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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改善加護病房照護的品質，制定有效的疼痛、躁動及譫妄 (pain, 

agitation, delirium, PAD）的管理策略是必要的。依實證及跨團隊的方式結

合之 PAD 標準作業，能夠對疼痛，躁動及譫妄達到全面的評估，治療及預

防。標準化或組合式的照護不僅明顯改善病人的臨床結果，也可確保臨床照

護的品質。透過 PAD 組合式照護，能將治療指引轉換成日常病人照顧，解

決加護病房的複雜問題。此外， ABCDE 組合式照護策略（自發覺醒試驗，

SAT；自發呼吸試驗，SBT；藥物整合並選擇適當藥物；譫妄的常規評估及

處理；早期下床活動）結合了躁動，早期下床活動，鎮靜 / 止痛，呼吸器

使用等現有相關的最有利證據，將其運用至日常的臨床照護當中，更能達

到加護病房病人預後的改善，並且提供一種既安全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關鍵詞：疼痛，躁動，譫妄，止痛，鎮靜，重症醫學，實證醫學，品質管理，指引

在美國，每年大約有將近 350 至 400 萬的人

口，因急重症而存活下來。 雖然存活下來，但

出院之後追蹤發現，10-30% 的病人存有精神健

康欠佳的情況（包括失眠，憂鬱，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等），50-70% 的病人出現認知障礙問題，

60-80% 的病人則生活功能受損而依賴。而最終

能回到工作崗位者，過正常生活的人數則不到

三分之一。1-8 在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治療的急重症病人，常合併血液動力學不

穩定，組織灌流不足及多重器官功能障礙的情

形。疼痛是加護病房病人最深刻的回憶，躁動

則會提高氣管內管自拔及侵入性管路滑脫的風

險；此外，承受各種侵入性治療的不適，照護

環境的落差，或是疾病嚴重等多項因素，使得

疼痛，躁動及譫妄的發生頻繁且相互關連。9

過去文獻已證實，良好的控制疼痛，躁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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譫妄 (pain, agitation, delirium, PAD) 對於 ICU 病

人的治療預後是有幫助；若止痛不足，過度鎮

靜及甚至忽視譫妄則皆會增加後續的併發症及

死亡率。9 此三種症狀的同步治療有助於減低個

別藥物劑量，同時降低病人生理性壓力，改善

呼吸器與病人同步狀態。於是，如何在 ICU 的

日常照護中，針對疼痛，躁動及譫妄個別做完

整的評估，正確的治療及良好的預防就變得非

常的重要了！ 

為了達到 ICU 對疼痛，躁動及譫妄這三方面

有效的控制，目前急救加護醫學會及重症醫學

會已透過共識會議，集合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意

見，結合國外已發表的文獻及證據，10 訂定出

符合國內執行標準的 PAD 準則，以提供各醫療

團隊照護的依據及參考。同樣的，為了有效的

落實及改善 ICU 對 PAD 的照護品質，提供良

好的醫療照顧，醫界廣為流傳的做法－組合式

照護 (bundle care) 又再次的被提起，並且套用

至成人加護病房對於 PAD 的處置。它可藉由異

質性團隊展現密切合作，並集結 3 至 5 項可執

行，具科學證據之有效措施，制訂改善目標以

及查檢表，實行並成為作業規範。11 有了組合

式照護的想法，運用至加護病房 PAD 的日常照

護中，以希望秉持過去成功的經驗，如敗血症

組合式照顧，中心導管組合式照顧，呼吸器相

關肺炎組合式照護等，達到病人照護的成效。11

在成人 ICU 中，如何把 PAD 組合式照護確

實的執行，除了依照 PAD 準則完成仔細的評

估，有效的治療及良好的預防以外，跨團隊之

間的整合及專業的照護更是關鍵。根據國外文

獻已證實，實施 PAD 的組合式照護可依表一及

二的建議，針對 PAD 做評估、治療及預防，並

評估其實行成效，10 簡述如下 :

疼痛 (Pain)

