畫是否被執行。

註碼：針對每一個 ADL 類別，記錄在過去 3 天內住民的實際表現。考慮住民在
所有時間內的表現，因為住民的功能可能會有變化。例如，以進食為例，
住民每天可能接受餵食 3 餐，外加 2 次點心。因此，在過去 3 天中，可能
接受了 15 次的餵食，由此就可以判定其 G1h 的註碼。
0.完全獨立－無須協助或安排協助或監督，或者在 3 天內僅需 1 或 2 次的
安排協助或監督。
1.只需要安排協助－提供器皿或器具在住民唾手可得之處 3 次或 3 次以
上。
2.需要監督－過去 3 天內需要人監督、鼓勵或提醒 3 次或以上；或者需要
接受監督(1 次或 1 次以上)加上 1 或 2 次的肢體協助（合計 3 次或 3 次
以上的協助）。
3.部分協助－住民能參與活動，接受需要指示的肢體協助或不需負重的協
助 3 次或 3 次以上；或者在此期間只接受合併非負重協助和 1 或 2 次較
多的協助(合計 3 次或 3 次以上的肢體協助)。
4.廣泛的協助－在過去 3 天內，住民能夠自己執行一部份的活動（50％以
上），但以下的活動需要 3 次或 3 次以上的協助：
－負重協助（例如，單腳或雙腳負重、軀幹負重）。
－（有時）完全由機構人員代替執行一項活動或次活動。
5.最大的協助－住民參與少於 50％的活動，且接受完全的協助在 3 次或 3
次以上。包括由機構人員協助進行住民沒有做到的 50％活動。
6.完全依賴－3 天內所有的時間都需要由機構人員代為執行 ADL。
8.沒有此項活動發生－在過去 3 天內，此項活動未被住民或機構人員執
行。換句話說，某特定行為根本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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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過去 3 天內，住民被約束在床上，而且根本沒有移（轉）位
行為，則應在“移（轉）位”上被記為“8”。
然而，不要混淆了“6.完全依賴”與“8.沒有此項活動發生”這二個註
碼。例如，即使住民接受餵食而且沒有任何的食物或流體經過嘴巴，他還
是有進食(接受營養)，因此在進食類別的評估應註記為在過程中接受協
助。此外，能夠自己以管子進食者並非完全依賴，不應被註記為“6”。

【範例】
y

床上移動能力－把吊架上的把手交給住民

y

移（轉）位－給住民轉位板或者為了安全轉位而將輪椅上的輪子上鎖

y

活動
走動－給住民助行器或手杖
坐輪椅－將輪椅上的煞車鬆開或者是調整踏板以助於轉動時的足部運動。

y

更衣－從衣櫥中取出衣物並將之攤放在住民的床上﹔拿襯衫給住民

y

進食－用餐時切肉和打開容器﹔給住民食物

y

如廁－給住民便盆或者放置換人工造口器所需的衛材於住民手及之處。

y

個人衛生－提供洗臉盆和修容器具

y

沐浴－於住民手可以拿到的浴缸旁放置沐浴用品﹔在住民洗完澡時給他浴巾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 ADL 註碼都是獨立的，類別間不會有重疊。從自我
執行的一個類別改變到另一個類別必須要有接受協助次數的增加或減少。
有時候，住民在過去 3 天中沒有接受任何一種單一類型或程度的協助在 3
次或 3 以上，但是，不同類型的支持總和可能在 3 次或 3 次以上。在這種情形下，
應以最小程度的自我執行類別註記 。請見以下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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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住民接受在走廊內行走的監督兩次並且接受非負重的協助兩次，註記為“2”，代
表在走廊中行走需要監督。理由：總計 3 次的協助和監督是最小的依賴分類。
在過去 3 天內，住民接受更衣的監督一次並且接受非負重的協助(例如，把帽子
戴在住民頭上)兩次以及負重協助(例如，把住民的手臂放到衣袖中)一次。註記為
“3”，代表在更衣上需部分協助。理由：在過去 3 天中有 3 種肢體上的協助：2
種非負重協助和 1 種負重協助，因此，正確的註碼為部分協助，因為它反映出最
小支持與依賴類別(包含 3 種或更多至少在該支持程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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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床上移動能力(Bed mobility)
高太太自從改為使用電動控制床之後，過去 3 天內，她在床上的
移動完全獨立。她不需要接受其他的協助。

0

關先生能夠使自己在床上恢復位置但傾向於喜愛左側躺。他經常
接受提醒和監督以恢復自己在床上的位置。

2

藍先生 3 天前因中風而住進機構，在床上時他能夠自己擺定姿
勢，但需要別人提醒他改變姿勢，以及在活動過程中給予提示和
監督。昨天有 2 次，他需要機構人員協助從床頭起身。

2

黃先生在床上移動時需接受督導和口語的提示並使用吊架。有兩
次他的手臂無力，因此他接受兩個人以上的肢體協助。

2

莫太太可以獨立翻身，而且當病患服務員將床頭抬高並給她一個
靠枕時，她能夠在床上坐直。莫太太接受一個人的非負重協助從
床的一側坐起（一日數次）。在過去 24 小時內沒有接受更多的協
助。

3

廖先生經常重新安置自己在床上的位置。然而，因為睡覺時頭是
抬高 30 度的，他有時會滑到床角。有三次，晚班病患服務員藉著
彎曲他的膝蓋並移開腳踏板的負重支持，幫助他重新安置位置。

4

簡先生為了翻身，總是藉著抓住床欄以得到支持，他須接受他人
的肢體協助引導其腿部就位，並且藉著使用翻身布(負重協助)來
幫助他完成翻身的動作。

4

孫先生每次想翻身時，可以自行翻身到左側。因為他的左半身有
缺陷，所以在翻身到右邊或者需在床上坐直時，他必須接受 1-2
人的肢體負重協助。

5

葉女士因為嚴重、痛苦的關節畸形，在床上移動時，她完全依賴。
即使無法幫助肢體的定位，她能夠提示機構人員她想要什麼姿勢
以及怎樣會比較舒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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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移（轉）位(Transfer)
孟先生儘管雙腳膝蓋以上截肢，他能夠使用從床旁邊桌子取得的
轉位板自行從床上轉位到輪椅上 (以及回到床上)。過去 3 天中，
有一次，機構人員必須提醒住民拿回轉位板。另外一次，機構人
員把住民從輪椅上抬回床上。

0

彭先生過去 3 天中在所有的轉位活動上是完全獨立的。然而，直
到病患服務員人員整理好他的床被以及放下床側欄杆之前，他才
能在早上起床。

1

鄭女士在過去 3 天中，只要有人正確地將輪椅定位並鎖上輪子，
她能夠獨立上床與下床。

1

廖太太過去 3 天中能夠獨立移（轉）位，並且移動到扶手椅上，
但是她總是接受一個人稍微扶持她以安全地上下床。

3

孟太太移（轉）位的能力每天都不同。她在早晨時不需接受任何
的協助，但在下午和晚上時需接受一個人大量的負重協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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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在單位內活動(Locomotion on unit)
馮女士在單位內推著輪椅慢慢地移動，而且大約每 500 公尺左右
會停下來休息。她有很好的安全意識而且不曾跌倒。機構人員相
信她能夠自己在單位內活動。

0

金先生曾經跌倒而且步伐不穩。他在走路時總是接受一個人的監
督(非負重協助)。過去 2 天夜裡，他自己獨立起床行走到廁所如
廁。

3

簡太太過去三天獨自在機構內隨意走動。由於白天太疲勞了，所
以到了晚上她就需要有人近身監督她走到浴室兩次。

3

周先生過去 3 天正在學習在兩個人的部分負重協助下使用新的義
肢走一段短距離。他拒絕坐輪椅。

5

單位外活動(Locomotion off unit)
柏先生獨立自主地使用手杖走到主餐廳(在單位外面)用餐，以及
到附近的小玩物店從事社交活動與娛樂活動。在評估期間，他沒
有接受安排或肢體協助。

0

沈太太獨立地走到單位以外的用餐室用餐。為了到建築物另一端
的醫務室，有一位自願者以輪椅推她到醫務室，而且在會診後推
她回單位。

0

游太太能夠獨立自主在單位內走動。她會迷路而且很難找到她的
房間，但是她喜歡停下來和人聊天。因為她會迷路，所以她在機
構內走動時總是由機構人員陪伴著。

2

顏先生在過去 3 天評估期間沒有離開居住的單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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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在室內走動(Walk in room)
歐太太自己手拿支持器走進房間。

0

蔡先生在評估當天能自行走路，而且在晚上接受一個人的非負重
的肢體協助前往房內的浴室。

3

周太太接受一個人的非負重協助在自己的房間內行走。

3

金太太無法走路但是能夠自己在房間內使用輪椅。

8

在門廊上走動(Walk in corridor)
鄭女士是一個膽小又虛弱的住民。她通常不需要任何的肢體協助
走路。昨天，她感到暈眩並且害怕會跌倒。因此，有 3 次，她需
要機構人員走在她的旁邊，並鼓勵和提示她。

2

王太太是一位記憶受損的住民，她在機構的門廊內獨自使用助行
器走動。然而，她在一天內將她的助行器留在浴室、餐廳等地方
好數次，以至於別人要將它歸還給她並提醒她下次使用小心一點。

2

鄧先生藉扶手使身體的一側獲得支持在走廊上行走並且接受旁人
的口語提示。

2

王先生每天在門廊上走約 150 公尺二次。每次走路時，他接受一
個人的負重協助，但自己做一半以上的努力。

4

高先生在 2 個人的廣泛協助下在房間內短距離地行走，但能夠藉
著輪椅獨自在單位的走廊上定點間活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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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更衣(Dressing)
上半身更衣（Dressing upper body）
辛太太在穿上半身的衣物時接受部分肢體協助。當照護者將衣物
拿給她並且引導她將手臂放進去時，她可以將手臂伸進內衣的肩
帶和上衣的袖子內。

3

沈太太過去 3 天每天早上在穿上半身時，需要病患服務員提供給
予肢體上的負重協助（扶住其手臂）。

4

下半身更衣（Dressing lower body）
錢太太在穿下半身衣物時需要別人協助脫去彈性襪（抗拴塞的襪
子）
。過去 3 天，病患服務員在每個早上協助她套上彈性襪，並在
就寢時脫掉。

4

彭先生體重 100 公斤，他在更衣上接受兩個人的完全照顧。他自
己無法穿脫衣服和褲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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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進食（Eating）
張太太在早上 9:00 以後起床，她喜歡不吃早餐，但會在稍後吃新
鮮的水果。她在餐廳自己吃午餐和晚餐。

0

A 太太是一位長期接受胃造口留置管餵食的住民，她能夠自行進
食，只要機構人員先將留置管準備好。昨天，留置管傾斜了，必須
要多次灌食，且最後還重新放置。護理人員昨天傍晚給她餵食，直
到確定留置管運作正常為止。

1

顏先生有吞嚥困難和氣喘的毛病，只要機構人員在他用餐時坐在他
旁邊(必要時準備協助)，他能夠獨立進食。

2

陶先生眼睛瞎了且意識混亂。但是，只要機構人員告訴他食物的類
型以及食物在盤子的什麼地方，並指導他去吃，他就可以獨立進食。

2

鄭先生是一位認知受損的病人。如果每次給他一種食物並監督他正
確取食時，他不需要任何的協助。

2

鄔先生能夠自行進食所有的正餐和點心的固體食物。如果胃造口留
置管由督導先安排妥當，則住民能夠自己吃所有的流體食物和藥
物。

1

鍾太太無法開始進食的活動。在別人引導她的手進食幾口並繼續鼓
勵她之後，她能夠自行進食。

3

王女士在機構人員的督導下自己吃早餐和午餐，但因為之後累了，
所以晚餐時，她完全由護理人員餵食。

4

陶女士有細微性顫抖問題。她可以自己進食需用到手指的食物
(如，三明治，蔬菜和水果薄片，餅乾)，但想要吃大口食物時，機
構人員必須協助餵她。機構人員總是餵她吃流體食物和需用餐具的
食物。

5

彭太太在被取消胃管進食後仍繼續接受一天兩次的完全管餵照
顧。此外，她可以在機構人員的督導下吃少量的食物。

5

歐先生接受空腸造口術以攝取營養，而且由護士餵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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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如廁（Toilet use）
王太太在從輪椅起來後，可自行使用浴室﹔而夜晚時，住民能獨
立自主使用便盆(已事先放在床邊桌上)。

1

丁女士可以自己如廁，但是為了安全起見，病患服務員待在廁所
門外，定時地看她一下。

2

陳女士可以自己上廁所，但是，為了個人衛生因素以及要整理衣
服，昨天她需要二次肢體上的協助。

0

移（轉）位到廁所（Transfer toilet）
高太太在醒著的時候，每兩個小時如廁一次，而且需要一個人的
負重協助，且機構人員做一半以上的努力。她每天晚上需要有一
個人協助她坐上馬桶和離開馬桶數次。

5

連先生接受兩個人協助他移（轉）位進出廁所。他自己可以承受
部分的重力。

5

鄭女士（肥胖、嚴重身體與認知受損）需接受移（轉）位機幫助
她上床或下床。因為大小便失禁，所以要她自行如廁是不可能的
事情。每次她失禁時，就需要有兩位機構人員幫她轉身、擦拭乾
淨並更換床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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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ADL 自我執行與支持

過去 3 天

個人衛生(Personal hygiene)
竹先生因為擔心火災所以喜歡穿著衣服睡覺。過去 3 天，他每天
穿相同的衣服。他能夠自行洗臉和洗手，而且不讓其他人幫助他
任何的個人衛生活動。

0

李先生在機構人員將修容器具放好、安排好之後，能夠自己在口
語指導下執行個人衛生工作。

2

沈女士自己可以執行個人衛生工作，但沒有動機。她每天接受機
構人員的提示和正向的回饋以保持個人的清潔與衛生。一旦開始
做，她能夠自己單獨完成衛生工作。

2

李老先生自己用電動刮鬍刀刮鬍子、洗臉和洗手、刷牙和梳頭。
因為他失明了，所以機構人員陪伴在旁邊拿修容的器具給他，並
將之放回原位。

1

田女士每次都在接受安排協助與督導的情形下完成個人上半身的
衛生工作，然而在會陰部的清潔上，她每天需接受 3 次的廣泛性
協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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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沐浴
目的：記錄住民在洗澡上的自我執行能力與接受的支持，包括住民如何進出浴缸
或淋浴。
定義：
（A）沐浴(Bathing)－住民如何淋浴、坐浴、擦澡，包括清洗身體的任一
個部位：手臂、大腿、小腿、胸部、腹部、陰部。但不包括洗頭髮、
洗背和移位到浴室。
（B）移（轉）位到浴缸或淋浴（Transfer tub/Shower）－住民如何進入
浴缸或如何走去沐浴。

範

例

過去 3 天

沐浴（Bathing）
周先生接受口語的提示及鼓勵進行淋浴。通常機構人員叫他走到
浴室，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他一下。

2

侯太太有多發性硬化症而且害怕使用移位機移（轉）位到浴缸。
過去 3 天，她有 2 次接受病患服務員幫她擦洗身體。她可以口頭
參與這項活動但非肢體上的參與。

6

葉老太太在泡澡時，僅接受安排協助。然而，因為她起伏不定的
心情，昨天在第二次泡澡時，她接受完全的協助。

6

移（轉）位到浴缸或淋浴（Transfer tub/Shower）
鄔先生在星期一和星期三移（轉）到浴缸時，需要機構人員協助，
他自己做了一半以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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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3.平衡感測試
站立平衡與坐時平衡感覺受損的住民有摔倒的高危險性，因此評估住民的平衡能
力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此可介入以防止其受傷(例如，加強訓練運動、安全意識、
復原護理、護理基礎的復健)。

目的：記錄住民的（a）站立時 (非走路時) 不靠輔具或人為協助下的平衡能力，
以及（b）坐時不使用椅背或扶手椅時的平衡力。
方法： a.站立時的平衡感
準備：
y

準備有秒針的手錶用來計時。

y

挑選一個住民喜歡的時間進行測試。如果住民拒絕，則改天再和他商量並再
試一次。

y

放一張椅子在住民的後面以防住民需要坐下。

y

與住民站近一點以便在需要時扶住他或幫他平衡。

y

如果住民體重很重或者較高或看起來虛弱，則請另一個人站在你旁邊以因應
住民的需要。

y

在不使用輔具下(如果需要使用義肢，則戴上義肢)測試平衡力。對於使用助
行器的住民，確定將其助行器放在住民的面前容易拿到的地方，因為住民可
能需要用它來重新平衡。

開始測試：
y做以下的測試(每個 10 秒)

y不要企圖測試無法自己站立的住民。住民應註記為“3”，在沒有肢體協
助下無法進行測試。
y對於視力受損而無法看見所給的腳步位置提示的人，應給予充分的口語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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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
y“現在請你雙腳並立，兩腳靠著，站在這裡，就像這樣。”(依說明示範一
次)。【必須注意的是，在這個測試和所有的測試中，雙腳應穩定地站在
地板上以得到支持】。
y“在我喊停之前不要移動你的腳。準備好了，開始”。
y如果住民能夠在位置上站立 10 秒，就接著進行第 2 個位置的測試。
y如果住民無法在位置上維持 10 秒，就在此停止測試。不要再進行第 2 個
位置的測試。

位置 1

位置 2
y“現在我要你一腳站在一腳前面一半的地方，像這樣。”(依說明示範一
次)。
y“你也可以用另一腳，你覺得比較舒服的那一腳。準備好了，開始”。
y如果住民能夠在位置上保持 10 秒，就接著進行第 3 個位置。
y如果住民無法在位置上維持 10 秒，就在此停止測試。

位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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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3
y“現在我要你用一腳的腳尖頂著另一腳的腳跟，像這樣(依說明示範)。你可
以用另一腳，你覺得比較舒服的那一腳。準備好了，開始”。

位置 3

註碼：
0.可以維持所要求的位置－住民能夠在這三個位置上維持 10 秒鐘不動。
1.不穩定，但是不需要身體上的支持，即可再自行取得平衡－住民無法
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站立位置維持 10 秒鐘而不移出該位置。住民是不
穩定的但是他能夠至少在第一個位置上在沒有肢體協助下重新平衡。
2.測試期間需要部份的身體支持；或是沒有遵從測試指令的站立或坐下
姿勢－當住民執行部分的活動時，住民無法在缺乏別人的肢體協助或
缺乏輔具的情形下，維持一個或一個一上的站立位置。這個分類也包
括能夠站立但無法或拒絕遵守平衡感測試指示的住民。
3.沒有身體上的協助不能測試－在缺乏別人的肢體協助或缺乏輔具的情
形下，住民無法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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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王太太通常使用助行器走路。在完成安全測試步驟後(包括將王太太的助行
器放在她的面前以因應在測試中的需要)，簡短地向王太太解釋將要要求她做的
事情，同時，也示範這個動作。當她站立時，從位置 1 開始測試，並給她簡短
的說明及示範。當說完“準備好了，開始”，即開始計時。
結果：在 10 秒的測試中，王太太為了重新平衡而將腳移出位置外。
如何進行：告訴王太太“很好”，且不要進行位置 2 的測試，因為那對她而
言太難了。如果王太太無法在位置 1 保持平衡，則不可能可以
在位置 2 或 3 上保持平衡。
註碼：“1”，表示不穩定，但能夠在沒有肢體協助下重新平衡。
理由：王太太把腳移出位置但不需以助行器撐住，或靠在椅子上或者是接
受協助。

周先生認知和聽力受損，而且情緒不安。他經常獨立自主走動(遊蕩)而且
有時會和單位秘書站在護理站旁。因此，已經知道他能夠站立，但是不知道他
是否能夠在所要求的位置上保持 10 秒鐘的平衡。在完成測試和安全步驟準備
後，簡短地向周先生說明和示範位置 1。
結果：在和 C 先生互動時，他變得不安，而且頻頻說“不要”，並且走開
了。
如何進行：停止測試。
註碼：“2”，表示在測試時接受部分肢體協助，或者是能夠站立但未遵守
測試指示。理由：即使周先生不需要別人協助平衡，但是並不知
道他實際的平衡能力，所知道的只是他能夠站立。但是，因為他
拒絕或無法遵從指示，所以無法測試他的平衡能力。

莫女士有多發性硬化症，而且已經臥病在床兩年之久。
如何進行：不要進行任何的平衡感測試。莫女士無法站立。 註碼：“3”，
表示缺乏肢體協助時無法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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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坐下時的平衡－位置、軀幹控制
準備
y準備一個有秒針的手錶用來計時。
y不要在輪椅上進行坐下時的平衡感測試。找一張堅固的椅子來進行測
試。
y椅子的高度必須夠低，使住民的腳能夠著地以獲得支撐(當然，這不適
用於兩腳截肢的人)。
y使用有扶手的椅子是較安全的，因為住民在測試中可能需要肢體上的
支持。
y與住民站近一點以便在需要時扶住他或幫他平衡。
y如果住民體重很重或者較高或看起來虛弱，應請另一個人站在旁邊以
因應住民的需要。
進行測試：
y不要企圖測試無法在缺乏肢體協助下坐著的住民。這些住民應註記為
“3”，表示在沒有肢體協助下無法進行測試。
y引導住民在不利用椅背或扶手支撐的情況下坐在椅子上，並且將手臂
環抱在胸前。確定住民的雙腳平放在地上支撐，並為住民示範一次動
作。然後觀察 10 秒鐘後請住民停止

註碼：
0.可以維持所要求的姿勢－住民能夠在不碰觸椅背或椅子旁邊的情形下坐
10 秒鐘。
1.不穩定，但是不需要身體上的支持，即可再自行取得平衡－住民無法在
不碰觸椅背或椅子扶手的情形下保持平衡 10 秒鐘。住民是不穩定的但
是他能夠自己重新平衡
2.測試期間需要部份的身體支持；或是沒有遵從測試指令的站立或坐下姿
勢－當住民執行部分的活動時，無法在缺乏別人的肢體協助或不碰觸椅
背或椅子旁邊的情形下維持平衡。這個分類也包括能夠坐下但無法或拒
絕遵守平衡測試指示的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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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沒有身體上的協助不能測試－在缺乏別人的肢體協助或缺乏輔具，或缺
乏椅背/扶手支撐的情形下，住民無法坐著。

【範

例】

任女士有很多的時間坐在附有減輕壓力膠墊的輪椅上，她左側膝蓋下截肢，但
是她沒有裝置義肢。她在一年前因為中風而致左半身癱瘓。為了安全起見，完
成了所有的準備工作，然後協助她移（轉）位到一張堅固的椅子上，並且請她
把右腳穩穩地放在地板上。之後，引導她將手臂環抱在胸前，結果她無法舉起
右手到胸部但能把手環抱在腹部。告訴她“坐的時候不要靠在椅背上或者是扶手
上”。然後，在另一張椅子上示範。當住民開始操作，就開始計時。
結果: 任女士在不碰觸椅背或椅子扶手的情形下坐了 10 秒鐘。
如何進行： 告訴任女士， “你做得很好。這就是我們要做的！”。然後，
停止測試。測試已經完成。
註碼: “0”，可以維持所要求的姿勢。

G4.關節活動度限制
（A）關節活動度

目的：記錄(A)關節活動度限制，以及(B)自主性運動的喪失。
定義：因關節活動度限制而妨礙到日常功能 (尤其是每天生活的活動)或者是有
受傷的危險性。
方法：功能限制的評估。本測試是一個用來決定是否需要更徹底的評估的篩選項
目。這個測試不需要由物理治療師來進行，想反地，它可以由任何一個臨
床科別的機構人員依說明來進行。
y做以下每一種測試，除非住民有禁忌(如最近骨折或關節置換)。
y住民身體的兩側都要進行測試。
y如果住民無法遵從口語的指導，則示範每一個動作(例如，請住民做你正
在做的動作)。
y如果住民在示範之後仍然無法執行動作，就慢慢地、主動地移動住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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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以評估之。協助時，健康專業人員應協助與指導住民執行某些動作。
y如果住民感到疼痛就立即停止
a.頸部－住民坐在椅子上，請他慢慢轉頭，從一邊到另一邊。然後請住民
把頭轉回到中間，然後試著用右耳去碰右肩膀，然後左耳去碰左肩
膀。
b.手臂－包括肩膀和手肘－住民坐在椅子上，引導住民用雙手去碰頭的後
面(就像梳頭髮時的動作一樣)。然後請住民用手去碰另一邊的肩膀。
當然，也可以觀察住民將襯衫從頭穿過或脫去的情形。
c.手－包括手腕和手指－分別就左右手，引導住民比“第一名”的手勢，然
後打開手(即有助於抓東西及放開)。
d.腿－包括臀部或膝蓋－當住民平躺在床上時，引導住民抬高他的腳(一
次一邊)，彎曲膝蓋。【膝蓋的角度要成直角(90 度)】。然後請住民慢慢
放低他的腳並平放在床墊上。

e.足部－包括腳踝或腳趾－當仰臥在床上時，引導住民彎曲(把腳趾往頭的
方向彎曲)和展開(把腳趾往離開頭的方向放下)。
f.其他的限制或失能－脊椎、下顎或其他未列出的關節的活動力降低。

註碼： 就身體的各個部分，記錄住民過去 3 天中主動的(或者是被動被協助的)
活動功能。然後在 A 欄中輸入註碼。如果住民身體的一側被截肢，則使
用註碼“1”，表示身體的一側有限制。如果兩側都截肢，則使用註碼“2”，
表示身體的兩側都有限制。
0.完全沒有限制－住民左側和右側的運動功能完整
1.身體一側受到限制(可能是左側，也可能是右側)
2.身體兩側均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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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歐先生在右膝蓋手術後住進護理之家做復健。除了右腳無法活動之外，他在其
他方面的運動功能完整。
(A)關節活動度
頸部
手臂
手
腿
足部
其他

註碼
0
0
0
1
0
0

（B）自主性運動

定義： 自主性運動喪失－有目的的(有意的)功能運動受損。這個類別所指的損
傷表現於住民試圖執行一項工作時好像缺乏起始的動作一樣，如不協
調、顫抖、痙攣、肌肉僵直、不靈活、舞蹈症狀的運動(突然的動作)。
自主性運動的受損時常是因為受傷或肌肉、骨骼、神經、脊椎骨或大腦
疾病所造成，而且會使住民有功能不全或受傷的危險。
方法： 當評估 G3(A)的運動項目時，分別觀察住民身體兩側有目的的運動的受
損情形。
註碼： 就身體的各個部分，記錄過去 3 天中住民功能的實際情形。然後在 B 欄
中註碼。如果住民失去身體的一側(例如，左膝以上截肢)，則使用註碼
“1”，表示喪失部分自主性運動。如果兩側都喪失，就註碼為“2”，表示
完全喪失自主性運動。
0.沒有喪失功能—住民移動身體部位以完成要求的任務。動作是緩慢且
協調的。
1.喪失部分功能－ 住民能夠啟動和完成所要求的任務，但是是緩慢的、
痙攣的、不協調的、僵硬的、舞蹈症的僵化等，在一側或兩側都是如
此。
2.完全喪失功能－ 住民無法啟動所要求的活動。兩側都沒有自主性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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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蕭太太是一個糖尿病患者，她在兩個月前中風。她只能夠從頭的一邊到另一
邊輕輕地轉動，以及向著肩膀輕觸她的頭(限於頸部的活動)。因為她的左半身
癱瘓，所以只能用一種緩和而協調的動作做右半身的手臂、手、腳的活動，
但是她沒辦法移動左半身 (手臂、手、和腳的部分活動)。她可以將她的腿平
放在床上，但是她並沒有腳掌。除此之外，她沒有其他方面的限制。

a.
b.
c.
d.
e.
f.

頸部
手臂
手
腿
足部
其他

(A)關節活動度

(B) 喪失自主性運動

1
1
1
1
2
0

0
1
1
1
2
0

G5.活動方式
目的：記錄住民活動(進出機構)時所使用的用具、工具或接受個人協助的類型。
定義：
a.手杖/助行器/護木－如果住民藉著推輪椅以獲得支持而行進時，要勾選
這個項目。
b.自行轉動輪椅－只要住民是自己操作，即使只是一部份的時間，用手推
動和電動輪椅。
c.他人轉動輪椅－住民坐在輪椅上讓別人推。
d.主要以輪椅作為活動工具－即使住民有時候步行，他主要還是依賴輪
椅。輪椅可以是手動的、電動的或者是別人推動的。

註碼：勾選過去 3 天中適用的答案。如果沒有使用任何的用具或器具，則勾選”e.
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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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移（轉）位的方法
目的：記錄住民用來上下床、椅子和床上移動的用具或輔具。
定義：
a.所有時間或大部份時間均臥床不起－住民每天在床上或臥椅上的時間
在 22 小時以上。這個定義也包括那些臥病不起但有入浴許可的住民。
對照護計畫目的而言，這個訊息有助於找出有潛在的生理和身體功能問
題(與活動力障礙、以及和社會孤立有關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受損有關)
發展危險的住民。當在過去 3 天每天有此情形時，應在此註記。
b.使用床欄進行床上的翻身或擺位－指的是住民支撐身體以便在床上轉
身和重新定位、上床和下床的任何附在床邊的側欄。如果住民沒有因為
這個目的而使用床欄則不要勾選這個項目。
c.以人力負重－住民由一或兩人抬起。
d.以機械負重－住民由機械器具抬起(例如，移位機－Hoyer lift)。不包括
沐浴專用移位機。
e.移（轉）位輔助器－包括滑動板、吊架、手杖、助行器、護木或其他的
輔具。

註碼：勾選所有適用的選項。如果都不適用，則勾選“f.以上皆無”。

G7.活動分割
目的：為了確認住民在接受協助將活動分割成較小的步驟時，是否較投入與獨立
執行個人照護活動(如進食、沐浴、梳理、更衣)。有些住民在被期望能夠
更獨立時會變得不知所措和焦慮而且他們不再能夠執行完成 ADL 活動的
必要步驟。這樣的住民會有很高的機率變得依賴他人，除非藉由活動分割
將活動變簡單。這些住民經常在記憶、思考和因失智、頭部受傷、中風或
憂鬱而造成集中注意力的問題上有缺陷。有些住民則是因為身體控制問
題、活動力不足或其他生理問題限制自我執行能力而接受活動分割照護。

- 111 -

定義：活動分割提供住民說明以執行 ADL 活動的步驟－如口語提示、肢體提示、
或與言語肢體提示。
口語的提示包括給予口語的說明去完成活動的第一個步驟，一旦完成之
後，給另一個口語說明以完成下一個步驟。機構的直接照護人員在下一個
口語提示之前通常會對於住民成功地完成步驟給予口語的鼓勵、獎勵和回
饋。例如，“這件襯衫很好看，現在把它穿上”。
肢體提示包括給住民一個物品提示住民該做什麼事，例如，遞給住民衛生
紙來提示他擦拭自己，或者在住民的食器內放食物並且拿給他叉子來提醒
他吃東西。
肢體和口語的提示包括使用物品和文字來鼓勵住民完成活動，例如，一次
給住民一件衣服，然後說“穿上這件襯衫”。這樣對於一個認知受損的住民
而言，會比在他穿上所有的衣服之前跟他說“穿衣服”更不會令他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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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活動分割

活動沒有分割

y 遞洗臉的毛巾給住民並且問他
“你要不要洗洗臉？”Æ住民洗臉。

y 當澡盆、洗臉巾、毛巾以及各
種梳理的器具放在住民面前時，
住民變得不知所措。

y 病患服務員將鏡子擺在住民的面
前，並遞給他梳子，住民開始梳頭。
當病患服務員遞給住民襪子並且告
訴他”把這隻襪子穿在這隻腳上”，完
成之後，再給他另一隻襪子並且告訴
他” 把這隻襪子穿在這隻腳上”，住
民穿好他的襪子。

y 當病患服務員把住民白天的
衣物放在床上並且說”更換衣服”
時，住民覺得困惑而且無法自己
更衣。

y 當只有一種食物和一個盤子放在 y 當容器內裝滿食物而且有很
住民的面前，住民能夠獨立地進食。 多的器皿放在住民面前的桌上
時，住民覺得困惑而且無法自己
進食。

y 當病患服務員口頭指導住民從輪
椅上移（轉）位(如，“鎖上煞車…握
住椅子的扶手然後站起來…雙手握
住助行器，像這樣”)，住民成功地使
自己從坐下到站起來。

y 當病患服務員扶住民起身而
且沒有讓住民參與活動的自我照
顧過程時，住民變得更依賴病患
服務員。

以上的例子，全部註碼為 “1”，表示
是。

以上的例子，全部註記為“0”，表
示 否。

方法：請病患服務員回想過去 3 天內住民是如何完成日常活動的，或者是病患服
務員人員幫助住民完成每天生活活動的方式。特別是：病患服務員是否將
ADL 活動分割成數個步驟以使住民能夠執行？這件事在過去 3 天內有沒
有發生？
註碼： 如果 ADL 活動未分割，註碼為“0”。如果 ADL 被切割成數個小部份使住
民能夠執行，則註碼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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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L 功能復健潛能
目的：敘述與住民功能狀態有關的信念和特性，這可能指出在某些 ADL 活動上
住民能夠更獨立與更投入自我照顧。即使在一個活動上有高度的獨立性，
住民可能相信自己能夠做得更好(例如，走更遠的距離，自己沐浴)。
方法：
y詢問住民：如果給他更多的時間，他認為自己是否能夠自行完成？仔細
聽住民說，並且將之記錄下來，即使那顯得不真實。同時，儘管有跡象
顯現住民總是能做得更好，還是要詢問住民他在不同時間進行 ADLs 的
能力是否不同，或者在過去三個月內，ADL 的功能與關節部位的活動是
否惡化或改善。
y詢問固定照護住民的直接照護人員(所有班次的病患服務員)，是否覺得
住民能夠更獨立，或者住民在 ADLs 上的表現是否隨時間而變化。詢問
在過去三個月內，ADL 的功能或者關節部位的活動是否惡化或改善。你
必須鼓勵機構人員考慮以下的因素：
在過去 3 天內，任何 ADL 的自我執行功能有無變化(例如，住民通常
需要兩個人的協助，但是有一天他下床的時候只靠一個人協助)？
住民在一天之中的表現有無變化(例如，下午比上午更投入與獨立)？
住民在做某些活動時很慢以至於機構人員要介入與執行該活動或任
務？當給更多的時間，住民的自我執行能力是否增加？-或者-當活動
被分割成可達成的步驟，住民的自我執行能力是否增加？
在大部分的日子裡，住民是否明顯地厭倦？
住民是否逃避 ADL 活動，即使他的生理與認知能夠做到(例如因為害
怕跌倒而不願自己一個人走路；認為別人做得比較好而要求別人執
行個人照護工作)？
住民的 ADL 表現是否有改善？

註碼：勾選所有適合的選項。如果沒有適合的，則勾選“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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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李先生認知受損，為了安全，他在活動上接受部分肢體協助。然而，他相信
他有能力可以自己行走，而且在機構人員沒有看他時，他時常自己起床並且
自己行走。勾選 “a”(住民相信至少在某些 ADL 活動中能夠增加其獨立性)。
王太太的病患服務員指出：王太太上星期有好幾次試圖拿起小零嘴。她相信
如果王太太在進食復健團體中接受緊密的監督與提示，她在進食上可以變得
更獨立。勾選“b”(直接照護人員相信住民至少在某些 ADL 活動中能夠增加
其獨立性)。
燕太太已經證實有更衣的能力，但是因為她動作較慢，有幾次她錯過了早餐。
因此，每天早上，病患服務員協助她更衣，這樣她就可以在早餐前準備好。
勾選“c”(住民能夠進行工作或活動，但是非常緩慢)。
郭太太接受如廁的督導，在白天時她能夠自制。但是在黃昏和夜晚時，因為
沒有人協助她下床到廁所，所以她會失禁。在失禁後，機構人員提供個人衛
生上的協助。勾選“d” (白天與晚上的 ADL 自我表現與所需要的支持不同)。
龔先生因中風而癱瘓。他在床上翻身、更衣、如廁、個人衛生和進食上接受
廣泛的協助。在行動(輪椅)上，他完全依賴，每次他試圖為自己做更多時，
他就感到胸口疼痛以及呼吸短促。龔先生和病患服務員都相信他在自我照顧
上的投入和他所能做的一樣。勾選 “e” (表示以上皆非)。

