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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強固 髮力
封面故事

■ 文 ︳趙淑美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問卷基本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

女 1,127 94.3

男 68 5.7

總計 1,195 100.0

職務別 人數 %

護理師／士 947 79.2 

副護理長 46 3.9 

護理長 56 4.7 

督導及以上 22 1.8 

個管師(功能小組) 42 3.5 

專科護理師                 
(含資深護理師) 82 6.9 

總計 1,195 100

院區 人數 %

花蓮 240 20.1

玉里 31 2.6

關山 28 2.3

大林(含嘉義) 274 22.9

臺北 259 21.7

臺中 337 28.2

斗六 26 2.2

總計 1,195 100.0

年齡 人數 %

≦20歲 6 0.5

21-25歲 371 31.1

26-30歲 245 20.5

31-35歲 140 11.7

36-40歲 163 13.6

41歲以上 270 22.6

總計 1,195 100.0

目前醫院服務年資 人數 %

≦1年 155 13.0 

1.1～2年 147 12.3 

2.1～3年 121 10.1 

3.1～5年 165 13.8 

5年以上 607 50.8 

總計 1,195 100.0

「衰弱」不是疾病，而是有胃口不

好、體重減輕、疲倦無力、提不起精神 

走路變慢、容易跌倒、出門次數和活動

量減少、記憶力和心情變差、生活自理

變差、需他人協助等狀態，上述症狀以

老人最為常見，所以衰弱常跟老化劃上

等號，但其實也有許多慢性病人亦有上

述的症狀，如慢性腎臟病、糖尿病、高

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臟疾病等。

一般而言，衰弱是身體功能退化的前

兆，會導致健康狀態每況愈下、死亡率

增加；所以早期篩檢發現衰弱狀態病人

就顯得非常重要，因個案經評估後有衰

弱狀態，可透過醫療健康人員照護與家

人朋友的共同合作照護，仍有機會將衰

弱病人改善轉變為衰弱前期 (pre-frailty)

或非衰弱 (non-frailty) 狀態，將可減少

醫療費用、住院費用、降低死亡風險等；

也就是說，衰弱被視為介於生活獨自主

和死亡之間的動態階段過程，但是衰弱

轉變回衰弱前期的機會，將會隨著時間

而減少，愈早評估病人有衰弱狀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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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科別屬性 人數 %

內科 223 18.7 

外科 172 14.4 

小兒 39 3.3 

婦產 43 3.6 

急重症 242 20.3 

功能小組 19 1.6 

血液透析室 48 4.0 

手術室 73 6.1 

門診 180 15.0 

心蓮 24 2.0 

行政 21 1.8 

精神科 35 2.9 

其他 76 6.3 

總計 1,195 100.0

早給予衰弱介入措施，將會大為改善病

人生活品質和減少死亡率。

所以編輯團隊想了解慈濟各院護理人

員如何篩檢評估衰弱狀態、照護衰弱病

人的經驗，並期待藉由此期問卷結果，

能提升臨床護理人員在照護衰弱病人時

有更佳的護理品質，推而廣之，進而對

於周遭親朋好友有類似狀況時，也能提

出具體有效建議或措施，改善衰弱狀態

進而促進健康。

本期封面故事以衰弱為主題，設計問

卷調查七家慈濟醫院護理人員為主，共

回收 1,195 份有效問卷。

近七成曾照護衰弱病人  

護理師有能力評估「衰弱」狀態

將近有七成 (68.5%) 的護理人員曾經

有照護衰弱病人的經驗。

接著請問曾照護衰弱病人者，確認

病人有衰弱狀態的時間點，得知 86.0%

護理人員是在執行護理評估之後，發現

病人有衰弱的狀態，其次是來自醫療團

隊夥伴 ( 醫師、營養師、物理或職能治

療師 ) 告知 (54.0%) 及醫師於病歷記載

(44.9%)。由此可知，多數的臨床護理

人員具備完善的篩檢技巧及能力，可以

主動評估早期發現衰弱病人。護理人員

是第一線照護病人的專業健康人員，在

臨床照顧過程中，若能及時評估發現病

人衰弱狀態、主動關懷並提供個別化的

衰弱照護措施、深入了解病人心理情緒

問題及需求、提供正向社會心理支持、

同時協助家屬調適病人因衰弱所造成的

無助與痛苦；這些都取決健康照顧人員

能適時評估病人有衰弱狀態，而此次的

調查發現，慈濟體系護理人員具備評估

衰弱能力，相信也能提供適切的衰弱照

護措施。

善用衰弱量表 

盡早評估避免危及病安　

目前有關衰弱的盛行率大都以老年人

為主，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調查「長者

衰弱評估」篩檢結果，在臺灣老人人口

衰弱的盛行率約為 5.4%，41.5% 的老

人屬衰弱前期；而有關慢性病造成的衰

弱調查，目前臺灣尚無相關文獻；但是

在國外已開始調查研究，並探詢可能解

決方式；如在英國針對慢性腎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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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臨床照護經驗，曾照護過「衰弱」的病人？

