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疾病名稱：Involuntary weight loss in the elderly 

ICD-10-CM：R63.4、R63.6、R64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經排除藥物、手術、治療、或特定相關因素導致之非預期性體重減輕。 

 二、目的 Purpose  

    非預期性體重減輕為高齡族群普遍常見之慢性問題，除了潛藏背後之可能疾

病診斷之外，長期未適當處置所導致之臨床疾病、衰弱、肌少症、高度失能風險、

與健康危害，可能進一步對高齡族群健康最適狀態造成衝擊。本指引特針對高齡

族群非預期體重減輕定義、評估與診斷流程、與各項介入措施，設定完整診斷治

療與照護計畫供臨床處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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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治療指引之標的使用者，包含常遭遇高齡族群體重減輕問題之各職類專

科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醫事人員、以及與長期照顧服務或機構照護相關 

之從業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通常狀況下個體的身體組成變化，大約在 30 歲之後，淨肌肉質量會以

每年 0.3公斤的速度減少，同時脂肪組織質量隨之增加，使得體重呈現

緩慢增加的趨勢，在 60-70歲左右達到體重頂峰，並且在 70 歲之後淨肌

肉質量以每年 0.1-0.2公斤的速度減少。若有超出合理體重變化幅度之非

預期性體重減輕，應該有效評估背後可能牽涉疾病、心理、或照顧因素。 

(二) 可依照“Meals on Wheels”口訣記憶，針對所涵蓋各面向問題進行系統性

評估，以釐清牽涉非預期體重減輕之各項複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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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Medications (digoxin, theophylline, SSRI…)多重用藥問題，包括

安眠鎮靜止痛藥物會降低食慾，部分藥物副作用可能導致便秘、味

覺改變、甚至腸胃不適；慢性疾病控制方面，藥物過量或者藥物不

足都可能影響個體狀態，並以體重減輕與其他非特異性症狀表現。 

2. E: Emotional 情緒問題，高齡族群尤其常見憂鬱症，可能由於生活

事件或喪失體驗導致情緒低落食慾不振，部分影響食慾之精神性疾

病或神經性厭食症也可能發生。 

3. A: Alcoholism, abuse 酒精相關、或老人不適當對待問題。包括酒精

成癮、酒精戒斷、家人不適當照顧或施虐導致問題。 

4. L: Late-life paranoia 晚年個性偏執。部分因健康信念問題堅持認定

自己體重減輕之偽陽性個案，部分因不正確健康認知與養生方式導

致真實發生體重減輕，也常由於個性偏執而難以有效介入。 

5. S: Swallowing disorders 吞嚥障礙。可能由於腦中風或腦出血病史造

成之後遺症、老化之肌肉協調功能退化、食道狹窄、食道弛緩不能

等、食道腫瘤或食道憩室造成。 

6. O: Oral factors (mal-fitting dentures, caries, xerostomia…)口腔衛生與

牙口問題。包括齲齒、慢性牙周病、假牙不合、口腔潰瘍疼痛等。 

7. N: No money經濟因素。個人與家庭經濟狀況、有無使用社會福利

或相關社會資源協助、有無其他影響生活條件因素存在。 

8. W: Wandering and other dementia-related behaviors 失智症。因認知障

礙或神經退化性疾病所導致之食慾減退與進食量下降。 

9. H: Hyperthyroidism, hypercalcemia, hypoadrenalism 內分泌問題。常

見於糖尿病、甲狀腺疾病、副甲狀腺功能亢進、惡性高血鈣、與腎

上腺功能不全狀況。 

10. E: Enteral problems 腸胃功能性問題。包括便祕、乳糖不耐、腹痛、

飽脹感、消化不量、排便習慣改變等情形，可能與機械性阻塞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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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吸收不良有關，也可能由於藥物副作用所造成。 

11. E: Eating problems (e.g., inability to feed self)進食問題。因疾病或老

化因素導致個體失能無法自行取食，進食量不足個體基礎代謝率所

需，也會呈現持續性體重下降。 

12. L: Low-salt, low-cholesterol, and other therapeutic diet 飲食限制。因為

飲食偏好或飲食型態改變，營養攝取量不夠均衡導致體重下降，長

年茹素、只吃稀飯白饅頭、蛋白質攝取量過低都是常見情形。 

13. S: Social isolation, stones (chronic cholecystitis) 社交孤立、膽囊問

題。 

(三) 老年周全性評估工具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CGA) 

1. 需要評估與紀錄客觀體重變化幅度，包括有無基礎體重量測或過去

門住院體重紀錄可供比較、衣物尺寸是否變得寬鬆、發生體重變化

所經歷時間長短等，若病患有記憶障礙則需由家屬或照顧者協助驗

證資訊是否正確。 

2. 透過周全性評估可客觀評估高齡對象日常生活獨立性 (Activites of 

Daily Living, ADL)、有無認知功能障礙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是否存在憂鬱情緒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5 items, GDS-5)、評估營養不良風險 (Mini-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多重用藥問題、以及近期跌倒危險性或產生褥

瘡可能性等，能夠對個體狀況獲得全面性認識，並針對可能面向進

行有效介入。 

3. MNA迷你營養評估量表所評估內容包括有簡式(short form)與全式

(full form)兩種，通常先以簡式(MNA-SF)評估營養不良風險，針對

問題個案再進行全式(MNA-FF)評估營養均衡與攝取內容。 

MNA-SF項目 計分 



 4 

1. 過去三個月之中，是否因食慾不佳、消

化問題、咀嚼或吞嚥困難以致進食量越

來越少？ 

0分=嚴重食慾不佳 

1分=中度食慾不佳 

2分=食慾無變化 

2. 近三個月體重變化 0分=體重減輕>3公斤 

1分=不知道 

2分=體重減輕 1~3 公斤 

3分=體重無改變 

3. 行動力 0分=臥床或輪椅 

1分=可以下床活動或離開

輪椅但無法自由活動 

2分=可以自由走動 

4. 過去三個月內曾有精神性壓力或急性

疾病發作？ 

0分=是 

2分=否 

5. 神經精神問題 0分=嚴重痴呆或抑鬱 

1分=輕度痴呆 

2分=無精神問題 

6. 身體質量指數(BMI) 0分=BMI < 19      

1分=19 ≤ BMI < 21 

2分=21 ≤ BMI < 23 

3分=BMI ≥ 23 

若 BMI無法取得，則用小腿圍代替 

6-1. 小腿圍(公分) 

0分=小腿圍 < 31       

3分=小腿圍 ≥ 31 

總分（0-14） 8-11分：營養不良風險 

0-7分：營養不良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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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因刻意節食減重、藥物治療、手術介入等明確因素所造成之體重減輕，在

6-12個月內所減輕幅度  基準體重 5%，則定義為非預期性體重減輕。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惡性腫瘤：約佔非預期體重減輕病因 19-36%，其中包括消化道惡性腫瘤

直接影響食物攝取、消化、吸收等類型，或者透過促發炎細胞激素影響

全身器官系統運作之其他非消化道惡性腫瘤。因惡性腫瘤所導致之體重

過輕或肌肉軟組織萎縮，則特稱為惡病質(cachexia)。 

(二) 精神心理疾病：約佔 9-24%，尤其常見憂鬱症，或其他造成心因性食慾

減退之精神性疾病，導致日常攝取總熱量不足身體所需。 

(三) 非惡性腫瘤之良性腸胃道疾病：約佔 9-19%。包括胃潰瘍、腸躁症、無

動性或機械性腸阻塞(adynamic or mechanic ileus)等。 

(四) 心肺疾病：約佔 9-10%，一方面因呼吸熵增加基礎代謝率提高，異化反

應增強造成能量消耗增多；另一方面因呼吸窘迫問題，連帶影響日常攝

食總熱量。 

(五) 內分泌系統疾病：約佔 4-11%，常見糖尿病、甲狀腺功能亢進、腎上腺

功能不全。 

(六) 酗酒與酒精相關：約佔 8%，包括酒精成癮症與酒精戒斷症候群等。 

(七) 神經系統疾病：約佔 7%，包括腦中風、失智症、巴金森氏症或多發性

硬化症等影響日常生活功能疾病。 

(八) 感染症：約佔 4-8%，常見肺結核、慢性病毒性肝炎、寄生蟲感染等。 

(九) 其他不明原因：約佔 6-28%。 

(十) 藥物副作用或藥物交互作用：高齡族群常見藥物不良反應與藥物交互作

用，如果沒有特殊疾病因素干擾，則需要評估原有疾病治療目標是否需

要調整、現使用藥物是否需要更換等細部調整。 

 三、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非預期體重減輕：在 6-12 個月內體重減輕基礎體重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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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惡病質(cachexia)：在 12個月內體重減輕超過基礎體重的 5%，由特定疾

病所導致，並具備下列症狀三項以上，(1)肌力降低 (decreased muscle 

strength)，(2)疲累 (fatigue)，(3)厭食 (anorexia)，(4)淨肌肉質量下降 (low 

fat-free mass index)，(5)實驗室急性發炎類別檢驗數值異常(abnormal 

laboratory tests)。 

(三) 肌少症(sarcopenia)：合併肌力降低、肌肉質量減少、與生理機能衰退。 

 四、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表現症狀： 

1. 進食量減少。 

2. 發燒、倦怠。 

3. 牙口不適、吞嚥障礙。 

4. 腸胃消化功能改變、腹痛、腹脹。 

5. 呼吸窘迫、活動不耐。 

6. 行動不便、取食困難。 

7. 情緒低落、食慾不振、睡眠障礙。 

(二) 理學檢查： 

1. 口腔：有無黏膜潰瘍、齲齒、牙齦萎縮或出血、懸壅垂偏移、腫塊。 

2. 頭頸部：甲狀腺與淋巴結有無腫大、頸靜脈有無怒張。尤其留意太

陽穴之 Temporalis muscle 有無萎縮凹陷，若呈現明顯萎縮凹陷，牽

涉惡性腫瘤可能性偏高、或處於營養不良狀態至少超過一年。 

3. 胸部與乳房：有無桶狀胸、哮鳴聲、呼吸囉音、扣擊沉悶感、心雜

音、遠心音、胸廓或乳房硬塊、腋下淋巴結等。 

4. 腹部：腸音變化、肝脾腫大、硬塊、壓痛、反彈痛等有無。 

5. 會陰部與肛門指診：鼠蹊部淋巴結有無腫大、攝護腺型態尺寸。 

6. 四肢：有無肌力下降、深層肌腱反射增強、關節攣縮等。尤其留意

指間肌或魚際肌 thena muscle 有無萎縮凹陷，若呈現明顯萎縮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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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牽涉肢體腦中風病史，牽涉惡性腫瘤可能性偏高、或處於營養

不良狀態至少超過一年。另評估小腿肌肉 calf muscle 有無萎縮，若

呈現明顯萎縮凹陷，則與失用症候群和功能性依賴高度相關，個體

功能性回復與復健潛能較差。 

 五、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每年發生率估計約 0.6-7.3%，榮民族群研究則顯示每年發生率可高達 13%。 

社區高齡族群非預期體重減輕問題盛行率約 15-20%；若為衰弱高齡族群盛行

率，則盛行率會更高約 20-30%；並隨所處場域為社區、安養護機構、或急性醫

療機構不同，盛行率會有逐步增加的趨勢；護理之家住民非預期體重減輕盛行率

甚至超過 50%，常為多重因素造成，並與功能性依賴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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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全血球計數 CBC&DC：排除感染、貧血、以及骨髓增生疾病，淋巴球

數目可間接評估免疫衰退問題。 

(二) 生化數值檢驗：排除糖尿病、肝腎功能不良、電解質異常或高血鈣等。 

(三) 血清白蛋白 albumin、膽固醇 cholesterol：評估是否有慢性營養不良或

急性發炎性疾病。 

(四) 發炎指數 CRP、紅血球沉降速率 ESR、乳酸去氫酵素 LDH：評估是否

有急慢性發炎反應，或潛在腫瘤問題。 

(五) 攝護腺抗原 PSA：對於男性攝護腺癌具高度敏感性與特異性。 

(六) 甲狀腺功能 TSH&FT4： 

(七) 胸部 X光檢查：檢測肺結核、腫瘤、心肺問題、有無肺積水等。 

(八) 腹部超音波：評估肝腎器官狀態、腫瘤、腹水等。 

(九) 視情形與年齡分布可評估安排進一步檢查： 

1. 腫瘤標記檢驗、糞便潛血檢驗、乳房攝影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

需特別留意偽陽性問題與其他慢性疾病干擾。 

2. 上下消化道鏡檢。 



 8 

3. 電腦斷層(CT)或磁振造影(MRI)檢查。 

4. HIV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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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住院條件：非預期體重減輕問題進展快速、合併急性功能衰退、牽涉高

度複雜性因素，經臨床醫師經驗判斷有高度介入需求需快速釐清病因，

或可能牽涉惡性腫瘤等高度健康危害問題者。 

(二) 出院條件：經確立背後成因、排除急性健康危害、經適當介入後狀況穩

定對象，可透過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適當之社會資源協助，確立未來治療

與照顧計畫，並安排妥適門診追蹤服務 

 八、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針對特殊疾病肇因所導致之非預期體重減輕，則按照年齡、性別、生理

