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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8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 畫 名 稱 機構老人跌倒危險因子之探討 

期 程 108年 1月 1日〜108年 12月 31日 

經       費 10000元 

緣 起 與 目 的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老年的健康議題備受重

視，其中「跌倒」是老年人常見且影響重大的

生活危機事件，因為老人跌倒會提高失能及死

亡的風險，也增加照顧及醫療成本；而依據本

機構院民意外事件類型統計以跌倒為多，也有

住民因為跌倒從健康安養個案瞬間變成臥床重

症患者的實例，所以機構內住民跌倒因素之探

討、預防是照護品質重要的一環，期透過機構

跌倒案例和人員的訪談找出危險因子，以利建

立跌倒預防策略，提高機構安養護照顧品質。 

方 法 與 過 程 

1. 行動研究:本研究之主要規劃、執行者皆為 

         仁愛之家資深之工作人員，對院 

         民、工作人員與環境的掌握有充 

         分的把握，和外部專家合作以夥 

         伴關係進行合作。透過多次溝通 

         與實地訪查，逐步設定與解決的 

         問題與目標，完成共同任務。 

2. 焦點團體:邀請安養護院民及各區照顧人員 

         辦理五梯次焦點團體討論長輩跌 

         倒的情境及原因，並了解長輩和         

         照顧者對跌倒的認知情形。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1. 本機構長輩跌倒主要危險因子經研究發現

主要分為「環境因子」及「個人自覺危險

因子」二大部份。環境因子中包含地面不

平濕滑、光線不佳及床具不當。而個人自

覺危險因子中以肌力退化、危機辦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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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缺乏求助習慣為主。 

2. 建議後續作為: 

(1)環境分析與改善規劃: 

綜合環境分析與了解的內容，研究規劃四

項優先處理的環境設備改善方向，分別是: 

◎減少戶外路面不平整及高低差。 

◎定期清除院區青苔處減少路面濕滑。 

   ◎加強院舍內外光線補充。 

   ◎院民床高及床欄全面檢視調整及檢修合 

     適符合長輩個別狀態。 

(2)跌倒預防宣導 

   根據焦點團體之發現，院民跌倒原因有一 

   大部分是因個人對自己退化及跌倒的認知 

   不足，還有缺乏求助習慣；而照顧者對於 

   跌倒的危機辨識及照顧行為也是跌倒防治 

   重要的一環，所以需要進行院民及工作人 

   員的預防宣導課程。依行動能力研究規劃 

   四個場次之跌倒防治宣導活動，從跌倒定 

   義的介紹、跌倒可能造成的危害、跌倒造 

   成的影響、常見跌倒原因與時點、跌倒通 

   報的重要，以及宣導緊急拉鈴之使用。建 

   議未來每年應定期辦理防跌宣導課程。 

(3)加強肌力訓練 

長輩跌倒另一大原因分析為肌力退化，所

以宜加強適合各類長輩站立、步態、強骨

健肌的體適能活動。 

(4)新增住民管理規範 

四個場次宣導活動後，可以發現工作人員 

願意再加快腳步抵達需要協助的長輩身 

邊；相對地，受照顧的長輩願意在按下緊 

急拉鈴後多一些耐心等待工作人員抵達。 

雖然這些小樣本的了解對於推論仍趨於保 

守，但是小小的進步與同理將是未來建立 

關係的重要基礎。所以住民入住時，提

供預防跌倒的指導，對於何時必須使用

緊急服務鈴應有所規範。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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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8 年人口推估的數據顯示（參考圖 1），自民國 82 年進

入高齡化社會後，人口老化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尤其在高齡社會（65 歲以上

佔 14％）進展到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佔 20％）的時間，相較於其他國家，

估計僅需花費不到 10 年的時間。高齡化的浪潮，對整體社會經濟、家庭、個人

的影響甚鉅，因而發展出長期照顧一系列的政策規劃與措施，希冀透過整體社

會的力量，投入更多資源以因應老人的需求。 

 

 

 

圖 1 老年人口所佔比例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固有家庭功能因為家庭規模的縮小而受到挑戰。內政部

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的資料顯示，現有子女的比例降低、兩代家庭增加、

希望與配偶同住比例提高、生活無法自理時願意入住機構的比例增加。按照人

口老化的進展速度，未來老人對機構的需求會有提升的趨勢，因此，如何在機

構中營造安全、健康的生活條件，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老人健康最大的威脅，除了疾病外 

，意外事故也是造成健康折損的重要原因。根據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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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故傷害致死首要原因是交通意外事故，其次則是老人跌落。老人跌倒不僅

會提高失能及死亡的風險，也增加照顧及醫療成本。以 24 小時照顧之機構而

言，掌握住民的健康狀況、預防傷害的發生，提升院民照顧品質是仁愛之家所

有工作同仁努力的目標。 

 

二、研究動機及目的 

新北市仁愛之家前身為台北縣立養老院，民國 65 年奉命改為台北縣立仁愛之

家，99 年因市府升格更名為「新北市立仁愛之家」，其意以符合政府「仁愛為

本造福老人」的德政。仁愛之家主要收容設籍新北市、年滿 65 歲、孤苦無依、

無法自謀生活之低收入戶長者，也照顧社會局轉介的老人保護個案；目前可收

容床位為安養 115 床、養護 132 床，共計 247 床。現有住民的人口特徵為：三

分之一罹患兩種以上慢性疾病、半數以上罹患一種以上慢性疾病；平均年齡 76

歲；行動不便者佔七成。 

仁愛之家整個機構基地為山坡地形，房舍共計 21 棟建物分區分散錯落，其中安

置行動不便養護長者的區域有四處： 

(一) 重症養護院區仁愛樓共 70 床，為三層樓獨立建物，服務人員依人力比配置

24 小時輪班，服務動線都是室內，三餐供餐從中央廚房以送餐車送到，再由區

內配膳室依長輩個別需求打菜處理成絞食、碎食等。仁愛樓設有電梯，長輩就

醫、復健有安排車輛接送，惟長輩因多為重症失能，個別進出受門禁管制，分

為二人房及五人房，每間寢室都有衛浴，另每層樓設有大型公共浴室一處。每

層樓設有一交誼廳供院民日常休閒集會及活動。 

(二) 養護一區為獨棟二層樓建物共計 28 床安置中度養護院民，設施服務同仁愛

樓，為區內長輩可自由出入到院區散步及參與活動。 

(三) 養護二區為兩棟靠近於單獨區域的二層樓房共計 18 床，安置中輕度養護院

民，惟二樓作為倉庫，長輩皆居一樓房間，服務方式設施及自由進出如養護一

區。 

(四) 養護三區為部份安養院舍一樓整建改變的四間寢室共計 16 床，安置輕度養

護院民，寢室格局同安養院舍，提供送餐、沐浴、環境清潔及 24 小時人員照護

的服務。 

仁愛之家是一個大庭園院區，占地達 24000 坪，安置可自理生活的安養長輩有

三個區，為 10 棟二樓雙拼小洋房，每室有二人房寢室 2 間，共用一客廳一衛

浴，組成一戶，有家庭的感覺。安養區長輩自由出入無門禁，三餐需到公共餐

廳集中用餐，參加各類活動或門診復健則到行政大樓文康中心，需步行 50-200

公尺不等。安養區各室聯外道路多有 30 度以內坡度柏油路面，另各區間有水泥

小徑或樓梯串聯，是長者每日外出活動需經過的處所。 

由於仁愛之家位處依山傍海，為聯通各項設施與公共空間，常有階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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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廊等設計，適逢潮濕的氣候環境，對院民的行動有較多的阻礙，也有較高的

跌倒風險，院民一旦跌倒受傷，常加速退化影響個人健康及增加照顧負荷 

。然而依據本家 105 年至 107年院民跌倒事件通報資記錄顯示案數都未曾超過

7%，實是因為有受傷才有紀錄，其實長輩有跌倒(滑落)的情形應該更多，因為

未成傷的個案數都被忽略了，尤其安養的長輩常有腿軟坐倒情形多未通報。所

以，根據既有跌倒事件通報統計資料，未成傷送醫治療個案均未通報，以致有

低報的情況，無法做到防範於未然，致使日後發生跌倒的可能性增加，危及長

輩之健康。因此，本研究希冀了解仁愛之家院民跌倒通報統計資料，找出致使

跌倒之危險因子，並且配合焦點團體與個別訪談，以利建立跌倒預防策略，提

高機構安養護照顧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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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老人跌倒原因探討 