1. 評 估：常規的疼痛評估（每班至少四

次），針對可表達者（若 Numeric Rating Scale, 

NRS ≧ 4）或是無法表達者（若 Behavioral Pain 

Scale, BPS>5 或 CPOT ≧ 3）則給予疼痛治療。

2. 治療：對於藥物治療方面，針對非神經痛

的治療的治療，應給予針劑的鴉片類藥物， 或

同時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相對於神經痛的治 

療，除了給予針劑的鴉片類藥物以外，也可使

用口服 gabapentin 或 carbamazepine。對腹主動

脈瘤手術或外傷性肋骨骨折病人，使用胸部硬

腦膜外麻醉。

3. 預防：對於潛在疼痛的診斷檢查或治療步

驟施行前，預防性給予藥物止痛或運用 非藥物

的放鬆療法。對於使用呼吸器的病人，應先達

到止痛而後給予鎮靜（analgo-sedation）。

躁動 (Agitation)

1. 評估：倘若臨床無禁忌因素，建議調整

鎮靜藥物使用，維持在輕度的鎮靜。 輕度的鎮

靜維持，可以縮短呼吸器使用時間及減少 ICU

住院天數，也能提升生理性的壓力反應。使用

Richmond Agitation and Sedation Scale（RASS）

及 Sedation-Agitation Scale（SAS）是最有效且

可靠的評估工具，能適當評估鎮靜的深度（每

班至少四次）。其他鎮靜量表如 Ramsay scale 也

可用作評估，依各醫院政策而定。

2. 治療：減少鎮靜藥物使用，避免過度鎮

靜。對鎮靜的目標維持在病人有知覺，可反應，

能配合指令的情況下（即 RASS ＝ -2~0, SAS

＝ 3~4）。所謂輕度的鎮靜是表示會睜開眼睛，

能眼神交流，可握手擠壓，會伸出舌頭，能晃

動腳趾的這五項之中可完成其中三項。若鎮靜

不足（RASS>0, SAS>4），則先評估及治療疼

痛，需要時給予鎮靜。一般以非 benzodiazepine 

（BZD）類藥物優先，除非懷疑酒精或 BZD 戒

斷。反之，若過度鎮靜（RASS<-2, SAS<3），

則先暫停鎮靜劑，之後減半劑量開始。

3. 預防： 除非有禁忌，否則每天對於能達

到輕度鎮靜的病人，安排自發呼吸呼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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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躁動 譫妄

評估

每班評估疼痛至少4次及需要時

建議疼痛評估工具

�• 可表達者NRS(0-10分)

�• 無法表達:BPS(3-12)或CPOT(0-8)

若NRS≧4 或BPS>5或 CPOT≧3， 

表示病人有顯著疼痛

每班評估躁動/鎮靜至少4次及需要時

建議躁動評估工具: 

�• RASS(-5~+4) 及 SAS(1-7)

�• 使用肌肉鬆弛劑:使用腦部功能監測

鎮靜深度，鎮靜定義:

�• 躁動: RASS=+1~+4 或SAS=5~7

�• 清醒並安靜: RASS=0 或SAS=4

• �輕度鎮靜: RASS=-1~-2或SAS=3

• 深度鎮靜: RASS=-3~-5或SAS=1~2

每班評估譫妄1次及需要時

建議譫妄評估工具: 

�• CAM-ICU(+或-)

�• ICDSC(0-8)

如果以下發生表示有譫妄:

�• CAM-ICU陽性

�• ICDSC≧4

治療

30分鐘內治療疼痛並再評估

�• 非藥物性治療: 放鬆治療

�• 藥物性治療:

- 非神經痛的治療�給予針劑鴉片

類藥物+/-非鴉片類止痛劑

- 神經痛的治療�口服 gabapentin 或 

carbamazepine +鴉片類藥物

- 對腹主動脈瘤手術或外傷性肋

骨折病人，使用胸部硬腦膜外

麻醉

達到鎮靜目標或每天鎮靜藥物停止

(目標:病人可以跟隨指令但不會躁

動)：

RASS=-2~0，SAS=3~4

�• 若鎮靜不足(RASS>0, SAS>4)