G9.ADL 功能的變化
目的：為了記載與 90 天前(或從上次評估後)比較，住民在 ADL 整體表現的改
變。這些改變包括住民在 ADL 活動參與程度的改變，以及機構人員所提
供的支持量與支持類型的改變。如果住民是新住進本機構，這個項目包括
在住進機構前的改變。
方法：
y檢查改變徵狀的記錄。
y請教住民和直接照護人員。
y檢查上次評估的 G 部分並與最近的發現比較。
y對新住民而言，請教主要的家庭照顧者。

註碼：如果沒有改變，註記為“0”。如果住民的 ADL 功能有改善，註記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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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住民的功能變差，註記為“2”。有些 ADL 可能有改善，有些可能變差，
有些則沒有改變。必須衡量所有的訊息並做出全面性的臨床判斷(例如，
整體而言，住民的 ADL 功能…)。

【範

例】

彭先生在大部分 ADL 活動上高度參與自我照顧活動。幾個星期前，他滑倒、
摔跤、並傷到右手腕。幾個星期以來，他在更衣、梳洗、和進食上接受廣泛的
協助，然而，在過去三個星期內，他在 ADLs 上的參與程度保持不變。註記
為“0”，表示沒有改變。
葉女士過去六星期參加一個有組織的餵食團體。在團體領導者大量的鼓勵與督
導中，她從在機構人員的督導下需要大量協助進食中改善。她在其他的 ADLs
的表現保持沒有變化。註記為“1”，表示有改善。
任太太自從三個星期前左側髖關節骨折後，在移（轉）位、活動、更衣、如廁、
沐浴等方面接受更多的負重協助。然而，即使要達到 90 天前的自我執行水準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她在接受職能治療和物理治療後有很大的改善，而且
改善情形穩定。註記為“2”，表示變差。
李先生喜歡的護士(麥小姐)30 天前轉到另一個單位。雖然他說為她高興，但是
他變得較被動與退縮。他不再自己穿套裝與打領帶。他的個人衛生習慣惡化而
且他現在需要好言哄騙才去刮鬍子、洗手和梳頭。因為他現在穿髒衣服，所以
機構人員開始每天幫他選擇並打點衣服。除了這些能力的喪失之外，李先生現
在在活動上稍微更自我滿足。他每星期到麥女士的新單位去看她兩次。註記為
“2”，表示變差。
【理由】
：雖然在一項 ADL 活動上有些許改善，但一星期只有
發生兩次。整體而言，李先生在兩項每天需要多次的 ADL 活動(更衣和個人衛
生)的自我照顧表現上惡化。
孟太太因為嚴重情緒憂鬱而接受健康明顯改變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她在個人
衛生、更衣和如廁上變得更依賴其他人的肢體協助，而且在進食上也接受更多
的哄騙和鼓勵。這些改變表示在兩個月前的評估之後，孟太太變得更少自我照
顧。註記為“2”，表示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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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過去 7 天的大小便控制(CONTINENCE)

H1.大小便自我控制情形
【注意】
本單元和 ADL 評估的項目內容略有差異，回溯的時間延長至 7 天。研究
指出 7 天是獲知精確的排便狀態的最少時間值，為求一致性，遂將排尿與排便控
制能力的評估時間訂為 7 天。

（a）膀胱失禁

目的：評估並記錄住民過去 7 天的尿失禁情形。
定義：排尿控制能力－即為膀胱泌尿功能。本項目是在描述住民的排尿與排便控
(禁)制型態，規律性的如廁計畫、控制能力訓練計畫或裝置採行後的效果
亦包括在內。本項目不是依據住民“自己”如廁的能力判定，而是測量接受
廣泛的如廁協助方案或人員幫忙後的控制能力。住民自行如廁的能力表現
被記錄在 G1iA 項目中。
方法：
y回顧住民的臨床病歷記錄，若可以取得排尿流量表更佳。
y詢問住民病歷記錄的真實性，並且在私下的場合提出，因為排尿功能的控
制力是敏感的話題，尤其對努力維持控制力的住民更是如此。很多控制力
差的人會因為羞赧或報復的心態，隱藏他們的問題。另外，有些說自己沒
有問題的人則是因為他們錯信失禁是老化的自然現象，而且無法有所改
善。遑論一般人對失禁的反應如何，很多老人面對健康照護專業人員以誠
摯善感的態度關心此類問題時，就會解除戒心，侃侃而談。
y要詢問非常瞭解住民的人，以驗證排泄控制型態的真實性。例如，對新住
進機構的住民，要向家庭主要照護者求證；已經住進機構的住民，則諮詢
直接照護人員。測量的項目是過去 7 天內的排泄控制型態，每天 24 小時
監測，假日亦包含在內。如果照護人員經常變動，可以考慮使用排尿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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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此一來，才能收集到精確的資訊，以作為註碼與基本照護計畫的準
繩。

註碼：
註碼時有 7 個代碼用來描述控制型態，每一個狀態陳述不同的尿失禁程度。
以下描述代表的尿失禁程度與狀態：
0.無失禁：完全能夠控制（沒有使用任何形式的導尿管或集尿器）
。
1.裝置導尿管時能禁制：使用任何形式的導尿管或集尿器時，能夠完全自制
而不漏出尿液。
2.通常無失禁：尿失禁一星期發生 1 次（含 1 次）以下。
3.有時失禁：尿失禁一週發生 2 次（含 2 次）以上，而不是每天發生。
4.經常失禁：每天都會發生尿失禁，但是有時仍能控制（如，白天）。
5.完全失禁：不能充分地控制，尿失禁每天發生很多次。
8.未發生此項行為：膀胱中無尿液排出，例如，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依據實際的控制型態註記住民過去 7 天內的尿失禁情形，例如 7 天內住民乾
濕的頻率為何，而非記錄住民在理想狀態下可以達到的控制程度。註碼“4”（經
常失禁）與註碼“5”（完全失禁）的差異，在於曾經有（“4”）或是完全沒有（“5”）
排尿控制。

【範

例】

y

郭先生每餐飯後、睡前會上廁所，以及晚上時間固定如廁一次。他從來都沒
有濕過且無失禁現象。註記為“0”，表示完全無失禁。

y

盧先生在過去評估的 7 天內使用留置性導尿管，他從來都沒有濕過且無失禁
現象。註記為“1”，表示完全無失禁。

y

蔡太太通常都能控制排尿，但是，在每天接受利尿劑治療後，她大約一星期
有一次無法及時到廁所排尿。註記為“2”，表示通常無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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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葉太太尚未達到每天尿失禁的程度，只有在一天終了感到疲累時才有失禁現
象。註記為“3”，表示偶而失禁。

y

沈先生呈現昏迷狀態，他帶著尿套避免其皮膚與尿液接觸，但是，管套滑落
時照護人員難以管理，她們試著換其他品牌亦難以奏效。在過去 7 天內，沈
先生在每天白天時至少濕 2 次。註記為“4”，表示經常失禁。

y

游太太是阿滋海默症末期病人，她很虛弱而且不靈活，手腳痛得攣縮，她躺
臥在特製的水床上，每小時要翻身一次，她不能如廁而且排尿有失禁情形。
註記為“5”，表示完全失禁。

（b）排便失禁

方法：排便失禁的評估必須與尿失禁評估同時進行。此項資料可以從病歷記錄以
及所有尿失禁記錄取得。詢問住民病歷記錄的真實性，並且在私下的場合
提出，因為排尿功能的控制力是敏感的話題。在提問題時需要小心謹慎。
y詢問非常瞭解住民的人（如新住進機構住民的家屬、直接照護人員）
，以
驗證排泄控制型態的真實性。
y僅記錄過去 7 天內、每天 24 小時，包括週末時的住民失禁情形。

註碼：
0.無失禁－完全能控制，未使用造口。
1.裝置造口時能禁制－使用造口時完全能夠控制而不遺出糞便。
2.通常無失禁－失禁次數一星期一次（不含一次）以下。
3.有時失禁－失禁次數一星期一次。
4.經常失禁－便失禁每週發生 2-3 次。
5.完全失禁－所有的時間（或幾乎所有時間）都失禁。
8.未發生此項行為－過去 7 天內無排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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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排便型態
目的：記錄住民的排便功能狀況。
定義：
a.排便型態規律：住民每三天至少有一次排便。
b.便秘：每週排便 2 次或 2 次以下；或解便時 4 次中超過 1 次以上需要很
用力才能解出。
c.腹瀉：不論原因為何（例如飲食，病毒或細菌性感染），經常解出水樣
狀態的糞便。
d.糞塊嵌塞：以手指頭檢查直腸時，發現硬便。透過腹部 X 光檢查乙狀結
腸或較高的位置時發現糞便，即稱為糞塊嵌塞現象。若指診或臨床病歷
之每日排便記錄呈現負面報告時，亦稱之。

方法：
y詢問住民，必要時則使用檢查的方式。
y回顧臨床病歷記錄，特別是排便型態流量表的報告。
y詢問直接照護者，例如所有輪值照護的病患服務員。

註碼：在所有的選項中選取過去 7 天內的狀態，若沒有符合的狀態，則選擇“e.
以上皆無”。

H3.用具與計畫
定義：
a.任何規律性如廁計畫：該計畫規定照護人員在每天固定的時間要帶住民
去廁所，或是給住民一個容尿器，或是提醒住民如廁；計畫內容是習慣
的訓練與促進排泄。
b.排尿再訓練計畫：該計畫在教導住民刻意地延後排尿（排泄）時機，或
是抵抗排泄急迫的意念。鼓勵住民規律性的排泄，而不是依據其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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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進行排泄。該訓練形式是用來管理因為膀胱功能不穩定的排尿失禁
病人。
c.外部導尿管(尿套)：在陰莖上，收集尿液的用具。
d.留置性導尿管：為了能連續排除尿液，將導尿管插入膀胱中。包括從尿
道或陰部上方切口插入之導尿管。
e.間歇性導尿管：此類導尿管係使用一段時間，從膀胱中將尿液引流排
出。待膀胱排空後，導尿管通常會立即抽出。此類導尿管可以由領有執
照的專業人員或是住民自行使用。使用時機包括一個時間點的測量（例
如用於膀胱肌肉張力不足或根本無法收縮之住民）；或是當成膀胱排空
計畫的一部份。
f.未使用廁所/便器/尿器：表示住民在過去 7 天內沒有使用該等設備，亦
沒有使用床上式尿盤器具。
g.使用襯墊/尿布：各類吸收性物質，用完即丟或是可回收使用的內用衣物
或物品，若不是穿在住民身上（例如尿布、襯墊），就是放置在床上或
椅子上，用以防護失禁現象。此類物品不包括沒有失禁或少有失禁的住
民固定鋪在床上的襯墊。
h.灌腸/灌洗：任何形式的灌腸或腸道灌洗，包括造口灌洗。
i.造口術：任何形式的胃腸道或泌尿生殖道造口術。

方法：
y

查閱臨床病歷。

y 詢問病患服務員與住民，確實詢問問題，包括因為使用襯墊或尿布而無法
目視觀察到的問題。

註碼：查閱所有提供的選項，若沒有符合的選項，則選取“j.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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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排尿自制情形變化
目的：與 90 天前相比較，陳述住民排尿失禁狀態的改變情形。如果評估時間少
於 90 天，則以最後一次評估的狀況為主。評估內容包括自我控制過程、
用具或計畫的改變。如果住民是新進入機構者，此項目應該包括進入機構
前的變化情形。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記錄以及最後一次評估的排尿失禁狀態（若可得）。
y向住民及所有輪值的直接照護人員求證該結果的真實性。
y對於新的住民，則詢問其家庭主要照護者。

註碼：註碼“0”即為沒有改變，“1”是改善，“2”是變差。住民在 90 天前是完全失
禁狀態，現在憑藉著導管變成無失禁，此狀況應該要註碼“1”。以下有四
個範例。

【範 例】
y 劉太太原本是通常無失禁，但在 6 星期前在護理之家爆發腸胃炎期間，卻變
得排尿與排便失禁，並且持續 2 個星期，但是過去 1 個月以來，她又無失禁現
象。註記為“0”，表示沒有改變。
y 盧醫師三個月前施行攝護腺手術，手術前，他是經常失禁狀態。從醫院回來
後，留置性導尿管已經拔除，雖然他一開始有失禁現象，但是，現在他可以保
持乾燥，只是偶而仍會失禁。他非常滿意此次手術的結果。註記為“1”，表示
改善。
y 彭太太是新住民，她及她的女兒都表示她從來沒有排尿失禁現象。在住進機
構第 3 天，她的排尿失禁現象變得明顯，尤其是在夜晚時刻。註記為“2”，表
示變差。
y 高先生 2 星期前剛從醫院施行壓瘡整形手術返回，進入醫院前，高先生排尿
完全失禁。現在，他使用留置性導尿管，所以無失禁現象產生。註記為“1”，
表示改善。
【理由】
：雖然高先生現在使用導尿管控制排尿，看起來應該是變差，
但是，MDS 對排尿控制狀態的定義包括“使用用具或控制計畫導致排尿功能受
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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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疾病診斷(DISEASE DIAGNOSES)
目的：描述與住民目前的 ADL 狀況、認知狀況、情緒或行為狀況、醫藥治療、
護理監測或死亡危險率有關係的疾病。一般而言，這些疾病會影響現行的
照護計畫。所以，此項評估不包括治癒的或不再影響住民功能與照護計畫
的疾病。在很多機構內，臨床人員與醫師經常忽略隨時更新住民的疾病診
斷，往往延續以前已經解決或不再影響照護計畫的疾病診斷，MDS 最重
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記錄住民全新、精確的健康狀況。
定義：護理監測－由持有執照的護理人員進行臨床監測。例如，持續性的血壓評
估、用藥型態管理等。

I1.疾病
定義：
a.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包括胰島素倚賴型的糖尿病(IDDM)以及飲食
控制型的糖尿病(NIDDM 或 AODM)。
e.心律不整(Cardiac dysrhythmias)：心搏速率或心臟節律不穩定。
j.末梢血管疾病(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靜脈或動脈的周邊血管疾
病。
l.關節炎(Arthritis)：包括退化性關節炎(DJD)、骨關節炎(OA)、風濕性關
節炎(RA)、以及登錄在 I3 選項中的其他形式關節炎，例如 Sjogren’s 症
候群、痛風性關節炎。
m.髖關節骨折(Hip fracture)：發生在任何時機，會影響住民現在的狀況、
治療、監測等髖關節骨折均包括。髖關節骨折的診斷包括股骨頸、粗隆
以及股骨頭下骨折。
n.截肢(Missing limb)：例如，截肢，包括喪失上、下肢任何部位。
p.病理性骨折(Pathological bone fracture)：因為骨頭脆弱造成的骨折，通
常是癌症病程導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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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失語症(Aphasia)：因為腦部疾病或創傷形成語言能力障礙，難以藉由說
或寫表達其思想感受，或不能理解說或寫出來的語言。
s.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與腦部發育缺陷或外傷有關的腦性麻痺。
t.腦血管意外/中風(Cerebrovascular accident；CVA/Stroke)：由於顱內出
血、大腦血栓、梗塞等現象導致腦部血管損傷。
u.失智症(Dementia，但阿滋海默症除外)：包括器質性或慢性腦部症狀、
衰老、老年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與神經系統疾病有關的失智(例如，
Picks，Creutzfeld-Jacob，Huntington’s 疾病)等診斷，阿滋海默症除外。
v.一側偏癱/半身輕癱 (Hemiplegia/hemiparesis)：身體一側兩隻手腳麻痺/
部份麻痺(暫時或永久地失去知覺、功能與移動能力)，通常是大腦出血、
血栓或腫瘤造成的結果，在住民的病歷記錄上必須有偏癱或半身輕癱的
診斷。
x.下身麻痺(Paraplegia)：身體下半部麻痺(暫時或永久地失去知覺、功能
與移動能力)，包括兩隻腳。通常是大腦出血、血栓、腫瘤或脊髓損傷造
成的結果，在住民的病歷記錄上必須有下半身癱瘓的診斷。
z.全癱(Quadriplegia)：四肢全部癱瘓（暫時或永久地失去知覺、功能與移
動能力），通常是大腦出血、血栓、腫瘤或脊髓損傷造成的結果，在住
民的病歷記錄上必須有四肢癱瘓的診斷。
dd.暫時性腦部缺氧(Transient ischemia attack，TIA)：腦部局部位置發生
突然、暫時性血液供給不足的現象，經常再發。
ee.創傷性腦部傷害(Traumatic brain injury)：由於頭部受到物理性創傷，
進而傷害到腦部。
hh.躁鬱症(Manic depressive)；兩極化疾病（bipolar disease)：臨床診斷
包括躁鬱症或是兩極化精神疾患，兩極化精神疾患係目前躁鬱疾病之其
中一項。
kk.肺氣腫(Emphysema)或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或 COLD)以及慢性限制性肺部疾病(例如，石綿沈著症及慢性支
氣管炎)。
pp.過敏症(Allergies)：由於暴露在特定過敏原下，引起的任何過敏反應。
過敏原可以是天然的或人工的，只要是住民對其敏感者即稱之，不侷限
是過去 3 天內曾經接觸過的。包括對藥物過敏(例如，阿司匹靈、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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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物過敏(例如，蛋、小麥、草莓、海鮮、牛奶)；環境物質(例如，
灰塵、花粉)；動物(例如，狗、鳥、貓)；清潔產品(例如，肥皂、洗衣粉)
等。過敏反應包括眼睛刺癢、流鼻水、打噴嚏、接觸性皮膚炎等。
qq.貧血症(Anemia)：任何原因的貧血均包含在內。

方法：
y查閱轉介文件與病歷記錄(包括近期醫師的治療處置與護理照護計畫)。
如果住民剛從急性照護或復健醫院轉介住進機構，出院文件經常會列舉
近期住院的診斷以及 ICD-9-CM 代碼。如果這些診斷仍處於“活動期”，
就將其登錄在 MDS 的表格中。住民自己陳述的疾病亦可採用，但必須
照會醫師確認其真實性，並做成記錄。
y醫師參與評估過程是決定性的部份，醫師在最接近 MDS 評估時間的定
期訪視必須要複習 I.疾病診斷部份所有項目，利用醫師訪視時機確認”
正在活動”的診斷，並加以註解；對於已經“不活動”的疾病，則要標示已
經治癒。此時，也是和醫師共同分享 MDS 整體評估過程的重要機會。
在很多護理機構中，醫師並沒有參與 MDS 評估過程與檢視其結果，積
極地邀請醫師參與是機構人員責無旁貸的任務，因為診斷不正確或是遺
漏未填，對於照護計畫都會形成嚴重的障礙。因此，MDS 這個部份要
邀請醫師參與並填寫，醫師完成評估後，應該在 R2 項目(評估完成者簽
名)中簽名。
y醫師檢視近期 MDS 評估結果，或參與正在進行中的評估工作是非常有
用的。對醫師而言，由機構人員去完成 MDS 評估工作，可以提供持續
性的觀察資料，否則很難取得該等資訊；對機構人員而言，綜合醫師的
建議可以整理出新的調查方法或途徑，或是確認現存資料的真實性，甚
或提議額外的追蹤需要。
y勾選疾病項目時，該疾病要和現在 ADL 狀況、認知狀況、行為狀況、醫
藥治療、護理監測或死亡危險有關係。例如，高血壓是幾年前的疾病，
此時即不需要勾選；但是，若目前高血壓仍需要透過藥物、飲食、生物
迴饋作用等控制，或是接受定期監測以防再復發，此時，則必須要勾選
該疾病。

註碼：不要記錄已經解決以及不再影響住民功能狀況或照護計畫的疾病。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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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項中，選取適當的敘述，若沒有合適的選項，則選擇”以上皆非”。如
果在病歷中可以發現比 I1 陳列的選項更多、更詳細的診斷資料時，勾選
I1 部份中較吻合的疾病後，在 I3 中填入更詳細的診斷代碼(ICD-9-CM)。
舉例而言，如果病歷顯示住民有骨關節炎，此時，先勾選關節炎選項，再
到 I3 中登錄骨關節炎的 ICD-9-CM 代碼 715.00。
當住民是新住進機構或再住進機構的個案時，檢視住民的轉介文件以及最
近的病歷記錄(包括護理照護計畫)，有時候會有某些特殊診斷沒有登錄在
病歷中，此時，可以接受住民告知的資訊，再向醫師查詢確認其真實性或
查閱一開始對醫師的需求記錄文件。例如，一位新的住民告知本身罹患嚴
重的憂鬱症，並且曾經在社區中一家私人的精神科醫師處就診，如果該資
料沒有記錄在伴隨住民而來的急性醫院病歷中，此時，資料就會有漏失的
隱憂出現。
以下表格是 I1 部份所陳列的選項與其 ICD-9-CM 代碼，代碼能夠使勾選
的疾病項目更明確地被區分，MDS 使用的電腦格式亦採用之。

- 126 -

疾病類別(I1)與 ICD-9-CM 代碼
ICD-9-CM 代碼
內分泌 / 代謝 / 營養
250.00
242.9（0 或 1）
244.9
心臟循環系統
414.00 ~ 414.03
427.9
428.0
453.8
401.9
458.9
443.9
429.2

疾

病

診

斷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甲狀腺功能亢進(Hyperthyroidism)
甲狀腺功能不足(Hypothyroidism)
動脈硬化性心臟疾病(ASHD)
心律不整(Cardiac dysrhythmia)
鬱血性心臟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深部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
高血壓(Hypertension)(未明示者)
低血壓(Hypotension)(未明示者)
末梢血管疾病(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未明示
者)
其他心臟血管疾病(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肌肉骨骼
716.90
820.9
736.89
733.00
733.10

關節炎(Arthritis)(未明示部位)
髖關節骨折(Hip fracture)(未明示部位或他處未明
示者)
截肢(Missing limb)(切除術 amputation)
骨質疏鬆症(Osteoporosis)(未明示者)
病理性骨折(Pathological bone fracture)(未明示部
位)

神經系統
331.0
784.3
343.90
436
290.0
342.90 ~ 342.92
340
344.1
332.0
344.00 ~ 344.09
780.3
435.9
854.00

阿滋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失語症(Aphasia)
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 (未明示者)
腦血管意外(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中風
(stroke)
阿滋海默症以外的失智(Dementia)(老年失智
Senile Dementia )
一側偏癱/半身輕癱 (Hemiplegia/Hemiparesis)
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他處未明示者)
下身麻痺(Paraplegia)
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
全癱(Quadriplegia)
痙攣(Seizure disorder)
暫時性腦部缺血(TIA)(未明示者)
創傷性腦部傷害(Traumatic brain injury)(未明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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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類別(I1)與 ICD-9-CM 代碼（續）
ICD-9-CM 代碼

疾

病

診

斷

300.00
311
296.8
295.90

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未明示者)
憂鬱症(Depression)
躁鬱症(Manic depression)或兩極化疾病(bipolar
disease)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未明示者)

493.90
492.8
496

氣喘(Asthma)(未明示者)
肺氣腫(Emphysema)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366.9

白內障(Cataracts)(未明示者)
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

精神科

肺部

視覺

362.01,362.02,250.50~250.53
365.9
青光眼(Glaucoma)(未明示者)
362.50
黃斑性退化(Macular degeneration)(未明示者)
其他
995.3
過敏症(Allergies)(未明示者)
285.9
貧血(Anemia)
199.1
癌症(Cancer)(部位或病期未明示者)
586
腎衰竭(Renal failure)(未明示者)
ICD-9-CM：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 9th Revision – Clinical
Modification. Ann Arbor, Michigan： Edward Brothers, Inc., Octorber, 1989.

H2.感染症
定義：
a.抗生素抗藥性感染(Antibiotic resistant infection)：例如葡萄球菌對
Methicillin 產生抗藥性。由某些對抗生素作用已經產生抗藥性的細菌所
引起的感染。選取此項目時，必須要病歷中亦有相關報告者。新住進機
構者則要查閱近期從其他機構轉入的轉介記錄。
b.梭狀芽孢桿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C.diff)：梭狀芽孢桿菌感染導致
腹瀉(偽膜性腸炎)。選取此項目時，新住進機構者必須要在病歷中有相
關報告，並查閱近期的轉介記錄（例如醫院轉介記錄或出院摘要，檢驗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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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膜炎(Conjunctivitis)：眼瞼上分泌黏液的膜發炎，可能是細菌、病毒
感染，或是過敏反應，或是外傷所引起的結果。
d.HIV（愛滋病）感染：選取此項目時，必須要在病歷中有支持性報告，
或是住民/決策代理人告知其自體免疫病毒的血液檢查為陽性結果，或其
罹患 AIDS。
e. 肺炎(Pneumonia)：肺部發炎，大部分為細菌或病毒感染引起。
f. 呼吸道感染(Respiratory infection)：任何形式的上或下呼吸道感染，例
如支氣管炎，但是肺炎除外。
g.敗血病(Septicemia)：罹病狀況係因為血液中有細菌滋生。
h.性傳染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選取此項目時，近期內必
須要有淋病或是梅毒診斷的支持性報告，不包括 HIV 疾病。
i. 結核病(Tuberculosis)：包括住民目前存在活動性結核病，或是已經轉變
成對結核菌檢驗有陽性反應，以及最近接受結核病藥物治療者，例如
isoniazid (INH)、ethambutol、rifampin、cycloserine。
j. 過去 30 天內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包括過去 30 天
內慢性及急性有症狀的感染，選取此項目時，近期病歷中必須要有相關
報告以及顯著的檢驗結果。
k.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由病毒造成的肝臟發炎，包括 A 型肝炎、
B 型肝炎、非 A 非 B 型肝炎、C 型肝炎、D 型肝炎、E 型肝炎等。
l. 傷口感染(Wound infection)：身體任何部位、任何形式(例如手術、外傷、
壓瘡)的傷口感染。

方法：
y查閱轉介記錄與住民的臨床病歷（包括近期內醫師的治療處置以及護理
照護計畫）。
y接受住民自行陳述的資料，再照會醫師諮詢確認資料的真實性並記錄之。

註碼：勾選感染項目時，該感染要和現在 ADL 狀況、認知狀況、情緒與行為狀
況、醫藥治療、護理監測或死亡危險有關係，不要記錄已經解決以及不再
影響住民功能狀況或照護計畫的選項。例如，結核病是幾年前發生的疾
病，此時即不需要勾選；但是，若目前結核病仍需要透過藥物控制，或是
接受定期監測以防再復發，此時，則必須要勾選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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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的選項中，選取適當的敘述，若沒有合適的選項，則選擇以上皆非。
如果在病歷中可以發現比 I2 陳列的選項更多、更詳細的資料時，先勾選
I2 部份中較適合的選項後，在 I3 中填入更詳細的資料(使用 ICD-9-CM 代
碼)。
疾病類別(I2)與 ICD-9-CM 代碼
ICD-9-CM 代碼

疾

病

診

斷

感染
041.9 或 041.11 或 抗生素抗藥性感染(Antibiotic resistant infection)
041.19
(例如葡萄球菌產生抗藥性的 Methicillin)
040.0
梭狀芽孢桿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C.diff)
372.30
結膜炎(Conjunctivitis)
042
HIV（愛滋病）感染
486
肺炎(Pneumonia)（病原體未明示者）
038.9
敗血症(Septicemia)（他處未明示者）
099.9
性病(因性接觸感染的疾病)（未明示者）
011.90
結核病(Tuberculosis)（肺未明示）
599.0
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 (部位未明示者)
070.9
病毒性肝炎(Viral hepatitis) (未明示者，未提及肝昏迷)
958.3 或 998.5
傷口感染(Wound infection)
ICD-9-CM：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 9th Revision – Clinical
Modification. Ann Arbor, Michigan： Edward Brothers, Inc., Octorber, 1989.

I3. 其他最新的或較詳細的診斷或 ICD-9 碼
目的：定義出 I1 與 I2 沒有提到的疾病名稱，該疾病也會影響住民現在的 ADL
狀況、情緒與行為狀況、醫藥治療、護理監測或死亡危險。同時，記錄 I1
與 I2 大分類疾病選項中更詳細的疾病診斷名稱。
註碼：本項目係陳述疾病診斷，每個疾病診斷的 ICD-9-CM 碼必須要填寫在欄位
右側，若從病歷中無法得知該資料，則查閱最新版本的 ICD-9-CM 分類代
碼。被指派填寫註碼的人，必須要接受 ICD-9-CM 系統的訓練。該工作最
好由病歷室人員或是機構病歷諮詢人員完成，填寫代碼的人在 MDS 的 R2
欄位中要簽名，以表示代碼已經填寫完畢。填寫代碼時要使用最新的
ICD-9-CM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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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健康狀況(HEALTH CONDITIONS)
J1.有問題的狀況
目的：記錄影響或能影響住民健康或功能狀況的問題或症狀，並且定義出疾病、
意外以及功能衰退的危險因子。
定義：液體狀況指標－當一位衰弱、罹患慢性病的老年人，生理上遭遇到體液負
荷過重的狀態時，經常是難以辨識的，該狀況會促成鬱血性心臟衰竭或另
類脫水的發生。監測問題的方法如下述，特別是針對無法辨識或告知液體
狀態變化產生之一般性症狀的住民們。
a. 7 天內體重增加或減少 1 公斤以上(含 1 公斤)：至少要每個星期以相同
方式為住民量體重，可以得知該訊息。但是，大部分的住民不需要每星
期或頻繁地量體重，如此一來，便無法得知體重是否增加或減少 1kg。
像這類住民，即不用勾選此項目。
b.因為呼吸短促無法平躺：住民仰臥時覺得不舒適，需要墊一個以上的枕
頭或是藉助升舉床頭的設備，以獲得足夠的空氣。該症狀通常會伴隨液
體負荷過重而發生，如果住民因為呼吸短促而無法平躺時，勾選 J1 的
“l”，表示“呼吸短促”；如果住民直立後(例如使用 2 個枕頭或坐起)沒有
呼吸短促現象，即不需要勾選 J1 的“l”。
c. 脫水：即排出量超過攝取量。住民有以下 2 個以上（含 2 個）現象時，
勾選此項目。
—住民每天攝取的液體量(包括飲料、食物的水份)少於 2500 毫升的建
議量。
—住民有臨床脫水現象。
—住民攝取的液體量少於液體流失的量(例如嘔吐、發燒、液體補充不
足的腹瀉)。
d.水份不足：即過去 3 天內提供的所有液體量沒有用完，液體包括水、果
汁、咖啡、果膠及湯。
其他
e. 妄想：和住民們持有的信念不同，而且是堅定不移且錯誤的，甚至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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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相反的。(例如認為自己罹患末期的疾病；認為配偶有外遇；認為機
構提供的食物有毒。)
f. 暈眩：住民有不穩定的感覺，他(她)會覺得本身在旋轉，或是周圍環境
在旋轉。
g.水腫：在特定的或整個系統的組織中過度蓄積水份，包括所有形式的水
腫。(例如承受重力部位水腫、肺水腫、加壓會有凹陷等情況。)
h.發燒：針對老人護理之家的住民而言，肛溫在華氏 100 度(攝氏 38 度)
以上，即稱之。很多虛弱的老人常態基礎肛溫較低(約在華氏 96~99 度)，
當住民的體溫比基礎溫度高 2.4 度時，即稱為發燒。
i. 幻覺：沒有實際的刺激物，卻產生錯誤的感覺。幻覺可能是聽覺(例如聽
到聲音)、視覺(例如看到人、動物)、觸覺(例如覺得昆蟲爬過皮膚)、嗅
覺(例如聞到有毒的氣味)或味覺(例如嚐到奇怪的味道)。
j. 內出血：出血可能是明顯的(例如鮮紅的血)，也有可能是潛在的(例如糞
便呈現潛血陽性反應)。臨床指標有黑色、焦油狀的糞便；吐出物像”咖
啡殘渣”的物品；血尿症(尿中帶血)、喀血(咳嗽帶血)以及嚴重的流鼻血
現象。
k.過去 90 天內的復發吸入性肺炎：注意觀察期間係為 90 天內。此現象經
常發生在吞嚥困難或接受管灌餵食(胃部內容物倒流至食道)的住民身
上，臨床指標包括自發性咳嗽、呼吸短促、哮喘。勾選此項目時不需要
X 光檢查證實是否為吸入性狀況(肺炎)。
l. 呼吸短促：在休息、活動、緊張或對疾病反應時，發生呼吸困難的現象。
如果住民平躺時有呼吸短促的現象，則必須勾選 J1 的 b”因為呼吸短促
不能平躺”。
m.昏厥：短暫地喪失知覺，特徵是無反應，以及失去維持體位的力量，但
是會自行恢復。
n.步伐不穩：走路的步態讓住民處於跌倒的危險之中。步伐不穩有很多種
形式，住民可能出現不平衡現象或走路搖擺晃動，也可能步態不協調或
急衝性運動(jerk)，其他的不穩定步伐還包括以大且漫不經心的步伐快速
行走；以小而且像推圓盤的步伐異常緩慢地行走；或以顛跛且嘗試性的
步伐大步行走。
o.嘔吐：胃部內容物逆流，不論何種原因所造成的均包括在內。(例如藥物
中毒、流行性感冒、精神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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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y詢問住民在過去 3 天內是否有列舉的症狀發生。
y查閱病歷記錄(包括現行的護理照護計畫)。
y如果住民不能回答，詢問機構照護人員及其家人。
y有些住民不會告知其他人是因為他們將該現象歸因於“年紀大”了，因
此，儘可能地直接詢問或觀察住民，因為住民現行的健康問題經常是可
以治療改善的。

註碼：勾選過去 3 天內發生的所有狀況，注意有些症狀會指明調查時間範圍（例
如吸入性肺炎係限定過去 90 天內發生者）
，如果沒有適當的選項，則選取
“p.以上皆非”。

J2.疼痛症狀
目的：記錄疼痛症狀的頻率與強度。為了研擬照護計畫，此項目用來定義疼痛的
指標，並監測住民對控制疼痛介入之反應。
定義：疼痛－依據 MDS 評估目的，疼痛包括身體上任何形式的疼痛或是身體上
任何地方的不舒適。疼痛可能是侷限在某個區域，也有可能是概括性的；
可能是急性的，也有可能是慢性的；可能是持續性的，也有可能是間歇性
的；可能在休息時發生，也有可能在活動時發生。疼痛是非常主觀的，完
全依據住民所陳述的內容判定。
疼痛證據－住民無法以言語表達其痛楚，或是根本無法言語，則必須完全
仰賴旁人觀察得知(如疼痛徵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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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詢問住民是否在過去 3 天內曾經有任何疼痛的經驗，並請他(她)描述疼痛
的強度與頻率。如果住民說有疼痛經驗，即記錄下來，因為疼痛的感覺是
非常主觀的。
y也可以觀察住民的疼痛相關指標，例如呻吟、哭泣以及其他的聲音；或是
出現疼痛的畏縮行為、愁眉苦臉及其他的面部表情；或是身體的姿勢出現
像是在保護某個區域一般，或靜止不動地躺著；或是減少平常的活動等。
y對於某些住民，非常難以辨識其疼痛經歷，例如失智與不能言語的住民，
當其感覺疼痛時，會以一些特別的行為表達，例如呼叫尋求協助、臉部表
情痛苦、拒絕進食、或當病患服務員要搬動他們或碰觸其身體時，他們也
會碰撞病患服務員，引起注意。雖然這些行為不只是疼痛的特有指標，但
是卻可以指出很多的問題，如果您的臨床判斷該行為是因為住民遭遇疼痛
所致，則必須要記錄症狀發生的強度與頻率。
y詢問病患服務員與和住民一起的治療人員是否住民過去 3 天內曾經出現
疼痛的指標或抱怨。