跌倒，就是從站立、坐姿或行走間，突然不預期的往下傾倒，或身體姿勢

非故意的改變，導致身體某一部分觸地、非預期地跌下至地面或較低處(古翰

熹，2011)。事實上，許多研究顯示，老人跌倒的情事很常發生。根據美國疾病

管制中心 2015 年統計資料，每年有超過一百萬個 65 歲以上的老人跌倒，每年

每三位老人就有一位有跌倒的經驗。根據流行病學的探討，65-69歲女性跌倒

發生率為 30%，而 85 歲以上者更超過百分之五十，65-69歲男性則有 13%，85

歲以上者則為 30%；由此可知跌倒發生率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而有逐年上升

的趨勢；因此，跌倒的發生絕對與個體控制姿勢的能力，隨著老化而產生衰退

的現象有關，其中女性人口群明顯高於男性人口群，約為 1.5-2.0:1，其主要

原因歸咎於老年女性本身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動比較少，其肌力、平衡、反射反

應以及本體感覺的認知能力較易退化甚至受損所致。(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09.5) 

老年人跌倒通常不是單一原因所致，在不同的研究都發現許多不同的危險因

子，也顯示跌倒的原因本質上就是多因性的，很少僅能用單一原因解釋，而跌

倒的危險因子越多跌倒機會越大。而老人跌倒原因大致可分為個人內在因素 

、環境外在因素及行為環境互動服務過程等因素，而其中很多因素是可以介入

改變的，機構內的專業照顧團隊藉由危險因子的篩檢及個案跌倒風險的評估來

預防及減低老人跌倒的發生及傷害。 

蒲秀瑾（2003）分析老年人跌倒的危險因子，可以區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

素。內在因素包括：年齡和年齡有關的生理變化、急性疾病、慢性疾病、藥

物、活動因素等。外在因素則是環境因素、使用行動輔助器、使用約束等原因 

。一般老年人跌倒常見的原因可歸類為: 環境危險因素、步態平衡障礙、虛弱 

無力、關節疼痛、眩暈、藥物、急性疾病、神智混亂、認知障礙、姿勢性低血

壓、視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障礙等。而機構老人跌倒因素詳細分析如下: 

(一)個人內在因素: 

    1.老年性退化 

老年性退化問題有視力問題、聽力退化、排尿排便系統改變、步態改變

等(黃子庭等 1993)，肌力退化也會使下肢無力、平衡功能不良、日常功能障礙

而易發生跌倒。研究(林碧珠 2001)也發現跌倒老人案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個案

視力清晰。老年肌肉量減少會，肌力下降，容易造成步態不穩下肢無力。 

老年人本身的視覺功能如視敏度減退(visual acuity decreased)、暗適應

減弱(weakening of dark adaptation)、視野減縮(reduced visio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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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敏感性(contrast sensitivity)以及調節能力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退，

甚至衍生視力的異常如白內障、黃斑部退化(macular degeneration)以及青光

眼，而導致老年人因視覺異常及視力不佳，障礙物認知不清而導致跌倒的意

外。有些時候，戴雙焦眼鏡(bifocal spectacle)的老年人，在行進間亦易錯看

及錯估地面高度誤差，並因而失足跌倒，尤其是其在上下樓梯時較易發生。前

庭功能主要是對個體由靜止至身體移動時，用以維持其立體定向的功能，以協

調視力來維持運動的穩定性。因此，老年人在變換體位及在不平的地面上行進

的穩定性，與本體感受系統(proprioceptive system)及維持體位平衡的功能絕

對有關(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09.5)。 

2.疾病的影響 

急性疾病如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臟衰竭、肺炎、腦中風、神智混亂、癲癇

發作、貧血、電解質不平衡都是造成跌倒的危險因子；慢性疾病如姿勢性低血

壓、失智、憂鬱、巴金森氏病、關節炎、白內障、青光眼、失聰、失眠、日常

活動功能障礙等慢性疾病也會增加跌倒的危險性(蒲秀瑾)。研究(林碧珠 2001)

發現跌倒長輩中 87.4%罹患有一種或一種以上慢性病。也發現三分之二老人有

風濕病及關節炎所以行動力普遍受影響(黃子庭 1993)，且會出現骨骼肌肉控制

力變差及步態不穩情形，這讓老年人跌倒風險大增。 

其他不明原因的昏厥(Kapoor, 1994)、眩暈、癲癇(convulsions)或半身不遂

(hemiplegia)等都會影響機體的平衡功能的穩定性及協調性，而導致神經反射

時間延長以及步態紊亂。感染、肺炎及其他相關的呼吸道疾病、血氧量不足 

、貧血、脫水以及電解質不平衡均會導致機體代償能力(compensatory 

ability)不良，而使個體的穩定能力暫時受損。老年人泌尿系統疾病或其他原

因所伴隨的尿頻、尿急、尿失禁、夜尿(nocturnal enuresis)等症狀，因匆忙

上洗手間或是引發排尿性暈厥(micturition syncope)，也會增加跌倒的發生率

(Stewart RB, Moore MT, May FE,1992)。 

3.認知功能障礙 

老年人常對自己的退化及能力認知不足，未使用輔具或不願使用輔具就 

易產生跌倒狀況。也因為認知功能障礙而影響判斷力及危險意識增加跌倒的風

險。 

(二)環境外在因素: 

    1.居家生活環境 

老年人對於環境因素的改變，不如中青年人那樣能作出及時、適時及足夠的快

速反應。因此，居家環境因素在老年人跌倒的原因中，亦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

色。根據流行病學的探討，約有三分之一的老年跌倒與環境因素有關，其中

70%以上的老年人跌倒發生在家中，而 10%左右發生在上下樓梯行進中，而其中

以下樓梯較上樓梯更為常見(Sieri T, Beretta G,2004)。 

環境因素的危險性又取決於老年人本身是否有殘疾，或對環境認知是否熟悉而



 
 

10 
 

定。對於舉步困難的老年人，凹凸不平的地毯也是很重要的環境危險因素。對

於極為衰弱的老年人而言，即使在較小的危險因素如過長褲襪或尺碼不合的鞋

子，也容易發生跌跤。平常走樓梯的老年人，一旦在上下樓梯(尤其是無適當欄

杆扶手的樓梯)時，尤其是在上下樓梯的最初或最後幾步，亦易發生跌倒意外。

事實上，大多數老年人跌倒是發生在經常經歷而危險性相對較小的日常生活活

動中，如站立、行走、穿衣、上下床椅、上廁所、做飯甚至洗澡，只有少數跌

倒是發生在較具危險的活動中，如爬梯子、搬重物或參與競賽運動活動中

(.Kallin K, Jensen J, Olsson LL, 2004)。 

    2.藥物使用 

      老年人用藥也是跌倒的主要因素之一，像鎮靜劑、抗精神藥物、抗憂鬱

症藥物、血管擴張劑、高血壓藥物、止痛劑等，會影響意識產生感覺遲緩、暈

眩等副作用，容易造成跌倒，而多重用藥更增加跌倒風險。(蒲秀瑾，2003)  

 3.設施及動線 

常見的環境危險因素如家中傢俱擺設不當，行進中被途中物體(如水桶、 

工具、繩索、電線、椅子)絆倒、地面過滑的衛浴設施、本身又不自量力的攜帶

較重物品、穿拖鞋或不合適的鞋褲、床鋪過高或過低、坐椅過軟或過低等等，

都會使老年人在不便的環境行進中，被絆倒而發生跌倒意外。 

4.光線及天氣 

   室內光線晦暗或刺眼燈光、冬天身體僵硬都容易造成老人行動時跌落。 

(三)服務互動及過程因素 

    1.輔具使用 

機構中使用的行動輔具和跌倒息息相關，很多長者會使用助行器等輔具來協助

平衡和活動，但不適當的助行器及錯誤操作方式會增加跌倒的風險，有研究分

析顯示由於助行器使用不當及使用者自身虛弱跌倒風險加倍(非傳染病直擊 

2013.11香港刊物)。另外使用輪椅的長輩是否配有頭靠或安全綁帶，乘坐的輪

椅尺寸是否合身都是造成滑落的原因。最後輔具的維修和更新也是跌倒防治的

重要工作。(劉守莊,輔具之友 26期) 

    2.服務人員的訓練 

在機構裡與長輩最長時間接觸的照服員和護士，施以安全和跌倒防治的教育訓

練相當重要。教育訓練的內容應包含跌倒危險因子的評估和減少、觀察長輩身

體功能的變化、輔具的正確使用方法、協助翻身擺位和轉位的正確方式等。(劉

守莊,輔具之友 26期) 

    3.約束及活動安排 

其實對長輩的約束或限制如拉起的床欄、輪椅的束帶反而是造成跌落。 

而活動及執行時未做好防範措施也是會造成長輩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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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跌倒對老人健康與照顧品質之影響 

    2018年事故傷害佔老年人死因第七位，意外墜落則佔六十五歲以上事故傷

害的第二位，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是跌倒事故傷害死亡的高危險群。 

    根據 2018年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1的統計，事件類別分布情形，按發生

數排行前 5名事件類別依序為藥物、跌倒事件、管路傷害行為及檢查驗。跌倒

事件佔所有通報機構四分之一強，護理之家跌倒事件躍居第一位，達六成以

上。另外，進一步分析歷年通報事件數最多前三位（藥物、跌倒與管路事件）

之嚴重度趨勢，藥物事件有傷害比例佔總藥物事件數 8.4 %、跌倒事件有傷害

事件比例佔跌倒事件數 52.2 %、管路事件有傷害事件比例佔管路事件數 64. 

