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年新北出院準備服務-教育訓練課程 

時間 課程 內容說明 主持人/講師 

08:20-08:30 報到 

08:30-08:40 致歡迎詞/長官致詞  

08:40-12:40 評估量表說明

與操作 

1. 照顧管理評估量表介紹

2. 系統操作說明 

分站督導 

12:40-13:40 用餐+休息 

13:40-14:40 長期照護需

求、評估 

1. 長期照護定義 

2. 長照服務內容、類型 

3. 需求評估介紹 

新北市講師群 

14:40-14:50 休息 

14:50-15:50 長期照護資源

介紹與應用 

1. 公部門資源 

2. 私部門資源 

15:50-16:00 休息 

16:00-17:00 照顧管理概論 1. 照顧管理意義、理念 

2. 照顧國內外發展狀況 

3. 照管中心及照管專員角

色介紹 

17:00 賦歸 



實務操作(上課當天會再詳細說明實務操作方式) 

時間 課程 內容說明 講師/地點 

3 小時 在照管專員或照管督導指導下，完成

評估實務試作至少 3 名個案 

各分站督導/醫院 

 

照管中心聯繫窗口 

照管中心 區域 分站聯絡窗口 

新莊分站 新莊區、泰山區 2994-9087 分機 10 
照管督導 盧鈺茹 

三峽分站 三峽區、鶯歌區、
土城區、樹林區 

2674-2858 分機 10 
照管督導 曾信壽 

淡水分站 

淡水區、八里區、
三芝區、金山區、
石門區、萬里區、
林口區、五股區 

2629-7761 分機 12 
照管督導 黃曉汶 

三重分站 三重區、蘆洲區 2984-3246 分機 14 
照管督導 黃耀霆 

板橋分站 板橋區 2968-3331 分機 10 
照管督導 吳泠諠 

雙和分站 永和區、中和區 2246-4570 分機 10 
照管督導 簡珮宇 

新店分站 

新店區、汐止區、
深坑區、烏來區、
石碇區、坪林區、
平溪區、瑞芳區、
雙溪區、貢寮區 

2911-7079 分機 10 
照管督導 魏京梅 

 

 



106 年新北出院準備服務教育訓練場次 

日期 舉辦地點 

106/6/13 

盧鈺茹督導/陳惠姿教授、林秀玲督導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8 樓大禮堂 

106/6/14 

魏京梅督導/林秀玲督導、魏京梅督導 

新店耕莘醫院/E 棟 14 樓國際會議

廳 

106/6/14 

黃曉汶督導/王祖琪副院長、李素華督導 

淡水馬偕醫院/綜合研究大樓 2 樓-

第一講堂 

106/6/19 

曾信壽督導/張淑卿教授、李素華督導 

恩主公醫院/17 樓大講堂 

106/6/20 

歐陽怡安督導/王祖琪副院長、陳惠姿教授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6 樓

大禮堂 

106/6/21 

徐思媺督導/金美雲主任、李素華督導  

汐止國泰醫院/地下二樓第 1 會議

室 

106/6/27 

鄭蓓茹督導/陳惠姿教授、張淑卿教授 

台北慈濟醫院/3 樓合心會議室 

106/6/27 

簡珮宇督導/金美雲主任、林睿騏督導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行政大樓階

梯教室 

106/7/14 

吳泠諠督導/陳惠姿教授、魏京梅督導  

亞東紀念醫院/北棟 6 樓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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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10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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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A.個案基本資料 

A1.個案婚姻狀況： 

□1.離婚      □2.分居      □3.喪偶      □4.同居     

□5.未婚      □6.已婚      □7.不知道 

A2.個案教育程度： 

□01.不識字        □02.識字，未受正規教育（含私塾）    □03.國小             

□04.國中          □05.高中（職）                      □06.特教班 

□07.五專          □08.大學（二三專） 

□09.研究所以上    □10.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A3.個案身分別【可複選】： 

□1.一般戶  □2.低收入戶    

□3.中低收入戶【勾選此項者續答 3a 題】□3a-1.未達 1.5 倍  □3a-2 1.5-2.5 倍 

□4.榮民    □5.原住民 

□6.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勾選此項者續答 A3a 題】    

A3a1.新制或舊制？ 

     □1.新制【續答 A3a2 題】  □2.舊制【跳答 A3a3 題】  

A3a2.新制障礙類別及 ICD 診斷： 

1. 障礙類別：________________ 

2. ICD 診斷：_________________ 

A3a3.舊制障礙類別【可複選】： 

   □01.視覺障礙                          □02.聽覺機能障礙 

   □03.平衡機能障礙                      □0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05.肢體障礙                          □06.智能障礙 

   □0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08.顏面損傷. 

   □09.植物人                            □10.失智症 

   □11.自閉症                            □12.慢性精神病 

   □13.多重障礙【請再勾選各項障礙類別】 

   □14.頑型（難治型）癲癇症 

   □15.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16.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 

A3a4.障礙等級： 

□1.輕度    □2.中度    □3.重度    □4.極重度 

A4.個案年齡：         

A2a.特教班程度：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 

1



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10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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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B.主要及次要照顧者基本資料 

B1.個案是否有主要照顧者？【本題以照顧失能者最多的家人或親友為主要照顧者，若無

上述主要照顧者，才含聘僱關係之照顧者】 

 □1.無【跳答 C 大題】  

   □2.有【勾選此項者續答 B1a～B1b】 

 

 

 

 

 

 

 

 

 

 

 

 

 

   

B2.主要照顧者性別：□1.男   □2.女 

B3.主要照顧者年齡：_______歲 

B4.次要照顧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 

B5.次要照顧者與個案之關係：□□(請參考上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 

 

 

 

 

 

 

 

 

 

→B1a.主要照顧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 

→B1b.與個案之關係：□□(請參考下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 

與個案關係代碼 

01.配偶               02.兄弟              03.姊妹 

04.兒子               05.媳婦              06.女兒           07.女婿 

08.孫子               09.孫女              10.孫媳婦         11.孫女婿 

12.父親               13.母親              14.岳父母         15.公婆 

16.祖父               17.祖母              18.外祖父         19.外祖母 

20.聘用看護-本國籍         21.聘用看護-外國籍 

22.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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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C.個案溝通能力 

C1.個案意識狀態： 

  □1.清醒【跳答 C2】            

  □2.嗜睡 

□3.混亂            

□4.呆滯（木僵） 

  □5.昏迷（如：植物人）     

  □6.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C1a.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應的能力 

□1.對疼痛刺激無反應，且無表情 

□2.僅對疼痛刺激有反應，但無法口頭表達 

□3.偶而可以口頭表達不適 

C2.個案視力（在光線充足和戴眼鏡的情況下）： 

□1.適當（能看到書報中的標準字體） 

□2.輕度障礙（可以看清楚大字的印書體） 

□3.中度障礙（看不清報紙的標題，但能辨識物件） 

□4.重度障礙（辨識物件有困難，但眼睛能隨物件移動） 

□5.極重度障礙（僅能見到光、顏色或形狀，眼睛不能隨物件移動） 

□6.失明 

□7.無法評估（如植物人、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視力之情形） 

C3.個案聽力（可使用助聽器）： 

□1.適當（能正常交談、看電視、接電話） 

□2.輕度障礙（在吵雜的環境下有障礙） 

□3.中度障礙（在安靜的環境下，需要說話者調整音量才可聽見） 

□4.重度障礙（喪失聽覺） 

□5.無法評估（如植物人、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聽力之情形） 

C4.個案表達能力（包含語言或非語言）： 

□1.良好 

□2.僅可表達簡單的意思 

□3.雖能表達簡單的意思，但多數難以理解 

□4.僅可表達零碎的字或詞 

□5.無法表達/無法令人理解/不具意義 

C5.個案理解能力： 

□1.良好 

□2.僅可理解簡單的句子 

□3.僅可理解關鍵的字或詞 

□4.無法理解 

□5.無法判斷理解能力 

  

【續答 C1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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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D.短期記憶評估【本大題限個案本人回答】 

D1.重複三個詞 

   詞：襪子、藍色、床 

   D1a.請個案複述一次，記錄個案能重複的詞數：（請個案記住，告知 3～5 分

鐘後會再次詢問他） 

        □1. 3 個  □2. 2 個  □3. 1 個  □4. 0 個 

   D1b.再次詢問個案：剛才我有提到 3 個詞，請你說過一次，現在再請你幫我

說出這三個詞？ 

       假設個案無法記憶起任何一個詞，可以給予提示（如穿的東西、一種顏

色或一件家俱）。 

D1b1.回憶起“襪子” 

□1.是，且不需提示 

□2.是，但須給予提示（如穿的東西） 

□3.否，無法回憶該品項 

D1b2.回憶起“藍色” 

□1.是，且不需提示 

□2.是，但須給予提示（如顏色） 

□3.否，無法回憶該品項 

D1b3.回憶起“床鋪” 

□1.是，且不需提示 

□2.是，但須給予提示（如一件家俱） 

□3.否，無法回憶該品項 

 

  

□1.個案可回答 D 大題 

□2.個案本人無法回答【請跳答 E 大題】  

□3.拒答【請跳答 E 大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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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 大題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F 大題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
表（IADLs）說明 

一、 詢問個案「最近一個月」的「能力」為主。 

二、 因為健康或老衰，導致無能力做這件事才屬於失能，「不會做」、「不

願意做」或「都有別人幫忙做」的情形，不算失能，請評估人員務必

確實探問個案的實際能力。 

三、 心智功能減退（如失智症或嚴重憂鬱），個案雖有能力做，可能會因

忘記某個動作而需要有人提醒或協助下才能完成，仍屬於「需協助」

範圍。 

  

若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 大題以後之題目，除【限由個案本人回答】之題目外，可由
主要照顧者代答。 
一、 未滿 12 歲兒童。 
二、 有下列情況之一，且經判斷無法正確回答題目者：失智症、自閉症、智能障礙者、精神

障礙者、C 大題個案溝通能力有障礙、重病或身體虛弱無法支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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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E1 

吃飯 

（不包含

自行準備

食物、餐

具或盛裝

食物等） 

□1 .在合理時間（一小時）內，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 

� 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在合理時間內（一小時內），可自行用餐具取用
眼前的食物、切割食物，將餐盤內食物吃完。 

� 能自行取用穿脫進食輔具。 

□2 .需要一些協助 

� 需他人幫忙夾菜、切肉、弄碎食物或穿脫輔具等，但可自行吃飯。 
� 可自行吃食，但花超過一小時或食物灑落一地。 
� 可勉強及吃力執行完成，過程非常辛苦。 
� 需他人提醒飲食量，避免哽噎、過食或少食。 

□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由鼻胃管進食。 
� 只能嘴動，手不會舀，完全由他人餵食。 

 

 

E2 

洗澡 

□1 .能自行完成 

� 可自行完成盆浴、淋浴或擦澡，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 .協助下完成 

� 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 
� 可自行完成，但執行過程困難或清潔度不佳。 

 

 

E3 

個人 

修飾 

（包括自

行洗臉、

洗手、刷

牙、梳

頭、刮鬍

子） 

□1.可自行洗臉、洗手、刷牙、梳頭、刮鬍子修飾 

� 可自行完成洗臉、洗手、刷牙、梳頭、刮鬍子，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 可使用輔具。 

□2.需協助 

�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所有項目。 

� 需準備用物（如牙膏、牙刷、漱口杯）才可以完成洗臉刷牙，屬於需協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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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E4 

穿脫 

衣物 
（包括穿

脫衣、

褲、鞋、

襪） 

□1.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 能自行獨力完成，包括穿脫衣褲、解開釦子或拉拉鏈、穿脫鞋襪、綁鞋帶及穿脫輔
具（義肢、支架），都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每項動作分別於十分鐘內
完成。 

� 若個案的衣褲鞋襪都沒有釦子或鞋帶，個案也能自行完成，如：穿功夫鞋或魔鬼氈
的鞋子。 

□2.需協助 

� 在他人協助下，能在合理時間（十分鐘內），自行完成一半以上的動作。 

� 能夠自己穿脫大部分的衣褲鞋襪，但細微動作需他人協助，如將襪子拉好、繫鞋帶、
扣好釦子等。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穿脫過程當中，至少一半以上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完成。 

 

E5 

大便 

控制 

□1 .無失禁（控），或當便秘時，能自行用塞劑、甘油球 

� 可完全自我控制大便，不會失禁（控）。 
� 當便秘時，可自行使用塞劑、甘油球或腹部按摩、用手指挖大便等，不需他人協助、

監督或持續敦促。 

□2.偶爾失禁（控），或當便秘時需協助用塞劑 

� 大便失禁（控），每週不超過 1 次。 
� 當偶爾（每週 1 次以下）便秘時需他人協助。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大便失禁（控），每週出現超過 2 次（含）以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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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E6 

小便 

控制 

□1 .無失禁（控） 

� 可完全自我控制，日夜皆不會尿失禁（控）。 

� 個案是腹膜透析、可自行處理透析程序，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偶爾失禁（控） 

� 尿失禁（控）或尿急（無法等放好尿壺/便盆或無法即時趕到廁所）每週不超過 1 次。 

� 需他人協助處理腹膜透析。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尿失禁（控），每週超過 2 次（含）以上的失禁（控），或使用導尿管。  

 

E7 

上廁所 

 

□1 .可自行上下馬桶、整理衣褲、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清理便盆（尿壺） 

� 可自行完成上下馬桶、穿脫衣褲且不弄髒衣物，自行使用衛生紙擦拭清潔，且不需他
人協助、監督或敦促安全。 

� 使用便盆（尿壺）者，可自行清洗便盆（尿壺）、完成如廁動作、自行衛生紙擦拭等，
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在清潔過程可完全自理，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
促。 

� 可使用輔具下（如馬桶專用起身扶手），且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
促。 

� 插導尿管者，可自行清理尿袋中的尿液。 

□2 .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 

� 使用馬桶、便盆時需要幫忙扶持或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清理便盆（尿
壺）。 

� 可自行完成，需有人監督或持續敦促安全及衛生。 
� 有腸造廔口者，在清潔過程需他人少許協助或提醒。 

□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整個過程，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完全需他人協助清潔腸造廔口。 

� 插導尿管者，完全需他人協助清理尿袋中的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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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E8 

移位 

□1 .可自行坐起，移至椅子或用輪椅 

� 可獨立完成整個移位過程，包括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由床移至椅子或輪椅、使用輪
椅的煞車和移動腳踏板，都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且沒有安全上顧慮。 

□2 .移位時需少部分協助或提醒 

� 需要少許協助或提醒，方能完成移位的過程。 

� 在移位過程，有安全上顧慮，需有人在旁監督或持續敦促。 

□3 .可自行坐起，離床需大部分協助 

� 能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但移位至椅子或輪椅的過程，需他人大部分的協助。 

□4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不能自行移位，完全需他人協助才能坐起來或需人幫忙才

能移位。 

 

E9 

走路 

□1 .獨立走 50 公尺以上（可用輔具） 

� 可獨立或自行使用輔具（包含拐杖、支架、義肢、助行器）行走 50 公尺以上（指一
口氣走完）。 

� 行走過程無安全顧慮，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 .需協助扶持走 50 公尺以上 

� 需他人稍微扶持（如一手攙扶）或口頭指導，才可行走 50 公尺以上（一口氣走完或
中間需休息一次以內）。 

� 不需他人扶持，但行走時間明顯過長或走不到 50 公尺。 

� 行走時搖擺不定，有跌倒危險。 

□3 .不能步行 50 公尺，但能操縱輪椅 50 公尺 

� 雖無法行走，但可獨立操作輪椅（包括轉彎、進門、接近桌子、床沿等），並可推行輪
椅 50 公尺以上。 

� 可行走，但需他人大量扶持，且行走距離在 50 公尺內（包含需休息好幾回），並有跌
倒危險。 

□4 .不能步行 50 公尺，且無法操縱輪椅 

� 無法行走 50 公尺以上，完全依賴他人。 

� 需要他人協助操作輪椅才能移動，或完全無法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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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E10 

上下 

樓梯 

□1 .安全上下樓梯，可用扶手、拐杖 

� 可自行上下一層樓梯，不需他人扶持、監督或持續敦促且無安全上顧慮。 

� 上下樓梯的過程，允許抓扶手、使用拐杖、支架等。 

□2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 抓扶手、使用拐杖，仍然需要他人稍微扶持（指一手輕扶）、口頭指導、監督或持續敦
促。 

� 只能上樓梯，但無法下樓梯。 

□3 .無法上下樓 

� 需他人大量協助，如全程需一人雙手費力扶持或需兩人共同扶持。 

� 完全無法上下樓梯，可能需別人用背的。 

 

 

 

 

  

※若 E1～E10  □1.皆不需協助【跳答 F 大題】   □2.有任一項需協助【續答 E11 題】 

※ E11 題若個案無法回答者，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E11.請問您目前行動能力如何？  

   □1.可以在平坦地面上跑跳 

   □2.可在平坦地面上輕鬆行走，但在不平坦地面上行走相當吃力 

   □3.自己行走需扶持穩定物或需透過他人扶持才能行走 

   □4.無法跨步行走，坐在一般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上可保持坐姿穩定與平衡 

   □5.坐在一般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上無法維持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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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F.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I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F1 

使用電話 

問法：請問您當需要聯絡他人時，您能不能自己打電話？ 

□1 .能獨立使用電話，含查電話簿、撥號等 

□2 .僅能撥熟悉的電話號碼 

� 個案只能撥少於 5 組的常用電話。 

□3 .僅能接電話，但不能撥電話 

� 只能接聽電話，並聽懂對方所說的內容。 

□4 .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F2 

購物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購物（買東西）？ 

□1 .能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 

� 指個案可以獨立購買任何想要的物品，包含必需品與非必需品。 

□2 .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 指個案僅能獨立在附近商店購買簡單日常必需品（例如便當、衛生紙…等）。 

� 購買較複雜的品項就需要有人陪。 

□3 .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 

� 個案只要有人陪伴，就可以完成購物。 

□4 .完全不能獨自購物 

� 個案因身體、精神或智能狀況因素，完全不能購物，例如長期臥床之昏迷個案或心智
功能障礙之個案。 

F3 

備餐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準備餐食？ 

□1 .能獨立計畫、準備食材及佐料、烹煮和擺設一頓飯菜 

□2 .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能做一頓飯菜 

□3 .能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 

□4 .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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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F.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I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F4 

處理家務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家事？ 

□1 .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例如：搬動家具、清理廚房

且完成歸位等） 

□2 .能做較簡單的家事，如洗碗、擦桌子 

□3 .能做較簡單的家事，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 

□4 .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方能完成 

□5 .完全不能做家事 

 

F5 

洗衣服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洗衣服（含晾曬衣服）？ 

□1 .自己清洗所有衣物 

� 不論個案用什麼工具洗衣服（洗衣機或以洗衣板用手洗），可以洗（晾曬）所有的衣
服，且可自行完成。 

□2 .需部份協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 

� 只能洗內衣褲或襪子等貼身衣物（僅需泡水，沖一沖即可），或僅能洗部份衣物，部
份需協助（例如厚重衣物）。 

□3 .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所有衣服需完全由別人協助洗及晾曬。 

 

F6 

外出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 

□1 .能夠自己開車、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 .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但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3 .當有人陪同時，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4 .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 

□5 .完全不能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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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F.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I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選項 

F7 

服用藥物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服用藥物？ 

□1 .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含正確藥量） 

□2 .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可自行服用 

� 個案有時會忘記吃藥，需提醒時間或份量，或需他人準備好份量，依時間排好放進藥
盒，或需要他人在藥包上做記號，個案再自行服用。 

□3 .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 

� 包含亂吃、拒吃、藏藥、無法自行服藥。 

 

F8 

處理財務

的能力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處理財務？ 

□1 .可以獨立處理財務 

� 指到郵局（銀行）提存款、支付房租、帳單、給錢、找錢等。 

□2 .可以處理日常的購買，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 

� 只能處理日常購買（給錢、找錢），無法處理與銀行或金額較大的財務往來。 

□3 .完全不能處理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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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特殊複雜照護需要 

G1.疼痛狀況 

 

 

 

 

 G1a.過去 1 個月中，個案身體疼痛的程度？ 

 □1.完全無疼痛【續答 G2】 

 □2.輕微的疼痛 

 □3.中度疼痛                          

 □4.較嚴重的疼痛（尚可忍受的程度） 

 □5.非常嚴重的疼痛（無法忍受的程度） 

    □6.有疼痛狀況，無法判斷疼痛程度 

    □7.不知道或無法判斷【續答 G2】 

 

G2.皮膚狀況 

 G2a.請問個案現在的皮膚狀況？ 

 □1.正常【跳答 G3】 

 □2.異常 

 

 G2b.皮膚暴露於潮溼環境的程度 

□1.皮膚總是潮溼或整天包尿布 

 □2.皮膚常常潮溼或半天包尿布 

 □3.皮膚偶而潮溼或需要時才包尿布 

 □4.乾燥、乾淨 

 

 

 

 

 

 

 

 

 

 

評估員請注意：疼痛狀況，以個案本人回答為優先，若個案無法回答，可由主要照

顧者觀察到的情況來回答。 

  □1.個案本人回答 

  □2.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G1b.疼痛的頻率為： 

 □1.一個月數次 

 □2.一週數次 

 □3.每天疼痛 

 □4.不知道或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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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2c.請問皮膚異常的狀況為何？【可複選】 

 □1.乾燥有皮屑 

 □2.瘀青 

 □3.丘疹 

 □4.傷口【勾選此項者請續答 G2d】 

 

 

 

 

 

 

 

 

 

 

 

 

 

 

 

 

 

    □5.疥瘡 

G3.關節活動度 

 G3a.請問個案是否會因四肢關節僵硬受限制，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如：腳踝受
限站在地上腳跟踩不到地；肩關節受限疼痛明顯）或造成照顧困難（如：協助
個案清潔身體時，胯下、腋下或指縫清潔不易；穿脫衣服有困難；包尿布不好
包；在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時，手或腳拉不直）？（截肢者僅針對所剩關節評
估）             

 □1.否，沒有影響日常生活功能 

 □2.是，有影響日常生活功能【勾選此項者請續答 G3b】 

 □3.無法評估 

 

 

 

 

→G2d 傷口情形：【可複選】 

    □1 .擦傷、割傷 

    □2 .壓傷 

            

 

 

 

 

 

 

 

 

 

 

  □3 .燒燙傷 

  □4 .術後傷口 

        □5 .延遲癒合之手術傷口 

        □6 .糖尿病足潰瘍 

        □7 .血管性潰瘍（動脈或靜脈；含足部以外的糖尿病潰瘍） 

  □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G3b.受限制的位置【可複選】： 

□1.肩關節  □4.髖關節 

□2.肘關節          □5.膝關節 

□3.腕指關節  □6.踝關節               

□7.頸關節          □8.全身關節 

→G2d1.壓傷等級：（若有多處壓傷，請選最嚴重的等級） 

□1.第一級 □2.第二級 □3.第三級 □4. 第四級 

□5.無法分級 □6.深層組織損傷 

→G2d2.何者有壓傷或傷口 

□1.右髖部皮膚不完整 

□2.左髖部皮膚不完整 

□3.背/臀部皮膚不完整 

□4.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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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4.疾病史與營養評估 

G4a.個案過去 3 個月體重是否減輕？ 

 □1.非計畫性體重減輕超過 3 公斤 

 □2.非計畫性體重減輕 1～3 公斤 

 □3.體重無變化 

 □4.非計畫性體重增加 

 □5.不知道 

G4b.個案身體質量指數（BMI）： 

    1.身高：□□□公分   2.體重：□□□公斤 【取整數】 

    3.若無法回答個案身高、體重時，請測量小腿圍 

  

 

 

 

G4c.個案一般的飲食狀況，以週為單位： 

□1.未吃完，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3，或除正餐外沒有補充任何點心，或被
禁食（或採清流質或靜脈輸液超過 5 天），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小於 1600c.c./

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800 大卡/日。 

□2.未吃完，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2，或偶爾吃點心，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
小於 20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000 大卡/日。 

□3 未吃完，每餐進食量超過整餐的 1/2，或有時拒絕用餐但會吃點心，或灌食自
製管灌飲食小於 24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200 大卡/日。 

□4.每餐吃完，從不拒絕用餐，或不需任何補充食物，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大於
2400c.c./日，或採用管灌飲食（或靜脈營養）大於 1200 大卡/日。 

 

註：若個案 BMI 小於 18.5 或落入上述選項 1.2，可能有營養不良之風險，建議營養
師介入評估指導。 

G4d.衰弱評估（SOF） 

    G4d1.您是否在未刻意減重的情況下，過去一年中體重減少了 5%以上？ 

          □1.是    □2.否 

    G4d2.您是否可以在不用手支撐的狀況下，從椅子上站起來 5 次？（請個案

實際做） 

         □1.是    □2.否 

 G4d3.在過去一週內，您是否經常（一個禮拜內有 3 天以上）有提不起勁來

做事的感覺？ 

      □1.是    □2.否 

   

若無法回答個案身高、體重時，請測量小腿圍 

1. 小腿圍：□□.□公分 【取至小數點後一位】 

2. □因截肢無法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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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4e.請問個案是否有經醫師診斷，且目前（6 個月內）仍存在的疾病【可複選】？ 

□1.否【跳答 G4f】   □2.是【續答疾病史】 

疾病名稱 目前正在治療 目前使用藥物 

□01.高血壓 □ □ 

□02.糖尿病 □ □ 

□03.骨骼系統（關節炎、骨折、骨質疏鬆症） □ □ 

□04.視覺疾病（白內障、視網膜病變、青光眼或黃斑性

退化等） 

□ □ 

□05.腦血管意外（中風）、暫時性腦部缺血（小中風） □ □ 

□06.冠狀動脈疾病（如心絞痛、心肌梗塞、動脈硬化性

心臟病） 

□ □ 

□07.心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 □ □ 

□08.癌症（過去五年內）:           癌 □ □ 

□09.呼吸系統疾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呼

吸衰竭等） 

□ □ 

□10.消化系統疾病（肝、膽、腸、胃） □ □ 

□11.泌尿生殖系統疾病（良性攝護腺肥大、腎衰竭等） □ □ 

□12.失智症 □ □ 

□13.精神疾病（思覺失調症、雙極性精神障礙、憂鬱症

等） 

□ □ 

□14.自閉症 □ □ 

□15.智能不足(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其他及非

特定智能不足) 

□ □ 

□16.腦性麻痺 □ □ 

□17.帕金森氏症 □ □ 

□18.脊髓損傷 □ □ 

□19.運動神經元疾病（最常見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

症, ALS） 

□ □ 

□20.傳染性疾病（疥瘡、肺結核、梅毒、愛滋病等） □ □ 

□21.感染性疾病（過去一個月內）：              □ □ 

□22.罕見疾病：              □ □ 

□23.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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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4f.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服務介入協助？  

□1.不需要協助 

□2.需協助 

G5.特殊照護 

 G5a.個案目前是否接受特殊醫療照護？ 

 □1.無【跳答 G6a】 

    □2.有 

項目【可複選】 

□01.插入（更換）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 

□02.管灌餵食 

□03.氣切護理（更換氣切造口管、氣切造廔口處理） 

□04.呼吸器 

□05.抽痰(含蒸氣吸入)  

□06.氧氣治療  

□07.血氧濃度測量  

□08.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  

□09.靜脈注射、肌肉注射、皮內注射、皮下注射、點滴加藥   

□10.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 

□11.更換膀胱造口管 

□12.留置導尿管護理（含尿袋、小腿袋使用） 

□13.一般導尿   

□14.大小量灌腸、留置性灌腸   

□15.糞嵌塞清除 

□16.造口護理（含造口灌洗） 

□17.引流管灌洗 

□18.傷口護理、換藥（不包括三、四級壓傷傷口處理） 

□19.壓傷處理 

□20.疼痛處置 

□21.被動性關節運動 

□22.血液透析 

□23.腹膜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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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6.吞嚥能力 

