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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多重慢性病人適切、效率、良好品質的醫療服務，避免重複
、 不當治療用藥或處置，影響病人安全。

• 配合總額支付制度，提供整合式照護服務，促成醫院各專科醫療
之 適當整合。

• 對於病情穩定之病人，逐步落實分級醫療、促進層級間之轉診，
以 提升醫療資源使用效率。

目的

• 周全性評估工具內容

– 須至少包含下列評估重點(評估量表僅供參考) 

– 一、 日常生活功能：建議巴氏日常生活量表（Barthel 
Index）或(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 二、 衰弱程度：建議社區民眾健康行為調查綜合問卷或臨
床衰弱量表(Clinical Frailty Scale，CFS)。

– 三、 失智程度：建議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SPMSQ)或
簡易失智量表(MMSE)或早期快篩簡易失智量表(AD8)。

– 四、 憂鬱狀態：建議老人憂鬱量表(GDS)或憂鬱量表(CES-
D scale)。

– 五、 用藥整理：除須記載實際使用情況及重複用藥、建議
以潛在不當用藥(Beers criteria)評估。

– 六、 營養量表(MNA-SF)。

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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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

 WHO
 憂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患。

全球有超過3億人患有抑鬱症
 憂鬱症是全球健康不良和殘疾首

要原因，它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
的一個重大因素。

 女性居多。
 最嚴重時，憂鬱症可以引致自殺。
 有有效的心理和藥物治療方法

 平均每 100 人就有 3 人可能罹患
憂鬱症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8.9%的人有憂鬱症狀，約200萬人，
其中重度憂鬱者，約佔5.2%，約
125萬人。

 每個人終其一生有 10 ~ 15 % 的機
率罹患此症

 只有不到 25 % 的患者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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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Leading Causes of Disability 

2004

• Low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 Diarrheal diseases

• Unipolar depression 

2030

• Unipolar depression 

• Ischemic heart disease

• Traffic accident

Vulnerabilities for Depression

• Losses

• Stressful life events

• Lack of social support

• Physical illness

• Familial factors

• Genet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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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s of sadness, tearfulness, emptiness or hopelessness

• Angry outbursts, irritability or frustration, even over small matters

• Loss of interest or pleasure in most or all normal activities, such as 
sex, hobbies or sports

• Sleep disturbances, including insomnia or sleeping too much

• Tiredness and lack of energy, so even small tasks take extra effort

• Reduced appetite and weight loss or increased cravings for food 
and weight gain

• Anxiety, agitation or restlessness

• Slowed thinking, speaking or body movements

• Feelings of worthlessness or guilt, fixating on past failures or self-
blame

• Trouble thinking, concentrating, making decisions and 
remembering things

• Frequent or recurrent thoughts of death, suicidal thoughts, suicide 
attempts or suicide

• Unexplained physical problems, such as back pain or headaches

S/S of major depression

Drugs may cause depression
你是兇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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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症是一種綜合病症，臨床表現為記憶、思考、行為和日常
活動能力衰退。

• 雖然失智症主要影響老年人，但它並不是年老的正常情況。

• 全世界大約有5000萬失智症患者，每年新增病例1000萬。

• 阿茲罕默症是癡呆症最常見的形式，可能佔癡呆症病例的60-
70%。

• 失智症是全世界老年人失能和依賴他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 失智症對患者本人，以及他們的護理人員、家庭和整個社會都
會產生身體、心理、社會和經濟影響。

Key facts for dementia-WHO

• WHO

– 全世界大約有5000萬失智症患者，其中近60%生活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每年新增病例為1000萬。

– 每100位60歲及以上人口中就有5至8名癡呆症患者。

– 根據預測，失智症患者總數到2030年將達8200萬，到
2050年將達1.52億，大部分可歸因於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國家的失智症患者人數增加。

– 世衛組織將癡呆症確定為公共衛生重點。

• 台灣失智症協會2017

失智症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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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部退化走哪個路徑呢?

