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名稱：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ICD-10-CM：N39.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有泌尿道症狀之病患。本文詳述泌尿道感染的分類、診斷、治療。提供臨

床使用者。 

 二、目的 Purpose 

        臨床醫師床醫師做為治療診斷之依據。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臨床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病史詢問：recurrent UTI, history of holding back urine, urinary tract   

        abnormality, sexual history, past history (complicated or not), drug history 

(二) 理學檢查：suprapubic tenderness, costovertebral angle knocking  

        tenderness, sexually active young women- pelvic examination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men: cautious 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acute  

        prostatitis) 

二、診斷依據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臨床症狀: 

1. Cystitis: 泌尿道症狀 (dysuria, frequency, hematuria, and urgency), or 

low abdominal pain, malodorous urine 

2. Pyelonephritis: fever, nausea, vomiting, costovertebral angle 

tenderness,  



3. 年長者可能症狀不明顯而以 delirium/ consciousness change/ irritable 

表現 

(二) Urinalysis: pyuria, nitrite. (organisms like E. coli, Klebsiella spp.,  

Enterobacter spp., Proteus spp., Staphylococcus spp., and Pseudomonas spp.  

reduce nitrate to nitrite in the urine) 

(三) Urine culture: acute pyelonephritis and any type of complicated UTIs. 可提

供選擇抗生素的參考。 

(四) Screening for ASB (Asymptomatic bacteriuria) is necessary for selective 

patients (pregnant women, individuals undergoing invasive genitourinary 

procedures, and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Infectious :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vulvovaginitis, cervicitis,   

        prostatitis, epididymo-orchitis 

(二) Anatomic: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三) Noninfectious: foreign body (e.g., stent, stone), urethritis (e.g., reactive  

        arthritis) 

(四) Drug- or food-related: Spermacides, topical deodorants, cyclophosphamide,  

        opioids, ketamine, nifedipine, and others; bladder-irritating foods 

(五) Endocrine: atrophic vaginitis, endometriosis 

(六) Idiopathic: interstitial cystitis/bladder pain syndrome 

(七) Neoplastic: bladder or renal cancer, lymphoma, metastatic cancer, vaginal  

        or vulvar cancer, paraurethral leiomyoma, prostate or penile cancer 

(八) Trauma/iatrogenic: Genitourinary instrumentation or surgery, pelvic  

        irradiation, foreign body presence, horseback or bicycle riding 

 四、疾病(病理)分類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Uncomplicated UTI : 泌尿道症狀 (dysuria, frequency, and urgency) in    



        otherwise healthy non-pregnant women 

(二) Complicated UTI: 孕婦、男性、結構性問題、免疫抑制病患、腎衰竭病 

        人、腎移植、神經性尿滯留、有反覆感染的危險因子 (e.g., calculi,  

        indwelling catheters or other drainage devices), health care associated 

(三) Catheter-associated UTI: Presence of indwelling urinary catheters with  

        signs and symptoms of UTI and no other source of infection 

(四) Asymptomatic bacteriuria: 

1. Women: Two consecutive voided urine specimens with isolation of the 

same bacteria at ≥ 105 CFU/mL 

2. Men: A single, clean-catch, voided urine specimen with 1 bacteria 

isolated 105 CFU/mL 

3. A single catheterized urine specimen with 1 bacteria isolated ≥ 102 

CFU/mL 

(五) Acute pyelonephritis：flank pain, kidney involved 

 五、臨床症狀 Symptoms and signs 

        Fever, chills, dysuria, urinary frequency, urgency, lower abdominal pain, 

malodorous urine, previous history of UTI, delirium/consciousness change/irritable in 

elder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一) <1y/o infant：1%，male>female；child：male>female(2%：0.05%)；

increasing the incidence with age，adult：female> male 

(二) 病原：GNB為主( E. coli 75-90%)，其他如 Klebsiella species, Proteus 

species, Enterococcus species, Citrobacter species, and other organism(5–

10%)。若為年輕有性生活女性，Staphylococcus saprophyticus(GPC)也

很常見(5-15%)；Candiduria：以 ICU、使用廣效抗生素、長期放 Foley

的病人較常見，以 C. albicans最多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Urine routine：middle-urine，catheter-urine，suprapubic puncture (infant) 

1. 定性： 

- Leukocyte esterase：約 75%敏感性 

- Nitrate：urease-splitting organism，如 Proteus, E.coli 

2. 定量：cell count：WBC，WBC/PUS 

(二) Urine culture 

1. 中段尿：colony > 105/ml 

2. Catheter urine：colony > 104/ml 

3. Suprapubic puncture：if culture (+)就算 UTI 

(三) Blood or other exam：CBC/DC, CRP, Blood culture, pregnancy testing, 

ultrasound  

 八、住院條件 Admission criteria  

(一) Any child who is seriously unwell, and most infants under 3 months, should 

be admitted for initial IV antibiotic 

(二) Complicated UTI 

(三) Oral antibiotics failure：need re-evaluation or 3rd-generation antibiotics 

(四) Acute pyelonephritis 

(五) Moderate to severe toxic sign：ex: sepsis 

(六) Patients with immunocompromise  

(七) Drug resistant pathogen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Uncomplicated UII or cystitis  

1. TMP/SMZ(80/400mg)：2# Q12H x 3days, increasing E.coli resistance  

2. Fosfomycin：3g x 1day, once dose 

3. Cephalosporins  



       Alternative  

1. Fluoroquinolones  

2. Ampicillin or amoxicillin   

(二) Complicated UTI  

                cephalosporins +/- aminoglycosides  

 十、預後 

(一) 單一急性感染預後通常很好 

(二) Recurrent UTI或 infant UTI應小心 kidney-involved或 structure 

abnormality  

(三) 若合併結構異常，需考慮手術校正 

(四) 盡早移除不必要之尿管，以防泌尿道感染復發 

 十一、治療天數 

(一) Acute cystitis：3-5 days 

(二) Uncomplicated UTI：5-7 days 

(三) Complicated UTI：7-14 days 

 十二、衛教 

(一) 保持良好會陰部清潔習慣 

(二) 多喝水，不憋尿 

參、 文獻 

1. Pocket primary care. Meghan M. Kiefer, Curtis R. Chong 

2. Harrison’s principle of internal medicine 

3. Upt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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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Body weight loss in the elderly 

ICD-10-CM：R63.4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老年人不明原因體重減輕臨床指引，適用老年人發生體重減輕且原因不明

時，需要進一步評估與處置。 

 二、目的 Purpose 

提供臨床醫師對於不明原因體重減輕的老年人之評估與處理流程。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老年人體重減輕臨床治療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含各級主治醫師、總醫師、

及住院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病史詢問 

1. 內科病史，包含內分泌疾病，如甲狀腺、副甲狀腺、糖尿病等 

2. 重大精神疾病 

3. 腸胃消化情形 

4. 營養狀態評估 

5. 藥物使用情形 

6. 認知功能 

7. 社經狀況等 

(二) 理學檢查 

1. 觸診甲狀腺(腫大?) 

2. 檢查頸部, 頸下及鼠蹊部之淋巴結(腫大?) 



3. 胸部及乳房檢查(腫塊?) 

4. 腹部檢查(器官腫大或疼痛?) 

5. 肛門指診 

6. 一般全身理學檢查(生命徵象、皮膚狀態、口腔) 

7. 神經學檢查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個月內體重快速下降原有體重之 5%以上或半年內體重下降 10%以上。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腫瘤(特別是腸胃道、肺癌、淋巴瘤、腎臟或攝護腺癌) 

(二) 神經與精神疾病(憂鬱症，特別是對長期住在安養機構的老年人) 

(三) 良性腸胃疾病(消化性潰瘍、吸收不良、吞嚥困難) 

(四) 肺部疾病 

(五) 心臟疾病（如心衰竭） 

(六) 腎臟疾病 

(七) 內分泌疾病（如甲狀腺亢進、糖尿病、腎上腺功能不足） 

(八) 感染性疾病 

(九) 失智症 

(十) 酗酒 

(十一) 藥物副作用 

(十二) 其他。如 hyperthyroidism, poor intake, tuberculosis, cholesterol 

phobia, diabetes mellitus, etc.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nil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體重減輕會因潛在原因不同而伴隨不同的症狀。 

(一) Symptoms：  



1. Cancer：Persistent Fatigue, pain, fever, bowel habits changes, chronic 

cough. 

2. GI disorder：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fullness, diarrhea 

3. Depression：loss of energy, loss of interest, sleep disturbance, suicide 

idea 

4. Others：depend on the underlying cause 

(二) Signs： 

1. Cancer：fever, unusual bleeding or discharge, unhealed wound, any 

new skin change, thickening or lump in the breast or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2. GI disorder：abdominal tenderness, melena, dehydration 

3. Drug side effects： 

(1) Digoxin： skin rash, tachycardia, dizziness, mental changes. 

(2) Theophylline：nausea, vomiting, headache, insomnia 

(3) Cimetidine：gynecomastia, headache, diarrhea, dizziness. 