G6a.個案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可複選】 

□1.無【跳答 G7】 

□2.抱怨吞嚥困難或吞嚥時會疼痛 

□3.吃東西或喝水的時候出現咳嗽或嗆咳 

□4.用餐後嘴中仍含著食物或留有殘餘食物 

□5.當喝或吃流質或固質的食物時，食物會從嘴角邊流失 

□6.有流口水之情形 

G6b.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 

□1.無 

□2.有 

G7.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照顧者是否有接受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提供下

列的教導？【可複選】 

□1.未接受過教導 

□2.維持認知功能 

□3.行為管理技巧 

□4.日常生活安排 

□5.安全與保護 

G8.跌倒、平衡及安全 

 G8a.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坐姿的平衡？（在沒有靠背支撐的狀況下） 

□1 .正常，不靠扶持能坐著達一分鐘以上 

□2 .較差，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十秒鐘至一分鐘 

□3 .極差，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少於十秒鐘（包括完全無法坐） 

 G8b.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站立的平衡？ 

□1 .正常，不靠扶持能站立達一分鐘以上 

□2 .較差，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十秒鐘至一分鐘 

□3 .極差，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十秒鐘（包括完全無法站） 

 G8c.在過去 12 個月中，個案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例如：走路時跌倒、滑倒、坐著

或站著沒坐好或站好，或暈眩而摔倒，還是躺著時摔下，無論是否有受傷）？ 

□1.沒有跌倒或摔倒過【跳答 G8d】 

   □2.跌倒或摔倒 1 次【續答 G8c1】 

□3.跌倒或摔倒 2 次以上（含 2 次）【續答 G8c1】 

 

 

 

 

 

→G8c1.現在移位或走路時是否異常（指是否有困難）例如：頭暈、不穩或不安全 

□1.否 □2.是 【續答 G8d】 

【續答 G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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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G8d.你的日常活動是否因擔心跌倒而不做？（例如：不敢獨自出門、在家走動或自己

洗澡） 

    □1.不會擔心 

    □2.會擔心 

    □3.不適用（坐輪椅者、臥床者） 

G8e.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 

□1 .有能力：可以認識日常生活危險來源 

□2 .大部分有能力：可以認識大部分於日常生活中的危險來源 

□3 .小範圍有能力：對於常會碰到的危險（尤其是住家環境中會出現的危險），卻常不認

為那是危險 

□4 .無能力：完全不自知有危險 

 

H.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 

 H1.居家環境與居住狀況 

  H1a.請問個案目前的居住狀況： 

  □1.獨居【跳答 H1c～H1e】 

  □2.與家人或其他人同住【續答 H1b～H1e】 

  □3.住在機構 

         □4.政府補助居住服務（例如社區居住）【續答 H1b～H1e】 

         □5.其他                        （請說明）【續答 H1b～H1e】 

  H1b.請問目前哪些人與個案同住？【可複選】 

 □01.配偶或同居人                    □06.（外）祖父母 

    □02.父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親）  □07.（外）孫子女 

  □03.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母親）               □08.其他親戚（僅包含曾祖父母、（外） 

                       曾孫子女、伯、叔、姑、舅、姨、甥、姪） 

  □04.子女（含媳婿）                     □09.子女家輪流住 

    □05.兄弟姐妹                          □10.同儕朋友 

    □11.其他（包含看護）：___________________ 

 H1c.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______樓 

  H1d.請問是否有電梯？ 

 □1.否，沒有電梯 

 □2.是，有電梯 

 

 

 

20



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106.03.28 

21 

<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H1e.請問個案居住處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               

【勾選 2～7 項可複選】 

□1.環境構造上的障礙並不構成問題 

□2.個案的活動範圍有階梯（如：去廁所、就寢、用餐地方） 

□3.個案的活動範圍有跌倒風險（如：光線昏暗、地板濕滑或不平、地面有障礙物

或線路）→H1e1.有跌倒風險地點 

    □01.客廳 □02.臥房 □03.走道 □04.樓梯   □05.陽台 □06.吃飯處 

        □07.書房 □08.浴室  □09.室外                 □10.其他             

□4.個案從室內到室外有階梯或門檻 

□5.個案使用助行器或輪椅，室內走道過於狹窄或有阻礙 

□6.空間不夠置放額外的醫療設備或器材（如：病床、呼吸器） 

□7.其他：           （請註明） 

□8.不適用 

H2.社會參與 

H2a.請問個案與親朋好友多久會聯絡 1 次，包括見面、通電話或寫信？ 

 □1.沒有親朋好友        □5.每週至少 1 次 

 □2.從不聯絡            □6.每週至少連絡 2～3 次 

□3.很少聯絡            □7.每天聯絡 

□4.每個月至少 1 次 

  H2b.請問個案目前是否有參與下列的活動？ 

  （如婦女會、才藝班、教會、團契、寺廟會團、農會、漁會、工會、獅子會、政治性

團體、志工或義工、同鄉會、宗親會、老人會、民間團體辦理活動）     

 □1.沒有                □4.每三個月至少 1 次 

 □2.每年至少 1 次        □5.每一個月至少 1 次 

□3.每六個月至少 1 次     

  H2c.請問個案最近三個月內為了與親友互動、參與活動，是否需要服務介入協

助？ 

 □1.不需要協助【跳答 I 大題】 

 □2.需要協助【續答 H2c1～H2c2 題】 

 

 

 

 

 

 

 

 

 

→H2c1.請問個案最近三個月內為了與親友互動、參與活動，需要協助的方式？ 

  □1.監督陪同 

  □2.口頭/手勢的提示 

  □3.部分肢體協助 

  □4.完全肢體協助 

→H2c2.請問個案最近三個月內為了與親友互動、參與活動，需要協助的頻率？ 

  □1.一個月不到 1 次 

  □2.至少一個月 1 次，但不是每個星期 

  □3.至少一星期 1 次 

21



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106.03.28 

22 

<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I.情緒及行為型態【本大題限主要照顧者回答】 

情緒及行為型態 
I01a～I14a 在過去三個月內，個

案是否有出現該類行為【勾 2.有
發生者，續答 I01b～I14b 題】 

I01b～I14b 在過去一週

內，個案若有出現該類行

為，多久？ 

I01.遊走 

個案是否會無目的地走動、重複的往返踱步，有
可能未注意到安全、有走失的風險？ 

□1.從未發生【跳答 I02.】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2.日夜顛倒/作息混亂 

個案是否有白天嗜睡及夜間睡眠困難？是否半夜
醒來，難以再度入睡？是否會半夜遊走、半夜著
裝、或者半夜干擾你的睡眠？  

□1.從未發生【跳答 I03.】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3.語言攻擊行為 

個案是否曾大叫或生氣的咒罵？或者不斷抱怨？ 

□1.從未發生【跳答 I04.】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4.肢體攻擊行為 

個案是否曾試圖攻擊別人？不包括語言攻擊及未
朝向他人之攻擊。 

□1.從未發生【跳答 I05.】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5.干擾行為  

個案是否會任意翻動別人物品、或者有其他影響
別人不恰當或破壞性的行為？（如：製造奇怪聲
響、弄髒自己、暴食、亂丟食物、亂翻他人物品、
儲藏物品、社交上不恰當的行為、偷竊行為等） 

□1.從未發生【跳答 I06.】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6.抗拒照護 

個案是否曾經拒絕跟照顧者合作或者不讓別人幫
他忙？例如對試圖幫助他的人發脾氣？ 

□1.從未發生【跳答 I07.】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7.妄想 

個案是否存有你認為非事實的信念？例如：堅持
有人要傷害他或者偷他東西，說過「家人不是他
的家人」或者「自己的家不是他的家」？ 

□1.從未發生【跳答 I08.】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8.幻覺 

個案是否存有幻覺，例如看見實際不存在的人物
或東西？或聽見不存在的聲音等？ 

□1.從未發生【跳答 I09.】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9.恐懼或焦慮  

個案是否非常緊張、擔心、或者沒來由的感到害
怕？個案是否看起來緊繃或者煩躁？個案是否害
怕你不在身邊？ 

□1.從未發生【跳答 I10.】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若個案獨居無主要照顧者，請跳答 K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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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情緒及行為型態 
I01a～I14a 在過去三個月內，個

案是否有出現該類行為【勾 2.有
發生者，續答 I01b～I14b 題】 

I01b～I14b 在過去一週

內，個案若有出現該類行

為，多久？ 

I10.憂鬱及負性症狀 

個案是否看起來或者說過他感到憂傷或難過？或
者表現出無精打采、不感興趣的樣子？如：心情
低落、活動量降低（不想動、不講話、雙眼呆滯
無神）、胃口差、社會退縮、貶低自己或者認為自
己是失敗者、認為自己很壞、看起來喪志、認為
自己是家人負擔等。 

□1.從未發生【跳答 I11.】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11.自傷行為及自殺（包含意念及行為） 

個案是否有自我傷害如撞牆、咬舌、咬身體及割
腕或身體、故意跌倒（不包括拒絕進食）、企圖自
殺、計畫自殺、有自殺意念或持續想到死亡。 

□1.從未發生【跳答 I12.】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12.重複行為 

個案是否會重複無目的行為如開關衣櫃或抽屜、
重覆的撿東西、纏繞繩子或線頭、或者重複句子
或問題（如“現在幾點？現在幾點？現在幾
點？”一直重複問此句話），或者出現自我刺激的
特殊行為（如搖手、敲頭、任意晃動身體、拍打
敲打等尋求身體刺激的行為）。 

□1.從未發生【跳答 I13.】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13.對物品的攻擊行為 

個案是否曾摔門、踢或破壞家具，或者縱火、破
壞物品、丟東西？ 

□1.從未發生【跳答 I14.】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14.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行為 

個案是否有任何不潔的行為。例如隨地吐口水或
者玩弄自己的排泄物、公開場合寬衣解帶、公開
場合自慰或言語性暗示或挑逗、異食癖，或其他
讓人感到難堪的事。 

□1.從未發生【跳答 J 大題】 

□2.有發生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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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J.主要照顧者負荷 

【本大題限主要照顧者為家人或親友回答】 

J01～05.我們想要瞭解您在照顧個案以後的感覺，請問您會不會因為
照顧他，而感到……      

1    

否 

2    

是 

J01.睡眠受到干擾（例如：需在夜間照顧頻繁起床或遊走的個案） □1. □2. 

J02.體力上的負荷（例如：需專注看護或花費體力協助個案移動） □1. □2. 

J03.需分配時間照顧其他家人（例如：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要求） □1. □2. 

J04.對個案的行為感到困擾（例如：失禁、記憶問題、責怪他人拿取自己的

物品） 
□1. □2. 

J05.無法承受照顧壓力（例如：擔心無法好好照顧個案） □1. □2. 

 

K.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   

【本大題限主要照顧者回答】 

K1.請問您是否與個案同住？ 

□1.否       □2.是 

K2.若您有事必須外出，一天之中（二十四小時），請問您可將個案單獨留置家中

幾小時沒有問題？ 

□1.個案不能一個人在家              □4.三小時～未滿六小時 

□2.未滿一小時                      □5.六小時～未滿九小時 

□3.一小時～未滿三小時              □6.九小時以上 

K3.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 3 歲以下幼兒？ 

□1.沒有，僅個案 1 人        □2.有，共________人（不包括個案） 

K4.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  □□年□□月 

K5.請問您過去 1 個月的健康狀況好不好？ 

□1.非常好      □2.很好      □3.好                  

□4.尚可        □5.不好      □6.非常不好 

K6.整體來說，您覺得您生活品質好不好？ 

□1.非常好      □2.很好      □3.好                  

□4.尚可        □5.不好      □6.非常不好  

若個案有下列情形，請依標示填答： 

□1.個案獨居無主要照顧者【跳答 K8 題】 

□2.主要照顧者為聘僱之看護【跳答 K1-K6、K8 題】 

□3.個案住在機構中【跳答 K8 題】 

□4.主要照顧者為家人或親友【續 J、K 大題】 

24



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106.03.28 

25 

<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K7.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在工作？  

□1.沒有      K7a.您以前有沒有工作（有沒有工作賺錢）？ 

                 □1.沒有     □2.有 

                  K7b.您是不是因為照顧個案而不再工作？【跳答 K8】 

                 □1.不是     □2.是 

□2.有        K7c.您目前的工作是全職還是兼職？ 

                 □1.全職     □2.兼職（部分時間工作） 

                     K7d.為了照顧個案，您的工作是否受到影響？ 

                 □1.沒有影響         

                 □2.有影響【續答 K7e】 

                    K7e.若有影響，影響的結果為何？  

                 □1.必須減少工作時間  

                 □2.必須請假（事假、病假、家庭照顧假） 

                 □3.必須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4.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K8.請寫出其他有關訪問過程、個案（家屬）期許或其他如虐待、疏忽、需緊急就

醫、自費等特殊狀況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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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 評估總結 

� CMS 等級及額度 

� 輔具建議（本題透過量表評估結果，由系統自動帶出需要的長照輔具） 

GA1  沐浴/如廁用類 

GA2  步行活動類 

GA3  輪椅類 

GA4  移轉位與翻身類 

GA5  溝通與警示輔具 

GA6  協助飲食/居家生活輔具 

GA7  住家及其他場所家具與改裝組件 

GA8  其它輔具 

GA9  建議其它的輔具                    

GA10 個案是否有輔具使用上的問題  □1.沒有   □2.有          

� 照顧計畫 

PLAN-1.是否使用居家服務                    □1.否   □2.是，服務需求      小時/月 

PLAN-2.是否使用日間照顧                    □1.否   □2.是，服務需求      日/月 

PLAN-3.是否使用家庭托顧                    □1.否   □2.是，服務需求      日/月 

PLAN-4.是否使用居家喘息服務                □1.否   □2.是，服務需求      天/年 

PLAN-5.是否使用機構喘息服務                □1.否   □2.是，服務需求      天/年 

PLAN-6.是否使用居家護理                    □1.否   □2.是，服務需求      次/月 

PLAN-7.是否使用居家職能治療                □1.否   □2.是，服務需求      次/年 

PLAN-8.是否使用居家物理治療                □1.否   □2.是，服務需求      次/年 

PLAN-9.是否使用社區職能治療                □1.否   □2.是，服務需求      次/年 

PLAN-10.是否使用社區物理治療               □1.否   □2.是，服務需求      次/年 

PLAN-11.是否使用輔具購買、租借             □1.否   □2.是 

PLAN-12.是否使用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1.否   □2.是 

PLAN-13.是否使用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1.否   □2.是 

PLAN-14.是否使用交通接送服務               □1.否   □2.是，服務需求      趟/月 

PLAN-15.是否使用機構服務                   □1.否   □2.是【續答 PLA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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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著作財產權為衛生福利部所有，以非營利用途目的者得予以重製 > 

 

PLAN-15-1. 建議服務內容 

          □1.長期照護型機構  □2.養護型機構 □3.失智照護型機構  □3.護理之家 

          □5.精神護理之家    □6.其他：                                                            

PLAN-16.是否使用失智症照顧服務             □1.否   □2.是 

PLAN-17.是否使用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1.否   □2.是 

PLAN-18.是否使用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否   □2.是 

PLAN-19.是否使用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否   □2.是 

PLAN-20.是否使用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1.否   □2.是 

       （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      

PLAN-21.是否使用社區預防性照顧             □1.否   □2.是 

PLAN-22.是否使用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1.否   □2.是 

PLAN-23.是否使用銜接居家醫療               □1.否   □2.是 

PLAN-24.除住宿機構服務外，仍無法滿足其需求 □1.否   □2.是 

PLAN-25.轉介其他資源  

 □1.無  □2.關懷訪視  □3.電話問安 □4.諮詢服務 □5.中低特照津貼   

□6.轉介精神科  □7.口腔保健  □8.其他：                              

� 問題清單 

� 個案(家屬)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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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共同原則說明評估量表共同原則說明評估量表共同原則說明評估量表共同原則說明 

1. 本量表係針對因先天或後天之身心功能限制，導致日常生活之部

分或全部需要他人協助或照顧之長照需要者，透過本量表標準化

一致性評估，使評估結果公正客觀反映民眾之需要（need），並作

為界定長期照顧需要者給付水準之依據，期使長照服務資源能妥

適利用，提供有需要的失能者及其照顧者整合性與持續性之照顧

服務。 

2. 本量表包含個案及主要照顧者兩大部分，其定義如下： 

(1)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指需長期照顧服務之身心失能者。 

(2) 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指平常日子中，照顧照顧照顧照顧失能者失能者失能者失能者最多的家人或親友最多的家人或親友最多的家人或親友最多的家人或親友，

稱為主要照顧者。照顧的內容包括照顧的內容包括照顧的內容包括照顧的內容包括：：：：吃飯吃飯吃飯吃飯、、、、上下床上下床上下床上下床、、、、室內外走室內外走室內外走室內外走

動動動動、、、、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洗澡洗澡洗澡洗澡、、、、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服藥服藥服藥服藥、、、、購物購物購物購物等。若無上述主要照

顧者，才含聘僱關係之照顧者。 

※ 個案僅與聘用之看護同住，則以「聘用的看護」作為「主

要照顧者」。若有家人或親友雖不同住，但願意在旁協助評

估，亦可邀約參與本評估。 

※ 若個案住在機構，但家人或親友  

a. 若每月探視三次以上者，以家人或親友作為「主要照顧

者」。 

b. 若每月探視不到三次者，或每月探視三次以上，但不清

楚個案狀況或無法回答，則由機構實際照顧個案之工作

人員作為「主要照顧者」。 

※ 個案獨居，無家人、親友或聘用看護擔任主要照顧者，則

視為「無主要照顧者」，不需回答本量表中主要照顧者的題

目，如：情緒及行為型態（I 大題）、主要照顧者負荷（J

大題）、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K 大題）。 

3. 若個案有以下情況之一，經評估人員評估無法正確回答問題者，

則由主要照顧者代答（以下簡稱代答者）： 

(1) 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 

(2) 聽覺、語言障礙者，即使透過輔具仍無法溝通； 

(3) 因身心疾病限制導致無法完全理解評估內容或正確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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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精神障礙者、自閉症、失智症、智能障礙者等； 

有上述情況（代答條件）之一者，由主要照顧者協助個案回答

本問卷中，標註【限個案本人回答】之外的所有題目。 

若主要照顧者是聘用的看護或機構工作人員，請評估人員注意

本問卷部分題項不用回答，如：主要照顧者負荷（J 大題）等。 

範例： 

曾長壽住在機構中，意識不清楚，偶爾會呻吟，兒子週末都會去探視個案，

並會詢問主要照顧個案的照服員越小姐個案的情形，但曾先生（兒子）未

參與照顧並不完全瞭解個案整個生活需要。上述情形，請以主要照顧個案

的照服員代答本問卷除「限個案本人回答」以外的所有個案之題目。 

4. 個案可能狀況之處理方式： 

(1) 個案住機構，需事先聯絡家屬或親友說明評估之目的，徵求家

屬或親友同意後，邀約一起至機構評估個案。若家屬或親友無

法前往，可請家屬或親友聯絡機構工作人員評估時間及目的。 

(2) 若個案未成年或無行為能力者，有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須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同意再進行評估，甚可邀請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一起到機構協助評估。 

(3) 若個案是平常日住機構，週末返家，主要照顧者則以最清楚個

案狀況的人為受訪者；另有關案家題項，如：個案基本資料（A

大題）、居家環境與居住狀況（H1 題），機構工作人員無法得知，

可於評估個案之後，再向案家說明並詢問相關題項。 

(4) 若有兩位以上主要照顧者，以照顧時間最久或最清楚個案狀況

者為受訪者。（建議在問卷中 K8 題註記此情況） 

(5) 當個案與主要照顧者回答不一致時，請進一步探問或請個案實

際做該動作，使以瞭解真實狀況。 

5. 標示【限個案本人回答】之題目，若個案因身心功能限制或特殊

狀況無法回答問題者，則勾選「無法回答」。不可由主要照顧者之

答案作答。 

6. 本量表若為個案本人回答，以下均以「您（○○個案名字）」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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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代答者以第三人稱「○先生/女士」稱之。 

7. 遇到答非所問情形，請再敘明題意，並請個案/照顧者依題意回答，  

遇回答語意不清或無法判斷屬於那一個選項時，請再次與受訪者

確認其是否明白題意，採分層分次問法，逐一確認其狀況，不要

自行判斷歸類。 

8. 題目除非標示【可複選】，否則一律為單選題。 

9. 問卷中所稱一段時間，如：「過去一個月」、「過去一年」…等，指

從評估當天起往前推的一個月或一年。 

10. 有關題目選項中「無法回答」、「不知道」及「拒答」之定義如下： 

(1) 無法回答：個案因身心功能限制或特殊狀況不能回答問題，如：

意識不清、精神障礙、自閉症、智能障礙、失智症等特殊狀況

而無法回答問題。 

(2) 不知道：在經過評估人員說明題意並採分層分次詢問後，個案/

照顧者仍無法理解題意或不知道如何回答。 

(3) 拒答：個案/照顧者拒絕回答。 

11. 評估員不得唸出「不知道」、「拒答」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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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各大題評估量表各大題評估量表各大題評估量表各大題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A.個案基本個案基本個案基本個案基本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A1 個案婚姻狀況個案婚姻狀況個案婚姻狀況個案婚姻狀況：：：： 

□1.離婚 □2.分居 □3.喪偶 □4.同居 □5.未婚 □6.已婚 □7.不知道 

**選項說明 

1. 分居：指感情不好，分開住才算，因工作分兩地不算分居。 

2. 「未婚」、「離婚」或「喪偶」後與他人同居勾選「同居」。 

A2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選項說明 

1. 若是私塾（私人學堂，非正規學校教育），請勾「02：識字，未受正規教育

（含私塾）」。 

2. 日據時期的教育程度或其他國家教育都算在內。 

A3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身身身身分分分分別別別別：：：：【【【【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一般戶     □2.低收入戶   □3.中低收入戶  □4.榮民   □5.原住民 

□6.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勾選此項者續答勾選此項者續答勾選此項者續答勾選此項者續答 A3a 題題題題】】】】 

**選項說明 

1. 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符合社會救助法認定，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每人每月每人每月每人每月

在最低生活費在最低生活費在最低生活費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依現行長照服務可全額補助。 

2.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1) 家庭總收入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用 1.5 倍者，

由政府全額補助；(2)符合社會救助法認定，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5～2.5 倍，依現行長照服務可補助 90%。 

3. 原住民身份認定，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備註欄加註有「原住民」字樣。 

(1) 若父親是原住民，孩子從父姓者，便具有原住民身分。 

(2) 若母親是原住民，孩子從父姓者，便不具有原住民身分；若孩子從母姓

者，便具有原住民身分。 

4. 101 年 7 月 1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10 日全面換證前，原「身心障礙手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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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新制「身心障礙證明」將同時並行，惟身心障礙者僅會持有兩者之一。 

 

  

身心障礙證明-新制正面（O） 身心障礙證明-新制反面（O） 

5. 過期但未申請重新鑑定屬於無效，視同「無」。若是正在「申請中」的，請

在 K8 題註明。 

 A3a1- a4 

 

**選項說明 

1. 新制身心障礙分 8 大分類，而舊制分 16 類，在新制卡片的 ICD 診斷欄位【】

括號內數字為舊制身障類別代碼。 

新制身心障礙類別新制身心障礙類別新制身心障礙類別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舊制身心障礙類別舊制身心障礙類別舊制身心障礙類別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選選選選

項編號項編號項編號項編號））））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第一類                                 06 智能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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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09 植物人 

10 失智症者 

11 自閉症者 

12 慢性精神個案者 

14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

疼痛 

01 視覺障礙者 

02 聽覺機能障礙者 

03 平衡機能障礙者 

第三類                                 

涉及聲音與語言構造及其功能 

0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

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心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造血機

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呼吸器

官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吞嚥機

能、胃、腸道、肝臟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腎臟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膀胱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

造及其功能 

05 肢體障礙者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08 顏面損傷者 

備註：                               

分布於 1 至 8 類，故以 ICD 診斷

或疾病名稱為主。 

13 多重障礙者 

15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

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者 

16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

定之障礙者（染色體異常、先

35



105.12.19 草案精簡版 

 

- 8 -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 

2. 若個案同時具有兩種以上的身心障礙類別，手冊上會註明「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多重障礙」，此

題為複選題，請逐一勾選各項障礙類別，例如：個案是智能障礙者合併有聽

覺障礙和肢體障礙，則勾選�02.聽覺機能障礙+�06.肢體障礙+�07.智能障

礙。 

B.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及次要及次要及次要及次要照顧者基本資料照顧者基本資料照顧者基本資料照顧者基本資料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主要照顧者定義主要照顧者定義主要照顧者定義主要照顧者定義：：：： 

1. 在平常日子中，照顧身心失能者最多的家人或親友，稱為主要照顧者。照顧

的內容包括吃飯、上下床、室內外走動、穿衣服、洗澡、上廁所、服藥、購

物等。 

2. 本量表評估主要照顧者之題項，若無家人或親友擔任主要照顧者，或個案僅

與看護（含特別護士）同住，則以看護作為訪問對象。 

3. 若個案住在機構，但家人或親友每月探視三次以上者，且瞭解個案狀況時，

以家人或親友為訪問對象；但若家人或親友每月探視不到三次，或雖每月探

視三次以上，但不清楚個案狀況或無法回答，可由機構內工作人員代答。 

4. 若以聘用的看護或機構內工作人員作為訪問對象，則請評估人員員注意部分

題項不用回答。 

B1-B3 

 

B2.主要照顧者性別主要照顧者性別主要照顧者性別主要照顧者性別：□1.男   □2.女 

B3.主要照顧者年齡主要照顧者年齡主要照顧者年齡主要照顧者年齡：_______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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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B4.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_______________ 

B5.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次要照顧者與個案之關係與個案之關係與個案之關係與個案之關係：：：：□□((((請參考上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請參考上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請參考上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請參考上表填入與個案關係代碼)))) 

**選項說明 

1. 以家人或親友為主。若個案無家人或親友，但有聘用看護者，以聘用看護為

填答對象。 

2. 若個案無家人、親友或聘用看護擔任主要照顧者，則視為「無主要照顧者」，

B 大題免填。 

3. 個案住機構住機構住機構住機構，家人或親友探視三次以上且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個案日常生活狀況→以家人或

親友為主。若家人或親友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不清楚個案生活狀況或無法回答→機構內實際照顧

個案之工作人員擔任「主要照顧者」。 

4. 與「主要照顧者負荷（J 大題）」及「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K 大題）」之

評估對象應為同一人。 

5. 提醒：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主要決策者主要決策者主要決策者主要決策者 

C.個案溝通能力個案溝通能力個案溝通能力個案溝通能力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C1-C5 **共同原則 

