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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跌安全輔具器材介紹

防跌愛的小叮嚀

防跌愛的小叮嚀

可以做哪些運動來預防跌倒？

自我評量

接受手術

病人手術後初次下床活動，須經由醫
師同意，因下床可能出現頭暈、下肢無力
等現象，務必有照顧者、看護、醫護人員
陪同，以保障移位安全。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後病人，下床時常見頭暈、

雙下肢無力現象，下床時務必由照顧者陪

伴。

胸腔疾病

肺部疾病的病人，坐起和下床動作

易加劇呼吸喘急現象，建議使用床旁便盆

椅、便盆或尿壺。

糖尿病併發症

1.足部病變：血液供應減少，會造成間歇

性跛行或足部感覺異常。

2.神經病變：可能會出現姿勢性低血壓及

足部感覺遲鈍等現象。

3.視網膜病變：對環境辨知能力差，易有

撞傷、踩空或滑倒的危險。

酒精性肝硬化

1.下肢水腫或腹水：可能造成足部感覺異

常。

2.肝性腦病變：可能會導致意識混亂、嗜

睡，甚至頭暈跌倒。

長期臥床

1.長期臥床病人初次下床時，易有頭暈、

下肢無力等現象，此時務必由照顧者陪

伴或請護理人員協助才可下床。

2.建議進行下肢肌力訓練，增加肌力後再

下床，以防雙腳無力而跌倒。

3.照顧者扶持病人行走時，若病人有頭暈

或無力現象，要大聲呼叫請求他人協

助，切勿離開病人。

2.下肢-伸直運動：將彈力帶由足背交叉繞

過左側腳底，雙手抓住彈力帶，手肘及

左腳膝關節彎曲呈90度，固定在身體兩

側，慢慢將膝蓋伸直腳往下踩，每次約

10下，每天2~3次。對側重複動作。

六、可以做哪些運動來預防跌倒？
運動可以增加肌力和肌耐力，改善平

衡和姿勢，並預防跌倒。

肢體關節運動

1.下肢關節運動：屈膝平躺於床上，將單

側大腿及膝蓋向腹部彎曲(左圖)，再慢

慢將大腿伸直與床面呈45度夾角，並作

踝關節運動2~3次後(右圖)，將腳慢慢放

於床上。

提醒您！無照顧者之病患，跌倒風險為
有照顧者之兩倍。當您照護的病人是跌
倒高風險或步態不穩者，請與病人溝通
跌倒風險，並告知您必須強制陪伴病人，
即使沐浴、如廁時，直到病人絕對安全。

時時注意．安全OK

2.踝關節運動：平躺於床上，膝蓋伸直，

配合呼吸，慢慢將腳踝往上翹(左圖)及

往下踩(右圖)，各停5~10秒。

彈力帶運動

1.上肢-肩胛外展運動：雙手抓握彈力帶，

手臂伸直雙肩舉高至胸前，兩手慢慢往

外打開，每次約10下，每天2~3次。

七、防跌愛的小叮嚀

腦中風

1.腦中風初期，病人因行動不便，建議使

用床旁便盆椅或尿壺，以防跌倒。

2.一側肢體乏力且下床需協助者，嚴禁單

獨進行活動，如：移位、下床如廁。

3.穿著衣褲時，無力側應先穿；下床時，

健側應先下床。

化學治療

1.接受化學治療後，可能會出現全身倦

怠、下肢無力或頭暈等現象，下床需要

照顧者陪伴，以防跌倒。

2.注射大量點滴後，病人易出現頻尿現

象，夜間時應叫醒照顧者協助下床；體

力差者，建議用床旁便盆椅、尿壺或便

盆。

手握彈力帶時，要整個手掌被包覆和固

定，足部也一樣，帶子需交叉包過腳

底，以免執行運動時彈力帶鬆脫或彈到

別人。

愛 的 小 叮 嚀

提醒您：
病人住院期間，若行走不穩時，可向

病房醫護人員租借安全輔具器材，以防跌
倒意外發生。

1.便盆椅：
方便洗澡如廁，減少至廁所
或馬桶轉位次數，以降低意
外傷害。

2.二階助行器：
增加病人移位安全性和行走
穩定性，並可作為肌力訓練
與強化之用。

3.輔助轉位帶：
於病人轉位或步行時提供照
顧者穩固之抓握處，以確保
病人行動時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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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是非題)

(  )1.病人突然頭暈而跌坐在地上，

但並沒有任何傷口，也是「跌

倒」？

(  )2.病人身體較無力時，若需上廁

所，照顧者不用在廁所內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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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漸進式下床：先坐起休息 3分鐘，

再協助坐於床緣 3 分鐘，確認無頭

暈現象，才能由照顧者陪同下床。

一、常見病人發生跌倒原因分類：
1.個人健康因素：大於65歲、平衡不佳或

步態不穩、頭暈、膝關節炎、心血管疾

病、腦中風、巴金森氏病、失智症、憂

鬱症或精神症狀及接受化療病人。

2.環境因素：地面濕滑、照明不足、浴室

或走道無扶手、移位或行動輔具不足、

無障礙設施欠佳等。

3.藥物因素：多重用藥及服用致跌藥物

等。(參考三)