4. Others：depend on the underlying cause 

(三) 臨床上可依照“Meals on Wheels”的口訣來協助進行系統性的逐項評估 

M Medication (digoxin, theophylline, cimetidine) 

E Emotional problems, especially depression  

A Anorexia nervosa, alcoholism  

L Late-life paranoia  

S Swallowing disorders  

O Oral factors (e.g., poorly fitting dentures, caries)  

N No money  

W Wandering and other dementia-related behaviors  

H Hyperthyroidism, hypothyroidism, hyperparathyroidism, hypoadrenalism  



E Enteric problems  

E Eating problems (e.g., inability to feed self)  

L Low-salt, low-cholesterol diet  

S Stones, social problems (e.g., isolation, inability to obtain preferred  

foods)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一) 門診 64歲以上的男性榮民有 13.1%有體重減輕的問題。 

(二) 門診病患中，孱弱老人有體重減輕的問題的比率高達 27%。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全血球計數（Complete blood count and differential count）(排除感染、

貧血、以及骨髓增生疾病) 

(二) 生化檢驗(排除糖尿病、肝、腎功能不良以及脫水的情形) 

(三) 血清白蛋白、膽固醇以及淋巴球數目(可以用來評估是否有營養不良的  

情形，但某些病況如開放性傷口、腎病症候群、以及感染也會使血液 

中之白蛋白下降，因此這些營養指標在鑑別診斷體重減輕上並無明顯

之專一性) 

(四) 甲狀腺功能 

(五) 胸部 X光檢查 

(六) 尿液分析檢查 

(七) 糞便潛血反應(協助篩檢腸胃道出血或癌症) 

若有需要，則可進一步安排： 

(八) 胃鏡、大腸鏡 

(九) 電腦斷層 

(十) 核磁共振等檢查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住院條件 



發現造成非自願性不明原因體重減輕的潛在病因需要住院治療。如： 

1. Cancer (16-36%) 

2. GI disorder with complication, such as peptic ulcer with bleeding or  

perforation (6-19%) 

3. Psychiatric disorder (Depression with suicide idea) ( 9-42%) 

4. Demensia with rapidly functional decline (2-7%) 

5. Endocrine disorder (hyperthyroidism) (4-11%) 

6. Nutritional disorder or alcoholism (4-8%) 

7. Severe infection(2-5%) 

8. Respiratory disease(~6%) 

9. Cardiovascular disease (2-9%) 

10. Unknown (10-36%) 

(二) 出院條件 

Recovery from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body weight loss.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治療造成 Body weight loss之潛在原因 

(二) 儘早供給營養的補充，減少因體重減輕所產生的併發症。 

1. 請營養師進行全面的營養評估和飲食量的調整。 

2. 追蹤營養介入之後的效果。 

3. 排除老人營養不良的危機。 

4. 若老年人因經濟或自我照護問題致使營養攝取不足，可請社工人

員協助。 

5. 為了增加病患進食量可以考慮配合其個別狀況採取不同措施： 

(1) 糖尿病患常因限制飲食而減低了病人的胃口，可以考慮加些調

味料增加口感。 

(2) 對於有吞嚥困難或牙齒不好的病人，可以將食物磨碎或增加食 



物黏稠度，以利咀嚼與吞嚥。 

(3) 和家人一同用餐，可增加失智老人食物的攝取。 

6. 有些老人因為進食量太少，造成維生素及礦物質的缺乏，每日補

充綜合維他命可減少感染的發生率。 

7. 對於長期營養不良、體重減輕的老年，營養的補充與適度的復

健，可改善老年人肌力與肌耐力，平衡感及自我照護能力。 

8. 若以上的建議仍無法改善體重減輕問題，有憂鬱症狀的老年人，

可考慮使用抗憂鬱劑 mirtazapine，同時改善食慾、增加體重。 

9. 對於持續體重減輕且無法配合進食的病患，得與其家屬討論是否

放置餵食管路。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藥物被證實可以治療老年人體重減輕的問題 

(二) 雖然目前有些藥物有有增加體重的作用（如 megestrol、anabolic 

steroid、dronabinol）或減緩體重下降速度（如 cyproheptadine），但都

因其副作用而不適合用於改善老年人的體重減輕。 

十一、癒後 Outcome 

(一) Mortality rate：根據一 prospective follow-up study，對象為大於 18歲因

不明原因體重減輕之病患，追蹤 3年。已知造成體重減輕原之病患，

其為死亡率 36%,，其中因癌症比率為 79%；仍未知體重減輕原因之病

患，其死亡率為 19%。 

(二) Stabilization of weight：一旦造成體重減輕的原因被診斷出來並開始接

受治療後，多數病人的體重不會再繼續減輕而能維持穩定體重(89%)。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一) 研究顯示，Body weight loss之病人 total hospital stay天數約為 17天 

(二) For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disorders：15 days 

(三) For patients of unknown cause of weight loss：15.5 days  



(四) For non-malignant somatic disorders and malignant：18.5 days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依潛在病況開立所需藥物。 

(二) 若為社經問題或自我照顧問題，可請社工人員協助。 

(三) 定期門診追蹤。 

(四) 必要時轉介精神科醫師與營養師諮詢。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持續治療潛在病因。 

(二) 觀察體重變化。 

(三) 可增加餐與餐之間的點心，或在病患看得到的地方擺放食物，以增加

其食慾。 

(四) 鼓勵病患出院後，從事其身體可負荷的運動。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定期門診追蹤潛在病因。 

(二) 追蹤營養介入之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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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老年人非自願性不明原因體重減輕的處理流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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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Diabetes mellitus 

ICD-10-CM：E11.65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Non-pregnant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二、目的 Purpose 

        Provide a simple and comprehensive guideline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order 

to improved diabetes care and to promote the clinical outcome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All health care providers who will care for diabetes patient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History  

1. Behaviors: physical activity, smoking/alcohol use 

2. Macrovascular diseases: angina, reduced exercise tolerance, CV risk 

factors. 

3. Microvascular diseases: visual change, sensory neuropathy,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GI dysmotility. 

4. Diabetes regimens: adherence, side effects, hypoglycemia and 

hyperglycemia events.  

(二) Physical examinations 

1. BMI (body mass index), blood pressure 

2. Carotid bruits, distal pulses 



3. Foot examination: inspection and monofilament test  

4. Acanthosis nigricans  

(三) Laboratory tests  

1. Serology test: baseline creatinine, lipid profile 

2. Urine microalbumine/creatinine ratio 

3. Baseline ECG 

(四) Treatment  

1. Vascular disease prevention 

(1) Aspirin 

(2) Anti-hyperlipidemia agents: indicated in any DM patient with 

CAD or, HTN, use of cigarette, family history of CVD, 

albuminuria. 

2. Anti-hypertensive agents: ACEI/ARB(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microalbuminuria). 

3. Immunization: Influenza, Pneumococcal vaccination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隨機血糖> 200mg/dL，合併 hyperglycemia S/S (polyuria, polydipsia, 

unexplained weight loss)。 

(二) 空腹血糖> 126mg/dL，兩次。 

(三) GTT test(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glucose > 200mg/dL after 75g 

glucose challenge，兩次。 

(四) 糖化血色素> 6.5%，兩次。 

(五) 空腹血糖> 126mg/dL + 糖化血色素 >6.5% 

(六) Screening: 體重過重病人(BMI ≥25 kg/m2, Asians: BMI ≥24 kg/m2)合併

以下風險： 

1. Physical inactivity 



2. First-degree relative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3. Hx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4. Hypertension 

5. Hyperlipidemia (HDL<35 mg/dL or TG>250mg /dL) 

6. Hx of CAD 

7. Hx of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FPG:100-125mg /dL)), impaired 

glucose intolerance(glucose:140-199 mg/dL after 75 g glucose 

challenge) or HbA1c ≥5.7%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Diabetes insipitus, Hyperthyroidism, Chronic wasting disease 

 四、臨床症狀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一) Polyuria, polydipsia, weight loss, fatigue 

(二) Weakness, blurred vision, superficial infections (eg. vaginitis, fungal skin 

infections), slow wound healing after minor trauma 

 五、發生率及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一) Diabetes affects 11.3% US adults, 27% of people>65 y/o 

(二) Diabetes affects 11.3% US adults, 27% of people>65 y/o 

 六、危險因子 Risk factors 

        Obesity, physical inactivity, family history of DM, PCOS, HTN, hyperlipidemia, 

history of GDM, African-American, Latino, Native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七、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s 

(一) General concerns 

1. Cardiovascular risk reduction: exercise, weight loss, lipid and BP 

control, smoke cessation 

(1) Blood pressure control: <130/80 mmHg 

(2) Lipid: Goal: LDL<100mg/dL, HDL>40 mg/dL, TG<150mg/dL 



2. Goal of glucose control 

(1) Target HbA1c <7% in healthy adults, <7.5% in older adults with 

good activity, < 8% in elderly with disability.  

(2) Target fasting blood glucose: 80-130 mg/dL 

(3) Postprandil blood sugar: <180 mg/dL 

 

 

(二) Non-pharmacologic therapy 

1. Diet: low carbohydrate or Mediterranean 

2. Weight loss: 5-10% body weight loss 

3. Exercise: 30min, 5X/week, at 50-70% max HR (Max HR: 220-age) 

4. Education: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5. Surgery: bariatric surgery for obese patients 

(三) Pharmacologic therapy  

1. Metformin  

(1) T2DM第一線藥物仍舊是Metformin，兼具有效降血糖、改善

lipid profile、心血管保護、低副作用、效益比高等優點。 

(2) 禁忌症：心肝腎功能異常。 



2. 2nd line（根據 ADA 2018 guideline） 

(1) 具已知心血管疾病：優先使用 Canagliflozin、Empagliflozin 

Liraglutide。*前兩者為 SGLT-2 inhibitor，後者為 GLP-1 

receptor agonist。 

(2) 未有心血管疾病：其他口服藥劑皆可 

(四) 糖化血色素 

1. >9%：雙重藥物治療 

2. >10%：考慮合併使用胰島素 

 八、追蹤 

(一) Annually: microalbuminuria*, fundoscopic examination, peripheral 

neuropathy, foot examination。*若有 micro/macro-proteinuira，追蹤時間可

縮短為 3-6個月 

(二) Every 3 months: HbA1c, serum creatinine, lipid profile 

(三) Every office visit: blood pressure, peripheral pulse examination 

 九、預防 Prevention  

(一) Lifestyle: in patients with prediabetes, weight reduction (5-10% of total 

body weight), diet, exercise (150 min/week with moderate exercise) could 

reduc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T2DM by 58% over 3 years. 

(二) Metformin: 850mg BID reduced risk of T2DM by 31%. 

(三) Surgery: for obese patients (BMI: men>34, women>38), bariatric surgery 

reduce incidence of T2DM. 