機能狀態、治療預後等進行全面性評估，通常需要多團隊專業成員合作

共同介入，按醫病共同決策原則找尋最適切之治療處置方式，並會診相

關專科醫師諮詢協助。 

(二) 經由周全性評估瞭解個案現存營養不良風險，及早會診營養師進行專業

評估諮詢，包括飲食質地調整、餐點製備、熱量估算、水分調控，可按

照個案慢性疾病等多重複雜變數進行細部調整，並規畫後續照顧與長期

介入性措施。高齡族群若無特殊健康問題，日常熱量估算約每日每公斤

25-30大卡，並應進行高蛋白補充每日每公斤 1.2-1.5公克，同時評估是

否需要額外增加日常營養品攝取，有助於穩定與增加體重。 

(三) 有牙口狀況或口腔衛生問題，應及早會診牙科醫師進行評估治療，必要

時建議拔除齲齒、殘根並進行全口假牙重建，有利於快速回復均衡營養

攝取。味覺退化問題則可透過香辛料等方式調味，有效減輕加鹽負擔。 

(四) 遇吞嚥障礙個案經藥物調整無效，應適當會診復健專科醫師進行評估，

看是否可能透過語言訓練改善吞嚥功能。飲食質地並同步進行調整，包

括使用細碎飲食、清流質液體添加食物增稠劑等；若短期內改善程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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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或個案具有高度營養及服藥需求，應及早與家屬和照顧者討論管灌

飲食必要性，並針對生命與臨終議題及早觸及，方有助於改善個案整體

生活品質。 

(五) 若因經濟或自我照護問題導致日常營養攝取不足，則可尋求榮民輔導員

或專業社工人員協助，並評估後續在社區照顧可能性；若為單身或獨居

對象，也需要衡量機構照顧可能性，或銜接長期照顧服務安排較頻繁之

居家訪視與送餐服務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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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腸道促動劑 prokinetic agents 為食慾不振高齡族群常使用輔助性藥物

(mosapride, domperidone…)，可以改善腸胃排空情形、減輕腹脹不適、

治療反胃噁心感覺，需留意部分藥物具有錐體外徑副作用，使用時需追

蹤留意有無疑似巴金森氏症等行動障礙出現。 

(二) 對於惡性腫瘤或 HIV感染之惡病質對象，megesterol 可有效改善食慾穩

定體重，也常應用於其他不明原因之體重減輕對象，但需留意鹽分水分

滯留副作用仍可能出現，也可能出現失眠、高血壓、血栓等問題。類固

醇製劑則因長期副作用眾多，並加速骨質流失，目前仍不建議使用在高

齡族群之非預期性體重減輕處置上。 

(三) 部分憂鬱症高齡對象可嘗試使用 Mirtazapine 具有部分促進食慾效果，

需留意可能造成鎮靜嗜睡、姿勢性低血壓之副作用，尤其對於高跌倒風

險族群應特別小心使用。 

(四) 針對食慾不振對象也常利用新型抗組織胺 cyproheptadine其促進食慾副

作用進行治療，然對於體重減輕效果證據力有限。 

 十、預後 Outcome 

    整體死亡率估計為 16-38%，若為癌症診斷死亡率可能更高。 

    根據美國的 NHANES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I

研究追蹤 12年報告顯示，社區高齡族群若發生非預期體重減輕問題，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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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一般族群增加 24%。另一大型研究顯示高齡族群追蹤 9年光景，發生非預期

體重減輕者死亡風險會增加 30%。 

    若體重減輕存在明確病因並能有效介入，多數高齡族群約 89%則能夠維持穩

定體重。 

 十一、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 14-21天，需依不同病因與後續治療計畫調整。 

 十二、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針對出院後整體飲食與復健課程應有長遠持續性計畫，於住院當中由醫

護專業人員評估家屬與照顧者執行能力，並透過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長期

照顧服務資源，包括居家訪視、居家送餐、與居家復健。 

(二) 若為社經問題或自我照顧問題，可請榮民輔導員與專業社工人員協助申

請社會福利資源，若為單身或獨居狀態，必要時需協助申請機構安置。 

(三) 後續門診追蹤慢性疾病控制情形、多重藥物問題，並協同營養諮詢門診

與其他專科醫師診療共同照顧。 

 十三、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配合服用藥物，並定期量測體重變化，避免不必要之健康食品、中草藥、

或特殊補品使用，持續強調奠定良好營養基礎比額外補品還重要。 

(二) 調整飲食質地、內容豐富性，並採取少量多餐原則。有吞嚥障礙問題對

象，應於清流質液體添加食物增稠劑，並持續語言訓練。 

(三) 若進食量有限，建議全面更換營養品以提供日常所需，若仍有攝食正

餐，則依需求進行額外補充。 

(四) 針對情緒問題對象，建議多參與社區活動、報名社會大學課程，以增加

社會參與度，獨居長者可參加社區服務據點之共餐活動，有家屬個案則

建議家人規劃並安排共同時間相聚用餐以聯繫情感。 

(五) 除營養補充外，鼓勵病患出院後進行規律可負荷的運動計畫，可改善失

能與生理性依賴問題，並可提升食慾與進食量。 



 11 

 十四、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定期追蹤量測體重，評估體重減輕問題是否獲得改善；針對未獲得確切

診斷對象，需評估有無新發生症狀可輔助鑑別診斷與評估處置。 

(二) 出院後返診追蹤慢性疾病控制狀況，多重藥物介入後是否獲得改善，而

新增使用藥物是否達到預期療效、有無出現相關副作用需調整介入。 

(三) 在家進行營養介入與生活型態調整是否有執行上之困難，是否可以有效

維持營養計畫執行，有無新的問題需要協助。 

(四) 吞嚥困難問題是否獲得改善，有無需要進行管灌飲食介入，是否需要申

請或轉介居家醫療服務，是否需要轉介機構照顧，有無臨終相關問題需

解決或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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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體重減輕程度 

初步評估（病史、身體檢查、影像學檢查、各項檢驗） 

無明確可處理病因 具明確或可能之病因 

提供營養支持 

體重未見回升 

考慮藥物因素 

體重未見回升 

考慮管灌飲食 

治療可治療之疾病 

體重增加 

體重未見回升 

繼續治療並提

供營養支持 

1. 繼續治療直至理想體重 

2. 停止管灌並排除藥物影響 

3. 持續觀察是否體重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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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Unsteady gait in the elderly 

ICD-10-CM：R26、R27、W01、W03-W12、W18、W1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步態不穩、曾經發生跌倒意外、或非預期性跌倒高風險之高齡族群。 

 二、目的 Purpose  

跌倒為高齡族群日常生活當中相當常見的意外事件，除了可能直接導致死亡

風險與失能依賴，相伴隨的心理恐懼與社交孤立，都可能威脅高齡生活之健康最

適狀態。針對曾經跌倒或者步態不穩對象，應如何進行正確評估、降低危險因子、

進行有效介入、協助資源轉介、並設定合適治療與出院準備計畫，將藉由本指引

闡述綜整性概論及明確處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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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治療指引之標的使用者，包含常遭遇高齡跌倒之各職類專科醫師、專科

護理師、護理師、醫事人員、以及與長期照顧服務或機構照護相關之從業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跌倒成因包含了外在照護環境與內在健康狀態，對於跌倒預防、跌傷預防、

與照護環境調整，則可再分為不同層次進行評估介入。與跌倒有關之外在照護環

境包括(1)樓梯設計不良：沒有扶手、階段太高、梯面過窄、無止滑設計等；(2)

浴室設計不良：沒有扶手、排水不良、地磚防滑係數不足、止水門檻過高等；(3)

室內照明設計不良：照度不足、刺眼眩光、物體遮蔽造成局部昏暗等；(4)地面

設計不良：平整度不足、局部濕滑、堆置障礙物、有電線或拉繩容易絆倒；(5)

輔具問題：輔具不合、使用技巧不當等。內在健康狀態則包括(1)年邁、女性；(2)

曾經跌倒或者害怕跌倒；(3)對於自身能力界限缺乏自覺或者過度自信；(4)視力



 16 

障礙；(5)下肢無力、走路不穩、平衡不佳；(6)多重共病：骨關節疾病、腦中風、

退化性神經病變如失智症或巴金森氏症、糖尿病、憂鬱等；(7)多重用藥：使用

精神鎮靜藥物、抗膽鹼效果藥物、心血管疾病用藥；(8)姿勢性低血壓；(9)尿失

禁；(10)疼痛。針對門住診步態不穩或跌倒高齡病患，應針對個體內在健康狀態

進行完整評估，找出增加跌倒風險之各項可能風險因子加以調整改變，以減少跌

倒意外發生。 

針對未發生跌倒意外之步態不穩高齡族群，首重於危險因子之篩檢評估，美

國疾病管制局(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DC)針對高齡跌倒問題

提出 Stopping Elderly Accidents, Deaths, and Injuries (STEADI)計畫，透過系統性

自評問卷與序列評估方式，找出具有高跌倒風險對象進行介入。問卷內容如下，

總得分 4分以上、或存在過去一年曾經跌倒、自覺走路不穩、害怕跌倒等關鍵問

題者，則視為跌倒高風險群並應進行後續評估。 

問題項目 有則計分 

1. 過去一年曾經跌倒 2 

2. 曾被他人建議使用柺杖或助行器較安全 2 

3. 自覺走路不穩 1 

4. 活動時需要扶家具或牆壁走路才會比較穩 1 

5. 害怕跌倒 1 

6. 從椅子起身需要抓握扶手輔助 1 

7. 走上台階或人行道緣石有些困難 1 

8. 常常因為尿急或拉肚子跑廁所 1 

9. 足部感覺不良麻木 1 

10. 平日服用藥物會感覺頭昏或者容易疲累 1 

11. 因為情緒或睡眠障礙需要服用藥物 1 

12. 常常覺得悲傷或沮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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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 4 視為跌倒高風險群 總分 

    針對已發生跌倒問題之高齡病患，則區分為跌倒當次事件情境的相關評估、

以及整體使用藥物回顧兩大部分。 

(一) 跌倒評估：如果病患認知清楚或是有目擊者佐證，則能提供清楚完整資

訊，以了解事件發生經過，可依口訣 SPLATT 來記憶。 

1. 跌倒前： 

(1) Symptoms：病史詢問要點是先將病患依病患是否能夠清楚交代

跌倒前事件發生經過，大致區分為暈厥(syncope)以及非暈厥

(nonsyncope)兩大類。懷疑暈厥的病患，則須針對姿勢性低血壓

(orthostatic hypotension)病史、藥物或非藥物導致持續性低血

壓、癲癇問題(epilepsy)、頸動脈或顱內動脈狹窄、心律不整、

或其他心血管疾患等相關症狀進行評估，其他包括小腦或內耳

平衡問題所導致之暈眩(vertigo)與平衡失調、巴金森氏症等神經

退化性疾病或骨關節退化性疾病所導致步態不穩也是評估重

點。整體而言包括： 

A. 變換姿勢時(尤其是由臥而坐、或由坐而站)曾經出現短暫

式頭昏(dizziness)、持續性頭昏不適、有心悸或心律不整感

覺、有胸悶症狀等可能牽涉心血管循環疾病症狀。 

B. 變換姿勢時曾經出現突發性暈眩(vertigo)、天旋地轉，可能

牽涉到前庭平衡功能失調，也常見椎基底動脈循環不良

(vertebrobasilar insufficiency, VBI)。持續性暈眩、動作協調

性變差、行走偏傾等，則可能牽涉小腦功能障礙。 

C. 肌肉關節疼痛、下肢無力、動作僵硬或行動困難，則可能

牽涉骨骼關節肌肉疾患或巴金森氏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因

素。 

D. 事發當時若有突發性肢體無力、或經目擊者證實有陣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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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搐，則需考慮中風或是癲癇等問題。 

(2) Prior：過去是否有跌倒病史。一年內曾發生跌倒意外者，再次

發生跌倒機率呈現顯著上升(1.5-6.7 倍)，也常見反覆性跌倒。 

2. 跌倒時： 

(1) Location：跌倒地點在室內還是戶外等明確相關位置。跌倒地

點可以提供部分情境資訊佐證，推斷當下病患正在從事之活

動，也可評估常見環境危險因子，找出可能改善因子以減少日

後再發跌倒危險；針對無法改善問題(常見於戶外空間)，則需

要改變病患的行為模式與生活習慣，迴避危險區塊或使用合適

輔具以降低跌倒危險。 

(2) Activity：跌倒當下在做什麼活動。如果是起身時頭暈跌倒要考

慮姿勢性低血壓、飯後或活動時跌倒則要考慮血流重分配所導

致的低血壓、頸部彎曲時跌倒要考慮頸動脈狹窄或椎基底動脈

問題、拿取東西時跌倒要考慮平衡問題、上台階或者走上人行

道緣石跌倒要考慮下肢無力。假如是被地毯的邊緣絆倒、趕公

車時跌倒，則與個人行動安全性較為相關，需進行衛教以減少

危險行動模式，並確定有無視力障礙等。若因如廁跌倒則需進

行失禁評估及處理。 

3. 跌倒後： 

(1) Time： 

A. 跌倒後無法起身時間：跌倒後躺在地上無法起身的時間越

長，嚴重傷害可能性越高，包括由於意識不清可能引發的嗆

咳與吸入性肺炎、脫水、或橫紋肌溶解症等，因此需大約紀

錄跌倒後無法起身的時間、或者可能發生跌倒時間至家人發

現的時間大約多長。若是社區獨居長者，則需要評估是否已

經有裝置緊急連線救援裝置，由發生事件至協助人員到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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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時間大約多長。 

