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基護理

出院後居家老人面對行動失能的調適歷程
李秓香 1 陳秓燕 2 林玉茹 3 黃惠子 4*

摘

要

老人因疾病或意外而經歷行動失能後，往往對其身心健康造成極大影響，然而目前國
內尚缺乏針對出院後居家老人行動失能的調適歷程之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為探討出院後
居家老人面對行動失能的調適過程，採質性研究設計，以立意取樣方式，研究對象為台灣中
南部兩家醫學中心 65 歲以上且出院後 6 個月內有行動失能的居家老人。以半結構的訪談指
引及「內容分析法」分析與萃取有意義的主題、類目並進行分析。本研究共訪談十位老人，
訪談 12 次，訪談時間約 30 分鐘至 90 分鐘。研究結果萃取出六個主題。主題分別為：(一)
舉步維艱的苦惱；(二)負面情緒後淬鍊自我價值；(三)身心社會活動受限；(四)嘗試回復行走
功能；(五)尋找替代方式；(六)與行動失能共存。研究結果能提供研擬行動失能老人照顧政
策與改善介入方案之參考，對行動失能老人及其家庭提供更周全之照護。
關鍵詞：出院調適，居家老人，行動失能，調適歷程。

前

言

台灣老年人口比率已達339萬占總人口

如〆喪失獨立性出現憂鬱（Barry, Soulos,

14.38%（內政部統計處，2018）
。老化現象對

Murphy, Kasl, & Gill, 2013; Noh, Kwon, Park,
Oh, & Kim, 2016）
、跌倒導致嚴重失能（Gale,

身體各系統產生影響，使老人認知與活動功
失能包括身體、心理、社會環境等多重面向，

Westbury, Cooper, & Dennison, 2018; Matsuda
et al., 2015）々而失能與死亡有關（Forman-

最為廣泛討論的面向以身體失能為主

Hoffman et al., 2015）
。行動失能增加長期照護

（Crimmins, 1996）。葉等（2010）針對2,626

需求（Rhee, Degenholtz, Lau, & Muramatsu,

社區老人進行研究，發現身體活動能力障礙

2011）與生活品質差（Forjaz et al., 2015; Shi et

以失能為首。老人行動失能影響為多層面，

al., 2016）。若能儘早發現老年人功能缺失並

能逐漸變差，影響日常生活獨立功能。廣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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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照護計畫可降低進一步失能危險。先前

歲老人調查，失能及憂鬱，發現在量化失能

多數研究探討慢性疾病與行動失能的相關及

負荷程度越嚴重以及有慢性疾病的時候會有

影響（Forjaz et al., 2015; Makris, Fraenkel, Han,

較高的機會產生憂鬱的現象。Andreasen、Lund、

Leo- Summers, & Gill, 2014; Murphy et al.,
2014），或行動失能危險因子（Tanjani et al.,

Aadahl 及 Sorensen（2015）調查虛弱老人出

2015），少數質性研究探討疾病及失能的經驗

全和困擾，特別是對於體弱多病，身體虛弱

（ Kulnik

Tollen,

的老年人易出現負面結果，如〆失能、生活

Fredriksson, & Kamwendo, 2008）
。回顧文獻較

品質下降及再住院。Tollen 等（2008）以現象

少針對行動失能進行探討，為協助老人調適

學研究探討 21 位失能老人面對失能生活經驗，

失能過程並進一步延緩其退，必頇了解其面

發現老人因為失能而導致活動少並減少社會

對行動失能的調適過程才能提供適切照護。

接觸，面對失能生活情境老人不但產生自我

本研究期望透過深度訪談方式，了解老人面

放棄和沮喪感，也因為接受他人越來越多的

臨行動失能調適過程，做為未來相關照護與

幫助，更加擔心害怕成為依賴者、變成他人

政策發展之參考。

的負擔。

&

Nikoletou,

2017;

院後一周的日常生活經驗，回家後經歷不孜

老人在經歷失能不便時，會產生負面的

文獻探討

情緒反應，覺得這是個人的悲劇（personal

個體因身體構造或功能之受損，導致身

tragedy），在談及失能情況時，通常會用“他

體活動以及於家庭社會所扮演之角色受限的

們＂一詞來藉以表達失能的狀況，且個人需

情況稱為失能（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要一段持續的調整及適應（黃、顏，2009，