評估/治療疼痛�需要時給予鎮靜

(非BZD類藥物優先，除非懷疑酒精

或BZD戒斷) 

�• 若過度鎮靜(RASS<-2, SAS<3)�暫停

鎮靜劑，之後減半劑量開始

�• 依疼痛需要給予治療

�• 讓病人重新定位；熟悉環

境，如有需要則使用眼鏡或

助聽器

�• 譫妄的藥物治療

- 避免使用BZD類藥物，除

   非懷疑酒精或BZD戒斷

- 避免rivastigmine

- 若發生Torsades de pointes風

險高，則避免使用抗精神藥

物

預防

�• 進行侵入性步驟前給予麻醉和/或

非藥物介入（如放鬆療法）

�• 先治療疼痛，再鎮靜

�• 當病人達到鎮靜目標，考慮每天

自發呼吸試驗(SBT)，早期活動訓

練，除非有禁忌

�• 下述需要腦波監測:

-  有癲癇風險

- 腦壓高需要爆發抑制療法

�• 辨識譫妄危險因子：失智，     

  高血壓，酒精濫用，疾病嚴 

  重度高，昏迷，BZD類藥物

  使用

�• 對發生譫妄高風險者，避免

  BZD類藥物使用

�• 早期下床活動訓練

�• 促進睡眠 (控制燈光，噪

  音，護理照護活動，減少夜

  間刺激)

�• 如需要，重新開始精神藥物

譯自Crit Care Med. 2013 Jan;41(1):263-306.
NRS: Numeric Rating Scale; BPS: Behavioral Pain Scale; CPOT: Critical-Care Pain Observation Tool; RASS: Richmond Agitation and 
Sedation Scale; SAS: sedation-Agitation Scale; CAM-ICU: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CU; ICDSC: ICU Delirium Screening 
Checklist; BZD: benzodiazepine; SBT: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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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 SBT），以早期脫

離呼吸器。

譫妄 (Delirium)

1. 評估 : 因譫妄與臨床結果具有關聯性，包

括增加成人 ICU 病人的死亡率，延長 ICU 及住

院的天數，以及產生之後的認知障礙，建議應

常規的進行譫妄評估（每班至少 1 次）。其中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CU（CAM-

ICU）及 ICU Delirium Screening Checklist

（ICDSC）是最有效且可靠的評估工具。

2. 治療：首先必須先達到理想的止痛控制。

再來讓病人熟悉環境，了解目前情況，若有

必要則戴上眼鏡或助聽器使用。同時避免使

用 BZD 類的鎮靜安眠藥物，除非懷疑酒精或

BZD 類藥物戒斷；避免使用 rivastigmine （一種

治療輕到中度阿滋海默氏病的藥物）；若發生

Torsades de pointes 的風險高，也避免使用抗精

神藥物如 Haldol。

3. 預防：找出潛在的譫妄危險因子如失智，

高血壓，酒精濫用，疾病嚴重度高，昏迷，

BZD 類藥物使用。對於發生譫妄高危險病患，

避免使用 BZD 類藥物。同時鼓勵早期活動及運

動，並改善睡眠品質如控制燈光，減少噪音，

避免睡眠中斷及干擾，集中時間執行照護治療

醫囑。若原本精神方面有問題，則可開始基本

用藥。

 

疼痛 躁動 譫妄

評估

��• 每班疼痛評估至少4次的%

�• 描述在使用疼痛評分系統的遵從

性及執行的完整性

�• 每班鎮靜評估至少4次的%

�• 描述在使用鎮靜評分系統的遵從性

及執行的完整性

�• 每班譫妄評估至少1次的%

�• 描述在使用譫妄評分系統的

遵從性及執行的完整性

治療

��• 顯著疼痛(NRS≧4 或BPS≧6或

CPOT≧3)的%

�• 30分鐘內治療顯著疼痛的%

�• 最佳的鎮靜狀態或在每天停藥後

順利達到鎮靜目標(RASS=-2~0, 

SAS=3~4)的%

�• 鎮靜不足(RASS>0,SAS>4)的%

�• 過度鎮靜(RASS<-2, SAS<3)或無法

執行每天停藥的%

�• 出現譫妄(CAM-ICU陽性或

ICDSC≧4)的%

�• 使用BZD類藥物治療確定譫

妄的%(並非酒精戒斷或BZD

類藥物戒斷引起)