 十、預後 Prognosis  

        Usually good until severe lat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十一、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Lifestyle modification, Self-monitoring blood glucose, Medical nutri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Exercise, Weight reduction, Smoke cessation, Diabetes 



management during illness, Management of hypoglycemia, Foot and skin care, 

Diabetes management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十二、轉介 Referral 

(一) Nutritionalist, diabetes educators at baseline and PRN 

(二) Nephrologist if CKD> stage 3 

(三) Ophthalmologist for retinopathy 

(四) Endocrinologist: If patients requiring >80 U basal insulin without adequate 

control of fasting glucose, frequent hypoglycemia, suspect late onset T1DM. 

參、 文獻  

1.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2018 

2. Meghan: Pocket Primary Car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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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Fever 

ICD-10-CM：R50.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體溫基準點改變導致體溫上升之病患 

 二、目的 Purpose 

        分析體溫上升相關的成因，做出合適診斷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診斷依據：Core temperature > 38℃（肛溫、耳溫） 

        腋溫>37℃，口溫>37.5℃ 

 二、機制 

(一) 體溫調節中樞(下視丘)改變體溫基準值，正常為 37度，例如中風後。 

(二) 發炎反應：pyrogen作用在下視丘，暫時調高體溫基準值。 

 三、評估 

(一) Onset, duration, chronology, progression of severity. 

(二) Personal history: systemic disease、allergy history、current medication、

alcohol/betel nut/smoking、residency.  

(三) 若懷疑感染相關之體溫上升，須詢問 TOCC (T-travel；O-Occupation；

C- contact；C-cluster) 

(四) Fever pattern 

1. 體溫心律沒有共通性：typhoid fever、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legionella disease、使用 β blocker。體溫上升一度，心跳會增快

10-20下/分鐘 

2. 體溫忽高忽低來回震盪（pel-ebstein fever）──Hodgkin’s  



lymphoma。 

 四、理學檢查 

        從頭到腳，從外而內 

 五、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感染 

(二) 惡性腫瘤 

(三) 自體免疫疾病 

(四) 賀爾蒙相關疾病 

(五) 藥物 

(六) 中暑 

(七) 其他 

 六、疾病分期 

        無 

 七、臨床症狀 

        無特異性症狀。可能合併發抖、頭暈頭痛、全身無力、疲倦、肌肉痠痛等 

。 

 八、發生率及盛行率 

        若成因為感染，發燒之發生率及盛行率和傳染病之發生率及盛行率相關。 

 九、檢驗及其他檢查 

(一) 全血球檢查(CBC/DC) 

(二) 生化檢查：AST/ALT, BUN/Cr, Billirubin, Alk-P, Glu 

(三) 發炎指數：CRP, ESR 

(四) 尿液檢查 

(五) 血液培養、相關之細菌培養(如腦脊髓液、痰液、尿液、腹水、肋膜積

水、膿瘍、傷口) 

(六) 影像檢查：胸部 X光、腹部超音波、電腦斷層、核磁共振。 



(七) 核子醫學檢查 

 十、住院及出院條件 

(一) 住院條件：成因不明之發燒、伴隨嚴重症狀之發燒 

(二) 出院條件：發燒緩解、生命徵象穩定 

 十一、主要治療處置 

(八) 退燒藥物 

1. 用意：減緩不適、降低心肺負擔、避免意識改變。退燒藥的使用

不會改變疾病病程。 

2. 用藥 

(1) Acetaminophen：首選，缺點是無 anti-inflammation effect 

(2) NSAID：注意副作用（傷腎、傷胃、抑制凝血） 

(3) Steroid：注意副作用（immunosuppression） 

(二) 治療視發燒成因而有所不同 

1. 重點：治療根本原因 

2. 與細菌感染有關，須評估抗生素之使用 

         基本原則：情況嚴重，積極使用。不需要，則盡快停用。並非越   

         廣效、越後線抗生素就是最好的選擇。使用前確定有收集足夠檢 

         體。 

3. 不明原因之發燒，需安排進一步檢查 

 十二、輔助或替代治療 

        症狀治療、點滴補充 

 十三、預後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 

 十四、住院天數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 

 十五、出院計畫 



(一)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 

(二) 進行疾病相關衛教 

(三) 門診追蹤 

 十六、出院衛教 

        學習在家測量體溫及了解體溫標準值 

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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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Hyperlipidemia 

ICD-10-CM：E78.5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高血脂臨床指引，適用初步評估、鑑別診斷與治療計畫之制定。 

 二、目的 

        針對高血脂患者之診斷、治療及預後做統整的介紹及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各級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病史評估 

1. 是否有其他可能導致高血脂的疾病，例如甲狀腺功能低下、糖尿

病、腎病症候群、慢性腎衰竭、肝臟疾病等。 

2. 是否使用影響脂質代謝的藥物如雌激素、類固醇、蛋白酶抑制

劑、抗精神病藥物、A酸、thiazide類利尿劑、Beta blockers等。 

3. 了解患者之生活形態包括運動與否，強度與運動時間與頻率，飲

食習慣。 

(二) 理學檢查 

1. 量測身高體重，計算身體質量指數(BMI) 

2. 頸動脈雜音 

3. 周邊血管脈搏的強弱 

4. 皮膚是否有黃色瘤(Xanthoma)或黃斑瘤(Xanthelasma)的沉積 

5. 眼睛的角膜周圍出現白環(corneal arcus) 



(三) 危險因子 

1. 男性≧45 歲、女性≧55 歲或停經者 

2. 糖尿病 

3. 肥胖 

4. 家族性高脂血症 

5. 飲食攝取過量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6. 吸菸 

 二、診斷依據 

        高血脂症是脂蛋白(lipoproteins)合成過多或代謝遲緩所造成脂肪代謝異常之

疾病，臨床上以血中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及三酸甘油酯(triglyceride, TG)濃度升高來

表現。 

        2017年台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七大醫學會（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

化學會、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臺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台灣腦中風學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台灣腎臟醫學）聯合推出

「新版血脂治療指引」，修訂之膽固醇控制標準：健康成人男性 40歲以上、女

性 50歲以上，總膽固醇應控制在 240 mg/dL以下， LDL-C要在 160 mg/dL 以

下。 

        若合併其他疾病： 

  起始藥物治療數值(mg/dL) 非藥物治療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TC ≥ 160 

LDL-C ≥ 100 

與藥物治療併行 

2個以上危險因子 TC ≥ 200 

LDL-C ≥ 13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1個危險因子 TC ≥ 240 

LDL-C ≥ 16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0個危險因子 LDL-C ≥ 19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一) 心血管疾病：心絞痛病人、心導管異常/EKG change/stress test(+)、缺



血型腦血管疾病（腦梗塞、TIA、有症狀之頸動脈狹窄） 

(二) 危險因子：高血壓、男性≧45 歲，女性≧55 歲或停經者、有早發性冠

心病家族史(男性<55 歲，女性<65 歲)、HDL-C<40mg/dL （若 HDL-C 

> 60mg/dL，則視為保護因子）、吸菸。 

 三、鑑別診斷 

(一) 高血脂常常不是單獨存在的疾病，必須與代謝症候群、糖尿病、甲狀

腺功能低下、腎病症候群、慢性腎衰竭、肝臟疾病做鑑別診斷。 

(二) 續發性高血脂：注意病人藥物使用之情況 

1. 增加 LDL-C：steroids, progestins, beta blockers, thiazides. 

2. 增加 TG：Ticlopidine, Estrogen, beta blockers, bile acid, binding 

resins. 

3. 減少 HDL-C：steroids, progestins, beta blockers 

 四、疾病分類：世界衛生組織將高血脂分為六種表現型 

 I IIa IIb III IV V 

機制 乳糜微粒

過高 

低密度膽

固醇過高 

低密度、

極低膽固

醇過高 

乳糜微

粒、中密

度膽固醇

過高 

極低密度

膽固醇過

高 

乳糜微

粒、極低

密度膽固

醇過高 

總膽固醇 可能正常 ↑ ↑ ↑ 可能正常 可能正常 

三酸甘油脂 ↑↑ 正常 ↑ ↑↑ ↑ ↑↑ 

動脈硬化風

險 

無 高 高 高 低 低 

 五、臨床症狀 

        一般高血脂症患者不會產生特殊症狀，須藉由血液生化檢驗才能得知血脂 

異常結果。外觀：黃色瘤(Xanthoma)、黃斑瘤(Xanthelasma)的沉積，眼睛的角 

膜周圍出現白環(corneal arcus)。三酸甘油酯 ≥ 500 mg/dL可能誘發急性胰臟 

炎。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根據衛生福利部民國一零二年國人十大死因的統計，心血管相關疾病（腦

血管疾病、心臟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約佔整體死亡率的 28.2%，與

癌症死亡率相當。由動物實驗、實驗室研究，乃至於流行病學長期追蹤研究皆

指出心血管相關疾病與高血脂有密切的關係。 

        2008年台灣地區三高追蹤調查結果顯示，自 2002-2007年間 15歲以上國人

在五年內之三高以高血壓發生率（千分之 27.5）為最嚴重，次為高血脂（千分

之 20.6）；依據國民健康署 2013-2016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國人高

血脂症（總膽固醇≧240mg/dL、三酸甘油脂≧200mg/dL或服用降血脂藥物）之

盛行率為 22.56%（男性 25.42%、女性 19.87%），高膽固醇、高三酸甘油脂、

HDL-C偏低和 LDL-C過高之盛行率分別為 13.3%、14.4%、26.7%和 16.7%。至

2015-2018年調查，高血脂症之盛行率略降至 21.76%（男性 23.80%、女性

19.78%），無論男女，血脂異常之盛行率有隨著年齡之增加而增加、社經地位

之提高而降低之趨勢。 

 七、檢驗及其他檢查 

        一般檢驗空腹狀態的血中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膽固醇可利用公式計算得：LDL-C = TC – (HDL-