B. 跌倒發生時間點：如在夜間跌倒，應考慮是否有視力障礙、

室內照明不良、動線障礙物、睡眠障礙、服用藥物、或夜尿

症等所導致跌倒問題。臥室是否有獨立衛浴、夜間行動是否

安全、是否需要改用便盆椅，也都需要加以評估。日間跌倒

常見於光暗環境快速轉換，例如由樹蔭走至明亮環境、或剛

由明亮戶外進入陰暗室內等、或因車輛行進產生強烈眩光，

需放慢動作等候瞳孔適應後再行活動較為安全。 

(2) Trauma： 

A. 生理性傷害：臨床使用外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計分，評估病患所承受之生理性傷害，包括頭頸部、顏

面、胸部、腹部與骨盆腔、肢體、與外觀等部分之傷害嚴重

度，以三個得分最高分項目分數平方總和，評估外傷病患住

院整體預後與未來死亡風險。骨折個案並需要同步注意潛在

失血問題，除適當安排外科醫師評估介入外，也需留意生命

徵象是否穩定、是否需要安排輸血輸液治療。若有頭部傷害

者，須提醒病患與照顧者多加留意一個月內是否出現意識變

化、劇烈頭痛、噁心嘔吐、或其他局部神經學症狀，以利早

期發現遲發性硬腦膜下出血(delayed subdural hemorrhage)。 

B. 心理上：如害怕再次跌倒而減少活動、採取不當行動方式、

隨時尋求可抓握或扶持物品，甚至出現憂鬱傾向。  

        此外，視力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睡眠障礙、尿失禁、大便失禁等 

    問題可能進一步增加跌倒風險，於跌倒評估時也應該特別評估註記。 

(二) 藥物回顧：高齡病患常見多重共病，而藥物治療目的在於疾病控制達

標，若疾病控制已達標或者超標，應適當降低使用藥物總數或劑量，

不應該光服藥而未適當追蹤疾病控制狀態。根據統計，高齡病患超過 4



 20 

種以上用藥即會增加跌倒機率為 1.3倍，超過 9種以上用藥者其跌倒機

率會遽增為 3.3倍。因此，藥物回顧、整合、與高危險用藥調整為降低

跌倒問題的重要關鍵，美國 CDC STEADI計畫所提出 SSR 建議則包括

(1)Stop：若可能則停用高危險用藥；(2)Switch：若無法停藥則轉換為

安全性較高的替代性用藥；(3)Reduce：若無合適安全性替代用藥，應

予以減量調整至較低之有效劑量。常見與跌倒相關之藥物如下： 

1. 高血壓藥：如 diuretics易造成電解質不平衡、non-selective beta 

blocker 容易造成心搏過緩或活動耐受度不佳、nitrate 則會增加姿勢

性低血壓風險。 

2. 攝護腺肥大用藥：non-selective alpha-blocker 會增加姿勢性低血壓

風險。 

3. 抗憂鬱劑、抗精神病用藥、抗癲癇用藥、BZD類安眠藥、類嗎啡

止痛藥物：容易造成精神狀態昏沉增加跌倒風險。尤其 BZD類安

眠藥屬於脂溶性藥物，吸收後會重分布於脂肪組織中持續釋放，易

造成高齡病患日間昏沉，需特別留意。 

4. 具抗膽鹼效果之特定藥物，包括肌肉鬆弛劑、抗組織胺、Class IA

抗心律不整用藥：容易造成精神狀態昏沉增加跌倒風險。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跌倒定義為：凡是發生在任何場所任何情境下，突發之非預期性身體重心往

下傾倒或身體姿勢改變，導致身體某一部分碰觸地面或碰觸牆壁，不論有無造成

傷害；其中包括因肢體無力或扶持不住，而不得不緩緩坐於地上的情況。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跌倒方面：包括頭昏、肢體無力、步態不穩等問題，可能與腹瀉導致急

性脫水、急性感染症、短期上呼吸道感染治療藥物使用有關，經適度

處置後可消除反覆跌倒威脅；至於酒精濫用、助眠藥物濫用、或未遵

醫囑服藥等非病理性問題，應予以適當排除並轉介精神專科門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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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若因病患個性急躁、習慣性採取高危險性動作、或環境因素導致

跌倒，除持續進行衛教、教導使用合適輔具、反覆提醒養成良好習慣

之外，另需要尋求長照資源是否可能進行環境改善或照護協助；對於

自身能力界限或者危險行為缺乏自覺者，則需進行認知功能檢測以評

估罹患失智症可能性。 

(二) 跌傷方面：若瘀青、腫脹或骨折位置與跌傷常見位置不符，合併對於直

接照顧者的畏懼退縮反應，需評估是否存在不適當對待或高齡施虐問

題，必要時須尋求院內社工或輔導員協助，或通報高齡受虐專線「113」。 

 四、疾病分類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若合併局部神經學病徵或單側肢體無力，需考慮腦血管梗塞或顱內出血

等問題。 

(二) 若為突發性意識喪失、出現肢體陣發性抽搐、尿失禁、事件發生後劇烈

頭痛或昏睡，需考慮陳舊性腦損傷或電解質異常所引發之癲癇。 

(三) 若在跌倒前即存在有頭昏、倦怠、全身無力等病徵，需考慮藥物性低血

壓、貧血、脫水、急性消化道出血等可能性，並須留意所使用藥物是

否為高危險性用藥易導致步態不穩或跌倒。 

(四) 若合併認知功能下降、尿失禁、下肢肌力正常但步態不穩，需考慮常壓

性水腦症或是其他影響額葉的疾病。 

(五) 若合併動作發生困難、雙手陣發性震顫、肢體僵硬、或行動姿勢改變，

需考慮神經退化性疾病如巴金森氏症候群。 

(六) 若合併肌力下降或其他感覺症狀如疼痛或麻木，可配合深腱反射是否增

強判斷為周邊神經或中樞神經病變，如:頸椎或腰椎退化或周邊神經病

變等。 

(七) 膝、髖關節退化或是足部傷口造成的疼痛，以及是否有長短腳也須評

估，可分別藉由疼痛治療、鞋墊製作而改善。 

(八) 心律不整、頸動脈狹窄、椎基底動脈循環不良，則常見於非特異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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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跌倒患者，也應適切評估。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理學檢查須包含項目如下： 

(一) 生命徵象：血壓量測若收縮壓低於 100 mmHg為低血壓。並量測姿勢性

低血壓，在病患維持坐姿 5 分鐘後，測量站起後 1分鐘與 3分鐘血壓

變化；若病患配合測量有困難，也可量測由臥姿至坐姿血壓變化，若

收縮壓降低超過 20 mmHg，或舒張壓降低超過 10 mmHg，則存在姿勢

性低血壓。 

(二) 眼睛：是否有結膜蒼白、白內障、或眼震現象。並可進行簡單檢查評估

視力障礙，詢問病患視力不良是否影響日常生活、閱讀書報文句有無

困難。  

(三) 心血管：頸動脈雜音、心律不整、心雜音等。 

(四) 骨骼：關節外觀及活動範圍、兩腳是否等長、足部狀態、使用鞋子是否

合適。 

(五) 神經肌肉：包括認知功能、肌力、本體感覺、有無局部神經症狀。 

1. 認知功能評估：可利用 3-item recall 以及 clock completion test 所組

成之Mini-cog評估是否存在認知功能障礙。另外，於個案測試行

走狀態時同時說話進行多工任務(multi-tasking)，若有執行困難，則

可能存在部分認知功能缺損。 

2. 四肢肌肉力量及深腱反射。高齡族群深腱反射一般較弱，若異常增

強則需考慮有無上運動神經元病灶。由 finger-nose-finger 或

heel-knee-shin test 可評估小腦平衡功能。由肢體 resting tremor、

cogwheel rigidity、bradykinesia 可初判巴金森氏症問題。 

3. 步態及平衡測試： 

(1) 4-stage balance test：比較病患雙腳併攏、一前一後 45度角、

呈一直線站立、及單腳站這四階段是否能夠維持平衡 10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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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Romberg test 則是單純進行雙腳併攏比較眼睛張開及閉起

時的平衡。目的為測試本體感覺與維持平衡功能。 

(2) Timed up and go test (TUG)：受測者穿著合適包腳鞋，坐於有

靠背之穩固椅子，測試其起身、行走至三公尺距離標示物、轉

身、再回坐，完成整個測試所需花費時間，過程中可使用行動

輔具。可測試下肢肌力與平衡功能，超過 12秒者具有顯著跌

倒風險。 

(3) 30-second chair stand test：測試受試者於穩固椅子雙手抱胸原

地起站，於 30秒內可完成幾個循環，是否符合該年齡性別之

標準以上，可測試下肢肌力。也可測試 6公尺行走速度有無高

過每秒 0.8公尺來評估下肢肌力是否正常。 

(4) 無法完成功能測試者即為跌倒高風險群，退而求其次可依據

Morse fall scale 問卷評估跌倒風險高低。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根據國外統計，估計65歲以上族群每年跌倒發生率約35-40%，80歲以上族

群則增加至50%以上；社區高齡族群跌倒發生率約22.7%，若為長期照顧機構場

域則可能高達30-40%。美國CDC STEADI計畫估計高齡族群跌倒發生率約為

25%。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報告」與「中老年身心社

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報告」歷年資料顯示，國內高齡族群跌倒發生率則約為

16.5-21%。曾經發生跌倒者，一年內再次跌倒的機會則高達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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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實驗室檢查：全血球計數 CBC&DC、電解質、血糖、丙型發炎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等基本檢測，可初步評估貧血、急性感染、血

糖過低或過高、及電解質不平衡問題。 

(二) 心電圖或 24 hour Holter’s scan：評估心律不整問題。 

(三) 心臟超音波(Echocardiography)：評估心臟收縮功率、瓣膜逆流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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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臟內血栓形成等。 

(四) 腦部電腦斷層(CT)或磁振造影：評估急性腦血管栓塞、腦內出血、硬腦

膜下出血、蜘蛛膜下腔出血等，另可經 3D重組技術呈現腦內血管狀

態，評估是否存在血管狹窄、動脈瘤、或椎基底動脈循環不良。 

(五) 頸動脈超音波：評估頸動脈、腦內動脈、脊椎動脈與基底動脈是否出現

狹窄狀態。> 50%為中度狹窄建議進行內科保守治療，>70%為重度狹

窄需進行介入或血管支架置放，>90%為極重度狹窄具有高度介入風

險。國外於進行頸動脈超音波時，會在密切監測狀態下進行頸動脈竇

按摩，評估是否可能因日常姿勢轉換或壓迫導致心律不整，用以診斷

carotid hypersensitivity。 

(六) 腦電波檢查：評估是否存在癲癇可能性。 

(七) 胸腰椎 X光片檢查：評估壓迫性骨折、骨刺或脊柱彎曲，必要時加做

電腦斷層做進一步評估。 

(八) 神經肌電圖檢查：評估周邊神經病變可能病灶位置、是否合併肌肉病

變，必要時須進行肌肉切片病理檢查。 

(九) 雙能量 X光吸收儀(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EXA)：測定骨密

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評估是否存在骨質疏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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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反覆跌倒、或為跌倒重傷害高危險群之高齡對象，可依個別狀況與家屬

支持網路有無評估安排住院進行檢查驗以及周全性老年評估，以利疾病診斷與後

續傷害預防介入。 

確立臨床診斷後則依個別指標疾病進行治療並修正治療目標，針對可能改善

項目作介入，並進行藥物整合調整確立日常生活安全性，協助辦理出院並銜接可

能利用之社區長期照顧資源。具有復健需求並具有回復潛力者，可轉介急性後期

照顧或居家復健持續進行能力回復訓練。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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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診斷有特定病理性疾患，則以各疾病臨床治療準則為骨幹，針對個體