預防

��• 侵入性步驟前給予麻醉和/或非藥

物介入的%

�• 依據不同醫院制定疼痛管理指引

的遵從性%

�• 因過度鎮靜或鎮靜不足，無法達到

自發呼吸試驗(SBT)的%

�• 下述需要腦波監測的%:

- 有癲癇風險

- 腦壓高需要爆發抑制療法

�• 依據不同醫院制定鎮靜/躁動管理指

引的遵從性%

�• 接受每天復健及早期下床活

動的%

�• 促進睡眠策略的遵從性%

�• 依據不同醫院制定譫妄預防

及治療指引的遵從性% 

譯自Crit Care Med. 2013 Jan;41(1):263-306.
NRS: Numeric Rating Scale; BPS: Behavioral Pain Scale; CPOT: Critical-Care Pain Observation Tool; RASS: Richmond Agitation and 
Sedation Scale; SAS: sedation-Agitation Scale; CAM-ICU: 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CU; ICDSC: ICU Delirium Screening 
Checklist; BZD: benzodiazepine; SBT: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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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 組合式照護該如何貫徹

除了在加護病房中，對疼痛 / 躁動 / 譫妄的發

生使用特定的工具評估。亦可將疼痛 / 躁動 / 譫

妄的評估項目結合至加護病房的日常照護計畫

中。同時把疼痛 / 躁動 / 譫妄的處置應用到加護

病房特定的標準作業中。另外，透過連接 PAD

組合式照護至 ABCDE 照護策略，以便改善臨

床結果。所以，為了讓 PAD 組合式照護更能發

揮照護的成效 ，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陸續建議

可以透過結合 PAD 處置中有實證根據的照護，

包括 A. 自發覺醒試驗 (Spontaneous Awakening 

Trials，SAT)；B. 自發呼吸試驗 (SBT)；C. 藥物

整合並選擇適當藥物 (Coordination and Choices 

of drugs)；D. 譫妄的常規評估及處理 (Delirium 

monitoring & management)；E. 早期下床活動

(Early mobilization) 等等，來組成 ABCDE 照護

策略。我們依序來介紹 :