C + TG/5)，需注意此公式在 TG >400 mg/dL時不適用。在非空腹狀態下檢驗，

血中三酸甘油脂濃度可能提高 10-20%，其他脂蛋白則沒有太大影響。 

        其他檢驗項目：TSH、BUN/Cr、U/A(排除腎病症候群)、ALT/AST、

HbA1c，據以鑑別診斷之用。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此疾病一般於門診診斷及治療追蹤。 

 九、主要治療處置 

  起始藥物治療數值與目標(mg/dL) 非藥物治療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TC ≥ 160 

LDL-C ≥ 100 

TG ≥ 200 

與藥物治療併行 



2個以上危險因子 TC ≥ 200 

LDL-C ≥ 13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1個危險因子 TC ≥ 240 

LDL-C ≥ 16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0個危險因子 LDL-C ≥ 190 

TG ≥ 200 

給藥前應有 3-6個月非藥物治療 

0個危險因子 TG ≥ 500 與藥物治療併行 

* 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如上述 

        藥物治療 

(一) Statin類藥物：降 cholesterol & LDL-C 

1. 機制：HMG-Co A reductase inhibitor 

2. 副作用：肌肉疼痛、肝功能異常、新發生糖尿病（提前四週，但   

       心血管風險降低） 

3. 藥物交互作用：Atorvastatin, Lovastatin及 Simvastatin等 Statin類 

       藥物由肝臟 Cytochrome P450 (CYP3A4)系統代謝，若與抑制   

       CYP3A4藥物如 macrolides、amiodarone、azole類抗黴菌藥物，蛋  

      白酶抑制劑及 cyclosporine或葡萄柚汁併用，可造成血漿 statin濃 

      度急遽上升，引起副作用的發生。 

4. 越強的 statin越安全(可用少劑量達到效果，避免副作用) 

(二) 降 cholesterol & LDL-C：Bile acid sequestrant resin、Nicotinic acid、

Cholesterol absorption inhibitors。 

(三) 降 TG：Fibrate類，gemfibrozil、bezafibrate、etofibrate、fenofibrate。 

 十、定期檢查 

        第一年應每 3-6個月抽血檢查一次，第二年以後應至少每 6-12個月抽血檢

查一次，同時注意副作用之產生如肝功能異常、橫紋肌溶解症。 

 十一、輔助或替代治療 

(一) 運動：鼓勵高血脂患者從事中等強度有氧運動每次持續 30分鐘以上，

每星期至少五次以上。體重過重或肥胖患者，建議開始時降低運動強



度，但延長運動時間及增加運動次數，以避免運動傷害的發生。 

(二) 飲食控制：增加纖維質、限制脂肪、膽固醇及總熱量的攝取。 

 十二、預後 

        血中膽固醇值的高低與冠狀動脈疾病死亡率相關，也有研究指出，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是比低密度膽固醇更好的心血管相關死亡的預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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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Hypertension 

ICD-10-CM：I1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高血壓臨床指引，適用初步評估、鑑別診斷與治療計畫之制定。 

 二、目的 

針對高血壓患者之診斷、治療及預後做統整的介紹及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臨床治療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含各級主治醫師、總醫師及住院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病史評估： 

1. 原發性高血壓(佔 90%)雖無特定致病的原因，但後天環境因素影

響很大，也攸關治療手段，如： 

(1) 體重 

(2) 鈉攝取量 

(3) 酒精 

(4) 吸菸 

(5) 運動 

(6) 心理社會因素 

2. 約 5~10%的高血壓為續發性高血壓，是可找到潛在、可治療的病

因。 對於以下幾類的患者應考慮續發性高血壓： 

(1) 嚴重或難以治療(已使用 3種或以上藥物)的高血壓  

(2) 突發性的高血壓  



(3) 無高血壓家族史、非肥胖、非黑人、<30歲的高血壓病人  

(4) 55歲之後發生 stage 2 (BP>160/100)的高血壓。 

3. ESH/ESC 2018 guideline 建議以 SCORE system 來做風險心臟血管

疾病評估: 

 

4. ACA 2017 建議 CVD risk factor 評估: 

 

(二) 理學檢查：正確量測血壓（兩側手臂均需量測）、眼底鏡檢查、量



BMI、腰圍、聽診頸動脈、腹部及大腿是否有 bruit、甲狀腺觸診，完

整的心肺檢察，檢察腹部是否有腎臟腫大或腫瘤，或有異常的主動脈

搏動，觸診下肢脈搏以及是否出現水腫，神經系統評估，是否有局部

神經學檢查異常。 

2018 ESH/ESC guideline暗示可能為續發性高血壓的檢查發現 

 

(三) 危險因素評估 

1. 體重 

2. 鈉攝取量 

3. 酒精 

4. 吸菸 

5. 運動 

6. 心理社會因素。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門診測量血壓(office BP)：應使用校正的血壓計搭配傳統聽診方法測量血壓 

。患者應靜坐 5分鐘，雙腳著地，手臂與心臟等高。壓脈帶應大小適中(氣囊環

繞手臂至少 80%)，至少測量 2次。聽診器聽到的第一次或第二次心跳聲(第一

期)為收縮壓，心跳聲消失前(第五期)為舒張壓。 

        根據 2018 ESH/ESC guideline，確診高血壓前需要至少 2次回診，每次至少



量 3次血壓，每次應該先休息五分鐘，環境舒適的情況下量測，每次都至少間

隔 1-2分鐘。 除了量測 office BP，量測 out-of-office BP也非常重要，包括

ambulatory 或 home BP monitoring，因為在預測心血管事件上顯著優於 office 

BP。主要的適應症為懷疑白袍高血壓(whitish coat hypertension)、隱藏性高血壓

(masked hypertension)，或是夜間高血壓(nocturnal hypertension)。 

 

        高血壓分期根據不同的指引，有不同的分法： 

(一) 2017 ACA/AHA guideline 



 

(二) 2018 ESH/ESC guideline 

 



(三) 依照血壓高低，風險程度也不同。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先確定病人是否符合高血壓診斷條件，若無則考慮其他造成血壓上升

的因素例如焦慮等，以排除假性高血壓。 

(二) 若是符合高血壓診斷，則可從病理分類切入，分成原發性與續發性高

血壓，各從中去做鑑別。原發性高血壓佔高血壓 90%以上，無特定致

病原因，與遺傳、高胰島素血症、細胞膜離子傳送或結合功能改變，

及腎素-血管收縮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 等造成的神經性及容量的異常有關；後天的因素也應

考慮，如：菸、酒、體重、鈉攝取量、運動、心理社會因素等。 

(三) 5-10%為續發性高血壓。  



 

 四、疾病分類 

(一)原發性高血壓(essential hypertension) 

(二)續發性高血壓(secondary hypertension)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高血壓本身幾無症狀或只是輕微不適，且以後逐漸調適而不自覺，高血壓

經數年或數十年後，會引起左心肌肥厚、動脈粥狀硬化、心肌缺氧、心絞痛、

心肌梗塞、心臟衰竭、或主動脈剝離、周邊血管疾病、腦中風、失智、腎臟病 

。一般無明顯症狀，部分患者皮膚可能出現黃色瘤(Xanthoma)或黃斑瘤

(Xanthelasma)的沉積；眼睛的角膜周圍出現白環(corneal arcus)。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依據 2007年台灣地區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之追蹤調查研究，台灣目前

約有 300多萬人罹患高血壓，但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民眾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壓

患者。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08年最新完成台灣地區三高（高血壓、高

血糖、高血脂）追蹤調查結果顯示，自 2002年至 2007年，15歲以上國人在五



年內的發生率以高血壓最為嚴重，高達千分之 27.5，表示近五年內約有 49萬人

成為新的高血壓患者，平均每一年約有 9.9萬人新發生高血壓；其中 60歲以上

五年內發生高血壓的發生率更達千分之 60以上。。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根據 2018 ESH/ESC guideline，建議在藥物治療之前，例行的檢查/驗項目

包括心電圖、尿液分析、血糖、血比容、血鉀值、肌酸酐、血鈣，以及高密度

與低密度膽固醇脂蛋白與三酸甘油脂。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此疾病一般於門診診斷及治療追蹤。但若發生以下狀況，可能隱藏有嚴重

之併發症或需住院做進一步檢查： 

(一) 需立即治療的狀況 

1. 急遽升高或惡性高血壓 

2. 非常高的血壓 (>220/120 mmHg) 

3. 可能有併發症的產生，如暫時性腦缺血發作、心臟衰竭 

(二) 可能有潛在的疾病 

1. 無法診斷的次發性高血壓 

2. 突然發生或惡化的高血壓 



3. 對於三種藥物的合併治療依舊無效 

 九、主要治療處置  

(一) 確認高血壓診斷之後可以開始治療。非藥物治療包括 

1. 保持理想體重(BMI 18.5~24)、男性腰圍維持在 90cm以下、女性

腰圍維持在 80cm以下 

2. 選擇適當飲食：得舒飲食(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ASH) 強調充分的蔬果、低脂乳品/堅果、避免高脂、高飽和脂肪

酸的食品 

3. 檢查鈉鹽攝取。每天鈉總攝取量<2.4g (相當食鹽 6g) 

4. 增加運動，每天 30分鐘中度以上的運動，一周至少三天 

5. 戒菸、適量飲酒 (男性每日二份酒精當量、女性一份) 

6. 避免精神緊張及紓解壓力 

 

(二) 藥物治療 

1. 應按照是否有特殊的適應症/禁忌症來做藥物的選擇。如糖尿病腎

病變優先選擇血管張力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 血管張力素受體阻制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 , ARB）、氣喘不能用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β-

Blocker）等。若沒有特殊的疾病史，按照 JNC8，60歲以下沒有

CKD的非黑人族群可以用 Thiazide類利尿劑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血管張力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血管