1. 評估過程，最重要就是雙方是否能有效溝通，故在進入詢問問題前，藉由以

下評估作為個案是否能獨自接受評估或須由主要照顧者代答的判斷依據之

一。  

2. 若個案意識狀態為「嗜睡」、「混亂」、「呆滯（木僵）」、「昏迷（如：植物人）」，

或者視力或聽力障礙等情況，導致個案無法聽懂評估題目或無法回答，則量

表中有關詢問個案之題項，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但只要題目標註【限個案

本人回答】，則代答者無須回答，請直接勾選「個案本人無法回答」。 

C1 個案意識狀態個案意識狀態個案意識狀態個案意識狀態：：：： 

1. 直接觀察，訪視時觀察個案意識狀況，可藉由向個案打招呼，叫喚個案名字，

若無反應，可稍輕拍個案，並透過問話對談中，評估個案為清醒與否。 

2. 若無法透過上述方式，則可向家屬詢問，平時叫喚個案是否有反應，能否聽

從命令或是反應不正確不恰當，或是沒反應。 

3. 若個案同時具有兩項，以最嚴重的選項勾選，例如：嗜睡加混亂，請勾「混

亂」。 

4. 若個案為智能障礙者，在詢問個案問題時，可能不會有回應或表達，致使無

法分辨個案屬於那一種意識狀態，則請於「6.其他」說明。 

**選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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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1.清醒清醒清醒清醒：不必任何刺激即可清醒，對問話能正確的作出反應 

� 若無法說話者，非語言的反應也算。 

� 智能障礙者可能是清醒的，僅能簡單的打招呼或回答，但是不一定能

對話。若有特別情況或反應請註記）。 

□□□□2.嗜睡嗜睡嗜睡嗜睡：需稍予刺激才會清醒予刺激才會清醒予刺激才會清醒予刺激才會清醒，刺激反應結束又開始嗜睡 

� 意識朦朧，有注意力障礙，思考慢不清晰，可對刺激反應，如拍打、

呼叫名字。（痛刺激除外） 

□□□□3.混亂混亂混亂混亂： 

� 指無法正常思考及判斷，通常合併注意力不集中及定向感障礙。 

� 定向感障礙定向感障礙定向感障礙定向感障礙：指對人人人人、時時時時、地地地地的障礙，如：失智症者，會分不清白天

或晚上、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而走失、無法辨別是家人或不熟的人；按

照時間、空間、人物的順序，出現認知上的障礙。 

□□□□4.呆滯呆滯呆滯呆滯（（（（木僵木僵木僵木僵）：）：）：）： 

� 常呈現發呆恍惚的狀況。 

� 對一般刺激（如拍肩）常沒有反應，或反應程度降低。 

� 個案需要強烈刺激（如給予痛覺刺激），才會有反應，但反應強度較

弱或慢且不適當，可能是呻吟狀態，言語不清，不安的動作。 

□□□□5.昏迷昏迷昏迷昏迷：無意識狀態，叫不醒，對痛覺刺激沒有反應，如：植物人。 

                            □□□□6.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 除上述狀況以外，或是難以評估難以評估難以評估難以評估，請勾選「其他」，並具體具體具體具體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的的的的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    若勾若勾若勾若勾「「「「2.嗜睡嗜睡嗜睡嗜睡、、、、3. 混亂混亂混亂混亂、、、、4.呆滯呆滯呆滯呆滯（（（（木僵木僵木僵木僵）、）、）、）、5.昏迷昏迷昏迷昏迷（（（（如如如如：：：：植物人植物人植物人植物人））））」」」」請續請續請續請續問問問問：：：： 

 C1a.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應的能力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應的能力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應的能力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應的能力 

    □1.對疼痛刺激無反應，且無表情 

 □2.僅對疼痛刺激有反應，但無法口頭表達 

 □3.偶而可以口頭表達不適 

**選題說明： 

「有意義反應」係對本身和環境具有察覺與認知的能力，並能做出適當反應，

例如給予疼痛刺激，會試圖去除疼痛來源。 

C2 個案視力個案視力個案視力個案視力（（（（在光線充足和戴眼鏡的情況下在光線充足和戴眼鏡的情況下在光線充足和戴眼鏡的情況下在光線充足和戴眼鏡的情況下）：）：）：）： 

1. 視個案需要，以習慣使用的視覺輔助器（如：老花眼鏡、放大鏡）評估個案

在光線充足下看近物的能力。 

2. 詢問個案是否能閱讀報紙或一般印刷的書報，來評估視覺能力，可讓個案從

大標題開始朗讀到最小最細的字。 

3. 若個案「不識字」，評估人員可在個案所在環境熟悉的事物，如家中的日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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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時鐘為標的物，詢問其是否看得見？以個案能看見的物體大小，評估個案的

視力狀況。除了觀察個案回答是否正確之外，尚可詢問主要照顧者關於個案

平時可見的視力狀況。 

4. 若個案無法溝通或無主要照顧者可代答，則觀察個案的眼球運動，察看是否

能追隨移動的物件；雖然這只是大約檢查視覺的方式，但也能協助評估個案

是否還有視力。 

5. 若個案無法清楚表達，如智能障礙者，當下無法辨別視力狀況，評估人員可

詢問照顧者平常個案的視力狀況。 

**選項說明 

□□□□1.適當適當適當適當（（（（能看到書報中標準字體能看到書報中標準字體能看到書報中標準字體能看到書報中標準字體）））） 

      指個案能看得清楚一般字體的書報，即看東西沒有問題。 

□□□□2.輕度輕度輕度輕度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可以看清楚大可以看清楚大可以看清楚大可以看清楚大字字字字的印書體的印書體的印書體的印書體）））） 

指能看到報紙之大標題，但一般標準大小之印刷字體則看不清楚。 

□□□□3.中度障礙中度障礙中度障礙中度障礙（（（（看不清報紙的標題看不清報紙的標題看不清報紙的標題看不清報紙的標題，，，，但能辨識物件但能辨識物件但能辨識物件但能辨識物件）））） 

      個案視覺受限，無法看到報紙之大標題，但可識別環境中的物件。 

□□□□4.重度障礙重度障礙重度障礙重度障礙（（（（辨識物件有困難辨識物件有困難辨識物件有困難辨識物件有困難，，，，但眼睛能隨物件移動但眼睛能隨物件移動但眼睛能隨物件移動但眼睛能隨物件移動）））） 

      個案無法辨識生活環境中的物件，但眼睛能追隨物件移動（特別是有人

走過時）。 

  □□□□5.極重度障礙極重度障礙極重度障礙極重度障礙（（（（僅能見到光僅能見到光僅能見到光僅能見到光、、、、顏色或形狀顏色或形狀顏色或形狀顏色或形狀，，，，眼睛不能隨物件移動眼睛不能隨物件移動眼睛不能隨物件移動眼睛不能隨物件移動）））） 

 個案無視覺，僅能看到燈光、顏色或形狀，眼睛無法追隨物件。 

□□□□6.失明失明失明失明 

□□□□7.無法評估無法評估無法評估無法評估，個案無法回應問題，導致評估困難，如：植物人、重度智能

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視力之情形。 

C3 個案聽力個案聽力個案聽力個案聽力（（（（可使用助聽器可使用助聽器可使用助聽器可使用助聽器）））） 

1. 在跟個案談話中，即可評估此項。 

2. 若使用助聽器，以使用下評估，選項 1-4 中，勾選最適切的答案。 

3. 在此不需分左、右耳之聽力，以整體聽力評估。 

4. 檢測方法： 

(1) 在個案後方約 15 公分處，輕聲說出幾個字，若個案不能重覆說出一半以

上的字，則表示個案可能有聽力方面的問題，再依個案聽力障礙程度勾選。 

(2) 若個案是智能障礙者，評估前可先跟個案說，請他注意聽接下來你會講一

段話，請他重述所聽到的話語，使個案能做出適當反應。 

5. 應留意溝通時，是否須特別加強某些行為，如：評估人員必須說得清楚一些，

大聲一點、慢一點、打手勢或讓個案看到評估人員的臉，才知道評估人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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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話，或者必須帶他到安靜的地方進行評估等，這些都是聽力有問題的線

索。如果可能，觀察個案與其他人（如家人）的交談。 

**選項說明選項說明選項說明選項說明 

□□□□1.適當適當適當適當（（（（能正常交談能正常交談能正常交談能正常交談、、、、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接電話接電話接電話接電話）））） 

      能聽清楚所有一般性對話，包括：使用電話、看電視。 

□□□□2.輕度障礙輕度障礙輕度障礙輕度障礙（（（（在吵雜的環境下有障礙在吵雜的環境下有障礙在吵雜的環境下有障礙在吵雜的環境下有障礙）））） 

      能聽一般性對話，但如果環境吵雜或不是一對一的情況下，有聽力上的

困難。 

□□□□3.中度障礙中度障礙中度障礙中度障礙（（（（在安靜的環境下在安靜的環境下在安靜的環境下在安靜的環境下，，，，需要說話者調整音量才可聽見需要說話者調整音量才可聽見需要說話者調整音量才可聽見需要說話者調整音量才可聽見）））） 

      雖然聽力不佳，但在安靜的環境下，說話者調高聲調並咬字清楚時，便

能聽得見；或在看到說話者的臉部表情時才能聽得見。 

□□□□4.重度障礙重度障礙重度障礙重度障礙（（（（喪失聽覺喪失聽覺喪失聽覺喪失聽覺）））） 

      即使調高聲調、咬字清楚或面對面時，僅聽得到一些聲音或完全聽不

到，故無法回應。即使說話者音量放到最大，仍然無法溝通。 

□□□□5.無法評估無法評估無法評估無法評估（如如如如：：：：植物人植物人植物人植物人、、、、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聽力之情形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聽力之情形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聽力之情形重度智能障礙者等無法評估聽力之情形） 

指個案無法回應問題，導致評估困難。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員員員員注意注意注意注意：：：：重度聽力障礙者，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C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表達表達表達表達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包含語言或非語言包含語言或非語言包含語言或非語言包含語言或非語言）））） 

1. 若個案聽得懂但無法說，可用筆談。 

2. 個案可能說話較緩慢，可請他慢慢說，仔細聆聽個案表達的意思。需觀察其

回應狀況。 

**選項說明 

□□□□1.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可完整清晰有組織地講完一件事，旁人可充分理解，亦即能與評估人員

交談或回答問題。 

□□□□2.僅可表達簡單的僅可表達簡單的僅可表達簡單的僅可表達簡單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可用數句話表達一件事情，但組織性不好，旁人大部份可以理解但不精

確。 

□□□□3.雖能表達簡單的雖能表達簡單的雖能表達簡單的雖能表達簡單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但多數難以理解但多數難以理解但多數難以理解但多數難以理解 

      只能說出簡單句子（如：我要吃飯、我要回家）或組織性很差，旁人僅

可粗略理解。 

□□□□4.僅可表達零碎的字或詞僅可表達零碎的字或詞僅可表達零碎的字或詞僅可表達零碎的字或詞 

(1) 僅能說出簡單的詞，如要吃飯只說「吃飯」、要上廁所只說「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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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僅會單字，如「吃」可能表達的是吃飯、「水」可能表達的是想喝水，

或「好」、「是」、「對」… 

□□□□5.無法無法無法無法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無法令人理解無法令人理解無法令人理解無法令人理解/不具意義不具意義不具意義不具意義 

      失語、哼哼出聲、呻吟、或是無法理解的話。 

C5 個案理解能力個案理解能力個案理解能力個案理解能力 

**選項說明 

□□□□1.良好良好良好良好 

對他人說的話，皆能正確回應。（個案可以理解複雜的句子，一次完整

說完，不需要分段，並能正確回應） 

□2.僅可理解僅可理解僅可理解僅可理解簡單的句子簡單的句子簡單的句子簡單的句子 

只能聽懂簡單句子，對於複雜或冗長的話，個案會無法聽懂，需分段簡

短說。 

□3.僅僅僅僅可理可理可理可理解關鍵字或解關鍵字或解關鍵字或解關鍵字或詞詞詞詞 

無法了解一整句話的意思，僅能理解關鍵詞或字，如吃、尿、走、家…。 

      □4.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無法理解 

對於他人說的話沒辦法理解且無法正確回應，或答非所問。 

□5.無法判斷理解能力無法判斷理解能力無法判斷理解能力無法判斷理解能力 

無法知道受訪者是否聽懂。 

 

 

 

 

 

 

 

 

D. 短期記憶評估短期記憶評估短期記憶評估短期記憶評估【【【【本大題限個案本人回答本大題限個案本人回答本大題限個案本人回答本大題限個案本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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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操作說明 

1. 評估時，以個案熟悉的當地語言進行，也可請家屬翻譯成個案熟悉的語言，如

原住民語。 

2. 應確定個案當時並沒有分心於其他事，如看電視。 

3. 若個案無法回答或拒答，如重度智能障礙者，無法聽懂評估員所唸的三個詞，

則勾選 

 

 

 

4. 三樣東西：襪子、藍色、床鋪可替換成其他同性質物品。 

5. 評估步驟 

(1) 向個案說明：“我現在要說出三個東西，請您記住，當我說完會請您講一

遍。 

(2) 清楚緩慢向個案說出三樣東西清楚緩慢向個案說出三樣東西清楚緩慢向個案說出三樣東西清楚緩慢向個案說出三樣東西：：：：襪子襪子襪子襪子、、、、藍色藍色藍色藍色、、、、床鋪床鋪床鋪床鋪。 

(3) 現在請您重複講出那三樣東西現在請您重複講出那三樣東西現在請您重複講出那三樣東西現在請您重複講出那三樣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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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結果記錄於將結果記錄於將結果記錄於將結果記錄於 

D1a.經過第經過第經過第經過第一一一一次嘗試後次嘗試後次嘗試後次嘗試後，，，，個案個案個案個案能重能重能重能重複複複複的的的的詞詞詞詞：：：： 

□1. 3 個個個個  □2. 2 個個個個  □3. 1 個個個個  □4. 0 個個個個 

(5) 隔 5 分鐘…（可穿插評估其他題目），再次詢問個案：剛剛我說過三樣東

西，現在請您再講一次。 

(6) 若個案不需提示不需提示不需提示不需提示，可回憶起可回憶起可回憶起可回憶起三樣東西：襪子襪子襪子襪子、、、、藍色藍色藍色藍色、、、、床鋪床鋪床鋪床鋪，，，，請依序於請依序於請依序於請依序於 D1b1

至至至至 D1b3 題題題題，，，，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1.是是是是，，，，且不需提示且不需提示且不需提示且不需提示。。。。 

(7) 若個案記不起任一或部分的東西記不起任一或部分的東西記不起任一或部分的東西記不起任一或部分的東西，可以給予提示給予提示給予提示給予提示：如穿的東西、一種顏色、

一件家具。 

(8) 若經提示後，依個案可回憶起的項目，記錄於 D1b1 至至至至 D1b3 題題題題，，，，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2.

是是是是，，，，但須給予提示但須給予提示但須給予提示但須給予提示。。。。 

(9) 若經提示後經提示後經提示後經提示後，依個案無法回憶起的項目無法回憶起的項目無法回憶起的項目無法回憶起的項目，記錄於 D1b1 至至至至 D1b3 題題題題，，，，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 3.否否否否，，，，無法回憶起該品項無法回憶起該品項無法回憶起該品項無法回憶起該品項。。。。 

E.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一個月的能力為主】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E1-11 **共同原則： 

1. 個體要維持生存，基本上必須滿足 10 項日常活動功能，因此主要了解個案是

否具備這些日常活動功能的能力。 

2. 評估重點： 

(1) 以詢問其「最近一個月」的能力為主，評估個案是否能獨立完成吃、喝、拉、

撒、清潔盥洗、移位、走路、上下樓梯等 10 項日常活動功能。 

(2) 心智功能減退（如：失智症或嚴重憂鬱），個案雖有能力做，可能會因忘記

某個動作而需要有人提醒或協助下才能完成。當詢問個案是否有能力自己

做，個案大部份會回答可以，但實際上是需要有人幫忙，因此需進一步詢問

家屬個案的實際情況，如：吃飯吃到一半可能忘記這東西能不能吃或忘記要

用筷子夾菜，用湯匙舀湯，此時需有人提醒，才能完成吃飯，因此屬於「需

協助」範圍。 

3. 因為健康或老衰，導致無能力做這件事才屬失能，「不會做」、「不願意做」或

「都有別人幫忙做」的情形，不算失能，請評估人員務必確實探問個案的實際

能力。 

4. 若個案為心智障礙者，照顧者常會擔心危險性而限制個案行為，評估時若主要

照顧者表示個案不行，評估人員務必探問了解實際情況再做勾選。 

5. 請依面訪時，個案當時狀況進行 ADLs 評估。倘若個案洗腎前後身體狀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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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大，建議可約訪個案身體功能較差的那天，可實際看到個案之狀況並依照顧

需要討論照顧計畫。 

6. ADLs 10 項，可在使用輔具下評估實際能力，其輔具說明如下： 

(1) 輔具定義：凡能協助個案完成日常活動（如：吃飯、洗澡、穿脫衣物鞋襪等），

以促進或維持障礙者日常生活獨立性，增強日常生活之活動速度與安全性，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之輔助器具。 

(2) 日常活動功能之輔具如下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E1.吃飯 飲食類餐具，如：加長型湯匙、加粗把柄湯匙、握筷輔助

器、易用餐具手套把、高低盤、餐盤護欄、防滑餐墊、斜

口杯。 

E2.洗澡 洗澡椅、長柄海綿刷、止滑墊。  

E3.個人修飾 加粗加長把柄梳、易壓擠牙膏器。 

E4.穿脫衣物 穿衣輔助桿、拉鍊套環、單手穿褲夾、長柄鞋拔、穿襪

輔助器、脫鞋跟架。 

E5-6.大小便控制 活動式馬桶椅、尿壺、便盆、尿套。 

E7.上廁所 馬桶專用起身扶手、馬桶增高器、洗手槽加裝扶手。 

E8.移位 移位滑板、移動式移位機、繩梯。 

E9.走路 矯正鞋、拐杖、四腳助行器、輪椅、電動代步車。 

E10.上下樓梯 安全扶手、拐杖。 

7. E1～10 及 E11 回答對象的順序： 

(1) 以個案回答為優先。 

(2) 代答條件：有以下情況之一，經判斷無法正確回答問題者。 

a. 失智症、自閉症、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 

b. 個案 C 大題溝通能力有障礙，如：聽覺、語言障礙即使透過輔具仍無法溝

通者； 

c. 個案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者。 

(3) 代答者（即主要照顧者）優先順序： 

a. 以提供生活照顧或最清楚個案生活狀況的家人為優先。 

b. 若個案未與家人同住，且平常聘僱看護照顧，家人不清楚個案狀況，則以

聘僱看護為代答。 

c. 若個案長住機構，親友每個月探視少於三次或探視三次以上，但不清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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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狀況，則以機構工作人員（即提供生活照顧者）為主。 

8. 倘個案無法回答，也無主要照顧者，可由比較了解他的鄰居、村里長代答。 

9. E11 題需要詢問的情況：E1～10 題中，有任何一題不是勾不是勾不是勾不是勾「選項 1：完全獨立」，

則需詢問 E11 題。 

E1 吃飯吃飯吃飯吃飯（（（（不包含自行準備食物不包含自行準備食物不包含自行準備食物不包含自行準備食物、、、、餐具或盛裝食物等餐具或盛裝食物等餐具或盛裝食物等餐具或盛裝食物等）））） 

1. 目的：評估個案吃飯整個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吃飯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吃飯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吃飯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吃飯時是否需要協助，，，，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拿碗筷或穿脫輔具？ 

(2) 將放在餐桌上的食物夾到自己的碗裡、將肉切小塊或弄碎食物？     

(3) 可在 1 小時之內吃完一餐？  

(4) 食物不會灑落一地？ 

(5) 不會吃太快噎到、過食或少食？ 

※ 上述個案全部都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且不會嗆到（即安全進食），才

可勾「選項 1」。   
3. 本題評估含喝水，但不包含自行準備食物自行準備食物自行準備食物自行準備食物、、、、餐具或盛裝食物餐具或盛裝食物餐具或盛裝食物餐具或盛裝食物（（（（指將菜擺在桌上指將菜擺在桌上指將菜擺在桌上指將菜擺在桌上））））

等能力。 

4. 若是偏癱瘓者，以健側評估。 

5. 吃飯選項吃飯選項吃飯選項吃飯選項 

□□□□ 1 .在合理時間在合理時間在合理時間在合理時間（（（（一一一一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內內內內，，，，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 

� 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在合理時間內（一小時內），可自行用

餐具取用眼前的食物、切割食物，將餐盤內食物吃完。 

� 能自行取用穿脫進食輔具。 

□□□□ 2 .需要一些協助需要一些協助需要一些協助需要一些協助 

� 需他人幫忙夾菜、切肉（將肉切小塊）、弄碎食物或幫忙穿脫（進食）輔

具等，但仍可自行吃飯。 

� 可自行吃食，但花超過 1 小時或食物灑落一地。 

� 可勉強及吃力執行完成，過程非常辛苦。 

� 需他人提醒飲食量，避免哽噎、過食或少食。 

□ □ □ □ 3 .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由鼻胃管進食。 

� 只能嘴動，手不會舀，完全由他人餵食。 

6. 案例： 

(1) 個案能自行吃飯，且在 10 分鐘以內就吃完，但若沒有人控制或提醒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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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一直吃。上述情形，則：  

→E1. � 2.需要一些協助：需他人提醒飲食量，避免過食。 

(2) 失智症個案手部功能大多完整，可以自己取食，也不需要輔具，但他們可

能在食物放到口中後會忘記咬或忘記吞；甚至可能因為進食能力太好，不

停跟照顧者要東西吃。上述情形，則：  

→E1. � 2.需要一些協助 

(3) 留置鼻胃管個案，若由照顧者灌食者，勾選選項 3。 

→E1. �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若能在合理時間內自己灌食者，勾選選項 1。 

→E1. � 1.在合理時間（1 小時）內，自行或用輔具進食餐盤食物。 

    7.進食類輔具 

 

 

 

 

 

 

 

 

 

 

 

 

 

 
  

易握食具易握食具易握食具易握食具 握筷輔助器握筷輔助器握筷輔助器握筷輔助器 加長型湯匙加長型湯匙加長型湯匙加長型湯匙 

 
  

餐盤護欄餐盤護欄餐盤護欄餐盤護欄、、、、斜口杯斜口杯斜口杯斜口杯 高低盤高低盤高低盤高低盤 防滑餐具防滑餐具防滑餐具防滑餐具 

E2 洗澡洗澡洗澡洗澡 

1. 目的：評估個案洗澡的整個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洗澡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洗澡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洗澡時是否需要協助請問您洗澡時是否需要協助，，，，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備水及水溫調整、沐浴用具及衣物？ 

(2) 使用肥皂或沐浴乳？（視個案需要，無則免） 

(3) 使用輔具，如長柄海綿刷、長柄洗腳刷？（視個案需要，無則免） 

(4) 擦洗身體？（視個案需要盆浴、淋浴或擦澡皆可） 

(5) 把泡泡沖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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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個案全部都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才可勾選「1.能自行完成」。 

4. 若個案坐在馬桶上或椅子上，能自行完成上述洗澡過程，亦可勾選「1.能自行

完成」。 

※ 若個案回答模擬兩可時，請跟主要照顧者詢問實際狀況。 

5. ADLs 評估項目中，洗澡屬於較複雜的身體功能，身體清潔範圍含括從頭到腳及

背部（視個案平常習慣）；若個案在使用輔具之下能獨自完成身體清潔，則勾

選項 1：能自行完成。 

6. 本題評估範圍不包含「移位」和「穿脫衣服」的能力。 

7. 評估重點：在於個案本身是否有能力自己洗澡，若個案是有能力做，但因動

作慢，有人會幫忙做，此種情形稱為「被動式依賴」，非真正失能，如：住機

構的個案，照顧服務員會幫忙洗澡，此時需要詢問個案在沒有人可以幫忙時，

是否能自己洗澡。 

8. 洗澡類輔具 

   

 

浴缸用洗澡椅浴缸用洗澡椅浴缸用洗澡椅浴缸用洗澡椅 長柄海綿刷長柄海綿刷長柄海綿刷長柄海綿刷 長柄洗腳刷長柄洗腳刷長柄洗腳刷長柄洗腳刷 

9. 洗澡選項洗澡選項洗澡選項洗澡選項 

     □□□□ 1 .能自行完成能自行完成能自行完成能自行完成 

� 可自行完成盆浴、淋浴或擦澡，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 □ □ □ 2 .協助下完成協助下完成協助下完成協助下完成 

� 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 

� 可自行完成，但執行過程困難（會造成身體過度疲累）或清潔度不佳。 

E3 個人修飾個人修飾個人修飾個人修飾 

1. 目的：評估個案洗臉、洗手、刷牙、梳頭髮、或刮鬍子（男性）等整個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洗臉請問您洗臉請問您洗臉請問您洗臉、、、、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刷牙刷牙刷牙刷牙（（（（含假牙清潔含假牙清潔含假牙清潔含假牙清潔））））、、、、梳頭髮梳頭髮梳頭髮梳頭髮、（、（、（、（刮鬍子刮鬍子刮鬍子刮鬍子））））是否需要是否需要是否需要是否需要

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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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洗臉、洗手、刷牙（含假牙清潔）、梳頭髮、（刮鬍子）所需的用物？ 

(2) 完成洗臉、洗手、刷牙(含假牙清潔)、梳頭髮、（刮鬍子）等各項？ 

(3) 使用輔具，如電動牙刷、易擠壓牙膏器、加長型梳子？（視個案需要，無則

免） 

※ 上述「洗臉」、「刷牙(含假牙清潔)」、「梳頭髮」、或「刮鬍子（男性）」等，

個案全部都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才可勾選「1.可自行洗臉、刷牙、梳

頭髮、刮鬍子」。 

3. 本題評估不包括洗澡的能力。 

4. 盥洗類輔具：一般梳子，不屬於輔具；長柄梳子才是輔具。 

 

  

易壓擠牙膏器易壓擠牙膏器易壓擠牙膏器易壓擠牙膏器 長柄扁梳長柄扁梳長柄扁梳長柄扁梳 可調角度的鏡子可調角度的鏡子可調角度的鏡子可調角度的鏡子 

5. 個人修飾選項個人修飾選項個人修飾選項個人修飾選項 

  □□□□ 1.可自行洗臉可自行洗臉可自行洗臉可自行洗臉、、、、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刷牙刷牙刷牙刷牙、、、、梳頭梳頭梳頭梳頭、、、、刮鬍子修飾刮鬍子修飾刮鬍子修飾刮鬍子修飾 

� 可自行完成洗臉、洗手、刷牙、梳頭、刮鬍子，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

續敦促。 

� 可使用輔具。 

     □□□□ 2.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 

� 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才能完成所有項目。 

� 需準備用物（如牙膏、牙刷、漱口杯）才可以完成洗臉刷牙，屬於需協助。 

6. 案例：個案下身麻痺，可坐輪椅，早上梳洗照顧者只要將牙膏、牙刷、漱口杯、

毛巾及梳子放在輪椅旁的桌子上，個案就可以自己刷牙、洗臉、梳頭髮。上述

情形，則： 

→E3. � 2.需協助：需準備用物                               

E4 穿脫衣物穿脫衣物穿脫衣物穿脫衣物 

1. 目的：評估個案穿脫衣、褲、鞋、襪等整個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穿脫衣褲和鞋襪，，，，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能否自己解開扣子或拉拉鏈穿脫衣服和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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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否自己穿脫襪子、鞋子（含綁鞋帶，無須繫鞋帶者免）？ 

(3) 有必要者，能否自己穿脫輔具（如：義肢、支架）？ 

※ 上述穿脫衣物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有人幫忙看衣服穿正確與

否？將褲子當上衣穿或因無法分辨天氣冷熱而無法穿合適衣服）。 

3. 評估範圍：合理時間內完成穿脫衣、褲、鞋、襪、義肢或支架（未使用者免評

估）等所有動作，因季節不同穿脫衣物每項動作能在 10 分鐘以內完成。 

4. 穿脫衣物類輔具 

 
  

穿衣器穿衣器穿衣器穿衣器 輔助扣鈕拉鍊器輔助扣鈕拉鍊器輔助扣鈕拉鍊器輔助扣鈕拉鍊器 穿襪器穿襪器穿襪器穿襪器 

  