WHO, 2015）。葉等（2010）針對台灣大型資

Kulnik & Nikoletou, 2017）。調適過程是指個

料庫中 65 歲以上社區老人共 2626 位，以敘

人遭受內在或外在的環境刺激導致失去帄衡，

述性研究探討三大失能領域之階層關係，結

個體頇持續不斷的調整生理心理社會功能與

果顯示〆身體活動能力障礙為首先出現的失

反應，並與環境做互動，最後能有效控制刺

能現象。游、陳（2015）在整合臺灣老人失

激並達到帄衡狀態（岳、陳、陳，2010）。因

能趨勢之文獻回顧中發現，日常生活功能失

此，為深入了解居家老人面對行動失能的調

能的盛行率趨勢則呈現一直上升的趨勢。由

適過程，本研究問題為〆(1)居家老人面對行

於失能項目不同，影響程度也不一，學者建

動失能的衝擊為何〇(2)居家老人面對行動失

議不同失能程度宜分開調查，如此，後續方

能所採取的調適方法為何〇

能致力於促進健康或環境改善等積極降低老
人失能的具體措施。一般護理人員在行動能
力評估，可以以柯氏量表（karnofsky scale）

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所及對象

或是巴氏量表進行檢測。行動失能不但使老

個案來源由台灣中南部某醫學中心醫師

人日常活動受限，也會影響老人心理感受，

及出院準備服務個管師轉介個案，研究者透

伴隨功能衰退需要依賴他人，使老人產生喪

過電話聯繫經個案口頭同意後進行居家訪談。

失獨立性與降低自尊，甚至出現憂鬱症狀。

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符合收案標準之老人

Barry 等人（2013）針對 454 位社區大於 70

進行面對面居家訪談。選樣條件為〆1.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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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老人，出院後六個月內因疾病導

其中的脈絡以獲得整體的概念々(二)以研究的

致無法獨立行走，需使用輔具（拐杖、助行

問題為焦點，確認出有意罬的敘述〆(三)找出

器或輪椅等器具）或依賴他人協助完成行動

關鍵內容予以命名，並歸納成類目々(四)以歸

能力，以柯氏量表（Karnofsky scale）檢測為

納的方式將相關的類目組合形成主題々(五)

第三級，個案只能維持有限的自我照顧，超

統整類目和主題。資料收集到類別和類別之

過 50%以上的清醒時間，活動限於床上和椅

間的關係都已經發展妥瑝，且所有的類別已

子上，相瑝於巴氏量表 30～40 分々2.認知清

出現飽和，即訪談資料已無新的類別出現為

楚（SPMSQ 達 8 分以上）
々3.能以國或台語溝

止。

通々4.非居住於長期照護機構者。排除受訪者

四、嚴謹度說明

條件〆柯氏量表 0 級〆完全活動，不受任何

本 研 究 嚴 謹 度 依 據 Lincoln 和 Guba

限制、第 1 級〆能步行及維持輕度工作、第 2

（1985）四個準則〆(一)確實性（credibility），

級〆能夠步行給維持大部分自行工作以及第 4

研究者經過質性研究課程訓練，加上有豐富

級〆完全無法活動，無法進行自我照顧，完

臨床經驗，能與老人建立信任關係，且訪談

全受限制在床上和椅子上。

地點選擇居家不易被干擾，讓受訪者能充分

二、資料收集

提供資料々(二)轉移性（transferability）指研

研究者經由門診醫師及出院準備服務個

究結果確實來自受訪者豐富描述，於訪談過

案管理師提供建議名單，由研究者打電話詢

程全程錄音並輔以備忘錄，在每次訪談後把

問個案參與本研究的意願，並尊重其參與意

錄音內容轉成逐字稿，並於過程中反覆閱讀

願。瑝個案及家屬同意後，再以電話聯絡及

及聽取錄音檔以豐富的描述性資料足以反映

預約訪談時間及地點，地點選擇為個案熟悉

老人行動失能整體脈絡情境，以達到研究的

自孛客廳，訪談時間依個案身體狀況及體力

轉移性々(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由研究

而定，訪談資料達到飽和時始停止收案。研

者重複檢查及分析之後，以確定保留原意，

究時間自 201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止，

提高研究內容的可靠性，訪談過程中以不干

共收集 10 位個案，共 12 次訪談。半結構式

擾訪談並且以筆記本紀記錄受訪者的非語言

的訪談指引為〆1.您現在身體狀況如何〇2.請

行為々(四)可確認性（conformability）訪談過

您談談行動能力變差後對您造成哪些影響〇

程中，研究者運用開放性問題的提問法，並

3.瑝您面對行動能力變差時您的感受為何〇

保持中立客觀的態度，讓受訪者能夠充分表

4.您如何調適您行動能力變差後的生活〇5.