張力素受體阻制劑(ARB）任一種藥物做為起始治療。有 CKD的

病人則以 ACEI / ARB為優先選擇。NICE guideline則建議 55歲

以下以 ACEI或 low cost ARB為第一線用藥。 

 

2. 在 2018 ESH/ESC guideline中，起始藥物治療時，應該從『兩種

藥物』而非『單一藥物』開始，對於大多數高血壓患者，不適合

使用單方治療，尤其是目前多數患者降壓目標要比過去的建議值

低。起始用兩種藥物的合併治療應該為高血壓的常規療法。除非

某些患者基礎血壓值較低，與控制目標範圍很接近，或可藉由單

方治療達標；或者某些虛弱老年患者，需用溫和的單方降壓方



案。 除此之外，於指引中提及，應該優先使用『單錠複方』類的

藥物，降壓藥物的順從性與服用藥物的數量成反比，沒有遵從醫

囑服藥是血壓控制不佳的主要因素。單錠複方（SPC or FDC）是

一開始兩藥物合併治療以及需要三種藥物合併治療的最佳策略，

通過單錠複方將可以控制絕大部分患者的血壓，進而提升血壓控

制率，改善育後。 

 

3. 2018 ESH/ESC guideline 對於血壓的治療策略: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即為上文所述之非藥物治療。不論血壓如何，所有人都應採取合適的方法

來改善生活型態，因為這些改善生活型態的方法都具有以下的保護效果，包括

降低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的發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致死率，而降低血

壓亦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罹病率與致死率。此外，非藥物治療不但不會有傷害

的作用，也可以讓民眾感覺到舒適，而且花費較為低廉。改善生活型態被認為

是除了 statin類藥物外的第一線治療方式。 

 十一、預後 

        當年齡介於 40-69歲，而血壓值介於 115/75 mmHg到 185/115 mmHg間，

如果收縮壓每上升 20 mmHg或舒張壓每上升 10 mmHg，發生心血管疾病機率

就會增加兩倍，而致死性腦中風則超過兩倍。研究也發現，如果將血壓控制在

135/85 mmHg以下，則可使腦中風發生率降低 35~40%，心肌梗塞發生率降低

20~25%，心臟衰竭發生率降低 50%以上，所以積極的控制血壓對人體健康非常

重要。 

參、 文獻  

1. 2017 ACC/AHA/CDC  

2. 2018 ESH/ESC guideline 

3.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增修第四版 

4. 國民健康局 2007年台灣地區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追蹤調查研究 

肆、 編審人員 

編審 姓名 職稱 簡歷 

撰寫者 廖廣榆 住院醫師 私立輔仁大學醫學系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住院總醫師 

審核者 賴志冠 主治醫師 臺北醫學院醫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



所博士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醫部主治醫師 

關渡醫院社區健康中心、醫務部主任 

署立宜蘭醫院家庭醫學科暨檢驗科主任 

 

 

 

 

 

 

 

 

 

 

 

 

 

 

 

 

 

 

 

 

 

 



疾病名稱：Orthostatic hypotension                                   

ICD-10-CM：I95.1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姿態性低血壓臨床指引，適用於疑似姿態改變時發生血壓下降需確定診斷

之患者與已確定此診斷需進一步治療之患者 

 二、目的 Purpose 

        針對姿態性低血壓診斷、治療、預後及併發症作統整的介紹及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姿態性低血壓臨床治療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含各級主治醫師、總醫師、 

及住院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確診、理學檢查、完整病史評估 

(二) 評估體液狀態、是否使用藥物、過去病史、神經學症狀 

 二、診斷依據 Diagnostic criteria  

        姿態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是指由平躺的姿勢改為直立時，血

壓明顯下降（定義為收縮壓下降大於二十或舒張壓下降大於十毫米汞柱）產生

的一些症狀像是頭昏、頭疼、視力模糊或暫時性視覺消失、虛弱、嗜睡、甚至

昏厥。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Acute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1. 腎上腺危象 

2. 心律不整 



3. 心肌梗塞 

4. 敗血症 

5. 脫水 

6. 外傷 

7. 腹瀉、嘔吐 

8. 感染 

9. 熱衰竭 

10. 出血 

11. 藥物 

(1) Alpha-blocker 

(2) Anti-psychotics 

(3) Anti-hypertensive and diuretics 

(4) Beta-blockers 

(5) Bromocriptine 

(6) Levodopa 

(7) Marijuana 

(8) Narcotics and sedatives 

(9) Sildenafil 

(10)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11) Vasodilators 

(二) Chronic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1. 生理性 

(1) Baroreceptor insensitivity感壓反射不敏感 

(2) 舒張性心衰竭 

(3) 高血壓 

2. 中樞神經性 



(1) 腦幹病兆 

(2) 路易氏體失智症 

(3) 多發性腦梗塞 

(4) 腦萎縮 

(5) 肌肉病變 

(6) 帕金森氏症 

3. 周邊神經 

(1) 類澱粉沉積症 

(2) 酗酒 

(3) 糖尿病 

(4) 單純性自主神經衰竭 

(5) 惡性貧血 

(6) 腫瘤附屬症候群 

(7) 運動失調 

 四、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有頭暈、虛弱、疲 累、噁心、反應變慢、頭痛、難以專注或姿勢改變後會 

暈厥，視力模糊。其他較少見的 有頸部疼痛、姿勢性呼吸困難和心絞痛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國內 65歲以上老年人患有姿勢性低血壓者約占 15%， 其中 75 歲以上的老 

年人患有姿勢性低血壓者達 30%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s 

        Laboratory tests should be obtain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nitial assessments. 

(一) CBC/DC, Hematocrit 

(二) Electrolytes, BUN, Creatinine, Fasting and 2 hours glucose, Cobalamin 



level, Folate level 

(三) EKG, echocardiogram 

(四) Virological tests: RPR, VDRL 

(五) Image study: CXR, Brain CT scan, or Brain MRI if needed 

(六) Other study: Protein eletrophoresis, Random alcohol level, Rectal biopsy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住院條件 

1. 當需要完整評估 

2. 當產生嚴重併發症: angina pectoris, and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 

disturbed speech, visual changes, falls, confusion, and impaired 

cognition 

(二) 出院條件 

1. 症狀改善 

2. 找出背後原因並控制 

 九、主要處置治療 Primary treatment  

(一) 非藥物介入 

1. 停止使用可能造成姿勢性低血壓的藥物(例如: nitrates,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neuroleptics, and alpha-blockers.) 

2. 脫水病患給予適當體液補充 

3. 蹲及彎腰可增加靜脈回流。 

4. 長期臥床或是近期住院之病患，在改變姿勢時須採漸進式，或是先

改成坐姿再站立。 

5. 避免降低靜脈回流之活動，像是泡熱水、長期站立、咳嗽 

6. Physical counter-maneuvers 可改善血液回流情 

7. 使用彈性襪或束腹 

8. 搖高床頭(10到 20度) 



9. 避免攝取酒精或暴飲暴食 

(二) 藥物治療 

1. Fludrocortisone: The initial dose is 0.1mg per day with increments of  

 0.1 mg every week, maximum dose :1 mg per day 

2. Midodrine (alpha-agonist): The starting dose is 2.5 mg 3 times per day,  

 and the dose should be titrated upwards in 2.5-mg increments at weekly  

 intervals until a maximum of 10 mg 3 times per day is achieved.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Supplementary agent:  

1. Prostaglandin inhibitors, such as indomethacin and other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2. The methylxanthine caffeine, administered in a dose of 200 mg every 

morning as 2 cups of brewed coffee or by tablet, may attenuate 

symptoms in some patients. Caffeine is an adenosine-receptor blocker 

that inhibits adenosine-induced vasodilatation by blocking these 

receptors.  

3. Erythropoietin  

4. Clonidine 

5. Yohimbine 

6. 轉介心臟科 

(1) 無法控制的低血壓 

(2) 冠心病 

(3) 心臟衰竭 

(4) 心律不整 

7. 轉介神經科 

 十一、癒後 Outcome 



        疾病預後與造成姿勢性低血壓背後的原因有關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Initi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7 days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依病人狀況開立 Fludrocortisone、midodrine等藥物。 

(二)定期門診追蹤。 

(三)依病人狀況安排門診追蹤，或轉介其他科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轉移姿態(由躺到坐,由坐到站)時,動作儘量小心緩和。 

(二)在姿勢轉換站起時，若感覺頭暈，可立即將雙腳交叉、或緩慢蹲下、

或將身體往前彎屈，可幫助靜脈回流並減少頭暈。 

(三)避免過累、用力咳嗽、太熱的天氣站太久。 

(四)夜晚睡覺時，用枕頭將頭抬高 10~20度，可避免早上站起來時血壓太

低。 

(五)早餐宜食用少量食物，可搭配一杯咖啡飲用。 

(六)可穿彈性襪，促進下肢靜脈回流。 

(七)增加水分和鹽類的攝取。 

(八)規律的有氧運動，例如：慢跑、游泳等，可減少老年人體能下降所造

成的姿態性低血壓。 

(九)規則服用出院時所開立之藥物，如 Fludrocortisone、midodrine藥物 

(十)若病情惡化，至急診或門診求診。 

(十一) 規則門診追蹤。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定期門診追蹤。 

(二) 依病人狀況開立 Fludrocortisone、midodrine等藥物。 

(三) 依病人狀況安排進一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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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Osteoporosis 

ICD-10-CM：M8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骨質疏鬆症患者之預防、評估診斷以及治療計畫制定 

 二、目的 Purpose  

        針對骨質疏鬆症患者之預防、評估診斷以及治療計畫做統整性整理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各級臨床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病史詢問: 父母親是否曾骨折或骨質疏鬆、個人因素和病史，如：年

齡、性別、體重、身高、骨折病史、是否抽菸、喝酒、相關疾病、是

否使用類固醇藥物等，另外視力狀況、肌肉協調性、生活或工作環境

之安全等跌倒風險，綜合評斷。若是已有近來發生的骨折，或是有神

經、肌肉、關節的患疾，行動不便者，未來一兩年的骨折風險特別

高，更需要儘早介入治療。 

1. 國際骨質疏鬆症基金會(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IOF)，一分鐘問卷分析個人生活習慣與家族史、個人疾病史與藥

