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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失智症 

全球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 
• 依據2018年國際失智症協會（ADI）資料，推估2018年全球新增1千萬名失智症患

者，平均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2018年全球失智症人口推估有5千萬人，到了
2050年人數將高達1億5200萬人。 

• 估計2018年花費在失智症的照護成本為1兆美元，到了2030年將倍增為2兆美元。 

 

年齡(歲) 65~69 70~74 75~79 80~84 85~89 ≧90 

失智症盛行率(%) 3.40 3.46 7.19 13.03 21.92 36.88 

 

台灣失智症盛行率及人口數 
• 依衛生福利部(民國100年)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以

及內政部107年12月底人口統計資料估算：台灣65歲以上老人共3,433,517人(全人
口 的 14.56 ％ ) ， 其 中 輕 微 認 知 障 礙 (MCI) 有 626,026 人 ， 佔 18.23% ； 失 智 症 有
269,725人，佔7.86% (其中極輕度失智症有109,706人)。 

• 五歲分年齡層失智症盛行率 

 

 

• 也就是說65歲以上的老人約每12人即有1位失智者，而80歲以上的老人則每5人即有
1位失智者。30-64歲失智症盛行率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之資料為千分之一，估算台
灣30-64歲失智症人口有12,638人 



認知障礙症 診斷 (DSM-5)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NCD)  

  

• 痴呆症 → 失智症Dementia → 認知障礙症 NCD 

 

 

 

 

• 認知缺損影響到日常活動獨立進行 

• 由先前較正常的能力狀態退化變差  

• 患者目前不是在譫妄 (delirium) 狀態  

• 至少一種下列認知功能缺損：  

1.複雜專注力          2.執行規畫功能失常  

3.學習與記憶力      4.語言 (表達、理解) 能力  

5.知覺動作能力      6.社會認知能力  
 



失智症類型 

60% 20% 

10% 

10% 

失智症類型 

退化型 

血管型 

混合型 

其他 

退化型失智症50~60% 
 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路易氏體失智症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額顳葉型失智症 Frontotemporal 
lobe degeneration 

 巴金森氏症或亨汀頓氏症
Huntington’s Disease所造成的
失智症 

血管型失智症10~20% 
Vascular dememtia 
與血管病變有關，腦部多發性血管
梗塞、缺血性腦傷、或顱內出血所
造成之複雜神經精神疾病。 其他 other dementia 10~20% 

如營養失調、新陳代謝及電解質失調的
內分泌疾病、中樞神經感染、水腦症、
酗酒、化學毒素中毒或重金屬中獨後遺
症 

混合型失智症10% 
Mixed dememtia 



失智症是腦部疾病，不是自然老化 
 

 



阿茲海默症的病程 

初期：記憶障礙、搞錯日期、對新
事物理解能力衰退、自發性變低 

中期：能親切與人打招呼、無法辨
識場所與人物、言語理解能力變差 

晚期：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
助、以前的記憶也逐漸衰退 

末期：無法對話、
不記得家人 

                  

智     

能     

    初  期                中  期                 晚  期             末  期  

發病後1~3年 發病後2-10年 發病後8-12年 年數(10~12年) 



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失智症不只是記憶力障礙、還有精神行為症狀
(Behabior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Dementia, 簡稱BPSD) 

http://www.ilong-termcare.com/Article/Detail/1340 



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失智症的憂鬱症狀 

• 發生頻率在40-50%之間 。 

• 多為輕度的憂鬱情緒，少數為重度憂鬱。 

• 血管性失智症和阿茲海默氏失智症相比較，血管性失智症患者有

較多憂鬱症狀。 

• 情緒障礙多半出現在早期輕度的失智症患者身上。 

• 有時憂鬱情緒並不直接表現，反而以行為障礙，如不配合、唱反

調、甚至鬧脾氣等來表現。 

 



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妄想:沒有的事，但是病患堅信不移 

• 被偷妄想 :發生率約有55.6%。即患者老是覺得家中有小偷偷他東

西或懷疑主要照顧者偷他的印鑑、錢財、存摺等，事實上是患者

亂放、亂藏找不到之結果，甚至有時患者會出現情緒激動不安，

夜晚會重覆翻箱倒櫃找東西之重覆行為。 

• 被害妄想 :發生率為26.9% ，懷疑別人要毒害或迫害他。 

• 嫉妒妄想 :發生率佔15.8% 。懷疑配偶有外遇，而對配偶有暴力

攻擊行為。  

• 被遺棄妄想 : 認為家人會丟下他不管，而有憂鬱症狀出現。  

 



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重覆現象 :發生率為62.7%。  

• 在剛開始出現只是重覆言語，也許是好幾天才問一次相同的問

題，到了失智症中期，出現的頻率增加， 往往前一分鐘已告知

回答患者，但轉個身又問相同的問題， 這種現象往往使家人煩

不勝煩。 

• 重覆行為大約從失智症中期出現較多，如重覆買相同的東西，

重覆做一些漫無目的的行為如重覆翻箱倒櫃，搬來搬去等。 

 



失智症精神行為症狀 

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家屬或親友有高比
例的煩惱與憂鬱現象。 
 

• 病患的BPSD是照顧者的主要壓力來源 

• 照顧者是否罹患心理疾病與個案是否進入護
理機構有關 

• 對照顧者實施介入性的措施，有助於改善照
顧者的心理功能，並延緩個案入住機構的可
能 



常見失智症認知功能工具 

• MMSE是目前臨床上最廣泛使用的
認知功能障礙的評估量表 
• 時間、地點及定向能力 

• 注意力及計算能力 

• 立即與短期記憶力 

• 語言能力 

• 視空繪圖能力 

 

• 總分30分。 

• 依照教育程度與年齡判讀。 

• 臨床失智症評估量表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簡稱CDR 
• 記憶力 

• 定向感 

• 判斷及解決問題能力 

• 社區事務能力 

• 家居及嗜好 

• 個人自我照顧能力 

• CDR 0分:表示健康狀態 

• CDR 0.5分:疑似AD 

• CDR 1分:輕度AD 

• CDR 2分:中度AD 

• CDR 3分:重度AD 



失智症診斷流程 

經病史、簡短知能測驗及神經檢查，確定是否有失智症及嚴重程度，
並且同時須排除憂鬱症及譫妄的可能 

老年人老化、認知損害、憂鬱、譫妄，精神疾病，易與失智症混淆。 

1. 病史詢問及智力測驗：確定病人是

否有失智症及其嚴重度，並且排除

憂鬱症及譫妄。 

 最常見的智力測驗為簡單智能測

驗 (MMSE) 