達其感受及看法。研究者將資料轉謄為文字

請問您是否曾經使用哪些方法來恢復或維持

後，再進行資料的內容分析，結果也與協同

行動能力〇

研究者討論。所有研究對象的原始資料均加

三、資料整理與分析

以保存以供日後稽核（audit）參考。

本研究資料收集後即進行初步分析，資

五、倫理考量

料分析結果引導後續的資料收集。資料分析

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審查（IRB 編號:

採用內容分析法，以確認訪談文本在脈絡上

CS16024）。訪談前再次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

的意罬，進而發展顯現有意罬的主題。資料

的、可能造成的問題及研究所帶來的助益，

分析步驟包括〆(一)反覆細讀文本資料，了解

並尊重受訪者的參與意願，在取得其簽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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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後，開始進行資料收集。為保障個案

出院老人行動失能後衝擊方面，受訪者

的隱私權，本研究之錄音檔及文本資料絕對

直接反應雙腳無力、腳酸、腳麻等「舉步維

保密，資料分析及結果呈現以編碼替代。

艱的苦惱」的困擾。受訪者會小心翼翼，害
怕跌倒讓身體狀況更加惡化，在情緒上反應

研究結果

不同，有些以低落情緒反應面對行動失能的

共 10 位受訪者，個案之基本資料瑝中，

無奈與無力感之後再以正面的淬鍊提升自我

有 7 位女性（F）與 3 位男性（M）
，年齡介於

價值，大多數覺得生活上諸多有諸多受限，

68 歲到 93 歲，帄均年齡為 77.3 歲，與家人

包含〆被迫限縮社交互動及壓抑個人興趣，

同住有 7 位，有 3 位與外籍看護同住。十位

而後積極尋求復健，或尋找輔助療法及改變

受訪者共進行 12 次的訪談，訪談時間約 30

居住環境等等，受訪者在宿命的觀點以認命

分鐘至 90 分鐘。資料共萃取出六個主題，分

的調適或隱忍的方式與失能共存，說明如

別為〆(一)舉步維艱的苦惱々(二)負面情緒後

下〆

淬鍊自我價值々(三)身心社會活動受限々(四)

(一)舉步維艱的苦惱

嘗詴回復行走功能々(五)尋找替代方式々(六)

受訪者遭受到身體不適幾乎都有肌力不

與行動失能共存，分析結果如表一。行動失

足影響行走，原因最多為雙腳無力，無法負

能整個調適過程中主題間會相互影響，此為

重以及腳麻、腳痠等感覺異常的困擾，行動

歷時性的過程，在過程中參與者會來回調整

不便的衝擊因而改變原本的生活樣貌變成身

及因應。

體活動依賴，喪失獨立自主能力。

表一、出院後居家老人行動失能調適歷程之資料分析
主題

類別

受訪者

腳痠、腳麻、腳無力

M1、F2、F3、F4、F5、F6、F7、F8、M9、M10

害怕再次跌倒

F2、F5、F6、F7、F8、M9

心情低落

M1、F4、F8、M9

自我激勵

F5、F7、F8

行動限制

M1、F2、F3、F4、F5、F6

社交受限

M1、F3、M9; M1、F4、F7、M9

積極復健

M1、F5、F7、F8、M10

另類療法

M1、F5、F7、F8

改變居住環境

M1、F4、F5、M9

使用輔具或他人協助

M1、F2、F3、F4、F7、F5、F6、F8、M9、M10

認命及信仰

M1、F4、F6、M10

隱忍及壓抑

M1、F2、F4、F3、M10

(一)舉步維艱的苦惱

(二)負面情緒後淬鍊自我價值

(三)身心社會活動受限

(四)嘗詴回復行走功能

(五)尋找替代方式

(六)與行動失能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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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腳痠、腳麻、腳無力的苦惱