差異進行個別化調整，尋求可兼顧生活安全與疾病控制的均衡目標。

部分需進行外科手術介入、需置放心臟節律器、或需置放血管支架者，

則會同專科醫師進行手術風險評估，勿因年齡歧異性損及病患權益。 

(二) 藥物整合減量：依照美國 CDC STEADI計畫所提出 SSR 建議進行藥物

調整，包括(1)Stop：若可能則停用高危險用藥，(2)Switch：若無法停

藥則轉換為安全性較高的替代性用藥，(3)Reduce：若無合適安全性替

代用藥，應予以減量調整至較低之有效劑量。此外，也需要多加留意

高齡病患服用藥物有無困難，偶見高齡病患因服藥困難將不建議剝半

之緩釋型藥物磨碎服用，除必要之衛教之外，也建議協助調整用藥為

較小顆粒易吞服類型。 

(三) 肌力回復訓練物理治療：對於步態不穩與跌倒病患，需會診復健專科醫

師評估合適之物理治療與肌力回復訓練，針對肌力、肌耐力、平衡感

進行階段式訓練；尤其巴金森氏症病患藥物治療效果欠佳者，更需要

進行復健訓練，並且評估如何選用合適輔具或如何在環境中修正視覺

輔助設計。每周復健活動時間需在 150分鐘以上，若為中強度復健須

持續進行 12 週以上，若為高強度復健則須持續進行 8週以上，方能達

到有效治療反應。通常在短期住院期間難以達成明確效果，針對有復

健潛力對象後續需要協助轉介急性後期照顧醫院、或者居家復健、或

者持續門診復健，方能達到顯著成效。 

(四) 營養介入：針對個別對象須設計不同營養處方，通常高齡病患飲食建議

高蛋白補充每日攝取每公斤約 1.2-1.5 公克，鈣質每日攝取 1000-1200

毫克，25(OH)VitD3 每日攝取 1000國際單位姿勢性低血壓。針對確定

有骨質疏鬆問題者，應進行藥物治療，嚴重個案並建議使用背架以預

防突發脊椎壓迫性骨折。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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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經由物理或職能治療師協助，選用合適行動輔具、使用鞋墊、挑選鞋

款，並可協助評估居家環境安全性，給予環境改造具體建議。也可撥

打長期照顧服務專線「1966」洽詢「輔具購買、租借及住宅無障礙環

境改善服務」相關補助措施。針對失能個案因復健成效欠佳，需逐步

將重心移至生活照顧之長期照顧服務。 

(二) 針對反覆跌倒個案，可考慮使用髖關節保護褲以降低跌倒導致髖關節骨

折。針對行動不便者有高度如廁需求，需評估有無必要使用紙尿褲，

並教導使用床邊便盆椅，降低行動時所伴隨之風險。 

 十一、預後 Outcome 

    依國人十大死因分析報告顯示，事故傷害位居高齡族群十大死因第十名，跌

倒則佔據事故傷害比率超過 50%比率。估計 30-50%的跌倒為輕度傷害，僅產生

局部腫痛、外傷、或者瘀青；不過約有 20-30%會造成中重度傷害，包括脆弱性

骨折、內臟損傷、創傷性腦出血等，髖關節骨折佔約 1-2%。依據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報告」歷年資料顯示，國內高齡族群跌傷盛行率約

5.6-7.7%，遠低於國外報告統計，可能與民眾對於跌傷嚴重度認知不同有關。 

跌倒則是高齡族群髖關節骨折的第一肇因，所佔比率超過 90%；若發生髖關

節骨折，追蹤一年內死亡率約 20-25%、功能快速退化約 76%、導致生理依賴須

他人照顧約 50%、且有 22%會面臨入住安養護機構的需求。跌倒也會產生後續

心理障礙，包括 21-85%會害怕再次跌倒、40-50%日常活動會因心理恐懼而自我

設限、其他還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憂鬱、焦慮、喪失自主性、社交孤立與社交封

閉等問題，進而加速生理機能與認知功能退化。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 10-14天，需依不同病因與後續治療計畫調整。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住院期間請物理治療師完成評估輔具使用狀況。有復健需求及潛力者，

可轉介急性後期照護、其他復健機構、或進行居家復健，延續整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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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成效，並教導家屬及病患自行在家持續復健。 

(二) 營養狀態較差及肌少症患者，住院會診營養師提供營養諮詢與返家食物

製備原則，持續規律性營養補充。 

(三) 完成評估及相關檢查後，針對上述可能改善之項目作介入; 並衛教家屬

防跌照護技巧，以及慢性疾病之控制目標以減少不必要之藥物使用。 

(四) 出院準備服務需聯繫長期照顧服務專員，評估使用長期照顧服務內容，

針對居家環境評估、在宅緊急救援連線服務、居家服務等內容提供協

助。顯著失能個案則建議安置於長期照顧機構或申請外傭看顧。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衛教病患及照顧者防跌照護技巧： 

1. 家中環境保持明亮乾燥，避免使用非固定式地毯或有輪子的家具。 

2. 姿勢轉變時放慢速度並使用扶手，以避免暈眩或不穩而跌倒。 

3. 循序漸進維持規律運動習慣，以維持肌力，柔軟度及關節靈活度。 

4. 適時提醒病患正確使用輔具。 

(二) 若病患在家中跌倒之處理 

1. 尋求他人協助，勿獨自將病人抱回或扶持回床上，以避免造成二次

傷害。 

2. 檢視頭部、意識狀態、四肢外觀與功能。若有傷口先行做初步傷口

處理，必要時送醫。若有意識混亂，嗜睡或疑似骨折等情形，建議

立即至急診處理。 

3. 頭部受傷病患須注意一個月內有無意識變化、頭痛、噁心、嘔吐。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回診時追蹤造成跌倒的原因是否持續改善, 如: 血糖血壓不穩，多重用藥，

姿勢性低血壓，尿失禁，疼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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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cute infection in the elderly 

ICD-10-CM：A40-A41、I33.0、J15-J18、J18.9、K65、K68.1、 

K75.0、K81-K83、L03、M46、M86、N39.0、N15.1、R65.2、  

R78.81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Acute infection in the elderly 

    有關高齡急性感染症的初期症狀、評估、鑑別診斷與住院治療計畫制定。特

別針對 65 歲以上高齡族群發生感染症時，常見非特異性不典型症狀表現特性加

以闡述，並介紹基本評估與處置原則。 

 二、目的 Purpose 

如何由非特異性症狀早期偵測高齡者現存急性感染症、進行合理評估與正確

診斷、一般治療原則、並依據預後設定合適治療與出院準備計畫，闡述綜整性概

論及明確處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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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治療指引之標的使用者，包含常遭遇高齡急性感染症問題之各職類專科

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醫事人員、以及與長期照顧服務或機構照護相關之

從業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高齡族群急性感染症多半呈現非特異性不典型表現，評估各類急性感染

症初期出現發燒症狀比例明顯偏低，其中肺炎約 44-62%、泌尿道感染

約 30%、腹內感染或皮膚軟組織感染則幾乎不會出現發燒症狀，單純

以發燒與否來評估高齡急性感染症並不恰當。此外，急性感染症發生

時間點通常難以確認、初期表現症狀常與原發部位沒有明確關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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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表現症狀與現存慢性疾病症狀無法有效區隔，以致於造成臨床診

療上的誤判，甚至於延誤診斷與治療時機，尤其需要多加小心留意。

另一方面，高齡族群一旦出現明顯發燒情形，急性感染症嚴重度會比

沒有發燒的情況來得嚴重，也會面臨較高的死亡與失能風險，更需要

積極進行有效之評估、診斷、與有效治療，並針對可能之健康預後設

定明確之全方位治療照護計畫。  

(二) 2008年美國感染症醫學會(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針對高

齡族群發燒與急性感染症提出可能早期診斷之治療準則。假使高齡族

群在日常生活當中出現以下症狀，包括(1)近期之急性功能下降：包括

意識狀態改變導致無法配合照護人員日常生活協助、近期食慾減退、

喪失生活獨立性、及新發生尿失禁情形或原有症狀急性惡化；(2)存在

廣義性發燒：包括單次口溫高於攝氏 37.8 度，連續兩次口溫高於攝氏

37.2度或肛溫高於攝氏 37.5 度，或者基礎體溫上升攝氏 1.1 度；同時

符合前述兩項基本條件之高齡族群，就應該由臨床醫師進行急性感染

症後續確診評估，方有利於急性感染症之早期發現及時處理。低體溫(體

溫低於攝氏 36度)也是急性感染症的常見表現，在排除耳垢填塞可能

後，也應該適當評估並視同發燒問題處理。 

(三) 病史詢問依然是評估高齡急性感染症相當重要且基本的部分，針對高齡

族群無法清楚交代病史、但溝通能力尚屬正常者，可以嘗試用引導式

是非題、或者簡單選項之選擇題，讓病患容易理解並選擇合適回覆以

釐清整體狀況；針對有聽力障礙對象，可以使用聽力輔助器、手勢、

寫字板或大型圖卡進行互動溝通；此外，由家屬、照顧者、或者機構

直接照顧之護理人員或照顧服務員所提供的側面病史(Collateral 

history)，在評估個案狀況時也有極大的助益，有助於減輕臨床診療上

無法釐清病史之難題。部分個案可藉由有效之病史詢問與鑑別診斷，

釐清急性感染症成因、潛在感染源、與出院後須協助之長期照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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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學檢查: 除了基本生命徵象輔助可以評估急性感染症嚴重度與是否

出現休克跡象之外，系統性評估是否存在吞嚥功能障礙或構音異常、

肺部囉音或哮鳴聲、心雜音、腹部特異性壓痛、皮膚缺損、身體局部

紅腫熱痛、有無肢端水腫等陽性癥象也十分重要，並需要特別留意有

無出現如疥瘡等具高傳播性的感染性皮膚病灶。此外，針對評估個案

身上是否現存侵入性管路皆應加以記錄，包括使用目的、使用期限、

是否可能移除、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等，也都應該系統性進行適當評

估。針對使用尿袋或尿套對象，同時需要紀錄尿液呈色是否過深或者

混濁，藉以設定病患合適之水合狀態。 

(五) 危險因素評估，包括個案的水合狀態(hydration status)設定、營養不良風

險可能、有無其他共病可能影響急性感染症治療成效、過去是否施打

流感疫苗或肺炎鏈球菌疫苗等資訊、目前詳細藥物使用狀況，可能存

在非處方用藥或營養品誤用或濫用情況也需要進行紀錄。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實驗室診斷部分，基本評估項目應包含全血球計數確認白血球計數是否升高

(leukocytosis)或者出現左側偏移(left shift)、丙型發炎蛋白數值(C-reactive protein, 

CRP)是否升高、同時檢測電解質與肝腎機能是否出現異常或器官衰竭。過去在

1991年由美國胸腔醫學會與重症醫學會提出全身性發炎反應症候群(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概念，包括(1)體溫超過攝氏 38 度或低於

36度；(2)每分鐘心跳數高於 90次；(3)每分鐘呼吸速率超過 20次、或者動脈血

中二氧化碳分壓低於 32毫米汞柱；(4)白血球檢驗數值每毫升高於 12,000 顆、或

帶狀白血球超過 10%、或者每毫升低於 4000顆，符合兩項定義以上再加上急性

感染症即為敗血症(sepsis)；敗血症若出現一種以上器官衰竭則歸類為嚴重敗血症

(severe sepsis)，合併出現頑固性低血壓則歸類為敗血性休克(septic shock)。2016

年第三次敗血症與敗血性休克國際共識會議修正敗血症相關定義，建議使用連續

性器官功能衰竭評估工具(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若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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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2分以上且合併急性感染症，則定義為敗血症。符合上述條件之高齡病

患，表示急性感染症嚴重度高於通常之局部感染病患，更應該積極處置以減少可

能之健康危害。 

若存在急性感染症可能性，並序列評估肺部 X光片、尿液常規檢驗，以確

認是否發生常見之肺炎或泌尿道感染；須注意若病患處於脫水狀態、營養不良、

免疫機能缺損、或者使用類固醇或免疫調節劑，上述診斷項目則有可能出現偽陰

性狀況。而針對存在急性感染症可能性但上述檢查未呈現明顯異常者，則需要安

排合適之進階影像學檢查以找出可能之潛在感染源，包括腹部超音波、電腦斷

層、核磁共振、骨髓炎掃描、心臟超音波、甚至於全身發炎掃描等，藉以確立治

療目標與設定後續治療計畫。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臨床症狀方面：可能與慢性疾病控制不良、多重藥物使用導致意識狀態

改變、失智症合併行為與精神症狀、攝護腺肥大合併排尿困難、膀胱

過動症等疾病表現類似，病史詢問應進行適當區別 

(二) 發燒部分：若可排除急性感染症可能性、排除可能之健康危害疑慮，針

對潛在惡性腫瘤可能、自體免疫性疾病、藥物熱等較次要病因進行評

估與鑑別診斷。 

(三) 實驗室檢查方面：因白血球升高或發炎指數升高主要代表身體內部有炎

性反應存在，應與多發性創傷、手術術後、脆弱性骨折、關節炎急性

惡化、自體免疫性疾病、白血病、潛在惡性腫瘤等類型加以區分。 

 四、疾病分類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肺炎（pneumonia）：高齡病患可能由於多重用藥導致的安眠鎮靜效果

增加吞嚥障礙或食物嗆咳的風險，例如常見安眠藥、鎮靜劑、抗組織

胺、肌肉鬆弛劑、或者具有抗膽鹼作用的藥物造成影響，讓個體意識

狀態改變。高齡族群在急性病毒性下呼吸道感染後，也容易同時發生

續發性細菌性肺炎，造成臨床治療時程延長。單純性社區型肺炎以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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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鏈球菌最常見，約佔四分之一左右；複雜性肺炎或健康照護相關肺