註碼：過去 3 天內均感覺疼痛者，註碼時選最高層級的選項；如果住民均不感覺
疼痛，則註碼為 0(沒有疼痛)並跳答 J4。
a.頻率：住民抱怨或出現疼痛徵兆的頻率
0.沒有疼痛（跳答 J4）
1.未到每天疼痛
2.每天發生疼痛
b.強度：住民疼痛的嚴重程度。
1.輕度疼痛：雖然住民表示有一些疼痛，但是，通常還能夠繼續進行日
常固定的事務、社交活動或睡眠。
2.中度疼痛：住民表示有“中度的”疼痛。
3.極度疼痛：此種疼痛會妨礙住民進行日常固定的事務、社交活動或睡
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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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時，依據最佳的臨床判斷結果，如果很難決定疼痛的實際強度與頻率
時，可以選擇較嚴重程度的代碼。因為住民的疼痛通常需要更進一步的評估，
才能決定其致病原因，並尋求改善的解決方法。所以，不要失去減輕疼痛的機
會，控制疼痛通常能夠藉助復健、以及更多的社會資源與活動介入獲得改善。

【範

例】

金太太的短期與長期記憶能力差，並且有中度的認
知功能障礙。過去 3 天，她要求護士每天給她一顆藥
以去除其疼痛症狀，藥物治療記錄上顯示其每天晚上
均服用 Tylenol。護士陳述金太太要求給藥時，通常會
摩擦其左邊的臀部。然而，當問她有無疼痛時，金太
太回答從未感覺疼痛。

頻率

強度

2

1

2

3

【說明：顯然是金女士忘記她過去 3 天內曾經告知別
人感覺疼痛，最佳的臨床判斷告訴我們金女士每天均
會發生中度的疼痛】
蔡先生的認知功能良好，他很活躍，可以自行照顧
自己，並參與社交及娛樂活動。過去 3 天內，他仍然
保持愉快、忙碌、活動力旺盛，當照護人員晚上巡視
時，也都發現他安穩地睡著。但是，當問他感覺如何
時，他說每天晚上他的腳會出現嚴重的痙攣，他只是
在休息沒有睡著，起床時覺得疲累，爬不起來。
【說明：雖然照護人員認為蔡先生感覺舒適，但是，
他說他有嚴重的痙攣現象，最佳的臨床判斷即是選擇
蔡先生告知的狀況，最好是對蔡先生做更進一步的評
估檢查。】

J3.疼痛位置
目的：記錄住民描述的疼痛部位，或從客觀的生理與檢驗測試報告辨別出位置。
有時候很難確實地指明疼痛的部位，尤其是住民也無法詳細描述疼痛的性
質與部位時。同樣地，住民沒有對疼痛進行生理或檢驗室測試時，也很難
辨識疼痛的部位。為了研擬解決改善的計畫，此題目的目的就是要協助住
民與照護人員嘗試著指出疼痛的部位，對疼痛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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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a.背部疼痛：在頸部或背部的任何部份有定點的或概括性的疼痛。
b.骨頭疼痛：一般是發生在轉移性的疾病，疼痛通常在移動時會較差，但
是，休息時亦能感覺到。可能可以指出疼痛部位，也有可能是相當不明
確的。
c.進行平常活動時的胸痛：胸部區域任何形式的疼痛均包括，可能被描述
成燒灼感、壓迫、刺痛感等不舒適感。平常的活動就是指住民日常生活
從事的活動，例如穿衣與整理儀容，從椅子的位置走到廁所。
d.頭痛：住民經常抱怨頭痛或表露出頭痛的實證(緊按或摩擦頭部)。
e.髖關節疼痛：疼痛的部位在髖部區域，休息或身體活動時均有可能發
生。
f.切口疼痛：在近期的手術切口位置處，住民抱怨疼痛或表露出疼痛的徵
兆。
g.關節疼痛：髖部疼痛除外。休息或身體活動時，住民抱怨或表達出有一
處以上(含一處)的關節疼痛。
h.軟組織疼痛：在任何的肌肉或非骨性組織中有深淺不一的疼痛現象。例
如腹部痙攣、直腸肛門不適、小腿肚疼痛、傷口疼痛。
i.胃痛：在腹部左上 1/4 的區域中，住民抱怨疼痛或表露出疼痛的徵兆。
j.其他：包括身體其他部位定點或擴散性的疼痛，包括一般性的隱隱作痛
及持續的疼痛。

方法：
y詢問住民並觀察疼痛的徵兆。
y詢問照護人員。
y查閱病歷記錄，採用最佳的臨床判斷結果。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曾經發生的狀況。如果住民嘴巴疼痛，
則到 K 部份“口腔/營養狀態”的 K1 勾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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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意外傷害
目的：決定住民未來跌倒或受傷的危險性。跌倒在老人護理之家的住民間是最常
見的致病與致死原因。過去至少有一次跌倒經驗的住民，未來跌倒的危險
性較大。每年有將近一半的住民跌倒，6~10％的跌倒會造成嚴重的損傷。
在嚴重損傷中，髖關節骨折佔將近一半的比例。

定義：跌倒－注意時間範圍(過去 30 天與 31-180 天)。
c.過去 180 天內的髖關節骨折：注意時間的範圍(過去 180 天)。
d.過去 180 天內的其他骨折：包括任何骨折，髖關節骨折除外。注意時間
的範圍(過去 180 天)。

方法：對於新住進機構的病人，詢問住民及住民的家屬，或查閱轉介文件。對現
在的住民，查閱住民記錄(包括事故報告、現行的護理照護計畫、以及每
個月的摘要)。詢問住民時，有時候他們跌倒，但是，他們卻相信他們只
是“傾斜”，所以，爬起來後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因此，在仰賴病歷記錄之
外，還要直接詢問住民在指定的時間範圍內是否曾經跌倒。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沒有適當的選項，則勾選“e.以上
皆無”。

J5.狀況的穩定度
目的：決定過去 3 天內住民疾病或健康狀況是急性的、不穩定的或變差的。
定義：
a.變動/不穩定/變差－表示住民的狀況本質是變動的，例如住民可能經歷
不同疼痛強度，以及使用鎮痛劑後的不同反應。過去 3 天內都是“好”的，
表示住民 ADL 能力佳，心情好，可以享受較喜歡的休閒活動；“差”的
表示需要依賴其他人照顧，會心情浮動，哭泣等。同樣地，這些項目也
可以反映出對很多狀況進行治療時難達到平衡的程度。
b.急性事件－住民有急性的健康狀態徵兆(例如新發生的心肌梗塞、不良的
藥物反應、流行性感冒)，或再發的急性狀況(例如吸入性肺炎、泌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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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或是慢性疾病的急性期(例如呼吸短促、水腫以及鬱血性心臟病
住民的意識混亂、有多年關節炎的住民有急性關節疼痛及腫脹情形）。
急性事件通常是突然發生的，有時間上的限制，需要醫師評估而且有執
照護理人員的監測時間必須明顯增加。
c.疾病末期－對於疾病末期的住民，最佳的臨床判斷是只能存活 6 個月以
下(含 6 個月)，該判斷可以經由疾病診斷報告以及臨床症狀每下愈況加
以證實。

方法：
y觀察住民。
y詢問照護工作人員，特別是住民的醫師。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記錄。

註碼：針對過去 3 天內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沒有適當者，則勾選
“d.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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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y 孟太太是糖尿病患者，她每天(或更頻繁)需要測試血糖，並且配合調整胰島
素的服用藥量。過去一週內，曾經發生一次因為血糖過低而昏迷的狀況。註
記為“a.變動/不穩定/變差”。
如上述，若孟太太在評估期間出現肺炎以及發燒，則註記為 a 及 b，表示不
穩定而且有急性事件。
y 鍾女士在罹患流行性感冒以前一直都很好，而且準備要搬出老人公寓。然而，
最近她有些微發燒，持續地隱隱作痛，還有自發性咳嗽的呼吸道症狀，以及
鼻腔有血絲。雖然這些天她狀況不好，但是，ADL 及情緒等沒有改變。過一
段日子後她便能出院。註記為“b.發生急性事件”。
y 童太太因為鬱血性心臟衰竭住進機構，過去幾個月。因為急性的鬱血性心臟
衰竭她住院 3 次，而且儘管使用藥物與氧氣進行積極治療，其心臟仍然明顯
地衰弱，醫師說未來幾個月的預後與存活情形很差。註記為“c.疾病末期”。
y 盧先生是糖尿病患者，每天早上要注射 20 單位中長效胰島素。他每個月需要
追蹤血糖情形，最近沒有急性疾病。註記為“d.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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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口腔/營養狀態
(ORAL/NUTRITIONAL STATUS)
K1.口腔問題
目的：記錄過去 3 天內所存在的任何口腔問題。

a.咀嚼問題

定義：無法沒有疼痛或沒有困難地咀嚼食物，不論致病原因為何（例如使用治療
疾病性假牙的住民、或咀嚼機制有神經性失能現象、或顳顎關節疼痛、或
牙齒痛）。
方法：
y檢查以及詢問住民：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若沒有檢查，口腔問題往往無
法偵測到。
y查閱病歷。
y詢問最近協助住民進行 ADLs 的病患服務員。

註碼：在空格內填入適當的反應。
“0”－否
“1”－是

b.吞嚥問題

目的：吞嚥的能力可能受到許多疾病的過程以及功能退化所影響。吞嚥困難的警
訊會造成窒息（choking）和食物抽吸到呼吸道（aspiration）
，而這兩者都
會造成罹病與死亡。有吞嚥困難的病人常常要注意幫他們改變食物的硬度
或者攝取流質的食物，有時他們也無法用口攝取營養。本項目即在詳細說
明食物的硬度以及食物的改變形式以描述吞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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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y觀察住民。
y查閱住民的病歷記錄，包括醫師記錄，飲食與語言治療的備忘錄（若可
得）。

註碼：使用所提供的註碼以指明住民的吞嚥問題。
0.正常－能夠安全且有效率地吞嚥所有的食物。
1.進食固體食物時改變食物型態－包括機器製的食物或者只能攝取某些
特定的食物。
2.吞嚥固體食物與液體時均需改變食物型態－如糊狀食物、稀釋後的液體
3.合併使用口腔餵食和管灌餵食
4.未經口腔進食（例如，NPO）

c.嘴巴疼痛

定義：嘴巴任一部位出現疼痛或不舒適，不論致病原因為何。臨床特徵包括吃東
西時嘴巴偏一側、拒絕進食、拒絕某特定溫度(冷或熱)的食物與液體。
方法：
y觀察住民。
y查閱病歷。
y檢查嘴巴。

註碼：“0”，表示否；“1”，表示是。

K2.身高與體重
目的：記錄最近的身高與體重，以監測該段時間內的營養及水合作用狀況，並監
控該段時間內影響體重穩定性的機制為何。例如，有水腫現象的住民，服
用利尿劑後預期體重會減少；或是水分攝取太少，也會造成體重下降；或
是最近參與體重調整計畫，適當的飲食，導致體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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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身高

方法：對於新住進機構的住民，以公分為單位，測量其身高；對於現在的住民，
檢閱其病歷記錄，若該身高為一年多前的記錄，則重新丈量其身高。
註碼：身高記錄一律進位到整數。測量身高時依據機構實施的標準進行，例如脫
鞋等。

b.體重

方法：檢查病歷記錄，如果最近的一次體重是一個月前的記錄，或是無法獲知體
重，則重新測量該住民的體重。如果住民在前一個月內測量多次體重，則
記錄最近的一次體重值。
註碼：體重記錄一律進位到整數。測量體重時依據機構實施的標準進行，例如排
泄後、進食前等。

K3.體重變化
目的：記錄該段時間內住民體重的變化情形。
a.體重是否減輕

定義：過去 30 天內減少 5％以上(含 5％)；或是過去 180 天內減少 10％以上(含
10％)。
方法：
y對於新住進機構的住民，詢問住民或其家屬過去 30 天及 180 天內體重改
變情形。或詢問醫師，檢閱轉診文件並與住進機構時的體重作比較，計
算特定期間內體重下降的百分比。
y現在的住民則是查閱其病歷記錄，並比較最近的體重與 30 天前及 180
天前的體重，計算特定期間內體重下降的百分比。

註碼：“0”表示沒有所敘述中的現象，“1”表示有所敘述的現象。如果沒有體重值
可供比較，則填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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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體重增加

定義：過去 30 天內增加 5％以上(含 5％)；或是過去 180 天內增加 10％以上(含
10％)。
方法：
y對於新住進機構的住民，詢問住民或其家屬過去 30 天及 180 天內體重改
變情形。
y詢問醫師。
y檢閱轉診文件並與住進機構時的體重作比較，計算特定期間內體重上升的
百分比。
y現在的住民則是查閱其病歷記錄，並比較最近的體重與 30 天前及 180 天
前的體重，計算特定期間內體重上升的百分比。

註碼：“0”表示沒有所敘述的現象，“1”表示有所敘述的現象。如果沒有體重值可
供比較，則填寫“9”。

K4.營養問題
目的：找出過去 3 天內會影響或能夠影響住民健康功能狀況的問題、狀況以及造
成功能衰退的危險因子。這些問題通常是負面的，但是能夠改善。
定義：
a.抱怨食物的味道－健康狀況或藥物治療會改變味覺，但是，產生抱怨卻
是因人而異的，例如有些人習慣食用增添調味料的食物，他(她)們可能
會覺得護理之家的食物太淡而無味。
b.固定或反覆地抱怨饑餓－在大部份時間(3 天內至少有 2 天)，住民會要
求給予較多食物，或反覆抱怨覺得饑餓，即使是進食後也會有此現象。
c.大部份的餐點有 25％以上(含 25％)的食物未食用－一天三餐至少有兩
餐只吃少於 75％的食物，替代補充品也是如此。

方法：
y查閱住民的病歷記錄(包括最近的護理照護記錄)、飲食/液體的攝取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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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飲食過程評估。
y詢問主要照護人員及營養師。
y詢問住民過去 3 天內是否有任何相關症狀與問題。
y有時住民不會告知照護人員，因為他(她)們以為是年紀大了的關係，因
此，直接詢問住民很重要。
y進食時觀察住民的狀況，如果他(她)們把食物留下來或沒有食慾時，詢
問他(她)們為什麼不吃，並注意進食時是否有畏縮或逞強的現象。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沒有適當的，則勾選“d.以上皆非”。

K5.營養途徑
定義：
a.非經腸道/IV：持續地或間歇地給予靜脈輸液或營養補充，包括經由靜
脈留置導管或經由含肝素管口給予輸液，不包括靜脈內注射藥物。若住
民接受靜脈內注射藥物，則勾選 P1 的“特別治療及程序”。
b.管灌餵食：經由管子(任何形式)直接將食物、營養物質、液體、藥物送
進消化系統。例如鼻胃管、胃造口插管、空腸造口插管、經皮內腔鏡胃
造口 (PEG)插管等。
c. 機械處理過的食物：為了改變食物的硬度以便於經由口腔攝取而特別準
備的食物，例如軟質固體、糊狀食物、磨成泥狀的肉等。特別針對只能
攝取高濃度流體物質的住民準備，以避免其噎到的飲食亦包括在此項目
中。
d.注射器(口腔餵食)：使用注射器將液體或糊狀營養物質直接送入口中。
e. 治療性飲食：為了管理有問題的健康狀況所準備的飲食。例如特別規定
的熱量卡數量、低鹽、低脂乳糖、完全不加糖以及餐點內的補充品。
f. 正餐間補充的飲食：即為規律餐點之間所提供的任何種類的補充飲食。
例如高蛋白質/無熱量卡數的食物，或是下午 3 時提供給每天早上注射
NPH 胰島素劑量住民的點心。不包括每天固定由單位提供給每個人的點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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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特製餐具：不論任何形式，特別製造調整的設備器具，促使住民更容易
自己用餐。
h.體重改變計畫：住民接受某個計畫，其目的是促使住民增加或降低體
重。例如雙份食物、高熱量卡數的補充物質；減少熱量卡數、脂質限制
等。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沒有適當的，則勾選“i.以上皆非”。

K6.非經腸道或腸道的攝取營養—如果沒有選 K5a，也沒有選 K5b 者跳答 L
部份。

目的：記錄過去 3 天內非經腸道或透過管灌餵食方式，所接受熱量卡數的比例以
及攝取液體的平均量。

a.熱量卡數攝取

定義：佔全部攝取熱量卡數的比例－過去 3 天內，住民真正非經腸道或透過管灌
餵食方式攝取的熱量卡數佔所有熱量卡數的比例。經由熱量卡數的計算便
可得知。
方法：查閱食物攝取記錄。如果住民沒有從嘴巴攝取食物或液體；或是只是一點
一點地啜飲液體，則全部譯碼成“4”(76％~100%)。若住民從口腔攝取較上
述多量的飲食時，則詢問營養師，將非經腸道或透過管灌餵食方式攝取的
熱量卡數分別計算出來。
註碼：
0.完全沒有以該方式攝取熱量
1.1％~25％。
2.26%~50%。
3.51%~75%。
4.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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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計算從 IV 或管灌餵食攝取的熱量卡數比例】
洪先生手術後便實施管灌餵食，他最近較活潑、感覺較好，很想將插管移
除。他可以從嘴巴攝食少量或中量的軟質固體，過去 3 天，他接受管灌餵食補充
營養。因為他口腔攝食能力有所改善，所以，從插管攝食的量將會減少。每天飲
食的熱量卡數如下：
步驟一：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總和

口腔攝食
500
800
800
2100

+
+
+
+

管灌餵食
2000
1800
1800
5600

步驟二：加總得知從口腔攝食的熱量卡數量為 2100；從管灌餵食攝取的
熱量卡數量為 5600；全部攝取的熱量卡數為 7700。
步驟三：從管灌餵食攝取的熱量卡數佔全部攝取熱量卡數的比例
5600
7700

×100% = 72.72 %

步驟四：註碼“3”，即 51%~75%。

b.平均液體攝取量

定義：平均液體攝取量－即加總過去 3 天內住民經由 IV 或管灌餵食方式攝取的
實際液體量，進而計算平均每天攝取的液體量。
方法：查閱過去 3 天內攝入及排出的記錄，僅需要加總每天自 IV 或管灌餵食攝
取的液體量 ，再將三天內攝取的總液體量除以 3，即得到平均每天攝取
的液體量。
註碼：填寫住民每天經由 IV 或管灌餵食方式攝取的液體平均數，以 cc 表示之。
0 .完全沒有以該方式攝取液體。
1 .每天 1~500cc。
2 .每天 501~1000cc。
3 .每天 1001~1500cc。
4 .每天 1501~2000cc。
5 .每天 2001cc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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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計算平均每天攝取液體量】
葉小姐因為罹患韓亭氏舞蹈症（Huntington disease），衍生吞嚥困難的現象。在
有人監督的狀況下，她可以從嘴巴攝取液體，但是對於水分攝取而言，數量仍不
足。過去 3 天內她每天從管灌餵食補充的總液體量(包括水分、預先準備的營養
補充物質、果汁)敘述如下：
步驟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總和

總液體量
775cc
925cc
1200cc
2900cc

步驟二：總液體量為 2900cc，除以 3 得到平均每天攝取液體量 966.66cc。
步驟三：註碼“2”，即每天 501~10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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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口腔/牙齒狀況(ORAL/DENTAL STATUS)

L1.口腔狀況與疾病預防

目的：記錄住民口腔與牙齒狀況，包括任何形式的問題與狀況。
定義：齲齒的：包括牙齒腐爛及崩裂（孔、洞）。
方法：
y詢問住民。
y檢查其口腔狀況。
y詢問直接照護者是否注意到任何問題。
y查閱病歷記錄。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沒有適當的，則勾選“g.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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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皮膚狀況(SKIN CONDITION)
決定過去 3 天內住民的皮膚狀況，定義出潰瘍是否存在、潰瘍階段、形式
與數目，並告知皮膚其他的問題。另外，再告知皮膚現存問題狀況的治療，以及
保護性或預防性的皮膚或足部照護。

M1.潰瘍 (不論原因)
目的：不論是在身體的任何部位，依據潰瘍的階段，不論形式，計數潰瘍的數目
並記錄之。
定義：
a.第 1 期：皮膚持續紅腫(皮膚沒有破皮)，當壓力解除後，仍然不會消失。
b.第 2 期：表皮脫落，臨床症狀有擦破、起水泡的跡象，或是有淺火山口
狀傷口。
c.第 3 期：皮膚厚層完全脫落，露出皮下組織。有深火山口狀傷口，不論
有無侵蝕附近組織的現象。
d.第 4 期：皮膚厚層與皮下組織脫落，露出肌肉或骨頭。

方法：
y查閱住民的病歷記錄，詢問病患服務員是否有潰瘍存在。
y檢查住民，決定潰瘍現在的階段與數目，若沒有詳細檢視全身，潰瘍很
容易被遺漏疏忽。
對於皮膚較黑的住民，評估第 1 期的潰瘍時，需要特別地注意。檢視的
步驟：(1)在高危險區域，感覺其組織的變化；(2)注意高危險區域的皮膚
變化，例如看起來像“橘子皮”；(3)有薄薄的一層紫色或深紅色；(4)完全
乾燥，像麵包的硬皮，仔細檢查，會發現覆蓋組織的皮膚有破皮的跡象。

註碼：記錄過去 3 天內住民身體上各分期的潰瘍數目，不論潰瘍的原因為何。如
果有黑焦皮（eschar）存在妨礙對潰瘍分期的判斷時，在黑焦皮接受手術
或以器械清創以前，先註碼為第 4 期。如果某一分期沒有潰瘍存在時，則
在該潰瘍分期欄位中註碼為“0”；若某一分期的潰瘍超過 9 處以上，則在
該潰瘍分期欄位中註碼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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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瘍註碼範例】
y 廖太太患有末期轉移型癌症，體重 34 公斤。在她的薦椎骨處有第 3 期的潰瘍；
在腳後跟有 2 處第 1 期的潰瘍。
【註碼】
分期

註碼

a. 1

2

b. 2

0

c. 3

1

d. 4

0

M2.潰瘍形式
目的：記錄過去 3 天內壓迫性以及瘀血性兩類潰瘍的最高分期。
定義：
a.壓瘡(pressure ulcer)：不論病因為何，受到壓迫導致基本組織的損傷者，
即稱之。
b.滯積性潰瘍(stasis ulcer)：一種開放性病變，常見於下肢末端，因為慢
性靜脈血流減少、供應不足所造成；也可能起因於靜脈潰瘍，或與周邊
性血管疾病(PVD)有關。

方法：
y查閱住民的病歷記錄；
y詢問注意並瞭解潰瘍原因的醫師。

註碼：選擇 M1 中記錄過去 3 天內住民存在的壓迫性與滯積性潰瘍的最高分期。
在該記錄中尚有其他種類的潰瘍(例如局部缺血性潰瘍)，M1 中的記錄不
需要完全記錄到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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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周先生患有糖尿病以及下肢末梢循環不良，上個月他在醫院施行左邊膝蓋下切除
術(BKA)治療壞疽的腳。住院期間周先生出現譫妄(急性混亂)，所以大部份時間
都在床上休息。依據護士的陳述，他的臥姿大多是以背貼床，曾經嘗試使用水床
及空氣床墊，但是會使患者不安的情況更加惡化，所以只用一個環形墊放在床
上，避免受到壓迫。3 天前他再次住進護理之家，在其薦椎骨處有 1 處第 2 期的
壓瘡；在右腳後跟以及雙肘各有 1 處第 1 期的壓瘡。
【註碼】
潰瘍型式

註碼(最高分期)

a.壓迫性潰瘍

2

b.滯積性潰瘍

0

【說明】周先生有 4 處壓迫性潰瘍，最高分期為第二期。

柏太太右腳動脈有阻塞現象，造成右腳動脈循環不良(局部缺血)，她只有 1 處第
3 期的潰瘍在右腳前端的背側表面。
【註碼】
潰瘍型式

註碼(最高分期)

a.壓瘡

0

b.滯積性潰瘍

0

【說明】柏太太的潰瘍是局部缺血性潰瘍，不是因為壓迫或靜脈瘀血造成的。

M3.治癒的潰瘍病史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90 天內是否患有潰瘍，並且已經治癒。這項記錄非常重要，
因為此現象通常是以後是否再罹患潰瘍的危險因子。
方法：查閱臨床病歷記錄，包括前次季評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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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
0.表示“否”。
1.表示“是”。

M4.現存其他皮膚問題或病變
目的：記錄除了潰瘍以外皮膚現存的問題，或足以導致更嚴重問題的狀況。
定義：
a.破皮瘀傷：包括皮膚破皮、有瘀斑，出現腫脹、觸痛以及變色的區域。
b.灼傷(二或三級)：不論灼傷的原因(熱或化學藥品)與治療復原的階段，所
有的灼傷均包括在內，但是，不包括一級灼傷(只有皮膚顏色改變)。
d.紅疹：包括皮膚發炎或出疹等現象，只是改變顏色、或有斑點、或起水泡
等；臨床症狀包括搔癢、灼熱或疼痛。記錄所有原因的紅疹(例如熱、藥
物、細菌、病毒、與尿液或清潔劑等刺激性物質接觸、過敏反應等)；對
摩疹亦屬於在皮膚折疊處發生紅疹(皮膚炎)。
e.降低皮膚對疼痛或壓迫的敏感性：住民無法感受到疼痛或壓力的感覺。
【註】查閱住民是否有該形式失能的記錄；最容易看到此現象的例子便是
處於昏迷狀態下的住民。其餘的高危險群尚有四肢麻痺者、下身麻痺者、
偏癱或半身偏癱者、末端血管疾病、以及神經學疾病者。若臨床記錄未記
載時，可以下述方法測試其感覺：
c使用新的、可丟棄式、安全的針頭或是木造牙籤(通常使用於指甲的照
護)進行疼痛測試。每次使用後，為了避免感染，必須將針或刺丟棄。
d要求住民閉上眼睛，若住民無法配合時，以手圍成杯狀或以毛巾遮掩，
避免讓住民看見您的動作。
e用針或刺的頭輕壓住民的皮膚，不要壓的太用力造成疼痛、傷害或皮膚
破皮。使用針、刺較鈍的一頭，選擇住民的手臂、軀幹或腳測試其感覺，
並詢問住民該感覺是“尖尖的”或是“鈍鈍的”。
f在身體兩側對稱的區域測試比較其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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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如果住民無法感受，或是無法區別敏銳或遲鈍時，該區域即被認定為對
痛覺的敏感度降低。
h對於無法表達自己感受或難以理解指令的住民，必須仰賴其臉部表情
(例如因疼痛而畏縮的表情、臉部扭曲、表情驚訝)、肢體動作(例如拉開
測試的手、推檢查者)或聲響(例如“哎唷”)來判斷他(她)們是否覺得疼痛。
i對於焦躁不安的住民不要使用針頭，因為突然的移動會造成住民受傷。
f.皮膚撕裂或切割 (手術除外)：任何外傷導致皮膚破皮、侵蝕皮下組織者均
包括在內，例如皮膚撕裂等。
g.手術傷口：包括身體任何部位正在復原以及沒有復原、開放或閉鎖式的手
術切口、皮膚移植或引流處；不包括已經復原的手術引流口或造口。

方法：
y詢問住民是否有類似的問題。
y檢查住民。
y詢問病患服務員。
y查閱住民的記錄。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過去 3 天內沒有發現相關問題的證
據，則勾選“h.以上皆無”。

M5.皮膚治療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3 天內所接受特殊的或一般的皮膚治療。
定義：
a.放在椅子上減緩壓迫的裝置：包括凝膠、氣墊式(如 Roho)或其他放在椅
子或輪椅上的墊子；不包括環形墊。
b.放在床舖上減緩壓迫的裝置：包括液態空氣、低空氣流失的治療床，放
在床上的水床、可以漂浮或泡沫式的床墊；不包括蛋簍式的褥墊。
c.翻身/移（轉）位計畫：改變住民身體的位置，使其身體成一直線的持續
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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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為照護皮膚問題介入的營養或保持水分活動：為了預防或治療特定的皮
膚狀況所接受的飲食。例如為了預防過敏性皮膚炎，飲食中去除小麥的
成分；為了預防皮膚破皮，在飲食中補充添加高熱量卡數的成分；為了
傷口的復原，補充高蛋白質成分。
e.潰瘍照護：不論潰瘍的分期，任何治療潰瘍的介入活動均包括在內。例
如包紮、化學的或手術的清創術、傷口沖洗以及水療法。
f.手術傷口照護：不論手術傷口形式，任何治療或保護手術傷口的介入活
動均包括。例如局部清潔、傷口沖洗、使用滅菌軟膏、任何形式的包紮、
拆除縫合線、浸泡溫水、使用熱氣等。
g.包紮(有無局部用藥均包括，足部除外)：例如乾燥透明紗布敷料、浸泡
過食鹽水或其他溶液的敷料、透明的敷料、水凝膠敷料、含水膠體或水
合粒子的敷料。
h.使用軟膏/藥物(足部除外)：用來治療皮膚狀況的軟膏與藥物(例如皮質酮
劑、抗黴菌藥物、化學療法的用藥等)；不包括治療非皮膚狀況的軟膏藥
物(例如治療胸痛的硝化甘油膠)。
i.其他預防性或保護皮膚的照護(足部除外)：包括使用乳液或泡浴預防皮
膚乾燥、脫屑、使用護肘襯墊(例如軟毛、羊皮、填塞後縫合的襯墊)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記錄。
y詢問住民以及病患服務員。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過去 3 天內沒有適合的相關敘述，
則勾選“j.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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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足部問題與照護
目的：記錄過去 3 天內足部存在的問題與相關照護措施。
定義：
c.開放性足部傷口：包括切割傷、潰瘍、龜裂。
d.過去 90 天內指甲或硬化部份的修剪：屬於足部的照護，由護理人員或
其他健康專業人員修剪均包括。
e.接受預防性或保護性足部照護:包括任何預防足部皮膚問題的照護措
施。例如糖尿病足部照護、泡腳、保護性物品(例如羽毛、羊皮、填塞後
縫合的襯墊)、特製鞋、矯正鞋、使用腳趾護墊、分離腳趾的裝置等。
f.包紮(有無局部用藥均包括)：乾燥透明紗布敷料、浸泡過食鹽水或其他
溶液的敷料、透明的敷料、水凝膠敷料、含水膠體或水合粒子的敷料。

方法：
y詢問住民及病患服務員。
y檢閱住民足部。
y查閱住民臨床病歷記錄。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過去 3 天內沒有相關的敘述，則勾
選“g.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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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娛樂活動型態
(ACTIVITY PURSUIT PATTERNS)

目的：記錄住民最近從事的嗜好與活動種類及數量，包括住民想要做但是最近在
機構內無法得到的活動。
定義：住民為了促進本身的安適感所從事 ADL 以外的活動，包括能夠增進自尊、
歡愉、舒適、教育、創造、成功以及財務或情感獨立自主的活動。

N1.清醒時間
目的：記錄一天中(過去 3 天內)住民大部份時間均清醒的時段。即此時段中，小
睡打盹亦不超過 1 小時。擬定照護計畫時，此記錄至少有下述兩項用途：
y大部份時間清醒的住民，可以鼓勵他(她)們變得更精神奕奕、充滿活力以
及活躍地參與各項活動(單獨的或群體的)。
y經常小睡打盹的住民可能是覺得無聊或沮喪，可以參與較大量的活動，促
使其獲益。

方法：詢問直接照護者、住民及其家屬。
註碼：勾選住民大部份時間清醒的所有時段。“早上”指上午 7 時(若比 7 時早或
晚，則以住民起床時間為準)至正午 12 時；“下午”指正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晚上”指下午 5 時至晚上 10 時(若比 10 時早，則以住民就寢時間為
準)。如果住民處於昏迷狀態，N 部份的題目不必作答，直接跳答 O 部份。

N2.參與活動的平均時間
目的：記錄住民實際參與娛樂活動的時間比例，當作整體活動型態的指標。此時
段為住民清醒時不需要接受護理照護、治療或從事 ADL 活動的自由時
間，可以參與娛樂活動以及治療性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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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詢問直接照護者、活動指導員、住民及其家屬有關不同娛樂活動參與的時
間。
註碼：註碼時，剔除花費在接受治療的時間(例如藥物治療、熱療、更換繃帶、
復健治療或 ADL 活動)。單獨活動(例如為植物澆水、閱讀、寫信)；與家
人、其他住民、工作人員以及志工的社交活動(例如接待訪客、打電話)；
以團體或個人為單位的娛樂活動；以及參與治療性娛樂所花費的時間均包
括於項目內。

N3.喜愛的活動環境
目的：記錄住民喜愛的活動環境，包括能使住民輕鬆愉快的環境。
方法：詢問住民及其家屬、直接照護者、活動指導員“住民的喜好為何”。工作人
員觀察提出的意見非常有幫助，不只限於此問題的答案，其他問題亦如
是。住民喜好的環境不限於現在附近的區域，可以嘗試擴張到住民可能接
觸的範圍。

【範

例】

y詢問住民”你喜歡到戶外去嗎？到機構外面(去商場走走)？到樓下活動？”。
y詢問工作人員住民經常去的場所，或是能夠令他(她)感到愉快輕鬆的環境為何。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敘述，如果住民都不喜歡提供的環境選項，則
勾選“e.以上皆無”。

- 157 -

N4.喜愛的一般活動 (適合住民現在的能力)
目的：在列舉的活動中，記錄住民較喜歡參與的活動(單獨或團體均可)。選擇不
限定該活動是否為住民現在可以獲得的，亦不限定是否為住民現在從事的
活動。
定義：
c.運動：包括任何形式的身體活動。例如跳舞、舉重訓練、瑜珈、走路、
運動(例如保齡球、槌球、高爾夫球或看體育活動)。
d.音樂：包括聽音樂或製作音樂(唱歌、彈鋼琴等)。
e.閱讀/寫作：閱讀可以單獨一個人；或是和團體一起進行，有一位領導者
大聲地朗誦；或是大家一起聽”有聲書”。寫作也可以單獨一個人(例如寫
信或作詩)；或是當作團體活動的一部份(例如記錄口述的歷史)；或是當
義工協助眼盲、偏癱或失用症（apraxic）住民將他(她)們的想法記錄在
信紙上或日記上。
f.心靈/宗教活動：包括參與宗教活動、或是看電視上的宗教節目、聽宗教
廣播節目。
j.園藝或種植：包括照料自己擁有的或其他的植物，參與園藝俱樂部活動，
固定收看或收聽電視上或廣播上有關園藝的節目。
k.談話或交談：包括社交性會話的交談與聆聽，以及與家人、朋友、其他
住民或工作人員進行討論。進行方式可能是與個人互動、或是與團體互
動、或是透過電話發生。發生的場合可能是非正式性的，也可能是有組
織性的。
l.協助他人：包括幫助其他的住民或工作人員，當一位好的聆聽者，或是
協助單位的例行事務等。