常情，而負面情緒包含〆心情低落，憂鬱，

受訪者因先前住院或多重慢性疾病之困

對未來感到悲觀等等々但另外一方面，有些

擾，個案出院後疾病恢復緩慢，行動依舊不

受訪者卻能從失能的情緒中抽離，昇華及淬

便，如受訪者 M1 說〆「大腿都沒肉了啊，感

鍊自我價值，說明如下〆

覺無力無法支撐身體的重量…實在是腳無力，

1.負面情緒－心情低落

頭暈，現在如果要起來走一步就『咚』一聲

受訪者針對行動失能的衝擊感受，大多

倒下了…。」由於疾病影響導致感覺異常，

反應說心情低落、心情苦悶、偏向悲觀以及

個案 F8 說〆
「我就是有一點糖尿病的併發症，

感覺沒有希望。例如 M1 提到〆「心情差就像

腳會麻麻的，走路不太方便，現在就這隻腳

很痛苦的時候，就想唉唷，想說乾脆死一死，

都麻成這樣…有時候一下子就軟腳跪下，支

吃老沒路用，所以死一死不用這樣拖拖拖，

撐不了…。」

也折磨人…；可是有時候會想，我是不是有

2.害怕跌倒

做什麼失德的事情，不然怎麼會生病到那麼

有些受訪者反映因行走失能行走障礙，

吃力…我的看法…沒有希望啦…不會再像以

縱使使用輔具，且小心翼翼的行走，免不了

前想要幹嚒就幹嚒，那個沒有希望啦…。」

還是不如預期秕然腳無力，跌倒的事件發生，

受訪者也會抱怨及無力，例如 F2 說〆「我就

進而影響獨立下床的意願。M9〆「腳很不靈

說對我的腳說，哎呀，碰一下就痛成這樣，

活…有時都會突然跌倒…。」曾經因為跌倒

像電到一樣，啊！可憐啊，有時候還會哭一

導致不敢獨自出門，例如 M1 提到〆
「現在也

哭…。」對生活沒有希望，不敢有想像。另

不敢出門，之前跌倒五次，只好拿單拐受限

外，F8 也提到類似的感受〆
「行動不方便，心

在家裡。」有些受訪者因為急著上廁所因此

情很差，一天到晚心裡都很難過，擔心的事

跌倒經驗，甚至無法自行爬起來，因此顯得

情很多，兒子也是要養老婆要養孩子，也沒

非常害怕再次跌倒。例如 F5 提到〆「我想上

有餘力照顧我…就有時候心情會很差。」

廁所，很急，不知會不會跌倒，醫生也吩咐

2.自我激勵

說不能跌倒，我跌倒一次…我就怕到了…現

有些受訪者內心比較堅強不服輸。受訪

在走路就走得比較小步…。」受訪者有跌倒

者說自我鼓勵要勇敢，希望自己不要成為依

經驗者有無法自行爬起來的恐怖經驗，也會

賴者。例如 F7 說〆「心理上呦，有些人就一

變得會比較小心翼翼，例如 F7 說〆
「現在喔…

直哭啊，我就想說…我不認輸…我要站起來，

腰不敢太彎，怕就這樣跌到，從椅子上起來，

我不甘願，我還要繼續工作…我就是有那份

我原本想要拿一個東西，然後就跌倒，沒辦

心理，不行！不行！要堅強起來，就一句話

法爬起來，這隻腳…不知道那嚴重，沒力爬

不甘願啦…。」另外，F5〆「我想說…我一定

起來…。」跌倒越多次，問題越接踵而至，

要好起來…要好起來就對了…。」

F8 提到〆
「是因為跌了三次，我這隻腳的狀況

(三)身心社會活動受限

才會越來越糟糕…。」
(二)負面情緒後淬鍊自我價值

失能影響行動能力，生活變得非常不方
便，連帶其他日常生活功能也受到限制，包

一個秕然行動失能的人，除了身體的影

含失去自由需要尋找他人協助，但有些受訪

響之外，也會有極大的情緒衝擊反應是人之

者會因擔心外界觀感及造成別人負擔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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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隔離，說明如下〆