脫鞋跟架脫鞋跟架脫鞋跟架脫鞋跟架 穿鞋器穿鞋器穿鞋器穿鞋器 

5. 穿脫衣物選項穿脫衣物選項穿脫衣物選項穿脫衣物選項 

  □□□□1.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 能自行獨力完成，包括穿脫衣褲、解開釦子或拉拉鏈、穿脫鞋襪、綁鞋帶

及穿脫輔具（義肢、支架），都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每項動

作分別於 10 分鐘內完成。 

� 若個案的衣褲鞋襪都沒有釦子或鞋帶，個案也能自行完成，如：穿功夫鞋

或魔鬼氈的鞋子。 

  □□□□2.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 

� 在他人協助下，能在合理時間（10 分鐘內），自行完成一半以上的動作。 

� 能夠自己穿脫大部分的衣褲鞋襪，但細微動作需他人協助，如將襪子拉

好、繫鞋帶、扣好釦子等。 

  □□□□3.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穿脫過程當中，至少一半以上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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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例： 

(1)個案不會綁鞋帶及扣鈕子，所以平常只穿直接套的衣服和用黏的鞋子。上述 

  情形，不管穿何種衣褲鞋襪，個案可自行完成穿脫衣物。上述情形，則：                                             

→E4.� 1.自行穿脫衣褲及鞋襪。 

      (2)個案可以自行穿脫衣服，但無法判斷天氣冷熱穿適當的衣服。上述情形，則：                                                   

→E4. � 2.需協助穿適當的衣服。 

E5 大便控制大便控制大便控制大便控制 

1. 目的：評估個案大便控制能力。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排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排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排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排便？？？？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能否知道自己想要大便？ 

(2) 平常排便習慣如何？多久一次？ 

(3) 當便秘時，需要使用塞劑、甘油球或腹部按摩、用手指挖大便？ 

(4) 過去 1 個月內，是否曾發生大便無法控制而滲出來的情形？若有，續問「1

週內，有無超過 1 次？」 

※ 上述排便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要有人提醒排便、便秘時需要

有人灌甘油球） 

3. 評估範圍：包含個案有無意識到要排便有無意識到要排便有無意識到要排便有無意識到要排便及大便控制能力大便控制能力大便控制能力大便控制能力，包括：失禁（即無法

控制大便的漏出）或便秘。 

4. 個案無法控制，非在馬桶或便盆椅就解便，屬失禁。 

5. 詢問或觀察是否包尿布，或有大便滲在褲子上等線索。 

6. 甘油球和尿布不是輔具。 

7. 大便控制選項大便控制選項大便控制選項大便控制選項 

  □□□□1 .無失禁無失禁無失禁無失禁（（（（控控控控），），），），或當便秘時或當便秘時或當便秘時或當便秘時，，，，能自行用塞劑能自行用塞劑能自行用塞劑能自行用塞劑、、、、甘油球甘油球甘油球甘油球 

� 可完全自我控制大便，不會失禁（控）。 

� 當便秘時，可自行使用塞劑、甘油球或腹部按摩、用手指挖大便等，不需

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偶爾失禁偶爾失禁偶爾失禁偶爾失禁（（（（控控控控），），），），或當便秘時需協助或當便秘時需協助或當便秘時需協助或當便秘時需協助用塞劑用塞劑用塞劑用塞劑 

� 大便失禁（控），每週不超過 1 次。 

� 當偶爾（每週 1 次以下）便秘時，需他人協助使用塞劑、甘油球，才能順

利排便。 

 

  □□□□3.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個案有大便失禁（控），每週出現超過 2 次（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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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題評估大便控制能力，若服用軟便劑後可控制便意且無失禁狀況，則勾「選

項 1」；另能否自行服用軟便藥另能否自行服用軟便藥另能否自行服用軟便藥另能否自行服用軟便藥、、、、口服藥口服藥口服藥口服藥，屬於 F 大題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

（IADLs）之 F7 題「服用藥物」之評估範圍。 

9. 腸造廔口個案，依個案大便控制情形進行勾選。 

E6 小便控制小便控制小便控制小便控制 

1. 目的：評估個案小便控制的能力。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小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小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小便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小便？？？？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能否知道自己要小便？ 

(2) 過去 1 個月內，是否曾發生小便無法控制而滲出來的情形？若有，續問「一

週內有無超過 1 次？」 

※ 上述小便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要有人提醒去小便） 

3. 評估範圍：包含個案有無意識到要小便有無意識到要小便有無意識到要小便有無意識到要小便及小便控制能力小便控制能力小便控制能力小便控制能力。 

4. 詢問或觀察是否包尿布、尿濕褲子等線索。 

5. 打噴嚏時，偶爾會滲尿，不算失禁。 

6. 個案為洗腎者洗腎者洗腎者洗腎者，需視個案有無尿液無尿液無尿液無尿液，有無失禁之問題；倘若個案是身體虛弱需
要陪同至醫院洗腎，此部分在 IADLs 之外出 F6 評估。 

7. 小便控制選項小便控制選項小便控制選項小便控制選項 

  □□□□1 .無失禁無失禁無失禁無失禁（（（（控控控控）））） 

� 可完全自我控制，日夜皆不會尿失禁（控）。 

� 個案是腹膜透析、可自行處理透析程序，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 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尿套接尿袋（（（（模型示範模型示範模型示範模型示範））））                 塑膠尿袋塑膠尿袋塑膠尿袋塑膠尿袋 

  □□□□2.偶爾失禁偶爾失禁偶爾失禁偶爾失禁（（（（控控控控）））） 

� 尿失禁（控）或尿急（無法等放好尿壺/便盆或無法即時趕到廁所）每週

不超過 1 次。 

� 需他人協助處理腹膜透析。 

  □□□□3.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尿失禁（控），每週超過 2 次（含）以上的失禁（控），或使用導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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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壺尿壺尿壺尿壺 導尿管接尿袋導尿管接尿袋導尿管接尿袋導尿管接尿袋 

8. 案例： 

個案為洗腎者，無尿液，每週一、三、五需由家人陪同至醫院洗腎。（因腎衰竭

無尿液，無失禁問題。至於需陪同至醫院洗腎，此部分會在「F6.外出」反映）。

上述情形 → E6. � 1.無失禁（控） 

9. 「被動式依賴」，非真正失能，需要詢問個案在沒有人可以幫忙時，是否能自己
處理。 

E7 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 

1. 目的：評估個案上廁所或使用便盆整個過程之能力。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上廁所或使用便盆請問您是否能自己上廁所或使用便盆請問您是否能自己上廁所或使用便盆請問您是否能自己上廁所或使用便盆，，，，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能否自己脫下褲子、上下馬桶？ 

(2) 如廁後，能否自己使用衛生紙擦拭並整理衣褲？  

(3) 能否自己沖水（馬桶）或清理便盆（尿壺）？ 

※ 上述如廁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要有人幫忙脫褲子、擦屁股） 

3. 本題重點：個案已在馬桶前，能否脫下褲子、坐上馬桶、上完後使用衛生紙擦

拭清潔、整理衣褲、沖馬桶的整個過程，不包含能否自行走到廁所的步行能力，

這會反映在「走路」的評估項目。若使用馬桶椅、便盆或尿壺，則是評估整個

使用過程，是否需要他人協助使用，以及上完後的清理和整理衣褲？ 

4. 若個案長期插導尿管，需視個案能否自行清理尿袋之尿液，以及每天導尿管照

護（Foley care）是否需要協助，依個案情況勾選最適切的選項。 

5. 若個案在寒冷天氣，大小便需要別人協助，但天氣溫暖時不用，則根據訪視當

時狀況勾選。 

6. 免治馬桶屬於輔具，可取代衛生紙擦拭。 

7. 「「「「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上廁所」」」」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 .可自行上下馬桶可自行上下馬桶可自行上下馬桶可自行上下馬桶、、、、整理衣褲整理衣褲整理衣褲整理衣褲、、、、使用衛生紙使用衛生紙使用衛生紙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清理便盆沖馬桶或清理便盆沖馬桶或清理便盆沖馬桶或清理便盆（（（（尿壺尿壺尿壺尿壺）））） 

� 可自行完成上下馬桶、穿脫衣褲且不弄髒衣物，自行使用衛生紙擦拭清

潔，且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敦促安全。 

� 使用便盆（尿壺）者，可自行清洗便盆（尿壺）、完成如廁動作、自行衛

生紙擦拭等，不需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在清潔過程可完全自理，不需他人協助、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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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或持續敦促。 

� 可使用輔具下（如馬桶專用起身扶手），能自行完成，不需他人協助、監

督或持續敦促。 

  

便盆便盆便盆便盆 免治馬桶座免治馬桶座免治馬桶座免治馬桶座 

 

 

馬桶專用起身扶手馬桶專用起身扶手馬桶專用起身扶手馬桶專用起身扶手 便盆椅便盆椅便盆椅便盆椅 

  □□□□2 .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尿壺尿壺尿壺）））） 

� 使用馬桶、便盆時需要幫忙扶持或協助整理衣物或使用衛生紙、沖馬桶或

清理便盆（尿壺）。 

� 可自行完成，需有人監督或持續敦促安全及衛生。 

�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在清潔過程需他人少許協助或提醒。 

  □□□□3 .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整個過程，完全需要他人協助。 

� 有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者，完全需他人協助清潔腸造廔口。 

 

  

    腸造廔腸造廔腸造廔腸造廔 腸造廔貼造廔袋腸造廔貼造廔袋腸造廔貼造廔袋腸造廔貼造廔袋 

 

8. 案例：個案大、小便有便意感時，會自己跑到廁所，但不會自己脫褲子，沒有

使用尿布，也沒有便秘及失禁情形。上述情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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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便有便意感，無便秘也無失禁』 

 →E5 大便控制� 1.無失禁（控） 

(2) 『小便有便意感，無尿失禁』 

  →E6 小便控制：� 1.無失禁（控） 

(3) 『會自己跑到廁所，但不會自己脫褲子，也沒有使用尿布』 

  →E7 上廁所，� 2.需協助整理衣物...。                         

E8 移位移位移位移位 

1. 目的：評估從床上坐起，移位到椅子或輪椅的往返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移位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移位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移位請問您是否能自己移位，，，，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自己單獨從床上坐起來且能在床邊坐穩？ 

(2) 接著，自己從床邊移動位置到椅子（或輪椅）上？ 

(3) 有必要者，自己能使用輔具（如：助行器或拐杖）？ 

※ 上述移位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要有人協助坐起來）若有，需

要別人怎麼幫忙？   

※ 若個案無法回答，評估人員可先觀察個案移動能力，或是詢問主要照顧者瞭

解其實際狀況。 

3. 移位輔具 

 

 
 

移位板移位板移位板移位板 移位機移位機移位機移位機 移位繩梯移位繩梯移位繩梯移位繩梯 

4. 「「「「移位移位移位移位」」」」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 .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移至椅子或用輪椅移至椅子或用輪椅移至椅子或用輪椅移至椅子或用輪椅 

� 可獨立完成整個移位過程，包括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由床移至椅子或輪

椅、使用輪椅的煞車和移動腳踏板，都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且沒有安全上顧慮。 

� 使用輪椅者，包含自行煞車、移動腳踏板。 

  □□□□2 .移位時需少部分協助或提醒移位時需少部分協助或提醒移位時需少部分協助或提醒移位時需少部分協助或提醒 

� 需要少許協助或提醒，方能完成移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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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位過程，有安全上顧慮，需有人在旁監督或持續敦促 

  □□□□3 .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可自行坐起，，，，離床需大部分協助離床需大部分協助離床需大部分協助離床需大部分協助 

� 能自行坐起及獨立坐穩，但移位至椅子或輪椅的過程，需他人大部分的協

助。 

  □□□□4 .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不能自行移位，完全需他人協助才能坐起來或需人幫忙才能移位。 

5.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個案在家人攙扶下，可坐起來，但不能移到床邊的椅子上。移位強調從

床上坐起來且能坐穩並移到椅子（或輪椅）的整個過程。上述情形，則： 

   →E8. � 4.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表示個案不能移位 

E9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 

1. 目的：評估個案在平地行走或移動的能力，不涉及有無走失危險。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單獨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單獨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單獨請問您是否能自己單獨在平地行走在平地行走在平地行走在平地行走，，，，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包含如下：：：： 

(1) 自己一口氣行走 50 公尺以上？ 

(2) 有必要時，能否自行使用輔具（如：助行器、拐杖、電動輪椅）？ 

※ 上述走路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  

※ 評估人員可先觀察個案走路時是否平穩，需要人攙扶與否？若無法於現場實

際評估，可詢問主要照顧者個案平常狀況。 

3. 「電動車」可視同「坐輪椅」。本題主要是判斷個案是否有“移動”的能力。 

4. 若個案習慣以雨傘為輔具而非拐杖，就依據雨傘為輔具進行評估。 

5. 評估人員於評估前，預先了解 50 公尺於實際生活環境中的距離，若受訪者無

法判斷是否可行走 50 公尺時，得以舉例說明；亦可採用反向問法，直接詢問

個案可以走多長的距離，再衡量是否達到 50 公尺。評估人員也可利用自己的

步距（50 公尺以步行數計算約 165 步）或是家中鋪設的地磚（以地磚長寬估

計，一般地磚多為 30 × 30 ㎝、60 × 60 ㎝），作為估算的依據。 

6.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 .獨立走獨立走獨立走獨立走 50 公尺以上公尺以上公尺以上公尺以上（（（（可用輔具可用輔具可用輔具可用輔具）））） 

� 可獨立或自行使用輔具（包含拐杖、支架、義肢、助行器）行走 50 公尺

以上（指一口氣走完）。 

� 行走過程無安全顧慮，不需要他人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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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拐杖拐杖拐杖 小腿義肢小腿義肢小腿義肢小腿義肢 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 長腿支架長腿支架長腿支架長腿支架 

  □□□□2 .需協助扶持走需協助扶持走需協助扶持走需協助扶持走 50 公尺以上公尺以上公尺以上公尺以上 

� 需他人稍微扶持（如一手攙扶）或口頭指導，才可行走 50 公尺以上（一

口氣走完或中間需休息一次以內）。 

� 不需他人扶持，但行走時間明顯過長或走不到 50 公尺。 

� 行走時搖擺不定，有跌倒危險。 

  □□□□3 .不能步行不能步行不能步行不能步行 5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但能操縱輪椅但能操縱輪椅但能操縱輪椅但能操縱輪椅 5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 雖無法行走，但可獨立操作輪椅（包括轉彎、進門、接近桌子、床沿等），

並可推行輪椅 50 公尺以上。 

� 可行走，但需他人大量扶持，且行走距離在 50 公尺內（包含需休息好幾

回），並有跌倒危險。 

  □□□□4 .不能步行不能步行不能步行不能步行 5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且無法操縱輪椅且無法操縱輪椅且無法操縱輪椅且無法操縱輪椅 

� 無法行走 50 公尺以上，完全依賴他人。 

� 需要他人協助操作輪椅才能移動，或完全無法操作者。 

7.此題為評估個案自身平地走路的能力，而非以外部環境障礙評估。 

E10 上下樓梯上下樓梯上下樓梯上下樓梯 

1. 目的：評估個案上下一層樓梯的整個過程。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請問請問請問您您您您是否能自己上下一層樓梯是否能自己上下一層樓梯是否能自己上下一層樓梯是否能自己上下一層樓梯？？？？ 

(1) 自己能上下一層樓梯無安全疑慮？ 

(2) 有必要者，自己可使用輔具（如：拐杖）上下樓梯？ 

※ 上下樓梯過程，您需要他人幫忙嗎？（如：需要有人在旁邊注意安全） 

3. 居住環境為平房時，可假設一個情境，例如：若家長（母親或父親）帶你出去

玩，需要爬樓梯，你能不能自己上下樓梯。 

4. 因為居家環境不良，例如某先生居住山區住家旁的樓梯很陡難走，所以上下樓

梯不行，但在一般環境可自行上下樓梯，則一般環境可以的話就算具有上下樓

梯的能力。 

5. 「「「「上下樓梯上下樓梯上下樓梯上下樓梯」」」」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 .安全上下樓梯安全上下樓梯安全上下樓梯安全上下樓梯，，，，可用扶手可用扶手可用扶手可用扶手、、、、拐杖拐杖拐杖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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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自行上下一層樓梯，不需他人扶持、監督或持續敦促且無安全上顧慮。 

� 上下樓梯的過程，允許抓扶手、使用拐杖、支架等。 

  □□□□2 .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監督或持續敦促監督或持續敦促監督或持續敦促 

� 抓扶手、使用拐杖，仍然需要他人稍微扶持（指一手輕扶）、口頭指導、監

督或持續敦促。 

� 只能上樓梯，但無法下樓梯。 

  □□□□3 .無法上下樓無法上下樓無法上下樓無法上下樓 

� 需他人大量協助大量協助大量協助大量協助，如全程需一人雙手費力扶持或需兩人共同扶持。 

� 完全無法上下樓梯，可能需別人用背的。  

    

6. 案例： 

(1) 個案可以自行上下樓梯，但因為平衡感或是其他因素，需他人協助或提醒注

意安全。上述情形，則：  

→E10. � 2.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2) 個案有足部外翻之情形，主要照顧者表示擔心危險未讓個案上下樓梯，但個

案曾經偷跑上去過但無法下樓梯。上述情形，則： 

→E10. � 2.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3) 個案中風，身體右半邊較無力，平常抓樓梯扶手可由 1 樓爬到 2 樓，但爬到

最後一階，因高度較高，需家人一手攙扶才能上到 2 樓。上述情形，最後仍

需家人協助。上述情形，則：  

→E10. � 2.需協助、監督或持續敦促。 

E11 請問您目前行動能力如何請問您目前行動能力如何請問您目前行動能力如何請問您目前行動能力如何？？？？ 

1. 本題回答條件：E1～E10 題有任一項需協助，即該題非勾「選項 1」者。 

2. E11 題若個案無法回答者，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3. 本題可結合 E9 題走路和 G8a 維持坐姿平衡一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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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項 

   □1.可以在平坦地面上跑跳平坦地面上跑跳平坦地面上跑跳平坦地面上跑跳 

   □2.可在平坦地面上輕鬆行走，但在不平坦地面上行走相當吃力不平坦地面上行走相當吃力不平坦地面上行走相當吃力不平坦地面上行走相當吃力 

   □3.自己行走需扶持穩定物需扶持穩定物需扶持穩定物需扶持穩定物或需透過他人扶持才能行走他人扶持才能行走他人扶持才能行走他人扶持才能行走 

   □4.無法跨步行走無法跨步行走無法跨步行走無法跨步行走，坐在坐在坐在坐在一般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上可保持坐姿持坐姿持坐姿持坐姿穩定與平衡穩定與平衡穩定與平衡穩定與平衡 

   □5.坐在一般靠背高度有扶手的椅子上無法維持坐姿無法維持坐姿無法維持坐姿無法維持坐姿

 

F.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個案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量表 (IADLs)【【【【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以最近一個月能力為主】】】】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F1-8 **共同原則 

1. 目的：評估個案若要在社區中獨立生活，所需具備的八項工具性日常活動功能

（指較複雜的重要活動能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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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最近一個月」的能力為主；必要時，輔以觀察個案進行活動時的表現。 

3. 失能狀況，指健康或老衰因素導致。若有能力從事，但心理意願低而不願從事

者，不屬於失能狀況。 

4. 基於安全考量而需他人監督或敦促，不能任其獨自一人執行活動時，仍評為“需

他人協助”。 

5. 指個體在社區生活中與社會環境互動的能力，即個人為獨立生活於家中所需具

備之比較複雜的重要活動能力，包含： 

(1) 使用環境中器物和設備的認知活動（使用電話、服用藥物、處理財務的能力） 

(2) 家庭內務（準備食物烹飪、清掃、洗衣服等） 

(3) 外出活動（購物、使用交通工具）或從事休閒娛樂等各項能力。這些能力與

ADLs 相關，但又要更高層次。 

6. F1-8 回答對象的順序： 

(1) 以個案回答為優先。 

(2) 代答條件：有以下情況之一，經評估無法正確回答問題者。 

a. 失智症、自閉症、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 

b. 個案 C 大題溝通能力有障礙，如：聽覺、語言障礙即使透過輔具仍無法溝

通者； 

c. 個案重病或身體虛弱體力無法支持者。 

      (3)代答者（即主要照顧者）優先順序： 

a. 以提供生活照顧或最清楚個案生活狀況的家人為優先。 

b. 若個案未與家人同住，且平常聘僱看護照顧，家人不清楚個案狀況，則由

聘僱看護為代答。 

c. 若個案長住機構，親友每個月探視少於三次或探視三次以上，但不清楚個

案的狀況，則以機構工作人員（即提供生活照顧者）為主。 

F1 使用電話使用電話使用電話使用電話 

1. 目的：主要評估「撥」和「接」電話的能力，以「撥電話」的困難度較高，「接

電話」較容易，兩者皆需具備，且能聽懂對方說話的內容，才屬「能獨立使用

電話」。 

2. 問法：請問您當需要聯絡他人時請問您當需要聯絡他人時請問您當需要聯絡他人時請問您當需要聯絡他人時，，，，您能不能自己打電話您能不能自己打電話您能不能自己打電話您能不能自己打電話，，，，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能否自己撥打電話出去能否自己撥打電話出去能否自己撥打電話出去能否自己撥打電話出去？？？？ 

(2) 電話響能否自己接聽電話響能否自己接聽電話響能否自己接聽電話響能否自己接聽？？？？可以聽懂對方講話的內容嗎可以聽懂對方講話的內容嗎可以聽懂對方講話的內容嗎可以聽懂對方講話的內容嗎？？？？ 

※ 上述打電話過程上述打電話過程上述打電話過程上述打電話過程，，，，您您您您需要別人幫忙需要別人幫忙需要別人幫忙需要別人幫忙？？？？  

3. 電話，包含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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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電話使用電話使用電話使用電話」」」」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能獨立使用電話能獨立使用電話能獨立使用電話能獨立使用電話，，，，含查電話簿含查電話簿含查電話簿含查電話簿、、、、撥號等撥號等撥號等撥號等           

□□□□2.僅可撥熟悉的電話號碼僅可撥熟悉的電話號碼僅可撥熟悉的電話號碼僅可撥熟悉的電話號碼 

� 個案只能撥少於五組的常用電話。 

□□□□3.僅僅僅僅能能能能接電話接電話接電話接電話，，，，但但但但不不不不能能能能撥電話撥電話撥電話撥電話 

� 只能接聽電話，並聽懂對方所說的內容。 

      □□□□4.完全不能使用電話完全不能使用電話完全不能使用電話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5. 案例： 

(1) 個案為智能障礙者，電話響會接起來，但聽不懂對方說話的內容，就會掛

斷。上述情形，個案無接聽能力，則：  

→F1. � 4.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2) 個案重聽，可以依家屬所設定的群組撥給子女及友人，但因重聽無法聽到

對方的聲音，所以只會要將自己要說的事情講完就掛電話。上述情形，個

案無接聽能力，則：  

→F1. � 4.完全不能使用電話。 

6. 針對瘖啞人士說明：此題項是評估與外界溝通（聯絡）的能力，瘖啞人士若會

使用傳真機、line 等溝通媒介，亦可等同視為有此能力。 

7. 設簡碼供個案使用，屬於選項 2：僅能撥熟悉的電話號碼。 

F2 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1. 本題重點 

(1) 強調個案是否有購物的能力，進而評估個案購買的複雜程度（從簡單日常

生活用品至複雜的品項）。 

(2) 購買「複雜的品項」指購買適合自己的尺寸的衣服或鞋子，需判斷及試穿，

不同於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牙刷、沐浴乳、衛生紙等很快就可以

決定購買的日常用品。 

(3) 使用何種交通工具去購物，不是本題要評估的範圍。 

2.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購物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購物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購物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購物（（（（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買東西），），），），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能否自己在便利商店能否自己在便利商店能否自己在便利商店能否自己在便利商店、、、、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大賣場或百貨公司買到任何需要的東西大賣場或百貨公司買到任何需要的東西大賣場或百貨公司買到任何需要的東西大賣場或百貨公司買到任何需要的東西，，，，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如如如如：：：：牙膏牙膏牙膏牙膏、、、、牙刷牙刷牙刷牙刷、、、、沐浴乳沐浴乳沐浴乳沐浴乳、、、、衛生紙衛生紙衛生紙衛生紙…））））與非必需品與非必需品與非必需品與非必需品？？？？ 

※ 上述購物過程上述購物過程上述購物過程上述購物過程，，，，您您您您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  

3. 「「「「購物購物購物購物」」」」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能能能能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 

� 指個案可以獨立購買任何想要的物品，包含必需品與非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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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個案可以出門至傢俱店買沙發椅，或去服飾店買一套正式的服裝。 

  □□□□2.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 指個案僅能獨立在附近商店購買簡單日常必需品（例如：便當、衛生紙…

等）。 

� 購買較複雜的品項就需要有人陪。 

  □□□□3.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 

� 個案只要有人陪伴，就可以完成購物。 

  □□□□4.完全不能完全不能完全不能完全不能獨自獨自獨自獨自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 個案因身體、精神或智能狀況因素，完全不能購物，例如長期臥床之昏迷

個案或心智功能障礙之個案。 

4. 案例： 

(1) 個案可獨立在大賣場或百貨公司購買所有需要的物品（食衣住行之必需品

與非必需品），完全不需要協助。  

→ F2. � 1.是，獨立完成所有購物需求。 

(2) 個案僅能在住家附近商店（如 7-11 便利商店或雜貨店）購買簡單日常必需

品（如：衛生紙、三餐食材…），若要在市場或大賣場購買較複雜的品項，

則需有人陪同。 

→ F2. � 2.只能獨立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3) 個案為輕度心智障礙者，無論在住家附近商店或大賣場買東西均需有人陪

伴挑選，才能購買到對的物品。  

→ F2. � 3.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 

(4) 個案為嚴重精神障礙者、自閉症、重度智能障礙者，所有物品完全需他人

協助挑選購買。  

→ F2. � 4.完全不能購物。 

(5) 個案因身體因素，如：昏迷、疾病導致長期臥床，完全不能購買所有需要

的用品（食衣住行之必需品與非必需品）皆完全依賴他人購買。 

→ F2. � 4.完全不能購物。 

(6) 個案長期臥床意識清楚無法說話，家人拍各種日常用品的照片，一一指給

個案看，個案會點頭或搖頭來表示所需要的物品，由家人用輪椅推個案到

家附近的便利商店挑選購買。 

→ F2. � 3.每一次購物都需要有人陪。 

F3 備餐備餐備餐備餐                          

1. 目的：主要評估個案能否達到準備餐食的能力（備食材及佐料、煮食、配菜、

食具擺設）；各式各樣的工具及方法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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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準備餐食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準備餐食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準備餐食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準備餐食，，，，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能否自己準備食材能否自己準備食材能否自己準備食材能否自己準備食材、、、、佐料佐料佐料佐料？？？？ 

(2) 能否自己烹煮能否自己烹煮能否自己烹煮能否自己烹煮、、、、配菜配菜配菜配菜、、、、擺設餐具及飯菜上桌擺設餐具及飯菜上桌擺設餐具及飯菜上桌擺設餐具及飯菜上桌？？？？ 

(3) 能否自己加熱飯菜能否自己加熱飯菜能否自己加熱飯菜能否自己加熱飯菜（（（（使用電鍋加熱亦可使用電鍋加熱亦可使用電鍋加熱亦可使用電鍋加熱亦可）？）？）？）？ 

※ 上述準備餐食過程上述準備餐食過程上述準備餐食過程上述準備餐食過程，，，，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 