0%，觀察歷年藥物、跌倒管路事件有傷害數皆呈逐年增加並轉趨平穩。由此可

知，機構中跌倒事件造成的傷害對老人的影響甚鉅。 

    老年人發生跌倒次數和傷害嚴重度隨年紀而相對增高，常會引起頭部外傷

甚至死亡，其他如骨折(腕部、脊椎、肩部和髖部等)，扭傷及挫傷等，許多人

在跌倒後活動力變差，失去自立自主能力，甚至需要住院，或住在護理之家以

度晚年，可見跌倒是威脅老年人生命及健康的元凶。研究證實，由於跌倒後引

起骨折的老年人，日後發生各種骨折的危險性都會增高，尤其是在骨折後 5-10

年之間。臺灣研究也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在 1年內發生跌倒者佔 1/3，且年

紀越大，跌倒的危險性越高。(楊榮森,2008 ) 

    根據流行病學的探討，跌倒引起軀體的損傷率為 10%，其中重度軟組織損

傷佔 5%，其中包括有大關節積血、脫臼、扭傷以及血腫；骨折則佔 5%，主要是

髖骨、股骨、肱骨、腕骨、肋骨、頸骨及撓骨遠端骨折，甚至遲發性硬腦膜下

血腫(Geusens P, Autier P, Boonen S,2002)。此外，因絕大部份的老年人都

存有骨質疏鬆症，一旦跌倒則必然會容易發生骨折，其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

劇上升。根據流行病學統計，80-84歲老年人一旦跌倒後其髖骨骨折發生率是

60-64歲的 100%。髖骨骨折後三個月的病死率為百分之二十，其死因常為長期

臥床所致的肺部感染或褥瘡(bedsore)併發症。老年人跌倒病死率較無跌倒的老

年人高出 5倍之多，亦有研究指出跌倒後 l小時仍不能站起來者，其病死率還

會再高出一倍以上(Arden NK, Nevitt MC, Lane NE,1999)。 

    另外陳玉枝、林麗華、簡淑芬（2002）的研究亦指出，住院跌倒個案平均

住院日增長 6.4天、平均醫療費用增加 23,339.2元。由此可知，跌倒會增加照

顧的負荷與醫療費用，對機構和病人家屬而言，是不容小覷的負擔。 

                                                      
1臺灣病人安全工作發展肇始於 2002 年醫療院所發生多起不良事件造成病人傷亡，突顯國內醫

療安全問題，衛生福利部參考美國醫療智庫單位 Institute of Medicine(IOM) 1999 年提出之「To 

Err Is Human」報告，建議「鼓勵立自願性的外部通報制度」為改善病人安全最基本且重要的措

施之一。因此，為提升醫療品質，衛生福利部 2004 年委託醫策會建置推動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

統（Taiwan Patient safety Reporting system；TPR），2005 年正式上線。截至 2018 年參與機構已

達 10,634 家，累積通報案件量達 632,289 件，2018 年接受之通報件數達 78,39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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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老人跌倒防治策略 

楊博仁等人（2012）運用國民健康局「臺灣中老年人身心社會狀況長期追

蹤調查」以 1999 年 70 歲以上老人資料作為預測，發現跌倒史、大小便失禁、

低教育程度者及糖尿病，為預測臺灣老人跌倒的獨立危險因子。因此，個人特

質的了解，也能有助於跌倒情事之發生。 

張黎慧等人（2008）以風險管理模式改善跌倒發生率，運用一系列策略，如落

實組織病人安全的風險管理文化、教育訓練與評核、作業標準化（定期稽核）、

設計高危險群評估表單、追蹤跌倒事件（如：加強家屬衛教、拖地後放警示標

識、床欄使用教學等），成功將跌倒事件由每月 5.6 件降低至 2.4 件。 

養護機構老人較社區老人更虛弱，病症也較多，日常生活功能也較差。因

此，機構老人常在跌倒後身體功能便迅速退化，並增加日常生活依賴程度，研

究大都顯示跌倒是由於多重內在危險因子和外在危險因子相互影響所致(Kannus 

P, Sivevanen H等 2005)。所以，對於機構的老人提出的跌倒預防方式主要是

以多面向介入方式，這些多面向跌倒預防計畫通常包含環境的評估和調適、輔

具的介入、髖關節保護器、運動、教育訓練及藥物使用與調整。（劉守莊，

2005） 

    康健雜誌請教幾位專家針對造成老人跌倒原因，綜合提出幾項預防的方法: 

(一) 適當照明:在長者的活動範圍內保持明亮的光線，是預防跌倒的第一

步。但是光線不能過於刺眼，也要避免來自光亮地板及家具的反光，否則

易造成干擾，增加長輩的視覺障礙。另外為了長輩在夜間上廁所的安全，

在房間常設一盞燈外，在行經路線的走廊、門檻或階梯處可設置感應式的

照明燈，避免被障礙物絆倒。另外電燈開關處要有足夠的識別亮度以利長

輩開關。 

(二) 淨空的動線: 

長輩的生活環境布置就是「空間規劃愈簡單愈好」，要先了解老人家

的生活作息，然後針對平常的動線範圍「清空所有障礙物」，包括門

檻、堆放的雜物、家具、電線，因為老人家的動作比較不靈活，再加

上視力不好，很容易被障礙物絆倒。去除 3 公分以上的門檻，避免

長輩抬起腳跨過門檻的動作，重心會集中在單一腳上而容易跌倒。

盡量室內、戶外全面無障礙設計，以截水溝取代了浴室與客廳間的

門檻等。 

(三) 明顯的標示： 

開關或障礙物無法清除時，要加上明顯的標示，因為「顏色比文字

容易辨別」，建議在障礙物例如門檻、階梯貼上顏色鮮豔或強烈對

比的膠帶或塗油漆，有助於提醒。 

(四) 防滑的地板： 

在起居室的地板全面鋪上粗糙面的塑膠地磚，浴室地板  也使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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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好、無拋光的材質。在長輩的行經動線上貼上止滑條，特別是