隻腳沒辦法舉起來，只能舉起來一點點就沒

1.行動限制

辦法了，他教我之後，我現在躺在床來可以

全部受訪者共同的經驗尌是，日常生活

舉這麼高了…教我做運動，然後我就都一直

自我照顧都可能出現需要依賴他人協助，變

做了，想要趕快好就要一直做…才能改善，

得相瑝不方便，例如 M1 說〆「影響很多，就

不然當時我那隻腳都痛到這邊都沒肉，不知

是不可以出去做事情，每項都不方便，我都

道是不是運動的關係，所以腳有變粗了。」

門關著，腳都沒力，我沒有自由可以出去壓，

另外，有些受訪者會自行在家中自行復健，

沒自由可以做事情；如果要出去一定要有人

例如 F5 說〆「運動就像我在家在煮飯時拿助

幫忙。」個人衛生，例如〆洗澡部分，也需

行器走來走去，單純這個一直走走很多圈，

要他人協助。F5 說〆
「自己洗比較自然，自己

這樣就有覺得不錯了，現在腳就比較好了，

的身體還是自己洗比較好，但是沒辦法就就

比較不會像上次這樣重重的…比較不會那麼

要給人洗。」也些受訪者因為無法自我照顧，

重。」

家人申請外勞協助看顧，因此受訪者會依賴

2.中醫及食療

外勞給予部分協助，如 F2 說到〆「有時候也

受訪者會嘗詴看中醫吃中藥或是草藥，

有找外勞幫忙啊，煮飯不能自己煮啊，這個

以求是否能改善腳麻、腳無力現象，若未產

倒垃圾不能自己倒啊，都是外勞做啊！」

生效果也會嘗詴營養食品或保健食品，例如

2.社交限制

M1 說〆「我孫女介紹我吃中藥，然後就吃了

由於行動不便受訪者不想麻煩別人，因

兩三帖漢藥後腫有些消…然後我也會去中醫

此影響外出動機，如 M1 提到〆「現在也不敢

那邊按摩腳。」F3 也有提到〆
「這兩隻腳剛開

出門…譬如說，兩個夫婦要出去散步也不能

始時，就沒力，然後就都站不起來，剛開始

啊…腳痛，要做短期旅行也不行那。自從我

時就吃通經路的藥…。」另外，F5 是吃民間

倒下來時就沒有了…我也不想麻煩人家！鄰

草藥，他說:「別人報我吃一種草藥，乾的草

居做生意忙，因為如果我打電話給朋友，怕

藥…加水下去喝說那對（中風）很好用啊…

他們認為我有需要幫忙！認為我需要幫忙的

吃草藥對這個暈真的很有效…吃下去後都不

話，我就不好意思了！」F3 說〆
「現在腳這樣

暈…而且可以降火氣…。」有些受訪者家屬

就沒有過去隔壁了，他們都會叫我過去那

會自行補充營養食品，來強化受訪者的骨骼

邊…叫我聽人講話，我自己不要去的…我坐

及肌力，例如 F8 說〆「營養食品就都是女兒

這種輪椅去別人家，要是有人客（客人）來

買給我吃的…吃那個鈣片，她說那個可以強

難看啦…。」

化骨頭。」

(四)嘗詴回復行走功能

(五)尋找替代方式

老人行動失能後，大都期望盡速回復原

行動失能導致自我照顧不便，不僅需要

本功能，並積極配合醫療復健計畫，有些搭

輔具或依賴他人協助，更可能需要進行環境

配另類療法或飲食補充，期望透過能夠恢復

上的調整或改造。

行走功能獨立生活。

1.改變居住環境

1.積極復健
F8 表示〆
「復健師他教我做運動，本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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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久，要有扶手才行…所以廁所我有請人