方法：
y詢問住民及其家屬、活動指導員、以及病患服務員。向住民解釋你(妳)
很有興趣聽到他(她)想做什麼或是有興趣嘗試什麼，讓住民注意到討論
他(她)的喜好時，並不需要考慮現在的能力是否可行。向住民解釋有很
多的娛樂活動均可以順應其能力作調整，例如住民說他(她)過去喜歡閱
讀，現在不再閱讀是因為他(她)不能看清楚小字體，你(妳)必須向住民解
釋你(妳)可以幫他(她)取得打字後的書籍或大字體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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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對於失智或失語症的住民，詢問家庭成員有關住民以前的興趣。以前喜
歡音樂，可以將其併入，成為照護計畫的一部份(例如在床邊放送錄音
帶、合唱)。同時，觀察住民現在的活動情形，如果住民在某一活動中表
現出滿足的神情(例如微笑、在音樂節目中拍手喝采)，則在表格中勾選
此項目。

註碼：勾選每一項喜歡的活動，如果都沒有喜歡的，則勾選”m.以上皆無”。

N5.每天例行活動改變的傾向
目的：記錄住民是否對機構或護理單位沒有提供、或是住民無法得到的娛樂活動
感興趣。包括雖然提供該活動，但是住民對活動方式卻不能有其他選擇的
狀況。例如住民要看電視新聞，但是大多數的住民要看遊戲節目或連續
劇；或是住民想要參加某種宗教活動（如，回教），但是提供的卻是大多
數住民喜歡的宗教活動（如，佛教）。對於抗拒參加機構籌辦的活動的住
民，為了瞭解其缺席的可能原因，在此項目中必須將其包括在內。
方法：
y觀察住民如何度過這一天。
y詢問住民是否有某些事是他(她)喜歡做(或過去喜歡做)，而現在不能得
到；或是即使得到，也不是他(她)想要的形式。
y如果住民無法回答，則以相同的問題詢問他(她)最親近的家庭成員、朋友、
活動指導員、以及病患服務員。問題是“住民想要在每天例行的活動中有
較小或較大的變化嗎？或是每件事都沒有問題呢？”。

註碼：依據下列提供的註碼選項，在每一個題目中記錄住民希望改變的程度。
0.不需要改變：住民滿意現在例行活動的形式。
1.輕微改變：住民滿意大部份例行活動，但是希望有小小的改變。例如加
入新的活動，修改現行的活動形式。
2.大幅度改變：住民對於每天例行活動覺得無聊、疲倦、被孤立或是不滿
意；或是住民感覺被特定的活動拖累，並且希望在例行活動上有顯著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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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彭太太固定參加一些小團體的活動，她對音樂很喜歡。但是，當活動指導員
邀請她參加團體合唱時，她一律拒絕。她說她不喜歡大團體，比較喜歡在自
己房間內放鬆心情地聆聽古典音樂，她希望能夠擁有一部收音機或是放音機。
【註碼】

註碼
a.住民現在參與的活動類型

1(輕微改變)

b.住民參與活動的範圍

1(輕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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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用藥情形(MEDICATIONS)
O1.藥物種類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7 天內購買之成藥，以及經由醫師處方用藥的種類數。
方法：不論使用管道與時間為何(例如口服、靜脈內注射、注射、藥膏)，記錄過
去 7 天內用藥的種類數目，而非記錄一次的服用量或不同的服用量。此項
目包括固定時間服用、必要時服用以及食後服用的藥物；亦包括局部性用
藥、藥膏、使用在傷口照護的乳膏(例如 Elase)、眼藥水、維他命以及肛門
拴劑；住民自行敷用的藥物也包括在內。如果住民告知同一藥物的學名與
廠牌名兩種名稱，則計數為“一種”藥物。如果住民在評估時間前，已經接
受可以長時間抑制精神作用的藥物(例如每個月給藥一次的 fluphenazine
deconoate 或 haloperidol deconoate)，也當作一種藥物計算。
註碼：在答案欄中填寫適當的數字，並且只記錄過去 7 天內住民實際接受的藥
物，若在處方上有該藥物，實際上卻沒有給予，則不需要記錄。

【範

例】

某王先生在星期二與星期四口服 0.25 毫克的 Digoxin；星期一、星期三及星
期五均口服 0.125 毫克的 Digoxin。雖然在該星期各天的服用量不同，但是藥
物種類卻是相同的。註記為“1”，表示接受一種藥物。

O2.新的藥物治療
目的：記錄住民最近是否曾經接受藥物治療，而該治療是在過去 90 天內開始的。
註碼：如果住民在過去 90 天內接受新的藥物治療，並且仍在持續中，則註碼為
“1”；如果住民在過去 90 天內未接受新的藥物治療，則註碼為“0”。如果
住民在過去 90 天內曾經接受新的藥物治療，但是在評估前已經中斷沒有
繼續時，則註碼為“0”（沒有新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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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注射
目的：記錄過去 7 天內住民經由皮下、肌肉內或皮內注射方式所給之藥物、抗原
或疫苗的天數。雖然抗原及疫苗被認定為“生物製劑”而非藥物，追蹤何時
給藥、監測局部性或系統性的反應仍非常重要。此項目不包括靜脈內注射
液體或藥物，如果住民接受靜脈內注射液體時，則記錄在 K5a（非經腸道
/靜脈內攝食）
；如果接受靜脈內注射藥物時，則記錄在 P1c（靜脈內給藥）
。
註碼：在答案欄記錄給藥天數。

【範

例】

過去 7 天內，蔡先生星期一接受流行性感冒藥物注射；星期二接受 PPD 結核菌
素測試；星期三注射維他命 B12。註記為“3”，表示住民過去 7 天內接受 3 天的
注射。

O4.接受下列列舉藥物的天數
目的：記錄過去 7 天內住民接受列舉藥物：抗精神病劑、抗焦慮劑、抗憂鬱劑、
安眠藥、利尿劑的天數，不論途徑（口服、肌肉內、靜脈內注射）與環境
（例如護理之家、醫院急診室）。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內有關住民過去 7 天內接受的藥物記錄。
y新住進機構的住民則檢閱其轉介記錄。

註碼：
y填寫過去 7 天內住民接受的每一種藥物的天數。新住進機構的住民，如果
其轉介前來的機構清楚地記錄住民接受的藥物時，則記錄每一種列舉藥物
過去 7 天內接受的天數。
y如果轉介記錄不清楚或是未提及住民是否接受該等藥物時，則在答案欄記
錄“0”（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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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如果住民使用的藥物是此項目未列舉的，亦記錄“0”；
y如果住民使用長期持效的藥物(通常一星期以上才給一次藥)，例如
Prolixin(Fluphenazine deconoate)或 Haldol(Haloperidol deconoate)，幾個星
期或一個月才給藥一次，則註碼為“1”。

【範

例】

陳太太的藥物記錄如下：
Haldol 必要時口服，一日兩次，一次 0.5 毫克：在星期一、星期三及星期四
各服用一次。（註：Haldol 是
抗精神藥物）
Ativan 每天早晨口服 1 毫克：每天都服用。（註：Ativan 是抗焦慮劑）
Restoril 必要時口服，就寢前服用 15 毫克：只在星期二與星期三睡前服用過
（註：Restoril 是安眠藥）
王太太過去 7 天內會在半夜有嚴重呼吸短促的現象，她轉介到當地醫院急診室，
但是沒有住院。在轉送回護理之家的轉介記錄上，記載她曾經接受 1 個劑量的
Lasix 靜脈內注射。（註：Lasix 是利尿劑）
【註碼】
藥物
a.抗精神病劑
b.抗焦慮劑
c.抗憂鬱劑
d.安眠藥
e.利尿劑

接受天數
3天
7天
0天
2天
1天

沈先生在 9/12/94 從急性醫院轉介住進護理之家，而 9/16/94 是 MDS 評估工作的
最後一天。若依據評估內規定的 7 天觀察時間，則必須要將時間回推至 9/10/94，
即沈先生仍在醫院的時候。出院病歷摘要記載他在 8/20 即開始每天服用 Prozac
（抗憂鬱藥物），且其餘的細節均概略描述，無法判定沈先生住院期間是否服用
其他藥物。住進護理之家後，沈先生仍然持續服用相同劑量的 Prozac。
【註碼】
藥物

接受天數
0天
0天
7天
0天
0天

a.抗精神病劑
b.抗焦慮劑
c.抗憂鬱劑
d.安眠藥
e.利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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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特殊治療與處置程序（過去七天內）
(SPECIAL TREATMENTS AND PROCEDURES)

P1.特殊治療、處置程序與計畫
目的：記錄住民於特定時間內接受的特殊治療或計畫。

a.特殊照護
定義：治療：下列治療處置可能使用於護理機構的住民，或是用於醫院門診病人
或住院病人。不論住民在何處接受治療，勾選 MDS 內適當的選項。
a.化學療法(chemotherapy)：包括任何途徑與形式的化學療法(抗癌藥物)。
b.透析(dialysis)：包括發生在護理機構或其他機構的腹膜或腎臟透析。
c.靜脈內給藥(IV medication)：透過中央靜脈或周邊血管施行靜脈注射或
輸液，給予藥物或生物製劑(例如對照性物質)，不包括肝素管口持續以
生理食鹽水或肝素浸灌，以保持暢通者；也不包括不含藥物的靜脈輸液。
d.攝取/排出液體量(intake/output)：測量評估 24 小時(至少)內住民接受或
排出的液體總量。
e.監控急性臨床狀況(monitoring acute medical condition)：由持有執照的
護理人員觀察任何急性的生理或精神疾病。
f.造口照護(ostomy care)：此項目僅包括需要護理協助的照護，不包括氣
管切口照護（氣管切口照護要勾選 P1 的 j）。
g.氧氣治療(oxygen therapy)：包括經由面罩或套管等提供的持續性或間歇
性氧氣治療。
h.放射線治療(radiation)：包括放射線治療或嵌入放射性物質。
i.抽痰(suctioning)：包括鼻咽部或氣管的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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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氣管切口照護(tracheostomy care)：包括氣管切口及套管的清潔。
k.輸血(transfusions)：包括血液或任何血液製品（例如血小板）的輸入。
l.呼吸器(ventilator or respirator)：確保無法自行呼吸的住民擁有足夠的
空氣，包括利用電動或空氣力學帶動的任何封閉系統式機械的呼吸支持
裝置。過去 7 天內才拿掉呼吸器的住民應該包括在此項目內。

計畫：下列治療處置計畫僅限於護理機構內執行。
m.酒癮/藥癮治療計畫(alcohol/drug treatment program)：屬於全面的訓練
計畫，在全部的病房或是選擇鄰近的單位、病房或樓層，針對酒癮或藥
癮者特別設計介入活動。
n.阿滋海默症/癡呆症特殊病房(Alzheimer’s/dementia special care unit)：
在護理機構中，選擇全部的病房或是選擇鄰近的單位、病房或樓層，該
處的工作人員及照護活動均特別為意識失能的住民設計指派，這些住民
可能有阿滋海默症的診斷，也可能沒有。
o.安寧照護(hospice care)：針對末期疾病的住民所施行的計畫，所提供的
服務需要能緩和疾病末期及其相關狀況。
p.兒科病房(pediatric unit)：在護理機構中，選擇全部的病房或是選擇鄰
近的單位、病房，該處的工作人員及照護活動均特別為 22 歲以下的住
民設計指派。
q.喘息照護(respite care)：短期留駐機構的住民照護計畫，目的是為了減
輕合格住民家庭主要照護者的壓力。短期停留後，住民將再返回社區的
家中。
r.訓練重返社區的技能(training in skills required to return to the
community)：住民定期參加由持有執照的專業人員所設計的個人活動，
以達成重返社區生活所需要的目標（例如服藥管理、處理家事、購物、
使用交通工具、日常活動）。

方法：查閱住民的病歷記錄。
註碼：勾選過去 7 天內曾經接受過的治療及過程，如果沒有適當的選項，則勾選
“s.以上皆無”。
- 165 -

b.治療
此處的治療是指在住進護理之家後才發生的，必須經由醫師指示，並且由
取得資格的治療師執行（即符合政府規定或特殊狀況的人；在此種人的直接監督
指揮下）。治療可能在機構內或戶外發生；僅包括在治療師評估及治療計畫中的
治療，並且記錄在住民的臨床病歷上。

目的：記錄過去 7 天內下列每一項治療的(A)天數(B)總時數（註：該治療每天至
少要施行 15 分鐘以上才可算做一天）。
定義：
a.語言病理學/聽力學服務(special-language pathology，audiology
services)：由合格的語言病理學家提供服務。
b.職能治療(occupational therapy)：由取得資格的職能治療師直接提供或
在其監督指揮下提供的治療服務。而取得資格的職能治療助理可以提供
治療，但是不能監督指揮其他人(助手或志工)給予治療。由護理機構雇
用或訂定契約的職能治療助理(擁有資格)，如果在有資格的職能治療師
指示下所提供的服務，亦可以包括在此項目中。
c.物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由取得資格的物理治療師直接提供或在其
監督指揮下提供的治療服務。而取得資格的物理治療助理可以提供治
療，但是不能監督指揮其他人(助手或志工)給予治療。由護理機構雇用
或訂定契約的物理治療助理(擁有資格)，如果在有資格的物理治療師指
示下所提供的服務，亦可以包括在此項目中。
d.呼吸治療(respiratory therapy)：包括咳嗽、深呼吸、熱氣噴霧器、噴霧
劑治療及呼吸器等，必須由合格的專業人員(即受過訓練的護理人員、呼
吸治療師)提供服務，不包括藥師配藥。僅計算合格專業人員花費在住民
身上的時間。
e.精神治療(psychological therapy)：由取得執照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所施
予的治療，例如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精神科護理人員或精神科社會工
作人員。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記錄。
y詢問每一位取得資格的治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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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
（A）
：第一欄位，填寫過去 7 天內每天施行 15 分鐘以上的治療的天數；如
果沒有，則填 0。
（B）：第二欄位，填寫過去 7 天內各種特殊治療提供的總時數，即使在 A
欄位填 0 者(提供治療的時間少於 15 分鐘者)亦要納入。記錄的時數只
包括實際治療的時間，不包括等候時間或寫報告的時間。如果沒有，
則填寫“0”。

【範

例】

y 宋太太中風發作，待情況穩定後便住進護理之家接受復健治療。過去 7 天內，
她每週接受 2 次語言治療、2 次職能治療，每次均為 30 分鐘；此外，每天要接
受 2 次物理治療，每次 30 分鐘，共計 5 天；另外，每天還要接受呼吸治療 10
分鐘。在過去 7 天內，宋太太參加所有的治療與處置程序。
【註碼】
選項

A

B

2

60

b.職能治療

2

60

c.物理治療

5

300

d.呼吸治療

0

70

a.語言病理學

聽覺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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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針對情緒、行為、認知喪失的介入計畫
定義：
a.特殊行為問題評估計畫：一項持續進行、全面性、訓練評估行為問題(例
如 E4 題目中列舉的行為)的計畫。目的在嘗試瞭解住民身上與健康功能
狀況及社會生理環境有關的行為問題之背後的意義為何，評估的最終目
的為發展並施行一項照護計畫，促使痛苦、疲倦的症狀減輕。
b.過去 90 天內由持有執照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由領有資格的臨床
專業人員例如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精神科護理人員或精神科社會工作
人員，依據政府法令，進行情緒或行為問題、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評
估。機構內社會工作人員例行的訪視不包括在內；評估工作可以發生在
護理之家、私人辦公室、診所或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地方。
c.團體治療：住民至少每週會固定參加治療，治療目的為協助減輕孤獨
感、被孤立感以及個人難以解決的獨特感受。治療可以發生在護理之家
內(例如由機構內社會工作人員召集的支持性團體)，也可以發生在機構
外(例如社區心理健康中心的團體性計畫、當地教會匿名式的酒癮者聚
會、當地醫院的帕金森式症支持性團體)。
d.針對特殊住民計畫性的改變環境，以定位情緒/行為/意識型態：針對住
民個人的情緒/行為/意識型態，調整周遭的情境，例如在櫥櫃門上掛上
“油漆未乾”的旗幟，防止住民反覆地將櫥櫃內的衣服掏空；或是沿著走
廊在凹陷處置放擺放舊衣服的抽屜櫃，當作經常迷失遊蕩的住民一個轉
向的支柱，住民搜尋到屬於別人房間的櫃子便會轉向。
e.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個人或團體性治療，目的在減少意識混亂住民
的無方向感。包括所有工作人員參與提供住民有關方向的資訊、或能夠
喚起其記憶的物品等環境指引。

方法：查閱住民臨床病歷中有關介入計畫的記錄文件這些介入活動也應該記錄在
照護計畫中。
註碼：在提供的選項中，勾選適當的選項；如果沒有，則勾選“f.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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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護理復健/復原照護活動
目的：記錄住民接受護理復健或復原照護的範疇，由特殊治療人員(例如職能治
療師、物理治療師等)提供的不包括在此。屬於護理介入活動的復健或復
原照護是為了提升住民獨立、安全生活的能力。積極涵義是達到並維持住
民最佳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社會功能。
技能與活動包括走路與移動、穿衣與梳洗、進食與吞嚥、移（轉）位、截
肢照護以及溝通，以期改善或維持生理功能及 ADL，並預防未來的失能
狀況。

定義：


復健/復原照護活動－是一種護理介入的活動，為了協助或促使住民達
到潛在最大的功能。此項目不包括有資格的治療人員(P1b 所列舉的)直
接施行、或在其監督指揮下執行的過程或技術。此外，在此部分中施行
的復健或復原照護必須符合下列標準：
y擁有可以測量的目標；介入活動必須記錄在照護計畫及臨床病歷中。
y每階段由持有執照的護理人員評估並記錄在臨床病歷中。
y病患服務員必須接受有關促進住民參與活動的技術。
y這些活動由護理人員執行或監督指揮，有時在有執照的護理人員監督
下，其他的人員與志工可以指派去照護特殊的住民。
y此項目不包括 1 位照護者照顧 4 位以上住民的訓練性團體活動。
a.關節活動度(被動的)：限定在身體上繞著固定的點或關節轉動，被動地
轉動，以維持身體的柔軟度以及身體關節有效的轉動功能。
b.關節活動度(主動的)：住民依據工作人員的指示或在其監督指揮下，有
計畫地按照時間表活動，並記錄在臨床病歷上。
d.護木或支撐裝置協助：協助的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作人員提供口頭
上及身體上的指導，教導住民如何應用、操縱以及照料支撐裝置或護
木；一種是工作人員依照應用及移除護木或支撐裝置的時間表，評估住
民在裝置下的皮膚與循環狀況，並重新將手或腳挪移到正確排列的位
置。這些治療時程是有計畫、且按照時間表進行，同時要記錄在臨床病
歷上。



日常生活活動訓練與技能施行－活動包括反覆地進行肢體或口頭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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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導，在領有執照的護理人員監督指揮之下，工作被分成幾個部份，
分別由不同的工作人員或志工施行。
d.床上移動能力：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行變換姿勢（躺臥、翻身、
在床上移動位置）的能力。
e.移（轉）位：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行在平面間進行移位的能力，
不論有沒有使用輔助裝置。
f.走動：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己行走的能力，不論有沒有使用輔
具。
g.更衣或梳洗(dressing or grooming)：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行穿
脫衣物、洗澡及梳洗與進行其他個人保健活動的能力。
h.進食或吞嚥(eating or swallowing)：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行食
用食物及飲水、或經由口腔攝取營養及進行水合作用的能力。
i.截肢/義肢照護(amputation/prosthesis care)：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
自行穿脫義肢、照料義肢、以及在義肢與身體接觸面（例如腿的殘餘部
份或義眼嵌入的凹槽）施行適當的衛生保健照護工作。
j.溝通(communication)：施行活動以改善或維持住民自行利用最近學習到
的功能性溝通技能，或是協助住民使用殘存的溝通技能以及適應性裝
置。
k.其他(other)：其他施行的活動用以改善或維持住民功能上的自我表現能
力，包括教導糖尿病管理的自我照護、自行用藥管理、造口照護以及心
臟病的復健活動等。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以及最近的照護計畫。
y詢問機構的工作人員。
y查詢護理單位中有關復健或復原照護活動的時間表、工作項目、施行情
形的記錄表單。

註碼：記錄過去 7 天內，每天 24 小時內至少累積施行 15 分鐘的每一項活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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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技術施行的天數，15 分鐘不需要一次發生。患有失智症的住民必須
透過每天反覆多次地練習，才能將技能學好。因此要檢視 24 小時全部的
時間內所發生的每項活動，若沒有符合此項目規定者，則填寫 0。

【範

例】

方先生因為幾年前中風，造成右邊的手臂、手腕及手喪失轉動的能力(ROM)。
此外，他還有嚴重的意識決策技能以及記憶喪失，不過，現在已經呈現緩和穩
定的狀態。為了避免他右側的手臂未來永久地喪失轉動能力並萎縮，職能治療
師在他的右手裝置支撐性護木，並且教導他如何應用及脫除。護理人員每天亦
提供 3 次活動，幫助他轉動右邊的手臂、手腕及手。此外，病患服務員與方先
生的太太也被教導如何以及何時應用與脫除護木、如何幫助他轉動手臂、手腕
及手。這些活動均被記錄在方先生的照護計畫中。每天花費在移除、應用護木
以及完成 ROM 的時間為 30 分鐘。病患服務員陳述方先生在洗澡及穿衣服的
過程中受到手的影響已經較小了。在“護木或支撐裝置協助”與“關節活動度”兩
項都記為“7”，即這些護理復健技術提供的天數。
高太太 7 天前住進護理之家，當時，她的髖關節骨折仍在復原期間。因為她有
合併症、而且身體虛弱，所以，物理治療師延後開始治療的時間。住進來以後，
她很難移動自己在床上的位置，移（轉）位時更需要完全的協助。為了避免日
後情形繼續惡化並增加她的獨立自主性，護理人員在她入住的第二天開始實行
一項計畫，教導她如何在床上移動，並利用鞦韆、床邊欄杆與移（轉）位板從
床上移動到椅子上。該計畫記錄在高太太的臨床病歷中，並與所有輪班的護理
人員溝通討論過。負責照護的護理人員在護理記錄中陳述：總計花費 5 天的時
間教導並訓練高太太有關床上移動與移（轉）位的技能，她的忍耐力與持久性
已經獲得改善，而且移（轉）位時她只需要一般性的協助即可。過去 5 天內，
每天花費在此項護理復健活動的時間慢慢減少，平均花費時間為每天 45 分
鐘。
【註碼：對於“床位移動”與“移（轉）位”兩項要填寫“5”，即這些活動訓練
及施行的天數】
鄭太太在一年內中風，造成身體左側偏癱。鄭太太對於能夠自行照料自己有很
強的慾望，雖然，她不能自己一個人完成穿衣服的動作，但是，日常生活活動
她仍然可以完成。鄭太太整個照護計畫的目的在於促使其 ADL 的獨立自主能
力最大化。在照護計畫中記錄一項計畫為教導鄭太太在沒有工作人員提供身體
上的協助時，如何穿、脫她寬鬆的上衣，她的上衣已經全部改成從前面穿脫的
形式，病患服務員也被教導如何以口頭上的指示教導鄭太太穿脫衣物。鄭太太
每天需要花費將近 20 分鐘的時間完成穿脫衣物的工作。
【註碼：在“穿衣與梳
洗”項目填寫“7”，即此項活動訓練及施行的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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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鄧太太使用手杖及短腿護木，接受走動的技能訓練。鄧太太與護理人員的目標
是必須有漸進式的行走距離。護理人員被教導要如何教導鄧太太達到需要達成
的目標，每天有 3 個時段她要學習如何在走動時使用其短腿護木。在病患服務
員的監督下，每次教導、使用護木與走動的時間將近 15 分鐘。【註碼：在“護
木或支撐裝置協助”與“走動”技能訓練兩項填寫“7”，即此項活動訓練及施行的
天數】。
郭先生患有格巴二氏症候群(Guillain Barre syndrome)，目前正慢慢地復原中，
他每天要接受吞嚥技能的訓練與施行。除了使用特別設計的杯具與適當的食物
硬度之外，有一項照護計畫正在施行中以期能改善他的吞嚥能力，包括適當的
身體位置、與口頭上的教導一致、以及控制口部的技術。郭先生處在噎到及窒
息的危險中，進食與飲水時需要嚴密地監控，因此只能由持有執照的護理人員
提供此項復健活動。郭先生吃完每餐飯需要將近 35 分鐘的時間，如果他沒有
達到從口腔攝食熱量卡數及水分的規定標準量，則必須從他的胃管再接受營養
素的補充。
【註碼：對於“吞嚥”技能訓練項目要填寫“7”，即此項活動訓練及施
行的天數】。
王先生的意識狀態在過去幾個月中逐漸變差，儘管護理復健活動有計畫地施
行，嘗試提升其自行進食的獨立自主性，但是，他仍然需要被餵食。過去 7
天內，王先生沒有接受有關進食的護理復健/復原活動。
【註碼：對於“進食”技
能訓練項目要填寫“0”，即此項活動訓練及施行的天數】。
顏太太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她無法說話而且失去以擺動頭部表示
“是”、“否”的能力；她的認知沒有受損，她仍然可以拼寫、以及依據指示移動
眼睛。語言病理學家教導顏太太及護理人員使用溝通板，如此一來，顏太太就
能和護理人員溝通。這塊溝通板被證實很成功，護理人員、志工以及家人都會
注意到顏太太床邊的訊號，而且能夠提供她板子上想要的服務，使她能夠和他
(她)們溝通。此活動亦被記錄在顏太太的照護計畫中。因為教導使用溝通板的
訓練在兩個星期前完成，而且顏太太能夠成功地使用板子溝通，所以，在溝通
這個項目即不再提供訓練活動。
【註碼：在“溝通”技能訓練項目填寫“0”，即此
項活動訓練及施行的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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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裝置及約束物1 (devices and restraints)
目的：記錄過去 7 天內住民接受下列列舉的各種約束物的頻率，不論約束的時間
是白天或是晚上均包括在內。
定義：此項目包括使用任何形式的裝置(例如附著在住民身體上或在身體附近的
生理式或機械式裝置、物質或設備)，促使住民無法輕易地移動，並限制
自由移動或接近自己身體某一部份的正常活動。
a.在床舖所有開放的位置完全圍上欄杆 (full bed rails)：在住民床舖的兩
邊，沿著床墊的長度從頭到尾地圍上一個或多個欄杆。此項目包括床的
一邊靠著牆壁放置(防止住民從這一邊進出)，另一邊完全圍上欄杆；屏
風帷幕(在兒科病房使用的)亦包括在此項目內。
b.在床舖周圍使用其他形式的欄杆(例如一邊全部是欄杆，一邊只有一半
的床舖使用欄杆圍上；或兩邊都只有一半的欄杆)。
c.軀幹束縛物(trunk restraint)：包括任何形式的裝置、物質或設備使住民
無法輕易地移動(例如背心或罩衫式約束物)。
d.四肢束縛物(limb restraint)：包括任何形式的裝置、物質或設備使住民
無法輕易地移動，或是限制上肢(即手、手臂)或下肢(即腳、腿)任何部位
的活動。
e.以椅子限制起身(chair prevents rising)：任何形式的椅子能夠固定膝部
的夾板；或是將椅子放置在限制住民起身，而只能斜躺的位置；或軟質、
可以垂到地面上的椅子(例如裝豆子的袋狀椅子)；還包括“舒適的坐
墊”(及膝部良伴)，“快樂地使用助行器”。

方法：
y

選擇住民臨床病歷及約束安全措施的流程記錄單。

y

詢問護理人員。

y

觀察住民。

1

束縛物（restrain）
：身體約束物是一種需要使用人力、或是接觸或接近住民身體的物理或機械

的裝置、用具或設備，而使住民無法輕易地移除以及限制身體活動的自由或平常普通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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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每項裝置可以填寫的形式如下：
0 .完全沒有使用。
1 .有使用過，但不是每天使用。
2 .每天均使用。

P5.急性醫院住院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90 天內住院的次數；如果住進護理之家尚未滿 90 天，則以
上次的評估的日期起算，不論這段時間的住院費用是由醫院給付或是護理
之家給付。如果住民是機構的新住民，此項目則要包括住民住進護理之家
前的住院資料。
定義：住民經由醫師正式准許入院為住院病人，並且要過夜；此項目不包括日間
手術、門診病人服務等。
方法：
y查閱住民的病歷
y如果住民是新住民，則詢問住民及其家屬，有時候住在護理之家的期間，
不容易取得最近的醫院住院的轉介記錄。

註碼：在欄位中填寫醫院住院次數，如果沒有住院，則填寫 0。

【範

例】

y

董太太是胰島素依賴型的糖尿病患者，昨天從自己家中前來住進護理之家。
在家中，她要調整胰島素的劑量很困難，而且六個星期前她的左腳有一處潰
瘍。在住進護理之家前 90 天內，董太太曾經住院兩次，分別停留 3 天及 5
天。【註記為“2”，表示過去 90 天內住院兩次】

y

王先生住在護理機構已經兩年，他罹患惡血質病，每個月要到當地醫院的急
診室輸血 2 次。上個月，王先生在輸血期間發燒，所以，住進醫院 2 天。
【註
記為“1”，表示過去 90 天內住院一次】

- 174 -

P6.急診次數
目的：記錄住民過去 90 天內急診(未入院)的次數，如果住民是機構的新住民，
此項目則包括住進護理之家前的急診經驗。
定義：急診－到訪急診室，但是沒有伴隨著住院過夜。不包括先前固定的醫師評
估、輸血、化學治療等。
方法：
y查閱住民的臨床病歷。
y對於新的住民，則詢問住民及其家屬。
y查閱轉介記錄。

註碼：填寫過去 90 天內到訪急診室的次數。如果住進機構未滿 90 天者，則以上
次評估時間起算。如果沒有急診，則填寫 0。

【範

例】

有天晚上，劉先生抱怨胸痛及呼吸短促，他被轉介到當地的急診室進行評估。
在急診室中劉先生接受靜脈內注射 Lasix、營養及提供氧氣，待情況穩定後，
他住院觀察，隔天下午才轉回護理之家。急診次數註記為 0 次。
【說明：雖然劉先生被轉介到急診室，但是他住院過夜，不屬於此項目的規定】
晚班時，方太太在浴室滑倒，她抱怨右邊的臀部疼痛，所以，被轉介到當地的
急診室照 X 光。X 光顯示沒有骨折，所以，方太太幾個小時內就被轉回護理
之家。急診次數註記為 1 次。
過去 90 天內，彭先生的胃管掉出來了，護理人員幾次試著重新插回，但是，
並沒有成功。所以，彭先生被轉到當地的急診室，由醫師重新將管子插回。急
診次數註記為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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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醫師處置
目的：記錄過去 7 天內醫師診察住民的天數；如果住進護理之家的時間少於 7
天，則從住進的時間開始起算。診察可以發生在機構內或是在醫師的辦公
室中，某些案例中，醫師診察的頻率代表臨床複雜病情的指標。
定義：
（1）醫師－醫師、整骨專家或牙醫師，不論他(她)是臨床醫師或是顧問
性質者均包括。也包括經過認證許可的醫師助理，或是與醫師共同
研究工作的護理執業者。
（2）醫師診察－可能在機構內或是醫師辦公室進行部份或全身的檢查，
不包括在急診室的診察工作。如果住民在急診室接受非例行性的醫
師診察，將過去 90 天內發生的次數記錄在 P6”急診經驗”中。

註碼：填寫醫師診察病人的天數，如果沒有，則填寫 0。

P8.醫師處置
目的：過去 7 天內，醫師有多少天曾更改對住民的處置，如果住進護理之家的時
間少於 7 天，則從住進的時間開始起算。某些案例中，醫師更改處置的頻
率代表臨床複雜病情的指標。
定義：
（1）醫師－醫師、整骨專家或牙醫師，不論他(她)是臨床醫師或是顧問
性質者均包括。也包括經過認證許可的醫師助理，或是與醫師共同
研究工作的護理開業者。
（2）醫師處置－包括針對新的或可選擇的治療用書寫、電話、傳真、或
協議的方式開立的處置；但是，不包括入院許可、轉院許可或沒有
改變、重新謄寫的處置。

註碼：填寫醫師改變處置的天數不包括沒有改變、重新謄寫的處置。如果沒有，
則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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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異常檢驗值
目的：記錄過去 90 天內住民是否有異常的檢驗值。此項目只包括住進護理之家
後施行的檢驗室檢查；檢驗室數值異常是指和標準值相比較，而不是和特
定的住民比較。

【範
y

例】

李先生接受抗凝血劑治療後，其抗凝血酶原作用的時間上升。註記為“1”，表
示有異常（即使是預期的影響也包括）。

方法：查閱臨床記錄，特別是檢驗室報告。
註碼：記錄上如果沒有異常值，就填寫 0；如果住民至少有一個檢驗室異常值，
則填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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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離開機構可能性與整體狀況
(DISCHARGE POTENTIAL AND OVERALL STATUS)

Q1.離開機構的可能性
目的：記錄未來三個月內可能離開機構的住民。有些住民進入機構時即具備離開
機構的可能；但是，大部份的人會在進入機構居住後的前幾個月間有持續
地改善現象，才會被列入有可能離開機構的行列。
定義：
（1）離開機構－可能是回家、到另一個社區、到另一個照護機構、或是回
到住民居住的環境中；因為死亡而離開機構的狀況不包括在此項目中。
（2）支持者：可能是配偶、家人、或其他關係密切的人。

方法：
y對於新住民及最近入住的住民，直接詢問住民。
y住民住在機構內愈久，就愈難詢問他(她)是否較喜歡回到社區生活。因為
住了一年以後，很多人已經習慣機構新的生活方式，再度引起住民現實上
無法兌現的期待是一件殘酷的事。較好的方法是謹慎地判斷，傾聽住民說
些什麼(例如大叫”我要回家”)，或問一些較不直接、能夠讓你(妳)判斷住
民喜好的問題。例如”我們彼此認識一年多了，你(妳)覺得這裡(機構)的一
切怎麼樣呢？”。
y此外可以詢問主要照護者及社會工作人員、住民的家人及其他關係密切的
人。
y查閱病歷，出院計畫通常被記錄在社會服務工作記錄、護理記錄或病程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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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
a.住民是否表達過想要回到社區：填寫 0 表示否；填寫 1 表示是。
b.住民的支持者對其離開機構是否表達正向的態度：填寫 0 表示否；填寫 1
表示是。
c.短期住進機構的計畫—90 天內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包括死亡）
0.沒有離開機構的打算
1.30 天內會離開機構
2.31-90 天內會離開機構
3.不確定能否離開機構

【範

例】

方太太 65 歲，已婚，2 個月前中風。1 個星期前由復健機構轉介至護理之家居
住，進行未來的復健工作，特別是移（轉）位、走路步法的訓練、以及輪椅移
動。方太太極度地渴望回家，她的先生也很支持，並且正忙著將他們的家改造
成適合她的環境，以促進其獨立自主性。目標是準備 2 個月內離開機構。
【註碼】
離開機構潛能

註碼

a.住民是否表達過想要回到社區

1 (是)

b.住民的支持者對其離開機構是否表達正向的態度

1 (是)

c.短期住進機構計畫—90 天內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包括死亡） 2 (31-90 天
內)
鄧太太 67 歲，喪偶，罹患轉移性癌症末期，已經轉移到骨頭，造成病理性骨
折。最近，她的主要問題是疼痛控制以及因為麻藥衍生的意識混淆現象。這段
期間，鄧太太常常大叫要回家、要睡自己的床。她的女兒不願意、也不能提供
她在家的安寧照護。因為骨折，鄧太太所有的 ADL 活動均呈現完全依賴現象，
除了吃飯以外(她能夠握吸管)。
【註碼】
離開機構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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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碼

a.住民是否表達過想要回到社區

1(是)

b.住民的支持者對其離開機構是否表達正向的態度

0 (否)

c.短期住進機構計畫—90 天內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包括死亡） 0 (沒有離開
機構的打算)
【說明：雖然鄧太太接近死亡，你(妳)還是要填寫“0.沒有離開機構的打算”，
因為此項目不包括死亡之出院】
沈先生 70 歲，已婚，2 星期前從醫院轉介住進機構，仍然處在左側髖關節骨
折的術後恢復期。沈先生的酒精中毒與肝硬化已經有很長的病史，他的女兒陳
述：當他喝醉時，常常口出惡言辱罵他 40 歲的太太。因此，即使他很想回家，
他的太太也不願意再繼續忍受，並且不希望他回家，其他的家人看法亦相同。
至於其他社會支持者的看法，現在正在調查中。所以，此時他的離開機構計畫
維持在無法確定的狀況。
【註碼】
離開機構潛能