容易跌倒的地方，例如浴室、樓梯、下床處。黏貼的間隔為較腳掌

長度小一點，若腳的大小為 30 公分則每隔 25 公分貼一條。 

(五) 穩固的扶手： 

走道、樓梯及洗手間，均應設有扶手，若跌倒時老人即時抓住扶

手，可以減緩跌落時的衝力，避免嚴重的傷害。另外，在椅子、馬

桶及床邊加裝扶手，可以幫助老人家起身及坐下，減輕腿部的負

擔；在門檻及浴缸旁加裝扶手，幫助單腳抬起時保持身體的平衡。  

(六) 貼心的浴室： 

浴室是最容易濕滑的地點，也是預防老人跌倒的重點，止滑的地面

及必要的扶手是基本的要求。建議不要使用浴缸，因為浴缸的高度

約 45 公分，進入時必須單腳抬得很高，很容易跌倒。若不方便拆

除，就一定要在旁邊加裝穩固的扶手，並在浴缸內外做好止滑的裝

置。在淋浴間及洗手檯擺放不積水又防滑的椅子，方便長輩站累了

時坐下來休息。利用截水溝加上浴簾，做到淋浴間及洗手間乾濕分

離、又不需裝設門檻的好方法。可以的話在浴室裡安裝了獨立空調

的暖氣除濕機，除了讓老人家洗澡時不受寒外，也達到了保持乾燥

的目的 

(七) 友善的樓梯： 

當樓梯是不可避免的設計時，長輩使用的的樓梯設計必須達到『階

面踩得穩』、『階高抬得高』、『扶手抓得牢』的目標。」她建議

階梯的踏面應寬闊到可容納 80～90％的足面，約 25～30 公分；考

量老年人下肢肌力不足，上樓梯時沒有足夠的力氣抬高大腿，階梯

的高度應不超過 15 公分；另外，兩側扶手距離不超過 1 公尺，讓

老年人可以輕鬆地抓穩。此外，由於老年人對於光線及顏色的敏感

度降低，因此階梯面與階高面應使用容易區別的對比色，階梯面採

用鮮明的顏色，階高面則用暗色系。有不少老人是在下樓梯時錯失

了最後一階而發生跌倒的意外，紀宙治療師特別提醒樓梯的扶手必

須在最後一階後再延伸 30 公分，才能讓老人穩穩地踏過。 

(八) 合適的家具： 

太低、太軟的椅子（例如沙潑）並不適合老年人，「因為起立、坐

下對老人而言是比較困難的動作，」，最好有扶手的設計。為了減

輕跌倒時的傷害，可以在家具的尖銳處加上防撞條或泡綿。  

(九) 合身的衣著： 

太長或太寬的衣服褲子、鞋子老舊或磨損嚴重、鞋子的防滑能力太

差，都可能造成老人跌倒的風險。為長輩選購一雙合腳且具有防滑

功能的鞋子，就像為他的每一個步伐都加了保險。  

(十) 適當的室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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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在攝氏 29.4～32.2 度時是處於最機警的狀態，當室溫低於

攝氏 12.8 度則精神運動性活動將會發生障礙。 

許多老年人因為體溫較低再加上身體與自然的絕緣力降低，會對低

溫狀態特別的敏感，所以老年人的居處室溫應不低於攝氏 24 度。 

(十一) 安全的用藥： 

有些藥物可能會引起頭昏眼花的副作用，而增加跌倒的風險，例如

降血壓藥、鎮靜劑、安眠藥、肌肉放鬆劑、利尿劑、感冒藥、抗組

織胺……等。應檢視長輩的用藥是否有造成跌倒的危險性、或是同

時服用四種以上的藥物，可以與醫生討論考慮降低劑量或停止不必

要的藥物。無法避免服用這些藥物時，應提醒長輩在服藥後多休

息，並放慢腳步。 

(十二) 增強腿力的運動： 

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CollegeofSportsMedicine，ACSM）在

1998 年的聲明中指出，平衡訓練、阻力運動、走路以及重心轉移的

綜合性運動，有助於降低跌倒的風險。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林

瀛洲等人的研究也證實，練習太極拳可以有效預防老人跌倒及減少

跌倒後的併發症。梅門養生學苑李鳳山師父的弟子邢啟亮親自示

範，教導在家中就可以訓練腿部的肌肉，達到預防跌倒的目的。邢

啟亮分享這套改善了他受傷膝蓋的功法，除了坐在椅子上之外，也

可以坐在地板上、斜躺在床上、甚至站著練習，對於腿力的訓練各

有不同效果。  

以上這些作法皆有助於我們思考，機構中可以仿效借鏡之處。其實很多部

分仁愛之家已經做到，所以，仁愛之家希望以實務工作者為主體，針對工作場

所面對的問題進行有計畫的行動，來解決實務上所面對的問題。希望透過實際

上已發生跌倒的例子和情形、生活在機構內的人員的經驗討論，更聚焦檢視本

機構長輩跌倒的危險因子以那些為主，再依這些危險因子列出符合本家需求的

跌倒多元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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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程序 

從研究題目的規劃、安排、執行到報告之撰寫，本研究秉持行動研究的精神，

以實務工作者為主體，針對工作場所面對的問題進行有計畫的行動，來解決實

務上所面對的問題。因此，每一次進行研究的討論，仁愛之家的工作人員都投

入心力，持續不斷地進行反思與行動。研究過程中的討論，希望納入多元面向

的意見，有關會議資料與討論內容詳見附件三會議紀錄。 

 

 

定義問題

鎖定跌倒危險因子

確認主題

跌倒防治案例、文獻整理

焦點座談

防治策略討論

1. 環境改善

2. 跌倒預防宣導

1. 擬定環境改善規劃方案

2. 預期態度行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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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自題目發想到訂定，綜合時間與取材之可近性，經討論後鎖定為「機

構老人跌倒危險因子探討」。待確認研究主題後，進行有關文獻之了解，擬定兩

個面向進行研究探討，分別是外在環境的改善，以及跌倒防治的宣導。透過此

兩方面的努力，希望院民與第一線服務的工作同仁能重視跌倒防治的重要，鼓

勵院民反映跌倒的情事，以作為改善的重要參考意見，最終希望提升仁愛之家

的環境安全與照顧品質為第一優先。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重視院民與工作人

員的心情，希望達到促進雙方互動的品質，因此於防治宣導的過程中，帶入團

體工作的方法，強化同理的重要性。 

 

二、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是專業人員為改善實際工作，解決本身工作上的問題為目的所進行的

究。其歷程主要包括有：分析問題的性質、設計和實施解決方案、檢視其解決

方案實施的效果、修正方案再實施。 

行動研究的有以下特性： 

1.行動研究是專業人員所進行的研究，並且常採用合作的形式共同研究。 

2.行動研究是在社會情境而不是實驗情境進行的研究 

3.行動研究是為了解決或改善工作上的問題而進行的研究 

4.行動研究是由研究人員不斷進行批判和反省思考的歷程 

本研究之主要規劃、執行者皆為仁愛之家資深之工作人員，對於院民、工作人

員與環境的掌握有充分的把握，和外部專家合作的過程中，多以夥伴關係進行

合作。透過多次溝通與實地訪查，逐步設定與解決的問題與目標，進而完成共

同的任務。 

 

（二）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訪談（focus group）是一個由主持人（moderator）帶領的團體訪談研

究方法。焦點團體訪談常會邀請同質背景的成員參加，由於參與者背景相近，

可以使得討論產生良好的互動。主持人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人士，並非傳統

的訪問者角色，主要任務是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氣氛，使參與者可以暢所欲

言，激盪出內心的想法、經驗與觀點。 

焦點團體訪談的特色包括：（1）參與者與他人互動、腦力激盪之後得出意見與

態度；（2）提供研究者與參與者直接接觸的機會；（3）研究者可以獲得參與者

以自己的「語言」建構答案；（4）比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可以更快速地得到多元

的答案；（5）研究主題相當寬廣。然而焦點團體訪談也有一些限制，包含：

（1）代表性較受限制，外在效度較差；（2）較難作因果推論，內在效度也不

好；（3）易受某一操控型參與者引導偏向某種答案；（4）由於是開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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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時很難詮釋參與者的答案。 

為了掌握院民及工作人員在仁愛之家的生活與跌倒有關之情事，分別針對住民

與工作人員進行焦點團體，住民部分關注個人健康及用藥狀況、個人體能及運

動習慣、跌倒有關經驗與危險因子檢核，以及照顧服務使用情形。在工作人員

部分，著重支持與同理，首先請工作人員分享服務心得、照顧者照顧負荷，最

後回到跌倒有關經驗與危險因子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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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院民跌倒通報統計分析 

仁愛之家在跌倒防治的既有作為可以分為三項，分別是跌倒護理作業程序與規

範、落實跌倒預防措施、訂定預防跌倒流程，分述如下： 

 

（一）跌倒護理作業程序與規範 

機構內透過在職教育安排課程，使同仁均能了解跌倒的定義及監測跌倒的目

的，並鼓勵同仁提報意外事件報告，做為事件分析及住民照護計畫的參考，降

低住民因跌倒所造成的傷害。 

護理人員於新住民入住 8 小時內完成跌倒高危險群因子評估，符合高危險跌倒

者，必須執行相關照護措施： 

1. 每一位住民入住時都需使用「跌倒危險因子評估表」，評估住民是否為高危 

險跌倒住民。 

2. 新入住住民皆須評估一次「跌倒高危險群因子評估」，若有符合高危險跌倒 

者，即需給予預防跌倒措施指導；當住民有發生跌倒事件時，需有防跌護理

計畫且隨時評值並紀錄，至一個月內無再次跌倒事件發生，則改為常規處

理。 

3. 跌倒事件發生須先了解跌倒發生經過，於班內需完成跌倒異常提報。 

4. 跌倒住民就醫處置：住民跌倒傷害嚴重度 2 級必須協助安排就醫。 

5. 跌倒住民狀況需列入每班加強監控，必要時於團隊會議討論，擬定改善對策 

及計畫。 

以上作業指定專人負責收案跌倒進行指標監測，熟悉表單及計算公式。每月將

收集的資料登錄並存檔，將「跌倒指標月統計表」資料呈核單位主管。負責人

員依跌倒件數發生原因、跌倒造成傷害嚴重度所佔比率，或是以機構意外事件

報告表單所記錄之內容，進行追蹤、落實改善方案。 

 