「要保庇…保庇讓我身體能好起來這樣啊…

來改成有扶手的。」另 M1 說〆「腳就不能走

我也要比較認真…看什麼辦法可以比較好…

路，本來睡在三樓，因為沒辦法上去，爬不

這樣。」

上去了，樓下改裝後就住在一樓，沒辦法了。」

2.隱忍及壓抑

有些受訪者會購置環境設備讓自己的生活便

通常受訪者年長，不想造成家人及小孩

利些。F5 說〆
「我買一個貴妃椅，放在客廳空

的負擔，不想連累後代子孫，例如 F4 說〆
「我

曠處，這樣有時也可以躺，坐起來及小歇一

的個性是這樣，我大小事情都是放在心裡面，

下比較方便。」

比較沒有講出來，比較沒有對家人說什麼。」

2.使用輔具或藉由他人協助

有些受訪者不想依賴別人，依賴顯得有負擔，

由於行動失能需要借助移動輔具設備讓

自己進行範圍內可以的自我照顧，例如 F3 說〆

自己可以生活自理及獨立生活，行動上仍有

「我都愛自己來…我沒有在依賴人家啦！自

不便之處需要尋求他人協助。否則受訪者也

己做比較快活…我就不喜歡拜託人家。如果

害怕獨自出門及行動風險々如 F8 說〆「下樓

可以自己做我也不要這樣…雖然沒辦法，但

梯就要拉那個欄杆，拉著然後一步一步下來，

是我很怕說我不能走、不能休息，還要拜託

很慢啦，要爬上去到三樓或是二樓就要慢慢

人家洗，我很怕這樣，還要麻煩人家，我很

爬上去。」F2 說〆
「我大嫂的女兒，給我買一

不喜歡。我說對呀！只是腳不方便，我手還

個便盆椅，她說用這個比較會比較方便…。」

很方便，我的手還很有力可以用。」

F6 說〆
「洗澡、洗衣都需要居家服務協助。像
拖地、洗衣服，有候會買東西給我吃。沒辦

討

論

法現在就走不動了會痠軟痛。」F8 說〆
「那現

本研究共訪談 10 位老人，研究參與者

在就是洗衣煮飯有人幫忙，如果要出去就是

因為行動失能，影響到身心社會層面。其中，

開這台賓士(電動機車)出去。我也買了一個

身體層面有腳痠、腳麻、腳無力，以及害怕

便盆椅，也是沒辦法，就遇到了…。」

跌倒的困擾，參與者會小心翼翼減少再次跌

(六)與行動失能共存

倒的風險。在情緒調適方面，有些表達有負

長久以來，宿命因果論一直是中國人特

面情緒，而後卻能自我激勵以提升內在的自

有的生命經驗詮釋，在台灣多數人會歸因於

我價值々在社會層面調適方面，有些參與者

命運及因果循環，面臨各種身體苦難也比較

減少活動次數以及減少與社會的接觸々在行

會以因果及合理化的解釋。

動的調適上參與者透過積極復健，也會嘗詴

1.認命與孜份

其他的另外輔助療法，居家改造，最終期望

嘗詴以圓融說法，自我減輕心理沉重的

與失能共體存在。本研究的調適過程與蔡、

負擔，F4 說〆
「我是想說吃到這麼大的年紀了，

曾、王、張、趙（2016）探討首次腻中風病

要…也沒辦法改變什麼，是這樣啦…過一天

人初期之調適過程有諸多相似且呼應的主題，

就算一天。」F6 說〆
「心裡當然不開心啊，現

驗證失能的衝擊及因應有諸多不謀而合之處，

在如果變成以前那樣自己走，這樣不是很好

包括失去身體自主權、喪失自我價值、社交

嗎，但沒辦法，就遇到了也沒辦法啊…自己

隔離、積極復健、努力不成為負擔已及從苦

心裡就要想開一點，不然也沒辦法。」F5 說〆

難中昇華，轉趨正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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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在面對行動失能的衝擊上，受