註碼

a.住民是否表達過想要回到社區

1(是)

b.住民的支持者對其離開機構是否表達正向的態度

0 (否)

c.短期住進機構計畫—90 天內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包括死亡） 3 (不確定能
否離開機構)

Q2.整體照護需求的改變
目的：監控住民這段時間在機構內全部的過程，和 90 天前的狀態比較，描述其
改變的情形。如果住民住進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的時間起算。
如果住民是機構的新住民，此項目則是與入住前那段時間相比較的變化。
定義：整體的自我照護能力(overall self-sufficiency)－包括自我照護能力的表現
與支援、排泄控制型態、參與活動的型態、治療處置的使用等。
方法：
y查閱臨床病歷。
y如果是新住民或重新住進機構者，則翻閱轉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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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檢閱先前 MDS 評估的資料(包括季評估)以及照護計畫；與直接照護者討
論。

註碼：
0：沒有改變。
1：改善 (即接受較少的支援或需要較少限制程度的照護)。
2：變差 (即接受較多的支援)。

【範

例】

任先生 90 歲，目前處於昏迷狀態，在另一個較接近他太太住處的護理機構住
了 6 個月後轉到現在的機構。6 個月來，他的狀況均沒有改變。註記為“0”，
表示沒有改變。
唐太太罹患阿滋海默症多年，過去 4 個月內，她的整體狀況有所改善。雖然她
的意識功能維持不變，但是她的心情有改善。她看起來較快樂、較不會激動、
夜間睡得較安穩、較活躍地參與每天的活動。註記為“1”，表示有改善。
丁先生有多年的阿滋海默症，雖然去年在很多方面他顯得相當依賴，但是他仍
然可以在監督下自己進食與走動，直到最近，情況有所轉變。過去 90 天內他
變得更加依賴，不再自己進食。此外，2 星期前他跌倒了，不能學習如何使用
助行器。現在，即使是短短的距離也需要 2 個人協助才能走動。註記為“2”，
表示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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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評估資訊
(ASSESSMENT INFORMATION)

R1.參與評估人員
目的：記錄參與評估的住民、家人及(或) 其他關係密切的人；如果住民的評估
沒有完成，則要註明原因。
定義：
b.家屬－配偶、親戚(例如兄弟姊妹、孩子、父母、甥姪)或是存有法定關
係者。
c.其他關係密切的人－可能包括親密的朋友、心愛的人、家中的另一半、
法定保護人、信任的同事或法定代理人；此項目不包括護理機構的工作
人員。

方法：
y必須讓住民與家人參與擬定照護計畫的過程，再開始進行評估。當工作人
員向住民解釋評估的過程時，同時要說明評估結果將會作為照護計畫擬定
的參考。每一個評估人員需要抱著要求住民參與的心態，並且在評估中要
關心、注意住民的看法。
y詢問家屬對於護理機構的期望，使他(她)們關心整個評估過程是很有幫助
的。一些相關的事物可能需要和工作人員談談，或者是提供需要的資訊給
他(她)們。有些家屬的關心與期望可以適度地記錄在照護計畫中，在評估
過程中和家屬討論相關的題材，有助於在照護計畫擬定的過程中，將焦點
放在住民身上。
y工作人員應該審慎地考量住民某些重要的觀點，以及讓家屬參與評估與擬
定照護計畫。注意某些有助於溝通的場合安排，原因如下：
（1）在專業人士面前，讓住民不會覺得畏懼及(或)無能。
（2）能夠包容溝通時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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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商過程中，降低家屬支配住民想法的傾向，必要時，鼓勵他們
支持住民的想法。
（4）促使與住民親近的工作人員提供非口頭上的支持活動。
y直接和住民進行口頭溝通，即使對意識失能的住民也是如此；溝通的方式
要盡量讓住民瞭解；如果問題不是即將發生的，應該盡量瞭解住民針對照
護計畫的觀念、問題與回應。

註碼：
a.住民：指出住民是否參與評估。“0”，表示否；“1”，表示是。此項目應該
最後完成。
b.家屬：指出家人是否參與評估。“0”，表示否；“1”，表示是；“2”，表示
沒有家屬。
c.其他關係密切的人：指出其他關係密切的人是否參與評估。“0”，表示否；
“1”，表示是；“2”，表示沒有此類人員。

R2.完成評估者簽名
目的：
每一位完成評估的人應在此項目簽名，以保證記錄的正確性。這些規定也要
求協調護理師(RN)簽名，並證明所有的評估已經完成。

方法：
y不論是完成 MDS 的哪一個部份，每一位完成評估的人員必須簽名，並註
明日期，同時在簽名的旁邊註明其完成的部份。
y同一個部份可能會由兩個人以上完成。待其他所有評估者完成其負責的部
份後，擔任評估協調者的 RN 再簽名，以證明所有的評估工作均已完成。
y擔任評估協調者的 RN 不需要確認由其他人員所完成的評估內容真實性，
只需確認評估工作是否全部完成。

註碼：所有完成評估的人，包括擔任評估協調者的 RN，必須在適當的位置簽名。
名字右邊填寫職稱及負責完成的 MDS 部份名稱，並註明簽名的日期；此
外，協調護理師也要簽名，以證明評估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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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藥物清單(MEDICATIONS)
護理之家住民對於有害的藥物反應與藥物交互作用很敏感，據估計老人醫院
將近 30％的病人是因為藥物相關問題而住院。多重藥物使用是指因為不明原
因、或為了達到相同的目的，而使用兩種以上(含兩種)的藥物；使用多種藥物可
能會發生在因為要治療另一種藥物的有害反應時，也可能發生在護理之家未規
律、小心地監控住民的處方用藥時。

目的：
此部分將協助工作人員定義出與使用多種藥物、藥物反應及交互作用有關的
潛在問題；未來，甚至可以幫助工作人員定義出住民可能經歷的生理與心理的潛
在問題。例如查閱住民必要時才服用的藥物(疼痛用藥、安眠藥或通便劑)的使用
頻率，可以幫助內部訓練團隊的人員對服用必要時服用的藥物之相關的基本動機
進行評估。RAPs 與其引發項目都要參考用藥情形的評估，因此這個部分很有用。
收集的用藥資料除了幫助擬定住民的照護計畫之外，此部份還可以被併入機
構的品質保證計畫中，以監控照護品質，例如使用多種藥物、過度使用不同的藥
物、以及用藥使用錯誤與疏忽等。
【註】在美國，實行病例組合的州被要求要蒐集用藥資訊，在 Medicare/Medicaid
支付系統中，藥物使用資料與照護的品質以及成本效率的監控有關。

定義：
（1）給藥量(amount administered)
指施予住民每一次服用量中藥片、膠囊、坐藥的數目或液體量(cc、
ml、單位)。
（2）給藥記錄(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cord，MAR)
屬於住民臨床病歷的一部份，護理人員給藥時，用來記錄給藥狀況。
典型的 MAR 是一份表格或是文件，用來區別住民定時服用或必要時
才服用的藥物、劑量、頻率以及每一種藥物的用藥途徑。

方法：要有效率地記錄此部份資訊時，必須依據下列的資訊方可奏效：
（1）最近的醫師處方箋。
（2）最近的給藥記錄(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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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記錄住民過去 7 天內所有的用藥情形時，使用給藥記錄作為主要的參考文
件；核對醫師處方箋，檢查是否有藥物是最近才加入處方中的。
y有些機構中，藥劑師可以完成 T 部份的某些問題，特別是給藥的量；和機
構內的藥劑師談談，邀請他(她)加入並協助完成此部份。如果藥劑師不願
意完成 MDS 中用藥情形部份的相關問題，則必須自行去查詢。
y必須非常謹慎，以確保已經記錄了過去 7 天內給予的所有藥物。通常，住
民會有幾張給藥記錄，尤其是用藥已經中止以及新的藥物處方、或是有很
多必要時服用的藥物處方時。反覆地確認給藥記錄(至少兩次)，以避免遺
漏過去 7 天內給予的任何藥物；並且確定已經記錄現在沒有使用，但是過
去 7 天內有使用的藥物。
y為了正確完成給藥量，必須要仔細地查閱實際給予住民的藥物有哪些，例
如有些可注射的藥物可能透過小藥瓶、安普瓶或是可測量的注射器提供。
y如果本部份是由藥劑師或護理之家內其他人員完成，則這些人必須在 R 部
分簽名，以確保資料正確性；同時協調護理師必須要檢查本部份，並確認
已經完成。

註碼：
註碼教導是很概略性的，要仔細地瀏覽並研讀此部分的範例。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medication name and dose ordered)
定義並記錄住民過去 7 天內所接受的所有藥物；過去 7 天內沒有施予，但
是，卻是屬於住民固定用藥計畫的一部份者(例如每個月注射 B-12)，也要
記錄；不必記錄過去 7 天內沒有施予的必要時用藥。
將醫師處方指示的藥物名稱與劑量記錄在第 1 欄中，依據給藥記錄中實際
呈現的藥物名稱與劑量書寫，例如給藥記錄如果註明 Acetaminophen 650
mg，而不是寫 Acetaminophen 325 mg--2 顆，即使實際上住民接受到 2 顆 325
mg 的藥片。書寫時，也必須要依據給藥記錄內容實際註明的形式。有時候，
在 7 天評估期中，藥物的劑量會有所變化。藥物劑量改變時，應該要分別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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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評估期間 8/11/94~8/17/94，列在給藥記錄中的用藥情形如下：
A. Lasix 40mg. daily p.o.
B. Acetaminophen 325mg. 2tabs q3-4hrs PRN p.o.（過去 7 天內給藥 3 次）
C. B-12 1cc q month IM（8/8/94 給予）
D. Isopto Carbachol 1.5% 2 drops (滴) OD TID
E. Robitussin-DM 5cc HS PRN p.o.（過去 7 天內沒有給過藥）
F. Mortin 300mg. QID p.o.（8/15/94 中止）
G. Dilantin 300mg. HS p.o.（8/15/94 開立處方）
H. Theo-Dur 200mg. BID p.o.（8/11/94~8/13/94 給予，然後處方中止）

I. Theo-Dur 200mg. TID p.o.（8/14/94~8/16/94 給予，然後處方中止）
J. Theo-Dur 400mg. BID p.o.（8/17/94 給予）
【註碼】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2.途徑

3.頻率

4.藥量

Lasix 40mg.
Acetaminophen 325mg. 2tabs

B-12 1cc
Isopto Carbachol 1.5% 2 drops

Mortin 300mg.
Dilantin 300mg.
Theo-Dur 200mg.
Theo-Dur 200mg.
Theo-Dur 400mg.
【說明：Robitussin-DM 沒有記錄，因為過去 7 天內它沒有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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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N 次數

（2）給藥途徑(route of administration，RA)
記錄每一種藥物被施予的途徑，給藥記錄(MAR)與醫師處方應該會定
義每一種藥物被施予的途徑，使用下列註碼，將給藥途徑記錄在第 2
個欄位中：
1 →口服(PO)
2 →舌下(SL)
3 →肌肉注射(IM)
4 →靜脈注射(IV)
5 →皮下注射(SQ)
6 →直腸栓劑(R)
7 →局部用藥(topical)
8 →吸入劑(inhalation)
9 →腸管用藥(enteral tube)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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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評估期間 8/11/94~8/17/94，列在給藥記錄中的用藥情形如下：
A.Mylanta 15cc after meals(用餐後) p.o.
B.Zantac 150mg. q 12hrs. per tube.
C.Transderm nitro patch 2.5 1patch daily.
D.Humulin N 15U before breakfast(早餐前) daily SQ.
E.Lasix 80mg. IV STAT.
F.Acetaminophen suppository 650 mg. q 4hrs. PRN.（過去 7 天內給藥 2 次）
【註碼】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2.途徑

Mylanta 15cc
Zantac 150mg.
Transderm nitro patch 2.5
1patch
Humulin N 15U
Lasix 80mg.
Acetaminophen
suppository 650 mg.

1
9
7

3.頻率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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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量

5.PRN 次數

（3）頻率(frequency)
記錄每一種藥物每天、每星期或每個月給藥的次數，依據下列註碼，
將頻率記錄在第 3 個欄位中：
PR →即 PRN，需要時服用。
1H →即 QH，每小時用一次。
2H →即 Q2H，每兩小時用一次。
3H →即 Q3H，每三小時用一次。
4H →即 Q4H，每四小時用一次。
6H →即 Q6H，每六小時用一次。
8H →即 Q8H，每八小時用一次。
1D →即 QD 或 HS，每天用一次。
2D →即 BID，每天用兩次。
3D →即 TID，每天用三次。
4D →即 QID，每天用四次。
5D →每天用五次。
1W →即 Qweek，每星期用一次。
2W →每星期用兩次。
3W →每星期用三次。
4W →每星期用四次。
5W →每星期用五次。
6W →每星期用六次。
QO →每隔一天用一次。
1M →即 Q month，每個月用一次。
2M →每個月用兩次。
C →連續使用。
O →其他。
相似的頻率間必須小心地區分，例如有些護理機構對於抗生素給藥的政策是
依據時鐘順序給藥，因此，如果處方上註明抗生素一天給藥三次時，實際給藥的
狀況可能是每 8 小時給藥一次。一天給藥三次與每 8 小時給藥一次各有不同的註
碼(3D & 8H)，在這個案例中，頻率的註碼應該為 8H。如果是胰島素的給藥，它
擁有一條滑動的曲線，而不同的胰島素劑量均要當成必要時服用的用藥情形，分
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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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評估期間 8/11/94~8/17/94，列在給藥記錄中的用藥情形如下：
A. Ampicillin 250mg. q 6hrs× 10 days p.o.(8/10~8/20)
B. Beconase nasal inhaler 1 puff BID.
C. Compazine suppository 5 mg. STAT.
D. Lanoxin 0.25 mg. p.o. every other day，其他的日子則給予 Lanoxin
0.125mg. p.o.
E. Peri-colace 2 capsules(膠囊) HS p.o.
F. Humulin N 15U before breakfast(早餐前) daily SQ.
G. 在下午四時測量血糖。insulin 滑動曲線：如果血糖值為 200-300，則
給予 Humulin R 5 units；如果血糖值超過 300，則給予 10 units。(8/11/94
血糖值 255，給予 5 units；8/13/94 血糖值 233，給予 5 units；8/17/94 血
糖值 305，給予 10 units)
【註碼】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Ampicillin 250mg.
Beconase nasal inhaler 1
puff
Compazine suppository 5
mg.

Lanoxin 0.25 mg.
Lanoxin 0.125 mg.
Peri-colace 2 capsules
Humulin N 15 U
Humulin R 5 U
Humulin R 10 U

2.途徑

3.頻率

1
8

6H
2D

6

PR

1
1
1
5
5
5

QO
QO
1D
1D
PR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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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量

5.PRN 次數

（4）給藥量(amount administered，AA)
記錄藥物每次給予的量，給藥量不完全是代表劑量。給藥量是指施
予住民每一次劑量中所含的藥片、膠囊、肛門栓劑的數目或是液體
量(cc、ml、單位 units)。針對藥片、膠囊或肛門栓劑類藥物，則在第
4 個欄位中填寫每次給藥的藥片或膠囊的數目(例如 1、2、1.5)；針
對液體類藥物，則在第 4 個欄位中填寫每次給藥的 cc、ml 或單位數
(units)；針對局部性用藥(乳膏、軟膏、眼藥水)、吸入性藥物以及不
溶於水的口服藥物，則在第 4 個欄位中填寫 999；如果給藥量是半顆
(cc)，則以小數點表示，不要以分數(例如 1/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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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評估期間 8/11/94~8/17/94，列在 MAR 中的用藥情形如下：
A.Lanoxin 0.125 mg. daily p.o.
B.Haldol 1 mg. liquid q 8hrs PRN p.o.(過去 7 天內給藥 2 次)
C.Ampicillin 250mg. q 6hrs liquid p.o.
D.Acetaminophen 650mg. QID p.o.(藥局給予 2 顆 325mg)
E Acetaminophen 325mg. 3 tabs q 3-4 hrs PRN(即疼痛時) p.o. (過去 7 天內
給藥 5 次)
F.Humulin N 15U before breakfast(早餐前) daily SQ.
G.在下午四時測量血糖。insulin 滑動曲線：如果血糖值為 200-300，則
給予 Humulin R 5 units；如果血糖值超過 300，則給予 10 units。(8/11/94
血糖值 255，給予 5 units；8/13/94 血糖值 233，給予 5 units；8/17/94
血糖值 305，給予 10 units）
H.Elase ointment

TID 治療左腳後跟壞死的組織。

I.Diazepam 3mg HS p.o.
J.Dilantin 300mg. HS p.o.
K.Metamucil powder(粉末) 1tbsp.(一匙) in a.m.(早上) p.o.
【註碼】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Lanoxin 0.125 mg.
Haldol 1 mg.
Ampicillin 250mg.
Acetaminophen 650mg.
Acetaminophen 325mg. 3 tabs

Elase ointment
Diazepam 3mg
Dilantin 300mg.
Metamucil powder 1tbsp.

2.途徑

3.頻率

4.藥量

1
1
1
1
1
7
1
1
1

1D
PR
6H
4D
PR
3D
1D
1D
1D

1
0.5cc
5ml
2
3
999
1.5
3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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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N 次數

（5）需要時服用藥物的服用次數(PRN-number of doses，PRN-n)
給藥途徑(RA)註碼為 PR 的藥物，才需要完成 PRN-n 欄位。記錄過去
7 天內每一種途徑註碼為 PR 的藥物給予的次數；進食後立刻服用的藥
物(STAT)紀錄為給一次 PRN 的藥物。如果 PRN 的藥物在過去 7 天內
沒有給藥記錄，則不需要列入。

【範

例】

評估期間 8/11/94~8/17/94，列在給藥記錄中的用藥情形如下：
A.Mylanta 15cc after meals PRN p.o.(過去 7 天內給藥 12 次)
B.Haldol 1 mg. liquid q 8hrs PRN p.o. (過去 7 天內給藥 2 次)
C.Hydrocortisone cream 1% PRN 擦拭在背部與胸口. (過去 7 天內給 5 次)
D.Lasix 80mg. IV STAT.
E.在下午四時測量血糖。insulin 滑動曲線：如果血糖值為 200-300，則
給予 Humulin R 5 units；如果血糖值超過 300，則給予 10 units。(8/11/94
血糖值 255，給予 5 units；8/13/94 血糖值 233，給予 5 units；8/17/94
血糖值 305，給予 10 units）
F.Nitroglycerin 0.3mg 1 tab SL 治療胸痛；如果疼痛沒有抒解，則每隔 5
分鐘給藥一次，重複 2 次。(在 8/12/94 給藥一次，5 分鐘後再給另一次)
【註碼】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Mylanta 15cc
Haldol 1 mg.
Hydrocortisone cream 1%
Lasix 80mg.
Humulin R 5 U
Humulin R 10 U
Nitroglycerin 0.3mg

2.途徑

3.頻率

4.藥量

5.PRN 次數

1
1
7
4
5
5
2

PR
PR
PR
PR
PR
PR
PR

15cc
0.5cc
999
8cc
5U
10U
1

12
2
5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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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成住民評估準則(RAPs)的程序
評估
Î
決策
Î
(MDS/其他) (RAPs/其他)

照護計畫發展

Î照護計畫

Î

評價

本章節提供 RAPs 的使用說明，進一步評估 MDS 所引發的健康狀況。RAPs 的
目標在於引導各科團隊對於住民的功能狀態有一個完整的評估。功能狀態與醫學
或臨床狀態不同，為了幫助住民達到幸福感的最高實際水準，在功能狀態上，需
完整評估住民的生活情形。整個 RAI 的評估過程協助機構人員設定住民特定的
目標，以達成住民的生理、心理及心理社會需求。

4-1 什麼是住民評估準則(RAPs)？
MDS 無法獨自提供全面性評估，它只是用於初步篩檢住民可能有的問題、
能力和喜好，而 RAPs 則是一個以問題識別項目(引發項目)為基礎的問題導向架
構，以決定是否需進一步評估，MDS 與 RAPs 的連結，將形成照護計劃決策的
基礎。因此，RAPs 在全面評估過程中可以提供評估訊息整合的指引。此外，所
謂“引發項目”（triggers）主要是針對 MDS 項目確認後，需進一步評估與檢查的
狀況；而 RAP 則在幫助機構人員評估這些“被引發的”狀況。
RAI 中有 18 個評估準則，它含括典型的護理之家住民照顧計劃中的主要部
分，是由每一個 RAP 領域的臨床專家所創造。
機構的照護服務系統是複雜的但是對於成功的住民照護結果而言是重要
的。它是由實務的專業標準和法令所支配，其基礎在於評估與照護計劃的過程，
因此，有必要驗證此過程(以保證照護的連續)。
RAI(MDS 和 RAPs)是這個過程的主體部分，可確保機構人員蒐集每一位住
民在正常的時段內最基本的標準化評估。其主要目的在於依據住民被確認出來的
需要、能力以及喜好，建立個別的照護計劃。
因此，將 RAI 視為一個套件是有幫助的。亦即，MDS 識別真正有問題或可
能有問題的地方，進而 RAPs 針對這些“被引發”的狀況提供進一步的評估，它們
可以幫助機構人員去找到致病因素或混淆因素(有些情況可能是可被改善的)。也
就是說，可以使用 RAPs 來分析 MDS 的發現，並且“檢查一下思路”。重要的是，
在 RAP 的文件中應記錄導致衰退或沒有進步的原因或者是特定的危險因子。隨
後，在以提高住民最佳水準的功能為目標的照護計劃中應說明以下兩件事：（1）
可能的改善因子或（2）維持和預防可避免惡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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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s 的功能有如決策助長者，也就是說，RAPs 可以提供教育性的洞察力
並且使評估過程結構化，使我們對於可能的問題有更徹底的了解。總之，RAPs
對於發展住民照護計劃提供良好的基礎，在全面性評估完成後，各專業團體將能
夠決定是否有以下情形：
(1)住民有需介入的問題狀況，且在其他方面被充分考量下，有必要提出這
個問題；
(2)住民的功能有可能改善﹔
(3)不可能改善，但是目前的情況應盡可能被保持(衰退速率最小化)﹔
(4)住民有衰退的危險，應努力使衰退速率放慢或最小化，並避免併發症(如
肌肉痙攣、疼痛)﹔或者
(5)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內，主要的照護均環繞於症狀減輕和其他的緩和治
療。
在美國，1987 年時 OBRA 明令機構提供必要的照護服務以幫助每一位住民
達到(或維持)他們最高實際幸福感。除非住民的健康狀況被證實將不可避免地惡
化，機構必須保證住民的健康有可能改善而且不會惡化。

4-2 如何組織 RAPs?
每一個 RAP 有四個部分：
第一部份－問題 說明病況如何影響護理之家的住民。此部分的陳述常常是在描
述評估工具的焦點與客觀性。在檢查“被引發的”RAP 時，不要忽視問題部分的訊
息。即使第三部分-指導方針包含整個細節，還是應該要檢視此部分。
第二部分－引發項目 識別住民特定的 MDS 項目反應或項目反應之間的關連
性，因此提醒評估者住民可能有的問題、需要或能力。這些特殊的項目反應出某
些臨床因子已經出現，而這些因子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代表一個應該在照護計劃中
被提及的病況。引發項目只是在“標示”可能的病況，以使各專業團隊成員考量照
護計劃的決策。
當住民在特定的 MDS 項目的健康狀況與 RAP 的“引發項目”互相配合，RAP
就“被引發”，而且需使用指導方針進行評估(在蒐集進一步資料及評估的可能下)。
第三部分－指導方針 此部分內容為可能造成、協助或加劇被引發狀況因素的完
整評估資料。這個指導方針可幫助機構人員決定被引發的狀況是否真的限制了住
民的功能狀態或者住民是否有發展其他病況的危險性。
如果發現病況對住民而言是個問題，指導方針將協助各專業成員決定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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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否能夠被消弭或改善，或者是否需要進行特殊的照護以維持住民目前的功能
水準。
除了辨識住民問題的起因和危險因子，指導方針尚可協助達到以下事項：
(1)找出相關的原因和影響。有時候一個問題狀況只和一個特定的原因有
關（例如，跌倒與新藥造成的暈眩有關）
。但是，一個問題往往是起
因於多個因素的組合(例如，跌倒與使用新的藥物、住民忘了助行器、
床太高等因素有關)。
(2)決定多個被引發的狀況是否相關。
(3)建議需要獲得更多有關住民狀況的訊息(例如，需詢問住民、家屬、
責任關係人、主治醫師、直接照護人員、復健人員、檢驗室或診斷
測驗、精神科醫師等)。
(4)決定住民是否需要有復健介入。
(5)鑑定是否需要推舉一位在住民需要方面有專長的人。
(6)開始著手照護計劃目標與照護方法的制定。
第四部分－住民評估準則重點（RAP KEY） 包含兩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引發
RAP 檢查的 MDS 項目的回顧。第二個部分是一個總結，但有時也提供 RAP 指
導方針部分的澄清。RAP KEY 應被當作參考，而不是取代 RAP 的主體部分。

18 個 RAPs
譫妄(Delirium)
認知喪失或失智(Cognitive Loss/ Dementia)
視覺(Visual Function)
溝通(Communication)
ADL 功能/復健(ADL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尿失禁和導尿管(Urinary Incontinence and Indwelling Catheter)
心理社會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情緒狀態(Mood State)
行為問題(Behavior Symptoms)
活動(Activities)
跌倒(Falls)
營養狀態(Nutritional Status)
管灌餵食(Feeding Tubes)
脫水/體液維持(Dehydration/ Fluid Maintenance)
牙齒照護(Dental Care)
壓瘡(Pressure Ulcers)
使用精神藥物(Psychotropic Drug Use)
身體約束(Physical 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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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RAP 的程序包含什麼？
完成有特殊問題的住民的 RAP 深度評估過程有許多不同的模式。評估住民
“被引發的”RAP 可以由協調護理師獨自完成。通常，RAPs 是由不同的專業團隊
所完成。機構也可以建立一定的評估程序，依此程序，各科別分別檢查特定的
RAP(例如，營養學專家完成「RAP12：營養狀態」和「RAP13：管灌餵食」)。
專業團隊間可以聯合起來檢視 RAP 指導方針，並且使評估過程順暢地使用於照
護計劃中。沒有規定限制機構人員如何使用 RAPs，但是，機構人員應該要有創
造力，並且一直嘗試，直到找出什麼工作最有效以及什麼對達成所期望的結果最
有效為止(亦即，使用一個良好而且全面性的評估來發展每一位住民的個別照護
計劃)。
RAP 的過程包括以下步驟：
1.機構人員使用 RAI 引發機制來決定哪一個 RAP 問題需要檢視及進一步評估，
同時在 RAP 總結表中應清楚記載被引發的狀況。
2.機構人員評估這些已經被引發的問題，並且藉由 RAPs 和其他必要的評估訊
息，決定問題的本質並了解特定的起因。
3.機構人員確認在 RAP 評估上住民健康狀況的主要發現。在 RAP 評估文件中應
說明：
—狀況的本質(包括，客觀資料或主觀抱怨的出現或缺乏)
—影響機構人員進行照護計劃的併發症和危險因子
—在發展個別照護計劃介入時應考慮的因子
—需要照會或者由適當的健康專家進一步評估
此外，住民健康狀況的相關文件應支持臨床的決定(要進行被引發狀況的照
護計劃？還是採取適合於特定住民的照護計劃介入？)，而且，這個照護計劃的
決定也應該要記錄在 RAP 總結表中。
4.根據評估資料的回顧，各專業團隊決定這些被引發的情況是否影響住民的功能
狀態或是幸福感，以及是否要進行照護計劃介入。
5.各專業團隊(結合住民、家屬、主治醫師的希望)以這個全面性評估為基礎，發
展、修正或繼續照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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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藉由引發 RAP 狀況鑑定進一步評估的需要（RAP 程序
－步驟一）
一個 RAP 可能有數個 MDS 項目或者一組項目被稱為引發項目，只要出現
其中一個引發項目即表示 RAP 被引發。若有很多 RAPs 被引發，則應進一步評
估每一個呈現出來的特殊引發項目(例如，指出「RAP17：使用精神藥物」中每
一個項目可能的副作用)。注意原版 RAI 中所使用的“自動化的”以及”潛在的”引
發項目已經被排除。在新版中，沒有列入“潛在的”引發項目，也沒有列入不需要
檢查 RAP 的項目，即選擇表上有標記者。
引發項目可以在以下各處找到：
(1)RAP 的第二部分
(2)RAP KEY
(3)引發項目選擇表
引發項目選擇表是 18 個 RAPs 的總結表，共 2 頁。它是各專業團隊用以決
定哪些評估準則被引發的工作表，不一定要被放在住民的臨床記錄中。
許多機構使用自動化系統(引發項目選擇表除外)來引發 RAPs。護理之家的
軟體程式所形成的被引發的 RAPs 群組應該要與引發項目的定義相配對，以確定
被引發的 RAPs 已經被正確地辨識。HCFA 也發展出使用於機構驗證軟體程式引
發邏輯的測試檔。機構有責任保證這個軟體是正確引發的。至少，要詢問這個被
引發的 RAPs 是不是所預期的、是否遺漏了某些你認為會被引發的 RAPs(某些
RAPs 似乎被遺漏了)、有沒有其他非預期的 RAPs 被引發？
使用引發項目選擇表來辨識被引發的 RAPs：
1.比較完成的 MDS 和引發項目選擇表以決定有哪些 RAPs 被“引發”。從引發項
目選擇表左上角開始檢查。注意，有四種可能的方式表示 RAPs 被引發：
(1) 用z 表示第一優先的方式，亦即只需一個 MDS 項目就會引發 RAP
(2) 用o 表示需要兩個 MDS 項目引發 RAP
(3) 用6表示需要精神藥物(抗精神藥物、抗焦慮藥物、抗憂鬱藥物)中的一
項以及另一個「使用精神藥物」項目同時存在才引發 RAP。
(4) 用＠表示特殊的 ADL 引發項目，使 RAP 評估的重點放在復健或者是
目前功能的維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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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引發項目選擇表的上方以找出「ADL 功能－復健」和「ADL 功能－維
持」。注意，這二個 ADL 的欄位名稱有一個＠記號。
如果兩欄 ADL 功能都有z記號，那麼，要先考慮「ADL 功能－維持」。
2.檢查引發項目選擇表左邊 3 欄。這 3 欄列出 MDS 項目的名稱以及註碼方式。
第 4 欄列出引發 RAPs 的註碼。剩下的欄位列出個別的 RAPs 名稱。
辨識被引發的 RAP，並且配對住民的 MDS 項目反應和“註碼”欄。如果有“配
對”， 接著看左邊的欄位直到引發項目被一個關鍵符號指出來為止。如果欄位中
有z記號，表示 RAP 被引發。這意謂著需使用 RAP 指導方針進一步評估該狀況。
3.注意評估準則是被哪一個 MDS 項目所引發。若符合預期，就在引發項目指標
或欄位名稱上做記號。
4.繼續檢查引發項目選擇表左邊的欄位，將 MDS 項目反應記錄與引發項目定義
配對，直到所有引發的 RAPs 被確認為止。
5.當引發項目選擇表檢查完成，在 RAP 總結表上(“檢查是否被引發”的欄位)記錄
被引發的 RAPs。

【範 例】
當鄧太太吃完早餐回到她的房間後，她記不起吃過早餐的事情，而且總是會問護
士“什麼時候要吃早餐”，“B2a.短期記憶”被註記為“1”(表示記憶有問題)
Ö「RAP2：認知喪失/失智」被引發。
方先生在做日常決定上是獨立自主的。他的移（轉）位能力每天都有變化。有時
候他不需要任何的協助，有時候他又接受一個人的負重協助。MDS 上的“B4.日
常生活事務決定處理的認知能力”被註記為“0”(表示能夠自主決定)。“G1b.移（轉）
位”，被註記為“3”(表示接受部分協助)。
Ö「RAP5：ADL 功能－復健」被引發(表示應將焦點放在可能的復健介入上)。
【理
由】：方先生有良好的認知技巧學習新的方式，而且了解自己的潛能。
彭先生每天接受兩次的精神藥物治療；他在最近 30 天內跌倒；MDS 上的“O4a.
使用精神藥物”，被註記為 7(表示一星期使用 7 天)；“J4a.過去 30 天內跌倒”，被
勾選。
Ö「RAP17：使用精神藥物」被引發。(注意：因為 J4a 被勾選，
「RAP11：跌倒」
也會被引發。)
田太太參與許多的機構活動，而且在沒有安排結構式的活動時，她忙於閱讀、編
織和寫文章。她早上很早就醒來，而且不會再小睡；其 MDS 項目“N1a.早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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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被勾選，且“N2.活動參與”，被註記為“0”(表示大部分時間參與活動)。這兩
個 MDS 項目都是引發「RAP10：活動」所必須的。結合這些因素，表示應將評
估的重心放在檢查目前的活動計劃上。
鄭太太在床上移動能力(G1a)上受限，而且她每天有某些時段需使用肢體約束。
這些項目的出現對於引發「RAP16：壓瘡」而言是必要的，這可避免未來發生問
題。(注意：除了引發「RAP16：壓瘡」之外，其他被引發的 RAP 還包括「RAP5：
ADL 功能」和「RAP18：身體約束」)

不同類型的引發項目會改變 RAP 檢查的重心。引發項目的類型有以下四種：
1.潛在問題(Potential Problems)
指的是那些暗示需額外評估及考慮照護計劃介入的問題出現的因素。
通常是“勉強”定義成需額外評估的因素，包括被當作可能問題指標的臨床
因子，機構人員最終會充分了解這些因素。例如，出現壓瘡或使用身體約
束，這兩者都指出有進一步評估的需要，以決定合適的介入方式，或者可
否藉由治療潛在病因(如，不安的憂鬱)減輕或消弭潛在的行為問題。
2.廣泛篩檢的引發項目(Broad Screening Triggers)
這些因子協助機構人員鑑定難以診斷的問題。因為在護理之家中有一
些問題是很難評估的，所以某些引發項目就“廣泛地”被定義，而且產生了
大量的“正向錯誤(false positives)”(也就是說，住民可能引發一些不代表住民
問題的 RAP)，例如，與失智或脫水有關的因子。同時，經驗指出許多有這
些問題的住民在被引發前並沒有被識別出來。因此，需仔細考慮這些被引
發的情況。
3.問題的預防(Prevention of Problems)
這些因子協助機構人員確認住民發展特殊問題的危險性，例如，跌倒
或發展壓瘡的危險因子。
4.復健潛能(Rehabilitation Potential)
這些因子主要在確認復健的可能性。並非所有的引發項目都認定住民
功能不全或有問題，有些引發項目指出住民的能力。整體而言，這些因子
建議我們考慮改善住民功能或減少退化的計劃。例如，如果 MDS 項目指出
“這個住民相信自己至少在某些 ADL 活動上的獨立能力能夠增加”，則可以
著重於對住民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最有可能改善的部分進行評估與制訂
照護計劃。
負責評估住民狀況引發 RAP 的機構人員應該要知道是哪一個反應項目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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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RAP。這個步驟常常被遺漏，尤其是由一些非完成 MDS 的人員檢查引發項目
選擇表或在自動引發的情形時。參考 RAP 的引發項目部分來確定引發項目，有
助於進行個別住民的特殊因素評估。例如，評估住民跌倒或有跌倒危險性的機構
人員知道「RAP11：跌倒」被引發是因為在評估期間住民有暈眩的情形(勾選 J1f.
暈眩)，則 RAP 的檢查應包括暈眩的起因和暈眩介入。當檢查 RAP 時，與住民
跌倒危險有關的一些因子會呈現出來，但是，已知的引發狀況將有助於澄清或排
除住民問題的解決之道。
同時，也有可能會傾向於相信 RAP 的檢查只限於那些引發 RAP 的 MDS 項
目。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而且會導致主要的原因沒有被注意到，以及啟用了一
個較不適當的照護計劃。許多的引發狀況引發一個更全面的檢查程序，包括與住
民健康狀況有關的特殊起因(就如同指導方針上所說的)。