3. 若個案平時不需要自己煮，家人會準備或買外食，則詢問個案「如果家人都不

在家或商家都沒有營業（如過年）時，若沒有人可以幫忙，你能不能自己加熱

飯菜？或可以自己煮一頓飯菜？」 

4. 依選項其能力程度不同，以個案能達到程度勾選，如：只能自行開瓦斯爐煮泡

麵加蛋及菜和只能用熱開水沖泡麵。 

5. 「「「「備餐備餐備餐備餐」」」」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能獨立計畫能獨立計畫能獨立計畫能獨立計畫、、、、準備食材及佐料準備食材及佐料準備食材及佐料準備食材及佐料、、、、烹煮和擺設一頓適當的飯菜烹煮和擺設一頓適當的飯菜烹煮和擺設一頓適當的飯菜烹煮和擺設一頓適當的飯菜 

  □□□□2.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會做一頓的飯菜會做一頓的飯菜會做一頓的飯菜會做一頓的飯菜 

     □□□□3.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 

  □□□□4.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需要別人把飯菜煮好、、、、擺好擺好擺好擺好 

5.案例： 

(1) 個案白天自己一個人在家，平常都由媳婦準備晚餐，早餐則用買的，中午自

己會用昨晚的剩飯煮粥並將媳婦已洗好的菜川燙加醬油吃。則：                                              

→ F3. � 2.如果準備好一切食材及佐料，會做一頓飯。 

(2) 個案會用電鍋煮稀飯配醬瓜，但個案表示每天這樣吃會營養不良，需要別人

幫忙煮好，自己可以用電鍋加熱，則： 

→ F3. � 3.會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 

F4 處理家務處理家務處理家務處理家務 

1. 評估重點為可處理家務複雜程度（分為繁重和簡單家事）及清潔程度。 

(1) 繁重家事，例如：搬動家具、清理廚房且歸位完成。 

(2) 簡單家事，例如：洗碗、擦桌子、折棉被、整理床鋪。 

2. 問法問法問法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家事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家事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家事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家事，，，，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平常能否自己做家事平常能否自己做家事平常能否自己做家事平常能否自己做家事，，，，如如如如：：：：整理自己的房間整理自己的房間整理自己的房間整理自己的房間、、、、掃地掃地掃地掃地、、、、拖地拖地拖地拖地、、、、洗碗洗碗洗碗洗碗、、、、擦桌子擦桌子擦桌子擦桌子…？？？？ 

(2) 清潔程度如何清潔程度如何清潔程度如何清潔程度如何？？？？ 

※上述做家事過程上述做家事過程上述做家事過程上述做家事過程，，，，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如如如如：：：：需要幫忙看碗有無洗乾淨需要幫忙看碗有無洗乾淨需要幫忙看碗有無洗乾淨需要幫忙看碗有無洗乾淨 

3. 家務範圍 

(1) 個案若為獨居，則為自己住所之家務清潔整理。 

(2) 個案非獨居者：以個案活動區域之家務清潔整理，如：個案住 1 樓孝親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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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除睡覺以外，會到隔壁之客廳吃飯和看電視，其範圍則為孝親房間和客

廳之整理，以及飲食用之餐具的洗滌。 

4. 若個案平時就不需要自己處理家事，例如：家中有家人幫忙，請詢問「若家人

都不在，沒有人幫忙時，你能不能自己做？」 

5. 「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與「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的差異，在於前者在別

人協助下可做家事，而後者即使有人協助仍無法做家事，如：植物人、全癱臥

床者。 

6. 「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與「所有的家事都需要所有的家事都需要所有的家事都需要所有的家事都需要

別人協助別人協助別人協助別人協助」不同，例如前者個案可「獨立自行」洗碗，但洗不乾淨，仍有污漬

或殘留清潔劑；後者則是「必須別人在旁一起協助」才能做家事。 

7. 「「「「處理家務處理家務處理家務處理家務」」」」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能單獨處理家事或偶爾需要協助較繁重的家事（（（（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搬動家具搬動家具搬動家具搬動家具、、、、清理廚清理廚清理廚清理廚

房且歸位完成等房且歸位完成等房且歸位完成等房且歸位完成等））））          

  □□□□2.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如洗碗如洗碗如洗碗如洗碗、、、、擦桌子擦桌子擦桌子擦桌子 

  □□□□3.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能做較簡單的家事，，，，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 

  □□□□4.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所有的家事都需要別人協助方能完成方能完成方能完成方能完成 

      □□□□5.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完全不能做家事 

    8.案例： 

(1) 個案是有錢有勢的老太爺，平常都有人幫忙做家事，評估人員進一步詢問若

家人都出國自己一個人時，是否能處理家務，個案表示擦地板可以，但搬桌

椅腰會扭到，繼續詢問洗碗、鋪床、疊被能不能？個案回答可以。上述情形，

則：  

→ F4. � 2.能做較簡單的家事，如洗碗、擦桌子。 

(2) 個案表示 10 年前中風右手較無力，就不再做家事，但有一次老婆出國一個

禮拜，子女白天都去上班，所以吃完飯後只好自己洗碗盤、擦桌子，但碗沒

有洗乾淨，被我女兒發現再重洗。上述情形，則：                                                      

→ F4. � 3.能做較簡單的家事，但不能達到可接受的清潔程度。 

F5 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 

1.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洗衣服請問您能不能自己洗衣服請問您能不能自己洗衣服請問您能不能自己洗衣服，，，，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自己能不能操作洗衣機或手洗自己能不能操作洗衣機或手洗自己能不能操作洗衣機或手洗自己能不能操作洗衣機或手洗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所有衣服所有衣服所有衣服所有衣服？？？？ 

(2) 洗完衣服後洗完衣服後洗完衣服後洗完衣服後，，，，能否自己完成能否自己完成能否自己完成能否自己完成晾晾晾晾曬衣服曬衣服曬衣服曬衣服？？？？ 

※ 上述洗衣服過程上述洗衣服過程上述洗衣服過程上述洗衣服過程，，，，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如如如如：：：：幫忙倒清潔劑到洗衣機幫忙倒清潔劑到洗衣機幫忙倒清潔劑到洗衣機幫忙倒清潔劑到洗衣機）））） 

2. 評估範圍：包含洗衣服和晾曬衣服的能力，兩者皆能自行完成，才能算獨立完

成。 

3. 若個案原本就沒有自己洗衣服的習慣或需求，例如都是父母、或家人幫忙洗，

請繼續詢問「若父母或家人不在家，而必須自己洗衣時，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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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小件衣物或所有衣物？」 

4. 若個案使用洗衣機，則詢問是否會將衣服丟進洗衣機、倒入適量的清潔劑並能

按鈕開始清洗。 

5. 若個案住在機構中，要看的是能力，而非環境的限制和機構的制度，例如受限

於機構的規定而無法執行。   

6. 若個案只能清洗小件衣物，如洗襪子、內衣褲等貼身衣物，大件或厚重衣物需

他人協助，或不能自己曬衣服，皆屬「需部分協助」之範圍。 

7. 「「「「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洗衣服」」」」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自己清洗所有衣物自己清洗所有衣物自己清洗所有衣物自己清洗所有衣物 

� 不論個案用什麼工具洗衣服（洗衣機或以洗衣板用手洗），可以洗（晾曬）
所有的衣服，且可自行完成。 

  □□□□2.需部分協助需部分協助需部分協助需部分協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 

� 只能洗內衣褲或襪子等貼身衣物（僅需泡水，沖一沖即可），或僅能洗部份
衣物，部份需協助（例如厚重衣物），或不能自己曬衣服。 

  □□□□3.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完全依賴）））） 

� 指所有衣服都必須由別人洗及晾曬。 

8. 案例： 

(1) 個案有巴金森氏症，手會顫抖所以只能將衣服丟到洗衣機裡，按開關由洗
機自動洗，完成後可將衣服晾好。上述情形，則：  

→ F5. � 1.自己清洗所有衣物。 

(3) 個案能將衣服丟到洗衣機裡，按開關由洗衣機自動洗，但需由他人協助倒入
適當清潔劑，以及將衣服晾好。上述情形，則：  

→ F5. � 2.需部分協助（例如需協助晾曬衣物或洗滌厚重衣物） 

F6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 

1. 本題重點：在於個案在無人陪同情況下，是否能使用交通工具，並不限制所使

用之交通工具，獨立外出到較遠的地方且安全到達目的地，以及安全回來的能

力。 

2. 問法：請問您能請問您能請問您能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不能自己一個人外出活動，，，，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自己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到較遠的地方自己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到較遠的地方自己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到較遠的地方自己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到較遠的地方，，，，並且能安全到達並且能安全到達並且能安全到達並且能安全到達？？？？ 

(2) 返家也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並且能夠安全到家返家也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並且能夠安全到家返家也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並且能夠安全到家返家也能否知道使用什麼方法並且能夠安全到家？？？？ 

※ 上述外出過程上述外出過程上述外出過程上述外出過程，，，，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如如如如：：：：陪同搭公車陪同搭公車陪同搭公車陪同搭公車）））） 

3. 較遠的地方，指到達目的地需要使用交通工具利於到達；非指外出到住家附近

公園散步的距離。 

4.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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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夠自己開車能夠自己開車能夠自己開車能夠自己開車、、、、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騎車或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    2.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但不但不但不但不能能能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    3.當有人陪同時當有人陪同時當有人陪同時當有人陪同時，，，，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    4.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只能在有人協助或陪同時，，，，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可搭乘計程車或自用車 

□□□□    5.完全不能出門完全不能出門完全不能出門完全不能出門   

5. 案例： 

(1) 個案每週有三天需要到醫院洗腎，自己不會騎車，幸好醫院有洗腎專車到社

區中接送，所以自己可以到社區中就近的站牌搭車，洗腎後也能夠到醫院的

候車亭等搭交通車返家。上述情形，則： 

→ F6. �1.能夠自己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 個案住在偏遠的鄉下，需要騎車到鎮上才有公車，但自己不會騎車且每次搭

公車不會看站牌就會搭錯車，家人就要到處找人，因此個案若要去較遠的地

方，就會打電話叫計程車到家來載，要回家時也會在街上攔計程車載到家。

上述情形，則：  

→ F6. �2.能夠自己搭乘計程車，但不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3) 個案全癱長期躺床，已經很久沒有出門，平常每個月會有醫院的護理師到家

中幫忙個案換鼻胃管及導尿管。上述情形，則： 

→ F6. � 5.完全不能出門。 

6.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和計程車兩者所需能力程度不同說明：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例如公車/客運）要能規劃路線，知道到那裡搭公車，那

一站下車，以及到站後要如何走到目的地，這一連串過程，需要較高的能力；

而搭乘計程車，只要在馬路邊招車或電話叫車即可搭乘到目的地，兩者所需能

力程度不同。 

F7 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 

1.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自己能否在正確時間服藥自己能否在正確時間服藥自己能否在正確時間服藥自己能否在正確時間服藥？？？？ 

(2) 自己能否服用正確的份量自己能否服用正確的份量自己能否服用正確的份量自己能否服用正確的份量？？？？ 

※上述服藥過程上述服藥過程上述服藥過程上述服藥過程，，，，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您需要別人幫忙嗎？（？（？（？（如如如如：：：：把藥分裝好把藥分裝好把藥分裝好把藥分裝好、、、、提醒吃藥時間提醒吃藥時間提醒吃藥時間提醒吃藥時間）））） 

2. 若個案目前不用吃藥，則詢問感冒時，可否自行依照時間服用藥物。 

3. 「「「「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服用藥物」」」」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    1.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能自己負責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藥物（（（（含正確劑量含正確劑量含正確劑量含正確劑量）））） 

□□□□    2.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可自行服用可自行服用可自行服用可自行服用 

� 個案有時會忘記吃藥，需提醒時間或份量，或需他人準備好份量，依時間

排好放進藥盒或需要他人在藥包上做記號，個案再自行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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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 

� 包含亂吃、拒吃、藏藥、無法自行服藥。 

4. 案例： 

(1) 個案有糖尿病，每天三餐飯前需要打胰島素，但針頭的刻度太小，眼睛不好，

所以兒子會事先將要打的劑量抽好放冰箱，吃飯前可以自己拿針打。上述情

形，則：                                               

→ F7. � 2.如果事先準備好服用的藥物份量，可自行服用 

(2) 個案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每天需要固定服藥，情緒才能平穩，但常常會耍脾

氣不吃藥或者將藥藏起來，表示已經吃了，所以每到吃藥時間，家人就會把

藥送到個案面前，看他吞下去才離開。上述情形，則：                                                      

→ F7. � 3.完全不能自己服用藥物                                                    

5. 服用藥物，需在正確時間服用正確劑量藥物。故若個案挑藥不按照處方吃藥，

顯示有照顧服務介入之需要。 

F8 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 

1. 本題重點：著重於提存錢提存錢提存錢提存錢、支付房租帳單支付房租帳單支付房租帳單支付房租帳單、給錢找錢給錢找錢給錢找錢給錢找錢等處理財務能力。 

2. 問法：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請問您能不能自己一個人處理財務處理財務處理財務處理財務，，，，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1) 能否自己去郵局能否自己去郵局能否自己去郵局能否自己去郵局、、、、銀行或使用銀行或使用銀行或使用銀行或使用 ATM 存錢存錢存錢存錢、、、、提錢提錢提錢提錢、、、、匯款或帳單繳費匯款或帳單繳費匯款或帳單繳費匯款或帳單繳費？？？？ 

(2) 買東西時買東西時買東西時買東西時，，，，能否自己給錢能否自己給錢能否自己給錢能否自己給錢，，，，找錢時自己能否確認有沒有找錯錢找錢時自己能否確認有沒有找錯錢找錢時自己能否確認有沒有找錯錢找錢時自己能否確認有沒有找錯錢？？？？ 

※ 上述處理財務的過程上述處理財務的過程上述處理財務的過程上述處理財務的過程，，，，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需要別人幫忙嗎？（？（？（？（如如如如：：：：需要銀行櫃檯人員幫忙填需要銀行櫃檯人員幫忙填需要銀行櫃檯人員幫忙填需要銀行櫃檯人員幫忙填

寫單子寫單子寫單子寫單子）））） 

3. 「「「「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處理財務的能力」」」」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    1.可以獨立處理財務可以獨立處理財務可以獨立處理財務可以獨立處理財務 

� 可獨立到郵局（銀行）提存錢，支付房租、帳單、給錢找錢。 

□□□□    2.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處理日常的購買處理日常的購買處理日常的購買處理日常的購買，，，，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 

� 只能處理日常購買（給錢、找錢），無法處理與銀行或金額較大的財務往來。 

□□□□    3.完全完全完全完全不能處理錢財不能處理錢財不能處理錢財不能處理錢財 

4. 案例： 

(1) 個案不識字，到銀行提存錢需要櫃台人員幫忙寫單子，屬需協助範圍。 

(2) 個案為智能障礙者，經過長時間訓練，現在能夠將媽媽給的錢到附近的便

利商店買簡單的用品，以及自己要吃的零食，並且老闆說多少錢時，可以

給錢並且能當場數算老闆有無找錯錢。上述情形，則：                   

     → F8. � 2.可以處理日常的購買，但需別人協助與銀行往來或大宗買賣。 

(3) 個案家中開雜貨店，以前可以自己顧店販賣商品，但最近常忘東忘西，還

常常找錯錢，並且將店裡的帳記的亂七八糟，更不用說可以去銀行提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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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則：                          

→ F8. � 3.不能處理錢財 

 

G.特殊複雜照護需要特殊複雜照護需要特殊複雜照護需要特殊複雜照護需要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G1-9 評估個案疼痛狀況、皮膚狀況、關節活動度、疾病史與營養評估、特殊照護、吞

嚥能力、跌倒、平衡及安全、輔具等特殊複雜照護需要。 

G1 疼痛狀況疼痛狀況疼痛狀況疼痛狀況 

1. 主要找出因疼痛而影響個案日常生活行為與身體功能，導致需要持續性照護需

求之評估。 

2. 疼痛是主觀感覺，以個案的回答為主，若個案無法回答，但主要照顧者平日觀

察中也可得知個案的疼痛情形，必要時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3. 評估人員必須聆聽個案的描述，並將個案的抱怨列入考量，避免作任何價值判

斷。 

4. G1a.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1 個月中個月中個月中個月中，，，，個案身體疼痛的程度個案身體疼痛的程度個案身體疼痛的程度個案身體疼痛的程度？？？？ 

      □□□□1.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 

      □□□□2.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表示有一些疼痛，但通常還能夠繼續進行日常  固定事務、

社交活動或睡眠。 

      □□□□3.中度疼痛中度疼痛中度疼痛中度疼痛：：：：介於輕微與嚴重疼痛之間，個案表示“中度的”疼痛。 

                □□□□4.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尚可忍受的程度尚可忍受的程度尚可忍受的程度尚可忍受的程度）））） 

                        □□□□5.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無法忍受的程度無法忍受的程度無法忍受的程度無法忍受的程度）：）：）：）：此種疼痛已嚴重影響日常固定事務、

社交活動或睡眠，且已到達無法忍受的程度。 

        □□□□6.有疼痛狀況有疼痛狀況有疼痛狀況有疼痛狀況，，，，無法判斷疼痛程度無法判斷疼痛程度無法判斷疼痛程度無法判斷疼痛程度 

  □□□□7.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 

5. 亦可亦可亦可亦可使使使使用臉譜量表用臉譜量表用臉譜量表用臉譜量表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圖圖圖圖 1.微微笑的臉微微笑的臉微微笑的臉微微笑的臉（（（（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1.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完全無疼痛))))、、、、圖圖圖圖 2.有些不舒服有些不舒服有些不舒服有些不舒服((((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2.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輕微的疼痛))))、、、、

圖圖圖圖 3.更多些不舒更多些不舒更多些不舒更多些不舒服服服服((((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3.中度疼痛中度疼痛中度疼痛中度疼痛))))、、、、圖圖圖圖 4.想哭想哭想哭想哭((((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4.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較嚴重的疼痛))))、、、、圖圖圖圖 5.

流眼淚大哭流眼淚大哭流眼淚大哭流眼淚大哭((((選項選項選項選項 5.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非常嚴重的疼痛))))進行疼痛程度進行疼痛程度進行疼痛程度進行疼痛程度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失智失智失智失智個案不適合使用臉譜量表個案不適合使用臉譜量表個案不適合使用臉譜量表個案不適合使用臉譜量表評估疼痛程度評估疼痛程度評估疼痛程度評估疼痛程度，，，，應以觀察法應以觀察法應以觀察法應以觀察法，，，，或詢問主要或詢問主要或詢問主要或詢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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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以照顧者以照顧者以照顧者以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 

6. 國際疼痛研究協會之疼痛定義：「由真正存在或潛在的身體組織損傷所引起的不

舒服知覺和心理感覺。」 

7. 倘藥物治療可緩解，則以疼痛緩解後的狀態來看，因為無法緩解者才可能影響

個案生活及獨立/依賴狀況。 

 

8. G1b 疼痛頻率疼痛頻率疼痛頻率疼痛頻率為為為為：：：： 

請個案描述疼痛的頻率，依個案最近一個月內的疼痛情形，勾選下列選項之最

適切的答案。 

□□□□    1.一個月數次一個月數次一個月數次一個月數次 

□□□□    2.一週數次一週數次一週數次一週數次 

□□□□    3.每天疼痛每天疼痛每天疼痛每天疼痛 

□□□□    4.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不知道或無法判斷 

G2 皮膚狀況皮膚狀況皮膚狀況皮膚狀況 

1. 評估方式：  

(1) 直接觀察，訪視時觀察個案的外露皮膚狀況，有清楚易見之皮膚異常，如乾

燥、脫屑、瘀青…。 

(2) 詢問照顧者個案皮膚狀況，若照顧者主動表示有皮膚問題，除詢問是否有就

醫確立診斷，治療中（如濕疹、類天疱瘡、疥瘡），視情況進一步查看皮膚

傷口，以便正確評估及登錄皮膚狀況。 

2. 已癒合傷口，不會有照護需要，故不列入。 

3. G2a.請問個案現在皮膚的狀況請問個案現在皮膚的狀況請問個案現在皮膚的狀況請問個案現在皮膚的狀況？？？？  

□□□□    1.正常：指無任何皮膚異常   □ 2.異常 

4. G2b.皮膚暴露於潮皮膚暴露於潮皮膚暴露於潮皮膚暴露於潮溼環境的程度溼環境的程度溼環境的程度溼環境的程度 

(1) 潮濕環境是造成壓瘡的外在因素。 

(2) 目的：評估個案是否處於潮濕的環境，而衍生有皮膚問題之風險，如褥瘡或

是皮膚浸潤以致潰爛。 

(3) 評估方式 

� 觀察個案皮膚外觀，特別是常受壓迫處常受壓迫處常受壓迫處常受壓迫處（如背部、臀部、骨頭突出處），

身體凹褶處身體凹褶處身體凹褶處身體凹褶處（如脖子、手肘內側、髖和膝關節凹摺），常會因悶住使皮膚

長時間受刺激，產生浸潤感染和褥瘡之風險？ 

� 包尿布者，詢問更換尿布頻率，另可評估個案的棉被或床單的濕潤或乾燥

程度，房間中的氣味（如潮濕或有霉味），進一步判斷。 

� 已有傷口者，評估換藥及滲液情形，包紮外觀乾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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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項 

□□□□    1.皮膚總是總是總是總是潮溼或整天包尿布 

□□□□    2.皮膚常常常常常常常常潮溼或半天包尿布 

□□□□    3.皮膚偶而偶而偶而偶而潮溼或需要時才包尿布 

□□□□    4.乾燥、乾淨 

 

5. G2c.請問皮膚異常的狀況為何請問皮膚異常的狀況為何請問皮膚異常的狀況為何請問皮膚異常的狀況為何？【？【？【？【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    1.乾燥有皮屑：指皮膚外觀無油脂呈現乾燥，有或看似有脫屑情形。 

□□□□    2.瘀青 

□□□□    3.丘疹：皮膚深層發炎，外觀會看到紅色突出堅實的病灶。 

□□□□    4.傷口：指擦傷、割傷、壓瘡、燒燙傷、術後傷口、延遲癒合之手術傷口、

糖尿病足潰瘍、.血管性潰瘍（動脈或靜脈；含足部以外的糖尿病潰瘍）等

【【【【續答續答續答續答 G2d】】】】 

□□□□    5.疥瘡 

6. G2d.傷口情形傷口情形傷口情形傷口情形：【：【：【：【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    1 .擦傷、割傷 

□□□□    2 .壓壓壓壓傷傷傷傷  

 

 

 

 

 

 

 

 

□□□□    3 .燒燙傷：指被熱液體、電熱毯、熱蒸氣或其他高溫所傷。 

□□□□    4.術後傷口：指有縫線的傷口、開放性傷口或放置引流管的傷口等。 

□□□□    5.延遲癒合之手術傷口 

□□□□    6.糖尿病足潰瘍 

□□□□    7.血管性潰瘍（動脈或靜脈；含足部以外的糖尿病潰瘍） 

□□□□    8.其他：不屬於上列選項之傷口，依個案實際情況具體說明。 

7. 壓壓壓壓傷傷傷傷（（（（俗稱俗稱俗稱俗稱：：：：褥瘡褥瘡褥瘡褥瘡））））「美國國家壓瘡諮詢委員會於 105 年 4 月 13 日宣布將常用的『壓

瘡（pressure ulcer）』改名為壓傷（pressure injury）」 

→→→→G2d1.壓壓壓壓傷傷傷傷等級等級等級等級：（若有多處壓若有多處壓若有多處壓若有多處壓傷傷傷傷，，，，請選最嚴重的等級請選最嚴重的等級請選最嚴重的等級請選最嚴重的等級） 

□1.第一級 □2.第二級 □3.第三級 □4.第四級 

□5.無法分級 □6.深層組織損傷 

→→→→G2d2.翻身接觸面皮膚翻身接觸面皮膚翻身接觸面皮膚翻身接觸面皮膚，，，，何者有壓何者有壓何者有壓何者有壓傷傷傷傷或傷口或傷口或傷口或傷口 

□1.翻身接觸面所有皮膚皆完整 

□2.右髖部皮膚不完整 

□3.左髖部皮膚不完整 

□4.背/臀部皮膚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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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身體局部組織因長期受壓迫，導致血液循環受阻造成皮膚組織損傷，常發

生在大腿頭、尾骶骨、腳跟等骨頭突出處。 

(2) 若有多處壓傷，請以最嚴重的傷口評估等級： 

1 級級級級 皮膚完整無破損，但是在局部

（多見於骨突處）出現按壓後

不會變白的發紅；摸起來會

痛、硬、熱，周圍皮膚感覺改

變。 

圖片來源：載自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預防壓

瘡衛教單張  

2 級級級級 皮膚部分受損，為表淺開放的

潰瘍傷口，呈紅色或粉紅，或

為血清液水泡，會疼痛，但無

壞死組織。 

圖片來源：載自台大醫院壓瘡小組製作「壓

瘡分期與處理」之單張 

 

3 級級級級 皮膚全部受損，屬於較深的潰

瘍傷口，可能看到皮下脂肪，

但是肌肉、骨頭、或韌帶並沒

有暴露。 

圖片來源：載自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預防壓

瘡衛教單張  

4 級級級級 全層皮膚缺損並可見骨頭、韌

帶或肌肉暴露。 

圖片來源：載自台大醫院壓瘡小組製作「壓

瘡分期與處理」之單張 
 

8. 血管性潰瘍血管性潰瘍血管性潰瘍血管性潰瘍 

(1) 動脈潰瘍動脈潰瘍動脈潰瘍動脈潰瘍：：：：動脈潰瘍是因下肢的動脈血循受阻，導致組織缺血壞死，與動脈

粥狀硬化有高度相關，是最常造成下肢血流供應不足的原因。因動脈硬化會

減少血管血流，進而導致下肢血液動力學改變，造成嚴重的血液循環問題，

組織無法得到血液及氧氣供應，因而造成潰瘍傷口。 

(2) 靜脈潰瘍靜脈潰瘍靜脈潰瘍靜脈潰瘍：：：：鬱積性皮膚炎為下肢潰瘍常見的表徵，常發生在中年至老年人下

肢曾接受手術或有靜脈血栓者導致靜脈瓣功能不全。初期可見足部小腿以下

浮腫變硬，進而出現色素沈著、皮膚發癢、紅斑及脫屑性濕疹樣變化、微血

管擴張、靜脈曲張等現象。 

按壓除去

後發紅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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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來源：長庚醫院高雄院區疾病資訊-慢性傷口網站     

G3 關節活動度關節活動度關節活動度關節活動度 

G3a.請問個案是否會因四肢關節僵硬受限制請問個案是否會因四肢關節僵硬受限制請問個案是否會因四肢關節僵硬受限制請問個案是否會因四肢關節僵硬受限制，，，，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以致影響日常生活功能？？？？ （（（（如如如如：：：：腳腳腳腳

踝受限站在地上腳跟踩不到地踝受限站在地上腳跟踩不到地踝受限站在地上腳跟踩不到地踝受限站在地上腳跟踩不到地；；；；肩關節受限疼痛明顯肩關節受限疼痛明顯肩關節受限疼痛明顯肩關節受限疼痛明顯））））或造成照顧困難或造成照顧困難或造成照顧困難或造成照顧困難（（（（如如如如：：：：

協助個案清潔身體時協助個案清潔身體時協助個案清潔身體時協助個案清潔身體時，，，，胯下胯下胯下胯下、、、、腋下或指縫清潔不易腋下或指縫清潔不易腋下或指縫清潔不易腋下或指縫清潔不易；；；；穿脫衣服有困難穿脫衣服有困難穿脫衣服有困難穿脫衣服有困難；；；；包尿包尿包尿包尿