 臨床失智評分量表 (CDR) 

2. 血液檢查：確定是何種病症造成失

智症。必要的常規檢查有血球檢查、

生化檢查（肝腎功能、電解質）、

維他命B12濃度、甲狀腺功能、梅毒

血清檢查、發炎指數。  

3. 儀器檢查：腦電波(EEG)、腦部電腦

斷層(CT)或磁振造影(MRI)。 



失智症十大警訊 

1. 記憶力減退到影響生活 
2. 計畫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3. 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 
4. 對時間地點感到混淆 
5. 有困難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

之關係 

6. 語言表達或書寫出現困難 
7. 東西擺放雜亂且失去回頭尋

找的能力 
8. 判斷力變差或減弱 
9. 從職場或社交活動中退出 
10.情緒和個性的改變 



失智症照護黃金三角 

藥物 

非藥物 照護 



失智症各期程溝通表現 

輕度階段 

 語言辨識有輕度困難，誤解
別人的意思或抓不到重點 

 看似有邏輯的表達訊息，但
周圍的人對其表現不理解，
失智者出現生氣/憂鬱狀況 

 虛談  表達能力缺乏邏輯、妄想嚴重、人事
地邏輯不佳 

 名詞記憶退化，使用代名詞，例如，
裝水的 

 難維持同一話題，主題跳來跳去 
 語言躁動:不斷抱怨、要求、重複問題

或尖叫等。 

中度階段 

 終日不語、有的成天不
斷重複單字、喃喃自語 

 多用身體行為與情緒表
達需求，例如，口渴、
到處灑水來表達 

重度階段 



失智症溝通十大原則 

• 1.交談過程中，盡量減少環境的干擾 

• 2.緩慢地從前面接近失智症者，並有眼神上的接觸 

• 3.使用簡短字詞、句子 

• 4.減緩說話的速度 

• 5.一次只問一個問題，或提供一個指示 

• 6.使用相同的詞語重複要傳遞的訊息 

• 7.重複的解釋訊息 

• 8.允許失智症者足夠的時間回答，耐心等候回答 

• 9.避免中斷失智症者說話 

• 10.鼓勵失智症者用自己的說法去描述要表達的字詞 

• 多說「你可以」，少說「你不可以」 

 

 



精神行為症狀因素 

• 憂鬱 

• 退化 

• 孤立 

• 生活經驗 

• 獨立個體 

• 居住環境 

• 日常生活 

• 人際關係 

• 身體疾病 

• 營養狀態 

• 電解質不平衡 

身體

因素 

社會

因素 

心理

因素 

生命

經驗 



精神行為症狀因應 

• 仔細的評估，觀察並記錄長者的行為與情緒變化，試著找出
原因（如身體不適：感冒、發燒、胃痛、便秘等），對症下
藥。 

• 如有危害長者安全的行為出現，應予適時的制止。 

• 簡化環境，降低長者的壓力與焦慮，將複雜的活動分解成簡
單的步驟執行。 

• 利用語言及非語言的溝通，持續提供失智長者安全感。 

• 安排長者喜好的活動，幫助放鬆情緒與轉移注意力。 

• 給失智長者做決定的機會，增加其自信心與成就感。 

• 提供簡單清楚規律的生活作息 
• 透過照顧者的觀察，了解長輩過去的生活型態。 

• 給予耐心的安撫與誘導 
• 以溫和平穩語氣適當轉移長者的注意力，順著他的情緒，避免與其爭辯。 



精神行為症狀因應 

• 妄想:常見的妄想內容：被偷妄想與被害妄想，多出現

於輕度與中度時期，可以轉移注意力與情緒安撫來因應，

以溫和堅定語氣應對，勿與其爭辯。 

• 錯認:內容包括人事物的誤認，多出現於中重度時期，

宜以傾聽態度表達理解與支持，適時以溫和語氣告知事

實，加強對於所處環境之人事時地物之現實導向指引。 

• 幻覺:以視幻覺與聽幻覺較為常見，適時告知事實勿與

其爭辯，如出現頻率過多致影響日常生活或對照顧者造

成困擾需適時就醫。 



精神行為症狀因應 

• 攻擊:分為言語與肢體的攻擊，可能原因為感受被侵犯、

刺激過多無法負荷而發生，特別容易發生在勉強長者從

事其不願執行的動作，或進行較為隱私照護時，務請確

認長者了解照顧者所要進行的活動，另提醒與長者保持

適當安全距離，加強溝通避免造成威脅感而引發攻擊。 

• 重覆現象:因疾病所導致的近期記憶障礙或焦慮不安等

心理因素有關，包含重覆言語及重覆行為，建議簡短明

確回覆、提供具體圖像予長輩，或適時轉移注意力來因

應。 



失智症家屬的多重失落 

無望
感 

環境
失控 

社交
關係 

角色
轉換 

親密
關係 

個案肉體存活著，但對家屬而言不再是

熟悉的個案，如同與個案失去連結。 

當個案認知逐漸退化，家屬與個案的

角色，可能因而產生感變。 

家屬與個案共同參與的社交活動可能因病況而

中斷，或家屬失去了個人的社交時間。 

家屬無法確知疾病的進程，病程時好時壞，

常有不知道下一刻發生什麼的感覺。 

家屬認知到疾病無法治癒，僅能

看著個案病況惡化 

身在人不在 



照顧者身心評估 

• 如何成為照顧者 

• 對於疾病的認識與準備程度 

• 精神行為症狀出現時間與頻率 
• 1. Where：觀察症狀出現的所在地方 

• 2. What：觀察有哪些症狀 

• 3. When：觀察在哪些時間會出現症狀 

• 4. Who：觀察誰會遭遇到這些症狀 

• 5. How：觀察症狀如何發生 

• 6. Frequency：觀察症狀出現的頻率 



照顧者身心評估 

• 如何成為照顧者 

• 對於疾病的認識與接受程度 

• 精神行為症狀出現時間與頻率 
• 1. Where：觀察症狀出現的所在地方 

• 2. What：觀察有哪些症狀 

• 3. When：觀察在哪些時間會出現症狀 

• 4. Who：觀察誰會遭遇到這些症狀 

• 5. How：觀察症狀如何發生 

• 6. Frequency：觀察症狀出現的頻率 



•計分方式﹕將14項分數加起來的總分 
 

• 總分是0分：非常好，您已經能夠克服照顧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與壓力，希望您能主動與我們聯絡，分享您的寶貴經驗，讓其他
照顧者也可以跟您一樣，擁有好的生活品質。 
 