( N = 1,195，單選 )1

衰弱的評估調查，發現約有 27.1% 的

病人有衰弱的狀態。針對想要深入研究

的內容不同，學者發展不同評估衰弱工

具；一般而言，目前最常使用除了有

大家廣為熟知的「Fried 等發展衰弱量

表」（內容包括體重減輕、費力、手握

力、走路時間和身體活動量）之外，

「Rockwood 等發展臨床衰弱量表」亦

在臨床使用廣泛（依身體、活動、情緒、

認知、多重器官系統疾病予以評分）。

從調查結果發現，護理人員對如何評

估衰弱個案，如果懂得善用評估工具，

建立清楚的認知，累積對衰弱的照護

經驗，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風險，例

如跌倒等，衰弱不單是單一老化所造成

的結果，所以對衰弱有照護經驗的護理

人員不會只有針對老年病人評估衰弱狀

態，對於其他有情緒、認知、多重器官

系統疾病，有慢性病病人，亦會主動評

估病人。

在臨床帶實習時，也會提醒學生，讓

學生盡早擁有關於衰弱的概念，甚至簡

單的評估能力，融入到護理照護的能力

養成之中。自己的教學生涯，主要內外

科護理，特別是腎臟科的領域，能否掌

握病人的衰弱狀態，對於護理照護的成

果有很大的影響。

跨團隊介入  改善衰弱有方法

以罹患糖尿病及高血壓二十多年的王

先生為例，因血糖控制不佳，腎臟病已

進入末期階段，左手有動靜脈廔管接受

31.5% 無68.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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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病歷有記載病人有衰弱狀態 44.9%

為病人做了護理評估之後 86.0%

原本病歷沒有記載，是醫療團隊夥伴
(醫師、營養師、物理或職能治療師 )的專業判定得知 54.0%

高齡個管師／醫師有特別交班說明 23.3%

其他 1.1%

您是在何時確認病人符合「衰弱」定義？

( N = 819，複選 )2

血液透析，最近已經沒有辦法自己爬樓

梯上二樓臥室，家人只好在一樓客廳安

放一張床；此外，平時走路要靠人攙扶，

且走路速度變慢，就更不喜歡活動與外

出，此次因從椅子上起身時，下肢沒有

力，所以跌倒導致右手骨折、手腳撕裂

傷合併挫傷而住院治療。住院之後，護

理人員發現王先生會抱怨「再洗腎也就

是這樣子了，還不如早點死死算了，免

得受苦！」治療配合度差，情緒又很負

面憂鬱，護理師以臨床衰弱量表評估，

結果為中等衰弱。

護理師將王先生的治療進度與衰弱

情形與主治醫師討論，決定照會腎臟內

科、身心醫學科、復健科、營養師等

跨領域團隊介入，計畫融合多項的介入

方式，如運動訓練、飲食衛教、職能訓

練、藥物整合、及社會支持系統的評估

等；如腎臟內科醫師和新陳代謝內分泌

科醫師給予的疾病注意事項；身心醫學

科醫師運用正念認知和促進適度運動

方式，減輕憂鬱狀態；物理治療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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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或不需要 46.3%

衰弱量表 32.0%

(Fried等發展，內容包括體重減輕、費力、手握力、走路時間和身體活動量 ) 

SOF frailty index  21.6%

(Ensrud等發展，內容包括體重減輕、下肢功能、精力降低 ) 

臨床衰弱量表 29.8%  (Rockwood等發展，

內容包括大於 75歲之高齡、巴金森氏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失智症、第三期以上之慢性腎臟病、住院時間 >72小時等 )

周全性老人評估 20.3%

其他 1.2%

3 您曾經使用過以下衰弱評估量表評估病人衰弱狀態？

(  N = 819 ，複選 )

增強下肢肌肉力量的運動，並帶著王先

生練習復健；營養師針對血液透析病人

飲食注意事項，設計適合骨折病人的飲

食內容；社工師提供輔具資源相關訊

息；住院這段期間，跨領域醫療團隊的

整合性照護模式，提供了個別性醫療建

議與衛教措施，隨著王先生的骨外傷恢

復，血糖也控制穩定，而且肌無力的狀

態也改善，到出院時，已經能夠自己走

路了。

依需求提供護理指導  

營養及肌力強化最重要

從問卷結果得知，護理人員普遍對於

「衰弱」已有概念，那麼，在照護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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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強化運動 71.9%