物史 

2. 骨折風險評估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 FRAX)是由國際

骨質疏鬆症基金會(IOF)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提供患者自

己或醫護人員根據臨床資料及病史，估算每個人未來10年的骨質

疏鬆症主要骨折風險率(包含脊椎骨折、前臂骨折、髖骨骨折或肱



骨骨折)以及髖骨骨折風險率，以提供預防和治療上的參考

 

(二) 理學檢查：身高(低於年輕時身高超過3 公分以上應當強烈懷疑可能有骨質

疏鬆症)、體重(體重過輕是骨質疏鬆症的危險因子之一)、駝背狀態、握力、

手部皮摺厚度、牙齒數、臂距-身高差(Armspan-height difference) 、牆-枕部距

離 (Wall-Occiput Distance)、肋骨-骨盆距離(Rib-Pelvis Distance) 。

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Taiwanese (OSTAi) 是一套簡易的婦女自我

評估方法。 

 

另外，體重小於51公斤、駝背狀態、牙齒數少於20顆、牆-枕部距離大於0公



分、肋骨-骨盆距離 (Rib-Pelvis Distance) 小於兩指幅、有最大的陽性概似比 

(likelihood ratio) ，但沒有進一步再作檢測的話，單一項的理學檢查項目是不

足以用來排除或確定骨質疏鬆症。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雙能量 X光吸收儀(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被視為診斷骨質

疏鬆症的黃金標準，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白種女性的骨量與骨折風險相關 性，訂

定一套骨質疏鬆症的臨床診斷標準，採用 T值的方式評估，T值＝(骨密度測量

值―年輕女性的骨密度平均值)／標準差；檢查部位包括全髖部、股骨頸、腰

椎，若前述部位皆未能適用時，可採用橈骨遠端三分之一部位來測量；骨密度

T值小於-2.5者為骨質疏鬆症；骨密度 T值小於-2.5，且加上骨折時，即為嚴重

骨質疏鬆症；此外，當有低創傷性骨折(low traumatic fracture)或有任何一節脊椎

椎體高度降低超過 20%時，即使骨密度 T值大於-2.5也得以診斷為骨質疏鬆

症。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機械因素：如脊椎滑脫、椎間盤突出、脊椎狹窄、肌筋膜症候群等。

以肌筋膜症候群為例，病人常因坐姿睡姿的不良或穿高跟鞋扭傷，因

而造成慢性的疼痛。                             

(二) 發炎性病變：如僵直性脊椎炎、類風濕關節炎、乾癬性脊椎炎、脊椎

化膿性感染、脊椎結核等。 

(三) 代謝性因素： 如 Paget's disease等。 



(四) 腫瘤： 如轉移癌、多發性骨髓瘤等。以多發性骨髓瘤為例，有時會出

現壓迫性骨折，骨質密度也會顯示骨質缺乏。 

(五) 轉移痛： 由鄰近組織，如骨盆腔、後腹膜組織牽引而來的疼痛，如主

動脈瘤、腎結石、前列腺炎、胰臟炎等。 

(六) 精神方面疼痛： 病人常有沮喪、歇斯底里方面的症狀，且對所有的藥

物治療反應皆不佳。  

 四、疾病(病理)分類 Disease and Pathology category  

        停經後骨質疏鬆症又稱為第一型骨質疏鬆症，常見於停經後婦女，在停經

後15-20年間發生，由於女性停經後體內雌性素量急遽減少，破骨細胞活性增強

而吸收骨小樑，令骨小樑變細、斷折、數目減少、不連續，減弱骨強度；停經

後骨量流失快速，其副甲狀腺功能降低，常見尿液鈣排出增高現象，停經後骨

質疏鬆症經常會發生骨小樑含量較多部位的骨折，包括脊椎壓迫性骨折、腕部

及髖部股骨轉子間骨折等。 

        老年性骨質疏鬆症又稱第二型骨質疏鬆症，常見於70歲以上女性或80歲以

上男性，女性約為男性的2倍，年老時造骨細胞功能衰退，鈣和維生素D攝取量

不足，腸道吸收功能變差，導致骨合成減少，令骨皮質與骨小樑同時受犯，致

骨皮質變粗鬆大孔，骨小樑消失，骨強度明顯減低；其副甲狀腺功能增進，但

尿液鈣量正常，老年性骨質疏鬆症經常引起多發性脊椎楔形骨折、肱骨、脛

骨、髖部的股骨頸骨折。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絕大部份並沒有特別的症狀，除非合併脊椎的壓迫性骨折或其他部位的 

骨折，才會產生急性的疼痛症狀，通常這種症狀在休息數週後，即可得到緩 

解。另外重度骨質疏鬆患者，可能會造成駝背及其他變形，也會造成慢性的 

疼痛症狀。 

 六、發生率及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在台灣，以骨密度來分類，在65歲時約一半的婦女骨量不足或更嚴重，  

而80歲之婦女40%會被分類歸屬骨質疏鬆症。 

        台灣因全民健保之施行，對髖部骨折之發生率可有很準確之統計。

1995~2000年及1996~2002年之兩個時間之統計調查，台灣之髖部骨折病例數在

2009年約為每年16,000名，男女比率約為 1 : 2，就各年齡別之髖部骨折年發生

率而言，此年發生率女性在60歲以後、男性在65~70歲以後快速上升。 女性在

75歲前後達到約1%的年發生率；而70歲時為0.5%，80歲為1.5%，所以在70~80

歲之10年間，約10%之台灣婦女會發生一側以上之髖部骨折。老年男性之髖部

骨折率，各年齡均約是女性之一半。若以美國白種人口之年齡分布校正，台灣

的女性髖部骨折發生率為十萬分之450，男性則為十萬分之200，屬於世界上年

發生率最高之地區。且因老年人口近年增加中，每年約增加3~5%的案例數，其

一年內之粗死亡率，在男性約22%、女性約15%，與國外報告相當。 

        國內曾於1994年由老年醫學會接受國健局的前身保健處委託，調查台北、

高雄、台中、花蓮四個城市3000位65歲以上的男女性民眾。X光檢測顯示在65

歲到70歲這一年齡層，婦女之脊椎體骨折率已有14%，到80歲以上的一組達到

30%。男性一般而言較女性盛行率為六成。以年齡分布校正，65歲以上的婦女

有19.5%，男性有12%可見脊椎體明顯壓迫性變形。台灣屬於世界上該種骨折的

高發病區域而且男性的發生率也相當高。 

 七、檢驗及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全血球檢查 (CBC/DC) 

(二) 生化檢查 ( CRP, ANA, etc.) 

(三) 骨骼代謝指標 (Bone Turnover Markers, BTMs) 

1. 骨質生成指標: osteocalcin, bone-specific alkaline phsphates, PICP, 

PINP 

2. 骨質吸收指標: Urine: hydroxyproline, PYD, DPD NTX; Serum: CTX 

TRACP 



(四) 影像學檢查  

1. 胸部 X光、胸腰椎 X光: 流失超過 30%以上的骨密度才能在一般

的 X 光片上清楚顯示並被診斷為骨質疏鬆症，在胸腰椎(涵蓋 T3 

至 L4)側面 X 光攝影下已呈現明顯的椎體壓迫性骨折變形，所以

目前認為 X 光在骨鬆篩檢方面還是有其一席之地。脊椎的壓迫性

骨折判讀採取 Genant 的 semiquantitative technique 分類 

 

2. 電腦斷層 

3. 磁振造影 

(五) 定量超音波 (Quantitative Ultrasound, QUS): 在目前只宜當做初步篩檢的

工具且不建議做為追蹤治療的檢查工具；若發現異常，則應以上述

DXA 施行髖骨及腰椎檢查來確認。 

(六) 雙能量 X光吸收儀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建議測量

兩個部位包括腰椎及一側髖骨，以避免單一檢測腰椎時，會因腰椎退

化性關節炎造成較高骨密度之假象。若兩處都不能正確測定時，則可

用非慣用側前臂橈骨 1/3 處之測定取代。 



 

 八、跌倒預防 Falling prevention 

(一) 確認跌倒危險因子：生心理、用藥評估(鎮靜安眠，抑鬱劑，BZD etc.) 

(二) 視力評估與處置：正確使用眼鏡，良好糖尿病控制，白內障評估處置 

(三) 排泄評估與處置：睡前/出門前排空膀胱，避免咖啡因/酒精 

(四) 疼痛評估與處置：維持良好姿勢，學習放鬆技巧 

(五) 睡眠衛生 

(六) 足部護理：著低跟平穩鞋子 

(七) 安全移位. 