（二）落實跌倒預防措施 

1. 提供安全居家環境 

(1)照明、採光需充足：避免眩光，並備有緊急照明設備。夜晚入睡後，浴室、 

走道、客廳留盞夜燈，並保持樓梯、走道隨時有光線照明。 

(2)保持通道暢通，延長線隱藏或固定良好，保持地面乾燥無障礙物。 

(3)活動不方便長者寢室盡量安排於 1 樓，避免因為爬樓梯而增加跌倒危險性。 

(4)避免有輪子或會滑動家具，椅子最好有扶手設計。 

(5)衛教長者姿勢轉換時速度放慢，避免因姿位性低血壓造成暈眩而跌倒，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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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扶手斜助平衡。 

(6)協助使用輪椅長者，注意隨時要以煞車固定，注意安全防範。 

(7)將教人鈴置於長者手可及處，衛教長者正確使用教人鈴，並將床欄拉起，隨 

時維護長者安全。 

(8)將可調整高度的床，搖低讓長者坐在床緣腳可碰觸地面。 

(9)意識不清長者，評估於必要時給予保護性約束（向家屬解釋並簽妥約束同意 

書後才能執行） 

(10)合宜穿著：褲子長度合宜、鞋底防滑。 

(11)評估長者有使用降壓藥或安眠藥，衛教長者服藥後多休息，移位、轉位時 

速度應放慢，採漸進式下床，以維護自身安全。 

 

2. 改善平衡 

(1)鼓勵長者參加防跌團體，做強化肌力運動。 

105 年辦理 15 場次院民體適能活動，主要是防跌，共計 153 人次參與。106 

年推展每日自我運動(十巧功及拍打)每日約 100 人次參與。107 年辦理 48 場 

次院民強筋健骨運動，主要是加強肌力及防止骨鬆，共計 720 人次參與。 

(2)鼓勵長者每日可做慢走運動約 1 小時，加強心肺功能。 

 

3. 利用集會及日常問安加強宣導「預防老人跌倒十不」 

不逞強、不孤單、不潮濕、不翻越、不麻煩、不滑動、不打赤腳、不黑暗、 

不雜亂、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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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預防跌倒流程 

 

 

 

 

 

 

 

 

 

 

 

 

 

 

 

 

 

 

 

 

 

 

圖 3 預防跌倒流程圖 

 

 

 

住民入住 

依跌倒危險因子評估表評分 

跌倒危險因子

評估表評分≧3

分 

1.確立護理診斷及擬定預防跌
倒護理計畫：高危險性傷害/

跌倒。 
2.依計畫執行預防住民跌倒，
並且加強個別性衛教。 

 

持續追蹤是否跌倒： 

1.隨時觀察並記錄住民步態、活

動狀態及輔具使用情形。 

2.住民病情變化時須再次評估跌

倒危險性評估表。 

是否發生跌倒？ 

1.當班工作人員填寫意外事件報告單 
2.檢討原因並加強預防跌倒護理措施 
3.跌倒分析處理:預防措施檢討與組務
會議案例分析檢討 

是 

是 

每 3~6個

月再評 

否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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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防治作為，我們將跌倒意外事故通報資料進行統計分析，105 年

至 107 年院民意外事件數統計中跌倒佔 72%，顯示跌倒是長輩最常發生之意外

事件，跌倒個案中 75%需就醫縫合或住院治療；重複發生跌倒的個案佔 12.5% 

。發現長輩跌倒多伴隨多重原因，大多未使用拉鈴或請照服員協助下床，自行

下床時因為肢體無力或防護措施(床欄拉起、部分約束)而跌傷，少數亦有因為

地面不平、天雨路滑、動線上物品擺放、感冒藥、飲酒及個人鞋具不適等因素

造成跌倒。 

 

表 1 105 年至 107 年院民跌倒指標分析表 

年度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平均 

跌倒發生率= 
跌倒案數 
平均總人數*日數 

0.016 0.0096 0.0095 0.012 

分 

類 

跌倒數據統計(人次) 計 安養 養護 計 安養 養護 計 安養 養護 人次

合計 

性 

別 

男 13 7 6 8 2 6 5 4 1 26 

女 0 0 0 0 0 0 3 1 2 3 

時 

間 

上午  05:01~12:00 7 3 4 4 2 2 3 2 1 14 

下午  12:01~18:00 4 3 1 3 0 3 2 2 0 9 

夜間  18:01~05:00 2 1 1 1 0 1 3 1 2 6 

地 

點 

交誼廳 0 0 0 1 0 1 0 0 0 1 

浴廁 1 0 1 0 0 0 0 0 0 1 

戶外 5 5 0 2 1 1 3 3 0 10 

寢室床邊 7 2 5 5 1 4 5 2 3 17 

主

要

原

因 

步態不穩 6 3 3 5 1 4 5 3 2 16 

藥物 1 1 0 0 0 0 0 0 0 1 

環境(異物絆倒) 2 2 0 2 1 1 2 2 0 8 

其他 4 1 3 1 0 1 1 0 1 6 

創 

傷 

程 

度 

紅腫瘀血/簡易傷處理 2 2 0 3 0 3 2 1 1 7 

需縫合 8 4 4 4 2 2 4 3 1 16 

骨折/需住院 3 1 2 1 0 1 2 1 1 6 

1. 有通報的跌倒個案以成傷者為限，男性為多，佔 90%，本家長輩男女比例

5:1，這仍和跌倒流行病學顯示女性較易發生跌倒的現象不一樣。。 

2. 整體看來長輩較易於移動及行動頻繁的上午時段發生跌倒，安養長輩更明

顯。 

3. 半數以上養護長輩在寢室床邊跌倒，安養長輩較常在戶外跌倒。 

4. 55%的長輩是因為肌力不佳步態不穩跌倒，安養長者較常被異物絆倒。 

5. 跌倒個案受傷程度以需縫合為多，養護長輩傷情易較嚴重如骨折住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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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08 年 10 月 7 日仁愛之家院民名冊進行統計，共計收住 234 人。108 年

度曾跌倒的院民有 13 人，皆為安養區院民，女性有 3 位，佔 23%。其人口特徵

如下：MMSE 平均 24.1 分、ADL 平均為 98.4 分、IADL 平均為 18 分、平均 75

歲。相較於 108 年 100 位未有跌倒經驗的安養區院民資料，女性 13 人（佔

13%）、MMSE 平均 24.9 分、ADL 平均為 98 分、IADL 平均為 21.2 分、平均

75.9 歲。從未跌倒及跌倒之資料來看，這些分數雖有些微的差距，僅有 IADL

的分數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其餘 ADL、MMSE 分數均未達顯著的水準。因此，

為了釐清更多關於跌倒防治的資訊，我們轉而投向質性資料的探索，希望取得

較豐富的資訊，以規劃後續跌倒防治的內容。 

 

表 2 108 年曾跌倒與未曾跌倒院民 ANOVA 分析 

摘要       

組 個數 總和 平均 變異數 
  

MMSE 93 2318 24.92473 15.4834 
  

MMSE_Y 12 290 24.16667 8.515152 
  

ADL 94 9251 98.41489 65.21311 
  

ADL_Y 12 1155 96.25 27.84091 
  

IADL 93 1972 21.2043 10.68607 
  

IADL_Y 12 216 18 24.72727 
  

       

ANOVA 
      

MMSE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6.107834 1 6.107834 0.414393 0.521179 3.933337 

組內 1518.14 103 14.73922 
   

總和 1524.248 104         

ADL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49.87425 1 49.87425 0.814137 0.368985 3.932438 

組內 6371.069 104 61.26028 
   

總和 6420.943 105         

IADL SS 自由度 MS F P-值 臨界值 

組間 109.1293 1 109.1293 8.955588 0.003463 3.933337 

組內 1255.118 103 12.18561 
   

總和 1364.248 104         
       

t 檢定：兩個平均數差檢定，假設變異數不等  

  IADL IADL_Y 
    

平均數 21.2043 18 
    

變異數 10.68607 24.72727 
    

觀察值個數 93 12 
    

自由度 12 
     

t 統計 2.172465 
     

P(T<=t) 雙尾 0.050571 
     

臨界值：雙尾 2.17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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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跌倒經驗分析 

    跌倒經驗之分析，以 108 年 4 月 26 日進行之五場共計 31 人之焦點團體訪

談內容為分析之媒材。首先，針對接受訪談之個人資料進行介紹。接著，綜合

比較、整理各場次之重點。 

 