布不好包布不好包布不好包布不好包；；；；在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時在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時在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時在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時，，，，手或腳拉不直手或腳拉不直手或腳拉不直手或腳拉不直））））     

1. 目的：評估個案之關節活動受限制，是否影響日常生活功能，衍生照顧需要。 

2. 四肢關節活動度受限制：指個案主動要伸直四肢或被動由家屬幫他移動四肢關

節時，出現部份關節僵硬，無法完全伸直或完全彎曲的狀況，因而影響到生活

功能或照顧。 

3. 截肢者僅針對所剩關節評估。 

4. 請請請請評估人員評估人員評估人員評估人員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因失能長者可能在某些關節已僵硬因失能長者可能在某些關節已僵硬因失能長者可能在某些關節已僵硬因失能長者可能在某些關節已僵硬，，，，若請個案做動作可能會若請個案做動作可能會若請個案做動作可能會若請個案做動作可能會

有危險有危險有危險有危險（（（（如如如如：：：：骨折骨折骨折骨折…等等等等），），），），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請用題目的舉例請用題目的舉例請用題目的舉例請用題目的舉例，，，，詢問個案或照顧者詢問個案或照顧者詢問個案或照顧者詢問個案或照顧者。。。。 

5. 案例： 

(1) 個案從小右手就攣縮無法伸直，平常慣用左手所以日常生活不受影響。 

(2) 個案長期臥床，四肢關節攣縮無法伸直，清潔身體的時候，胯下、腋下、或

手指、腳趾都縮在一起難以扳開清洗。          

(3) 個案穿脫衣服的時候，因為肩膀自己抬高或被抬高的時候疼痛而難以穿衣

服。                                                

(4) 個案穿脫衣服的時候，個案因為手肘自己伸直或被伸直的時候疼痛而難以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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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 

(5) 個案長期臥床有包尿布，但因髖部和膝關節僵硬不好打開，家屬需要費很大

力氣換尿布，且因為需稍微扳開兩邊胯下清潔，個案就會痛到哇哇叫。 

6. 關節受限制的位置圖關節受限制的位置圖關節受限制的位置圖關節受限制的位置圖 

 

G4b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3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體重是否減輕體重是否減輕體重是否減輕體重是否減輕？？？？ 

1. 評估個案非計畫性體重減輕非計畫性體重減輕非計畫性體重減輕非計畫性體重減輕之情形。 

2. 從訪視日期往前推 3 個月，詢問個案有無食量減少，所穿的褲子變得較寬鬆等

體重減輕的現象。 

3. 個案最近有無量體重，若家中有體重計者可測量，並與前次量的體重是否有差

異。 

4. 選項 

□1.非計畫性體重減輕超過 3 公斤 

□2.非計畫性體重減輕 1～3 公斤 

□3.體重無變化 

□4.非計畫性體重增加 

□5.不知道 

G4b 個案身體質量指數（BMI）： 

1. 詢問個案最近一次有無測量身高、體重（如：老人健檢資料）則可以直接填入。

身高、體重取整數，小數點後四捨五入。 

2. 若身高、體重無法得知時，請利用皮尺測量個案小腿圍。 

3. 評估員注意：嚴禁嚴禁嚴禁嚴禁在床上替個案測量身高在床上替個案測量身高在床上替個案測量身高在床上替個案測量身高。 

腕指腕指腕指腕指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肩關節肩關節肩關節肩關節    

膝膝膝膝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髖髖髖髖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肘肘肘肘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踝踝踝踝關節關節關節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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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腿圍測量方式：  

 

(1) 位置：從個案側面觀察時，水平測量小腿最凸出的

部位的小腿周長。 

(2) 步驟： 

a. 採坐姿，雙腳呈自然放鬆狀態，或採站姿體重

均勻分布在雙腳。 

b. 捲起個案的褲管 

c. 使用捲尺測量小腿最寬的地方（如圖）。 

d. 臥床者，將小腿彎曲呈 90 度，使用布尺環繞小

腿一圈，測量最寬的地方。 

(3) 布尺是貼合小腿，無壓縮到小腿肌肉，紀錄最接近

小腿的數字。 

(4) 布尺兩面皆有數字，一面以「公分」為單位，另一

面則是「英吋」，要紀錄的是「公分」。 
 

G4c 個案一般的飲食狀況個案一般的飲食狀況個案一般的飲食狀況個案一般的飲食狀況，，，，以週為單位以週為單位以週為單位以週為單位：：：： 

1. 目的：評估個案是否有營養不良之情形，易產生壓傷的風險，增加照顧負擔。 

2. 整餐：以個案平時一餐的進食量。 

3. 由口進食由口進食由口進食由口進食：以每餐進食量為整餐的多少（全吃完、吃 1/2、吃 1/3）及有無補充

點心進行填答～ 

選項1 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3，或除正餐外沒有補充任何點心，或

被禁食（或採清流質或靜脈輸液超過 5 天） 

選項2 未吃完，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2，或偶爾吃點心 

選項3 未吃完，每餐進食量超過整餐的 1/2，或有時拒絕用餐但會吃點心 

選項4 每餐吃完，從不拒絕用餐，或不需任何補充食物 

4. 管灌管灌管灌管灌飲食飲食飲食飲食：案家自製管灌飲食者，以每日灌食餐數或所攝取的卡路里進行填答 

選項 1 自製管灌飲食小於 16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800 大卡/日 

選項 2 自製管灌飲食小於 20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000 大卡/日。 

選項 3 自製管灌飲食小於 24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200 大卡/日。 

選項 4 自製管灌飲食大於 2400c.c./日，或採用管灌飲食（或靜脈營養）大於

1200 大卡/日。 

5. 管管管管灌配方灌配方灌配方灌配方（或奶粉），則以瓶罐上標示熱量計算，可依個案管灌量進行熱量計

算： 

選項1 管灌飲食小於 800 大卡/日 

選項2 管灌飲食小於 1000 大卡/日 

選項3 管灌飲食小於 1200 大卡/日 

選項4 管灌飲食大於 1200 大卡/日 

6. 因為自製管灌飲食是以食物加水（或湯汁）稀釋經機器攪打成可通過鼻胃管（或

胃造廔管）之液體食物，稀釋後約原來一半的量，故以灌食量進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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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項 

□1.未吃完，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3，或除正餐外沒有補充任何點心，或被

禁食（或採清流質或靜脈輸液超過 5 天），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小於 1600c.c/

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800 大卡/日。 

□2.未吃完，每餐進食量不超過整餐的 1/2，或偶爾吃點心，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

小於 20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000 大卡/日。 

□3 未吃完，每餐進食量超過整餐的 1/2，或有時拒絕用餐但會吃點心，或灌食自

製管灌飲食小於 2400c.c./日，或攝取的管灌飲食小於 1200 大卡/日。 

□4.每餐吃完，從不拒絕用餐，或不需任何補充食物，或灌食自製管灌飲食大於

2400c.c./日，或採用管灌飲食（或靜脈營養）大於 1200 大卡/日。 

註：若個案 BMI 小於 18.5 或落入上述選項 1.2，可能有營養不良之風險，建

議營養師介入評估指導。 

G4e 請問個案是否有請問個案是否有請問個案是否有請問個案是否有經醫師診斷經醫師診斷經醫師診斷經醫師診斷，，，，且且且且目前目前目前目前（（（（6 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仍仍仍仍存存存存在的疾病在的疾病在的疾病在的疾病？？？？（（（（可複選）））） 

1. 目的：評估個案是否經醫師診斷，且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仍存在的疾病，導致現在至未來需要

持續性照護。 

2. 評估方式：詢問個案目前身體有無不舒服的症狀正在服藥或有固定時間需回醫

院看診，透過預約掛號單、藥袋、重大疾病卡、診斷書…等瞭解個案的疾病診

斷。 

3. 注意事項： 

(1) 表內所列項目為長照相關疾病，已治癒已治癒已治癒已治癒（已解決）或不再影響個案生活功不再影響個案生活功不再影響個案生活功不再影響個案生活功

能能能能或照顧計畫的疾病照顧計畫的疾病照顧計畫的疾病照顧計畫的疾病，不須列入不須列入不須列入不須列入。倘若個案罹患之疾病已治癒無須再治療，

但可能因併發症或其他複雜原因影響，致使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請

於 K8 開放題說明。 

(2) 特別標註時間：癌症（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其餘是目前「6 個月內」仍存在的疾

病，需持續性照護或致使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 

(3) 目前使用藥物，指具有醫師處方之西藥及中藥，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案家去中藥房買

的中藥材、公園或旅遊買的藥，以及自己去山上採得草藥。 

4. 「疾病史」選項說明 

□□□□    1.否否否否 

      若僅為因老化，造成身體功能或活動能力降低，並無任何經醫師診斷之上

述疾病，即勾選此項。 

□□□□    2.是是是是：：：：續答以下疾病史項目續答以下疾病史項目續答以下疾病史項目續答以下疾病史項目 

**疾病史各項說明 

□□□□    01.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 

(1) 詢問是否服用降高血壓藥，或平日血壓值（大於 160/9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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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被醫生診斷是高血壓，現已獲控制，但因感冒、失眠等因素才會發作者，

目前仍算有該病。或是目前有吃藥控制，即使控制得很好，血壓都在正常

範圍，也算目前也有高血壓。 

□□□□    02.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具有持續口渴與頻尿現象的任何一種新陳代謝性失常，診斷標準是抽血檢查

「空腹血糖」≧126 mg/dl。 

□□□□    03.骨骼系統骨骼系統骨骼系統骨骼系統（（（（關節炎關節炎關節炎關節炎、、、、骨折骨折骨折骨折、、、、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症）））） 

(1) 關節炎（如：退化性關節炎、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 

(2) 骨折，如： 

� 髖關節骨折（大腿頸骨折、轉動關節骨折）：發生在任何時機，會影響個

案現在狀況的髖骨（俗稱大骨輪）骨折，包括大腿頸骨折、轉動關節骨

折。 

� 其他骨折（如：手腕、脊椎）：任何情況下的非髖部骨折，如：跌倒、癌

症引起的骨骼脆弱。 

(3) 骨質疏鬆：骨質減少，骨折危險性增高。 

□□□□    04.視覺疾病視覺疾病視覺疾病視覺疾病（（（（白內障白內障白內障白內障、、、、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病變視網膜病變、、、、青光眼或黃斑性退化等青光眼或黃斑性退化等青光眼或黃斑性退化等青光眼或黃斑性退化等）））） 

(1) 白內障、青光眼或黃斑性退化 

� 白內障：指一隻眼或雙眼水晶體出現不透明現象而造成視力減退，開刀

已治癒者不列入。 

� 青光眼：因逐漸增加的眼壓所形成的眼部疾病，可能導致視覺神經無法

復原的損害。 

� 黃斑性退化，指視網膜中心點的退化性病變。 

(2) 視網膜病變：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糖尿病的併發症，患者所看到的影

像變成模糊、扭曲或視力喪失。 

□□□□    05.腦血管意外腦血管意外腦血管意外腦血管意外（（（（中風中風中風中風））））、、、、暫時性腦部缺血暫時性腦部缺血暫時性腦部缺血暫時性腦部缺血（（（（小小小小中風中風中風中風）））） 

(1) 若個案有明顯偏癱，並加以詢問確認後，即可勾選本項。 

(2) 腦血管意外（中風），由於顱內出血、大腦栓塞、梗塞等現象導致腦部血

管病變。 

(3) 暫時性腦部缺血（俗稱小中風），典型症狀是短暫性的手腳麻痺或無力（通

常持續約 7～10 分鐘）、眼睛突然看不見或看不清楚、說話不清、頭暈、

平衡失調等現象，通常 24 小時內就恢復。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員注意員注意員注意員注意：：：：下列兩種“不是小中風”  

(1) 因為壓迫、外傷等所造成的手腳麻痺或無力現象。 

(2) 因眼睛疾病（如：近遠視、老花、白內障、青光眼等）所造成的視力模糊

現象。 

□□□□    06.冠狀動脈疾病冠狀動脈疾病冠狀動脈疾病冠狀動脈疾病（（（（如如如如：：：：心絞痛心絞痛心絞痛心絞痛、、、、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動脈硬化性心臟病）））） 

75



105.12.19 草案精簡版 

 

- 48 -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一條或多條冠狀動脈因血栓或血管抽搐導致的窄化狀況，如：心絞痛、心肌

梗塞、動脈硬化性心臟病。 

□□□□    07.心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心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心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心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 

任何不正常的心臟跳動。例如：心房顫動是因心房快速不規則收縮，造成不

規則脈搏。 

□□□□    08.癌症癌症癌症癌症（（（（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過去五年內））））：：：：                                 癌癌癌癌 

(1) 指過去五年內，經醫師診斷的癌症（惡性腫瘤）。 

(2) 某些惡性腫瘤可因早期發現而得到很好的治療效果，因此如果個案表示他

「多年前罹患某種癌症，幸早期發現即時治療而不曾復發」，就算目前沒

有這項疾病。 

□□□□    09.呼吸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氣喘氣喘氣喘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肺炎肺炎肺炎、、、、呼吸衰竭等呼吸衰竭等呼吸衰竭等呼吸衰竭等）））） 

(1) 氣喘：包括胸悶、喘鳴、頻頻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 

(2) 慢性阻塞性肺病：乃是由〝慢性支氣管炎〞或〝肺氣腫〞所引起氣流阻塞

之一種病況。  

□□□□    10.消化系統消化系統消化系統消化系統疾病疾病疾病疾病（（（（肝肝肝肝、、、、膽膽膽膽、、、、腸腸腸腸、、、、胃胃胃胃）））） 

□□□□    11.泌尿生殖系統泌尿生殖系統泌尿生殖系統泌尿生殖系統疾病疾病疾病疾病（（（（良性攝護腺肥大良性攝護腺肥大良性攝護腺肥大良性攝護腺肥大、、、、腎衰竭腎衰竭腎衰竭腎衰竭）））） 

(1) 腎衰竭：導致腎排泄及調節功能失常的臨床狀況。 

(2) 若個案回答有「腎虧（或敗腎）」，但腎虧並非屬腎臟疾病，此處不需糾正

個案，只須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腎臟疾病嗎？」 

□□□□    12.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 

是一群症狀的組合（症候群），其症狀不單純只有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記憶力減退，還會影響到

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認知功能，包括有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空間感空間感空間感空間感、計算力計算力計算力計算力、判斷力判斷力判斷力判斷力、抽象思考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注注注

意力等意力等意力等意力等各方面的功能退化功能退化功能退化功能退化，同時可能出現干擾行為干擾行為干擾行為干擾行為、個性改變個性改變個性改變個性改變、妄想妄想妄想妄想或幻覺幻覺幻覺幻覺

等症狀，這些症狀的嚴重程度足以影響其人際關係與工作能力。 

□□□□    13.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思覺失調症思覺失調症思覺失調症思覺失調症、、、、雙極性精神障礙雙極性精神障礙雙極性精神障礙雙極性精神障礙、、、、憂鬱症憂鬱症憂鬱症憂鬱症）））） 

(1) 思覺失調症：過去稱精神分裂症。 

(2) 雙極性精神障礙（躁鬱症） 

□□□□    14.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自閉症 

□□□□    15.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智能障礙 

□□□□    16.腦性麻痺腦性麻痺腦性麻痺腦性麻痺 

此項由外觀即約略得知，並向家屬確認。此疾病乃因腦部發育缺陷導致運動

功能發生障礙。 

□□□□    17.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 

會有肢體或面部表情僵硬，動作緩慢、手不自主顫抖，甚至寫字及口語表達

困難，不正常移動與吞嚥困難等神經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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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脊髓損傷脊髓損傷脊髓損傷脊髓損傷 

□□□□    19.運動神經元疾病運動神經元疾病運動神經元疾病運動神經元疾病（（（（最常見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最常見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最常見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最常見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 ALS）））） 

□□□□    20.感感感感染性疾病染性疾病染性疾病染性疾病：：：：               

     如如如如：：：：疥瘡疥瘡疥瘡疥瘡、、、、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梅毒梅毒梅毒梅毒、、、、愛滋病等愛滋病等愛滋病等愛滋病等。。。。 

□□□□    21.罕見疾病罕見疾病罕見疾病罕見疾病：：：：               

□□□□    22.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 

   凡於上述無法涵蓋者，即勾選此項，並說明於後 

G4f. 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別人協助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別人協助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別人協助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別人協助？？？？ 

1. 評估範圍：從個案知道要就醫、掛號、看診、檢驗檢查或治療、拿處方領藥以

及後續預約回診之整個過程，包含如下： 

      個案能夠知道要就醫 → 知道如何掛號 → 到醫院後至診間看診；醫師問診

時，可清楚表達自己的問題 → 若有需要檢驗、檢查或治療能夠自行前往 → 看

完診後，知道拿處方藥單領藥（含慢性處方箋至藥局領藥）。 

2. 選項說明 

□□□□    1.不需要協助不需要協助不需要協助不需要協助 

□□□□    2.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需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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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特殊照護特殊照護特殊照護特殊照護：：：： 

 G5a.個案目前是否接受特殊醫療照護個案目前是否接受特殊醫療照護個案目前是否接受特殊醫療照護個案目前是否接受特殊醫療照護？？？？ 

 □1.無 

    □2.有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沒有使用沒有使用沒有使用沒有使用 2.有使用有使用有使用有使用 

G5a-01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更換更換更換更換））））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    □1. □2. 

G5a-02 管灌餵食管灌餵食管灌餵食管灌餵食    □1. □2. 

G5a-03 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氣切造廔口處理氣切造廔口處理氣切造廔口處理氣切造廔口處理））））    □1. □2. 

G5a-04 呼吸器呼吸器呼吸器呼吸器    □1. □2. 

G5a-05 抽痰抽痰抽痰抽痰((((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 ) ) )     □1. □2. 

G5a-06 氧氣治療氧氣治療氧氣治療氧氣治療        □1. □2. 

G5a-07 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        □1. □2. 

G5a-08 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        □1. □2. 

G5a-09 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點點點點

滴加藥滴加藥滴加藥滴加藥            

□1. □2. 

G5a-10 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    □1. □2. 

G5a-11 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    □1. □2. 

G5a-12 留置留置留置留置導尿導尿導尿導尿管管管管護理護理護理護理（（（（含含含含尿袋尿袋尿袋尿袋、、、、小腿袋使用小腿袋使用小腿袋使用小腿袋使用））））    □1. □2. 

G5a-13 一般導尿一般導尿一般導尿一般導尿            □1. □2. 

G5a-14 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            □1. □2. 

G5a-15 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    □1. □2. 

G5a-16 造口護理造口護理造口護理造口護理（（（（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    □1. □2. 

G5a-17 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    □1. □2. 

G5a-18 傷口護理傷口護理傷口護理傷口護理、、、、換藥換藥換藥換藥（（（（不包括三不包括三不包括三不包括三、、、、四級壓瘡傷口處理四級壓瘡傷口處理四級壓瘡傷口處理四級壓瘡傷口處理））））    □1. □2. 

G5a-19 壓瘡處理壓瘡處理壓瘡處理壓瘡處理    □1. □2. 

G5a-20 疼痛處置疼痛處置疼痛處置疼痛處置    □1. □2. 

G5a-21 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    □1. □2. 

**評估說明 

1. 本題主要瞭解個案有無由因疾病接受「特殊持續性醫療照護」，如：醫院派居家

護理師定期至個案家更換鼻胃管、導尿管、造廔口護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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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視時，可觀察查個案外觀及居家環境中得知訊息。 

(1) 直接觀察的有鼻胃管、氣切管、導尿管、引流管等。 

(2) 觀察家中是否有氧氣濃縮機或氧氣鋼瓶，並詢問是否仍在使用。 

3. 可事先詢問家屬，家中有無個案病歷摘要或是醫院開立轉介單，可透過轉介單

以及現場所觀察到的，再次和家屬確認後勾選。 

4. 選項說明 

□□□□    G5a-01.插入插入插入插入（（（（更換更換更換更換））））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鼻胃管或胃造口管護理 

     插入（更換）鼻胃管：指個案可能因疾病影響，無法由口進食，將鼻胃管經

由鼻腔插入至胃內，提供所需營養；平常由家屬清潔鼻胃管周圍之皮膚並換

黏貼膠布；另定期由居家護理師至家中更換鼻胃管及相關照護。 

     胃造口管：經由胃鏡放置一條貫穿胃前壁的管路。 

   

□□□□    G5a-02.管灌餵食管灌餵食管灌餵食管灌餵食 

指經由鼻胃管、鼻腸管或胃造口灌食。 

□□□□    G5a-03.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氣切護理（（（（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更換氣切造口管、、、、氣切造瘻口處理氣切造瘻口處理氣切造瘻口處理氣切造瘻口處理）））） 

 

 

 

 

 

□□□□    G5a-04.呼吸器呼吸器呼吸器呼吸器 

  

    

    

    

http://www.stm.org.tw/stm_health/pg01-1-5-29.htm     

http://cms03p.vghks.gov.tw/periodical/asp/article.asp?per_no=06

0703 

指在個案氣管切開造口作為人口呼吸道，維持個案呼吸道通

暢；平常由家屬清潔氣切口及換紗布；另定期會有居家護理師

至家中更換氣切造口管及護理。 

http://jianqun.com.tw/link3-1.asp?fid=184 

指由氣切口或口鼻部插管，外接呼吸器，以協助個案呼吸

的機器。 

http://www.tw.airliquide.com/zh_TW/no-name-11/no-name-40/no-name-

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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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a-05. 抽抽抽抽痰痰痰痰（（（（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含蒸氣吸入））））    

抽痰：指清除個案呼吸道（口、鼻、咽喉、氣管）之分泌物，可以促進呼吸

道通暢，可避免肺炎產生。 

蒸氣吸入：是用專門的霧化裝置，將藥物溶液霧化成微小顆粒順利吸入呼吸

道，可治療呼吸系統之不適症狀。 

□□□□    G5a-06.氧氣治療氧氣治療氧氣治療氧氣治療 

 

 

 

 

 

□□□□    G5a-07.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血氧濃度測量 

 

□□□□    G5a-08.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中心靜脈營養導管護理 

  指個案無法由口進食、鼻胃管或腸造廔攝取營養時，藉由中心靜注射，將高

濃度營養液注射入體內，以提供身體所需的熱量及營養物質，由護理人員所

提供之導管護理。 

□□□□    G5a-09.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點滴加藥點滴加藥點滴加藥點滴加藥      

靜脈靜脈靜脈靜脈注射注射注射注射：靜脈注射是一種醫療方法，即把血液、藥液、營養液等液體物質

直接注射到靜脈中。靜脈注射可分短暫性與連續性，短暫性的靜脈注射多以

針筒直接注入靜脈；連續性的靜脈注射則以靜脈滴注實施，俗稱「（打）點

滴」，為將留置針插入靜脈後固定，然後接上可更換或補充的瓶裝或袋裝醫

療液體。 

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肌肉注射：指將藥液通過注射器注入肌肉組織內，達到治病的目的。 

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皮內注射：將小量藥液輸入表皮與真皮之間的方法。 

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皮下注射：將小量藥液輸入皮下組織的方法，例如胰島素注射。 

點滴加藥點滴加藥點滴加藥點滴加藥：於大量輸液中加入藥物，以連續性的靜脈滴注方式給予藥物。 

□□□□    G5a-10.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 

引流管功用為術後引流血水、分泌物，將腔室內積存液體排出，降低感染率，

避免壓迫及刺激周圍皮膚組織，以促進傷口癒合。 

指個案依醫師指示，在家中使用氧氣，以減

輕呼吸困難等目的。家中可能備有氧氣濃縮

機或氧氣鋼瓶（如左圖）且目前個案仍有在

使用氧氣設備者。 

http://repat.moi.gov.tw/03product/pro_a_main.asp?id

=45 

 

氧氣濃縮機氧氣濃縮機氧氣濃縮機氧氣濃縮機    氧氣鋼瓶氧氣鋼瓶氧氣鋼瓶氧氣鋼瓶    

血氧濃度可代表心肺能力是否正常，主要用於呼吸治療的個

案，測量血中氧氣濃度是否足夠。 

http://repat.moi.gov.tw/03product/pro_b_list.asp?keyword=血氧&offs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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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a-11.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更換膀胱造口管 

    為協助因尿道阻塞、無法存放留置導尿管的個案或為增進傷口癒合 

    而需使尿路改道的個案，藉由腹部超音波的導引，將導管直接插入 

    膀胱，引流尿液。平常由家屬清潔膀胱造口及換紗布；另定期會有 

    居家護理師至家中更換膀胱造口管及護理。 

□□□□    G5a-12.留置導尿管護理留置導尿管護理留置導尿管護理留置導尿管護理（（（（含尿袋含尿袋含尿袋含尿袋、、、、小腿尿袋使用小腿尿袋使用小腿尿袋使用小腿尿袋使用）））） 

   

 

 

 

 

□□□□    G5a-13.一般導尿一般導尿一般導尿一般導尿 

     指經由尿道插入導尿管到膀胱，引流出尿液。導尿分為導管留置導尿及間歇

性導尿二種。前者導尿管一直留置在個案體內，在病情 許可時才拔掉或定

期更換新管子。後者則每隔 4-6 小時導尿一次，在膀胱排空後即將導尿管拔

出。 

□□□□    G5a-14.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大小量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留置性灌腸 

     將一定量的溶液通過肛管，由肛門經直腸灌入結腸，以幫助個案排便、排氣。

也可借輸入的藥物，達到確定診斷和進行治療的目的。 

□□□□    G5a-15.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糞嵌塞清除 

     乾燥的糞塊堵塞直腸不能排出，引起嚴重的便秘癥狀和會陰部疼痛，成為糞

嵌塞。處理方法通常塞入栓劑或微型灌腸劑，之後等待約 15-20 分鐘，讓刺

激劑起作用。等待期結束後，每 10-15 分鐘用手指刺激，直到直腸排空。那

些腸弛緩的患者通常省略塞入栓劑或微型灌腸劑步驟，直接用手指刺激或手

工清除。  

□□□□    G5a-16.造口護理造口護理造口護理造口護理（（（（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含造口灌洗））））    

(1) 造廔口：指個案罹患消化系統疾病、泌尿系統疾病或外傷所致，藉由外科

手術在腹部或下腹部形成造廔口。 

(2) 包含有：胃造廔口、腸造廔口、腎臟造廔口或膀胱造廔口。 

     

 

 

 

 

 

腸造廔口：俗稱人工肛門，將排便的出口

由肛門改在腹壁上，作為排便之用。

http://www.crctw.org/Remedy_P4.aspx 

指個案無法自行排尿，需經由尿道口，插入導尿管接

上尿袋，幫助尿液排出；另定期會有居家護理師至家

中更換導尿管。 
http://www.pohai.org.tw/pohai/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

ask=view&id=504&Itemid=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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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口灌洗術：是以灌腸的方法利用重力及虹吸的原理充分的擴張腸道刺激腸

蠕動，排出腸內之糞便及氣體，養成排便的習慣。教導個案可自行選擇每天

固定的時間、用一定的水量做結腸造口灌洗，讓結腸內糞便盡量排淨。 

□□□□    G5a-17.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引流管灌洗 

     引流管灌洗係經醫師指示經由引流管輸注清洗液或藥劑，清除腔室內的沉澱

物及治療，以維持引流管系統的通暢及達治療之目的。 

□□□□    G5a-18.傷口護理傷口護理傷口護理傷口護理、、、、換藥換藥換藥換藥（（（（不包括三不包括三不包括三不包括三、、、、四級壓四級壓四級壓四級壓傷傷傷傷傷口處理傷口處理傷口處理傷口處理）））） 