2020/12/23
13

阿茲罕默症60-70%

巴金森氏病

路易氏體失智症4%~30%

額顳葉失智症

腦部腫瘤

……

血管性

器質性

外傷

感染

……

失智症診療手冊衛福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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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實驗室檢查與神經影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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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風險

2020/12/23
17M. Baumgart et al. / Alzheimer’s & Dementia 11 (2015) 718-726

Anticholinergic Burden



2020/12/23

10

• 目前為止無任何治療方法可以阻止或逆轉退化性失智症的病程。

• 目前在輕至中度的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建議給予乙醯膽鹼酶抑制劑
治療，中至重度的建議給予 NMDA 受體拮抗劑(如 ,memantine)
治療。

– 乙醯膽鹼酶抑制劑包括，donepezil( 如 , 愛憶欣 )、
rivastigmine( 如 , 憶思能 capsule/patch)、galantamine( 如 , 
利憶靈 )

• 修正生活習慣，養成健康行為，非藥物的介入或治療是當今防治
失智症的重要對策。

• 失智症的精神行為症狀的治療以非藥物的治療為優 先，須使用藥
物時由低劑量，單純的藥物開始，隨時 檢討藥物使用的必要性。

• 失智症患者共病的治療對減緩認知退化有幫助，但須 考慮共病治
療的副作用與多重用藥的交互作用。

失智症治療

• 懷舊治療 (reminiscence therapy)

• 認知活動

• 音樂團體

• 藝術創作

• 運動團體

• 現實定向感治療 (reality orientation therapy, ROT)

• 其他

– 包括舞蹈、園藝、芳香療法、園藝治療、寵物治療、娃娃
治療、 感官刺激等

非藥物失智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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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治療 (reminiscence therapy)

• 認知活動

• 音樂團體

• 藝術創作

• 運動團體

• 現實定向感治療 (reality orientation therapy, ROT)

• 其他

– 包括舞蹈、園藝、芳香療法、園藝治療、寵物治療、娃娃
治療、 感官刺激等

非藥物失智症治療

失智是甚麼模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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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團隊主要的功能在於收集
相關的資訊以增加診斷的精
確性

• 各司其職並相互溝通，藉著
定期舉行的病患討論會，來
共同擬定病患的治療計畫、
決定治療目標並預測其預後

• 再將此計畫付諸實行並追蹤
其效果，視其成效而做出適
當的修正等。

照顧團隊

整人、整家人、整團隊

照顧團隊

個案
個案家
人朋友

整合門
診醫師
醫師

其他專
科醫師

個案管
理師

營養師

社工

PT/OT

藥師

SDM

 經醫病雙向溝通，同時藉由「病人決策輔助工具
（patient decision aids, PDAs）」及「決策引導
（coaching）」提升與民眾溝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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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e Focus?
誰該擺在思考的核心?

2017/8/4許碧珊醫師
25

需求評估與計畫執行(3C2A)

家庭
生理

心理

社會心靈

功能

2017/8/4許碧珊醫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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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日常生活功能回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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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顧計畫

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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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活到老做到老

林女士，78歲己婚女性

教育程度 : 專科

主訴:近二個月無法入眠記憶力變差

兒子開早餐店希望個案幫忙準備小菜，每日位隔日備餐擔心

MMSE 28，GDS 2, MNA 14, ADL 100, IADL 8, up to go test 
11.4secs,

MMSE 27，GDS 12, MNA-SF 3, ADL 100, IADL 8, up to go test 
17 secs--半年後回診

個案分享-活到老做到老

3 個月前火災體重減5kgs/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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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分享-失智獨居的阿嬤

• 失智

• 獨居

• 常走失

• 日漸消瘦

• 家屬介入無門

• ADL  95

• IADL

• MMSE 4

• MNA-SF 4

 建議停止藥物治療時機：

 病患對藥物順從性不佳。

 病患在使用藥物後智能、
精神行為、或生活功能減
退速度反較治療前為快。

 病患對藥物產生無法忍受
之副作用。

 疾病末期治療已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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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看護工申請

特定身心障礙項目

持重度身心障礙證明

• 1. 平衡機能障礙

• 2. 智能障礙

• 3. 植物人

• 4. 失智症

• 5. 自閉症

• 6. 染色體異常

• 7. 先天代謝異常

• 8. 其他先天缺陷

• 9. 精神病

• 10.肢體障礙（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
等二類疾病。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
，不在此限。）

• 11.罕見疾病（限運動神經元疾病。但曾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在此限。）

• 12.多重障礙（至少具有前十一項身心障礙
項目之一）

醫療團隊認定須24小時照顧者各
項病症需要

• 被看護者年齡未滿80歲，有
全日照護需要。

• 被看護者年齡滿80歲以上未
滿85歲，有嚴重依賴照護需
要或全日照顧需要。

• 被看護者年齡滿85歲以上，
有輕度以上依賴照護需要。



2020/12/23

19

分進合擊、相互備位
整合門診 單科 /社區

個案狀態 1. 多科-(3 種(含)以上慢性病，並
經 2 位(含)以上醫師看診

2. 多重用藥-慢性病之藥品品項數
合計達 10 種(含)以上，並經 2 
位(含)以上醫師看診

1. 整合穩定後分流

個案分流轉介(衛＆福) +++ ++

專業諮詢-專業vs專業 +++ ++

專業諮詢-專業vs民眾 v v

3C2A個案管理 v v

風險偵測與下降 v v

急症處置 +++ +++

慢性病控制 +++ +++

2020/12/23
許碧珊醫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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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門診診治分級分流轉介概念