膳食、營養 73.5%

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39.7%

提升精力措施 21.5%

認知促進 33.7%

提升社會參與 21.4%

改善情緒困擾 32.0%

其他 1.1%

4 您照護衰弱病人時，會提供病人那些照護或護理指導？

( N = 819，複選）

病人時，大家提供了哪些照護或護理指

導呢？

回答的第一順位是「膳食、營養」

(73.5%)，緊接著是「肌力強化運動」

( 71.9%)，第三高的比例就差比較多

了，是「生活功能重建訓練」(39.7%)

及「認知促進」(33.7%)、「改善情緒

困擾」(32.0%)，我們列出共七個選項，

都有超過兩成的比例選擇，可見護理師

提供了多元性的護理指導給病人及家

屬。

研究指出，衰弱病人以運動口腔及營

養為常見的照護項目，所以以政府相關

部門針對此二項已發展出實體網路相關

課程，考量方便、有效且延續服務，相

關單位建置雲端衛教，如提供運動、營

養等數位教材，衰弱病人可依篩檢評估

後之個別需求，尋求各地區健康服務中

心或醫院服務，提供衛教及轉介，使衰

弱個案能夠得到更完善的照護服務。此

外，衰弱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認知功

能的維持和促進、保持良好心情、多參

與社會活動維持、拓展社交圈進行社會

互動等，亦是現在衰弱照護的重點。

四成於學校課程已建立衰弱概念

接著詢問所有護理人員，曾經接受

什麼樣的衰弱照護相關課程，結果發現

最高比例是「入臨床前的學校課程」

(40.6%)，表示在學校教育就已提供衰

弱相關主題的教育，也已經發揮成效，

這是學校護理教師足以為傲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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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臨床前的學校課程 40.4% 

醫院在職教育 30.2% 

參加研討會 24.3%

長照訓練 10.7% 

高齡照護訓練 8.4% 

居家照護訓練 7.8% 

其他 2.9%

您曾經接受衰弱照護相關課

程？ (  N = 1,195，複選 )5

其次是「醫院在職教育」(30.2%) 及

「參加研討會」( 24.3%) 等；由此可知，

學校已將衰弱視為常見的一種非健康狀

態，與時俱進教授護理學生最新有關衰

弱照護知識與技能。而隨著平均壽命延

長，處於衰弱狀態的民眾亦勢必增加，

加上醫學知識與技術發展日新月異，

所以臨床培養的素養與能力也有相應的

轉變，配合政府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

務，醫院提供衰弱相關的在職教育予醫

護同仁，以強化醫療專業健康照顧人員

護理衰弱病人的品質。

強化護理知能  造福衰弱病人

最後詢問護理人員，為延緩病人衰

弱過程，自己最應強化何種護理能力？

有 三 個 選 項 的 答 案 超 過 50%，「 肌

力強化運動」(57.4 %)、「膳食、營

養」(52.6%)、「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50.5%)，應是將來在職教育可持續強

化的重點。與前述在臨床提供護理指導

的選答類似，皆是指出「肌力強化運

動」和「膳食、營養」等照護皆是最需

要具備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的

護理人員認為「生活功能重建訓練」等

照護技巧，亦是將來須強化的重點，建

議將來政府相關部門或醫院可設計此方

面實體課程、單張、電子書及光碟影片

等數位教材，以符合臨床護理人員需

求。此外，「認知促進」(38.2 %)、「改

善情緒困擾」(33.0%)、「提升社會參

與」(30.9%) 等，也是將近三分之一的

護理人員指出可增強的部分，這些也都

是將來照護課程設計可以考量的重點。

總而言之，衰弱症不是疾病，而是

個體的一種健康狀態，如何延緩或改善

衰弱過程，針對個別衰弱前期或衰弱

期病人量身訂做的照護計畫，特別是在

衰弱前期，以適時預防及早期介入策略

減少衰弱發生，加上跨領域團隊的照護

方式，如衛教、職能訓練、運動訓練、

居住環境的改善方法、及社會支持系統

等的提供，能有效延緩或改善衰弱過

程，並減輕衰弱主要照顧者的負擔。而

臨床護理工作者，若能盡早擁有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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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強化運動 57.4% 

膳食、營養 52.6% 

生活功能重建訓練 50.5%

提升精力措施 28.9% 

認知促進 38.2% 

提升社會參與 30.9%

改善情緒困擾 33.0% 

其他 0.9%

為病人延緩衰弱，您覺得自己最應強化何種護理能力？

( N = 1,195，複選）6

衰弱評估與照護能力，就有幫助病人回

復到亞健康或延長健康狀態的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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