二、跌倒常見併發症？
跌倒可能造成嚴重傷害(如圖)，或因

害怕再跌倒、失去自信心，而增加失能機

會。

三、服用藥物常見之致跌原因：
1.安眠藥、抗癲癇藥與精神科用藥：嗜

睡、暈眩、反應時間延遲、注意力不集

中。

2.降血壓藥：姿態性低血壓、暈眩、肌肉

無力、步態不穩。

3.降血糖藥：暈眩、低血糖症狀。

4. 利尿劑：增加如廁次數、姿態性低血

壓。

5.軟便劑：增加如廁次數、急忙如廁。

五、如何預防跌倒？

一般照護原則

1.上、下床時，應

先將病床高度調

整至最低位，以

避免腳踩空。

2.床尾搖桿應隨時

收 好 ， 以 免 絆

倒。

3.下床時，應先將

床欄放下，切勿

翻越。

4.請將床欄隨時拉
起 ， 特 別 是 躁
動、不安、意識
不清的病人。必
要時依醫囑給予
保護性約束。並
每小時注意約束
部位膚色、溫度
及排泄需求。

5.物品應收藏至櫃

內，並保持病房

內走道寬敞及燈

光明亮。

7.保持浴室地板乾
燥，當地面濕滑
時請通知護理人
員。

8.進出浴廁時，照
顧者應至浴廁先
確認動線安全及
掀好馬桶蓋。全
程隨時在旁「雙
手」攙扶，並確
保病人坐穩馬桶
及安全起身。

9.當您需要任何協
助而無照顧者在
旁時請立即以叫
人鈴通知護理人
員。

10.如廁時，若有緊
急事故，請按廁
所內叫人鈴。

11.若病人虛弱或無
力時，應使用床
上便盆、尿壺或
便盆椅，減少下
床次數。

12.若病人有步態不
穩或暈眩情形，
於 病 房 外 走 動
時，建議由照顧
者陪伴並使用走
道旁之扶手。

13.使用助行器、輪
椅、柺杖、手杖
移位或轉位時，
應放慢動作，建
議 家 屬 在 旁 陪
同。(坐輪椅需
繫上安全帶)

14. 上下床輪椅(或
椅子)轉位時，
建議病人使用轉
位帶，以維護移
位安全。

15.病人因手術或臥
床第一次下床容
易有頭暈情形，
照顧者應在旁協
助。

照顧者應特別注意事項

1.睡覺前，應先協助病人如廁完畢，並詢

問有無其他照護需求，避免讓病人獨自

下床。

2.洗澡或上廁所前，應先將物品準備齊

全，不可讓病人獨處，以防起身暈眩而

跌倒。

3.若要離開患者（外出）時，必須完成下

列事項，才可離開：

(1)協助病人如廁或更換尿布。

(2)協助喝水。

(3)將床欄拉起。

(4)將病床搖至最低位。

(5)將叫人鈴放置於病人易取處，並教導

需要協助時，按壓通知護理人員。

(6)圍簾拉開。

(7)請隔壁床照顧者幫忙照顧。

(8)告知護理人員。

常見發生跌倒原因分類及併發症？

服用藥物常見之致跌原因及如何預防？

如何預防跌倒？

如何預防跌倒？

如何預防跌倒？

照顧者應特別注意事項

6.穿著合適的衣褲、鞋子或拖鞋，勿打赤腳。

【如何選擇合適的拖鞋？】

不建議 普通 佳

重量過輕
足套過短

足套包覆
但無足弓

足套包覆
具有足弓

顱內出血 髖部骨折

腕部骨折 腰椎壓迫性骨折

1.照護者不可擅自離開病人，以避免離

開時病人發生意外。

2.照顧者協助病人下床活動，如：行

走、如廁或使用便盆椅之後，應立

即協助病人回床，並拉起床欄，以

確保病人安全。勿將病人獨自留置

於床邊或陪客椅子上，以避免發生

跌倒意外。

3.若陪伴病人散步或下床活動時，不可

離開院區。

4.更換照顧者時，請將預防跌倒注意事

項列入交接，若有不了解之處，請

詢問護理人員。

愛 的 小 叮 嚀

四、如何預防因服用藥物而跌倒？
1.服藥期間有任何問題，請先與醫師或藥

師討論，勿自行調整用藥。

2.若服用安眠藥，睡前請先如廁。

3.有使用軟便劑、利尿劑、安眠藥時，照

顧者應留意夜間病人如廁需求。

4.病人虛弱或無力時，應使用床上便盆、

尿壺或便盆椅，減少下床次數。

5.有姿勢性低血壓或暈眩之病人，應採漸

進式下床；並主動告知醫師或護理人

員，協助進一步評估與處置。

床搖至最低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