(八) 環境安全檢測 

 九、治療處置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生活型態 (戒菸戒酒、從事荷重運動、肌力增強運動和平衡訓練，改善

骨量和體能，並改善居家及公共環境，使用防護設施，防範骨折。運

動建議: 游泳，腳踏車，太極拳等) 



(二) 非藥物類： 

1. 鈣質及乳製品：19歲以上成年男女性的鈣質攝取建議量訂定每日

1000毫克為足夠攝取量；上限攝取量為2500毫克/日。 

2. 維生素D：19-50歲之成人維生素D的建議量為每日200 IU(5微

克)；51-70歲為每日400 IU(10微克)；上限攝取量為2000IU(50微

克)/日。 

3. 蛋白質：19-30歲男性 60 g/日，女性50 g/日；31-50歲男性56 g/

日， 

女性48g/日；51-70歲男性54 g/日，女性47 g/日；71歲以上男性 

58 g/日，女性50 g/日。 

4. 磷：19 -30歲及51歲以上成年男女性的磷之足夠攝取量建議為每日

800毫克、31-50歲為600毫克/日 

5. 維生素 K：尚未訂定維生素 K的建議量或足夠攝取量 

6. 素食：素食與非素食者在骨密度差異不足造成對骨折危險性的顯

著影響           

7. 避免高鈉攝取 

(三) 藥物類：治療需一年以上才真正可達到減少骨折之效果，不宜太早停

藥，而且累積藥量是若不及一半，就幾乎沒有效果。 

1. 雙磷酸鹽類：Forsamax每天口服 10mg一次；Risedronate每天口

服 5mg一次；Ibandronate 三個月注射一次; Zoledronic acid 一年注

射一次。 

2. 荷爾蒙 (Hormone, Tibolone, SERM)  

3. 副甲狀腺素：Forteo®，骨穩®，每日注射，一次 20μg；Preotact® ; 

PREOS®，每日注射，一次 100μg 

4. 鍶：Strontium ranelate，Protos®，補骨挺疏，每日一次，一包 2g 

5. 抑鈣激素(Calcitonin)  



6. 細胞核 kB受體活化因子配體抑制劑(RANKL Inhibitor)：

Denosumab，Prolia®  每 6個月皮下注射，一次 60mg 

 十、手術時機 Surgical indication 

        骨折的外科治療目標在於達到解剖位置的重建及穩定的骨折固定，減輕疼

痛、骨折癒合、恢復功能，手術步驟應儘量簡化(縮短手術時間、減少出血量、

降低病患生理及心理壓力)為原則。 

(一) 髖骨骨折病人應早期接受外科治療(內固定手術、人工關節置換術)，

以利於早期復健介入。移位性股骨頸骨折以半人工髖關節置換術為

主；未發生移位性股骨頸骨折及股骨轉子間骨折，有較良好的血流供

應，以接受內固定手術為主。 

(二) 椎體成形術此種侵入性治療應保留給對保守治療效果不佳且持續疼痛

超過一個月以上的病患。 

(三) 腕部骨折合併移位或畸型嚴重骨折可考慮內固定手術併外固定器使

用。 

 十一、預後 Outcome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視成因，嚴重程度及病患體質不同而定。進行疾病相關衛教，門診追蹤。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按時服藥，預防跌倒，門診追蹤 

 十五、出院追蹤  

        如病況有變化如嚴重疼痛、跌倒等併發症狀，須立即回診接受醫師評估 

參、 文獻 



1.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骨質疏鬆症臨床治療指引 

2.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增修第四版 

3. 2017 年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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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家醫科住院醫師 

校閱者 賴志冠 主治醫師 臺北醫學院醫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 

臺北榮民總醫院家醫部主治醫師 

關渡醫院社區健康中心、醫務部主任 

署立宜蘭醫院家庭醫學科暨檢驗科主任 

 

 

 

 

 

 

 

 

 

 

 

 

 

 



疾病名稱：Peptic ulcer 

ICD-10-CM：K27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上消化道潰瘍病患，包含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病患 

 二、目的 Purpose 

        提供診斷、治療參考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臨床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病史 History：過去消化道疾病史(包含胃食道逆流、胃潰瘍、十二指腸

潰瘍…)、目前用藥史(包含消炎止痛藥、抗凝血用藥、類固醇等)、生

活史(抽菸、喝酒、飲食生活習慣) 

(二) 理學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完整生命徵象、腹部完整視聽扣觸。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一) 症狀：Upper abdominal discomfort, dyspepsia,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U: Burning epigastric pain 90min to 3H after meal, relieved by food 

GU: Burning epigastric pain made worse by food; anorexia, food aversion, 

weight loss. 

(二) 檢查結果: 

1. Endoscopy : preferred diagnostic modality, the distinct advantage of 

biopsy and brushing to identify underlying pathology. 

2. Barium radiography( UGI series) accuracy of 80-90% 



3. Helicobacter pylori testing 

Invasive: Rapid urease, Histology, Culture 

        Noninvasive: Serology, Urea breath test, Stool antigen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Functional dyspepsia 

(二) Gastric carcinoma 

(三) Other neoplastic lesions 

(四) Drug-induced dyspepsia 

(五) Infiltrative or granulomatous diseases 

(六) Crohn's disease 

(七) Infections 

(八) Duodenal neoplasia 

 四、疾病分類 

(一) Acute stage 

(二) Healing stage 

(三) Scarring stage 

 五、臨床症狀 Symptoms and signs 

(一) Ulcer-like or acid dyspepsia (burning pain; epigastric hunger-like pain; 

relief with food, antacids,and/or antisecretory agents) 

(二) Food-provoked dyspepsia or indigestion (postprandial epigastric discomfort 

and fullness, belching, early satiety, nausea, and occasional vomiting) 

(三) Reflux-like dyspepsia 

(四) Other GI symptoms: Constipation and symptoms typical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eg, crampy, periumbilical abdominal pain related to altered 

bowel function and often relieved by decompressing the colon) 

 六、發生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http://www.uptodate.com/contents/clinical-manifestations-of-peptic-ulcer-disease?source=search_result&search=peptic+ulcer+disease&selectedTitle=2%7E150#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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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ncidence: 0.1 to 0.19 percent for physician-diagnosed PUD and 0.01 to 0.17 

percent when based upon hospitalized patients 

(二) Prevalence: 0.12 to 1.5 percent based on physician diagnosis and 0.1 to 0.19 

percent based on hospitalization data 

(三) Cumulative lifetime prevalence was about 8%-14% 

(四) 70% patients with gastric and duodenal ulcers are 25-64 year old, peak prevalence 

of complicated ulcer disease requiring hospitalization is age 65-74 years old.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Blood exam：CBC/DC, PT, PTT, INR 

(二) Stool routine or Stool OB  

(三) Chest X-ray and KUB 

(四) UGI endoscopy with/without Biopsy (contraindication for suspect 

perforation) 

(五) Barium radiography (selective) (contraindication for suspect perforation) 

(六) Helicobacter pylori testing: 

        Invasive: Rapid urease, Histology, Culture 

        Noninvasive: Serology, Urea breath test, Stool antigen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住院條件： 

                Hospitalization is required for patients at high-risk for recurrent bleeding,   

        patients with evidence of sever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UGI) bleeding  

       (hemodynamic instability, blood transfusion requirement), and patients at  

       increased risk for complications should bleeding recur (eg, significant coronary   

       artery 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ge over 65 years, patients taking antiplatelet or  

      anticoagulant medications).  

(二) 出院條件： 



1. Stable hemodynamic status 

2. No further tarry stool 

3. No symptoms/signs of severe anemia 

4. No complications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Medical management: for pain relief, healing,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 

and recurrences→dietary restriction, discontinue NSAIDs, preventing 

smoking 

(二) Eradication of H. pyloris  

1. First line Triple therapy for 7-14 days 

PPI + clarithromycin + amoxicillin (or metronidazole) 

2. Second line Quadruple therapy for 14 days 

PPI + Bismuth subsalicylate + Metronidazole + Tetracycline 

3. Sequential therapy for 10 days ( most effective in naïve pt) 

Day 1-5: PPI + amoxicillin;  

Day 6-10:PPI + clarithromycin + metronidazole/ tinidazole  

              



 

(三) 穿孔治療:NPO, hydration, broad spectrum antibiotics, IV PPI, transfusion. 

If indicated, prepare operation 

(四) 潰瘍且無穿孔治療:禁食、PPI治療, 點滴治療至急性出血停止後 

 十、預後 Outcome 

        Other ulcers cause complications or remain refractory despite antisecretory therapy. The 

patient's prior ulcer history tends to predict future behavior; those with a history of    

complications have an increased risk of future complications. Ulcers that take longer to heal 

initially are more likely to recur rapidly and ulcers that have recurred frequently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o do so, unless the underlying cause (eg, H. pylori or nonsteroidal anti-

inflammatory drugs is removed. A long duration of symptoms prior to presenta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poor response to medical therapy. Treatment of H. pylori in 

infected individuals dramatically alters the incidence of ulcer relapse. In a meta-analysis that 

included 14 studies, duodenal ulcers recurred in fewer than 10 percent  of patients 

successfully treated for H. pylori compared with 65 to 95 percent of those  who remained 



infected. However, newer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uggest that recurrences after 

successful H. pylori antibiotic treatment may be more frequent. By contrast, relapse is the rule 

in the absence of successful anti-H. pylori therapy 

 十一、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一) Uncomplicated PUD:3-5 days 

(二) Complicated PUD:10 days 

 十二、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Keep oral PPI for 2~4 months 

(二) H. pylori eradication if positive 

(三) Life style modification(alcohol and smoking cessation) 

(四) Avoid NSAID, steroid… 

 十三、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不暴飲暴食，三餐定時定量，細嚼慢嚥。 

(二) 少量多餐，每餐必須包括蛋白質、脂肪豐富的食物。 

(三) 應含有足夠的營養且無刺激性。 

(四) 選擇溫(熱)食。 

(五) 每餐由六大類食物中廣泛的攝取各種食物，以獲得均衡的營養，不要 

        純吃澱粉含量高的食物。 

(六) 產氣性食物：有些食物容易脹氣，使患者有飽脹感 

(七) 應避免攝食炒飯、烤肉等太硬的食物；年糕、粽子等糯米類製品；各

式糕餅、油炸的食物及冰品類食物，常會導致患者的不適，應留意

選擇。 

參、 文獻 

1. Harrison’s principle of internal medicine, 18the 

2. Uptodat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eptic ulcer disease. Overview of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disease. Management of 

duodenal ulcers in patients infec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3. 郭綜合醫院消化性潰瘍飲食衛教 

4.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第四版 

5. Textbook of family medicine 9th edition, Robert E. Rakel, David P. Rakel 

6. ACG Clinical Guidelin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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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Syncope 

ICD-10-CM：R55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昏厥臨床指引，適用昏厥初步評估、鑑別診斷與住院治療計畫的制定。  

 二、目的 Purpose 

        針對昏厥患者之診斷、治療、及預後作統整的介紹及指引。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s of the guideline 