（一）訪談者之基本資料 

五個場次中，包含安養區長輩、養護區長輩、安養區照服員、養護區照服員，

以及社工員及護理師。養護區長輩礙於生理上退化的關係，聽說與理解能力差

異甚大，無法順暢地與其他人溝通，因而採取個別訪談方式，再進行綜合整理

比較。其他四個場次皆以焦點團體方式進行交叉詰問、確認該場次回答內容盡

可能涵蓋所有可能答案。 

接受訪談的對象中，長輩年齡分布於 67-87 歲，平均年齡為 77.9 歲；90%罹患

一種以上慢性病及用藥；70%有運動習慣及坐站訓練；50%有跌倒經驗，養護

區長輩跌倒經驗較多。此外，工作人員部分平均年齡 43 歲，以 40-50 歲居多；

3 年以下資歷二成；10 年以上年資占三成。 

 

場次一、安養區長輩 

姓名 年齡 住齡 健康與用藥 體能與運動 跌倒有關經驗 危險因子 

李先生 80 11 年 心臟病 早晚快走   

曾女士 67 1.5 年 高血壓、膝蓋退化 早晚散步   

林先生 80 11 年 失眠、胃病、高膽固

醇 

種菜 曾經 1、2 次 冬天飲用

高梁 

羅先生 85 2 年 高血壓、腳無力 

利尿劑、安眠藥、軟

便劑 

散步一小時   

范先生 78 9 年 高血壓、高血糖 早上走路 40 分

鐘、十巧功、賭博 

1 次(烘爐地)  

郭先生 77 10 年  資源回收、賭博   

 

場次二、養護區長輩 

姓名 年齡 住齡 健康與用藥 體能與運動 跌倒有關經驗 使用有關服務 危險因子 

施先生 74 5 年 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壓。3、4

次小中風，左側

無力。 

2、3 次緊急送

每日散步 

、扶坐，

不滿一小

時 

從二區往餐廳 

。頭暈、下坡

腳無力。天冷

身體僵硬。下

雨盡量不出

按過一次鈕。

身體不舒服。 

曾中風、半

夜須起床。 



 
 

24 
 

醫。 門。 

林先生 72 6 年 心血管問題、頭

痛、尿酸痛風 

服用止痛藥、心

臟用藥。中風後

由醫院轉入住。 

三餐練習

站立 

剛來時有過

床邊軟腳、

拿取衣物蹲

下後起身 

按過一次鈕，

剛入住時身體

不舒服。 

乘坐輪椅 

、腳無力 

。曾中風 

、半夜會起

身 

游女士 87 5 年 高血壓。腳力

好。失智、著紙

尿褲。 

下午兩點

離床後甩

手、拍打 

於安養區多

次跌倒，移

住養護區 

 步態不穩 

羅先生 79 5 年 中風過後右邊偏

癱。有服藥，上

午與睡前。作息

正常 20:00-5:30

睡覺。兩次胃食

道逆流送醫。 

曾參與運

動方案 

無 無 夜間起身兩

次 

 

場次三、養護區照服員 

場次 代號 年齡 性別 年資 服務內容 

養護 A 58 男 8 個人清潔照顧 

養護 B 40 女 3 個人清潔照顧 

養護 C 49 女 6 個人清潔照顧 

養護 D 52 女 9 個人清潔照顧 

養護 E 42 女 5 個人清潔照顧 

 

場次四、安養區照服員 

 代號 年齡 性別 年資 服務內容 

安養 F 58 男 0.5 個人清潔照顧 

安養 G 58 女 6 個人清潔照顧 

安養 H 53 女 6 個人清潔照顧 

安養 I 32 女 0.5 個人清潔照顧 

安養 J 48 女 4 個人清潔照顧 

安養 K 52 男 25 輔導及活動 

安養 L 33 女 6 輔導及活動 

安養 M 54 女 30 輔導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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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五、護理師及社工員 

 代號 年齡 性別 年資 服務內容 

護理 N 54 女 15 護理 

護理 O 43 女 12 護理 

護理 P 53 女 18 護理 

社工 Q 28 男 4 社工 

社工 R 47 男 2 社工 

社工 S 45 男 1 社工 

護理 T  女  護理 

社工 U  男  社工 

 

（二）研究發現 

根據每一場次討論的內容進行整理，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一是環境設施危險因

子、二是個人自覺危險因子。 

 

1. 環境設施危險因子 

場次一 

(安養長輩) 

‧公共空間往餐廳的路途多坡地 

‧下坡路段多 

‧天氣差（下雨、冬天太冷、夏天很熱） 

‧風雨走廊階梯多較費力 

‧道路不平坦 

場次二 

(養護長輩) 

‧下坡路段多 

‧坐輪椅 

‧雨天出門地滑 

‧氣候差(天冷) 

‧下坡路段多 

‧床欄使用及床太高下床腳軟 

場次三 

(養護區照

服員) 

‧ 協助個案洗澡時著雨鞋滑倒 

‧下雨時大廳太滑、反潮 

‧浴室移位時 

‧戶外樓梯有青苔 

場次四 

(安養區照

服員) 

‧濕滑的浴室 

‧ 起床時床太高 

‧ 下雨潮濕反潮 

‧樓梯太多，特別是一區 

‧往龜吼連外道路、三樓簡報室往大禮堂斜坡易滑倒 

‧文康中心一樓停車場外紅磚地滑 

‧風雨走廊近佛堂處低面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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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堂垃圾堆雜物多 

‧自費區轉一區 

場次五 

(護理及社

工) 

‧二區步道比較快，但是濕滑 

‧值班室樓梯反潮 

‧清晨光線差 

‧樓梯間光線不清楚 

綜上環境因子：地面不平濕滑、天氣和光線不良、階梯多、坡地多、床具   

              高度不適 

 

2. 個人自覺危險因子 

場次一 

(安養長輩) 

‧精神不佳時易跌倒，例如沒睡飽打瞌睡 

‧半夜需起身上廁所 

‧腳力差 

‧血糖控制不佳，接近吃飯時間時前往餐廳血糖太低 

‧眼力不好 

‧年齡太老、體力不佳 

場次二 

(養護長輩) 

‧頭暈 

‧失眠 

‧腳無力 

‧天氣冷身體僵硬 

‧高血壓中風造成行動不佳 

‧半夜起床易跌倒 

場次三 

(養護區照

服員) 

‧個案不配合衛教及勸導，不求協助自行起床或站立 

‧跌倒時應檢查外傷，確認生命徵象，聯絡護理師處理傷情 

‧晚上起身上廁所易跌倒 

‧長輩隱瞞跌倒情事，怕被罵 

‧需定期評估骨鬆狀況，避免移位時骨裂 

‧冷熱溫差大容易中風造成行動不佳及跌倒 

‧不同類型(失能及失智)的長輩同區生活互相干擾，照顧不

易 

場次四 

(安養區照

服員) 

‧重心不穩、反應慢 

‧穿褲子方式不對造成跌倒 

‧著拖鞋 

‧病識感，自我認知不足。例如不拿柺杖 

‧自尊太強，不求助 

‧亂服用藥物 

‧不想麻煩別人 

‧眼睛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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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五 

(護理及社

工) 

‧走路不專心 

‧半夜如廁需協助卻不願請求協助(拉鈴) 

‧不熟悉的地方(如剛調整床位房間) 

‧有動物跑出 

‧不遵從做防護，違反約定，固執不聽從勸告 

‧睡前用藥 

綜上個人自覺危險因子：腳軟肌力不佳、疾病用藥、不求助不通報、夜間 

                      起床及危機辨識不足。 

 

（三）研究後續建議 

 

1. 環境設施改善 

即便是年齡較輕、尚稱健康的工作人員，也都提到曾在園區內各個角落或建築

物內有過跌倒的經驗，更不要提年事已高的長輩。可以參照訪談提到的設施或

地點進行了解，逐步規劃跌倒預防的環境設備改善計畫。 

 

2. 新增住民管理規範 

住民分為養護與安養兩部分。安養區長輩生病與養護區長輩跌倒是使照顧負擔

加重的最重要原因。對於使用緊急服務鈴，安養區較多為生活庶務的協助、養

護區則是照顧的需要。使用緊急服務鈴的時機並無明確規定，住民不願一直麻

煩照服員，因此在可能有跌倒風險的時機，緊急服務鈴無法發揮效用。 

可以思考住民入住時，提供預防跌倒的指導，此外，對於何時必須使用緊急服

務鈴應有所規範。相對地，工作人員也都應該知曉預防跌倒的措施，並且加以

宣導，對於使用緊急服務鈴的住民給予正向回饋，以避免發生意外跌倒為最重

要的目標。 

此外，許多工作人員也表示長輩亦需要有再教育的需要，尊重照服員、護理

師、社工的專業，彼此了解與表達正向關懷的機會，以利照顧關係的建立。 

 