         指傷口評估、傷口換藥等。    

□□□□    G5a-19.壓壓壓壓傷傷傷傷處理處理處理處理（（（（三級以上壓三級以上壓三級以上壓三級以上壓傷傷傷傷傷口處理傷口處理傷口處理傷口處理））））    

 

□□□□    G5a-20.疼痛處置疼痛處置疼痛處置疼痛處置 

指協助控制因疾病引起的疼痛緩解之相關處置。 

□□□□    G5a-21.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被動性關節運動 

被動性關節運動是指個案本人不施力，而由治療人員或儀器帶動患者關節之

運動。此指經由專業人員教導照顧者為個案進行被動性關節運動相關衛教。 

G6 吞嚥能力吞嚥能力吞嚥能力吞嚥能力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評估個案是否有吞嚥困難的情形，會影響營養攝取，長期可能產生營養

不良之風險。    

2. 吞嚥困難定義：：：： 

(1) 食物無法順利地由口腔進入胃部。也就是失去所有或部份控制咀嚼、吞嚥和

舌頭活動的能力，使得食物無法由嘴的前方移到後方，運送食物至咽喉變得

十分困難。 

(2) 吞嚥困難不僅影響到個案的營養狀況，若供應的食物或供應的方法不適當，

會引起嗆到讓食物吸入肺部，甚至窒息的危險。（需注意：吃東西出現的嗆

咳與呼吸道感染而產生的咳嗽不同） 

膀胱造廔口：俗稱人工膀胱；個案因泌尿

疾病所致，在下腹部（即恥骨上）做一個

造口，作為排尿。 

壓傷指因長期受壓所造成之傷口，發生

在薦椎處、股骨頭、腳跟等骨頭較突出

處；平常需要換藥。 
圖片來源：載自台大醫院壓瘡小組製作「壓瘡分期與處理」

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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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個案有吞嚥困難，則勾選吞嚥困難的狀況為何，以及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

練，以作為照顧計畫的參考。 

G6a.個案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個案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個案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個案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無【跳答 G7】 

□2.抱怨吞嚥困難或吞嚥時會疼痛 

□3.吃東西或喝水的時候出現咳嗽或嗆咳 

□4.用餐後嘴中仍含著食物或留有殘餘食物 

□5.當喝或吃流質或固質的食物時，食物會從嘴角邊流失 

□6.有流口水之情形 

G6b.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 

□1.無 

□2.有 

G7 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照顧者是否有接受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提供下列的照顧者是否有接受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提供下列的照顧者是否有接受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提供下列的照顧者是否有接受護理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提供下列的

教導教導教導教導？？？？【【【【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 詢問照顧者，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後，是否有接受提供下列教導？ 

2. 選項說明 

  □1.未接受過教導未接受過教導未接受過教導未接受過教導：個案被診斷為失智症，照顧者未曾接受過「維持認知功能」、

「行為管理技巧」、「日常生活安排」、「安全與保護」等失智症照顧之相關教導。 

  □2.維持認知功能維持認知功能維持認知功能維持認知功能： 

(1) 每天加強個案目前保有的功能，避免逐漸退化，照顧者儘可能同一個

人，並以姓名及頭銜稱呼個案。 

(2) 在房間內放置大時鐘或日曆，讓個案知道今天的日期及現在的時間，房

門口掛上標示且重覆告訴個案所在地，以重建人、時、地定向感。 

(3) 個案若還有穿衣、進食等自我照顧能力，則盡量讓個案自己執行。 

(4) 可運用年輕時的相片、音樂或紀念性物品等熟悉物品，喚起其過去的記

憶，增進生命的價值感。 

  □3.行為管理技巧行為管理技巧行為管理技巧行為管理技巧： 

不正面對質及衝突也不直接批評及當面指責，視個案的情況，耐心、簡要的

重覆說明行為順序及步驟，語調清晰且注意溝通效果，讓個案能放心，減少

不安與害怕並給予心理支持。  

□4.日常生活安排日常生活安排日常生活安排日常生活安排： 

提供熟悉而穩定環境，協助個案訂定固定、結構化且規律的日常生活作息

表，有計畫的安排至戶外活動及鼓勵昔日朋友見面聚會，增加人際互動的機

會。 

  □5.安全與保護安全與保護安全與保護安全與保護： 

(1) 評估個案口腔、牙齒狀況與咀嚼能力，選擇與準備合適的食物，以防噎

嗆、誤食等意外。 

(2) 維護個案生活周圍環境，家中擺設盡量以簡單化及固定為宜，勿隨意變

【續答 G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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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家中環境，走廊、樓梯或浴室內可裝欄杆或扶手。 

(3) 臥床個案必要時應使用床欄，夜間可使用照明燈，以防跌倒。 

(4) 外出予配戴有姓名、地址、連絡電話之識別牌或利用電子儀器，隨時注

意個案行蹤，以防走失。 

G8. 跌倒跌倒跌倒跌倒、、、、平衡及安全平衡及安全平衡及安全平衡及安全：：：： 

1. 跌倒：無預期的身體失去重心，致使身體任一部位接觸至地面或較低的地方。 

2. 主要詢問個案在過去的一年當中，是否曾經跌倒或摔倒過，進而評估跌倒的危

險性，以及所存在跌倒的潛在風險。 

3. 不包括：走路時被車子撞到的外力因素所造成的跌倒，不算在內。 

G8a 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坐姿坐姿坐姿坐姿的平衡的平衡的平衡的平衡？（？（？（？（在在在在沒有靠背支撐沒有靠背支撐沒有靠背支撐沒有靠背支撐的狀況下的狀況下的狀況下的狀況下）））） 

1. 維持坐姿平衡：指個案在背部沒有支撐的狀態下，坐姿是否可以維持一分鐘以

上的能力。 

2. 「「「「坐姿平衡坐姿平衡坐姿平衡坐姿平衡」」」」選項： 

□□□□    1.正常正常正常正常，，，，不靠扶持能坐著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坐著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坐著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坐著達一分鐘以上 

� 指沒有靠背或照顧者的手支撐的情況下，能維持坐姿達一分鐘以上。 

� 下肢殘缺腳無法著地，但能維持坐姿達一分鐘以上（以較常見的狀況為

準）。 

� 雖然下肢殘缺，但平常有裝義肢且能維持坐姿達一分鐘以上（以較常見

的狀況為準）。 

□□□□    2.較差較差較差較差，，，，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十秒鐘至一分鐘 

□□□□    3.極差極差極差極差，，，，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坐著少於十秒鐘（（（（包括完全無法坐包括完全無法坐包括完全無法坐包括完全無法坐）））） 

G8b 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站立站立站立站立的平衡的平衡的平衡的平衡？？？？ 

1. 維持站立平衡：指個案站起來時，在平的地板上在不靠輔具或人支撐下是否能

維持站立平衡，達一分鐘以上。 

2. 若使用義肢者，以穿上義肢的情況下，詢問是否能維持站立平衡。 

3. 若個案關節彎曲，詢問在沒有任何支撐物是否能維持站姿，以平日最常見的狀

況為準。 

4. 「「「「站立站立站立站立平衡平衡平衡平衡」」」」選項： 

□□□□    1.正常正常正常正常，，，，不靠扶持能站立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站立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站立達一分鐘以上不靠扶持能站立達一分鐘以上 

� 指沒有抓住任何東西時，可以站立達一分鐘以上。 

□□□□    2.較差較差較差較差，，，，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十秒鐘至一分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十秒鐘至一分鐘 

□□□□    3.極差極差極差極差，，，，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十秒鐘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十秒鐘（（（（包括完全無法站包括完全無法站包括完全無法站包括完全無法站）））） 

� 包含因臥床而明顯地無法站立的情況。 

84



105.12.19 草案精簡版 

 

- 57 -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G8c H6c 在在在在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1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中中中中，，，，個案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個案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個案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個案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例如：走路時跌倒、滑倒、坐著
或站著沒坐好或站好，或暈眩而摔倒，還是躺著時摔下，無論是否有受傷） 

1. 問法：去年的這個時候到現在，有沒有跌倒或摔倒過？ 

2. 移位或走路時異常狀況如下： 

(1) 起床時有時會爬不起來，頭會暈，需要叫人扶著。 

(2) 從坐姿起身時，手要扶著或抓著附近的家具好幾次才站得起來，或站起來後
又不穩，看起來要往後倒，或膝蓋快彎(ㄨㄣ)下去。 

(3) 坐下時一屁股坐下，身體會往後倒，旁人看了似乎不安全等。 

3. 案例： 

(1) 個案表示去年冬至時，走路沒注意門檻就跌倒，膝蓋有擦傷，就只有那一次，
現在走路都會注意，家屬在旁表示他那次是顧講話沒注意有門檻，現在他走
路沒問題。上述情形，則：                                          

   → G8c. � 1.跌倒或摔倒 1 次【續答 G8c1】 

                                             → G8c1.現在移位或走路時是否異常（指是否有困難）例如：頭暈、不穩或
不安全：� 0.否 

(2) 個案表示今年過年前，大掃除時地板太濕滑倒，現在走路不穩，需要拿柺杖。
上述情形，則：                                                     

   → G8c. � 2.跌倒或摔倒 1 次【續答 G8c1】 

                                                                    → G8c1.現在移位或走路時是否異常（指是否有困難）例如：頭暈、不穩或
不安全：� 2.是【續答 G8d】 

G8d 你的日常活動是否因擔心跌倒而不做你的日常活動是否因擔心跌倒而不做你的日常活動是否因擔心跌倒而不做你的日常活動是否因擔心跌倒而不做？？？？（例如：不敢獨自出門、在家走動或自己

洗澡） 

□□□□    1.不會擔心 

□□□□    2.會擔心 

□□□□    3.不適用（坐輪椅者、臥床者） 

G8e. H   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  

1. 評估個案對生活環境安全的覺察與預防能力，可否分辨危險的情境，以避免在

家和社區中個人的不安全狀態。 

2. 本題重點：在於評估「安全看視需要」，即需要有人陪伴或稍微看一下，注意

有無不安全的行為。 

3. 心智障礙者，如：智能障礙、精神障礙或失智症個案可能會有危險認知方面的

問題。 

4. 本題若個案無法回答或回答支支吾吾的，可以跟主要照顧者詢問個案平常對危

險狀況的分辨能力。 

5. 問法：參考以下例子，詢問個案至少 3 項以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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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洗完頭髮手溼溼的，直接摸吹風機的插頭（舉一個情境的例子），您覺您覺您覺您覺

得得得得會有什麼會有什麼會有什麼會有什麼危險危險危險危險？您您您您會怎樣做會怎樣做會怎樣做會怎樣做，，，，來避免或預防危險的發生來避免或預防危險的發生來避免或預防危險的發生來避免或預防危險的發生？ 

(1) 會辨識並安全使用居家設備的能力會辨識並安全使用居家設備的能力會辨識並安全使用居家設備的能力會辨識並安全使用居家設備的能力 

a. 手濕時不直接碰觸插頭→能辨識有觸電的危險。 

b. 吹風機放在浴缸→能辨識有觸電的危險。 

c. 煮飯或燒開水後會記得關瓦斯並不用手去碰熱水→能知道忘記關瓦斯可

能會有火災，以及受用手碰熱水會燙傷。 

(2) 知道危險狀況並會因應或避免知道危險狀況並會因應或避免知道危險狀況並會因應或避免知道危險狀況並會因應或避免：：：： 

a. 能遵守交通規則，知道不可以橫越安全島、闖紅燈或未走行人穿越道→

馬路上危險的行為。 

b. 當房間有濃密冒煙→能辨識發生火災（可能回答：撥打 119、以滅火器

或其他適當方式滅火、或找出口逃生）  

(3) 會分辨危險的陌生人與情境會分辨危險的陌生人與情境會分辨危險的陌生人與情境會分辨危險的陌生人與情境，，，，如如如如：：：：當有陌生人要帶你去玩或帶你去吃好吃當有陌生人要帶你去玩或帶你去吃好吃當有陌生人要帶你去玩或帶你去吃好吃當有陌生人要帶你去玩或帶你去吃好吃

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 

a. 個案是否具自我保護能力→能辨識誘拐及有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危險。 

b. 個案的回答可能是不會跟他走、不理他、找旁人求救等。 

6. 選項說明 

□□□□    1.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可以認識日常生活危險來源 

□□□□    2.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可以認識大部分於日常生活中的危險來源 

□□□□    3.小範圍小範圍小範圍小範圍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對於常會碰到的危險（尤其是住家環境中會出現的危險），

卻常不認為那是危險。 

□□□□    4.無能力無能力無能力無能力：完全不自知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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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 輔具輔具輔具輔具：：：：請問個案目前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備請問個案目前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備請問個案目前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備請問個案目前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備？？？？ 

1. 輔具定義：凡能協助個案完成日常活動（如：吃飯、洗澡、穿脫衣物鞋襪..等），

以促進或維持障礙者日常生活獨立性，增強日常生活之活動速度與安全性，減

輕照顧者的負擔之輔助器具。 

2. 詢問或觀察個案目前是否有使用輔助器具，若是個案住在機構，在詢問及環顧

四週觀察確認。 

3. 案家可能自製或非標準之輔具供個案使用，需評估使用之安全性，有無需要提

供輔具諮詢服務。 

4. 本大題未來會透過系統自動帶出，目前先以詢問方式進行，其順序如下：  

(1) 先問個案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具？ 

         →G9.□□□□1.沒有【跳答 H 大題：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 

           �2.有，輔具或設備 

(2) 逐項確認：可用項目中的例子詢問個案或家屬，如：徘徊感知器、洗澡用沐

浴椅、浴缸用扶手、便盆椅、….等。（以走路輔具為例） 

例：G9a.分類輔具 �03.步行活動類→ G9b.輔具項目�11.腋下柺 

5. 若個案是「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或是用「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表示需要此

類的輔具，只是用其他方式代替，其實使用上是有問題的，上述情形 

(1) 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坐在塑膠椅或馬桶上洗澡，，，，則： 

→G9.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具？� 1.有 

→G9a.分類輔具�02.沐浴用類 

→G9b.輔具項目�04.洗澡椅/床 

     →G9c.是否有輔具使用上的問題：�2.有，坐的塑膠椅較低且椅子輕，坐不

穩身體會倒頭栽。 

(2) 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雨傘代替拐杖，則： 

→G9.是否有下列輔具或設具？� 1.有 

→G9a.分類輔具�03.步行活動類  

   →G9b.輔具項目�09.手杖 

     →G9c.是否有輔具使用上的問題：�2.有，雨傘頭沒有止滑，有時下雨天時

會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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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6. 各類輔具項目圖片 

(1) 如廁相關輔具如廁相關輔具如廁相關輔具如廁相關輔具：：：： 

□□□□    01.便盆椅                       □ 02.馬桶增高器   

  

便盆椅便盆椅便盆椅便盆椅 馬桶增高器馬桶增高器馬桶增高器馬桶增高器 

(2) 沐浴用相關輔具沐浴用相關輔具沐浴用相關輔具沐浴用相關輔具 

□□□□    03.淋/沐浴用相關扶手             □ 04.洗澡椅/床 

□□□□    05.防滑淋/沐浴墊 

  

浴缸用扶手浴缸用扶手浴缸用扶手浴缸用扶手 洗澡用椅子洗澡用椅子洗澡用椅子洗澡用椅子 

   

浴缸內椅子浴缸內椅子浴缸內椅子浴缸內椅子 簡易浴缸簡易浴缸簡易浴缸簡易浴缸（（（（洗澡床洗澡床洗澡床洗澡床）））） 

 

馬桶馬桶馬桶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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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行活動步行活動步行活動步行活動類類類類 

□□□□    06.四腳柺                         □ 07.助行器 

□□□□    08.帶輪型助步車                   □ 09.手杖 

□□□□    10.前臂柺                         □ 11.腋下柺 

□□□□    12.前臂平台柺 

  

  四腳柺四腳柺四腳柺四腳柺   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 

 

          

        單單單單柺柺柺柺     腋下柺腋下柺腋下柺腋下柺          前臂前臂前臂前臂柺柺柺柺        雨傘雨傘雨傘雨傘柺柺柺柺 

(4) 輪椅類輪椅類輪椅類輪椅類 

□□□□    13.手動輪椅（含附加功能裝置）    □    14.電動輪椅（含配件與電池） 

□□□□    15.推車                          □ 16.電動代步車 

□□□□    17.頭靠系統                      □ 18.軀幹側支撐架 

□□□□    19.背靠                          □ 20.擺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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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輪椅手動輪椅手動輪椅手動輪椅 電動輪椅電動輪椅電動輪椅電動輪椅 

  

推車推車推車推車 電動代步車電動代步車電動代步車電動代步車 

 

 
 

頭靠系統頭靠系統頭靠系統頭靠系統 軀幹側支撐架軀幹側支撐架軀幹側支撐架軀幹側支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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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背靠輪椅背靠輪椅背靠輪椅背靠 平面型輪椅背靠平面型輪椅背靠平面型輪椅背靠平面型輪椅背靠 

(5) 移移移移轉位與翻身轉位與翻身轉位與翻身轉位與翻身類類類類 

□□□□    21.升降輔具：移位機             □ 22.升降輔具：移位機吊帶 

□□□□    23.移位腰帶                     □ 24.移位板 

□□□□    25.人力移位吊帶                 □ 26.移位滑墊 

□□□□    27.移位轉盤 

 

移位機移位機移位機移位機 移位機吊帶移位機吊帶移位機吊帶移位機吊帶 

  

移位腰帶移位腰帶移位腰帶移位腰帶 移位轉盤移位轉盤移位轉盤移位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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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人力移位吊帶人力移位吊帶人力移位吊帶人力移位吊帶 移位滑墊移位滑墊移位滑墊移位滑墊 

(6) 飲食用輔具飲食用輔具飲食用輔具飲食用輔具 

□□□□    28.協助飲食用輔具 

  

防滑圓形湯匙防滑圓形湯匙防滑圓形湯匙防滑圓形湯匙 可彎式叉子可彎式叉子可彎式叉子可彎式叉子 

 

 

輕量叉匙輕量叉匙輕量叉匙輕量叉匙 灌食幫浦灌食幫浦灌食幫浦灌食幫浦 

(7) 訊息傳遞相關輔具訊息傳遞相關輔具訊息傳遞相關輔具訊息傳遞相關輔具 

□□□□    29.助聽器                      □     30.個人衛星定位器 

□□□□    31.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          □ 32.電話擴音器 

□□□□    33.電話閃光震動器              □     34.火警閃光警示器 

□□□□    35.門鈴閃光器                  □ 36.無線震動警示器 

□□□□    37.人工電子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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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助聽器助聽器助聽器助聽器 個人衛星定位器個人衛星定位器個人衛星定位器個人衛星定位器 

 

 

 

 

 

 

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 電話擴音器電話擴音器電話擴音器電話擴音器 

 

 

 

 

 

 

電話閃光震動器電話閃光震動器電話閃光震動器電話閃光震動器 火警閃光警示器火警閃光警示器火警閃光警示器火警閃光警示器 

 

 

 

 

 

 

 

門鈴閃光器門鈴閃光器門鈴閃光器門鈴閃光器 無線震動警示器無線震動警示器無線震動警示器無線震動警示器 

 

 

 

 

 

人工電子耳設備人工電子耳設備人工電子耳設備人工電子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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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協助居家生活操作輔具協助居家生活操作輔具協助居家生活操作輔具協助居家生活操作輔具 

□□□□    38.輔助/或替代手臂、手或手指功能輔具 

□□□□    39.居家用生活輔具 

□□□□    40.衣著用輔具 

 

 

 

 

 

 

 

海綿輔助捲條海綿輔助捲條海綿輔助捲條海綿輔助捲條 掌握式翻書器掌握式翻書器掌握式翻書器掌握式翻書器 

(9) 住家及其他場所家具與改裝組件住家及其他場所家具與改裝組件住家及其他場所家具與改裝組件住家及其他場所家具與改裝組件 

□□□□    41.居家用照顧床含附加功能         □ 42.可攜式斜坡設備 

□□□□    43.履帶式或輪動撐桿式等各式爬梯機 

  

 

 

 

 

 

居家用照顧床含附加功能居家用照顧床含附加功能居家用照顧床含附加功能居家用照顧床含附加功能 可攜式斜坡設備可攜式斜坡設備可攜式斜坡設備可攜式斜坡設備 

 

 

 

 

 

 

 

 

履帶式爬梯機履帶式爬梯機履帶式爬梯機履帶式爬梯機 撐桿式爬梯機撐桿式爬梯機撐桿式爬梯機撐桿式爬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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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人醫療輔具個人醫療輔具個人醫療輔具個人醫療輔具 

           □44.避免壓瘡床墊                 □45.避免壓瘡坐墊 

 

 

 

 

 

 

 

 

避免壓瘡床墊避免壓瘡床墊避免壓瘡床墊避免壓瘡床墊 避免壓瘡坐墊避免壓瘡坐墊避免壓瘡坐墊避免壓瘡坐墊 

(11) 其他輔具其他輔具其他輔具其他輔具 

        □46.                                 （請說明） 

H.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居家環境與社會參與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H1 居家環境與居家環境與居家環境與居家環境與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居住狀況 

**共同原則 

1. 評估目的：了解個案住家中的狀況，有無居家環境障礙，若個案長住機構，則

跳問 H2 社會參與。 

2. 居家環境範圍：指私有空間，如室內、出入口、庭院等；不含公共區域，如社

區華廈的中庭。 

3. 若個案為白天在日托中心晚上回家或平常住機構假日返家者，仍需續答 H1b～

H1e。 

H1a 請問個案目前的居住狀況請問個案目前的居住狀況請問個案目前的居住狀況請問個案目前的居住狀況：：：： 

□□□□    1.獨居 

□□□□    2.與家人或其他人同住 

□□□□    3.住院中：指住急性醫院，接受治療者。 

□□□□    4.住在機構 

□□□□    5.其他               （請說明） 

1. 獨居老人：指年滿 65 歲以上獨自居住、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之老人。 

2. 「獨居」為不限年齡，只要是獨自居住、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之個案均可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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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c 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 

1. 評估個案在家的活動範圍及樓層，這涉及個案是否需要上下樓梯。 

2. 輪住者，以主要照顧者的家為主。 

H1e 請問個案請問個案請問個案請問個案居住處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居住處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居住處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居住處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若勾選若勾選若勾選若勾選 2-7 項項項項，，，，

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 主要詢問個案居住環境是否有任何環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若環境構

造上的障礙並不構成問題，則勾選�1.環境構造上的障礙並不構成問題；若環

境上的障礙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則勾選 2～7 項 

2. 題項說明： 

  □1.環境構造上的障礙並不構成問題 

  □2.個案的活動範圍有階梯（如：去廁所、就寢、用餐地方） 

  □3.個案的活動範圍有跌倒風險（如：光線昏暗、地板濕滑或不平、地面有障

礙物或線路）【續答H1e1題】 

     →H1e1.有跌倒風險地點有跌倒風險地點有跌倒風險地點有跌倒風險地點 

       □01.客廳 □02.臥房 □03.走道 □04.樓梯  □05.陽台  □06.吃飯處 

       □07.書房 □08.浴室  □09.室外                □10.其他           

  □4.個案從室內到室外有階梯或門檻 

  □5.個案使用助行器或輪椅，室內走道過於狹窄或有阻礙 

  □6.空間不夠置放額外的醫療設備或器材（如：病床、呼吸器） 

  □7.其他：           （請註明） 

  □8.不適用 

H2. 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社會參與 

1. 個案透過與社會環境及其他成員的互動，充實生活內涵，得到自我實現之滿足

感，避免因人群疏離所導致之孤寂、缺乏生活動力等負向情緒與影響，以維持

或增進失能者健康，達到生活品質之促進。 

2. 主要評估個案參與社交互動的情形，不限活動舉辦地點，例如：文康休閒、宗

教活動、志工服務、政治參與等。 

3. 若個案住機構，參加機構內舉辦的活動，也算是有參與活動。 

4. 無論是個案主動聯絡對方或被動式由對方與個案聯絡，皆算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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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情緒與行為型態情緒與行為型態情緒與行為型態情緒與行為型態【本大題限主要照顧者回答】若個案獨居無主要照顧者，請跳答 J 大題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I1-10 **共同原則 

1. 目的：瞭解主要照顧者在照顧過程中，是否觀察到個案出現所列的 14 類類類類情緒及

行為型態，出現頻繁出現頻繁出現頻繁出現頻繁，會影響自己影響自己影響自己影響自己或他人（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加重照顧負荷，需提供

適當的服務。 

2. 本大題「限主要照顧者回答限主要照顧者回答限主要照顧者回答限主要照顧者回答」 

(1) 屬敏感性問題，易使受訪者產生內心不舒服，詢問前務必先向受訪者說明務必先向受訪者說明務必先向受訪者說明務必先向受訪者說明以

內容。 

(2) 盡量不讓個案在場，影響照顧者回答。（可請個案先行離開或休息） 

3. 個案住機構，本大題仍需回答，本大題仍需由主要照顧者回答主要照顧者回答主要照顧者回答主要照顧者回答。 

4. 個案多數是因心智障礙或疾病引起因心智障礙或疾病引起因心智障礙或疾病引起因心智障礙或疾病引起（如：失智症、精神障礙、智能障礙...等），

而可能出現所列 14 項的行為徵兆；可能同時出現兩項以上出現兩項以上出現兩項以上出現兩項以上之行為。 

5. 行為出現的頻率愈頻繁 

(1) 會影響到他人生活，社交活動會受限制（家人不敢帶個案出門） 

(2) 照顧者可能會質疑自己照顧的能力，了解個案平常是否有這些行為，以利提

供適當的照護。  

     例如：口語上的咒罵（指語言攻擊行為），對照顧者經常造成緊張，對治療

也有不良反應，因此可安排個案身體及心理的治療計畫。 

(3) 同時讓照顧者了解行為徵候的原因，減輕心理的負擔，以及提供處理行為徵

候的有用訣竅。 

6. 利於評估及觀察的方法 

(1) 評估人員先瞭解 14 類情緒及行為型態之定義，以利面訪時觀察及評估。 

(2) 從本量表其他面向（如疾病史），獲得可能產生的情緒及行為型態的相關資

訊，並透過面訪當下所觀察到的個案精神及行為狀態。 

(3) 了解個案是否在特定情境或刺激下，才會出現某些情緒及行為型態。 

7. 14 項情緒及行為型態大致分為兩大類：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行為型態 

（10 項） 

遊走、日夜顛倒/作息混亂、語言攻擊、肢體攻擊、干擾、抗

拒照護、自傷及自殺、重複行為、對物品攻擊行為、不適當

以及不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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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狀態 

（4 項） 

妄想、幻覺、恐懼或焦慮、憂鬱及負性症狀。 

8. 心智障礙族群，可能同時合併多項情緒及行為型態，如：失智症者有遊走、日

夜顛倒/作息混亂、被害妄想、視幻覺等等，則以依個案之狀況勾選有的項目。 

9. 評估員詢問主要照顧者時詢問主要照顧者時詢問主要照顧者時詢問主要照顧者時，需注意需注意需注意需注意： 

(1) 觀察照顧者在訴說照顧歷程時的精神狀態及外觀、情緒等是否起伏很大？ 

(2) 照顧者可能為保護個案，會隱瞞個案的問題行為，避重就輕回答。 

(3) 若主要照顧者是心智障礙者，主要照顧者可能對個案的問題行為無明顯感受

或影響（可能是未知覺），亦未覺得有照顧壓力。此時可再詢問其他同住家

人，個案的問題行為是否影響到他們。 

10. 依分類，與照顧者確認有無這 14 項情緒及行為型態，以「遊走」為例如下： 

(1) 在在在在過去三個月內過去三個月內過去三個月內過去三個月內，，，，個案是否有出現個案是否有出現個案是否有出現個案是否有出現「「「「無目的地走動或重複的往返踱步無目的地走動或重複的往返踱步無目的地走動或重複的往返踱步無目的地走動或重複的往返踱步，，，，有可有可有可有可