        臨床治療指引的標的使用者，包含各級主治醫師、總醫師、及住院醫師。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審慎的病史評估，要向病人以及任何目睹昏厥發生的人，包括詳細的

昏厥發作時間、導致意識喪失的事件、意識喪失的特徵、意識恢復後

發生的症狀、對活動的相關性、是否有前驅與伴隨症狀(如眩暈、頭

痛、局部無力、心悸或胸痛)、與過去的發生病史。 

(二) 理學檢查: 特別注意心臟血管及神經系統。生命徵象，包括雙臂躺坐站

姿的血壓與脈搏。注意是否有發紺或臉色蒼白，心肺聽診，體液狀

態、頸部與末梢脈搏的觸診以及姿態性低血壓。神經學檢查需包括腦

神經(cranial nerve)、運動(motor)、感覺(sensory)及小腦步態平衡檢查 

(tandem gait and Romberg test)。另外直腸檢查可評估潛在性腸胃道出

血的可能。 

(三) 危險因素評估，包括慢性病史、家族史 (如心律不整、猝死)、與詳細

藥物使用及濫用情況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昏厥(syncope)是因為腦部血液灌充(perfusion)不足所引起的短暫性意識喪失

及無法維持姿勢，它的特點是能在數分鐘內完全恢復意識。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昏厥是一種症狀，不是一種疾病，必須與癲癇、昏迷、休克、代謝性疾病

(如低血糖或低血鈉)等其他情況的意識不清有所區隔。 

 四、疾病分類 

(一) 神經調節反射性昏厥 (reflex-mediated syncope) 

(二) 血管迷走神經性昏厥 (vasovagal syncope): 乃迷走神經刺激所引起，會

造成心搏過緩與心輸出量減少，進而導致腦血液灌流減少。常發生在

劇咳、解尿時或久蹲之後。 

(三) 姿勢性昏厥 (postural syncope): 姿勢性低血壓的定義為身體直立時收縮

壓在三分鐘內下降至 90毫米汞、或超過至少 20毫米汞柱即可診斷。

身體由臥姿變成站姿時血壓的降低會有代償性的脈搏變快，若是代償

不足，導致心輸出量減少便會產生昏厥。另外需注意是否有服用利尿

劑、血管擴張劑、抗高血壓劑、抗憂鬱劑、抗精神藥物、鎮定劑等藥

物。 

(四) 頸動脈竇過度敏感 (carotid sinus hypersensitivity): 一個敏感異常的頸動

脈體接受到由外在壓力而來的刺激，會有兩種自主神經性的反應。最

常見的是，異常的迷走神經性反應導致心跳過慢與心跳停止超過 3

秒。較少見的是，身體產生了血管抑制性（vasodepressor response）的

反應，這種反應導致血壓下降超過 50毫米汞柱，但是心跳並沒有明顯

的改變。以上兩種反應可能會同時發生。這類昏厥的病人在昏厥發生

前都有轉頭、刮鬍子、或帶上過緊的頸圈，特別是在老人。 

(五) 情境性昏厥 (situational syncope): 強烈情緒或劇烈身體反應(如熱、擁擠

的房間)亦使血管擴張情形明顯，突然的血管擴張是血壓下降與大腦循

環不足的主因。  



(六) 心臟因性昏厥 (cardiac syncope)  

1. 心律不整 (arrhythmia): 心律不整導致心輸出量不足，進而使腦血液

灌流減少而導致昏厥。 

2. 阻塞性昏厥 (obstructive syncope): 如主動脈瓣狹窄、不對稱性中隔

肥厚、心房黏液瘤及二尖瓣脫垂等都會影響心臟輸出量，尤其在

嚴重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時影響到肺循環也會引發昏厥。 

3. 心臟缺血性發作: 急性心肌梗塞病發心律不整或心臟衰竭，冠狀動

脈痙攣造成暫時性心律不整或低血壓亦可引發昏厥。 

(七) 腦血管性昏厥 (cerebrovascular syncope): 當頸部大動脈出現部份或全部

阻塞之病況，例如鎖骨下動脈竊返症候群(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

或椎動脈竊返症候群 (vertebral steal syndrome) 

(八) 精神性病況昏厥(psychiatric syncope) 

1. 恐慌性疾患 (panic disorder) 

2. 歇斯底里(hysteria) 

此類病患大多屬無心臟病史，反覆發生昏厥的年輕族群。 

(九) 不明原因性昏厥(idiopathic syncope)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神經調解反射性昏厥( neurally mediated reflex syncope) 昏厥前常先有噁 

        心、冒汗、視力模糊及頭暈症狀，產生這些症狀的人通常因為突然目   

        睹了害怕的畫面、不適的味道、聲音或疼痛、或經歷強烈的情緒障礙 

       、劇烈咳嗽、用力解便等。站立太久不動亦有可能引起血管迷走神經     

       性昏厥( vasovagal syncope)  

(二) 心臟因性昏厥 (Cardiac syncope) 常伴隨突發性的呼吸困難或胸痛、心 

       悸、或姿勢改變 、局部無力、心悸或胸痛)、與過去的發生病史。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每年病患至急診求診的人次中，昏厥就占了將近3-5%。第一次發生昏厥的

年紀在男性平均是50歲，女性是52歲。在大於70歲的老人中，將近 4% 經過

isolated syncope  (defined as syncope in the absence of prior or concurrent 

neurological, coronary, or 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tigmata)，老年人的發生率

不僅最高，昏厥導致的風險與罹病率也較高， 在養護機構的老人族群中，每年

發生率高達6% 再發率達30%。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實驗室檢查: 全血球計數（CBC）、電解質、血糖與心臟酵素在昏厥的

初步評估時有幫助。 

(二) 胸部X光檢查: 評估肺炎、肺積水、心臟肥大等，尤其在老年人族群，

潛在的肺炎可能沒有發燒和明顯症狀，而以全身虛弱甚至昏厥來表

現。 

(三) 心電圖: 所有昏厥的病人都須接受心電圖檢查，心因性昏厥的病人中，

有90﹪心電圖是異常的，但在反射調節性昏厥的，病人中只有6﹪很有

可能由心律不整而導致昏厥的病人可進一步接受2 4小時心電圖的檢

查，這包括心電圖異常者，已知或懷疑有心臟病者、昏厥前有心悸

者，在躺著或運動時昏厥者，家族病史中有猝死者。  

(四) 心臟超音波: 評估是否為瓣膜性心臟病併有心雜音或有肥厚性心肌病變

(hypertrophy cardiomyopathy)所引發之昏厥病患。 

(五) 心臟電氣生理學electrophysiologic studies (EPS): 對於有結構性心臟病、

心電圖監測的時間延長但仍無診斷、有傳導性心臟病者有診斷價值。 

(六) 神經影像學檢查: 若懷疑椎基底動脈不全 (vertebrobasilar insufficiency, 

VBI) 或有頸動脈雜音時可安排頸動脈超音波 (carotid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若有局部神經學表徵，可安排腦部電腦斷層

或核磁共振檢查。若有抽蓄時可安排腦波檢查。 

(一) 斜床測試( tilting table test): 評估血管迷走神經性昏厥。 



 八、住院條件 Admission criteria 

        住院通常是為了進一步檢查或治療，要確立診斷的昏厥病人如下：懷疑或

已知有相關的心臟疾病，心電圖異常， 懷疑是心律不整性的昏厥，在運動時昏

厥，昏厥導致嚴重的傷害以及家族裡有猝死的病史。另外，依據the San 

Francisco Syncope Rule，若病人有： 

(一) 心臟衰竭病史 

(二) 血容積比(Hct) < 30% 

(三) 異常心電圖 [new changes or non–sinus rhythm]  

(四) 呼吸困難 

(五) 收縮壓小於 90mmHg 時會有較差的預後，應該收住院檢查治療。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對於昏厥病患，應針對其原因來治療。其它找不出原因的昏厥者預後大致

良好。 

(一) 有結構性或瓣膜性心臟病或冠狀動脈疾病者，可進行心導管或外科手

術治療。 

(二) 頸動脈狹窄>70%且有症狀者，可進行支架置放或是外科手術治療。 

(三) 對於有抽搐病患應先確立癲癇診斷，再給予抗癲癇藥物治療。 

(四) 有暫時性缺血發作的病患，應審慎評估腦血管梗塞的可能與危險因子

的預防，並適時給予抗凝血藥物治療。 

(五) 對於神經調解反射性昏厥，病患須避免誘發因子、壓力事件、避免脫

水，停止服用有血管擴張作用的高血壓藥物。 對於姿勢性低血壓患

者除了針對原因來治療外( 如脫水、藥物、內分泌異常或神經病

變)，亦可教導昏厥病患慢慢起身，多做腳部肌肉收縮運動，對於常

發作者亦可使用藥物輔助。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可考慮使用的藥物有口服 fluodrocortisone 0.1-0.2 mg qd; 血管收縮劑    

(ephedrine 15-30 mg 或 midodrine 2.5-10mg tid); 乙型接受器阻斷劑 (metoprolol 50 

mg bid); 抗膽鹼性藥物 (anticholinergic agents, eg transdermal scopolamine 1.5mg 

q3d);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 eg. Fluoxetine  20 qd)。 

 十一、預後 Outcome 

        心因性昏厥比其他形式者有較差的預後，1年的 mortality rate有 18-33%，

心臟衰竭 NYHA functional class III or IV的病人若有任何形式的昏厥症狀，其死

亡率在一年內可達 25%，但若能就其病因正確治療(手術修補或節律器)也可達

到不錯的預後。至於非心因性的昏厥則大多有良好的預後，並且不會增加死亡

率。 

 十二、衛教 health education 

        依各種形式的昏厥而有不同，衛教重點在於避免促發因子，一般而言是避

免處於過熱過擁擠的密閉房室、避免久站、避免急速起身、避免強烈情緒波

動，並且針對病因施予必要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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