• 社區

廣度

• 內科 (心臟內科、胸腔內科、神經內科、新

陳代謝科、腸胃內科、腎臟內科、免疫風

濕科、血液科、腫瘤科、感染科)

• 外科(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心臟外科、小

兒外科、整形外科、大腸直腸科、泌尿科、

骨科

• 復健科

• 精神科

• 眼科

• 耳鼻喉科

• 婦產科

• 小兒科

• 皮膚科

• ….

深度

• 整合門診

深&廣度

2020/12/23
許碧珊醫師 39

在地化

衛政
社福

RACGP aged care clinical guide (Silver Book)

40

人都怎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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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是健康餘命嗎?

41

有效? 無效?

透析/換腎

美國末期腎髒病（ESKD）接受血液透析，
其一年死亡率約為20％至25％，而五年死
亡率則為35％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USRDS annual data report: 
epidemiology of kidney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hesda: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Institute of Diabetes and Digestive and 
Kidney Diseases; 2018.. 

台灣2006-2010 年末期腎臟病患者的
五年存活率為 56.1%
2017台灣腎病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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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不想再洗腎的阿嬤

• 一個85歲已罹患糖尿病20多年的阿嬤，2年前因為腎衰竭開始了
洗腎人生

• 簍管阻塞不通再不通，換了又換，周身的血管啊，好像呵呵了

• 泌尿道感染，管路感染，敗血症進出多次醫院，中間經歷幾次中
風，走向失能的路，

• 阿嬤口齒不清的說：「醫師，我不要洗腎了」

• 醫師：「你還能活為什麼不洗?我再找個血管就能洗了，放心，
我的技術很好的」

43

2017台灣腎病年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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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xpectancy after the start of dialysis for the 25th, 50th and 75th 
percentile of patients aged 65 and ol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Kidney International Volume 82, Issue 3, 1 August 2012, Pages 261-269

45

Observational data suggests that dialysis does not 
provide a survival benefit for older adults with poor 
mobility and high levels of comorbidity.透析對於行動不
便和多重共病症的老年人沒有提供生存益處。

已經進入洗腎期的個案ACP討論

• Facilitated ACP is not occurring routinely in dialysis units: 
Only 6 to 35% of dialysis patients have advance 
directives Holley JL, Nespor S, Rault R: The effects of 
providing chronic hemodialysis patients with material on 
advance directives. Am J Kidney Dis22 :413– 418,1993

• ACP阻礙

– 缺乏培訓

– 行政復雜

– 日常照顧壓力

– 患者高估了預期壽命

– 當患者，家人和/或臨床人員不願進行討論時

– Advance Care Planning With Patients Who Have End-
Stage Kidney Disease: A Systematic Realist Review。J 
Pain Symptom Manage. 2018 Nov; 56(5): 795–807.e18.

4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85253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085253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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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Life Care Jigsaw

47

By Jamie Sillett.The End of Life Jigsaw and original teaching session are the work of
Dr Sarah Vince, EM Consultant at NGH

48

ACP

• Advance care planning is a process
aimed at eliciting preferences of 
patients in relation to future care, 
including end-of-life preferences.

• 預立醫療決定是個

– 過程

– 未來

– 偏好照顧選擇

– 包括生命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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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生活品質?

• 減少家庭成員的焦慮和憂鬱?

• 減少住院?

• 增加臨終安寧緩和照顧服務的接受度?

• 與患者喜好相符的照顧服務模式?

49

做ACP有何好處?

• 病人跟家屬意見已經很多了，這個法，是要更作亂麼?

• 誰愛拔誰拔，我可不幹!

• 都忙翻天了，問甚麼問? 就問一句，洗不洗? 不洗就死了

• 啊? 你要活活的餓死他啊?

• 家屬跟病人很反覆啊，活著比較不會告我

• 管子自拔就約束啊…..

50

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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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個甚麼事

跟誰溝通?

• 自己

• 團隊

• 被照顧者

•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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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有救的

相信科技

活著總有希望

活在當下

不能做餓死鬼

營養不能少

救治到最後一秒

認真向前衝曾經的你

你換位思考過嗎?

如果你是他….

是他的家人….