能未注意到安全能未注意到安全能未注意到安全能未注意到安全、、、、有走失的風險有走失的風險有走失的風險有走失的風險？？？？ 

    □1.從未發生【跳答 I02】 

        □2.有發生【續答下列一週內出現此行為的時間】 

(2) 在過去一週內在過去一週內在過去一週內在過去一週內，，，，個案出現個案出現個案出現個案出現「「「「遊走遊走遊走遊走」，」，」，」，多久多久多久多久？？？？ 

        □1.從未發生 

        □2.每週出現 1-3 天             

        □3.每週出現 4-7 天 

I01. 遊走遊走遊走遊走：：：： 

1. 定義：指無意識/漫無目的遊蕩，有可能未注意個人身體或安全的需求，有走失

之風險。 

(1) 漫無目標地遊走，可能會相當令人困擾，半夜起床離家，或者在不恰當的時

間敲鄰居的門。 

(2) 如：失智症通常定向感有問題，導致他們難以找到回家的路，而讓家人掛念

他們的安危。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會無目的地走動、重複的往返踱步，有可能未注意到安

全、有走失的風險？ 

3. 案例：個案近 2 個月，常常半夜醒來在家中漫無目的的走動，並且在 3 天前第

1 次出現半夜醒來自行出門，找不到路回家之情形。上述情形，則： 

→I01a.在過去三個月內... �2.有發生；續問 I01b 

→I01b.在過去一週內...... �2.每週出現 1-3 天。 

I02. 日夜顛倒日夜顛倒日夜顛倒日夜顛倒/作息混亂作息混亂作息混亂作息混亂 

98



105.12.19 草案精簡版 

 

- 71 -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1. 定義：  

(1) 以干擾他人作息干擾他人作息干擾他人作息干擾他人作息為主，日夜生活顛倒，白天睡覺，晚上大家睡覺時活動，無

法分辨白天或晚上，作息顛倒，白天睡覺晚上活動。 

(2) 半夜醒來，難以再入睡，會半夜遊走、踱步、或者半夜醒來以為是白天，穿

衣服準備要出去，或者半夜干擾家人睡眠。 

(3) ：熬夜晚睡晚起或悶熱難睡、周圍噪音不能睡等生活習慣或環境因素

而睡不著的情況。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有白天嗜睡及夜間睡眠困難？半夜醒來，難以再度入睡？

會半夜遊走、半夜著裝、或者半夜干擾你的睡眠？ 

3. 案例：個案半年前開始有夜間頻尿的問題，每天晚上會有 2～3 次起床上廁所，

但白天不會睡覺，仍能照常活動。上述情形，則：                               

    →I02a.在過去三個月內... �1.從未發生。 

I03. 語言攻擊行為語言攻擊行為語言攻擊行為語言攻擊行為 

1. 定義： 

(1) 以困擾他人之行為以困擾他人之行為以困擾他人之行為以困擾他人之行為，包括用不入耳的言語罵人、吵鬧、尖叫、大聲咒罵、不

斷抱怨。 

(2) 常在個案被制止某些不適切的意圖或行為時出現。 

(3) ：對人之身體攻擊或觸碰行為。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曾大叫或生氣的咒罵？或者不斷抱怨？ 

3. 提醒： 

一般人也會有罵人的行為，本題評估重點在於行為出現的次數和時間，真正有

問題的行為出現的次數會多於一般人，且會造成他人困擾。 

4. 案例：個案近半年常常忘了已吃過飯，認為照顧者虐待他，幾乎每天都會辱罵

照顧者。上述情形，則： 

→I03a.在過去三個月內... �2.有發生；續問 I03b 

→I03b.在過去一週內...... �3.每週出現 4-7 天。 

I04. 肢體攻擊行為肢體攻擊行為肢體攻擊行為肢體攻擊行為 

1. 定義： 

(1) 指對他人有不適當之身體攻擊或觸碰，如：打人、踢人、推人、搔抓人、搶

奪別人的東西、向他人投擲物品、傷害他人、性暴力等人身攻擊。 

(2) 常在個案被制止某些不適切的意圖或行為時出現。 

(3) ：語言攻擊及未朝向他人。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曾試圖攻擊別人？不包括語言攻擊及未朝向他人之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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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5. 干擾行為干擾行為干擾行為干擾行為 

1. 定義：社交上不恰當或破壞性行為，明顯地與周圍狀況不協調的干擾行為。 

(1) 製造奇怪聲響，如：嗯嗯嗯嗯… 

(2) 破壞性行為，如：隨意亂丟東西 

(3) 儲藏或收集不當的物品（病態性收集），如：收集垃圾或用過的衛生紙，或者

將吃剩的食物藏起來。 

(4) 弄髒自己、暴食 

(5) 亂翻他人物品、偷竊行為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會任意翻動別人物品、或者有其他影響別人不恰當或破

壞性的行為？ 

3. 案例：照顧者（媽媽）表示個案經常會製造奇怪聲響（如：嗯嗯嗯嗯…），會太

靠近別人想聞別人頭髮，也會在不注意的情況下一直吃東西（過度進食）。評

估人員進一步問「經常」是已持續多久？媽媽表示從他大約 20 歲時候開始至

現在已有 2-3 年。評估人員繼續問過去一週平均出現幾天，媽媽表示大約 2 天

左右。上述情形，則： 

   →I05a.在過去三個月內... � 2.有發生；續問 I05b 

  →I05b.在過去一週內...... � 2.每週出現 1-3 天。 

I06. 抗拒照護抗拒照護抗拒照護抗拒照護 

1. 定義：指拒絕吃藥/打針、拒絕他人在日常生活活動的協助或拒絕進食或胃口

差、拒絕自我清潔（無法洗澡且拒絕他人幫忙）。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曾經拒絕跟照顧者合作或者不讓別人幫他忙？例如對試

圖幫助他的人發脾氣？ 

3. 不包括：意識不清或譫妄下的抗拒行為，如：肝昏迷者會躁動無意識拔身上的

管路，如鼻胃管或點滴。 

4. 在評估過程中，評估人員可觀察個案對試圖提供照顧的家人有何反應，並於個

案不在場時，詢問主要照顧者。 

5. 案例：個案二年前中風後，就需要家人協助洗澡；最近不願意任何人碰觸身體，

不再洗澡。上述情形，則： 

→ I06a.在過去三個月內... � 2.有發生；續問 I05b 

→ I06b.在過去一週內...... � 3.每週出現 4-7 天。 

I07. 妄想妄想妄想妄想 

1. 定義：指實際沒有的事，個案堅信不疑。 

(1) 被害妄想被害妄想被害妄想被害妄想：個案會覺得有人要害他，如：以為家人要毒死他而不敢吃藥或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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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偷妄想被偷妄想被偷妄想被偷妄想：個案因東西找不到而懷疑被偷走，如：錢或存摺不見，懷疑照

顧者偷的。而當照顧者堅決否認時，個案情緒會十分激動，甚至有暴力行

為。 

(3) 被遺棄的妄想被遺棄的妄想被遺棄的妄想被遺棄的妄想：認為家人會丟下他不管，而有憂鬱症狀出現。 

(4) 嫉妒妄想嫉妒妄想嫉妒妄想嫉妒妄想：懷疑配偶不忠與他人有染，有時甚至配偶已過世也認為還在外

遇中。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存有你認為非事實的信念認為非事實的信念認為非事實的信念認為非事實的信念？例如：堅持有人要傷害他或

者偷他東西？說過「家人不是他的家人」或者「自己的家不是他的家」？ 

3. 案例：近半個月以來，個案看新聞有學校營養午餐發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就

宣稱自己的食物被下毒，照顧者（爸爸）表示個案 1 週有 1、2 次拒絕吃飯；評

估人員進一步詢問這 1、2 次是指一週內出現幾天？爸爸回答只要他想到這件

事，那天就不要吃飯，這週以來有出現 2-3 天。上述情形，則：                   

  →I07a.在過去三個月內... � 1.有發生；續問 I07b 

→I07b.在過去一週內......    � 1.每週出現 1-3 天。 

I08. 幻覺幻覺幻覺幻覺 

1. 定義：指個案在無外界刺激下，卻有錯誤的感官知覺產生。 

(1) 視幻覺視幻覺視幻覺視幻覺：看到去世的親人或看到動物居多，如「屋內有老鼠、蜘蛛」、「死去

的親人出現在他面前」、「屋外有不明的黑影、壞人」，但事實上沒有。失智

症者最常出現的幻覺。 

(2) 聽幻覺聽幻覺聽幻覺聽幻覺：：：：個案會說有聽到親人在叫他或耳邊有人在跟他講話，但其實是不存

在的。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存有幻覺，例如看見實際不存在看見實際不存在看見實際不存在看見實際不存在的人物人物人物人物或東西東西東西東西？或聽見

不存在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等？ 

3. 案例：個案入夜後老是睡得不沉，會模糊聽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就會起來去

尋找叫他的人，但家人都已睡著沒有人叫他。 

I09. 恐懼或焦慮恐懼或焦慮恐懼或焦慮恐懼或焦慮 

1. 定義 

(1) 恐懼恐懼恐懼恐懼：不適當的畏懼或害怕、不適切或過度的驚嚇反應、持續不適當或過分

的擔心、緊張或肌肉緊繃。 

(2) 焦慮焦慮焦慮焦慮（俗稱操煩）：莫名或過度害怕，過度的驚嚇反應、持續過分的擔心、

重覆詢問個人或家人的安全、坐立不安、行為或心情煩躁。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非常緊張、擔心、或者沒來由的感到害怕？個案是否看

起來緊繃或者煩躁？個案是否害怕你不在身邊？ 

I10. 憂鬱憂鬱憂鬱憂鬱（（（（俗稱鬱卒俗稱鬱卒俗稱鬱卒俗稱鬱卒））））及負性症狀及負性症狀及負性症狀及負性症狀 

1. 出現徵狀：心情低落、胃口差或體重減輕、社會退縮、思考力與集中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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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動作不安或退化、表情及聲調平淡、缺乏動機、少與他人互動、沉默不語

或說話內容貧乏以至於無法溝通，對生活的事務都沒有興趣，活動量降低（不

想動，不講話，雙眼呆滯無神）；嚴重時會影響個案的日常生活功能。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看起來或者說過他感到憂傷憂傷憂傷憂傷或難過難過難過難過？或者表現出無精打無精打無精打無精打

采采采采、不感興趣不感興趣不感興趣不感興趣的樣子？ 

I11. 自傷行為及自殺自傷行為及自殺自傷行為及自殺自傷行為及自殺（（（（包含意念及行為包含意念及行為包含意念及行為包含意念及行為）））） 

1. 定義： 

(1) 自我傷害：指身體的自我傷害行為，如：撞牆、咬身體、咬舌、割腕或身體，

故意跌倒，但不包括拒絕進食。 

(2) 自殺：指具有自殺企圖、自殺計畫、自殺意念或持續想到死亡。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有自我傷害如撞牆、咬舌、咬身體及割腕或身體、故意
跌倒（不包括拒絕進食）、企圖自殺、計畫自殺、有自殺意念或持續想到死亡。 

I12. 重複行為重複行為重複行為重複行為 

1. 定義：無目的或無意識的重複動作。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會重複漫無目的之行為？如： 

(1) 重複翻箱倒櫃，開關抽屜；重覆的撿東西、纏繞繩子或線頭 

(2) 重複言語、重複問話的行為（如現在幾點？現在幾點？現在幾點？一直重複

問此句話） 

(3) 重複買相同的東西 

(4) 出現自我刺激的特殊行為（如：搖手、敲頭、任意晃動身體、拍打敲打等尋

求身體刺激的行為） 

I13. 對物品對物品對物品對物品的攻擊行為的攻擊行為的攻擊行為的攻擊行為 

1. 定義：破壞物品（如破壞衣物、家具等），或縱火等，間接危害他人行為。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曾摔門、踢或破壞家具，或者縱火、破壞物品、丟東西？ 

I14 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行為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行為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行為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行為 

1. 定義： 

(1) 不適當的行為，指在非合宜的時機或對不合宜的對象，有侵犯或不雅之行

為，如性暴露、觸摸他人身體。 

(2) 異食癖，指攝取非食品，例如：吃菸蒂、紙，或其他物品。 

2. 詢問或觀察：個案是否有任何不適當以及不潔的行為，如 

3. 隨地吐口水或者玩弄自己的排泄物 

4. 公開場合寬衣解帶、公開場合自慰或言語性暗示或挑逗 

5. 異食癖，或其他讓人感到難堪的事。 

6.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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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公開場合暴露生殖器、自慰，或有不適切的性相關行為等。 

公開場合寬衣解帶。 

言語性暗示或挑逗。 

從事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如：觸摸他人的胸部、臀部或私處，戀童癖。 

不適宜便溺行為或玩弄排泄物（如：失智症長者不認得廁所，就會隨地解便，

並亂丟大便；或夏天包尿布，解便不舒服，就會將尿布抽出來亂丟）。 

7. 提醒：隨地吐口水，出現的次數比較高與一般習慣養成的隨地吐痰是不一樣的。 

8. ：不自主的流口水（如中風、神經功能障礙，造成吞嚥困難、嘴巴無法

閉合，會不自主流口水）。 

 

J.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J1-05 **共同原則 

1. 主要評估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在工作、財務、身體、社會及時間等面向的負荷。 

2. 本大題主要照顧者（家人或親友）回答，指以照顧失能者以照顧失能者以照顧失能者以照顧失能者（（（（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最多的家人最多的家人最多的家人最多的家人

或親友或親友或親友或親友。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大題不須回答。 

(1) 個案獨居無主要照顧者 

(2) 主要照顧者為聘僱之看護 

(3) 個案住在機構中 

4. 若個案在若個案在若個案在若個案在日托或或或或假日會返家者者者者，，，，本大本大本大本大題題題題（（（（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主要照顧者負荷））））仍需回答仍需回答仍需回答仍需回答，，，，且以個且以個且以個且以個

案回家後由家人照顧的情況回答案回家後由家人照顧的情況回答案回家後由家人照顧的情況回答案回家後由家人照顧的情況回答。。。。 

5. 詢問過程中，若主要照顧者回答「還好」，表示尚不構成負荷，選「1.否」。 

6. 所謂「負荷」是指照顧者長期照顧慢性病人所引起的主觀、負向的認知過程。

涉及層面有：  

(1) 生理：睡眠不足、失眠、身體出現異常眩暈…等 

(2) 心理：擔心、暴躁易怒、憂鬱及躁鬱，言談間會哭泣、難以控制情緒。 

(3) 社會：無任何休閒活動或與親友聚餐，呈現社會孤立 

(4) 經濟：因照顧個案無法全職或兼職工作，經濟受困。 

7. 當案家有需要時，可以先撥打長照幫您專線，不分縣市市話直播 412-8080（幫

您幫您）、手機請撥 02-412-8080；該專線提供長照資源的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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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 

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K1-8 **共同原則 

1. 詢問主要照顧者是否與個案同住、照顧時間、工作、自覺健康狀況及自覺生活

品質等，希望能了解目前主要照顧者為照顧個案所花費的時間及對於工作的影

響。 

2. 本題限主要照顧者本人回答，若以聘用的看護為受訪者，只需回答 K1～6。 

3. 個案獨居或機構人員為受訪者個案獨居或機構人員為受訪者個案獨居或機構人員為受訪者個案獨居或機構人員為受訪者，，，，則本大題則本大題則本大題則本大題（（（（主主主主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要照顧者工作與支持））））免答免答免答免答。。。。 

4. 若是個案為若是個案為若是個案為若是個案為日托或或或或假日會返家者者者者，，，，K 大題仍需回答大題仍需回答大題仍需回答大題仍需回答，，，，且以個案回家後由家人照且以個案回家後由家人照且以個案回家後由家人照且以個案回家後由家人照

顧的情況回答顧的情況回答顧的情況回答顧的情況回答。。。。遇個案本身無法回答或是機構之直接服務工作人員不清楚時遇個案本身無法回答或是機構之直接服務工作人員不清楚時遇個案本身無法回答或是機構之直接服務工作人員不清楚時遇個案本身無法回答或是機構之直接服務工作人員不清楚時，，，，

可於之後向家屬詢問可於之後向家屬詢問可於之後向家屬詢問可於之後向家屬詢問。。。。 

5. 一個月以 30 天計。 

K3 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有無照顧其他失能家人或 3 歲以下幼兒歲以下幼兒歲以下幼兒歲以下幼兒？？？？ 

若有，共照顧幾名失能的家人或 3 歲以下幼兒（（（（不包括個案不包括個案不包括個案不包括個案））））。 

K4 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 

1. 「照顧個案」：指個案因身心疾病或功能限制而需他人部分協助或完全依賴
他人照顧，由此照顧者持續照顧      年      月。 

2. 個案可能發生某重大疾病或手術後，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可詢問受訪者個

案疾病確診或是重大手術的年度，進而抓出照顧持續時間。 

3. 舉例：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照顧者（（（（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我從我老婆我從我老婆我從我老婆我從我老婆 921 地震那年中風照顧到現在地震那年中風照顧到現在地震那年中風照顧到現在地震那年中風照顧到現在。。。。上述上述上述上述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921 地震是發生在 1999 年至今已 16 年，K4.填填填填 16 年年年年 0 月月月月。。。。 

K5 請問您過去一個月的健康狀況好不好請問您過去一個月的健康狀況好不好請問您過去一個月的健康狀況好不好請問您過去一個月的健康狀況好不好？？？？ 

此為主要照顧者的主觀感覺，評估過去一個月的健康狀況如何。 

K6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來說來說來說來說，，，，您覺得您生活品質好不好您覺得您生活品質好不好您覺得您生活品質好不好您覺得您生活品質好不好？？？？ 

1. 此為主要照顧者的主觀感覺，整體而言的生活品質如何？ 

2. 此題注意語言上的表達，可口語詢問：「您感覺日子過得好嗎？」或者「您覺

得生活滿意嗎？」（配合照顧者使用的語言） 

K7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在工作？ 

□1.沒有 

   →K7a.您以前有沒有工作？□1.沒有  □2.有 

   →K7b.您是不是因為照顧個案而不再工作？□1.不是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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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題號 要點說明 

□2.有 

    →K7c.您目前的工作是全職還是兼職？ □1.全職  □2.兼職（部分時間工作） 

    →K7d.為了照顧個案，您的工作是否受到影響？□1.沒有影響  □2.有影響 

    →K7e.若有影響，影響的結果為何？ 

          □1.必須減少工作時間 

          □2.必須請假（事假、病假、家庭照顧假） 

          □3.必須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4.其他：             （請說明） 

1. 工作：指領有薪資之受僱者或自營業主所執行之工作。在家照顧家人，不論是

否領有家人支付的酬勞（津貼），都不算是有工作賺錢。 

2. ：無酬幫傭或無酬家屬工作者或無酬家屬工作者或無酬家屬工作者或無酬家屬工作者。（若有疑義若有疑義若有疑義若有疑義，，，，請用文字註記下來請用文字註記下來請用文字註記下來請用文字註記下來，，，，例如家例如家例如家例如家

裡自營小生意的店面裡自營小生意的店面裡自營小生意的店面裡自營小生意的店面）））） 

K8 其他有關訪視過程中其他有關訪視過程中其他有關訪視過程中其他有關訪視過程中，，，，個案或主要照顧者反應個案或主要照顧者反應個案或主要照顧者反應個案或主要照顧者反應，，，，或其中特殊狀況或其中特殊狀況或其中特殊狀況或其中特殊狀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針對以下狀況之補充說明事項： 

1. 未能在本量表中充分反映個案照顧需要之狀況或主要照顧者認為最需要協助的

地方。 

2. 個案獨居個案獨居個案獨居個案獨居無主要照顧者，鄰居反映或評估員面訪過程中觀察到特殊情緒及行為

型態。 

3. 個案主觀意願的表現個案主觀意願的表現個案主觀意願的表現個案主觀意願的表現，如：是否使用長照服務的個人想法；家庭支持系統，如：

財務經濟、照顧資源等。 

4. 訪問過程特殊之處訪問過程特殊之處訪問過程特殊之處訪問過程特殊之處：言談與行為不一致。 

5. 高風險家庭高風險家庭高風險家庭高風險家庭：照顧者為高齡者、身心障礙者，照顧者的負荷度高；疑似個案受

虐、家暴等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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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
dementia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 ,2007)

(disorder) impairment)
/ disability) handicap)
impairment

◦

/ (disablement)

◦
(handicap)

◦

disorder impairment disability handi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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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ocial Model)
( )

abnormality disorder

deficiency

( )

◦
◦

◦
◦

ICF

•Disability is an Individual’s 
Problem.

•Its Solution is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al Model

•Disability is a Socially 
created Phenomenon.

•Its Solution is politically 
oriented Social Change

Social Model

Activity

•Integration at a much higher level (correct aspects 
are preserved and wrong aspects discarded).

•New important aspects were added.

ICF: Integrative Model

Both are 
Reductionism

(Ueda, 2008)

Wid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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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WHO, 
2004

7.3
6.4
8.2

99 4 24
(2011)

Level 1

(%) (%)

ADLs> 70

ADLs
51-70

ADLs
31-50

ADLs
0-30IADL

s

IAD
Ls

5-14 0.00 0.00 0.00 0.27 0.11 0.22 0.60 0.65 0.55

15-29 0.29 0.22 0.17 0.06 0.04 0.19 0.97 1.02 0.91

30-49 0.28 0.29 0.21 0.14 0.12 0.21 1.25 1.37 1.14

50-64 0.52 0.40 0.28 0.32 0.21 0.50 2.23 2.62 1.83

65-74 1.58 1.13 0.52 1.26 0.69 2.11 7.29 6.90 7.61

75-84 4.68 2.40 1.91 3.00 2.46 5.99 20.44 17.55 23.20

85 9.03 3.80 5.20 7.12 6.42 17.01 48.58 39.11 56.22

0.65 0.44 0.33 0.44 0.32 0.80 2.98 2.79 3.17
:ADLs IADLs SPMSQ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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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

1 2 3 1 2

50 50 55 55

101 424,566 278,992 100,346 379,338 11,504 9,094 20,598

102 443,939 280,359 100,838 381,197 11,530 9,115 20,645

103 463,975 281,733 101,332 383,065 11,554 9,133 20,688

104 486,403 283,113 101,829 384,942 11,573 9,148 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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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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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3.40%

3.70%

2.01%

3.64%

2.83%
2.33%

4.30%

5.09%

4.16% 4.70%

3.46%

2.35%

4.55%

2.97%

3.70%

2.32%

1.79%
2.07%

3.64%2.45%

1.95%

2010

2.98%

4%

3.1% ADLs 100
5.2% IADL

6.3% SPMSQ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s (ADLs)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Daily Livings (IADLs) -

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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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MIN)

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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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3-5%(20~25%)
( ) 15%(5%) 80%(70%)

Higgins, 1989:5

(24 )

◦ (
)

( )

1,536 1,448 /
( 99 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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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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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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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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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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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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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Auley, 
B.,1993;Wiener, 2003; Larsson, K., Silverstein, M., Thorslund, M., 2005)

1993 2002 2005 2009

67.17 60.19 22.49
37.87
0.7

29.83
37.86
0.78

18.63 18.98 22.2 18.79

10.47 8.17 13.66 9.16

2.54 0.57 0.76 0.82

1.04 5.62 2.26 2.79

0.14 6.46 0.05 0.05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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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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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75

( ,2005)

71
49.3

( ,2007)

( 83.03/ 76.16)(2012 )
65 : 50.15% 49.85% ( 2010

)

:
57.48 42.52 ( 98

)

: 96.92 ( 98 )

◦
/ 200,530(2012)( )

(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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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s to Sam: A Grandfather’s 
Lessons on Love, Loss, and the Gifts of 
Life, Daniel Gottlieb,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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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

Level 3

Level 2

Level 1
70-80% 
of an LTC
population

◦ 1863
◦ 1935
◦ 1963-1980
◦ 1980 DRG
◦ Care management 1990
◦ 2000 (care management)

◦ 1988
◦ 1990
◦ 1998

2001
(treatmen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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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1995)

(Challis,1990)

(Oreme & Glastonbury,1993)

(Phillips,1996)

, ,
, ( )

(Orme S Glastonbury ,1993)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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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

Austin(19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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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Treatment: Empowerment:

( )

( )

(
)

( )

(Rothman & Sag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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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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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4.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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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998
•

• ( )

2001
•

• ( )

2003
•

•

2005
• 2005.5.24

2007
•

•
( 2008)

134



1998

2005
◦ 25
◦ ( )
◦ /

◦ ( ) / ( )
◦

◦ ( )
◦ ( )

2011 ( )
10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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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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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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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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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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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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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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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5,89045,890

3,979,2083,979,20879,2
7,6117,6111,8801,880

330 1930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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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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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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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ing diseases in the hospitals,

but when it comes to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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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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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障，平衡障相關輔具快篩 督導 表 
新北市輔具資源中心  10601 製表   

個案姓名  身分證號  評估
日期 

 

標記符號： O：此次評估建議    ∮：已使用中    ◎：建議使用，個案考慮 

 

行走能力 

□能在不平坦的地面 

  放手行走 (分級-1) 

□平坦地面可放手行走(分級-2) 

□扶持穩定物能自行行走 (分級-3) 

□無法跨步行走 

(分級-4a,4b,5) 

 

 

 

 
 

 

站/坐 能力 

□扶持穩定物能 

自行站起(分級-4a) 

□無法站但可坐一般椅(分級-4b) 

□無法坐一般椅需高椅背(分級-5) 

步行輔具 輪椅、便盆椅相關輔具 轉移位/訓練輔具 仰躺姿勢相關輔具 

（   ）一般手杖 2  

（   ）四腳手杖 234a 

（   ）輪椅 A,B,C 款 345 

（   ）推車 A,B 款 45 

（   ）電動輪椅 345 

（   ）電動代步車 3 

（  ）輪椅移位功能 45 

（  ）移位腰帶 345 

（  ）移位滑墊 45 

（  ）移位轉盤 4a 

（   ）移位機 45 

（   ）輪椅仰躺功能 4b5

（   ）輪椅傾倒功能 4b5

（   ）擺位系統 4b5 （   ）前臂拐 23 

（   ）腋下拐 23 （   ）居家用照顧床 45

（   ）氣墊床 4b5 

（   ）傾斜床 45 

（   ）助行器 234a 

（  ）輪管 

（   ）助步車 234a 

（   ）沐浴椅凳 23 

（   ）便盆椅（無輪）3 

（   ）便盆椅（有輪）345 

（   ）爬梯機 345 

（   ）移位腰帶 345 

（   ）支架/矯/義具 :       

（   ）直立站立架 4 

（   ）輪椅座墊 4b5 

（   ）軀幹前臂支撐型

步態訓練器 45 

（   ）前趴站立架 4 

（   ）姿勢控制型

助行器 34a 

（   ）其他：                          

（   ）其他：                          

轉移位方式建議: 

(ˇ勾選，可複選) 

□坐姿站起後轉身方式 

□坐姿平移方式 

□仰躺平移方式 

□建議使用移位機 

□其他：              

□通過  督導意見： 評估員回應： 

 

 

 

 

評估員: 

□建議修正  

□已修正  

壓瘡：□是,□否 
翻身：□可,□否 

認知：□可,□否
視覺：□可,□否

操作： 
□雙手,□單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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