4-5 評估被引發的狀況(RAP 程序－步驟二)
“檢查”一個被引發的 RAP 的意思是：對於有特殊臨床狀況而需要照護計劃
介入的住民進行深度評估。RAP 用於組織或引導評估過程以使完全了解住民健
康狀況所需的訊息不會被忽視。
被引發的 RAP 用於蒐集有關住民健康狀況的訊息。當檢查 RAP 時，機構
人員考慮是哪一個 MDS 項目造成 RAP 被引發，以及引發項目的類型為何(亦即，
潛在的問題、廣泛篩檢、預防問題、復健潛能)。也就是評估的重點在於決定是
否需要照護計劃介入以及決定一個合適的介入方式。
RAP 上的訊息用於補充臨床判斷，以及當你想要了解或解決困難時，或是
症狀以及問題的原因很混亂時，可以激發出具創造性的思考。指導方針是一個助
手、一個準則、一個起始點，各專業團隊間的了解和洞察力有助於這些因素整合
成一個有意義的住民評估和照護計劃。

4-6 做決策與 RAP 發現的文件(RAP 程序－步驟三、四)
制訂住民照護計劃的團隊應包括曾參與評估而且曾記錄住民被引發狀況資
料的人。這個團隊(包括住民、家屬或住民代表人)將做最後的決定將“被引發的”
狀況置於照護計劃中。
為了提供持續的住民照護服務以及提供良好的溝通給所有參與住民照護
者，清楚記錄引導團隊做成照護計劃決策的評估訊息是很重要的。

- 202 -

不必記錄 RAP 指導方針的所有內容(它列出了所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因子)。
但是，文件應集中於以下幾個關鍵的議題：
y 為什麼要在照護計劃中提到或未提到特定的狀況？
y 什麼是會影響到住民日常功能的狀況？
y 為什麼決定住民是有危險的、進步是有可能的、或者退化速率能夠最小
化？
y 為什麼住民能夠從與特殊領域的專家諮詢中獲益(例如，婦科醫師、心理
學家、外科醫師、語言病理學家)？
或者，對於認定不進行照護計劃的引發狀況。
y 為什麼決定被引發的狀況對住民而言不是問題？
y書面的 RAP 文件和決策過程可能出現在住民記錄的任何地方。它可能被
記載在特定的專業流程表、進展記錄、照護計劃總結記錄、RAP 總結說
明、RAP 評估表等。
y不管資料被記錄於何處，應在 RAP 總結表的“RAP 評估文件的所在和日
期”欄位說明可以在住民記錄上的什麼地方找到 RAP 檢查和決策文件。
同時，在“照護計劃決策”欄位指出在照護計劃中是否提到被引發的問
題。
y使用以 RAP 指導方針為架構的住民評估文件之範例。
以下的範例說明評估者使用 RAP 指導方針蒐集的住民功能狀態訊息的不同
方式。這個文件應在 RAP 總結表的“訊息位置欄”被指出來，或者也可以在 RAP
總結記錄中被提出來。請注意這些範例與任何特定的住民或個案無關，同時，彼
此之間也無相關。他們只是書面記錄的範例。

範例 1：本範例是在說明一個問題評估的開始。
過去，葉太太拒絕身體照護，她和病患服務員進行對抗，且當他們要
幫她時，她毆打和咒罵他們。在住進機構前四個星期，葉太太中風了，且
影響到她的左半側身體，她還得了失語症。在最初幾星期，葉太太顯得遲
滯與被動。她接受機構人員完全的協助。因為溝通困難，所以很難評定其
許多方面的功能。她已經在接受活動方面的治療。這些症狀對護理人員而
言是新發生的。今天我看見她和機構人員溝通時，如果機構人員從右邊靠
近她，她就痛罵機構人員，但是從左邊的話，她就沒事。而在正面的功能
上，我們見到葉太太開始對環境有反應，因此需進一步評估新的照護方式。
眼科方面的評估排除了她視覺方面的缺陷，但語言治療師認為她需要轉
介。我們將在明天的討論會上討論葉太太的照護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修
正照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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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本範例是(1)臨床的進展記錄，澄清出現的問題，並且已經和住民討論
過﹔(2)描述逐步發展的評估以及問題起因的處理。
8/21/95 問題：尿失禁
護理記錄:
過去兩個星期以來，鄧太太有三次夜裡衣服濕掉。她的病患服務員發現她
把毛巾塞在內褲裡。今天早上我和她談過。她承認她有時候會尿失禁但都
隱瞞事實。她哭著說“我覺得好丟臉”。我告訴她失禁雖然是不正常的，但
卻是常見的，應該要找出可能的治療方式。我開始檢查要做的逐步評估(有
一些是可以在這裡做的)，如果必要的話，她要見一些專業人員。鄧太太似
乎安心了，並要我打電話給她的女兒（鄧小姐）
。我和鄧小姐談過，她也同
意這個評估。她說在來訪時，已經注意到有輕微的尿味，但是她媽媽總是
否認有任何問題。需再和醫師聯絡。
王秀珠護理長

範例 3：這個臨床記錄的範例在 RAP 總結表中被提到，用以證實在 RAP 被引
發時，團隊進行照護計劃制定的決策。
8/30/95 問題：譫妄
醫師記錄：
方先生過去這個星期有新的症狀，他知覺改變(他認為晚上的時候當窗簾移
動時有人從他的窗戶跳過去，而且他有幻覺)、焦躁不安(踱步)、而且更混
亂了。檢查用藥情形發現 Digoxin 自兩星期前一次鬱血性心臟衰竭之後，藥
量從每兩天 0.125 毫克變成每天 0.25 毫克。他的食慾也變差，他說食物讓
他覺得噁心。他認為自己的食物被下毒。根據檢查結果，方先生沒有其他
明顯的急性症狀或其他譫妄的病因。他的症狀和可能的藥物中毒情形
(Digoxin toxicity )一致。我們將在今天早上取得 Digoxin 的量（Digoxin
level）
。另一方面，我已經請護士在我們重新評估之前先維持這個藥量並鼓
勵他吃一些流體。為了減輕他的幻想症狀和痛苦，我暫時給他 0.5 毫克的
Haldol，每天兩次。我將每天檢查他的健康狀況，一旦他的心智狀況恢復到
基準線，就逐漸停止 Haldol。
黃一凡醫師
8/30/95 問題：譫妄
護理記錄：
在急性混亂減退以前，方先生將受到嚴密的觀察(監督他在鼓勵之下攝取水
分的情形)，且在日常生活活動時應接受提示以幫助他專注。他可以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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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散步，且在混亂情形解決前，都要被限制在單位中。
王秀珠護理長

範例 4：本例說明使用 RAP 指導方針來評估與之前記錄狀況有關的住民進展總
結文件，以及評估照護計劃是否成功。
問題：右腿粗隆的壓瘡
三個月前，當黃先生在床上閱讀時，他在筆記本的螺旋上睡著了(壓著螺
旋)，因此右腿粗隆發生了第三期的壓瘡。因為室友打鼾的聲音很吵以至於
他無法入睡，所以黃先生在晚上睡覺前服用 10 毫克的 Ambein。他對室友
很友善，而且即使有機會，他也沒有選擇換房間。但是這樣的深睡使他對
螺旋物沒有反應。所以從那時候起，黃先生同意搬去和一個比較安靜的室
友同住，並且中斷使用 Ambien。依需要，我們已經進行手術清瘡以治療壓
瘡，並且每天換三次鹽水性濕變乾敷料(wet to dry saline dressings)，而且這
個潰瘍已經乾淨減至銅板大小且有肉芽組織長出。郭醫生停止濕變乾敷料
且改成透明敷料(transparent dressing)。於是黃先生又恢復昔日活動，而且能
配合床上的擺位計劃。我們將繼續目前的照護計劃。

範例 5：本例說明使用 RAP 指導方針評估長期尿失禁而且有壓瘡危險的長期住
民的進展。
問題：長期尿失禁而且有壓瘡的危險
方先生是一位失智且殘廢、無法活動的男人。他的手肘、髖關節、膝蓋和
腳踝肌肉萎縮造成他上廁所困難。方先生的身體虛弱，大部分時間待在床
上和躺椅上。他的 ADL 完全依賴機構人員，包括進食。他長期尿失禁，而
且在過去一年中已經使用導尿管以保護他的皮膚(他曾經有發疹的情形)。當
移（轉）位時，他總是被放在減輕壓迫器具上。他受到翻身與身體擺位的
照顧。這個照顧已經發生功效，而且也免除了發疹與皮膚潰爛的問題。我
們和家屬都同意持續目前有關尿失禁的處理方式和處理潰瘍形成的預防措
施。

範例 6：本例說明在使用 RAP 指導方針驗證住民評估資料時，不必使用 RAP
的標題名稱。本文件最重要的目的在以一種每個人都能夠了解住民發生什麼事情
的方式來描述事情。
問題：Mellaril 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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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六天中，李太太有兩次不困難地排解成形的和糊狀的糞便。排便記
錄顯示她的解便次數不多。機構人員說她在上廁所時很用力。此外，李太
太有精神分裂的長期病史，但在過去幾年，已經受到許多抗精神藥物的控
制。因為她焦躁不安、遊蕩、而且有幻想的情形，最近(最近六週)我們將
Hadol 換成 50 毫克鎮靜性的 Mellaril，每天三次（TID）。Mellaril 使她冷靜
下來，她能夠在一些單位活動中坐著而不離開。隨後這個藥量就減輕，但
是當症狀又發生時，我們將劑量又調回每天 3 次（TID）
，每次 50 毫克。她
的血壓維持在 138/86 到 146/90 之間，而且她沒有跌倒的情形。最可能與
Mellaril 有關的問題是她的便秘問題。然而，因為她的情緒狀態目前是穩定
的，而且她的功能比以前還好，所以我們將維持目前的藥量，並增加 100
毫克的 Colace，每天服用 2 次（BID），且確保她有足夠的水分攝取，並諮
詢飲食方面的建議。

範例 7：本範例是在舉例說明被引發的多重問題的評估情形。在此將評估結果
結合成一個記錄的原因在於：住民的這些危險性、問題和治療方式是相關的。
RAP 總結表上的記錄可被當作是以下幾個被引發的 RAPs 的參考：跌倒、使用精
神藥物、認知喪失、情緒狀態。
問題：跌倒
田太太的嚴重憂鬱情緒已經藉由 Trazodone 和參加每週兩次的溝通治療團
體而得到改善。她對於週遭環境變得較注意而且變得和以前一樣。她還是
一樣搞不清楚時間，而且在大多數的工作上也需要提醒。此外，她參加每
兩天一次的烘培團體。她的食慾恢復了，能吃掉所有提供的餐點。現在我
們關心的是她在上星期跌倒 2 次的情形。她通常自己行走但很緩慢。星期
一晚上，她在餐廳似乎有點膽怯並抓著椅子以維持自己的穩定。星期二她
膽怯地和女兒一起走路，後來她女兒在她跌倒之前扶住她。田太太堅稱自
己的感覺沒有問題。她否認覺得暈眩或不穩定，並且說她只是絆到椅子。
昨天，她在餐廳要從椅子上起來的時候，摔到地上。她沒有受傷但有姿勢
性低血壓。她去見任醫師(減少她的 Trazodone 劑量)。我們現在每天要監督
她的姿勢性生命徵象兩次，並監督她所有的移（轉）位情形與走路情形，
以及觀察她的情緒改變情形。她接受職能治療以評估她的步法。

範例 8：以下的範例在舉例說明如何驗證長時間維持一定程度功能的情形。MDS
的評估往往使同樣的原因引發相同的 RAP，但是住民在功能上沒有改善也沒有
衰退。注意：護理的診斷適用於問題的名稱，而不是被引發的 RAP 的名稱－ADL
功能復健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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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5 問題：身體活動力受損
蘇太太因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而活動能力受損。她在移（轉）
位和走動時須靠助行器，並且在上床和離開床以及所有走路的活動上需要
接受一個人的非負重肢體協助。偶而，她會“僵硬”，而她的藥物也已經成
功地調整。因為蘇太太喜歡待在房裡，所以她每天都要機構人員哄騙她出
來走動兩次。然而，她喜歡單位內每週三次的力氣訓練和延伸課程，而且
她的表現也很好。我們將持續這個走動照護計劃，依肌力訓練課程表及進
步情況逐漸增加載重。
或者，這個記錄可以像下面這樣：
7/6/95 問題：移（轉）位和步行障礙
S（主觀）
：“即使運動對我有好處，我還是討厭運動。不過，我滿喜歡你的。”
O（客觀）：見 MDS 有關“功能”的記錄。蘇太太有時會“僵硬”，而 Sinemet
藥物已經被林醫師調整過，並且有良好的結果。蘇太太需要機構
人員哄她在單位裡走動每天兩次。她比較喜歡待在房間裡面。然
而，她似乎很喜歡單位裡每週三次的肌力訓練與伸展課程。
A（評估）：活動的能力已經藉由走路與力氣訓練課程維持住。
P（計畫）：持續目前的照護計劃，依肌力訓練課程表及進步情況逐漸增加
載重。

範例 9：舉例說明個案的 MDS 評估沒有改變，而且即使它引發相同的 RAP，
機構人員已找到新的方法處理這個問題。
6/8/95 問題：走動障礙
陳先生超重 12 公斤，而且兩腳膝蓋有嚴重的關節炎。其 MDS 有關走動的
評估沒有改變。他使用助行器而且在所有的移（轉）位活動上須靠兩個人
的負重協助。當他站起來之後，他靠一個人的非負重肢體協助走動。他參
加了每週三次的力氣訓練與每天走動的方案。過去三個月，陳先生的耐力
已經有改善。他能夠一口氣走 60 公尺而不停下來休息。他在減重方案中減
輕了 6 公斤，而且想要減更多。計劃：轉介職能治療(進行有氧活動)、轉介
到整形外科看陳先生是否需做膝蓋置換術。

4-7 發展或修正照護計劃
決定在照護計劃中處理“被引發的”情形後，主要的機構人員和各科團隊應該要：
(1)檢查目前的照護計劃，看看這個情形是否已經被提及而且做了改變，如果
需要的話，就進行新的評估﹔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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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照需要擬定新的照護計劃問題、目標與方法。
機構人員可能選擇將這些相關的“被引發的”狀況結合成一個單一的照護計
劃，這將提到問題起因和在 RAP 檢查中被確認的相關結果。
第五章將更詳細地討論如何制訂住民照護計劃。

4-8 RAP 文件中常被問到的問題
Q1：“如果住民總是以相同的方式引發相同的 RAP，是否需要完成 RAP 的檢查？
例如，徐太太總是在餐點中留下 25%的食物沒有吃，因此引發「RAP12：營
養狀態」
。雖然她不是一個食量大的人，但是不管盤子裡留下多少東西，她還
是喜歡吃點心。我們需要每次都做完整的 RAP 嗎?”
A：不用。你不用總是檢查或驗證 RAP 的發現。每一個引發項目都可以辨識進
一步評估的範圍，而 RAP 會引導這個評估。在這個範例中，進一步的評估可
能揭露出吞嚥問題、咀嚼問題、譫妄、耐力問題、或者是一個健康生活的時
間型態。如果徐太太經常吃點心，而且依然有營養充足的飲食，則沒有理由
再進行全部的 RAP 評估。在這個個案中，要清楚地確認最初的營養評估，包
括飲食偏好、確定她的飲食足夠的訊息、任何支持的重量或者與營養有關的
檢驗值。如果繼續以相同的原因引發這個 RAP，則直接引用原本的營養評估，
並且指出住民的功能狀態沒有改變。接下來的評估，需評估住民以便驗證其
功能狀態和原本 RAP 的評估與記錄比較起來並未改變。
Q2：“是否需要寫總結記錄以驗證所有的 RAP 訊息？”
A：必要的條件是：你要驗證住民評估的資料以及機構人員的照護決策。這可能
很容易從病歷記錄中取得資料，所以在這個個案中，總結記錄可能是多餘的。
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我是這個住民新聘僱的照護人員，我能夠發現和了解
評估與決策的過程嗎？”如果答案是“是”，就可以感到安全，因為你的文件是
完整的。如果答案是“否”，則考慮將主要的訊息放在一起，或者用簡短的記
錄“填滿這個漏洞”。
Q3：“我時常聽到有關 RAP 總結需要什麼的說法。這些似乎會因為護理之家、
問卷、照顧者、書本、軟體、甚至是每週的哪一天而不同！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要怎樣找出我們在文件上所預期的東西？”
A：HCFA 所規定的必要條件是有所變化的，但是 RAP 的程序卻反應出良好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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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實務，而且 RAP 所期望得到者從未改變：RAPs 引導進一步評估有問題或
有危險的住民(被引發的問題)。這個評估使得 MDS 確認的問題得到進一步的
驗證。此外，RAP“文件”說明哪些事應該要做，包括：書寫清楚的評估、機
構人員以關於住民狀況的知識所做的決定、以及以住民需要、能力和喜好的
全面性評估為基礎所做的照護計劃。
基本上，機構人員經常會有犯錯的情況。所謂“清楚的文件和決策”指的是什
麼？RAP 引導評估細節而且要追蹤文件記錄，而決策則是團隊記錄對住民評
估發現的臨床思路。這個看似簡單的程序已經使許多人感到困惑，並去找尋
RAP 文件之外的“方便使用”的其他程序。也因此，工作手冊、流程表、以及
圈選單和軟體被創造出來。在某些個案中，這些產品可提供機構人員方便其
進行臨床評估與決策過程，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產品將會引起更冗長的文
件負荷，並使得評估過程比必要的過程還複雜。因此，每一個機構應建立一
個有用的驗證過程，並且只有在確定對機構驗證與臨床決策有明確幫助時才
加入額外的準則。
Q4：“不知道要如何進行住進機構 8 天內的「RAP6：尿失禁與導尿管」
。同時，
每個人對於這些 RAPs 的起始時間似乎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認為住進機構 7
天後，有人說 14 天，有人說 21 天，到底誰是對的？”
A：法令規定指出 RAI 必須在住民住進機構後 8 天內完成。作為 RAI 的主要部
分，RAPs 必須在 8 天內完成，也就是說必須要在那個時間之前完成最初的
RAI 指導方針檢查。然而，RAPs 可能指出有需要做更多方面的評估，而這是
無法在該時段內完全完成的，「RAP6：尿失禁與導尿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它通常很難在 8 天內完成，即使開始的測驗井然有序且規劃妥善，仍需
花費數週的時間才能完成。當然，所謂“住進機構後 8 天”是指初始的 RAP 評
估過程與驗證必須要完成的時刻。無疑地，你不會等候數週再開始評估以及
制定照護計劃。這些初始的計劃應該要在照護計劃中被強調，並且計劃進一
步的評估。
Q5：“RAP 評估過程中，在 RAP 總結表上簽名的協調護理師是否與 MDS 的協
調護理師同一人？RAP 總結表的 B2 和 B4 應填寫什麼日期？在完成照護計
劃決策者簽名”的是誰？”
A：負責在 RAP 評估過程中簽名的協調護理師不必與 MDS 評估的協調護理師同
一人。而在 RAP 總結表中填寫的日期指的是：RAP 過程中協調護理師(監督
RAPs 完成的人)指出被引發的 RAP 並完成“RAP 評估文件所在與完成日期”
部分的日期。這必須在住進機構後 8 天內完成。完成照護計劃決策者(簽名者)

- 209 -

可以是任何促進照護計劃決策的人。這是一個專業團隊間的程序。照護計劃
必須在住進機構後 15 天內完成，或者是在 MDS 和 RAPs 完成後 7 天內完成，
且 RAP 總結表上有關照護計劃的訊息應在當時被完成，並且記錄完成日期。

4-9 RAPs 何時不足？
政府授予各機構評估住民的責任。照護品質的管理要求“每一個住民必須接
受到照護服務，而且機構需提供必要的照護服務，以達到或維持住民最高可能水
準的生理、心理、心理社會幸福感，並且，全面性評估和照護計劃必須一致”。
機構所提供或安排的服務也必須達到專業水準品質。為了遵守這些規定，機構必
須監督住民的健康狀況，並且給予適當的照護計劃介入。
MDS 只是一個篩檢的準則，它沒有詳細描述照護計劃與評估所需的所有因
子。在完成 MDS 時，評估者只是指出某個因子是否出現。就某個臨床狀況而言，
如果 MDS 指出了住民可能有的問題、需要或能力，則評估者需更仔細地觀察與
驗證住民的健康狀況。舉例來說，如果 MDS 指出住民肌肉萎縮，則進一步的記
錄應包含萎縮出現的數量、部位、以及每一個被影響的關節受限程度。此外，
RAPs 也幫助機構人員去蒐集這些臨床狀況的進一步資料。
除此之外，完成 MDS 或 RAPs 並不一定就履行了機構實施全面性評估的義
務。機構有責任評估與個別住民有關的部分，不管這些部分是否包含在 RAI 當
中。例如，MDS 就包含了那些在過去 3 天內影響住民功能或需要的診斷。而當
MDS 指出某些醫學問題時(如，不穩定的糖尿病、直立型低血壓)，就必須要有額
外評估這些因素的證據(如果這些因素與個別住民的照護計劃發展有關的話)。另
外，身體檢查的需要則是另一個例子(使相關的身體次系統的發現更詳細)。
有些機構則是創造了冗長又麻煩的評估準則來評估住民，這些準則是在實
施政府 RAI 之外再對每一個住民實施的。這並不是政府的要求，而且常常是不
理想的機構人力資源使用。額外的評估只需要進行與住民有關的因素。例如，如
果使用 MDS 並沒有指出有認知的問題，則不必再做多方面的認知狀態評估。同
樣地，使用測量相同事情的多個評估準則時常是濫用臨床資源。各科團隊的所有
成員應該要接受評估訓練，而且要有能力決定什麼是住民需要的，以及什麼是適
合住民的，而詳細的評估系統也不應該取代團隊成員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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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MDS、RAP 與照護計劃
本範例被建構於負責協調 RAI 和照護計劃過程的護士的觀點上。它組織了一系
列的步驟，並反應出照護團隊如何取得並應用 MDS 和 RAPs 上的訊息。
在此個案中有：
y 說明完成 MDS/RAP 評估(RAI)的過程以及個別照護計劃的制定。
y 目的在呈現 MDS 評估是如何引導你做進一步評估(藉由檢查被引發的
RAPs)以及進行照護計劃的制定。
y RAP 總結表是這個範例的一部份。它在說明這個特殊的評估表是如何協
助協調與促進評估資料和決策的流程。
在這個範例中沒有：
y 代表一個功能性的完整 MDS 評估、RAP 評估和照護計劃的過程。某些
評估範圍和照護因素並沒有在本例中呈現(即使非常合適)。

1.評估過程
我們從病歷記錄中的備註和照護者間的對話(表現出對住民住進機構頭幾天
的評估觀點)開始 MDS 的評估過程。即使 MDS 本身是在稍後才完成，這些範例
說明 MDS 和 RAP 評估訊息是從住進機構時開始蒐集的。
第一天(1995 年 8 月 24 日，孫先生從醫院住進機構)
在住進機構後，以下的 SOAP 記錄於 1995 年 8 月 24 日：
S：正在跟太太（美芳）講話的孫先生說：“過來和我坐，淑英。我好渴。拿一
點水給我。”(淑英是他 12 年前過世的妹妹)。他的太太說他從來不認為她是
他的妹妹，但自從他住進機構後，他就變得更混亂。
O：孫先生在左髖關節置換術後從醫院住進機構。他有五年的阿茲海默症疾病
史，而且參加醫院的認知障礙治療有三年之久。
根據醫院出院總結報告，孫先生對急診感到不安，而且在醫院時接受數次
肌肉注射 Haldol。經由靜脈注射液體之後，其脫水情形已經成功地被治療。
他非常混亂，比他太太之前說的更嚴重。我們對於診斷出來的泌尿道感染
使用新的藥物，如 ranitidine (Zantac),、Morphine、Bactrim DS。他在留院期
間受到身體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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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先生只對自己感到熟悉而且只對自己的名字有反應。他稱他的太太為妹
妹。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身在護理之家或是醫院中。他不斷在撫平他的睡衣
而且對服務燈感到不安。
A：急性的混亂可能與住進機構治療、藥物治療、泌尿道感染、疼痛和孤獨
有關。
P：為了安全因素，需嚴密監督。但不要使用約束物。在其睡醒後 15 分鐘
開始檢查。鼓勵他到房外活動。住民繼續接受 Bactrim DS 六天以上。詢
問醫師有關藥物治療的問題。請女兒帶一些孫先生喜歡的東西來幫他重新
定位。鼓勵常常來訪的家屬，跟他們解釋孫先生在認知方面的改變。嚴密
監督他的髖關節疼痛情形。用 Tylenol 治療以減輕他的不舒服。保持臨床
記錄上的疼痛紀錄表以評估疼痛處方的效果。
第二天(醫師在訪視孫先生後所做的記錄)
我今天在護理之家看見孫先生。他有五年的阿茲海默症病史，而且併發急
性混亂症狀。他在住院治療髖關節時，併發泌尿道感染、脫水和急性混亂。
即使脫水、感染、或藥物治療是認知改變的可能原因，但在此時尚無法確
定。他的太太說他在住進機構前排尿就有困難，他們認為那是正常的，因
為他之前曾經有前列腺腫大的病史。住進機構後，我停止他的止痛劑並開
使用 Tylenol，每六小時 650 毫克。同時，我將 Haldol 改成口服的方式並將
逐漸降低藥量。在這個過程完成前，繼續使用 Bactrim DS 但中斷使用
Zantac。他為什麼會這樣並不清楚，這對他的混亂情形可能是有影響的。在
接下來的七天監督他的進食與排泄情形。我將在星期一做進一步的檢查。
第四天(以下是護士和社工之間的對話，談論關於住進機構檢查所知道的事情。
這不表示此文件能夠說明各科評估的過程。同時本日還包括追蹤護理記錄和個別
的生理治療記錄。機構人員對於住民需求與治療的意識正在逐漸擴張。)

社工(SW)：
“我在孫先生住進機構的頭兩天和孫先生、他太太和他最大的女兒（珊珊）
談過。在對話中，孫先生無法回應簡單的問題。他很容易岔開話題而且會
專注於撫平他的睡衣。美芳和珊珊說他經常無法回答關於一些迫切性需要
的簡單問題，但是他會不停地談論關於木工和歌劇的事情。”
護士(N)：
“孫先生今天意識比較清楚。雖然他不記得之前見過我，但是他對自己的名
字有反應，而且說他不是在家裡而是在一個老人之家。他太太今天也有出
現，而且他叫對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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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雲鳳(早班護士)告訴我他的認知可能持續在改善，因為他的譫妄症狀已經
消除了。我已經將這件事告訴家屬，現在他們似乎安心了。”
N：“她可能是對的。UTI、脫水、止痛劑、Zantac 和 Haldol 可能對孫先生的急性
混亂產生作用，但是因為他患有阿茲海默症，所以很難評估他的基準線。”
SW：“他的家屬說他是一個合群的人，他喜歡參加社區中心的阿茲海默症成人日
間照護方案。他在五年前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但是他的女兒說他在真正
診斷前很多年就已經有問題了。”他太太也告訴我：孫先生在日常生活活動
(ADLs)的困難度愈來愈高。她必須將活動分割成數個小部份，尤其在穿衣
服方面，他特別需要提示。”
N：“昨天他做了住進機構的身體檢查。所有的事情看起來都沒有問題。前列腺
腫大造成某種程度的尿液瀦溜，這使他有更高的危險性發生泌尿道感染，
但是他的手術切口已經清除乾淨。他顯得水分足夠，而且病患服務員也說
他攝取了充足的水分。他繼續玩弄他的睡衣，這對他太太而言是一種新的
行為，但是這個行為正在消失。這可能代表著他的混亂情形有改善。我們
將繼續監視他的進食與排泄情形，以及急性混亂的認知情形。他有跌倒的
危險性。為了預防泌尿道感染，他仍須服用抗生素幾天。物理治療師今天
要來看他，我會把我們在對話中的發現做一個簡短的記錄。

護理記錄
已經和社工討論孫先生的健康情形。孫先生今天似乎“比較清楚”。他認識
別人，而且可以正確叫出他太太的名字，也知道自己不是在家裡面。他可
以認出他太太從家裡所帶來的東西(照片和歌劇海報)，而且他對寢具的不悅
已經減輕。他的混亂情形改善，我們認為他的認知已經回到基準線。在檢
查中，他顯得水分充足，根據病患服務員的報告，他的 I/O 充足。他只有在
走動時會感到輕微的不舒服，而且他正在有規律地接受 Tylenol。Haldol 的
劑量正在慢慢減少，而且他似乎沒有任何來自此藥物的負面影響。
王秀珠護理長
物理治療記錄
1995 年 8 月 14 日，他摔倒而且左側髖關節骨折。8 月 21 日的時候，他髖
關節置換成功，而且知道需要自己從事輕微負重活動。因為他的認知能力
變差以及其他的問題，除了在護理人員的陪伴下離開床到尿壺之外，他無
法走動。
根據他女兒(在家的時候照顧他的人)的說法，他摔倒是一次獨立事件。通
常，他會在房間內、成人日間照護中心走動，而且經常走動沒有發生問題。
參考住進機構的記錄，從住進機構治療結束後及住進本機構以來，直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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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和心跳均在正常的範圍內。
他在家裡跌倒是發生在凌晨 2 點。那天住民整天都非常的不安。他排尿困
難，而他的太太計劃在早上時帶他去看醫生。但是孫先生半夜起床並在屋
子裡遊蕩。他的太太企圖帶他回床上，但是他卻走進浴室，穿著衣服洗澡，
然後就跌倒了。他太太不確定他是滑倒還是摔倒。
檢查之後，他的血壓和心跳速度並沒有因為從躺著到直立而有直立型血壓
改變。他能夠在別人的看護下起床並站起來。在使用助行器時，他能夠安
全地走到走廊去。他對助行器確實感到困惑但能夠遵從我的要求。
這個住民已經做好承受所有重量的準備。機構人員應該每天監督和提示他
用助行器陪他走路三次。在他的床旁邊和門的旁邊放置寫著“孫先生，別忘
了你的推進器”(他對助行器的稱呼)的牌子。根據醫護人員的記錄，他能夠
閱讀，而且他遵從書面的簡單指令。
評估：孫先生因為最近髖關節骨折並經置換、認知受損、需使用助行器(他可能
會說他不需要)以及對居住環境產生混亂而有摔倒的危險。
計劃：嚴密監督、在走動時給予看護。每天至少在走廊上走動三次。兩個星期後，
慢慢增加距離，從房間到餐廳。
林明輝 P.T
第五天(使用 MDS 和 RAPs 蒐集與住民全面性評估有關的額外訊息的驗證範
例， )

護理記錄
住民在住進機構後有尿失禁的問題。在家的時候，他能夠自己上廁所(他的
太太會在出門前和睡覺前提醒他)。住民過去有前列腺腫大和尿液瀦溜的問題。
住民每天有排便而且排放適量的軟便。數位檢查的結果發現他的直腸內有殘渣。
他目前接受 Haldol 的劑量正在減少。我們預期他的失禁問題會因為 Haldol 的減
少和 UTI 的治療以及譫妄的減輕而有改善。在和他的太太討論並回顧 Hadol 和
Bactrim DS 兩種藥物的使用後，我們決定要檢查他的大腸與膀胱活動、水分的 I/O
以及膀胱脹大的評估。
王秀珠護理長

2.將資訊結合
以上是機構人員在住民住進機構的頭幾天所蒐集的訊息以及照護組織的活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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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診斷的範例。運用此資訊以及其他的資訊，機構人員將填滿其餘的 MDS。
每一個科別將完成他們被委任的部分，各科室所有輪班的人將正確地評估，最後
由協調護理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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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 RAP 指導方針進一步評估
RAP 的回顧與評估過程讓機構人員有時間去思考，並討論和住民有關的主
要部分。有很多的方法去組織這個評估過程，例如，由誰領導討論或評估、誰要
參與、住民、家屬及醫師如何參與。但是對每一個個案，機構人員應該要：
y討論被引發的問題以及任何的治療目標和相關的照護方式。
y確認主要的起因(為什麼問題會出現)
y回顧在 RAP 指導方針上的相關因素和混淆因素(亦即，造成問題或者增加
情況複雜度的事情)。
y確定和住民健康狀況與臨床決策有關的訊息已經被驗證，而且 RAP 總結
表指出了這些文件可以在哪裡被找到。
y進行照護方式的計劃
以下的 RAP 總結表指出：孫先生被引發的 RAPs、可以在哪裡得到驗證、
以及照護計劃是否被發展。在看 RAP 總結表前，你可能希望先回顧 MDS 以決
定有哪一個 RAP 被引發。以譫妄為例，以下是機構人員可能的進行方式。
1.就像在這裡所呈現的，
「RAP1：譫妄」在整個開始的評估期間被使用。很清楚
的是，孫先生在住進機構時就有混亂的情形，而且「RAP1：譫妄」被引發。
機構人員在住民住進機構的頭幾個星期檢查並獲得「RAP1：譫妄」的主要元
素。這個檢查的位置與日期被記錄在 RAP 總結表中。照護計劃的決定也在表
中被指出來。因為在這個個案中，主要的訊息非常清楚地被驗證，而且可以被
所有的機構人員取得，因此沒有必要在 RAP 總結表下做額外的驗證，而且也
不必再做標記與照護計劃。
2.在某些個案中，機構人員可能想要寫 RAP 評估的總結。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例如，記錄中的評估文件不完整、不清楚、太分散或者不夠集中。對機構人員
快速參考而言，整合訊息是有用的。如果是這樣，譫妄的總結記錄可能像以下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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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AP 總結表

身份證字號：A123456789

住民姓名：孫先生

病歷號碼：2QT2B28

1.在引發 RAP 時才勾選。
2.引發 RAP 後，使用 RAP 指示步驟確定未來需要評估的範圍；建立與住民狀態有關
的評估資訊文件。
•說明：
—自然狀態(客觀資料與病人主訴存在與否均包括)
—影響決定是否進行照護計畫的合併症與危險因子
—發展個人照護計畫介入時的考量因素
—需要由適當的健康專業人員進行未來的評估與歸因
•文件應該要支持你的決策：有關是否針對引發的 RAP 進行照護計畫以及是否要
針對特殊住民介入適當的照護計畫形式。
•文件可以出現在病歷上任何地方(例如病程記錄、諮詢記錄、流程表等)
3.在 RAP 評估文件位置的欄位下記錄在何處可以找到 RAP 評估的資訊。
4.引發 RAP 後，指出是否需要針對你評估後找出的問題訂立新的照護計畫，修正照護計畫，或繼續現在
的照護計畫。照護計畫決策欄位必須在完成 RAI(MDS 與 RAPs)後 7 天內完成。