• 總分是1~13分之間：您調適得很好，請繼續保持下去，您可以
選擇參加家庭照顧者的各項支持活動，藉著暫時離開照顧環境，
讓自己在照顧的路上更好走喔！ 
 

• 總分是14~25分之間：小心喔！您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壓力的徵兆，
建議您利用政府或民間的服務來減輕照顧壓力，以免不知不覺被
壓力壓垮喔！ 
 

• 總分是26~42分之間：糟糕！您目前承受著相當沉重的負擔，強
烈建議您立即尋求協助，以確保您及被照顧者都能有良好的生活
品質！ 

 



衛福部新版失智照護服務資源地圖 
https://ltcpap.mohw.gov.tw/public/index.html 

https://ltcpap.mohw.gov.tw/public/index.html
https://ltcpap.mohw.gov.tw/public/index.html
https://ltcpap.mohw.gov.tw/public/index.html


 



相關影片/書籍 

 



除了失智症疾病， 
更要多認識「這個人」 

~感謝您的聆聽~ 
 



身心功能/社會系統
及生活適應

林其薇 諮商心理師

gc.m0011008@gmail.com

社區
居家

機構住宿式
「長照服務使用者」生活

長
照
家
庭

評
估

案
例
討
論



資料來源：http://1966.gov.tw/LTC/cp-3648-38028-201.html

無論1.0或2.0，迄今我國長照服務對象是個人，
為什麼心理師需以長照家庭為單位工作？



Multicultural Guidelines: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Context, Identity, and Intersectionality (APA, 2017)



當事人
居家專業服務、

社區據點及社區

單位團體/課程、

機構住宿式長照

服務（無給付）

照顧者
家屬支持

（團體諮商）、

照顧者訓練

(講座/系列課程)

喘息服務

「當事人」的需求？
「照顧者」的需求？
「長照家庭」的需求？





Post-acute Care：PAC

「照管專員」評估失能等級（給付額度）
「個案管理師」評估及設計長照服務
評估資料輸入全國長照（失智）個案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http://1966.gov.tw/LTC/cp-3648-38028-201.html



資料來源：https://csms2.sfaa.gov.tw/lcms/



評估（測驗）分數代表什麼？

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

測驗分數(X)＝真實分數(T)＋誤差(E)
參照：常模、標準（切截）分數

標準化測驗：減少誤差發生

穩定施測環境（含時間、空間）、固定施測方式、

評分者（一致、構念）、受測者（自陳、觀察）……

概化理論(Generalizability Theory: GT)：評分者…...

IRT (Item Response Theory)：難度、區別度、猜測

參考轉介相關資料（照會單）＋諮詢個管
＋實務現場（含電話）「評估」長照家庭



改寫自：Holistic bio-psycho-social-spiritual framework of healing (Cindy Adams et al., 2015)

我的人性觀/工作取向：
我如何評估/概念化當事人/案家生命困境？



轉介相關資料：

醫師意見書
（長照法施行細
第2條第3項）



轉介相關資料：

照會單

• 服務照會

• 當事人（需要服務者
/個案）和照顧者之
基本資料、聯絡資料
支援報備「居住地」

• 評估結果

• 計畫簡述

• 照顧計畫

項目 受試者 相關資料

當
事
人

C. 個案溝通能力

D. 短期記憶評估 當事人 MMSE

E. ADLs 當事人
優先

ADLs、Kihon

F. IADLs IADLs、Kihon

G1. 疼痛狀況

G2. ⽪膚狀況

G3. 關節活動度

G4. 疾病史與營養評估 Kihon
病史、護理

H1. 居家環境與居住狀
況

H2. 社會參與 Kihon

I. 情緒及行為型態 照顧者 DSM-5、MSE

照
顧
者

J. 主要照顧者負荷 照顧者 照顧者壓力自我
測驗

K. 主要照顧者⼯作與⽀
持



簡短智能測驗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 定向：時間定向+地點定向

• 訊息登錄：
學習三樣名詞、形容詞

• 注意力與計算力：
100 減 7 等於？再減 7 ？……
連續五次

• 短期回憶：詢問受試者是否記得
先前重述的三樣東西

• 語言理解、空間概念、操作能力

資料來源：https://www.kmhp.mohw.gov.tw/public/ufile/1009e6fe018a262a55230236ddcae1eb.pdf



ADLs 及 IADLs

資料來源：https://ogw-media.com/medic/cat_care/2087



Kihon checklist
介護（長照）風險量表

• 分數越高，未來需要長
照服務協助的風險越高

• 社區據點「預防延緩失
能照護方案」前後測



照顧者壓力自我測驗
• 您覺得身體不舒服不爽快時還是要照顧他

• 感到疲倦

• 體力上負擔重

• 我會受到他的情緒影響

• 睡眠被干擾（因為病人在夜裡無法安睡）

• 因為照顧他讓您的健康變壞了

• 感到心力交瘁

• 照顧他讓您精神上覺得痛苦

• 當您和他在一起時，會感到生氣

• 因為照顧家人影響到您原先的旅行計畫

• 與親朋好友交往受影響

• 您必須時時刻刻都要注意他

• 照顧他的花費大，造成負擔

• 不能外出⼯作家庭收入受影響
資料來源：https://www.familycare.org.tw/sites/default/files/照顧者壓力自我測驗.pdf

https://www.familycare.org.tw/sites/default/files/


外表
Appearance

行為
Behavior

定向能力
Orientation

記憶能力
Memory

感官知覺
Sensorium

情緒情感
Mood 

and Affect

理解力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知覺歷程
Perceptual 
Processes