炎則以院內感染菌為主，包括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克雷白氏

菌與鮑曼氏不動桿菌等。 

(二) 泌尿道感染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常見於存在尿失禁之老年症候群

對象，例如攝護腺手術術後、骨盆肌肉鬆弛、膀胱過動症、或長期營

養不良或功能性依賴對象。無使用導尿管之單純性泌尿道感染以大腸

桿菌與克雷白氏菌為主，糖尿病病患則常見克雷白氏菌與念珠菌感染 

，導尿管相關感染則容易出現綠膿桿菌與金黃色葡萄球菌等院內感染

菌。 

(三) 蜂窩性組織炎(cellulitis)、骨髓炎(osteomyelitis)：發生於臉部之蜂窩性

組織炎、開放性傷口之蜂窩性組織炎，常見為混和性菌種感染；不具

傷口之蜂窩性組織炎，則以單一菌種如金黃色葡萄球菌或表皮鏈球菌

等格蘭氏陽性菌感染為主；不同感染情形所需使用抗生素類型稍有不

同。須注意超過 3個月之慢性癒合不良傷口、或者同一部位反覆性蜂

窩性組織炎狀況，需進一步評估影像學評估是否存在慢性骨髓炎，並

需要評估是否需要移除手術植入物。 

(四) 腹內感染(intraabdominal infection)：包括膽道感染(biliary tract 

infection)、肝膿瘍(liver abscess)、腎膿瘍(pararenal abscess, renal 

abscess)、後腹壁腹內膿瘍(retroperitoneal abscess)、腹膜炎(peritonitis)

等，可依賴腹部超音波或電腦斷層等影像學檢查診斷，並依照各疾病

不同特性進行引流處置與抗生素治療。 

(五) 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高齡病患臨床上未必會出現感

染性心內膜炎相關徵象，針對血糖控制不良、口腔衛生條件不良、多

發性齲齒或慢性牙周病、瓣膜閉鎖不全或有心雜音，未發現明確感染

源對象但仍存在間歇性發燒對象，應進行心臟超音波檢查以適當評估

是否存在心臟贅生物(vegetation)，藉以診斷感染性心內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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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近期之急性功能下降(約 77%)：包括 

1. 意識狀態改變：新發生或者急性惡化之譫妄、昏睡、與昏迷，導致

無法配合照護人員日常生活協助； 

2. 近期食慾減退：進食量降低，導致盤餐殘留量超過 25%； 

3. 喪失生活獨立性：出現行動能力急遽下降、步態不穩、生活依賴性

提高、或發生跌倒意外； 

4. 新發生尿失禁情形、或原有症狀出現急性惡化。 

(二) 存在廣義性發燒：包括 

1. 單次口溫高於攝氏 37.8 度， 

2. 連續兩次口溫高於攝氏 37.2度、或肛溫高於攝氏 37.5 度， 

3. 基礎體溫上升攝氏 1.1 度， 

4. 體溫低於攝氏 36度，並排除耳垢填塞問題。 

    同時符合前述兩項基本條件之高齡族群，就應該及時由臨床醫師進行急

性感染症後續確診評估。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一) 所有感染症發生率每千人年約 2.7-9.5，盛行率約 1.6-32.7%。 

(二) 肺炎發生率每千人年約 0.46-4.4，盛行率約 0.3-3.7%。 

(三) 泌尿道感染發生率每千人年約 0.1-2.4，盛行率約 0.6-21.8%。 

(四) 皮膚與軟組織感染發生率每千人年約 0.9-2.1，盛行率約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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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實驗室檢查：全血球計數 CBC&DC、電解質、血糖與丙型發炎蛋白

(C-reactive protein, CRP) 。針對局部蜂窩性組織炎、感染性心內膜炎、

骨髓炎等類型，紅血球沉降速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則

是較理想的追蹤評估指標。 

(二) 胸部 X光檢查：評估肺炎、肺積水、肺塌陷、肺結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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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尿液常規檢驗：評估是否出現膿尿症、菌尿症等問題。長期使用尿管病

患可能出現紫尿袋症候群，但常規尿液檢查未必會有異常，需評估日

常水合狀態是否足夠。 

(四) 全腹部超音波：評估腹內感染可能性。臨床上須注意標準檢查項目所涵

蓋範圍與器官評估，例如上腹部超音波通常未包括骨盆腔與後腹腔部

位，下腹部超音波則未包括肝、膽、胰、脾等指標器官，選擇檢查項

目應多加留意。 

(五) 細菌培養：針對不同臨床檢體進行收集以獲得有意義菌株與藥物敏感性

報告。使用廣效性抗生素之前應收集至少兩套血液培養檢體，針對急

性感染源病灶應收集適當檢體，包括痰液檢體與抹片格蘭氏染色、尿

液檢體、有時須進行穿刺進行穿刺檢體培養與抹片染色。 

(六) 電腦斷層(CT)：尤其針對腹內中空器官感染症具有良好解析度，並可針

對局部需要手術介入狀況評估是否存在結構性變化、需處置範圍，針

對罕見蕈狀血管瘤(mycotic aneurysm)對象則需要安排顯影劑注射之電

腦斷層檢查方能正確診斷。 

(七) 核磁共振(MRI)或者骨髓炎掃描(osteomyelitis scan)：有助於評估診斷慢

性骨髓炎問題。 

(八) 心臟超音波(Echocardiography)：評估心臟贅生物(vegetation)、瓣膜脫垂

或閉鎖不全、腱索斷裂(chordae tenia rupture)等問題，經食道心臟超音

波(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鑑別率通常高於經胸前心臟

超音波(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然高齡病患未必能耐受經

食道心臟超音波檢查，必要時需重複進行經胸前心臟超音波以提高診

斷機會。 

(九) 核醫檢查發炎掃描(inflammatory scan): 對於實驗室檢驗確認有發炎問

題但找不到明確病灶者，可安排全身發炎性掃描評估可能病灶，再針

對該病灶進行重點式評估，也有助於排除急性感染存在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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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任何高齡族群發生急性感染症、合併有生命徵象不穩情形、或者符合敗血症

診斷定義，都應該立即進行處置並安排住院治療。社區門診針對肺炎對象則常使

用評估量表為CURB-65，內容包括(1)Consciousness：有無出現意識狀態改變或

昏迷，(2)Urea：血中尿素氮是否高於19 mg/dL，(3)Respiration：每分鐘呼吸速率

超過20次，(4)Blood Pressure：收縮壓低於90毫米汞柱、或舒張壓低於60毫米汞

柱，(5)65：年齡是否超過65歲。CURB-65得分2分以上建議住院治療，得分4分

以上需評估入住加護病房必要性，也常使用簡易版之CRB-65得分2分以上判斷是

否需要住院必要性。高齡族群急性感染症治療當中需同時評估其他多重用藥、疾

病控制不當與營養不良問題，針對高危病患更需要及早討論臨終意願．依個別疾

病使用廣效性抗生素治療。 

待完成靜脈抗生素輸注療程、生命徵象穩定並確立長期照護計畫後，協助出

院返家或者入住安養護機構。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目前高齡感染症處置原則依循 2018所更新之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Bundle (SCCB)處置原則進行治療，過去的黃金六小時早期目標(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 EGDT)處置流程業已簡化為敗血症一小時組套

(Hour-1 Bundle)，內容包括(1)檢測血中乳酸值(lactate)以評估組織缺氧

程度，若初始乳酸值高於 18 mg/dL，則需要每 2-4小時重複檢測，確

認是否下降至正常範圍，(2)在使用抗生素之前收集血液培養檢體至少

兩套，(3)使用廣效性抗生素以涵蓋可能涉及之感染性病原菌，(4)針對

初始血液乳酸值高於 36 mg/dL或者出現敗血性休克對象，應積極輸注

至少每公斤體重 30 毫升之晶體輸液(crystalloid fluid)，(5)若病患於大量

輸液後仍呈現血壓過低狀態，應及時使用升壓劑(vasopressor)維持平均

動脈壓在 65 毫米汞柱以上。於確認急性感染症原發病灶後並進行有效

的感染源控制(source control)，盡可能在 12 小時內完成處理，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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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病患健康預後。 

(二) 特定感染症對象應注意是否適當處理感染源問題，包括 

1. 肺炎：應適當進行蒸氣治療、拍痰與抽痰，促進氣道分泌物排除以

加強治療成效。平時應維持床頭高度 30-45度，避免完全平躺導

致胃內食物逆流回嗆。 

2. 泌尿道感染：針對使用導尿管對象應評估長期使用之必要性、有無

移除可能性，盡可能移除不需持續使用之侵入性管路。若有明確

使用原因無法移除者，應更換原有導尿管進行重置，以利減少尿

管內附著生物膜影響抗生素治療效果。針對病患的水和狀態也應

適當評估，維持固定尿液沖刷機制可改善泌尿道感染問題。 

3. 腹內感染：除抗生素治療外，應該有專科醫師評估是否手術介入必

要性、或者需要適當引流管幫助引流。 

4. 開放性傷口、褥瘡：需要規則換藥，並請專科醫師評估是否需要手

術清創，並且評估周邊血管重建必要性、或高壓氧治療是否可能

有所助益。 

(三) 抗生素選擇需要特別留意健康照護相關感染(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HCAI)問題，抗生素使用上需注意涵蓋可能出現之常見院內感

染菌株，包括(1)過往 90天內曾經住院或者急診留觀超過 48小時，(2)

過往 30天曾經於門診接受洗腎、血液製品輸注、或者化學治療等靜脈

輸注，(3)接受居家醫療、居家護理、或居家復健等由醫院專門職類人

員提供之相關服務，(4)家庭成員為醫療院所從業人員，(5)病患為長期

照護機構住民。尤其台灣長照機構住民功能依賴性與多重共病普遍要

比國外來得嚴重、常用留置型侵入性管路、居住環境設置可能在醫院

建築當中或與急性病房病患混居，導致發生急性感染症的狀況在處置

上要來得更為棘手。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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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病患營養狀態設定方面，建議積極維持腸道營養，減少非必要性之靜脈

營養劑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當中之血行性感染問題，並能有效維持腸道正常

機能。也建議急性感染症第 1週熱量給予可以適度降低，減輕免疫系統活化所伴

隨的細胞激素風暴(cytokine storm)，並於第 2週臨床狀態穩定之後，逐步調整為

全熱量與全方位之均衡營養設定。目前不建議使用任何免疫調節藥劑，包括免疫

球蛋白、活化型蛋白 C、或者高劑量類固醇，對於急性感染症並無任何助益，且

可能伴隨更多併發症風險。 

    善終與避免無效醫療概念，針對患者預後不佳且死亡可預期的狀況下，尊重

個體生命意義與臨終決定，並達成與家屬間之醫病共同決策，遵循緩和醫療原則

減少輸液或者進行臨終斷食，可以有效降低呼吸窘迫、炎性疼痛、與周邊水腫等

照護問題。 

 十一、預後 Outcome 

依國人十大死因分析報告顯示，肺炎與敗血症之急性感染症分居高齡族群十

大死因第 3名與第 9名，並根據過往文獻統計分析，急性感染症佔高齡急診就醫

主要病因 13.5%，佔高齡住院主要病因約 14%。罹患感染症除了面臨昂貴醫療與

非醫療費用支出，也常見抗藥性菌株威脅，其中肺炎與泌尿道感染相關死亡率可

高達 20-30%。即使治癒出院，追蹤一年死亡率仍高達 50%，30 天內再住院率約

25%，且有 1/3病患於出院之際因功能性依賴態而需要轉換為機構化照護、或者

申請外籍看護工在家協助。整體而言 

(一) 肺炎死亡率約 6-28%， 

(二) 泌尿道感染死亡率約 5-20%， 

(三) 皮膚與軟組織感染死亡率通常不高。但是合併骨髓炎或續發性菌血症等

侵襲性感染，死亡率可以高達 50%以上 

對於機構化、功能依賴、管路使用或多重共病之高齡族群而言，急性感染症

所伴隨之死亡風險會比一般高齡族群來得更高。無症狀菌尿症與膿尿症通常不需

要治療，也不會增加死亡率，但臨床上發現跟失能與功能性依賴有高度相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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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評估背後之風險因子並予以適當介入。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 10-14天，並依據個案多重共病、老年症候群負擔、是否使用管路、

抗藥性菌種有無等相關問題，需要個別化調整住院治療期限，並設定合適之出院

後長期照顧服務銜接。 

(一) 敗血症治療天數約 14-28天， 

(二) 肺炎治療天數約 10-14天， 

(三) 泌尿道感染治療天數約 7-10 天， 

(四) 複雜性腹內感染治療天數約 14-28天， 

(五) 蜂窩性組織炎治療天數約 14-28天， 

(六) 感染性心內膜炎或骨髓炎治療天數約 42-56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通常急性感染症完治病患出院時不需要持續使用口服抗生素治療。但針

對肺炎延遲性消散、或住院治療反應不佳病患，可個別調整使用口服

抗生素延續治療效果。若病患為植入物相關之慢性感染，但移除植入

物風險過大者，則需要終生口服抗生素治療並有序列性追蹤。 

(二) 針對病患營養狀況、施打疫苗情形、慢性疾病控制、多重用藥調整、與

老年症候群負擔等，於住院期間進行周全性評估處置，並協助設定長

期治療與追蹤介入照護計畫，於出院準備服務銜接合適之長期照顧服

務資源包括居家護理等，以預防未來可能發生之各種類型感染症。 

(三) 針對高齡 80 歲以上、多重共病、高度老年症候群負擔之對象，應於適

當時機與病患以及家屬會談，進行急救與臨終議題討論、後續照護計

畫安排，期許高齡族群得以在地終老並且在家善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注意是否出現發燒、急性功能下降、進食是否穩定正常、是否出現意識