3. 提供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或交流經驗的機會 

許多工作人員資歷豐富，這些服務經驗可以透過分享傳承，但機構 24 小時提供

服務，工作人員輪班提供服務，僅有交班時能有機會溝通有無。應該規劃工作

人員不同時段充電或交流的機會，並且提供一系列在職訓練的課程，以增進服

務的品質。 

 

4. 工作負荷與調整 

對於工作內容的了解，可以透過觀察分析，釐清工作內容中有哪些是必要、必

須，更有系統規劃工作流程與分工，掌握員工對工作量的抱怨或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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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區規劃的討論 

目前園區內照顧的規劃仍以 ADL 作為主要的考量，對於精神障礙、有失智徵兆

的長輩，工作人員表示這些長輩對其他長輩或工作進行有諸多的干擾。基於園

區長輩高齡化的成長趨勢，勢必會有越來越多失智照顧的需求，後續應納入重

要的工作討論。 

 

參酌研究的後續討論，發展出三個可以形成的問題解決策略，一是環境分析與

改善規劃、二是跌倒預防宣導及三是長輩肌力訓練。從軟體和硬體兩個面向切

入，希冀強化仁愛之家環境的安全，以及推廣預防跌倒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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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的內容，後續進行環境的了解，有關分析請見附件一。 

一、環境分析與改善規劃 

    綜合環境分析與了解的內容，研究規劃四項優先處理的環境設備改善方

向，分別是（參考附件四）： 

 

（一）減少戶外地面及路面不平整及高低差（12 處）：路面平整納入 109 年修 

繕工作，預計 109 年 8 月底前完成。 

（二）清除院區青苔易生處減少路面濕滑（8 處）：109 年結合基隆地檢署社會 

勞動人力於 109 年 3、6、9、12 月來家刷洗青苔路面以解決青苔地滑問

題。 

（三）加強院舍內外光線補充（5 區）：109 進行仁愛樓一樓工程整建時納入室 

內光線補足設計，10 月前完成。 

（四）設備改進：院民床高、床欄及輔具 109 年 6 月前完成全面加強及檢修合 

適符合長輩人體工學狀態。 

二、跌倒預防宣導 

根據焦點團體之發現，研究規劃四個場次之跌倒防治宣導活動，從跌倒定義的

介紹、跌倒可能造成的危害、跌倒造成的影響、常見跌倒原因與時點、跌倒通

報的重要，以及宣導緊急拉鈴之使用。宣導活動辦理之花絮如附件三。 

值得提出討論的部分是，四個場次宣導活動的開始，都先詢問參與的院民

或工作人員，對於緊急拉鈴使用的時機與耐心，請他們回答按鈴之後的預期等

待或抵達時間。在活動終了，研究者安排一段同理冥想的內容，請與會者再一

次回答問題。四場宣導活動之紀錄記載如下表，可以發現工作人員願意再加快

腳步抵達需要協助的長輩身邊；相對地，受照顧的長輩願意在按下緊急拉鈴後

多一些耐心等待工作人員抵達。雖然這些小樣本的了解對於推論仍趨於保守，

但是小小的進步與同理將是未來建立關係的重要基礎。 

 

  等候時間前測(分鐘) 等候時間後測(分鐘) 

第一場 工作人員 7 位 平均 6.28 分鐘 

中位數 5 分鐘 

平均 4.78 分鐘 

中位數 5 分鐘 

第二場 安養區長輩 16 位 平均 7.53 分鐘 

中位數 10 分鐘 

平均 22.85 分鐘 

中位數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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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養護區工作人員 8 位 平均 2.13 分鐘 

中位數 3 分鐘 

平均 1.31 分鐘 

中位數 1 分鐘 

第三場 養護區長輩 8 位 平均 3 分鐘 

中位數 3 分鐘 

平均 4.5 分鐘 

中位數 4 分鐘 

第四場 養護區工作人員 9 位 平均 1.33 分鐘 

中位數 1.5 分鐘 

平均 1.25 分鐘 

中位數 1.25 分鐘 

第四場 養護區長輩 13 位 平均 5.25 分鐘 

中位數 4.5 分鐘 

平均 18.92 分鐘 

中位數 10 分鐘 

總的來說，預期未來在跌倒事件的通報更為確實，另外，對於跌倒防治

的工作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使院民和工作同仁都能以營造良好、安全的

環境持續努力。 

 

三、推展老人肌力訓練方案 

機構針對不同行動能力及肌無力的長輩都有安排定期的肢體運動及復健活動，

接下來應該更加強在大腿肌力訓練及站立訓練的運動方案推展，期減少長輩軟

腳跌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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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環境危險因子盤點 

一、戶外道路設施 

 (一)各區往餐廳路面不平及坡道 

1.一區風雨走廊往小廚房路面不平 

 

 

2.一區寢室入風雨走廊小階不平 

 

3.三區往餐廳坡地及扶手與地面落差 

 

 

 

4.三區 19 室旁樓梯聯外路面不平 

 

5.二區往餐廳坡道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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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園區坡道路段多 

院區內大馬路及聯外道路都是上下坡 

   

 

 

(三)階梯多 

1.風雨走廊 2.一區往園中公園涼亭 3.二區 18 室往三區 

4. 中正堂往大門口小徑 5.養二往龜吼村下階梯 6.文康中心往龜吼舊階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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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樓梯地面青苔易滑 

1.文康中心一樓紅磚地

易生雜草 

2.文康中心外紅磚地青

苔多 

3.院民寢室門口易生青

苔 

4.園區各小徑易生青苔 5.三區涼亭階梯青苔 6.二三區聯絡梯青苔  

7.三區涼亭周邊磚地青

苔多 

 

8.一區寢室門口磚地青

苔易生 

 

9.二區 11 室旁坡道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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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園區部分地面階梯破損不平 

1.車庫前通往二區小徑

樓梯破損 

 

2.小徑樓梯破損 

 

3.風雨走廊聯外出口有

落差 

 

4.三區涼亭周邊磚地破

損 

 

5.三區圓環周邊地面破

損 

 

6.風雨走廊連接佛堂地

面不平 

 

6.園區小徑年久地面龜

裂 

 

7.車庫前往二區小徑地

面破裂 

 

8.十五室後面聯外階梯

前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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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氣季節因素 

 (一) 雨季林間小徑及院區地面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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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面返潮及衛浴潮濕 

  

 

 

三、光線不佳 

(一)戶外部分 

1.  戶外院舍地廣而多坡地夜間點狀光線 

 

 

(二)安養區部分 

1.安養區寢室夜間衛浴

光線不佳 

 

2.安養區部分客廳夜間

光線不佳 

 

3.安養區客廳未開燈光

線太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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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養護區部分 

1.走廊燈光較暗 

 

  

 

2.夜間床旁光線不足 

 

 

 

 

3.床旁衛浴光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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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梯間夜晚光線不足 

 

  

   

 

 

四、室內設施設備 

(一)安養區部分 

1.安養床太高(不能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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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護區部分 

1.病床高度無法調更低，自行下床易  

 滑倒 

 

 

2.床欄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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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境改善規劃草案 

新北市立仁愛之家院民跌倒防治--109 年院舍環境改善規劃建議 

一、 依據:本家 108 年「機構老人跌倒危險因子之探討」研究結

果。 

二、 需改善內容及地點(詳如附件四) 

(一) 減少戶外地面及路面不平整及高低差(12 處) 

(二) 清除院區青苔易生處減少路面濕滑(8 處) 

(三) 加強院舍內外光線補充 (5 區) 

(四) 設備改進 

三、 改善策略及期程 

(一) 路面平整納入 109 年修繕工作，預計 109 年 8 月底前完

成。 

(二) 109 年結合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人力於 109 年 3、6、9、

12 月來家刷洗青苔路面以解決青苔地滑問題。 

(三) 109 進行仁愛樓一樓工程整建時納入室內光線補足設

計，10 月前完成。 

(四) 院民床高級床欄 109 年 6 月前完成全面加強及檢修合適

符合長輩人體工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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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議記錄 

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108 年自行研究計畫專家指導第一次會議 

一、時間:108 年 3 月 8 日  10:00—12:00 

二、地點:新北市立仁愛之家會談室 

三、討論內容: 