思考內容
Thought 
Content

思考過程
Thought 
Process

病識感
Insight

判斷力
Judgment

態度
Attitude

注意力
Attention

驅力
Drive

言談
Speech

精神狀態檢查
(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SE)



與長照家庭初接觸，我可以怎麼做？
• 我手上有哪些轉介資料？

• 我可以藉由連結個管獲
知什麼？

• 我透過「電話」與照顧
者聯繫可以補充什麼？

• 初次見面時我還可以發
現什麼？

• 之後還能探索哪些？
Baseline？
亮點？

我的人性觀/工作取向：

我如何評估/概念化當事
人/長照家庭現況？



不同場域的長照工作
對象 時間 空間

居家 1當事人
（照顧者、家庭）

配合當事人
及長照家庭

配合當事人
及長照家庭

社區 團體/課程學員
照顧者學員

與學員及長
照家庭共構
之團體動力
來決定

配合社區空
間

機構
住宿式

團體/課程學員
通常1當事人
（照顧者、家庭）

配合機構時
間
配合當事人

配合機構空
間
配合當事人

對象、時間、空間不一，
「評估」及「專業工作」可以嘗試哪些路徑？



行為觀察：步態評估

•起步

•抬腳高度

•步長

•步態對稱

•步伐連續

•走路路徑

•軀幹穩定

•步寬

參考資料：1.台灣失智症協會(TADA)
2. Tinetti Performance Oriented Mobility Assessment (POMA)
3. Measuring balance in the elderly: Validation of an instrument (1991)



國民健康署血壓建議值
（台灣心臟學會及高血壓學會出版2015年台灣高血壓指引）

收縮壓
(mmHg)

舒張壓
(mmHg)

18歲以上成年人 ≦120 mmHg ≦80 mmHg

一般高血壓患者 ≦140 mmHg ≦90 mmHg

罹患慢性病等高風險病人 ≦130 mmHg ≦90 mmHg

大於80歲且無臨床症狀者 ≦150 mmHg ≦90 mmHg

資料來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7&pid=3833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27&pid=3833


自殺風險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S Sex 性別 男性

A Age 年齡
基本上20歲以下或46歲以上
但25-34歲, 35-44歲, 65歲以上較好發

D Depression 憂鬱 憂鬱症憂鬱傾向無望感

P Previous attempt過去企圖 有企圖自殺的病史

E Ethanol or drug use酒/藥癮 有酒精或藥物過度使用

R Rational thinking 不合理認知
欠缺理性的思考能力、精神疾病、器質
性腦障礙

S Social support 社會支持 缺乏⽀持系統或社會資源

O Organized plan 計畫性 具體自殺計畫

N No spouse 單身 沒配偶(含分居、寡婦、離婚)

S Sickness: 生病
生病或不健康的狀態（ Terminal、
chronic、debilitating, severe illness）



資料來源：http://www.guidance.org.tw/gender/

http://www.guidance.org.tw/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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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單位照會單 
個案姓名/⾝分證字號：林江美鳳/F200123456  

評估照專：王慧文 

⊕照會單 

 ⊕服務照會 

 

列印⽇期：108/12/07 08:42:53 

 ＊ 照會⽇期 108/12/06 14:17 

＊ 照會(派案)單位 臺北市- ⼤同區延平、建成次分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A  

＊ ⻑照機構 臺北市- 好⽇學堂⼼理諮商所 

 

照會項⽬ 

 

備註 案家願意自費增加服務次數 
 

彈性服務 項⽬ 照會數量 

 
CA01[IADLs復能照護--居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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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申請資訊 

＊ 照管中⼼ 台北市⻑期照顧管理中⼼-總站 ＊ 資料來源 ⻑照中⼼自⾏輸入 

＊ 申請⼈ 本⼈ ＊ 申請⽇ ※ 系統自動輸入 

初評計畫送審 

⽇期 

108/06/12 近⼀次照顧計畫

送審⽇期 
108/06/12 

 

⊕處理狀態 

＊ 承辦⼈ 王慧文 ＊ 處理時間      108/06/12 

＊ ⻑照資格  符合資格 ＊是否為⼈籍不⼀ 是 

備註  

 

⊕需要服務者基本資料 
 

＊ 個案⾝分證 F200123456 □⾺偕計畫外籍⼈⼠ ＊ 個案電話 2345-6789 

＊ 個案姓名 林江美鳳 ＊ 個案⽣⽇ 028/11/21 

＊ 原住⺠⾝分 否 原住⺠族別  

＊ 性別 女 ＊⽬前居住狀況 固定與他⼈同住 

＊ ⼾籍地址 

※ (⾥、鄰、郵

遞區號非必填) 

臺北市⼤安區甲子⾥067鄰乙丑街89號2樓  

＊ 居住(通訊) 

地址 

※ (⾥、鄰、郵

遞區號非必填) 

臺北市⼤同區天干⾥丙寅路6號7樓 

常⽤語⾔ 
國語  台語 □客語 □原住⺠語       □其他， 

＊⻑照福利⾝份 ⼀般⼾ 

就業中 否 就業意願 否 

⽬前居住機構 否 ，機構名稱： 

最近三個⽉ 

有住院 

是 ，住院原因（含急診）：腦中風 

＊ ⽬前聘請看

護幫忙照顧 

是 曾聘請外籍看護

⼈數 

1 

罹患疾病 是 ，疾病名稱：高血壓、腦中風、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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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服務種類-舊

制 

 

 

□1.居家服務 □9.社區職能治療 

□2.⽇間照顧 □10.社區物理治療 

□3.家庭托顧 □11.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4.居家喘息服務 □12.老⼈營養餐飲服務 

□5.機構喘息服務 □13.交通接送服務 

□6.居家護理 □14.機構服務 

□7.居家職能治療 □15.密集性照護 

□8.居家物理治療 □16.其他 
 

 

＊申請服務種類 

 

 

□1.居家服務 □6.交通接送服務 

□2.⽇間照顧服務 □7.輔具及居家無障礙改善服務 

□3.家庭托顧服務 □8.喘息服務 

□4.社區式照顧服務 □9.營養餐飲服務 

5.專業服務 □10.機構服務 
 

 