混亂或譫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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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院後兩周內需回診追蹤臨床狀況，評估感染症是否復發。 

(三) 若合併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壓下降、意識昏迷、食慾變差、或其

他危急徵象，應盡早回診或者至急診進行評估處置。若不清楚如何處

理，可電話聯繫出院病房護理站諮詢有關之處置建議。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依病人狀況開立藥物，進行有效之藥物整合並安排定期門診回診。 

(二) 出院後兩周內需回診追蹤臨床狀況，評估感染症是否復發。 

(三) 依病人狀況與特殊需求，視情形轉介相關專科門診進行評估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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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一般內科、感染疾病、感染控制、

高齡醫學、多重用藥、失智照護 

審核者 黃仲禹 主治醫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經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家庭醫  

     學部住院醫師及總醫師、臺北榮民  

     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資深住院醫師 

     、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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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Frailty 

ICD-10-CM：R54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在邁入失能階段前可能回復的相對性健康不良狀態，獨立於急慢性疾病診斷

之外，所呈現之功能性問題。 

 二、目的 Purpose  

    衰弱為常見之老年症候群之一，為老化過程中邁入失能階段之前存在回復可

能的相對健康不良狀態，面臨對於急性病症易感受性增加、生理儲備能量減少、

罹病狀態回復力變差等問題。衰弱為獨立於急慢性疾病診斷之外的功能性問題，

若未能及時發覺處置，將錯失可能回復機會，造成高齡者快速失能、承受更多老

年症候群負荷、加速機構化與增加未來死亡風險。本指引嘗試針對高齡族群衰弱

之基本定義、評估、診斷流程、與各項介入措施，設定完整診斷、治療與照護計

畫供臨床處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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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治療指引之標的使用者，包含常遭遇高齡族群衰弱問題之各職類專科醫

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醫事人員、以及與長期照顧服務或機構照護相關從業

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衰弱為常見老年症候群之一，衰弱個體處於相對健康不良狀態，出現對

於急性病症易感受性增加、生理儲備能量減少、罹病狀態回復力變差等

問題，目前發現與(1)老化、(2)女性、(3)多重共病、(4)多重用藥、(5)認

知功能障礙、(6)憂鬱症、(7)營養不良等危險因子息息相關。由於衰弱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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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可能回復生理機能獨立性階段，因此針對衰弱問題應該盡早發現並

積極處置，更應該同步介入背後可能牽涉之所以危險因子。 

(二) 可依照“FRAIL”口訣評估個體是否存在衰弱問題。 

1. F：Fatigue 疲累，評估過去一個月當中，從事日常活動是否跟以前

比較起來容易覺得累、是否因為活動耐受度不佳而減少外出活動、

是否因為容易疲累所以傾向從事靜態活動。 

2. R：Resistance 阻抗運動，上下 5個台階高度的階梯是否出現困難。 

3. A：Ambulation 平地活動，行走一個街區距離(約 100 公尺)是否出

現困難。 

4. I：Illness 多重共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惡性腫瘤、慢性肺病、

鬱血性心臟病、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疾病、骨關節疾病等，是否

有 5種以上慢性疾病存在。 

5. L：Loss of weight 體重減輕，過去一年體重減輕是否超過 5%。 

6. Late-life paranoia 晚年個性偏執。部分因健康信念問題堅持認定自己

體重減輕之偽陽性個案，部分因不正確健康認知與養生方式導致真

實發生體重減輕，也常由於個性偏執而難以有效介入。 

(三) 老年周全性評估工具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CGA)： 

        透過周全性評估可客觀評估高齡對象日常生活獨立性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有無認知功能障礙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是否存在憂鬱情緒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5 items, GDS-5)、營 

    養不良 (Mini-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多重共病、多重用藥、跌倒、 

    尿失禁等，能夠對個體狀況獲得全面性認識，並針對可能面向進行同步介入。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主要以 Linda P Fried 在 Cardiovascular Heart Study所提出五項要件定義衰弱

狀態，內容包括： 

(一) 體重減輕 (Weight loss)：過去一年發生非預期體重減輕大於 5%、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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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公斤以上， 

(二) 疲累 (Exhaustion)：自覺容易疲累、活動耐受度變差， 

(三) 無力 (Weakness)：握力測定指數偏低，若男性小於 26公斤、女性小於

18公斤，則符合無力定義， 

(四) 行走速度緩慢 (Slowness)：正常行走速度小於每秒 0.8公尺，常用六公

尺行走距離測試， 

(五) 低活動度 (Low leisure hour activities)：每周休閒活動整體消耗熱量偏

低，若男性每週活動量小於 383 大卡、女性小於 270 大卡，則符合定義。 

    符合 1-2項定義為衰弱前期 (Pre-frailty)，符合 3項以上定義為衰弱 (Frailty)。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惡性腫瘤：包括大腸癌、肺癌、胃癌、肝癌、攝護腺癌等，也常見淋巴

瘤與多發性骨髓瘤。 

(二) 血液系統疾病：骨髓再生不良症候群、貧血。 

(三) 自體免疫疾病：類風溼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等。 

(四) 內分泌系統疾病：常見糖尿病、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低下。 

(五) 心血管疾病：包括鬱血性心臟病、冠狀動脈疾病、周邊動脈疾病、與高

血壓相關併發症。 

(六) 肺部疾病：常見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氣管擴張症、塵肺症等。 

(七) 神經系統疾病：退化性神經病變包括巴金森氏症、失智症；或腦血管疾

病如多發性腦梗塞、腦中風等。 

(八) 肝腎疾病：中重度肝臟疾病或者慢性腎功能不全。 

(九) 精神心理疾病：常見憂鬱症。 

(十) 營養不良：包括熱量蛋白質攝取不足，以及可能維生素不足。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一) 衰弱前期 (Pre-frailty)：符合衰弱定義 1-2項。 

(二) 衰弱 (Frailty)：符合衰弱定義 3項以上，並應排除失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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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表現症狀： 

1. 對於日常從事活動變得容易疲累，外出活動時間減少 

2. 由於活動耐受度不佳而減少日常活動量 

3. 爬樓梯或者平地行走一百公尺左右會覺得吃力 

4. 日常姿勢逐步呈現駝背、頸項前伸、頭部前傾、視線朝下，行走時

活動重心往前偏移。 

5. 外觀消瘦，肢體肌肉萎縮或明顯消瘦 

(二) 理學檢查： 

1. 口腔：有無黏膜潰瘍、齲齒、牙齦萎縮或出血、懸壅垂偏移、腫塊。 

2. 頭頸部：甲狀腺與淋巴結有無腫大、頸靜脈有無怒張。太陽穴之

Temporalis muscle 有無顯著萎縮。 

3. 胸部與乳房：有無桶狀胸、哮鳴聲、呼吸囉音、扣擊沉悶感、心雜

音、遠心音、胸廓或乳房硬塊、腋下淋巴結等。 

4. 腹部：腸音變化、肝脾腫大、硬塊、壓痛、反彈痛等有無。 

5. 會陰部與肛門指診：鼠蹊部淋巴結有無腫大、攝護腺型態尺寸。 

6. 四肢：有無肌力下降、深層肌腱反射增強、關節攣縮等。尤其留意

指間肌或魚際肌 thena muscle 有無萎縮，小腿肌肉 calf muscle 有無

萎縮。 

7. 功能性檢測： 

(1) 握力測定：採正常坐姿、手肘自然彎曲 90 度、手心向內，測

定慣用手握力。通常進行 3次測量，中間穿插適度休息約 1-2

分鐘，以最大數值當作該次握力檢測數值。 

(2) 平常行走速度：評估 6公尺直線距離以正常行走速度完成 (可

使用拐杖或其它輔具)，測量完成時間以計算行走速度。 

(3) 起身行走測試 (Timed up-and-go test, TUG)：受測者坐於有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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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穩固椅子，測試其起身、行走至 3公尺距離標示物、轉身、

再回坐，完成測試所需花費時間是否超過 12秒。 

(4) 30秒原地起坐測試 (30-second chair stand test)：測試受測者於

穩固椅子雙手抱胸原地起站，於 30 秒內可完成幾個循環，是

否符合該年齡性別之標準以上。 

(5) 5回合原地起坐測試：測試方式如上，進行原地起坐 5回合所

需時間是否超過 12 秒。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社區高齡族群衰弱盛行率約 4-16%，衰弱前期盛行率約 28-44%。 

    隨著年齡增長，衰弱盛行率也會逐步上升，歐洲流行病學調查發現社區 65

歲以上高齡者衰弱盛行率約 10.7%，80-84.9歲族群爬升至 15.7%，85 歲以上族

群更增加為 26.1%。隨著多重共病、所處場域為社區、安養護機構、或急性醫療

機構不同，盛行率有逐步增加的趨勢，罹癌高齡族群衰弱盛行率可高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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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全血球計數 CBC&DC：排除感染、貧血、以及血液相關疾病。 

(二) 生化數值檢驗：評估糖尿病、肝腎功能、電解質異常等，包括血清白蛋

白 albumin 評估急性發炎反應與潛在營養不良。 

(三) 攝護腺抗原 PSA：對於男性攝護腺癌具高度敏感性與特異性。 

(四) 甲狀腺功能 TSH&FT4。 

(五) 維生素 B12 與維生素 D。 

(六) 心電圖：評估心律不整、左心室肥大、傳導阻滯等。 

(七) 胸部 X光檢查：檢測肺結核、腫瘤、心肺問題、有無肺積水等。 

(八) 腹部超音波：評估肝腎器官狀態、腫瘤、腹水等。 

(九) 視情形與年齡分布可評估安排進一步檢查： 

1. 上下消化道鏡檢。 

2. 電腦斷層(CT)或磁振造影(MRI)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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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腫瘤標記檢驗、糞便潛血檢驗、乳房攝影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

需特別留意偽陽性問題與其他慢性疾病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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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住院條件：存在衰弱問題且進展快速、需跨專業團隊評估處置、需銜接

長期整合照護服務、牽涉高度複雜性因素，並經臨床醫師經驗判斷有高

度介入需求者。 

(二) 出院條件：經確立背後成因、經排除急性健康危害、由跨專業團隊協助

擬定長期整合照護服務、銜接適當社會資源導入，經協助回復日常功能

獨立性或經銜接失能長期照顧服務，確立未來治療與照顧計畫，並安排

妥適門診追蹤服務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針對病患與家屬狀態進行整體評估是最關鍵的首要課題。對於病患進行

周全性評估、衡量進行介入的有效性與伴隨風險、慢性疾病控制目標調

整、家屬支持系統的完善程度、導入社會資源的需求性，都需要根據個

別對象進行客製化照護與介入計畫擬定。如果病患屬於衰弱尚可能回復

狀態，則應該針對可能改善面向積極處理，並設定個別問題處置優先順

序；如果病患屬於衰弱但回復可能低，在資源有限性條件下，應該合理

設定未來轉介長期照顧服務需求，甚至需要評估是否導入安寧療護，處

置重點在於改善整體生活品質，並且讓家屬能夠得到適當協助與喘息服

務。通常需要多團隊專業成員合作共同介入，按醫病共同決策原則找尋

最適切之治療處置方式，並會診相關專科醫師諮詢協助。 

(二) 能夠有效改善衰弱問題通常需要多面向同步介入才能得到良好成效。 

1. 藥物回顧：評估現有慢性疾病控制目標是否符合個別化需求，是否

可能因為目標設定過於嚴苛導致病患出現衰弱問題。針對現有使用

藥物應該評估是否具備明確適應症、藥物有效性、伴隨副作用與藥

物交互作用、有無更安全或使用更簡易之替代用藥。針對不具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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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症藥物或使用效果不佳用藥應該停用，對於存在抗膽鹼效果

(anticholinergic effect)藥物則更應該留意追蹤是否出現藥物相關副

作用，必要時應考慮停用 

2. 營養介入：應該適當評估牙口健康狀態並進行處理，具吞嚥障礙問

題應適當評估安排語言訓練、進行飲食質地調整、或討論是否進行

管灌飲食。日常熱量估算約每日每公斤 25-30大卡，並應進行高蛋

白補充每日每公斤 1.2-1.5公克，並提高與肌肉生長相關胺基酸包

括白胺酸、精氨酸、HMB比例，同時評估是否需要額外增加日常

營養品攝取。維生素 D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800-1,000 國際單位，而

鈣質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1,000-1,200毫克。 

3. 物理治療：包括有氧運動、阻抗運動、伸展運動等內容組合，按照

個別病患生理機能、關節活動度、平衡狀態設計物理治療課程，所

進行物理治療內容通常須包含肌力訓練、肌耐力訓練、平衡訓練

等，除回復衰弱之外，也可以減少日常跌倒風險。通常每周進行會

以區段 30分鐘、頻次以每周 5次為原則，才能夠滿足高齡族群進

行介入基本活動時間應該到達每周 150 分鐘。若進行高強度運動介

入，持續時間至少需要 8周以上，建議持續到 10週更能達到顯著

成效；若進行中強度運動介入，持續時間則需要進行 12週以上；

低強度運動介入無法達成改善成效。由於單一住院無法滿足病患復

健需求，具備復健潛力對象則協助轉介急性後期照護方案或居家復

健，未能具備復健潛力對象則協助轉銜長期照顧服務進行日常生活

協助，並鼓勵病患多進行自主活動以維持生理機能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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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長期照顧服務：透過出院準備服務進行轉銜，可提供家事服務、居家復