A.RAP 問題範圍

(a)如果引發 RAP 評估文件的位置與日期
時，請打勾

1.譫妄
2.認知喪失
3.視覺
4.溝通
5.ADL 功能性復健潛能
6.尿失禁與導尿管
7.心理幸福感
8.情緒狀態
9.行為問題
10.活動
11.跌倒
12.營養狀態
13.管灌餵食
14.脫水/體液維持
15.牙齒照護
16.壓瘡
17.使用精神藥物
18.身體約束

9
9

(b)照護計畫決策—
如果記錄在照護計
畫中，請打勾
護理記錄：8/24、8/28 醫師記錄：8/25
9
醫師記錄：8/25 護理記錄：8/28
9

9
9
9

護理記錄：8/25
職能治療記錄：8/28 9/1
醫師記錄：8/25 護理記錄：8/24 8/28

9
9
9

9

社會服務記錄：8/24

9

9
9

RAP 總結記錄：9/6
護理記錄：8/24 物理治療記錄：8/28

9
9

9

I+O：8/24-9/2 護理記錄：8/28 醫師
記錄：8/25

9

9
9

RAP 總結記錄：9/5
醫師記錄：8/25 med kardex

9
9

1.負責 RAP 評估過程的協調護理師簽名

2. 月

日

年

□□—□□—□□□□
4. 月

3.完成照護計畫決策者簽名

日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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譫妄：RAP 總結範例一
孫先生住進機構時有急性混亂。自從住進機構後，他的認知已經變清楚。
譫妄的指標(如容易分心、對環境有警覺性與意識、不安)已經減輕但尚未完全消
失。孫先生有阿茲海默症，在描述心理狀態的基準線時，其家屬幫了很大的忙。
我們的團隊相信他的譫妄問題與 UTI、重新安置、Haldol、Morphine、Zantac、
以及脫水有關。到最後，因為問題消除所以正在減少 Haldol(在住進機構治療前
他並沒有使用此藥物)。Morphine 和 Zantac 已經中斷，並以 Bactrim DS 治療 UTI(完
成後接著做 U/A C+S)，監視 I/O 並鼓勵他攝取水分、而且家屬也幫忙以住民的
物品和生活例行事務製造一種像家的環境。
譫妄：RAP 總結範例二
孫先生在譫妄上被引發。團隊將使用 RAP 當作評估的指導方針(見護理記
錄：8/24/95、8/28/95、以及 8/25 的醫師記錄)。可能的起因已經被辨識出來，如
UTI、用藥情形、脫水、重新安置，而且也指出了治療的計劃。參考譫妄照護計
劃。

4.照護計劃舉例說明
以下是譫妄照護計劃的例子。它包含的是一般論點而不是特定的規則。也就
是說其目的在於呈現在照護計劃中評估過程的一般性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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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孫先生在未
來 30 天內將
會是安全的
而且不會受
傷

介入
評估
•晚上的時候在房間裡開夜燈
在過去 30 天內住民是安
•請家屬帶他熟悉的物品來(被單、照片) 全的而且沒有受傷。
•在房間內做 15 分鐘檢查，並鼓勵他到房
間外活動。
•參加低刺激的活動
•保持走道的清潔並避免雜亂
•醒著時每二小時上一次廁所，晚上時每
四小時一次。
•常常供給點心包括飲料。
孫先生的認 •依規定減少 Haldol
•住民的認知功能與之前
知功能在 30 •和醫師檢查所有的藥物
的基準線相同(根據家
天內回到基 •監督每天的水分攝取以評估水分的情形 屬、成人日間照護以及
準線
•檢查成人日間照護的記錄以對基準線有 醫院認知臨床人員的驗
更進一步的了解。
證)
•繼續使用 Tylenol 解除疼痛，並在物理治 •住民依照規定接受
療前以及住民顯得不安或退縮時給他 Tylenol，而且不再疼痛。
PRN 的藥物
孫先生和他 •基層醫療團隊與家屬會面商討照護工作 家屬與基層醫療團隊會
的家屬在 30
，並帶他們參觀機構
面並參觀這個單位。 孫
天內適應單 •讓家屬了解所有的照護
先生能夠認出自己的房
位環境(在最 •評估家屬對阿茲海默症與急性混亂的認 間而且在機構人員的鼓
少的監督
識。
勵下參加單位的活動。
下，認識自己 •使孫先生重新定位自己的房間和週遭的
的房間並參
環境。當混亂的情形減輕，讓他參與更
加單位的活
多的單位活動。
動)
住民在接下 •見尿失禁照護計劃。
•孫先生每天至少攝取
來的 30 天有 •小心地從餐盤中評估住民對於液體的攝 2000 毫升
適當的營養
取情形。在正餐中間供給補充液體。讓 •住民在正餐中間會補充
和水分(每餐
家屬決定住民最愛的液體，孫先生喜歡 飲料的供給
至少吃 3/4 的 巧克力牛奶和蘋果汁。
•皮膚彈性完整無損而且
食物，而且每 •檢查過去 3 天的進食和排泄表。如果每 黏膜濕潤
天至少喝 2 公 天沒有達到 2000 毫升則繼續供給水份。
升的液體)
•監督皮膚彈性和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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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MDS-RAPs 應用軟體之設計和推廣
研究小組參考日本與美國之 MDS-RAPs 軟體格式，自行研發設計軟體，系
統包括 MDS 資料輸入格式以及引發之 RAPs 項目，兩套系統聯結後可列印住民
之健康資料作為臨床病歷之參考，同時偵測住民的照護需要，形成長期照護機構
之臨床決策支援系統（clinical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使護理之家人
員能及時有效地掌握病情，並根據引發之 RAPs 項目擬定照護計畫，提供適切之
照護。目前兩套系統已設計完成，並將軟體安裝至護理之家進行資料輸入和臨床
決策支援之應用。
軟體在設計上採一般大眾熟悉的視窗操作面版，在畫面上點選後，住民的
健康資訊可以轉換成 MS Office 之 Access 檔，故使用者不須學 Access，就能獲
得資料庫檔，並且可提供統計分析之用。另外 RAPs 不須書面勾選，只要將住民
之 MDS 資料完成輸入與點選後，電腦軟體會自動聯結，將 RAPs 列出，護理人
員即可根據住民 RAPs 項目，瞭解可能的引發項目（Triggers）
，針對這些項目，
擬訂照護計畫，節省大量人工勾選的時間。此外，在設計上考量使用者方便性
（user friendly）的操作，故操作簡單，一般人很容易上手，因此 MDS 電腦化後，
日後要找尋資料，不須去翻書面評估，節省查閱時間，通常評估一位住民的資料
約十五分鐘，比書面評估節省時間，不過在使用 MDS 電腦應用軟體之前最好是
能熟悉書面的評估量表，以瞭解評估程序，加速評估速度。有關 RAPs 與引發項
目（Triggers）之間的關聯詳見附錄 2。
截至目前為止，以 MDS 評估表作為住民評估工具之護理之家共 52 家 2139
位住民，其中高雄市 30 家參與，佔所有收案數的 53%、高雄縣次之；而各縣市
MDS-RAPs 電腦應用軟體安裝方面，52 家參與評估之護理之家當中，約有一半
以上的護理之家已安裝電腦軟體，其他尚未安裝軟體之護理之家，將持續推廣輔
導，提供軟體操作之教育訓練及更新，並藉由使用者意見之回饋，修改軟體，讓
軟體之適用性與功能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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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參與評估家數、個案數及電腦軟體安裝現況
縣 市 別
屏東
高雄縣
高雄市
台南嘉義
台中
台北
總計

參與評估家數
2
10
30
4
4
2
52

個案數(%)
36(1.7)
331(15.5)
1138(53.2)
348(16.3)
177(8.3)
109(5.1)
213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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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裝家數 (%)
0(0.0)
9(90.0)
13(43.3)
4(100.0)
3(75.5)
1(50.0)
30(57.7)

第五章 將評估結果與個別照護計畫連結
評估
(MDS/其他)

決策
(RAPs/其他)

照護計畫發展

照護計畫施行

5-1 RAI 與照護計劃概論
本手冊強調概念的連結。亦即，良好的評估形成照護計畫的基礎，而且 RAPs
連結了 MDS 與照護計劃。
本章說明照護計畫不只是以住民問題為取向，而且也以住民獨特的特性、能
力和需求為取向。當照護計畫的施行與良好臨床實務的標準一致時，照護計畫就
變得切合實際、有說服力，而且代表可以提供具照護品質與符合住民生活需求的
最佳照護方式。
制訂照護計畫的過程是視住民為一個完整的個體，其基礎在於標準化的
MDS 項目和定義所測得的住民特色上。MDS 的設計使各專業團隊用這些詳細且
一致的定義觀察和評估住民。當 MDS 上的不同項目被檢查過，RAP 的過程就引
導機構人員使用這些訊息去評估已經引發的問題，並且到最後對這個人有一個全
面性的看法。
經 RAPs 評估住民後，就有機會制訂或修正照護計畫。引發出的 RAP 指出
需使用指導方針做進一步的評估。機構人員使用 RAP 指導方針決定是否需要新
的照護計畫，或者住民現存的照護計畫是否需要改變。即使評估過程中 RAP 沒
有“被引發”，各專業團隊在照護計畫中仍必須說明住民的問題。(參考第四章)
長期照護的照護計畫過程已經成為無數書本、期刊、會議與討論的主題。
他們通常討論的是強調照護計畫的結構或內容，而不是達到或維持住民最高健康
水準需要的活動過程。本章的目的不是要說明照護計畫的結構或格式，而是要加
強照護計畫、進一步評估、以及所有最後評估資訊的精華，並透過 RAP 指導方
針，得到一個達成個別住民需求的適當藍圖。一個適當的照護計畫是來自於專業
團隊對住民的分析，它是建立在對住民的可信賴的、一致的溝通上，而且是所有
團隊成員所能夠了解的。唯有所有專業團隊的成員和所有“現行的“照護人員都遵
從建立在共同知識基礎上的相同程序，才能確保對住民是有利的。
在適當執行下，評估結果與照護計畫過程將結合成以下這個密無縫隙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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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y視住民為一個“完全的”人，他有獨特的特色與能力。
y為了獲得住民功能狀態(MDS)的資料，將住民的功能分割成不同
的部分。
y重新聚集蒐集到的資料以確認住民可能有的問題(引發項目)。
y尋找可能的原因和危險性，以進一步評估可能問題，以及陳述致
病原因和危險性，以提供住民最高實際幸福感。
y在必要的監督與追蹤下，發展並施行以 RAI 過程所蒐集到的完整
評估資料為基礎的專業照護計畫。
y在之前所提到的時間間隔(如每季、每年、和發生健康狀況明顯改
變時)以 RAI 重新評估住民的健康狀況，並且適切地修正住民照
護計畫。

計劃照護的過程有幾個步驟，他們可能是同時發生也可能是依序發生的。以
下的說明可幫助各專業團隊在完成完整評估後，完成照護計畫：
1.RAI 過程(包括 MDS 和 RAPs)的完成是照護計畫決定的基礎。依照規定，
這個程序是由協調護理師單獨完成。但是，在理想上，RAI 的完成是凝聚
所有完成住民照護計畫發展的專業團隊成員的努力。
2.在討論中，團隊可能發現幾個問題狀況的原因是有相關的，但是對住民而
言卻似乎只有一個問題。他們也發現他們是孤獨且獨特的。而且，每一個
問題狀況的目標和處置方法可能互相重疊，因此，專業團隊可能決定在照
護計畫中將這些問題狀況結合。
3.在使用 RAP 指導方針評估住民之後，機構人員可能決定“被引發的”狀況不
會影響到住民的功能或健康，因此，不用在照護計畫中提到。
4.照護計畫主題(如住民問題、需要或能力)在 RAP 檢查文件中應有紀錄。這
個文件是由完成評估或參與照護計畫的個別機構成員所完成，也可以是專
業團隊成員記錄的結合。
5.住民、家屬、或住民代表人應該是討論團隊的一員或者是參加他們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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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計畫過程。為了得到進一步的建議、取得協議、或澄清發展特定目標
或處置程序的原因，個別團隊成員可能已經預先和住民、家屬或住民代表
人討論過照護計畫。
6.某些個案可能會拒絕專業團隊認為對住民達到最高健康水準有幫助的服
務或治療。這個住民的希望應記錄在病歷中。
7.當專業團隊確認了住民的問題、狀況、限制、功能水準的維持、或改變的
可能性，他們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以功能性的或行為的術語做說明(例如，
這個狀況對住民而言為什麼會是問題；這個狀況如何限制或妨害住民完成
日常生活任務的能力，或者是如何影響住民的幸福感。)

【範例】
y史先生無法獨立自主找到自己的房間
y王太太在直接照護人員給予個人照護時，打了直接照護人員一個耳光。
y因為呼吸短促，陳先生無法走超過 5 公尺。

8.專業團隊同意中期的目標將帶來客觀的結果。
9.中期目標應該是可測量的，而且要有一個完成評估的時間表。
10.目標的陳述應包括:
主詞－動詞－副詞－時間

【範例】
主詞
陳先生

動詞
走

副詞
上下五層樓 在一位病患
梯
服務員的協
助下

時間
未來 30 天內每天

11.依照評估的結論，照護目標的類型包括：改善、預防、緩和或維持。
12.機構人員用來協助住民達成目標的特定的、個別的步驟或處置程序將被
認同。這些處置程序說明照護指令，並提供所有人員照護的連續性。應寫
下所有人員都能了解的簡短、簡潔的指令。
13.最後的照護計畫應該要和住民或住民代表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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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這個目標和伴隨的處置方式應與所有的直接照護人員溝通(即未參與照護
計畫發展的直接照護人員)。
15.照護計畫的效果應該從一開始就被評估，並在需要時做修正。
16.在需要時，應該要改變照護計畫，而且應與專業標準及記錄(簽名和日期)
一致。照護計畫改變的溝通應不斷在專業團隊成員間進行。

5-2 制訂照護計畫的過程
為了說明 RAI 過程如何支持照護計畫，以及有哪些法令規定要求，本節整
理以美國法令對照護計畫必要條件的解釋指南為基礎的問與答。以下是有關
MDS 和 RAPs 評估過程中的相關問題與回答。
Q1.照護計畫是以預防功能或功能水準的惡化(可避免的)為導向嗎？
照護計畫是所有機構人員確保避免住民健康狀況惡化的指南。不只臨床問
題的解決是重要的(例如，壓瘡的治療)，預防進一步惡化也是重要的。例如，對
有壓瘡的住民，有關床上移動能力的方案以及改善住民情緒以提高起床意願的努
力，將提高減慢惡化的機會。同時，為了確保不發生功能惡化，必須有一個實際
經指導的努力，以期提供需要即刻關心的事情具有品質的照護。這就是專業團隊
儘可能避免住民的功能惡化而採取的“預防介入”。
Q2.照護計畫怎樣控制危險因子？
RAPs 是一個好的住民危險因素(會增加惡化機會或發展問題)鑑定者。在設
計一個有效的照護計畫時不能忽略危險因子。經由 RAP 檢查，專業團隊可以確
認出某些使住民有問題危險的特性。例如，當某些藥物改變時，住民可能突然有
跌倒的危險。專業團隊應鑑定出這個危險因素，並且認同必要的預防為照護計畫
的一部份(例如，直立型血壓測量一段時間)。
Q3.照護計畫建立在住民能力上嗎？
照護計畫通常被視做是機構人員解決或消弭住民問題的努力。因為這個看
法常常是對的，因此，各專業團隊應小心評估住民的能力，並且以它們來改善或
防止住民功能狀態的惡化。RAI 過程不只確認出關心的事也精確指出住民的活力
狀況。這些能力或活力狀況應該要被用於照護計畫過程，以改善住民的照護品
質，並透過改善住民的功能與自尊來改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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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照護計畫反應出目前的專業實務標準？
所有的機構人員能了解並使用目前的專業實務標準，是一件重要的事。這
可藉由日常工作、合適的室內訓練方案，或者是透過合格的外部訓練資源的使用
來達成。新的、更有效的治療方式和住民活動等一直被認定，如果將之放入照護
計畫中，將有利於住民。
Q5.治療目標有可測量的結果？
可測量的結果需要以目前對住民的認識來建立基準線(例如，在某時間內，
住民的行為或症狀出現多少次或者住民如何感到疼痛)。接下來，需要有一個目
標、目的或結果(例如，減少行為至某一個程度或者是減輕疼痛)。最後，需要有
方法測量住民的照護計畫是否使住民從基準線移動到目標結果。沒有可測量的結
果就沒有方法正確認定照護計畫已經成功。照護計畫是一個動態的驗證，它必須
不斷被評估，並以測得的結果為基礎做適當的修正。這個不斷的評估使相對於當
初基準線的住民變化得到重視—換言之，如果住民的健康惡化、保持不變、或比
預期的改善速度慢，則需要修正照護計畫。
Q6.與住民的治療目標或希望有關的訊息是否已經取得—特別是當住民希望拒絕
治療時？住民是否被告知充分的治療訊息，因此他可以做出已告知的抉擇？
如果可能的話，住民應該要參與計劃自己的治療。也就是說機構人員應告
訴住民他們想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以及他們是否相信這些目標可被達成。專業
團隊應保證住民對於特定治療會如何影響到他們所受到的照護以及他們的幸福
感具有所有必要的資訊，因此他們能夠對於是否要接受治療做出已告知的抉擇。
Q7.如果住民拒絕治療，照護計畫是否反應出機構人員找尋替代方法解決問題的
努力？
如果住民拒絕治療，則應在主治醫師、住民及家屬的協助下尋找其他的選
擇。通常，一個治療方法如果不被接受，另一個治療應該可以。例如，住民可能
拒絕服用抗憂鬱藥物來治療憂鬱症，應用心理健康專家的專業知識探索另一個住
民可行的行動。所以，照護計畫不只是指出住民拒絕治療，它應該要反映出處理
這個問題的其他目標與方法。讓對住民有平常基本認識，握有第一手資料的機構
人員(如病患服務員或活動中的助理)檢查可能的選擇。他們能夠使我們知道住民
為什麼拒絕照護以及怎樣找到一個更適當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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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專業專長是否被用於發展照護計畫以促進住民的功能？
對住民最了解的機構人員與對住民問題最有專長者協調，在照護計畫制定
過程中和住民及其家屬或其他代表一起工作，是極為重要的事。在急性照護機構
中，除非住民的狀況不穩定而且需要持續性的監控，否則照護醫療模式不一定是
照護計劃的驅力。關鍵在於找出那些影響住民每日幸福感的需求。這樣的需求涵
蓋大範圍而且在住民之間可能是不同的。
雖然護理人員通常是住民問題“第一線的反應者”，而且他們承擔最多的責
任，但是每一位專業團隊成員對於照護計畫制定過程都有獨特的見解與認識。因
此，每一位成員的貢獻都應該被探測出來與尊重。
Q9.機構人員以何種方式使住民、家屬和其他代表人參與照護計畫的制定？
就像政府的規定與本手冊中所強調的一樣，住民、家屬或其他住民代表人
都應參與照護計畫制定的過程。住民是描述在他的生活中什麼是有意義的最佳人
選；而家屬和朋友對於描述什麼對住民是重要的也有貢獻，尤其是當住民無法為
自己說話時。即使對住民和照護計畫知之甚詳，專業團隊成員不知道住民過去所
有會影響個人需求或處置方式的生活史與經驗。
欲發展一個合適的照護計畫(包括，住民個人的生活品質與照護需求品質)，
專業團隊成員應在評估與照護計畫制定過程中直接與住民、住民家屬、朋友和代
表人談論。如果有法定的代理人，機構人員應知道這個事實，而且這個人也應該
有機會參與評估與照護計畫制定過程。
Q10.在完成第一次的全面性評估之前，有沒有證據指出評估和照護計畫足以達成
新住院住民的需求？ 在住民住進機構後或發生健康狀況明顯改變之後，某些立即照護的照護計
畫必須產生。為了提供住民必須的照護(與住民住進機構時的生理和心理狀況一
致)，應記錄機構人員所需的立即照護命令( Physical orders for immediate care)。
這些命令至少需包括飲食、藥物(必要的話)、日常生活照護說明，以維持或改善
住民的功能，直到機構人員能夠執行一個全面性的住民評估並發展個別照護計畫
為止。
在 MDS 完成之前，各專業團隊可能希望先進行任何已經被認定的問題或潛
在問題的 RAP 評估。這個評估可以在各專業團隊完成 RAI 程序並做出最後照護
計畫決定時被驗證並且完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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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如果住民從醫院重新住進機構時身體受約束，而他之前是不受
約束的，則專業團隊應立即評估住民對受約束的需求。因為專業團隊知道
「RAP18：身體約束」是被 MDS 引發的，所以他們使用 RAP 來引導他們對住民
的評估，並且預先制定計劃來處理受約束的問題。當全面評估完成，專業團隊就
做出住民目前狀況與受約束需求的最後決定。
相似的，如果住民在第一次住進機構時或者再一次住進機構時膀胱失禁，
則醫師就會指出等待 7 天完成失禁問題的初步評估。因此，再一次地，
「RAP6：
尿失禁與導尿管」被用來引導立即的照護計畫介入。然後在完成全面評估之後，
RAP 評估的記錄就會被更新。
Q11.直接照護人員是否被全盤告知所提供的照護服務及預期的照護結果？直接
照護人員是否了解其他人所提供的照護服務，以及這些服務與預期的住民結果的
關係？
直接照護人員(如，病患服務員、護佐)必須直接參與照護計畫制定過程。直
接照護人員與專業團隊之間溝通的重要關鍵係為不可以誇大敘述。因為，直接照
護人員最常與住民接觸，所以他們可能最知道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問題與能
力。
未參與正式照護計畫決策過程的直接照護人員應被告知他們所提供的照護
服務是如何改善、維持或減少住民健康狀況與幸福感的惡化。如果不知道他們進
行特殊服務的理由，直接照護人員可能無法了解他們所提供給住民的照護服務與
該住民的預期結果的關係。相似的，為了使護理人員了解住民如何反應一個照護
計畫，直接照護人員的記錄是很重要的。對於如何施行方案、住民如何反應以及
特定的方案變化是否有用，該記錄皆為最佳的資料來源。
Q12.在長期照護上要考慮哪些方面？
以下六個一般照護計畫領域在長期照護中是有用的。這些並不是法令規範
的，而且也沒有包括所有的照護領域。要在照護計畫中放入什麼，最後是由住民
的健康狀態所決定。
功能狀態
利用 MDS 和引發項目，功能狀態的限制被確認。在使用 RAPs 引導進一步
的評估之後，所有需要照護計畫介入的狀況應出現在照護計畫中。在照護計畫
中，RAI 認定的狀況應清楚地與問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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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或重建性護理
住民的物理、職能、語言、心理和其他類型的復健潛能必須要被評估並計
劃照護。例如，無法活動的危險性應該要被評估，而且重建性護理介入要因此被
計劃，並且應該要適時地評估無法活動的併發症(因為虛弱、走路困難、姿勢問
題、垂足病、肌肉萎縮、水腫、便秘、鈣質流失、憂鬱、不安而使肌肉系統受損)。
這些評估應包括致病因子、特殊危險因子、臨床影響和轉介需要。
健康維持
健康維持包括監督目前正在被治療的疾病過程。這些包括需要監督的穩定
和不穩定的健康狀況，例如心臟問題、高血壓、鬱血性心臟衰竭、疼痛、脫水、
精神病等。如果住民因為這些狀況吃藥，則應定時監督水腫、活力狀況、血糖等。
各專業團隊也可能決定是否要在照護計畫中列出這些不再影響住民、被控
制的或不需再監督的問題。這將視團隊對於住民問題對整體健康狀況或幸福感的
影響的討論而定。
健康維持的其他方面包括臨終照護和特殊治療(如，腹膜透析或呼吸器支
持)。
離開機構潛能
每一個住民的離開機構的潛能應在進入機構時、每一年以及需要時被評
估。離開機構的潛能評估應著重在“住民安全離開機構前需具備哪些事情”上。如
果住民有離開機構的潛能或者他（她）是積極努力要離開機構，則在住民照護計
畫中應有記錄。
用藥情形
藥物治療的全面性評估一年至少要做一次。這個評估應記錄在病歷中的任
何地方，並且應包括劑量、頻率、存在的或可能有的副作用、相關的檢驗結果、
對照參數、以及使用的原因。藥師每個月檢查藥物的使用情形，並且和合適的機
構人員討論異常之處。
是否在照護計畫中提及藥物治療情形是各專業團隊的決定。例如，可能考
慮目前藥物使用情形的改變、多種藥物的使用、或者是會置住民於功能惡化危險
的藥物治療。照護計畫應該要提醒機構人員藥物對住民特定危險性的副作用。各
專業團隊可以認定一個藥物是達成一個目標的方式，然後應該要決定住民服用的
藥物是否列在被引發的 RAP 當中。如果有的話，藥物的使用必須要被評估為 RAP
的潛在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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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照護需求
有些機構將所有的住民日常需求和標準實際處置放在照護計畫中。住民特
定的以及超出正常情形的日常照護需求應在照護計畫中被提及。做這些決定時，
機構人員必須運用他們的專業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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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構名稱：

台灣版 MDS2.1 機構照護評估量表
用途：護理之家住民評估以及照護監測工具。
說明一：請完成完整評估與季評估表格內所有的問題。(時機：進入機構時、年
度評估、季評估、或有明顯的改變等)
說明二：

內請填寫數字或字母；

內，請採取勾選（ˇ）方式。

基 本 追 蹤 表
AA. 身份資料
1

姓名

2

性別

1.男

3

生日

□□—□□—□□□□

4

族系

1.閩南
2.客家
3.大陸出生
4.原住民
8.其他：

5

身份證字號

6
7

是否為低收入戶
評估理由

8

2.女

□□□□□□□□□□
0.否
1.是
1. 住進機構評估（初評估）
2. 年度評估
3. 季評估
4. 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
0.以上皆非（說明：

）

完成者簽名
簽名：

職稱：

日期：

行政院衛生署 高雄市衛生局 高雄縣衛生局 屏東縣衛生局 高雄醫學大學
共同執行
1

住 進 機 構 背 景 資 料 表
AB.人口學資訊
1 進入機構日期

□ □—□□—□□□□
月

日

2

進入機構前住所

3

先前居住地郵遞區號

4

前五年的機構居住史

5

職業(在兩個職業間劃
上〝/〞)
教育程度 ＊
1.不識字
2.民教班
3.小學畢業
4.國(初)中畢業

6

7

語言

8

心理健康史

9

與 MR/DD 相關
狀況

年

1. 住在家中/沒有居家護理服務
2. 住在家中/有居家護理服務
3. 老人之家
4. 安養之家
5. 護理之家
6. 急性照護醫院
7. 精神醫院，心智障礙(MR)/發展遲緩(DD)機構
8. 復健醫院
88.其他：

□□□
a.先前一直住在本護理之家
b.住在其他護理之家
c.老人之家
d.安養之家
e.精神醫院/心智健康機構(MH)
f.心智障礙(MR)/發展遲緩(DD)醫院
g.以上皆無

5.
6.
7.
8.

高中(職)畢業
專科畢業
大學以上畢業
其他：

主要使用之語言
1.國語 2.閩南語/台灣話 3.客家話
4.其他中國方言
5.其他語言：
住民病歷中是否指出有智能障礙、心理疾病或發展障礙？
0.否
1.是
【勾選與心智障礙/發展遲緩相關的所有狀況，MR/DD 是
22 歲以前即表露出來的，而且仍持續中】
a.不適用—沒有 MR/DD(跳答第 10 題)
有器質性狀況的 MR/DD
b.唐氏症
c.自閉症
d.癲癇症
e.其他與 MR/DD 有關的器質性狀況
f.沒有器質性狀況的 MR/DD

10 本頁完成日期

a
b
c
d
e
f
g

□□—□□—□□□□

2

a
b
c
d
e
f

AC. 日常習慣
1 日常習慣（以住進護理
之家日期的前一年為
準；如果是從其他護理
之家轉介入院者，一年
的條件則要往前延伸
到在社區內的時間）

(可複選)
如果無法得知所有的資訊，則僅需要勾選 y.無法得知
a.晚睡(例如晚上九點以後)
b.白天習慣打盹(至少一小時)
c.一星期出外一天以上
d.維持忙碌於嗜好、閱讀或日常固定的活動
e.花費很多時間獨處或看電視
f.獨自到戶外活動(適用者使用)
g.至少每天抽煙
h.以上皆無
飲食
i.有明確的食物喜好
j.大部份的日子，會在正餐間吃東西
k.至少每星期會使用酒精飲料
l.以上皆無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DL
m.大部份時間臥床
n.幾乎每天晚上都起床如廁
o.不規律的排便型態
p.洗澡時採淋浴方式
q.下午洗澡
r.以上皆無
活動
s.每天與親屬/親密朋友聯繫
t.通常會前往教堂、寺廟
u.熱烈追求信仰
v.喜歡動物
w.參加團體活動
x.以上皆無
y.無法得知—住民/家屬無法提供資訊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AD.完成者簽名
a.協調護理師簽名

b.完成日期

□□－□□－□□□□
其他人簽名

職稱

完成章節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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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完 整 評 估 表
註：除非特別指明時間，否則，以過去 3 天內的狀況進行評估。
A. 身份資料與背景資料
A1 姓名
A2 房間號碼

□□□□□

A3 預定評估完成日期

MDS 觀察截止日期

□□—□□—□□□□
月
A4 再次進入機構的日期

日

年

過去 90 天內，最近一次短暫離開機構前往就醫後再進入機
構的日期(如果進入機構少於 90 天者，則以最後一次評估或
最近一次進入機構的日期為準)

□□—□□—□□□□
月
A5 婚姻狀況
A6 病歷號碼
A7 最近照護給付來源

A8 評估理由

A9 責任/法定監護人
(可複選)

A10 病人臨終期的意願
(可複選)

日

1.未婚 2.已婚

年
3.鰥寡

4.分居

5.離婚

□□□□□□□□□□□□
a.有參加全民健保
最近在護理之家之費用給付來源：
b.政府福利補助
c.商業保險
d.自費
e.其他：
1.進入機構評估（初評估）
2.年度評估
3.季評估
4.健康狀況明顯改變評估
0.以上皆非（說明：
）
a.法定監護人
b.其他法定監護
c.永久委任（有關健康照護方面的決定）
d.永久委任（有關財務方面的決定）
e.家屬負責
f.住民自行負責
g.以上皆非
a.生存意願
b.不必施行復甦術
c.不必住院治療
d.器官捐贈
e.解剖要求
f.飲食限制
g.用藥限制
h.其他治療限制
i.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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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h
i

B. 認知能力
B1 目前是否處於昏迷狀 (持續像植物人的狀態/沒有辨識痛覺的能力)
態
0.否
1.是 (跳答至 G.大類)
B2 記憶(回想曾經學習過 a. 短期記憶—回想 5 分鐘前發生的事
或認識的事物)
0.短期記憶尚可
1.短期記憶有問題
b.長期記憶—回想較久以前的事
0.長期記憶尚可
1.長期記憶有問題
B3 記憶/回想能力
(勾選過去 3 天內住民能夠記得的項目)
a.目前的季節
b.自己房間的位置
c.工作人員的名字/面孔
d.他(她)身處於護理之家
e.以上皆無法回想記起
B4 日常生活事務決定處
0. 自主決定—決定一致且合理
理的認知能力
1. 不完全自主—面對新狀況有些困難
2. 輕度障礙－在特殊情況下會做出不好的決策
3. 中度障礙—決定能力差；需要提示指導
4. 重度障礙—從未/極少做決定
B5 譫妄指標－間歇性思
0. 沒有類似的行為出現
考/意識障礙
1. 出現過類似行為，但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記錄過去 3 天內的行
2. 出現過類似行為，住民過去 3 天內才發
為。說明：精確的評估
生異常現象(例如新開始的行為或變壞)
需要與工作人員及家
屬進行對話，這些人必
須對住民過去該段時 a.容易分心(例如難以專注；心思分岔到旁處)
間內的行為有所瞭解) b.對周遭環境事物知覺或意識的改變(例如微動嘴唇或對
不存在的人說話；認為其他地方有某人存在；日夜混淆
不分）
c.言談混亂無序(例如言談沒有條理、胡言亂語、說一些
沒有關連的話；沒有系統地談論主題；失去思考能力）
d.間歇性的不安(例如煩躁不安或撥弄皮膚、衣服、餐巾
等；頻繁地變換姿勢；重複身體移動的動作或大聲吼叫)
e.間歇性的倦怠(例如散漫遲鈍；眼冒金星；起床困難；
身體移動幅度小)
f.精神狀況隨著每天的事務起伏(例如有時較好有時較
差；有時會出現某些異常行為，有時正常）
B6 認知狀況的變化
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資
料為準)，住民的認知狀況能力的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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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a
b

c
d
e
f

C.聽覺/溝通
C1 聽覺

(可以使用助聽器)
0. 聽覺適當—可以正常交談、看電視、接聽電話
1. 輕度障礙－處於不安靜的環境時
2. 中度障礙－特別的狀況下才能聽到，說話者需要調整音調
的品質並說清楚
3.重度障礙—喪失可用聽覺
C2 溝通設備/技巧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使用者)
a.裝戴助聽器並經常使用
b.裝戴助聽器，不是經常使用
c.使用其他溝通技術(例如讀唇語)
d.以上皆非
C3 溝通方式
(勾選住民表達需求讓人瞭解的方式)
a.說話
b.寫字表達需求
c.美式符號或布來爾點字法
d.符號/動作/聲音
e.溝通板
f.其他
g.以上皆非
C4 讓別人理解自己表 (以任何方式表達)
達意思的能力
0. 完全能夠被理解
1. 通常能夠被理解
—遣詞用字有困難或完成思考過程有困難
2. 時常能夠被理解
－需要聽者鼓勵或者提供線索才能讓人理解
3. 有時候能夠被理解
—對於具體有形的要求才能讓人理解
4. 極少/從未讓人理解
C5 說話清楚

(記錄過去 3 天內說話的狀況)
0. 說話清楚—說話清楚，令人理解
1. 說話不清楚—說話含糊，口齒不清
2. 無法清楚—缺乏說話能力
C6 理解別人表達意思 (以任何方式理解)
的能力
0. 完全能夠理解
1. 通常能夠理解—可能會遺漏某部份訊息內容
2. 時常能夠理解－可能會遺漏某部份訊息內容但若給予提
示則能夠理解
3. 有時候能夠理解
—對於簡單、直接的溝通內容，能適當地回應
4.極少/從未理解別人的意思
C7 溝通/聽覺的變化

和 90 天前比較，住民的表達、理解能力或聽覺的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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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b
c
d
e
f
g

D.視覺
D1 視覺
(在充足的光線和戴
眼鏡的情況下的視
覺)

D2 視覺限制/困難

D3 是否裝戴視覺輔助
裝置
E. 情緒與行為型態
E1 憂鬱、焦慮、憂傷的
指標
(記錄過去 3 天內觀
察到的症狀，無論原
因)

0. 視覺適當
—能夠看到細微處，包括書報中的標準印刷體
1. 視覺有輕度障礙
—能夠看清楚大印刷體，但是無法看書報中的標準印刷體
2. 視覺中度障礙
—視覺受限；不能看清楚報紙的標題，但是能夠辨識物件
3. 視覺重度障礙
—辨識物件有困難，但是眼睛能夠隨著物件移動
4. 視覺極重度障礙
—沒有視覺或只能看到光、顏色或形狀；眼睛不能隨著物件移動
a.視野問題—視野減少(例如盤子的一邊遺留食物，難以環 a
視，會撞到人或物體，自己坐下時誤判椅子的
位置)
b.有下列情形—視覺出現光環或光暈；看到閃光；眼睛前有 b
掩蔽物
c
c.以上皆無
眼鏡；隱形眼鏡；放大鏡
0.否
1.是