⊕⾝⼼障礙證明、ICF資料介接 ⊙介接說明 

＊ ⾝⼼障礙⼿冊 

/證明 

有 
ICD 

 F01.51, I69344,  

障礙類別 

介接說明 

(新制)多重障礙 ※ (新制七類)神經、肌⾁、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智功能 

障礙程度 中度 核發/有效⽇期 108/06/12 

鑑定⽇期 108/06/25 重新鑑定⽇期 108/11/15 

最後異動⼈員 ⾝⼼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最後異動⽇期 108/11/20 

⊕代理⼈ (本⼈申請可不填) 

代理⼈姓名  代理⼈⾝分證  

代理⼈電話(H)  代理⼈電話(O)  

代理⼈⼿機  

代理⼈與需要服務

者關係或⾝份 

 其他關係說明  

代理⼈email  

代理⼈地址  

⊕主要聯絡⼈資料 (獨居者可不填) 

聯絡⼈姓名 林怡靜 

聯絡⼈電話(H) 86600000 聯絡⼈電話(O) 86600000 

聯絡⼈⼿機 0987654321 

聯絡⼈與需要服務

者關係或⾝份 
未婚女兒 其他關係說明  

聯絡⼈email  

聯絡⼈地址 臺北市丙寅路6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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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 

⊕A.個案基本資料 

＊ A1.個案婚姻狀況 3.喪偶 ＊ A2.個案教育程度 03.國中 

＊ A3.個案⾝份別 

【可複選】 
1.⼀般⼾ 

□2.低收【續答2a題】 

□2a-1.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未達1倍） □2a-2.⻑照低收（未達1.5倍） 

□3.⻑照中低收（1.5~2.5倍） 

□4.榮⺠ □5.原住⺠ 

6.領有⾝⼼障礙證明（⼿冊） ＊【續答A3a題】 

＊ A3a1.新制或舊制 1.新制 ＊【續答A3a2題】 

＊ A3a2.新制障礙類

別及ICD診斷 

1.障礙類別： 

1.第⼀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智

功能 

□2. 第⼆類-眼、⽿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 

及疼痛 

□3.第三類-涉及聲⾳與⾔語構造及其功

能 

□4. 第四類-循環、造⾎、免疫與呼吸系統 

構造及其功能 

□5.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

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6. 第六類-泌尿與⽣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 

功能 

7. 第七類-神經、肌⾁、骨骼之移動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8. 第八類-⽪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9.第九類-罕⾒疾病 □10.第⼗類-其他類 

□11.第⼗⼀類-發展遲緩類  

 

2. ICD診斷： 

□1.G80(腦性⿇痺患者) 

□2.S14、S24、S34(脊髓損傷患者) 

□3.其他 01,05 
 

＊ A3a3.舊制障礙類

別【可複選】 

 

□1. 視覺障礙 □2. 聽覺機能障礙 

□3. 平衡機能障礙 □4. 聲⾳機能或語⾔機能障礙 

□5. 肢體障礙 □6. 智能障礙 

□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8. 顏面損傷 

□9. 植物⼈ □10.失智症 

□11.自閉症 □12.慢性精神病 

□13.多重障礙【請勾選各項障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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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07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5/18 

 

 

A4.年齡 80歲 

＊ A5.居住地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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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 ＊【續答B1a～B1b】 

＊B1a.主要照顧者姓名 林怡靜 ＊ B1b.與個案之關係 06.女兒 

＊B2.主要照顧者性別 2.女 ＊B2.主要照顧者年齡 49歲 

＊ B3.1.主要照顧者 

是否領有⾝⼼障礙證明

（⼿冊） 

2.否 

B4. 次要照顧者姓名 
林怡婷 B5.次要照顧者 

與個案之關係 

06.女兒 

 

⊕C.個案溝通能⼒ 

＊ C1.個案意識狀態 3.混亂 ＊【續答C1a.】 

＊ C1a.能對外來刺激做出有意義反

應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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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輕度障礙（可以看清楚⼤字的印書體） 

＊ C3.個案聽⼒（可使⽤助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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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4.個案表達能⼒ 

（包含語⾔或非語⾔） 

2.僅可表達簡單的意思 

＊ C5.個案理解能⼒ 2.僅可理解簡單的句子 

 

⊕D.短期記憶評估【本⼤題限個案本⼈回答】 

1.個案可回答D⼤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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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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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穿的東⻄、⼀種顏⾊或⼀件家俱）。 

＊ D1b.1.回憶起“襪子” 3.否，無法回憶該品項 

＊ D1b.2.回憶起“藍⾊” 1.是，且不需提⽰ 

＊ D1b.3.回憶起“床鋪” 1.是，且不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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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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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個案⽇常活動功能量表（ADLs）【以最近⼀個⽉能⼒為主】 

＊ E1.吃飯 

※ （不包含自⾏準備食物、餐具 

或盛裝食物等） 

2.需要⼀些協助 ※ 5分 

＊ E2.洗澡 2.協助下完成 ※ 0分 

＊ E3.個⼈修飾 

※ （包括自⾏洗臉、洗⼿、刷牙、 

梳頭、刮鬍子） 

2.需協助 ※ 0分 

＊ E4.穿脫衣物 

※ （包括穿脫衣、褲、鞋、襪）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0分 

＊ E5.⼤便控制 1.無失禁（控），或當便秘時，能自⾏⽤塞劑、⽢油球 ※ 10分 

＊ E6.⼩便控制 2.偶爾失禁（控） ※ 5分 

＊ E7.上廁所 2.需協助整理衣物或使⽤衛⽣紙或需協助清理便盆（尿壺） 

 ※ 5分 

＊ E8.移位 3.可自⾏維持坐姿平衡，離床需⼤部分協助 ※ 5分 

＊ E9.⾛路 3.不能步⾏50 公尺，但能操縱輪椅50 公尺 ※ 5分 

＊ E10.上下樓梯 3.無法上下樓 ※ 0分 

※ 若E1~E10 2.有任⼀項需協助 

＊【續答E11】 

＊ E11.請問您⽬前⾏動能⼒如何？ 
※ E11題若個案無法回答者，可由主要照顧者代答。 

3.自⼰⾏⾛需扶持穩定物或需透過他⼈扶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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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1.使⽤電話 3.僅能接電話，但不能撥電話 

＊ F2.購物 4.完全不能獨自購物 

＊ F3.備餐 3.能將已做好的飯菜加熱 

＊ F4.處理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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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需完全協助（完全依賴） 