健與護理專業服務、行動輔具與無障礙環境評估、交通接送服務、以及

照顧者喘息服務等，針對失能或無法回復個案可獲得相關資源協助。 



 52 

(二) 安寧療護：快速失能接近生命末期病患，可透過安寧共照團隊協助，重

新審視生命歷程，自主尊嚴決定未來旅程，討論生命相關安排並加強與

家人之情感聯繫，著重於生活品質改善。未來可評估是否符合居家醫療

整合服務方案，可減輕病患醫療整合與回診困擾。 

(三) 無效介入：生長因子 (growth hormone, 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factor)、睪固酮 (testosterone)、DHEA尚未證實對於衰弱具備有效性，

不建議使用。 

 十一、預後 Outcome 

    衰弱對於長期死亡率影響，對於高齡女性約增加 1.71倍 (HR 1.71; 95% CI 

1.48-1.97) 死亡風險，男性則增加 2.05 倍死亡風險 (HR 2.05; 95% CI 1.55-2.72)。

衰弱，歐洲方面研究甚至發現衰弱死亡風險可高達 3-5倍。 

    衰弱可預測未來跌倒造成髖骨骨折、失能、反覆住院等不良健康預後，在移

植手術方面也發現與手術成功機會和死亡風險有所關聯。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 14天，並依不同病因與後續治療計畫調整。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針對具備復健潛能個案，由個案管理師進行出院準備服務，協助轉介高

齡衰弱急性後期照顧計畫，以延續物理治療活動成效，提高個案日常生

活獨立性，未來並回診高齡醫學整合門診進行藥物整合與功能性追蹤評

估。 

(二) 針對未具備復健潛能個案，住院當中由醫護專業人員評估家屬與照顧者

執行能力，由出院準備服務銜接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包括家事服務、居

家復健與護理專業服務、行動輔具與無障礙環境評估、交通接送服務、

以及照顧者喘息服務等。 

(三) 快速失能接近生命末期病患，住院期間諮詢安寧共照團隊協助，並評估

未來居家安寧或居家醫療整合服務協助，進行醫療整合與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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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定期量測血壓、追蹤血糖指標，維持藥物遵囑性，並於回診時與醫師討

論疾病控制是否達標或者超標，並減少非必要使用藥物。 

(二) 維持穩定規律運動計畫，每周應達 150分鐘以上，並留意有無姿勢性頭

昏或其他身體不適症狀，遇有變化應及早回診評估 

(三) 規律營養攝取、適當水分補充，並應補充鈣質與維生素 D以減少衰弱

發生機會。 

(四) 鼓勵參加社區活動或與家人互動，有助於改善憂鬱問題。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是否持續存在活動耐受度不佳、容易疲累、日常生活獨立性受限等問

題，若未能獲得改善應於門診再行評估其他病因存在可能性。 

(二) 針對多重用藥介入個案，應針對慢性疾病控制狀態進行追蹤，非必要時

盡可能減少效益不明用藥，有助於減少藥物相關副作用。 

(三) 追蹤營養攝取是否穩定，返家是否持續進行物理治療活動以維持生理機

能，並鼓勵申請居家復能等相關服務。 

(四) 針對憂鬱個案須評估情緒改善情形，給予心理支持，並尋求家屬共同協

助以有效改善個案情緒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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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ICD-10-CM：F03.91、F01.51、F02.81、F54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與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群，包括亢奮、激躁、妄想、幻覺、去抑制化、

過食、睡眠障礙等正向症狀，與漠然、不活動、拒食、憂鬱等負向症狀。 

 二、目的 Purpose  

    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群為失智症個案常見問題，表現上有時候難以跟急

性譫妄完全區隔，但處置上都應該評估導致症狀出現的潛在肇因，更需要兼顧個

體尊嚴與情緒性創傷，並盡可能減少非必要之物理性約束與化學性箝制手段。若

未能適當處置神經精神症候群，會大幅增加直接照顧者身心壓力，升高未來個案

受虐或被忽略風險、承受過度用藥傷害、加速失能與機構化、也與個案高度死亡

風險密切相關，並增加社會整體照護成本負荷。本指引特針對失智症相關神經精

神症候群定義、評估與診斷流程、與各項介入措施，設定完整診斷治療與照護計

畫供臨床處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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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治療指引之標的使用者，包含常遭遇高齡族群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

群之各職類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護理師、醫事人員、以及與長期照顧服務或

機構照護相關 之從業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失智症由臨床診斷進展至生命末期估計約 8-10年光景，除了核心症狀記憶

障礙之外，合併出現周邊症狀稱為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群 (neuropsych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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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 NPS)，也就是俗稱的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BPSD)，時常直接造成家庭照顧者沉重照顧

負荷、身心耗竭、也加速失智症患者入住機構或功能衰退，甚至於出現高齡虐待

等社會議題。目前發現 BPSD與(1)失智症嚴重度、(2)過往個性、(3)與家屬或照

顧者日常關係、(4)急慢性疾病控制狀態、(5)環境變動、(6)飢餓或疼痛等生理需

求、(7)急性尿滯留、(8)寂寞感或欠缺安全感等因素有關。因此，除了與 BPSD

有關表現症狀評估之外，針對可能誘發因素或共伴問題應該進行全面性評估，在

兼顧個體權益與家屬照顧壓力狀況下，同步處置所遭遇之各種問題。 

    面對每一位失智症患者於例行門診回診追蹤時，都應該定期評估是否出現新

發生 BPSD，並評估原有症狀維持穩定或者持續惡化，通常先以開放式問題詢問

照顧者：「最近是否有任何行為異常造成困擾？」「是否出現幻覺、幻聽、或妄想？」

「日常睡眠狀態是否穩定？」等狀況。 

    也因為失智症對象因記憶障礙所出現溝通障礙與語言表達困難，對於所有新

發生或者突然惡化之 BPSD應該視為失智症對象所發出之求救信號，提醒醫療照

護人員應該盡最大努力探究是否有誘發或造成惡化之背後成因；評估有無發燒或

其他感染相關症狀、近期是否有跌倒或疼痛問題須處置、是否新增藥物產生相關

副作用、是否轉換環境或者生活出現重大變化等，都可能加重失智症對象既存之

BPSD，都應該主動評估進行紀錄。也由於病患對於整體狀況無法交代清楚，同

時需要搭配照顧者陳述內容進行綜合評估，當然需要劉毅照顧者是否可能嘗試以

BPSD掩蓋不當照顧事實，並觀察失智症對象與照顧者之間互動狀態。 

疼痛則是 NPS惡化常見原因，因此針對失智症病患疼痛評估方式，可依照

Pain assessment in advanced dementia (PAINAD)五大面向進行個案評估： 

項目 0 1 2 

發聲以外的

呼吸形態 

正常 偶爾費力呼吸，偶爾出

現過度換氣。 

費力喘息，長時間過度換

氣，出現 Cheyne-Stoke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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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性聲調 無 偶爾呻吟，語調呈現低

度消極或不認同感 

反覆大吼大叫，大聲呻吟，

哭泣不止 

臉部表情 放鬆 哀傷、受驚、皺眉 表情痛苦 

肢體語言 放鬆 緊繃、苦惱、坐立不安 全身僵硬、握拳、抱膝、抗

拒、排斥 

安撫 無須安撫 可透過言語或撫摸轉

移注意力或加以安撫 

無法轉移注意力或安撫 

 #總計分為 10分，分數越高則疼痛程度越嚴重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診斷依據可以用 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 (NPI)問卷進行評估，共包含 12

項常見症狀、以序列計分方式評估症狀頻率、嚴重度、與直接照顧者情緒困擾程

度。內容包括： 

面向 頻率 嚴重度 照顧者情緒困擾 

A. 妄想 計分方式： 

1：偶爾，每週< 1

次；  

2：經常，每週約 1

次； 

3：頻繁，每週超

過 1次但不到每天

1次； 

4：非常頻繁，每

天至少 1次。 

計分方式： 

1 輕度，不至於有

傷害性且病患不

太為意； 

2 中度，症狀困擾

且干擾病患；  

3 重度，干擾程度

嚴重 (若需要 prn

藥物使用，則應判

定為重度)。 

計分方式： 

0 一點也沒有； 

1 極輕微； 

2 輕度；  

3 中度； 

4 嚴重；  

5 極度。 

B. 幻覺 

C. 激動/攻擊性 

D. 憂鬱/情緒低落 

E. 焦慮 

F. 愉悅/欣快感 

G. 淡漠/不關心 

H. 言行失控 

I. 易怒/情緒不穩 

J. 異常行為 

K. 睡眠 

L. 食慾與飲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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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急性譫妄：譫妄發生通常為突發性、症狀可能時好時壞、出現無組織化

思考、意識狀態改變。若能夠找出譫妄直接肇因加以解決，通常可以完

全回復原本情緒穩定。 

(二) A: Alcoholism, abuse 酒精相關、或老人不適當對待問題。包括酒精成

癮、酒精戒斷、家人不適當照顧或施虐導致問題。 

(三) I: Insulin 血糖相關，包括低血糖、糖尿病酮酸中毒、高血糖高滲透壓

狀態 

(四) U: Uremia 尿毒症、急性腎衰竭 

(五) E: Electrolyte imbalance 電解質異常，常見高血鈉、低血鈉、高血鈣 

(六) O: Oxygen, Overdose, Opioid 低血氧與藥物相關問題，呼吸系統疾患造

成血氧過低或二氧化碳蓄積，藥物包括安眠藥與抗精神病藥物過度使

用，以及具抗膽鹼效果藥物所導致相關副作用。 

(七) T: Trauma，常見跌倒所導致中重度傷害，除了腦出血或硬腦膜下出血

直接影響意識狀態，跌倒可能導致髖關節骨折、肋骨骨折、或其他肌肉

軟組織傷害造成嚴重疼痛或生理不適，也容易惡化 NPS。 

(八) I: Infection 急性感染症：常見敗血症、吸入性肺炎、泌尿道感染等。 

(九) P: Psychological 精神心理疾病，常見憂鬱症，部分對象憂鬱症表現類

似於失智症神經精神症候群，需追蹤評估，觀察個案與家屬或其他人互

動狀況，較能正確評估。具憂鬱問題個案通常眼神會迴避對方視線、傾

向閉眼陳述、整體評估也會傾向回答更為負面的選項。 

(十) S: Stroke, Syncope, Seizure 腦中風、暈厥、癲癇等直接影響意識狀態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無。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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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表現症狀：常見失智症相關精神神經症狀如後，約有三分之二病患會於

午後或傍晚出現顯著症狀加劇，被特稱為日落症候群 (sundown 

syndrome)。日落症候群通常與睡眠障礙、日夜顛倒、生理作息時鐘失調

有關，於午後或傍晚累積過度疲累、光線漸暗導致心理不安全感，因此

特別容易發生在這個時段。 

常見症狀 百分比 表現內容 

妄想 31-63% 懷疑東西被偷、懷疑食物被下毒、懷疑配偶不忠、編

造不存在的情節、投訴被虐待等。 

阿茲海默症中後期常見。 

幻覺 21-26% 幻視、幻聽、幻嗅等，看見不存在的人、聽見小孩嬉

鬧聲、感覺異味存在等。 

路易體失智症與巴金森氏症合併失智症早期即可能

出現明顯幻視或幻聽症狀，阿茲海默症大多在中後期

較容易出現幻視症狀。 

錯認 39% 錯認屋內有陌生人存在 (Phantom boarder)、錯認現在

住的地方不是自家 (16%)、錯認親人或配偶是由陌生

人所偽裝 (Capgras syndrome)、錯認電視內容為事實 

(TV sign)、錯認鏡中的自己是陌生人 (Mirror sign)。 

激動/攻擊性 39-57% 肢體或言語暴力、抗拒照顧、意見稍有不合就會爆粗

口或者拳打腳踢，其中言語暴力約佔 70%、肢體暴力

約佔 30%。 

遊走 26-45% 未帶有任何目的四處活動徘徊、坐立難安、稍坐下幾

秒就馬上起身來回走動。 

重覆現象 ~62% 重覆詢問同樣的問題、重覆收集同樣的東西、在固定

時刻重覆同樣的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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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 35-76% 擔心身體健康狀況、財產安全、居住安全、對環境與