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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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求救自殺的會診

• 一個慢性肺病變的個案，一年前被診斷肺癌，反覆住院後，腫瘤
治療不佳快速進展，產生呼吸衰竭，個案拒絕插管

• 會診單-意欲自殺，使用BIPAP，血氧下降中，個案因要拔掉BIPAP
而被五花大綁

• 你要拉誰的手?

洗 不洗 吃 不吃 插 不插

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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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境下
你也不要

那麼
幫忙推推ACP&AD吧!

如
果

患者在誰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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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誰手上-以腎臟病為例
• 腎臟科醫護同仁 之外，其他可能會參與慢性腎臟病照護的人員

，如心臟科、內分泌科、風濕免疫科、小兒科、 婦產科、家庭
醫學科、一般內科、老年醫學科、泌尿科、中醫….

• 急診、住院、門診、社區

59

hospital

Public 
health 
center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Community 
Healthcare 

Group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linics

Home care

Nursing 
home

Hospice 
home care

Community 
care center

Elder homes

Home 
services

Social 
daycare 
center

Medical 
daycare 
center

要與誰溝通?

社區 團隊成員

Interdisciplinary 
team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跨專業團隊

You and 
your 

family Family 
physician

Rehabilitat
ion and 
other 

specialists

Case 
manager

Nursing 
aide

nurse

Dietitian

Social 
worker

therapist

Entertain
ment 

therapist

Pharmacist

driver



2020/12/23

31

3C2A5之五全照顧
Whole person, Whole family, Whole course, Whole team, Whole community

Family-centered Care Plans 以家庭為導向的照顧計畫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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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溝通時機點

63

洗 不洗 吃 不吃 插 不插

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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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 care planning is associated with considerable benefit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cluding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decreas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reduced hospitalizations, increased uptake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and care that concurs with patient 
preferences

• 改善生活品質

• 減少家庭成員的焦慮和抑鬱

• 減少住院

• 增加臨終安寧緩和照顧服務的接受度

• 與患者喜好相符的照顧服務模式

65

做ACP有何好處?

1. Life expectancy
2.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compet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3. Patient preferences.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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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s
Treatment decisions for older adults with advance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MC Nephrology volume 18, Article number: 200 (2017)

• When : Early and repeat 

• What : The risks, burdens, and benefits of dialysis versus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patient specific 
symptoms and clinical situations that could justify dialysis 
initiation.

• Who : health care providers, patient, and their families or friends

• How : 

– Shared decision making

– Conjunction with each patient’s unique goals and priorities

– Provide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 Active symptom management

– Less medical monitoring of lab parameters

– More focus on the use of drug therapies directed to relief of a 
patient’s symptoms.

• Where : someplace that is warm, private

67

個案分享

https://bmcnephrol.biomedcentr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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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歲女性，糖尿病20+年，

– 105年 Asthma, CAD, diastolic heart failure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room air SaO2 88%, NC 2L/min 90-95%)

– L-spine compression fracture s/p fixation T11-12, L2-5, OA knees, 
renal stones and Gouty arthritis, CKD stage IV (GFR 30) 

– ACP 1st

• 107年 acute renal failure with GFR 7, drug related

– ACP 2nd , refuse dialysis after SDM

– focus on the use of drug therapies, recovery with GFR back to 24

• 108年Heart failure with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 RR 30/min, SaO2 77-
85% under NC 4L/min) ( GFR 10) 

– ACP 3rd

– Time limited trial with BiPAP after discussing, still refuse dialysis 

– Recovered with GFR 18

69

個案分享

臺中榮總

預立醫療決定臨床指引

總院、榮院、榮家、榮服處、所屬專業人員 OSCE AD 簽署訓練計畫，
安寧照顧基金會機構到府安寧教育訓練計畫

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除了
保障病人知情、選擇與決定的權利
也同時成為醫療人員的保護網

各專科醫療團隊

安寧緩和
(共照、病房、居家)

學會、協會

社區、診所、醫院

長期照護資源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個案、家人、朋友

Re-ACP Re-Check AD

Re-ACP Re-Check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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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負責到當責

71

全人自主＊悠遊樂活

風險偵測下降

•菸檳戒除

•運動規律

•入口探索

•體重管理

•失智預防

•失能避免

•憂鬱偵測

急症照顧

慢病整合照顧

• 臨床照護指引

(含ACP簽署執

行)

• 全人個管

• 資訊共享

• 過程共決

• 標準課程

• 照顧跨域

• 在地種子

• AI 串接

樂活．善終

• 自在旅遊

• 藝術饗宴

• 好食慢食

• 懬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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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主決策

及時彈性呵護

減少無效醫療

跨域團隊合作

積極哀傷預防

預期結果

Choice is Y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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