0.過去 3 天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1.最近 3 天內有 1-2 天出現類似症狀
2.最近 3 天內每天出現類似症狀
口頭表示難過
a.住民做負面的陳述—如“什麼都不重要”；“不如死了算

a

了”；“有什麼用”；後悔活這麼久；“讓我死”。
b.一再提出相同的問題—如，“我要去哪裡”； “我要做什麼” b
c
c.重複相同的語句—如，大聲求救(“求老天爺保佑我！”)。
d.持續地和自己或別人生氣—如，容易焦躁；對護理之家的空間 d
場所安排生氣；對接受的照護服務生氣。
e
e.自我輕視—如“我什麼都不是”；“我沒用”。
f
f.表達莫名的恐懼—如，害怕被拋棄，孤獨，和別人同處。
g.一再陳述有可怕的事發生—如，認為自己快死了，有心臟病。 g
h.一再抱怨健康上有問題—如持續地尋求醫療照護，強迫性關心 h
身體功能。
i.一再抱怨或掛慮(與健康無關)—如不斷引起他人注意與確認 i
有關日常事務、飲食、洗衣、穿衣等相關活動。

睡眠週期
j.早晨起床情緒不佳
k.失眠/睡眠型態的改變
憂傷、冷漠、焦慮的表情
l.臉部表情憂傷、痛苦、憂慮—如皺眉
m.經常哭泣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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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l
m

n.重複移動身體—如來回踱步，絞扭雙手，侷促不安，煩躁，

n

撥弄皮膚

喪失興趣
o.逃避有興趣的活動—如對較長時間的活動或與家人朋友接觸 o
不感興趣

E2 情緒持續

E3 情緒變化

p
p.減少與他人的互動
過去 3 天內住民出現一項或多項憂鬱、憂傷或不安的情緒
徵象，在嘗試進行安慰、鼓勵、再保證後，仍不易改變其
情緒
0. 沒有類似的情緒出現
1. 出現過類似情緒，容易改變
2. 出現過類似情緒，不容易改變
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資料
為準)，住民的情緒狀況的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E4 行為問題
(A) 過去 3 天內行為問題出現的頻率
0.過去 3 天內沒有出現類似症狀
1.過去 3 天內類似行為出現 1 天
2.過去 3 天內類似行為出現 2 天
3.每天發生類似行為

(B) 過去 3 天內行為問題改變情形
0.未存在類似行為或行為容易改變
1.行為不容易改變

(A)

E5 行為問題變化

a
a. 遊蕩(沒有合理目的的移動，似乎沒有注意到安全)
b
b.語言暴力(恐嚇他人、尖叫、大聲咒罵)
c
c. 肢體暴力(打人、推撞、抓人、性暴力)
d.社會上不恰當/破壞性的行為(製造噪音，尖叫，自虐， d
在公共場合性交或寬衣解帶，弄髒自己/亂丟食物、排
泄物，堆積物品，亂翻他人物品)
e
e.抗拒照護(抗拒服藥/注射，ADL 的協助或進食)
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
資料為準)，住民的行為問題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8

(B)

F. 心理幸福感
F1 主動/參與感

F2 不穩定的人際關係

F3 過去的角色

a.容易與他人相處
b.容易融入有計畫、有結構的活動
c.容易融入自發性活動
d.建立自己的目標
e.積極參與機構生活(例如結交朋友；參與群體活動；正向
回應新活動；參與宗教服務)
f.接受邀請參與多數的團體活動
g.以上皆非
a.私下/公開與工作人員爭執或反覆批評工作人員
b.不滿其室友
c.不滿室友以外的住民
d.公開與家人朋友爭執、對其發怒
e.與家人或朋友沒有聯絡
f.最近失去親密的家人/朋友
g.不容易適應日常生活上的改變
h.以上皆非
a.高度認同過去的角色與生活狀態
b.對失去的角色/地位表示憂傷/憤怒/空虛感
c.住民知覺到日常生活事務與過去社區內的生活形態不同
d.以上皆非

G. 生理功能與身體問題
G1 ADL 自我執行能力(記錄過去 3 天內住民的表現，不包括 ADL 訓練)
0. 完全獨立—沒有協助或監督；或是過去 3 天內只提供 1 或 2 次協助監督
1. 只需要安排協助－提供器皿或器具在住民唾手可得之處 3 次或 3 次以上。
2. 需要監督－過去 3 天內需要人監督、鼓勵或提醒 3 次或以上；或者需要接
受監督(1 次或 1 次以上)加上 1 或 2 次的肢體協助（合計 3 次或 3 次以上
的協助）
3. 部分協助－住民能參與活動，接受需指示下的肢體協助或不需承負重的協
助 3 次或 3 次以上；或者在此期間只接受合併非負重協助和 1 或 2 次較多
的協助(合計 3 次或 3 次以上的肢體協助)。
4. 廣泛的協助－在過去 3 天內，住民能夠自己執行一部份的活動（50％以
上），但以下的活動需要 3 次或 3 次以上的協助：
－負重協助（例如，單腳或雙腳負重、軀幹負重）
。
－（有時）完全由機構人員代替執行一項活動或次活動。
5. 最大的協助－住民參與少於 50％的活動，且接受完全的協助在 3 次或 3 次
以上。包括由機構人員協助進行住民沒有做到的 50％的活動。
6. 完全依賴－3 天內所有的時間都需要由機構人員代為執行 ADL。
8.沒有此項活動發生－在過去 3 天內，此項活動未被住民或機構人員執行。
換句話說，某特定行為根本沒有發生。
a. 床上移動能力
b. 移(轉)位
c. 在室內走動

住民如何變換臥姿、翻身、移動位置
住民如何在兩位置(床、椅子、輪椅、站姿)間移動，不包括前往
浴室和廁所
住民如何在室內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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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h
a
b
c
d

d. 在門廊上走動
e. 單位內活動
f. 單位外活動

g. 更衣

h. 進食
i. 如廁

j. 個人衛生
G2 沐浴

G3 平衡感測試
(記錄過去 7 天
內測得的能力)
(參閱訓練手冊)

住民在單位內的門廊走動情形
住民在同樓層中的房間與鄰近走廊之間的活動情形，可以使用輪
椅等裝置
住民如何在單位外的場所間活動(例如進餐、活動或治療區)；如
果機構只有一層樓，則是指住民如何在同樓層中較遠距離的區域
間移動，可以使用輪椅等裝置
（A）上半身更衣：住民如何穿、脫腰部以上的衣物（家居服、
內衣）
。包括義肢、矯正器、扣子、套頭毛衣
（B） 下半身更衣：住民如何穿、脫腰部以下的衣物（家居服、
內衣）
。包括預防血管阻塞的襪子、皮帶、褲子、裙子、鞋
子、扣子
住民如何進食、喝飲料(不論技巧)，包括以其他方式攝取食物(例
如管灌餵食、完全非經腸道的營養攝食)
（A） 如廁－住民如何使用廁所、便盆、尿壺、坐上或離開廁盆、
如廁後自我清理、換尿片、處理特別裝置(人工造口或導尿
管)、整理衣服。
（B） 移（轉）位到廁所－住民如何進出廁所或上下便盆。
住民如何保持個人衛生，包括梳頭、刷牙、刮鬍子、整理儀容、
洗臉和洗手、清潔私處(不包括洗澡沐浴)。
（A）沐浴－住民如何淋浴、坐浴、擦澡。不包括洗頭髮、洗背
和移（轉）位到浴室。包括清洗身體的任一個部位：手
臂、大腿、小腿、胸部、腹部、陰部。
（B）移（轉）位到浴缸或淋浴－住民如何進沐浴缸或如何走
去沐浴。

（A）

（B）

（A）
（B）

（A）

（B）

0. 可以維持所要求的姿勢
1. 不穩定，但是不需要身體上的支持，即可再自行取得平衡
2. 測試期間需要部份的身體支持；或是沒有遵從測試指令的
站立或坐下姿勢
3. 沒有身體上的協助不能測試
a.站立時的平衡感
b.坐下時的平衡感—姿勢，身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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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G4 關節活動度限制
(參閱訓練手冊，記
錄過去 3 天內妨害
日常生活功能或使
住民處於危險
或被傷害環境
的限制)

G5 活動方式

G6 移（轉）位方法

G7 活動分割

G8 ADL 功能復健潛能

G9 ADL 功能的變化

（A） 關節活動度

（B）自主性運動

0.完全沒有限制

0.沒有喪失功能

1.身體一側受到限制

1.喪失部分功能

2. 身體兩側均受到限制

2.完全喪失功能
(A)

a. 頸部
b.手臂—包括肩膀或手肘
c. 手—包括手腕或手指
d.腿—包括髖關節或膝蓋
e. 足部—包括腳踝或腳趾
f. 其他的限制或失能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使用者)
a.手杖/助行器/護木
b.自行轉動輪椅
c.他人轉動輪椅
d.主要以輪椅作為活動工具
e.以上皆非
a.所有時間或大部份時間均臥床不起
b.使用床欄進行床上的翻身或擺位
c.以人力負重
d.以機械負重
e.移（轉）位輔助器(例如滑板、吊架、手杖、助行器、護
木)
f.以上皆非
過去 3 天內，是否將某些或全部的 ADL 活動切割成小步驟
(亦即，使用手冊上規定的動作)，且住民均能夠服從指示進
行該分解動作
0.否
1.是
a.住民相信至少在某些 ADL 活動中能夠增加其獨立性
b.直接照護人員相信住民至少在某些 ADL 活動中能夠增
加其獨立性
c.住民能夠進行工作/活動，但是非常緩慢
d.白天與晚上的 ADL 自我表現與所需要的支持不同
e.以上皆非
與 90 天前住民的 ADL 自我表現狀態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資料為準)，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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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c
d
e
a
b
c
d
e
f

a
b
c
d
e

H. 過去 7 天的大小便自制情形
H1 大小便自制情形
a.膀胱失禁
0.無失禁—完全能夠控制
1.裝置導尿管時能禁制－使用任何形式的導尿管或集尿器
時能夠控制而不漏出尿液
2.通常無失禁—失禁現象一週 1 次以下(含 1 次)
3.有時失禁—失禁現象一週 2 次以上(含 2 次)，但不是每天
發生
4.經常失禁—每天都會發生失禁現象，但有時能夠控制(例
如白天時間)
5.完全失禁—不能充分地控制，失禁現象每天發生很多次
8.未發生此項行為－膀胱中無尿液排出，例如，血液透析

b.排便失禁
0.無失禁—完全能夠控制
1.裝置造口時能禁制－當使用造廔口時可以控制
2.通常無失禁—失禁現象一週 1 次以下(含 1 次)
3.有時失禁—失禁現象一週 2 次以上(含 2 次)，但不是每天
發生
4.經常失禁—每天都會發生失禁現象，但有時能夠控制(例
如白天時間)
5.完全失禁—不能充分地控制，失禁現象每天發生很多次
8.未發生此項行為－過去 7 天未排便
H2 排便型態

H3 用具與計畫

H4 排尿自制情形變化

a
a.排便型態規律—至少每 3 天排便 1 次
b
b.便祕
c
c.腹瀉
d
d.糞塊嵌塞
e
e.以上皆無
a
a.任何規律性如廁計畫
b
b.排尿再訓練計畫
c
c.外部導尿管(尿套)
d
d.留置性導尿管
e
e.間歇性導尿管
f
f.未使用廁所/便器/尿器
g
g.使用襯墊/尿布
h
h.灌腸/灌洗
i
i.造口術
j
j.以上皆無
與 90 天前比較(若進入機構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資料為
準)，住民的排尿控制情形改變為：
0.沒有改變
1.改善
2.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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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疾病診斷
勾選與住民 ADL 狀況、認知狀況、情緒行為狀況、醫藥治療、護理監測或死亡危險率有關的疾
病(不必勾選已經不活動的疾病) (如果沒有適當選項，請勾選 uu.以上皆非)
I1 疾病
內分泌/新陳代謝/營養疾病
a
a.糖尿病
b
b.甲狀腺功能亢進
c
c.甲狀腺功能低下

心臟/循環系統疾病
d.動脈硬化性心臟病(ASHD)
e.心律不整
f.鬱血性心臟衰竭
g.深部靜脈栓塞
h.高血壓
i.低血壓
j.末梢血管疾病
k.其他心臟血管疾病

d
e
f
g
h
i
j
k

肌肉骨骼疾病
l
m
n
o
p

l.關節炎
m.髖關節骨折
n.截肢
o.骨質疏鬆症
p.病理性骨折

神經學疾病
q.阿滋海默症
r.失語症
s.腦性麻痺
t.腦血管意外/中風
u.失智症(阿滋海默症除外)
v.一側偏癱/半身輕癱
w.多發性硬化症
x.下身麻痺
y.帕金森氏症
z.全癱
aa.唐氏症
bb.唐氏症以外的智能障礙
cc.痙攣
dd.暫時性腦部缺氧(TIA)
ee.創傷性腦部傷害

q
r
s
t
u
v
w
x
y
z
aa
bb
cc
dd
ee

精神疾病
ff.焦慮症
gg.憂鬱症
hh.躁鬱症(兩極化疾病)
ii.精神分裂症

ff
gg
hh
ii

肺部疾病
jj.氣喘
kk.肺氣腫/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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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kk

I1 疾病(續)

感覺疾病
ll
mm
nn
oo

ll.白內障
mm.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
nn.青光眼
oo.黃斑性退化

其他

I2 感染

I3 其他最新的或較詳
細的診斷或 ICD-9
碼

pp.過敏症
qq.貧血症
rr.癌症
ss.腎衰竭
tt.脫水
uu.以上皆非
(如果沒有合適的選項，請勾選以上皆非)
a.抗生素抗藥性感染(如葡萄球菌產生抗藥性的 Methicillin)
b.梭狀芽孢桿菌感染(C.diff)
c.結膜炎
d.HIV（愛滋病）感染
e.肺炎
f.呼吸道感染
g.敗血症
h.性傳染病
i.結核病
j.過去 30 天內泌尿道感染
k.病毒性肝炎
l.傷口感染
m.以上皆非

pp
qq
rr
ss
tt
uu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a.

□□□□. □□

b.

□□□□. □□

c.

□□□□. □□

d.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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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健康狀況
J1 有問題的狀況

(勾選過去 3 天內所有的問題，除非有其他的時間區間限制)
液體狀態指標
a
a.7 天內體重增加或減少 1 公斤以上(含 1 公斤)
b
b.因為呼吸短促無法平躺
c
c.脫水—排出量超過攝取量
d
d.水分不足—耗盡過去 3 天內提供的液體沒有全部用完
其他
e
e.妄想
f
f.暈眩
g
g.水腫
h
h.發燒
i
i.幻覺
j
j.內出血
k
k.過去 90 天內的復發吸入性肺炎
l
l.呼吸短促
m
m.昏厥
n
n.步伐不穩
o
o.嘔吐
p
p.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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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疼痛症狀
(記錄過去 3 天內疼
痛的最高程度)

J3 疼痛位置

J4 意外傷害

J5 狀況的穩定度

a. 頻率—住民抱怨或出現疼痛徵兆的頻率
0. 沒有疼痛(跳答 J4)
1. 未到每天疼痛
2. 每天發生疼痛
b.強度—疼痛強度
1.輕微疼痛
2.中度疼痛
3.極度疼痛
(如果疼痛現象存在，請勾選下列選項)
a.背部疼痛
b.骨頭疼痛
c.進行平常活動時的胸痛
d.頭痛
e.髖關節疼痛
f.切口疼痛
g.關節疼痛
h.軟組織疼痛(例如組織病變、肌肉)
i.胃痛
j.其他
(勾選下列選項)
a.過去 30 天內跌倒
b.過去 31-180 天內跌倒
c.過去 180 天內的髖關節骨折
d.過去 180 天內的其他骨折
e.以上皆無
a.住民認知、ADL、情緒、行為型態的疾病 或狀況不穩
定(變動、不穩定或變差)
b.住民遭受急性狀態或因為再發性或慢性的問題引起發炎
c.疾病末期，只能活 6 個月以下(含 6 個月)
d.以上皆無

16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a
b
c
d

K. 口腔/營養狀況
K1 口腔問題

a. 咀嚼問題
0.否 1.是
b.吞嚥問題
0.正常
1. 進食固體食物時改變食物型態（例如：粥）
2. 吞嚥固體食物與液體時均需改變食物型態（糊狀食
物、稀的飲料）
3. 合併使用口腔餵食與管灌餵食
4. 未經口腔進食（NPO）

K2 身高與體重

K3 體重變化

K4 營養問題

K5 營養途徑

c.嘴巴疼痛
0.否
1.是
a.身高（公分）
b. 體重（公斤）
體重以過去 3 天內最近一次測量的為準，測量時依據機構標準實施步
驟進行—例如上午排泄後，進餐前，脫鞋，著睡衣
a.體重是否減輕
—過去 30 天內減輕 5％以上(含 5％)；或是
過去 180 天內減輕 10％以上(含 10％)
0.否
1.是
b.體重是否增加
—過去 30 天內增加 5％以上(含 5％)；或是
過去 180 天內增加 10％以上(含 10％)
0.否
1.是
a
a. 抱怨食物的味道
b
b. 固定或反覆地抱怨饑餓
c
c. 大部份的餐點有 25％以上(含 25％)的食物未食用
d
d. 以上皆無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的狀況)
a
a.非經腸道/IV
b
b.管灌餵食
c
c.機械處理過的食物
d
d.注射器(口腔餵食)
e
e.治療性飲食
f
f.正餐間補充的飲食
g
g.特製餐具
h
h.體重改變計畫
i
i.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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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 非經腸道的或是腸 (如果沒有勾選 5a 和 5b 者，請直接跳答 L.大類)
道的攝取營養
a. 記錄住民過去 3 天內透過非經腸道或管灌餵
食方式接受的全部的熱量卡數
0. 完全沒有以該方式攝取熱量
1. 1% ~ 25%
3.51% ~ 75%
2. 26% ~ 50%
4.76% ~ 100%
b.記錄過去 3 天內經由 IV 或管灌餵食方式每天攝取液體平均量
0.完全沒有以該方式攝取液體
1.每天 1~500cc
2.每天 501~1000cc
3.每天 1001~1500cc
4.每天 1501~2000cc
5.每天 2001cc 以上(含 2001cc)
L. 口腔/牙齒狀況
L1 口腔狀況與疾病預
防

M. 皮膚狀況
M1 潰瘍(不論原因)

M2 潰瘍形式

M3 治癒的潰瘍病史

a.晚上就寢前口腔內有食物碎屑(軟性、容易移除的物質)
b.有全口假牙或可摘除的牙橋
c.有一些/全部的自然齒存留下來—沒有或沒有使用假牙
(或局部的假牙床)
d.牙齒破裂、掉落或蛀牙
e.牙齦發炎(牙齦炎)；牙齦腫脹或流血；口腔膿瘍；潰瘍或
發紅疹
f.每天由住民自己或工作人員清潔牙齒/假牙或每天作口腔
照護
g.以上皆無

(記錄每一潰瘍分期的潰瘍數目—不論致病原因，如果沒有
該潰瘍分期存在，則填寫 0；若有 9 個以上：含 9 個，則
填寫 9)
a.第 1 期—皮膚持續紅腫(皮膚沒有破皮)，當壓力解除
後，仍然不會消失
b.第 2 期—表皮脫落，臨床症狀有擦破、起水泡的跡象，
或是有淺火山口狀傷口
c.第 3 期—皮膚厚層完全脫落，露出皮下組織，有深火山
口狀傷口，不論有無侵蝕附近組織的現象
d.第 4 期—皮膚厚層與皮下組織脫落，露出肌肉或骨頭
(針對下列形式的潰瘍，依據 M1 的項目，記錄過去 3 天內
出現的最嚴重潰瘍分期—如果沒有潰瘍，記為 0)
a. 壓瘡—受到壓迫導致基本組織障礙
b. 滯積性潰瘍—因為下肢循環不良的一種開放性病變
在過去 90 天內，住民是否有已經治癒的潰瘍
0.否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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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a
b
c
d

M4 現存其他皮膚問題
或病變

M5 皮膚治療

M6 足部問題與照護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的狀況)
a.破皮淤傷
b.灼傷(二或三級)
c.除了潰瘍、紅疹、切割以外的開放性病變
d.紅疹—如對摩疹、濕疹、藥物紅疹、熱紅疹、帶狀泡疹
e.降低皮膚對疼痛或壓迫的敏感性
f.皮膚撕裂或切割(手術除外)
g.手術傷口
h.以上皆無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發生的狀況)
a.放在椅子上減緩壓迫的裝置
b.放在床舖上減緩壓迫的裝置
c.翻身/移（轉）位計畫
d.為照護皮膚問題介入的營養或保持水分活動
e.潰瘍照護
f.手術傷口照護
g.包紮(有無局部用藥均包括，足部除外)
h.使用軟膏/藥物(足部除外)
i.其他預防性或保護皮膚的照護(足部除外)
j.以上皆無
(在下列選項中勾選過去 3 天內發生的狀況)
a.住民有 1 種以上(含 1 種)足部問題—例如雞眼、皮膚硬化
b.足部感染—例如蜂窩組織炎、流膿
c.開放性足部傷口
d.過去 90 天內指甲或硬化部份的修剪
e.接受預防性或保護性的足部照護(例如使用特製的鞋具，
嵌入物品，襯墊，分開腳趾的裝置)
f.包紮(有無局部用藥均包括)
g.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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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N. 娛樂活動型態(如果住民處於昏迷狀態，則跳至 O.大類)
N1 清醒時間
住民大部份時間均清醒的時段為(即該時段中小睡打盹不超
(勾選過去 3 天內清 過 1 小時)
醒的時間)
a.早上
b.下午
c.晚上
d.以上皆無
N2 參與活動的平均
時間(即清醒時不需
要接受治療或 ADL
照護的時間)
N3 喜愛的活動環境

N4 喜愛的一般活動(適
合住民現在的能力)

N5 每天例行活動改變
的傾向
（記錄住民希望每
天例行活動改變的
程度）

0.大部份時間—大於 2/3 的時間
1.有時—1/3 至 2/3 的時間
2.短時間—少於 1/3 的時間
3.沒有任何時間參與活動
a.自己的房間
b.日間活動室
c.在護理之家內/離開單位
d.機構外
e.以上皆無
(勾選住民較喜歡的活動，不論活動是否為住民現在可得者)
a.撲克牌/其他遊戲
b.工藝/藝術
c.運動
d.音樂
e.閱讀/寫作
f.心靈/宗教活動
g.旅遊/購物
h.到戶外散步/推輪椅散步
i.看電視
j.園藝或種植
k.談話或交談
l.協助他人
m.以上皆無
a. 住民現在參與的活動類型
0.不需要改變
1.輕微改變
b.住民參與活動的範圍
0.不需要改變
1.輕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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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b
c
d
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2.大幅度改變

a.

2.大幅度改變

b

O. 用藥情形（過去 7 天內）
O1 藥物種類
記錄住民過去 7 天內使用的不同藥物種類數，如果沒有用
藥，則填 0
O2 新的藥物治療
(記錄住民最近是否曾經接受藥物治療，而該治療是在過去
90 天內開始的)
0.否
1.是
O3 注射
不論接受的方式為何，記錄住民過去 7 天內注射的天數，
如果沒有接受注射，則填 0
O4 接受右列藥物的
記錄過去 7 天內接受精神藥物的天數；
天數
如果住民使用一星期以上給藥一次的長效型藥物，則填 1，
如果沒有使用，則填 0。
a.抗精神病劑
b.抗焦慮劑
c.抗憂鬱劑
d.安眠藥
e.利尿劑

種

天

a
b
c
d
e

P. 特殊治療與處置程序
P1 特殊治療、處置程序 a. 特殊照護—勾選過去 7 天內接受的治療或計畫
與計畫
治療
a
a.化學療法
b
b.透析
c
c.靜脈內給藥
d
d.攝取/排出液體量
e
e.監控急性臨床狀況
f
f.造口照護
g
g.氧氣治療
h
h.放射線治療
i
i.抽痰
j
j.氣管切口照護
k
k.輸血
l
l.呼吸器
計畫
m
m.酒癮/藥癮治療計畫
n
n.阿滋海默症/癡呆症特殊病房
o
o.安寧照護
p
p.兒科病房
q
q.喘息照護
r.訓練重返社區的技能(例如服藥、處理家事、購物、使用交 r
通工具、日常活動)
s
s.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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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天
天
天
天

P1 特殊治療、處置程序 b.治療
與計畫（續）
—記錄過去 7 天內下列治療施行的天數與總時數(每天至少施行 15
分鐘)。如果沒有施行類似治療或每天施行時間少於 15 分鐘者，則
填0
(A)=施行 15 分鐘以上的天數
(B)=過去 7 天內提供的總時數
(A)
(B)
a.語言病理學/聽覺學服務
a.
天
分
b.職能治療
b.
天
分
c.物理治療
c.
天
分
d.呼吸治療
d.
天
分
e.精神治療(由取得執照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執 e.
天
分
行)
P2 針對情緒、行為、認 (勾選過去 7 天內使用的介入活動或策略)
a
知喪失的介入計畫
a.特殊行為問題評估計畫
b
（可複選）
b.過去 90 天內由持有執照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評估
c
c.團體治療
d.針對特殊住民計畫性的改變環境，以定位情緒/行為/意識 d
型態—例如提供便於搜尋方向的櫥櫃
e
e.重新定向—例如提供線索指示
f
f.以上皆無
P3 護理復健/復原
記錄過去 7 天內下列復健或復原活動提供施行的天數。
照護活動
※每天至少要施行 15 分鐘以上(含 15 分鐘)。如果沒有施行
類似活動或每天施行時間少於 15 分鐘者，則填 0
a
a. 關節活動度(被動的)
天
b
b.關節活動度(主動的)
天
c
c. 護木或支撐裝置協助
天
日常生活活動訓練與技能施行：
d
d.床上移動能力
天
e
e.移（轉）位
天
f
f.走動
天
g
g.更衣或梳洗
天
h
h.進食或吞嚥
天
i
i.截肢/義肢照護
天
j
j.溝通
天
k
k.其他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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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裝置與約束物
(身體約束)
(記錄過去 7 天內使
用的狀況)

P5 急性醫院住院
P6 急診次數
P7 醫師診察

P8 醫師處置

P9 異常檢驗值

0.完全沒有使用
1.有使用過，但不是每天使用
2.每天均使用
a.在床舖所有開放的位置完全圍上欄杆
b.在床舖周圍使用其他形式的欄杆(例如一半的欄杆，或只
有一邊有欄杆)
c.軀幹束縛物
d.四肢束縛物
e.以椅子限制起身
記錄住民過去 90 天內住院的次數(如果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
次評估的日期起算) (如果沒有住院，請填 0)
記錄住民過去 90 天內急診(未入院)的次數(如果未滿 90 天，
則以上一次評估的日期起算) (如果沒有急診，請填 0)
過去 7 天內，病人有多少天接受醫師診察？(包括機構內或診
所內的診察)(如果未滿 7 天，則以進入機構的日期起算) (如果
沒有，請填 0)
過去 7 天內，醫師有多少天曾更改對住民的處置？(不包括沒
有改變而重新謄寫的處方)(如果尚未住滿 7 天，則以進入機構
的日期起算) (如果沒有，請填 0)
過去 90 天內(或從進入機構起算)住民是否有異常的檢驗值？
0.否
1.是

Q. 離開機構可能性與整體狀況
Q1 離開機構的可能性
a. 住民是否表達過想要回到社區
0.否
1.是
b.住民的支持者對其離開機構是否表達正向的態度
0.否
1.是
c.短期住進機構的計畫—90 天內離開機構的計畫(不包括死
亡)
0. 沒有離開機構的打算
1. 30 天內會離開機構
2. 31-90 天內會離開機構
3. 不確定能否離開機構
Q2 整體照護需求的
和 90 天前的狀態比較(如果未滿 90 天，則以上一次評估的日
改變
期起算)，住民整體的自我照護能力顯著的改變為：
0. 沒有改變
1. 改善—即接受較少的支援，需要較低限度的照護
2.變差—即接受較多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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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次
次

天

天

R. 評估資訊
R1 參與評估人員

R2

a. 住民：
0.否
1.是
b.家屬：
0.否
1.是
c.其他關係密切的人：
0.否
1.是

完成評估者簽名：
a.協調護理師簽名

其他人簽名

2.沒有家屬
2.沒有此類人員
b.完成日期
□□－□□－□□□□
完成章節

職稱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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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T. 治療藥物清單
列舉過去 7 天內住民接受的所有藥物，包括依照時間表定期給予的藥物，給藥的時間
要少於一星期給藥一次的頻率。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記錄藥品名稱與劑量。
2.給藥途徑(RA)：以下列列舉的項目記錄給藥的路徑。
1=口服(PO)
5=皮下注射(SQ)
9=腸管用藥(enteral tube)
2=舌下(SL)
6=直腸栓劑(R)
10=其他
3=肌肉注射(IM)
7=局部用藥(topical)
4=靜脈注射(IV)
8=吸入劑(inhalation)
3.頻率(frequency)：以下列列舉的項目記錄每天或每星期或每個月給藥的次數。
PR=(PRN)需要時服用
2D=(BID)每天用兩次
5W=每星期用五次
1H=(QH)每小時用一次
3D=(TID)每天用三次
6W=每星期用六次
2H=(Q2H)每兩小時用一次 4D=(QID)每天用四次
QO=每隔一天用一次
3H=(Q3H)每三小時用一次 5D=每天用五次
1M=(Q month)每個月用一次
4H=(Q4H)每四小時用一次 1W=(Q week)每星期用一次 2M=每個月用兩次
6H=(Q6H)每六小時用一次 2W=每星期用兩次
C=連續使用
8H=(Q8H)每八小時用一次 3W=每星期用三次
O=其他
1D=(QD 或 HS)每天用一次 4W=每星期用四次
4.給藥量(AA)：記錄給予住民每一劑量中所含的藥片、膠囊、肛門栓劑的數目
或是液體量(不論任何途徑)。針對局部性用藥、眼藥水、吸入性藥物以及不
溶於水的口服藥物，則填寫 999。
5.需要時服用藥物的服用次數(PRN-n)：如果給藥頻率譯碼為 PR，記錄過去 7
天內每一種 PRN 藥物給予的次數；進食後立刻服用(STAT)的藥物記錄為給一
次 PRN 藥物。
1.藥物名稱與處方劑量

2.給藥途徑

3.給藥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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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給藥量

5.PRN 次數

MDS2.1 引發項目選擇表
引發時所代表意義：
z=需一個項目引發
o=需兩個項目引發
＊=三者之中的一個再加上另一個
@=當兩者皆有時，以"維持"優先

項目名稱

項目代碼 註碼

記憶
決策
決策
譫妄指標
認知狀態改變
聽覺
讓他人瞭解
瞭解他人
溝通/聽覺的改變
視覺
視野問題

B2a,b
B4
B4
B5a~f
B6
C1
C. 溝通
C4
/聽覺
C6
C7
D1
D.視覺
D2a
E.情緒與 憂鬱焦慮憂傷情緒指標 E1a ~p
E1n
行為
重複移動身體
不再參與有興趣的活 E1o
動
E2
情緒持續
E3
情緒變化
遊蕩
E4a（A）
E4a(A)~
行為問題
E4b(A)
行為問題的改變(改善) E5
行為問題的改變(變差) E5
F1d
F.心理幸 建立自己的目標
F2a~d
福感
不安定的關係
強烈認同過去角色 F3a
F3b
失去的角色
日常生活事務差異 F3c
G1a~j
G.生理功 ADL 自我表現
G1a
能與身體 床上移動能力
G2(A)(B)
問題
沐浴
G3b
坐下時的平衡
G6a
臥床
住民或機構人員相信 G8a,b
可以改善 ADL
B.認知

H.失禁

膀胱失禁
排便失禁
便秘
糞便嵌塞
使用導尿管及尿布

1 2 3 4
譫 認 視 溝
妄 知 覺 通
喪
失
或
失
智

H1a
H1b
H2b
H2d
H3c,d,e,g

1
1,2,3,4
4
2
2
1,2,3
1,2,3,4
1,2,3,4
2
1,2,3
ˇ
1,2
1,2
1,2
1,2
2
1,2,3
1,2,3

5
A
D
L
功
能
/
復
健

5
A
D
L
功
能
/
維
持

6
尿
失
禁
和
導
尿
管

7 8 9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心 情 行 活 活 跌 營 管 脫 牙 壓 使 身
理 緒 為 動 動 倒 養 灌 水 齒 瘡 用 體
社
問 A B
狀 餵 / 照
精 約
會
題
態 食 體 護
神 束
液
幸
病
的
藥
福
保
感
物
持

@ @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1
z
2
ˇ
ˇ
ˇ
ˇ
ˇ
2,3,4,5,6
3,4,5,6,8
2,3,4,5,6
1,2,3
ˇ
ˇ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3,4,5
2,3,4,5
ˇ
ˇ
ˇ

z
z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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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時所代表意義：
z=需一個項目引發
o=需兩個項目引發
＊=三者之中的一個再加上另一個
@=當兩者皆有時，以"維持"優先

項目名稱
低血壓
周邊血管疾病
憂鬱
白內障
青光眼
脫水
泌尿道感染
J. 健康
體重增減、脫水
狀況
水分不足
暈眩
發燒
幻覺
內出血
吸入性肺炎
昏厥
步伐不穩定
跌倒
髖關節骨折
K.口腔/ 吞嚥困難
營養狀態 嘴巴疼痛
體重減輕、味覺改
變、留下 25%食物
非經腸道的/IV
管灌餵食
I.疾病

項目代碼
I1i
I1j
I1ee
I1jj
I1ll
I1tt
I2j
J1a,c
J1d
J1f
J1h
J1i
J1j
J1k
J1m
J1n
J4a,b
J4c
K1b
K1c
K3a

K5a
K5b
食物做機械性改變、注 K5c,d,e

1 2 3 4
譫 認 視 溝
妄 知 覺 通
喪
失
或
失
智
註碼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2,3,4
ˇ
1

5
A
D
L
功
能
/
復
健

5
A
D
L
功
能
/
維
持

6
尿
失
禁
和
導
尿
管

7 8 9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心 情 行 活 活 跌 營 管 脫 牙 壓 使 身
理 緒 為 動 動 倒 養 灌 水 齒 瘡 用 體
社
問 A B
狀 餵 / 照
精 約
會
題
態 食 體 護
神 束
液
幸
疾
的
病
福
保
感
藥
持
物

@ @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ˇ
ˇ
1

z
z z

z

射器餵食、治療性飲食

口腔
每日刷牙/口腔照護
M.皮膚
壓瘡
壓瘡
治癒的壓瘡病史
皮膚對壓迫及疼痛的
感覺受損
N.娛樂
早上清醒否
活動
參與活動情形(時間)
參與活動情形(時間)
改變每日例行活動的
慾望
O.用藥
抗精神病藥物
情形
抗焦慮症藥物
抗憂鬱症藥物
利尿劑
P.特殊治 軀幹約束
療與裝置 軀幹約束
四肢約束
可避免站起的椅子
L.口腔

L1a,c,d,e
L1f
M2a
M2a
M3
M4e

ˇ
否ˇ
2,3,4
1,2,3,4
1
ˇ

N1a
N2
N2
N5a,b

ˇ
0
2,3
1,2

O4a
O4b
O4c
O4e
P4c
P4c
P4d
P4e

1~7
1~7
1~7
1~7
1,2
2
1,2
1,2

z
z
z
z
z
z
o
o
z
z
＊
＊
＊

z
z
z
z

z
z
z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