他人欠缺安全感。 

睡眠 26-61% 包括日夜顛倒、失眠、或睡眠過多，大致上具有一定

規律性，比方說一天好睡一天不好睡、或者一天好睡

兩天不好睡以兩天或三天為一循環週期的情況。 

食慾與飲食問

題 

29-36% 吃過東西後還是抱怨沒有吃過飯、進食量過多、吃掉

非食用性物品、或吃飯頻次過高；也有拒絕吃東西、

稍稍吃一點就不想再吃的類型。 

淡漠/不關心 42-47% 對於外界事物欠缺興趣、不關心周遭環境事務、對於

照護人員互動沒有反應。 

憂鬱/情緒低落 17-50% 情緒低落、對原有嗜好喪失興趣、社交封閉。 

較容易出現在失智症早期，可能和自我察覺記憶有所

缺失、感覺生活挫折感增加有關 

(二) 理學檢查： 

1. 頭頸部：臉部表情變化，注意力與覺醒程度是否正常，有無出現緊

張、皺眉、或表情痛苦反應。 

2. 胸部：有無呼吸急促，是否呈現過度換氣，並評估哮鳴聲、呼吸囉

音、哮喘聲等。 

3. 腹部：是否有局部壓痛、反彈痛，下腹是否有可觸及之膀胱脹大。 

4. 四肢與骨關節：由頭到腳各關節區與四肢是否出現局部腫脹、壓

痛、變形、或者身體特定部位不願意讓人碰觸，移位時是否出現異

聲。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群，在失智症患者盛行率高達 60-90%會在病程當

中出現至少一種神經精神症狀，並隨著失智症嚴重度逐漸增加。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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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全血球計數 CBC&DC：排除感染、貧血、以及血液相關疾病。 

(二) 生化數值檢驗：評估糖尿病、肝腎功能、電解質異常等，包括血清白蛋

白 albumin 評估急性發炎反應與潛在營養不良。 

(三) 尿液常規檢驗。 

(四) 甲狀腺功能 TSH&FT4。 

(五) 胸部 X光檢查：檢測肺炎、有無肺積水等。 

(六) 腹部超音波：評估肝腎器官狀態、腹水等。 

(七) 電腦斷層(CT)或磁振造影(MRI)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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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住院條件：存在失智症相關神經精神症候群，嚴重到有自傷或傷人之

虞，或家屬照顧壓力急速上升無法負荷，背後牽涉高度複雜性因素，經

臨床醫師經驗判斷無法於門診處理而須住院治療者。 

(二) 出院條件：經確立背後成因並加以治療，由跨專業團隊協助擬定長期整

合照護服務、銜接適當社會資源導入，症狀顯著改善並獲得全面性照護

資源導入者，可安排妥適門診追蹤服務。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首先須評估病患所存在之 BPSD是否存在自傷或傷人之虞，若有立即性

危害且嚴重度甚高時，應及時會診精神專科醫師共同評估，並於必要時

轉介精神科急性病房接受治療。存在自傷或傷人可能性病患，可第一線

進行藥物治療，程度嚴重者可使用 Haloperidol 針劑肌肉或靜脈注射，程

度未達嚴重者盡可能考慮進行口服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以減少靜脈管路

因拉扯所造成傷害，或者因保護治療管路而需要進行物理性約束。除非

必要，盡可能不進行物理性約束或者化學性箝制。抗精神病藥物使用可

以評估病患整體狀態，對於正向 BPSD 較具治療效果，若以嚴重程度區

分藥物效用如下 Risperidone > Olanzapine > Quatiepine，用藥原則以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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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go slow, and get there，由低劑量每 2-3天逐步調整至有效劑量，並

維持在最低有效劑量，目的為保持病患日間清醒程度，但可以控制 BPSD

在照顧者可以承受範圍之內，避免按照家屬要求過度鎮靜而損及病患個

體權益。使用藥物仍須同步進行非藥物治療，以延續藥物治療成效，並

於狀態穩定後有機會能夠減少藥物使用。Depakine 過去常用來治療 NPS 

，但因為治療劑量與毒性劑量過於接近，嗜睡副作用大，若非腦傷可能

合併癲癇問題，不建議常規使用來替代安全性高之抗精神病用藥 

(二) 處理失智症病患基本原則為 REAP，包括建立穩固信賴關係 (Relate 

well)、照護環境調整 (Environmental manipulation)、維繫並強化現存能

力 (Abilities focused)、並重視個人特質與生命故事 (Personhood)。不論

採取何種治療方式，都要兼顧「增進失智症患者獨立功能與生活品質」

及「減輕照護者負荷、增進其因應技巧與照護能力」終極目標。非藥物

介入方式為處置 BPSD首要選擇，目的為達成「個人-環境」平衡，必須

考量並尊重失智症病患生活獨立性﹅自主性﹅與個人尊嚴，在病患利益

與照顧者壓力間取得平衡。需要全面性評估個體狀態，適當會診復健科

醫師或精神科醫師，安排非藥物治療相關活動。 

1. 物理治療：增加日間活動量可適度累積疲勞感以改善夜間失眠，有

助於調整作息規律改善日夜顛倒問題，針對失智症病患衰弱問題也

有幫助，可以維持穩定日常生活獨立性。 

2. 職能治療：包括個別職能治療與團體職能治療，視失智症病患

BPSD嚴重程度進行調整，嚴重對象以個別進行為原則，較能按照

狀況隨時調整對應方式，也可以減少來自其他活動參加者的干擾；

較不嚴重對象可以參與團體職能活動，增加與其他成員互動，有助

於提高社會參與與人際互動。類型包括： 

(1)  懷舊治療：回顧生命故事或過往生活經驗，找回自我認同與自

我肯定，有助於穩定 BPSD並增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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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實定向感治療：利用生活上現有工具進行時間空間定向力培

養，增加病患對於現實生活的感受，透過體驗互動逐步找回作

息規律與時間空間認知狀態。 

(3)  藝術治療：透過繪畫或拼貼職能治療活動，提升病患對於活動

專注力，增進與其他成員互動，可設定不同活動主題，協助回

顧生命故事找回自我認同、或者與時令節慶相結合改善定向

力，並可經由藝術創作進行心理與深層意識剖析。 

(4)  園藝治療、音樂治療、寵物治療、芳香治療、或其他多感官刺

激治療活動，在醫療場域較難以推行，但未來回歸社區或機構

時，可以銜接日間照顧中心服務、或參加社區瑞智學堂、或參

加其他失智症相關活動，以評估參與活動反應是否良好。透過

不同活動組合可以增加生活豐富性。 

3. 遊走行為是失智症病患常見照顧問題，其實遊走有助於維持下肢活

動能力，並且能夠適當累積病患日間疲累感，若能確保病患安全

性，比方說病患安置於譫妄觀察室之安全環境下自在遊走，醫護人

員在旁看視，其實病患於疲累之際會自行回到病床休憩，並可以減

少物理性約束所產生情緒性創傷，不建議過度使用藥物強行壓制病

患症狀，否則反而容易增加病患跌倒風險。 

4. 環境與氣氛調整也是 BPSD照顧相當重要的環節，包括有熟悉家人

的陪伴、營造安心舒適的病室氣氛、日夜有明顯光暗區隔、減少夜

間護理人員頻繁進出病室進行生命徵象量測或藥物治療機會、減少

病室陰影或鏡子可能造成錯認情形等，都有助於改善 BPSD。 

5. 工作人員也需要留意溝通技巧，盡量與短語句、溫和低頻但足夠聲

量的話語、分階段一句一句講清楚並等候對方回應、保持眼神接觸

或身體碰觸以傳達沒有敵意的友善態度、善用肢體語言等，都有助

於改善與失智症對象之溝通狀態。若失智症對象有視聽力障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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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主動安排眼科與耳科專科醫師協助，以減少幻覺、錯認、跌倒、

與溝通障礙等問題。 

(三) 符合條件之失智症病患應申請適當抗失智藥物，除了減緩認知功能衰退

速度，也有助於改善溝通障礙與 BPSD。病患若存在睡眠障礙問題須開

立用藥，盡可能使用具有療效且副作用少的 Z drugs，不應該以抗精神病

藥物當作安眠藥，也盡可能不要使用 BZDs藥物，方能維持穩定睡眠品

質，減少日間昏沉，並減少藥物相關副作用。病患若同時出現有憂鬱問

題，可以考慮早期使用抗憂鬱藥物，並長期追蹤評估藥物療效。 

(四) 進行周全性評估可以對於病患整體狀況有全盤了解，並針對 BPSD嚴重

度依處置優先順序一一應對，在可能範圍內解決最具威脅性之 BPSD。

另外，通常家屬照顧者可能已經因為照顧壓力呈現慢性耗竭狀態，應適

當協助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之喘息照顧，並協助評估家庭支持系統的完善

程度、導入必需之社會資源。若有需要，應該召集所有家庭成員進行家

庭會議討論，告知未來不同階段可能即將面對的各種照護問題，並協助

規劃照護責任分攤、可申請照護協助等。尤其針對財產議題、將來進食

量不足是否使用餵食管路、遇有突發生命危險是否進行急救措施等，應

該及早討論並盤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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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間照顧服務：透過出院準備服務進行轉銜，可提供失智症對象日間照

顧活動，有助於改善日夜作息規律、減少失眠、增加社會參與與人際互

動，並可由活動當中尋回自我認同感。瑞智學堂也可供符合條件者申請

利用。 

(二) 失智照護機構或設置失智專區榮民之家：若家屬已呈現身心耗竭，無法

持續照顧病患，透過出院準備服務轉銜機構式照顧，可以讓家屬擺脫負

面情緒，以較具彈性之喘息空間探訪病患，有助於維繫長久之情感聯繫 

(三) 安寧療護：接近生命末期之失智病患，可透過安寧共照團隊協助，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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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生命歷程，自主尊嚴決定未來旅程，討論生命相關安排並加強與家

人之情感聯繫，著重於生活品質改善。未來可評估是否符合居家醫療整

合服務方案，可減輕病患醫療整合與回診困擾。 

 十一、預後 Outcome 

    因所伴隨照顧負擔，超過 50%會過度使用安眠鎮靜藥物或抗精神病藥物抑制

症狀、或者採取肢體約束方式對應，連帶惡化相關症狀，並加速失能與死亡威脅。

另根據失智症患者髖關節骨折研究發現，照顧品質與 BPSD可能相互影響，高於

3/4病患於骨折術後並未給予常規止痛藥物，且使用止痛藥物劑量也僅有常規劑

量 1/3，除了疼痛評估出現問題之外，疼痛也進一步惡化 BPSD問題。 

存在 BPSD之失智症對象，除加速生理功能衰退、惡化認知功能障礙、且因

照顧負荷大幅增加而面臨快速機構化安置問題、死亡風險也呈現顯著上升。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平均約 14天，並依不同病因與後續治療計畫調整。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一) 確立誘發 BPSD之背後成因並有效處理，BPSD獲得顯著改善時，由個

案管理師進行出院準備服務，協助銜接社區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或者相關

基金會與志工團體資源。 

(二) 排除 BPSD背後成因，經照護方式調整或藥物介入後，BPSD獲得顯著

改善時，由個案管理師進行出院準備服務，協助銜接社區長期照顧服務

資源或者相關基金會與志工團體資源。 

(三) 住院當中由醫護專業人員評估家屬與照顧者執行能力，由出院準備服務

銜接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包括家事服務、居家復健與護理專業服務、行

動輔具與無障礙環境評估、交通接送服務、以及照顧者喘息服務等。 

(四) 快速失能接近生命末期病患，住院期間諮詢安寧共照團隊協助，並評估

未來居家安寧或居家醫療整合服務協助，進行醫療整合與照護服務。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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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時多留意是否出現新發生 BPSD、或者原有 BPSD出現突發性惡化，

並且留意狀況變化之際，是否出現其他共伴症狀、環境變動、或生活重

大事件，應加以記錄並於返診時提出供門診醫師參考。 

(二) 針對使用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症藥物、抗失智用藥、以及安眠鎮靜藥

物對象，應該定期追蹤評估是否出現嗜睡、頭痛、胃腸不適等副作用。 

(三) 留意日常飲食狀態，通常出現拒食或不食狀態，距離生命終點時間平均

約一年左右，對於是否使用餵食管路、是否進行急救，應該與其他家庭

成員討論，共同規劃並與照護醫師取得共識。 

(四) 平時遇有爭執時切忌硬碰硬衝突，遇有爭執當下盡可能聽對方訴說並以

溫和語氣負荷、或者暫時離開當下的情境、將話題轉向較輕鬆對方較有

興趣的面向，有助於減少爭執或 BPSD 惡化機會。有異常狀況應盡早回

診與門診醫師共商對策。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針對使用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症藥物、抗失智用藥、以及安眠鎮靜藥

物對象，應該定期追蹤評估是否出現藥物副作用；若 BPSD有顯著改善，

也應該評估持續用藥之必要性，在狀況穩定或者非藥物治療後逐步改善

對象，應該評估逐步減少抗精神病用藥。 

(二) 病患回診時應同步評估家屬身心狀態是否已經出現耗竭跡象，除協助銜

接家屬支持團體服務、喘息服務之外，若病患 BPSD日漸惡化，也應該

盡早協助家屬轉置機構式照護。若未能取得適當資源協助，必要時仍須

安排住院處置 BPSD以減輕家屬照顧壓力。 

(三) 針對長期慢性病需依照個別狀況設定客製化控制目標，以減少健康危

害、降低 BPSD惡化機會、並有助於維持良好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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