＊ F6.外出 4.只能在有⼈協助或陪同時，可搭乘計程⾞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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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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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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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服⽤藥物 3.完全不能自⼰服⽤藥物 

＊ F8.處理財務的能⼒ 3.完全不能處理錢財 
 

 

⊕G.特殊複雜照護需要 

＊ G1.疼痛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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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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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度疼痛 

＊ G1b.疼痛的頻率為 3.每天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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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乾燥、乾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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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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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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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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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4b.個案⾝體質量指數（BMI） 
1.⾝⾼：151.0公分【取整數】 2.體重：43.0公⽄【取整數】 

3.若無法回答個案⾝高時，請以下列⽅式之⼀測量 

⊙ (測量說明) ： 

3.1雙⼿可⽔平展開的個案，測量「⼀⼿中指指尖⾄另⼀⼿中指

指尖的⻑度」 ：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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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若為偏癱等個案，以健側⼿平展，測量「胸骨中央線⾄單 

⼿中指的距離」：     公分 

3.3若個案⼿臂攣縮，測量膝⻑：     公分 

⊙ 3.4換算⾝高： ＊ 若有填寫上述資訊，計算CMS後系統自動運算  

4.是否為截肢個案：1.否，不是截肢個案 

5.若無法回答個案體重時，請測量臀圍：公分 

⊙ 5.1換算體重： ＊ 計算CMS後系統自動運算BMI為：  

BMI為：18.86 

＊  G4c.個案⼀般的飲食狀況， 

以週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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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若個案B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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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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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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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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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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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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 02.糖尿病 □有 □有 

□ 03.骨骼系統（關節炎、骨折、骨質疏鬆症）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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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腦⾎管意外（中風）、暫時性腦部缺⾎（⼩中風） 有 有 

□ 06.冠狀動脈疾病（如⼼絞痛、⼼肌梗塞、動脈硬化性⼼臟病） □有 □有 

 07.⼼房顫動或其他節律障礙 有 有 

□ 08.癌症（過去五年內）： □有 □有 

□ 09.呼吸系統疾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炎、呼吸衰竭等） □有 □有 

□ 10.消化系統疾病（肝、膽、腸、胃） □有 □有 

□ 11.泌尿⽣殖系統疾病（良性攝護腺肥⼤、腎衰竭等） □有 □有 

 12.失智症 ＊【續答G7】 有 有 

 13.精神疾病（思覺失調症、雙極性精神障礙、憂鬱症等） 有 有 

□ 14.自閉症 □有 □有 

□ 15.智能不⾜(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其他及非特定智能不⾜) □有 □有 

□ 16.腦性⿇痺 □有 □有 

□ 17.帕⾦森⽒症 □有 □有 

□ 18.脊髓損傷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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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傳染性疾病（疥瘡、肺結核、梅毒、愛滋病等） □有 □有 

□ 21.感染性疾病（過去⼀個⽉內） □有 □有 

□ 22.罕⾒疾病 □有 □有 

□ 23.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有 □有 

□ 24.其他 □有 □有 

G4f.個案尋求必要醫療時，是否需要服務介入協助？ 2.需協助 
 

 

G5.進階照顧＊【續答疾病史】 

＊ G5a.個案⽬前是否接受進階照顧？  

1.無  ＊【跳答G6a】 

2.有 

G5a-01 項⽬【可複選】 使⽤狀態  

G5a-02 插入（更換）⿐胃管或胃造⼝管護理 1.沒有使⽤ 

G5a-03 管灌餵食 1.沒有使⽤ 

G5a-04 氣切護理（更換氣切造⼝管、氣切造瘻⼝處理） 1.沒有使⽤ 

G5a-05 呼吸器 1.沒有使⽤ 

G5a-06 抽痰(含蒸氣吸入)  1.沒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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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a-07 氧氣治療 1.沒有使⽤ 

G5a-08 血氧濃度測量 1.沒有使⽤ 

G5a-09 中⼼靜脈營養導管護理 1.沒有使⽤ 

G5a-10 靜脈注射、肌⾁注射、⽪內注射、⽪下注射、點滴加藥 1.沒有使⽤ 

G5a-11 更換腎臟引流或膀胱引流管 1.沒有使⽤ 

G5a-12 更換膀胱造⼝管(含膀胱造⼝管護理) 1.沒有使⽤ 

G5a-13 留置導尿管護理（含尿袋、⼩腿尿袋使⽤） 1.沒有使⽤ 

G5a-14 ⼀般導尿(單次導尿) 1.沒有使⽤ 

G5a-15 糞嵌塞清除、⼤⼩量灌腸、留置性灌腸 1.沒有使⽤ 

G5a-16 腸道造⼝護理（含造⼝灌洗） 1.沒有使⽤ 

G5a-17 引流管灌洗 1.沒有使⽤ 

G5a-18 傷⼝護理、換藥（不包括三、四級壓傷傷⼝處理） 1.沒有使⽤ 

G5a-19 壓傷處理 1.沒有使⽤ 

G5a-20 疼痛處理 1.沒有使⽤ 

G5a-22 血液透析 1.沒有使⽤ 

G5a-23 腹膜透析 1.沒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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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吞嚥困難 

＊【跳答G7】 

□2.抱怨吞嚥困難或吞嚥時會疼痛 

□3.吃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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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無法評估 

＊ G6b.個案有無接受過吞嚥訓練？ 1.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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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較差，不靠扶持只能坐著⼗秒鐘⾄⼀分鐘 

* G8b. 請問個案是否能維持站立的平衡？ 3.極差，不靠扶持只能站立少於⼗秒鐘（包括完全無法站） 



2019/12/07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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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跌倒或摔倒2 次以上（含2 次） 

＊【續答G8c1】 

1.沒有跌倒或摔倒過 

＊【跳答G8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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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敢獨自出⾨、 

在家⾛動或自⼰洗澡） 

2.會擔⼼ 

＊ G8e.個案對於危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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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與家⼈或其他⼈同住  ＊【續答H1b~H1e】 

 

 

 

 

 

 