1.研究背景及動機 

2.文獻探討內容 

3.研究目的 

4.研究方法 

四、參加人員簽到:略 

五、指導事項: 

1.因為仁家原來的跌倒通報、紀錄多為有受傷的個案，有大部分跌 

倒未受傷的情形並未記錄，為了更真實了解仁家長輩跌倒情形，將 

透過焦點團體方式蒐集確切資訊和照顧者、院民的認知想法及境 

遇，再設計問卷調查。 

2.老師提供一相關研究報告供參考。研究目的和內容與本次研究相 

同。 

3.訂定下次會議時間及工作重點:4/12(周五)下午召集安養、養護照服 

員各 6-8 人進行二梯次焦點團體工作，若有時間再安排一組院民焦 

點團體，以收集院民跌倒之情形原因和工作人員的認知意見想法。 

4.研究方法修正為焦點團體及問卷調查。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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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108 年自行研究計畫專家指導第二次會議 

一、時間:108 年 4 月 26 日  10:00—17:00 

二、地點:新北市立仁愛之家各區院舍及卡拉 OK 室 

三、討論內容: 

1.進行 5 場次焦點團體訪談 

2.了解院民發生跌倒之時間、環境、原因，及個人認知。 

四、參加人員簽到:略 

五、指導事項: 

1.完成 4 場次焦點訪談(詳如訪談整理記錄) 

2.篩檢出院民跌倒之環境因子、個人自覺危險因子及收集照顧者各 

項意見 

3.指導後續資料整理及收集方向。 

4.訂定下次會議時間及工作重點:實地環境勘查及分析。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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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26 日五場焦點團體訪談重點整理 

壹、 訪談對象: 

1. 安養區長輩/養護區長輩/安養區照服員/養護區照服員/社工員及

護理師 

2. 長輩年齡分布 67-87 

3. 長輩 90%有罹患一種以上慢性病及用藥 

4. 長輩 70%有運動習慣及坐站訓練 

5. 長輩 50%有跌倒經驗 

6. 工作人員平均年齡 43 歲以 40-50 居多，3 年以下資歷二成，10

年以上年資占三成。 

 

貳、 訪談議題: 

一、住民部分 

1. 個人健康及用藥狀況 

2. 個人體能及運動習慣 

3. 跌倒有關經驗與危險因子檢核 

4. 照顧服務使用情形 

二、工作人員部分 

1. 工作人員服務心得 

2. 照顧者照顧負荷 

3. 跌倒有關經驗與危險因子檢核 

 

參、 機構院民跌倒危險因子篩檢結果 

一、 環境因素 

1. 戶外道路設施:各區往餐廳的路面不平/下坡路段/風雨走廊階

梯/部分樓梯地面青苔文康中心一樓紅磚地青苔/中正堂垃圾車

周邊/ 林間小徑步道樓梯濕滑/往龜吼村道路太陡及樓梯太多/

自費區往一區及風雨走廊往佛堂段路面不平 

2. 天氣季節:雨天路滑/反潮地面濕滑/ 冬天行動僵硬/夏天易中暑

暈眩/養三下雨天水泥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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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線:晨昏光線昏暗/樓梯間光線不足/雨天視線不佳/夜起如廁

光線不足 

4. 設備結構:床太高/床架衣櫃不穩固/浴室濕滑/協助洗澡穿雨鞋

易滑 

二、 個人因素 

1. 個人危險自覺認知:睡眠不足精神不濟時/腳力差/眼力不好/老

化體力變差/反應變慢/走路不專心/穿拖鞋/ /半夜起床如廁易跌

倒/肢體退化重心不穩/ 

2. 醫療用藥:血糖控制不佳/亂服用藥物/睡前用藥/移位時易骨折 

3. 退化: 腳力差/眼力不好/老化體力變差/反應變慢/冷熱溫差大

時易中風/骨質疏鬆/老年人夜間常需起床如廁 

4. 心理因素:個案固執不配合/ (自主性過高、病識感不足、自我

能力認知錯誤)/怕被罵或限制隱瞞跌倒/自尊心過強、不想麻

煩他人、不求助/個案病況不佳又不遵從防護措施 

5. 其他:不熟悉環境/行進間前面突然有動物跑出來(動線上有障

礙物)/穿拖鞋行走 

三、 疾病藥物影響 

1. 慢性病用藥控制不良 

2. 案主自行亂服用藥物 

3. 睡前用藥作用 

4. 冷熱溫差大時易中風 

 

肆、 其他意見 

1. 長輩:不喜歡求助的原因是工作人員的態度及反應讓求助者不愉快 

，寧願找院友及朋友，除非身體非常不舒服不然不會使用拉鈴。 

2. 有些地方須加裝扶手，地面路面要避免濕滑。 

3. 跌倒在地很多時候按不到緊急鈴，多是被別人發現或自行爬起。 

4. 安養區長輩中有精神症狀及初期失智者特殊行為影響其他健康長

輩的正常作息；此外，養護區失智者越來越多。可否考慮按狀況

分區照顧。即長輩床位區室安排建議考量精神症狀、定向能力、

生活習性相當者(同質性高者一區)分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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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108 年自行研究計畫專家指導第三次會議 

一、時間:108 年 8 月 16 日  09:00—16:00 

二、地點: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三、討論內容:1.實地勘察院區各區地面及設施 

             2.建議後續研究方向 

四、參加人員簽到:略 

五、指導事項:目前研究建議如下— 

1.環境設施改善 

2.新增住民管理規範 

3.預防跌倒之宣導與再教育 

4.提供工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或交流經驗的機會 

5.工作負荷與調整 

6.照顧專區規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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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仁愛之家 108 年自行研究計畫專家指導第四次會議 

一、時間:108 年 10 月 22 日  09:00—13:00 

二、地點:新北市立仁愛之家卡拉 OK 室 

三、討論內容:1.環境改善計畫之討論修正 

             2.院民跌倒防治課程規畫及實施分工 

             3.研究進度及方向確認有需調整之處 

             4.研究報告撰寫內容及分工 

四、參加人員簽到: (略) 

五、指導事項: 

   1.需改善內容及地點(詳如附件) 

(一) 減少戶外地面及路面不平整及高低差(12 處) 

(二) 清除院區青苔易生處減少路面濕滑(8 處) 

(三) 加強院舍內外光線補充 (5 區) 

(四) 設備改進 

   2.改善策略及期程 

(一) 路面平整預計 109 年 8 月底前完成。 

(二) 結合基隆地檢署社會勞動人力以解決青苔地滑問題。 

(三) 仁愛樓一樓室內光線補足設計，預計 10 月前完成。 

(四) 床與床欄全面加強及檢修合適符合長輩人體工學狀態。 

 

   3.院民及工作人員跌倒防治課程進行四梯次。 
梯次 對象/人數 時間 地點 備註 
一 安養照服員 4 人 

輔導員     6 人 
社工       3 人 

9:30-10:30 卡拉 OK 室 請社工組準備: 
投影機/ 
CD 播放機/ 
原子筆 35枝 
 

二 安養院民 20 人 10:30-11:20 簡報室 

三 養護院民 15 人 
照服員 5 人 
護士 2 人 
社工 1 人 

13:30-14:30 養護二區 
25 室餐廳 

請社工組準備: 
活動投影機 
 
請保健件組準備: 
CD 播放機/ 
原子筆 30 枝 
 

四 養護院民 20 人 
照服員 6 人 
護士 2 人 
社工 1 人 

14:30-15:30 養護一區 
一樓交誼廳 

 
5. 報告分工:請秘書提供機構概況及 105-107 年跌倒案例分析 

及實際勘察環境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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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0 跌倒防治課程成果 

 
第一場     9:30-10:30   安養區工作人員 

  
分享長輩容易跌倒的時間 安養照服員社工聽課情形 

  
跌倒防治需要同仁長輩一齊努力 同仁填寫問題卡片 

 

第二場     10:30-11:20   安養區長輩 

  
安養長輩專心聆聽 分享跌倒事件統計數據 

  
安養長輩關心跌倒議題 提醒長輩減少跌倒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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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0 跌倒防治課程成果(續) 

第三場    13:30—14:10  養護二區長輩及照服員 

  
輕養護長輩跌倒防治課程 老師和大家交換跌倒經驗及感受 

  
提醒長輩使用拉鈴求助 長輩和照僱人員一齊上課互動 

 

第四場 14:30-15:20  養護一區長輩及養護照服員 

  
中重度失能長輩跌倒防治課程 長輩專心的聆聽防跌方法 

  
長輩提出自己的經驗和意見 照服員一齊上課加強防跌意識 

 

 



附件四、仁愛之家環境改善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