A. 自發覺醒試驗 (SAT)

在 2000 年新英格蘭雜誌的一篇文章，作者 

John P. Kress 的研究發現，對成人 ICU 使用呼

吸器的病人，每日中斷鎮靜藥物以促成 SAT，

研究結果發現這樣不但可以減少呼吸器使用時

間達 2.4 天（介入組：4.9 天 vs. 控制組：7.3 天，

p = 0.004），同時也縮短加護病房的住院天數達 

3.5 天（介入組：6.4 天 vs. 控制組：9.9 天，p = 

0.02）。12

B. 自發呼吸試驗 (SBT)

刊登在 1996 年新英格蘭雜誌的一篇文章中，

作者 Ely 的研究中共收治了 300 名內科及心臟

科 ICU 的病人，每日評估病人的呼吸功能。13

透過各項篩檢（譬如無使用或低劑量升壓劑，

無使用連續鎮靜劑，氧合狀況許可，吐氣末

正壓沒有超過 5cmH2O，抽痰時有適當的咳

嗽能力，合併 rapid shallow-breath index < 105 

breaths/min/L 的情形之下）有無符合條件，來

決定是否讓病人進行自發呼吸試驗（T-piece）。

研究發現，這不僅能縮短呼吸器使用時間達 

1.5 天（介入組：3 天 vs. 控制組：4.5 天，p = 

0.003），而且可節省 ICU 的住院費用達 5150 美

金（介入組：15740 元 vs. 控制組：20890 元，p 

= 0.03）。作者強調決定早期脫離呼吸器的時機

比起施行自發呼吸試驗的技術更為重要，故必

須每天對病人的臨床狀況做評估。

而相關文獻也已證實，同時施行 SAT 及

SBT 的照護方式，對臨床上的照護結果是有助

益的！這正是 2008 年刊登在 Lancet 期刊的一

篇文章中，作者 Girard TD 的著名試驗（覺醒及

呼吸試驗，Wake up & breathe protocol）。14 此

項試驗為期 28 天，即是對介入組每日給予鎮靜

藥物中斷的自發覺醒試驗（SAT）後，施行自

發呼吸試驗（SBT）的照護計畫（見圖一）。而

整體的研究發現比起單純只執行 SBT 的方式，

兩者兼施的模式更能達到提早拔管（脫離呼吸

器時間：介入組的 14.7 天 vs. 控制組的 11.6 天，

p = 0.02），並同時減少住 ICU（介入組：9.1 天 

vs. 控制組：12.9 天，p = 0.01）及住院的天

數（介入組：14.9 天 vs. 控制組：19.2 天，p = 

0.04）。 

C. 藥物整合並選擇適當藥物 (Coordination 

and choices of drugs)

在加護病房的日常照護當中，鎮靜藥物使用

的原則是希望讓病人可以維持在一個安靜且叫

得醒的狀態。嘗試對病人的情緒包含失眠，焦

慮或躁動等給予適切的言語安慰及支持。若無

必要，盡量減少甚至不使用鎮靜劑。因為過去

文獻已顯示，過多的鎮靜則會延長加護病房的

住院天數。9 在 2010 年 Lancet 期刊中的一篇文

章則是比較不給鎮靜藥物（尋求並治療病人焦

躁的原因，並由專員提供言語安撫）和給予鎮

靜藥物配合每日中斷的方式，發現沒給鎮靜藥

物的病人在 28 天內，沒有使用呼吸器的時間明

顯較長（13.8 天相較於 9.6 天，p = 0.019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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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住 ICU 及住院天數也顯著較短。15 同樣的，

近年來統合分析結果也是傾向，盡量不給予

BZD 鎮靜藥物以縮短 ICU 住院天數。10

D. 譫妄的常規評估及處理 (Delirium moni-

toring & management)

過去文獻指出，譫妄會增加 ICU 病人的住

院天數及死亡率。16 常規的評估是否存有譫妄

是非常建議的！而目前 CAM-ICU 則是較常運

用的評量工具。因使用鎮靜劑可能會惡化譫

妄。有研究發現使用 Dexmedetomidine 比起

Ativan，在有用呼吸器的 ICU 病人，證實除了

減少譫妄或昏迷的發生天數，也可降低呼吸器

使用天數及死亡率。17,18  Dexmedetomidine 為

新一代的鎮靜劑，為 Apha 2 receptor agonist。

1999 年美國 FDA 已核准使用於 24 小時內，短

期適用於危急病情之鎮靜劑。其作用快速且作

用時間短，停藥後 6 － 10 分鐘病人則會甦醒。

在肝功能不佳的病患，由於半衰期會延長，所

以劑量要調整。其優點在於明顯的鎮靜作用，

圖一、覺醒及呼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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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強止痛劑的效果，且對呼吸系統及血液動

力的影響較少。由於不太會有呼吸抑制，所以

也適用於正在脫離呼吸器，阻塞性睡眠呼吸暫

停或慢性阻塞型肺病的病人。但可能出現的副

作用則是低血壓及心跳減緩。

E. 早期下床活動（Early mobilization）

過去研究已發現，使用呼吸器的病人若發生

譫妄是延長住院天數及增加死亡率的危險因

子。16 而重症病人因血液動力學不穩定常合併

組織灌流不足及器官功能障礙的情形，容易產

生譫妄或續發性肌肉無力等問題。近年來已有

很多文獻顯示，早期下床活動，不僅能夠減少

譫妄的發生，提早復健則可縮短住院天數。19

而筆者所在的奇美醫院也有一些經驗。我們

針對某一內科 ICU 中符合急性呼吸衰竭合併使

用呼吸器的病人，在生命現象相對穩定時 ，運

用品質改善手法，由復健師、醫護人員及家屬

的共同合作，分別進行第一 ~ 四階段漸進式被

動至主動運動等復健活動（見圖二），進而移

圖二、四階段的早期下床活動及復健示範

圖 2. 四階段的早期下床活動及復健示範 

           