* H1b.請問⽬前哪些⼈與個案同住？ 

【可複選】 

□1.配偶或同居⼈ 

□2.⽗親（含配偶或同居⼈的⽗親） 

□3.⺟親（含配偶或同居⼈的⺟親） 

4.⼦女（含媳婿） 

□5.兄弟姐妹 

□6.（外）祖⽗⺟ 

□7.（外）孫⼦女 

□8.其他親戚（僅包含曾祖⽗⺟、（外）曾孫⼦女、伯、叔、姑、

舅、姨、甥、姪） 

□9.⼦女家輪流住 

□10.同儕朋友 

11.其他（包含看護）： 

H1c.請問個案居住在幾樓？ 7 

H1d.請問是否有電梯？ 2.是，有電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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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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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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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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每天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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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辦理活動） 

1.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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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答H2c1~H2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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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部分肢體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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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少⼀個⽉1次，但不是每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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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情緒及⾏為型態【本⼤題限主要照顧者回答】 

2.個案有下列情緒及⾏為問題 ＊(限主要照顧者回答)【續答I⼤題】 

 

情緒及⾏為型態     

I0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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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1-14b.在過去⼀週內，

個案若有出現該類⾏為，

多久？ 

 

I01.遊⾛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02.⽇夜顛倒/作息混亂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03.語⾔攻擊⾏為 1.從未發⽣ 

＊【跳答I04】 

 

I04.肢體攻擊⾏為 1.從未發⽣ 

＊【跳答I05】 

 

I05.干擾⾏為 1.從未發⽣ 

＊【跳答I06】 

 

I06.抗拒照護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07.妄想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08.幻覺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09.恐懼或焦慮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10.憂鬱及負性症狀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11.自傷⾏為及自殺（包含意念及⾏為）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12.重複⾏為 2.有發⽣ 2.每週出現1-3天 

I13.對物品的攻擊⾏為 1.從未發⽣ 

＊【跳答I14】 

 

I14.其他不適當以及不潔⾏為 1.從未發⽣ 

＊【跳答J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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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個案有下列情形，請依標⽰填答 4.主要照顧者為家⼈或親友＊【跳答K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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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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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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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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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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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是 

J05.無法承受照顧壓⼒ 

※ （例如：擔⼼無法好好照顧個案） 

1.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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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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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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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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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請問您已經照顧個案多久？ 0年 6⽉ 

＊K5.請問您過去1個⽉的健康狀況好不好？ 3.好 

＊K6.整體來說，您覺得您⽣活品質好不好？ 4.尚可 

＊K7.請問您⽬前有沒有在⼯作？ 
2.有 

＊【跳答K7c~K7e】 

K7a.您以前有沒有⼯作？（有沒有⼯作賺錢）  

K7b.您是不是因為照顧個案⽽不再⼯作？ 

【跳答K8】 

 

K7c.您⽬前的⼯作是全職還是兼職？ 1.全職 

K7d.為了照顧個案，您的⼯作是否受到影響？ 2.有影響 

＊【續答K7e】 

＊K7e.若有影響，影響的結果為何？ 2.必須請假（事假、病假、家庭照顧假） 

 

⊕計畫簡述 

主旨、異動摘要  

＊ 計畫簡述 ⼀、案源：案⻑女（林怡婷）於108年6⽉3⽇來電申請，電訪後108年6⽉12⽇由案次女 

（林怡靜） 陪同家訪。CMS=6，核定居家復健、輔具與無障礙空間改善。居家復健：北

市物理師治療公會。 

計畫異動：108年9⽉案夫過世，更動：喪偶、居住地址。異動⽇期:108/12/06。 

 

⼆、申請服務動機：個案患失智症、中風後左側偏攤⾏⾛不穩有跌倒狀況，第⼀類中度⾝

障⼿冊申請中，欲使⽤居家服務物理治療協助復健。 

 

案主為80歲女性，於⽬前和案夫、案子⼀家同住，案夫婦與案子分住不同樓層，外籍看

護⼯協助⽇常⽣活照顧。案主患原發性高血壓且定期⾄台⼤醫院就診，於108年3⽉腦中

風住院⼀個⽉，除左側偏攤亦影響其記憶及認知功能，BPSD，108年5⽉確診血管型失智

症，CDR=1。 

 

三、特殊⾝份別限制： 

個案80歲；⼈籍合⼀（108/12/6：⼈籍不⼀）；有主要照顧者；無領社福⾝分資料；有

領⾝⼼障礙證明；無領⾝⼼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補助；無領特別照顧津貼；有聘外

籍看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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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計畫： 

1. 初步核定案家符合申請項⽬：專業服務、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改。 

2. 照專建議申請項⽬：居家復健、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改。 

3. 案家意願申請項⽬：居家復健、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改。 

 

評估⽇期：108年06⽉12⽇照管專員：王慧文 

A單位計畫簡述 案家需求：專業服務、輔具購買。個管員建議：專業服務、輔具購買討論項⽬： 

 

1.初步確認此案有使⽤照顧及專業服務意願，每⽉給付額度為CMS第6級28070元，個案

有失智症、中風病史。因案家聘僱外籍看護⼯，故建議申請居家復健，服務次數為：

CA03居家復能照護：⼆單位 / ⽉。 

2.初步確認此案無使⽤交通接送服務意願。 

3.初步確認此案有使⽤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改善服務意願，每3年補助4萬元，另服務項

⽬補助⾦額由社會局進⾏最終核定審查，改善居家無障礙空間如FA01居家無障礙設施-扶

⼿：1組、EA01沐浴椅：1組。 

4.初步確認此案家無使⽤喘息服務意願。家訪⽇期：108年06⽉12⽇ 

A級單位：⾺偕紀念醫院⼤同區延平、建成次分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A單位個管師：張

欣平 

 

---計畫異動108.12.06--- 

案女表⽰自案夫9⽉往⽣後、案主情緒遲遲無法平復，有憂鬱、哭泣⾏為，亦有自殺意

念，原穩定之精神⾏為症狀加劇且不敢出⾨。為避免案主睹物思⼈，案主改和案⼆女同

住，卻無法改善案主狀況，故想找⼼理師諮詢，協助核予CA01：1組。 

 

異動單位：⼤同區延平、建成次分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異動⼈員：張欣平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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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計畫 

＊ 計畫類型 計畫異動 

＊ ⻑照福利⾝份 ⼀般⼾ ＊ 核銷⽅案 依居住地 (臺北市) 