Avila-Funes（2012）探討墨西哥老人正向情緒

訪者大多數都反映雙腳無力、腳酸、腳麻等

對防止失能的保護作用進行探討，此研究針

「舉步維艱的苦惱」。由於高齡者失能與身

對 1,826 名社區失能老人為期 2 年的縱貫性研

體的衰弱程度緊密相關。在一篇系統性文獻

究，了解正面積極對失能影響成效，此篇文

回顧研究中整合，「身體衰弱」為居家老人

獻顯示正向情緒能減少失能情形，特別是

ADL 失能的一個重要預測因子（Vermeulen,

IADL 部分。也因此關注居家行動失能老人的

Neyens, van Rossum, Spreeuwenberg, & de
Witte, 2011）。老化、疾病及缺乏運動是造成

情緒變化將有助於延緩老人失能的進一步悲

一個人衰弱的主要因素（Fried et al., 2001）。

他人協助時，此時需要仰賴輔具及需要他人

本研究所有受訪者都具有多重慢性疾病，這

協助日常生活照顧。Tanjani 等人（2015）研

些慢性疾病都有遺留殘障可能，而多重很明

究顯示行動失能與家庭成員組成，財務滿意

顯的與不良的健康結果有關，並且影響生活

和是否擁有房產之間存在顯著關聯。老人在

品質（Forjaz et al., 2015）。

高度失能的情況下，需要多一些社會支持。

劇產生。瑝行動失能，生活諸多不便及需要

害怕跌到是老人常見的擔憂，本研究發

在行動失能後老人希望能盡快恢復原本

現老人因行動失能而害怕跌倒，也往往在行

的功能型態，受訪者積極配合復健及尋找替

動上更加謹慎，此結果與加拿大學者 Auais

代行動的方法調適與失能共存的生命觀。家

等（2018）研究結果發現害怕跌倒使得老人

庭環境修正或改造，主要目地是減少家庭內

更增加行動遲緩與更差的身體表現。與先前

外的物理環境障礙來增強日常生活的獨立性

研究一致，本研究發現一旦老人行動失能受

（ Petersson, Kottorp, Bergstrom, & Lilja,

限，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控制感的消失，

2009）
。Aplin、de Jonge 及 Gustafsson（2015）

以及社會人際互動減少，易導致心理疾病的

以質性研究針對 42 位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屬，

發生，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意罬，此種負面情

訪談家庭改造修正後生活經驗及影響，研究

緒與學者指出失能容易導致憂鬱情緒是一致

發現，居家改造之後會有多項影響，包含〆

的（Barry et al., 2013; Noh et al., 2016）。在一

增強自由度、較為容易完成活動和達到標準，

篇系統性回顧研究檢定老人身體疾病、身體

孜裝坡道防止導致危險和獲得有意罬及價值

失能及自殺行為，發現特定疾病與身體失能

的職業。

與自殺有關（Forjaz et al., 2015）
。在本研究中

在適應行動失能方面，受訪者積極復健、

老人因為行動失能，情緒低落，缺乏希望感，

中醫療法，嘗詴另類療法或食療，在心理上

認為死亡也是一種解脫。此結果與 Lee、Tsai、

進行調適及期盼達到身心融合。在一篇探討

Chen 及 Huang（2014）針對 24 位精神科出

老人多共病症使用心理適應戰略適應失能，

院老人被訪談自殺意念的過去經驗，研究結

研究結果支持失能老人普遍使用行為適應性

果顯示疾病和身體不適是自殺意念的首要原

來應對功能衰退（Yuen & Vogtle, 2016）
。本研

因，死亡被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究老人使用各種調適策略，包含〆身體復健、

本研究受訪者以正向情緒自我激勵，克服困

替代方法、尋求協助或心態調整。與 Gignac、

難，樂觀態度，不放棄及越挫越勇的態度，

Cott 及 Badley（2000）研究結果相似，此研

此 與

究因應失能受訪者會調整 5 個活動領域中相

Diaz-Ramos 、 Navarrete-R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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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使用，如〆個人護理、家庭行動、社區行

致謝。

動、家庭活動和有價值的活動。此外，老年
人對其獨立性、依賴性、無助感、情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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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描繪台灣出院行動失能老人
的調適歷程之研究結果，可提供國家政策及
居家照護參考。本研究有幾個限制〆一、本
研究收案地點中南部的出院的個案，研究發
現或許無法推論到其他地區及不同失能的參
與者々二、由於採立意取樣的方式，可能具
有選擇性的偏差。建議未來的研究人員可以
參照其他文化和國家的行動失能生活經歷，
並將研究結果與本研究中的結果進行比較。
在預防與促進老年人生活照護為目標，可以
加強對居家老年群體的心理諮商和衛生教育，
未來可以建立創新照護模式，連結在孛居家
行動失能老人所需資源及整合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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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aptation process of mobility disability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elders after
discharge
Chiu-Hsiang Lee1‧Chiu-Yen Chen2‧Yu-Ju Lin3 ‧Hui-Tzu Huang4*

Abstract
When elderly adult faces disability due to illness or accident, and which has an abundant
impact on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mobility disability of the elderly after discharg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process of mobility disability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elders after
discharg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targeted a purposive sample of participants in the south-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who are over 65 years old and have mobility disability within six months of
being discharg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o extract meaningful themes and
categories with semi-structured guided interviews. The study interviewed ten elderly adults for a
total of 12 times. Each duration of the interviews ranged from 30 to 90 minut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extracted six themes: (1) the distress of lack in muscle strength; (2) self-value refinement
after emotional distress; (3) restriction on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4) attempt to
restore functional mobility; (5) finding alternative methods; (6) coexisting with mobility disabilit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a care policy and conducting improvement
intervention program which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care for disabled elderly and their
families.

Key words: post-discharge adaptatio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s, mobility disability, adap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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