 
 

第二階段(降龍十八掌) 

 

第四階段(乾坤大挪移)  

第一階段(北冥神功) 

第三階段(移形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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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至下床之肌肉訓練，以藉此改善這些病人之

照顧品質，縮短呼吸器使用天數及住院成本。

而實施結果發現，早期下床活動及復健介入對

使用呼吸器病人，的確可有效改善病人照顧品

質，且維護病人安全。因為呼吸器使用天數由

介入前之 6.3 天，縮短至介入中及介入後之 4.4

及 4.1 天；住院費用也由 32.9 萬，縮短至介入

中及介入後的 24.1 及 18.6 萬，執行期間並無病

人管路滑脫或跌倒的事件發生。我們的結論是：

早期下床活動及復健介入對使用呼吸器病人，

的確可有效改善病人照顧品質，且維護病人安

全。

ABCDE 組合式照護之範例
 

目前，在臨床上已有代表性的研究，藉由組

合疼痛、躁動及譫妄（PAD）處置中有實證根

據的照護－即 ABCDE 組合式照護策略，運用

至重症病人日常照護中，不僅實施過程安全，

對於臨床結果也能夠有效改善。此研究則是刊

登在 2014 年 Critical Care Medicine 期刊的一篇

由 Michele C. Balas 學者主導，在一所規模 624

床的醫學中心，為期 18 個月，總共納入 296 人

的研究。20 結果證實比起一般性的 ICU 照護，

實施 ABCDE 組合式照護策略，能讓病人提早

3 天脫離呼吸器（28 天無使用呼吸器天數為介

入前之 21 天 vs. 介入後之 24 天，p = 0.04），

住院期間至少一次下床活動比率增加（介入

前之 48% vs. 介入後之 66%，p = 0.002）及降

低譫妄的發生率（介入前之 62.3% vs. 介入後

之 48.7%， p = 0.02）。此外，研究也顯示進行

ABCDE 組合式的照護過程是安全的，並不會增

加非計畫性拔管，自拔管及重插管的發生率。

結論

由於重症病人病情嚴重，高死亡率，需要密

集監視及加倍照護。病人照護品質的提升及安

全維護，需要高度的重視及不斷的堅持。為了

改善加護病房照護的品質，制定有效的疼痛、

躁動及譫妄（PAD）的管理策略是必要的。依

實證及跨團隊的方式結合之 PAD 及 ABCDE 標

準作業，能夠對疼痛，躁動及譫妄達到全面的

評估，治療及預防。標準化或組合式的照護不

僅明顯改善病人的臨床結果，也可確保臨床照

護的品質。希望透過有實證根據的照護方式，

連接 PAD 組合式照護至 ABCDE 照護策略，能

將治療指引運用至 ICU 的日常照護當中，以達

到有效改善病人的臨床預後，並且提供一種既

安全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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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in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 (Taiwan Pad)
ParT iv: sTraTeGies for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Hung-Tze Tay1, Khee-Siang Chan1, Chin-Ming Chen1,2,
Willy Chou2,3, Hui-Mei Huang1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e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the developing potenti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PAD) is mandatory. Using an 
evidence-based, inter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 and integrated PAD protocol, we have been 
able to assess, treat and prevent PAD. A protocolized approach or care bundles are able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and serve as a guide for quality assurance efforts. The 
PAD care bundles have facilitat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ractice guidelines into patient care, 
which allows a number of complex ICU problems to be managed. In addition, the ABCDE 
bundles spontaneous awakening trials, SAT; 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 SBT; coordination 
and choices of drugs; delirum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nd early mobilization. The 
ABCDE bundle incorperates the evidences into patient care and provides a safe and cost-
effective method to enhance ICU patient outcomes.

Key words:  agitation, analgesia,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lirium, evidence-based medicine, 
guidelines, pain, quality management, se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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