＊ 評估完成⽇-評估⼈ 108/06/12-王慧文 ＊ 是否具備 

⾝⼼障礙失智症

⼿ 冊 / 證 明 或

CDR 1分以上） 

是 

出院準備評估 □此次為出院準備評估 出院⽇期 
 

出院準備醫院 
 

評估後無意願 □確定無使⽤意願 

CMS等級 

※ 此計畫已計 

算0次 

第6級 

照顧及專業服 

務 

※ (每⽉) 

給付額度：28070元 

補助⾦額：23579元(84%) 

⺠眾部份負擔：4491元(16%) 

交通接送 

※ (每⽉) 

給付額度：1680元(第1類) 

補助⾦額：1176元(70%) 

⺠眾部份負擔：504元(30%)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

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 (每3年) 

給付額度：40000元 

需 部 份 負 擔 項 ⽬ 之 補 助 比 例 ：

70% 需部份負擔項⽬之⺠眾負擔

比例： 30% 

 

喘息服務 

※ (每年) 

給付額度：32340元 

補助⾦額：27166元(84%) 

⺠眾部份負擔：5174元(16%) 

 

＊ 計價類別 

⼀般價格 ＊ 請外勞照護

或領有特照 

津貼 

外籍看護: 聘有外籍看護⼯ 

特照津貼:無 

※ 「聘有外籍看護」或「有特照津貼」 

時，照顧及專業服務給付額度為總額百 

分之三⼗ 

機構服務 
 

營養餐飲 
 

家庭照顧者- 

⾝⼼障礙證明 

□有ICF或⼿冊 

BA08條件 □⾜部⽪膚脫⽪、⿔裂、⾓質硬化(繭、雞眼) □問題甲(厚甲、捲甲、 輕微崁甲) 

BA09a條件 
□個案經評估符合BA09a到宅沐浴⾞服務-第2型之規定，有留置管路、使⽤呼吸器以及燒燙  

傷和三級傷⼝ 

⼼智障礙 符合 

AA05申報資 

格 

⊙申報資格 

說明 

符合 ※ 適⽤核銷年⽉107-12後 

符合 ※ 適⽤核銷年⽉107-09⾄107-

11 

※ 此為個案評估量表資格狀況，需搭

配後續服務才能申報 

AA06申報資 

格 

⊙ 申報資格 

說明 

符合 ※ 適⽤核銷年⽉107-12後 

不符合 ※ 適⽤核銷年⽉107-01⾄107- 

11 

※ 此為個案評估量表資格狀況，需搭配

後續服務才能申報 

AA07申報資 

格 

⊙ 申報資格 

說明 

不符合 ※ 適⽤核銷年⽉107-12後 

不符合 ※ 適⽤核銷年⽉107-01⾄107-11 

※ 此為個案評估量表資格狀況，需搭配後續服務才能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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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8申報 

※ 是否符合個案需求於晚間提供服

務? (A碼不扣⻑照服務額度，亦免部

分負擔，由政府全額補助) 

□B碼申報 □C碼申報 

 

AA09申報 

※ 是否符合個案需求於例假⽇提供服

務?(A碼 不扣⻑ 照服務 額度， 亦免部 分負

擔，由政府全額補助) 

□B碼申報 □C碼申報 □G碼申報 

BA12使⽤ □個案需2名以上照服員提供BA12 

「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體系」 
⼤同區延平、建成次分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A ※ 啟⽤中  

介接備註 查看詳細 

⊕圖片上傳 

項次  上傳⽇期 附件名稱 上傳⼈員 
 

     

⊕上傳⽀付Excel及其他附件 

項次 上傳⽇期 附件名稱 上傳⼈員  

1 108/06/12 ⼀般⼾－林江美鳳 王慧文  
     

⊕診斷書上傳 

項次 上傳⽇期 附件名稱 上傳⼈員  效期起訖 
      

⊕輔具評估報告書 

項次 上傳⽇期 附件名稱 上傳⼈員  
     

⊕照顧及專業服務(BC)[每⽉]  查看服務項⽬明細 

項次 服務項⽬ ⾦額 服務數量 ⼩計 

1 CA03[ADLs復能照護--居家] 4500.0 元 2 9000.0 

2 CB03[困擾⾏為照護] 4500.0 元 1 4500.0 

＊ 給付額度：28070元 、 ＊ 擬定總計：13500.0元 、 ＊ 剩餘額度：14570.0元 

⊕交通接送(D)[每⽉]  查看服務項⽬明細 

項次 服務項⽬ ⾦額 服務數量 ⼩計 
     

⊕輔具服務(EF) 

 

 

 
 

                

 

項次 

 

輔具/改善

項⽬ 

 

服務

類別 

 

租賃

起訖 

 

數量 

 

給付上

限 

 

購買 

⾦額 

 

超額 

自費 

 

使⽤

額度 

 

給付 

⾦額 

 

部分

負擔 

評估

狀態

評估 

⽇期 

 

核定狀態

核定⽇期 

核銷

狀態

核銷 

⽇期 

是否

已評

估 

 

狀態 

1 EA01- 

3[沐浴

椅] 

購

置 

 1.0 1200 - 0 - - -  

- 

 

108/04/23 

 

- 

 正

常

使 

⽤ 

評估輔具中⼼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 
  

 



2019/12/07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18/18 

 

 

⊕喘息服務(G)[每年]  查看服務項⽬明細 

項次 服務項⽬ ⾦額 服務數量 ⼩計 
     

⊕其他(OTHT) 

項次 服務項⽬ ⾦額 服務數量 ⼩計 
     

⊕縣市自辦項⽬(Z)  說明 

項次 服務項⽬ ⾦額 服務數量 ⼩計 
     

⊕簽審督導⼀ 

＊ 簽審督導⼀ 楊語娟 

審核狀態 審核通過 審核⽇期 108/04/23 

審核內容  

⊕簽審督導⼆ 

簽審督導⼆  

審核狀態  審核⽇期  

審核內容  

⊕照顧計畫-簽審督導 (指定A級整合型服務中⼼時，需指定照顧計畫簽審督導) 

照顧計畫簽審 

督導 

楊語娟 

審核狀態 審核通過 審核⽇期 
 

審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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