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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與自評健康狀態之調查
及相關性探討
胡愈寧 酈欽菁 1 李佳 2 林榮輝 3 胡國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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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除了生理上沒有疾病和心理、社會諸多層面的安適之外，尚須維持良好的功能狀
態。在評估老年人的功能狀態時，常用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的總分或單一
特定項目來評估，很少研究針對量表內個別項目的功能狀態和健康狀態作相關性探討。本研究主要目的
是要了解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中各項活動功能障礙的盛行率，並分析各項活動的功能狀態與
其自評健康狀態之相關性。
本研究採橫斷面研究方法，以苗栗縣所有 65 歲以上老年人作為研究母群體，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
法，共得到 600 位樣本，其中男性 302 人，女性 298 人。資料收集是由經過訓練之訪察員到家進行訪查
得到，包括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各項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功能狀態、和自我評估
健康狀態等。
結果發現 72.3%的老年人自我評估健康狀態為尚可、好、或非常好，27.7%的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態為
不好或非常不好。在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方面，「上下床」有功能障礙者(9.3%)最多，而「進食」有
功能障礙者(7.0%)最少；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方面，「外出行動能力」有功能障礙者(24.7%)最多，
而「藥物處理」有障礙者(16.8%)最少。單變項分析結果顯示自評健康狀態和全部基本日常生活活動項目
「外出行動能力」和「藥物準備」等項目的功能狀態有相關，複邏輯迴歸分析顯示「進食」、「大小便
控制」、「穿脫衣服」、「上下床」、「洗澡」、「外出行動能力」和「藥物準備」等項目的功能狀態
都和自評健康狀態有獨立相關，其中以「大小便控制」(危險對比值：4.72)和「進食」(危險對比值：4.27)
項目的功能狀態和健康狀態相關性最強。針對和老年人健康狀態有顯著相關的日常生活活動，應該積極
介入防止功能喪失，或藉由復健治療使喪失的功能恢復，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評估健康滿意度。（台灣
復健醫誌 2009；37(2)：107 - 114）
關鍵詞：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自評健康狀態(self-rated health status)，老年人(elderly)，
復健(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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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是世界共同的趨勢，根據衛生署的統
計，臺灣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於民國 82 年 9 月跨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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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占總人口數的 20%。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會使疾
病型態轉變成以慢性、退化性疾病為主，而功能障礙、
及殘障的人口數目也會隨之增加，醫療工作人員也將
會面臨更多失能的高齡病人。[1]
老年人功能的衰退，可能是因為自然生理機能老
化而引起，也可能是因為慢性疾病本身或其後遺症而
造成。老年人功能狀態常用以下兩種方法評估：一為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量表(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2]如進食、大小便控制、穿脫衣服、上下床、
洗澡、上廁所項目的能力；二為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量表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s)，
[3]
如使用電話、購物、準備膳食、家務處理、財務處理、
藥物準備、外出行動等項目的能力。很多研究也證明
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障礙為不良健康狀況、高住院率、
高安養機構照護率、高健康照護花費和生活品質之決
定因子。[4,5]
自評健康狀態(self-rated health status)是指個人對
自己的健康狀況做整體性的評估，它雖然是一個主觀
的健康評估，但卻是一個有實用價值的健康評量指
標；[6]它不僅能反應目前的健康狀態，也包含整個長期
的健康狀態，同時也是預測未來疾病狀況、失能程度
的重要的指標。[7]日常生活活動的功能狀態(functional
status)和自評健康狀態是評估老年人健康情形的二個
重要指標，同時也是老年人生活品質和死亡率的決定
因子；[8-10]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除了沒有疾病外，還必須
包含良好的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很多研究發現，老年
人的自評健康狀態和日常生活活動的功能狀態有相關
性。[11,12]這些研究對於功能評估的方法，有些是採取
功能指標量表總分的方法；[6]有些是採取只要有一個或
數個特定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障礙即定義為功能障
礙。[13]但是，並沒有研究針對量表內個別不同項目的
功能狀態和老年人健康狀態的關係和強度做完整的研
究。
因為復健治療可以針對個別項目的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障礙，訂定治療計畫，進而限制殘障的程度，並
重新恢復功能。[14,15]所以如果能瞭解那一個項目的日
常生活活動功能對健康狀態影響較大，而優先進行復
健治療，應該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整體健康狀態。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調查老年人在各項日常生活活動
的功能障礙的盛行率，分析各項活動的功能狀態與其
自評健康狀態之相關性。

材料與方法
本次調查以苗栗縣 18 鄉鎮市全部 65 歲以上所有

老年人口為母全體，採用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調查
樣本人數為 600 人，依照各鄉鎮市內 65 歲以上人口數
佔全縣 65 歲以上之人口數目的比例分配樣本數目，並
以性別和各年齡層人口比例做為控制特徵，以使樣本
特性與母全體接近。各鄉鎮市內樣本之抽取以戶籍資
料為抽樣清冊，採用簡單隨機抽樣法抽出調查對象。
為了避免受訪對象拒絕接受訪問、或未居住於戶籍地
等情況，抽樣時同時抽出一倍之替代樣本。本次調查
於民國 96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由受過訓練的
訪查員親自到府訪問被抽樣的老年人，先徵得受訪者
及家屬同意，然後進行訪查。訪查的內容包括老人的
基本資料，老年人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調查(包括進
食、大小便控制、穿脫衣服、上下床、洗澡、上廁所
等六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調查（包括使用電
話、購物、準備膳食、家務處理、財務處理、藥物準
備、外出行動能力等七項）每項分別以「功能獨立」
和「功能障礙，需要扶助」等二種情形來評估受訪者。
另外請受訪者自評對自己的健康看法，內容包括自己
「整體的健康狀況」、「比較現在和過去一年的健康
狀況的改變情形」、「比較自己和其他同年齡的人的
健康狀況」，分為「非常不好」、「不好」、「尚可」、
「好」、「非常好」五個等級。如果受訪的老人因聽
力、語言或疾病因素無法自行回答，則由主要照顧者
回答並作再度確認。

統計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是採用 SAS 系統第八版(SAS
for window 8.0)作為統計分析軟體。先以描述性方法分
析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各項日常生活活動之功能障礙
之盛行率以及自我評估健康狀態各等級之比例。連續
變項以平均值±標準差，非連續變項以百分比表示。用
卡方檢定方法(chi-square test)來比較各項日常生活活
動項目之功能狀態在不同性別及各年齡層間是否有差
異。最後為了分析自我評估健康狀態和各項日常生活
活動功能的關係，將自我評估健康狀態為「尚可」、
「好」、「非常好」等級者定義為健康良好者；將自
我認知健康狀態為「非常不好」、「不好」等級者定
義為健康不佳者。以卡方檢定來比較各項日常生活活
動功能障礙的比例和健康狀態有無顯著相關；再將有
顯著相關項目的功能狀態為自變項，自我評估健康狀
態 為 應 變 項 ， 以 逐 步 複 邏 輯 迴 歸 (stepwis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分析，進入模式的標準為 p 值小
於 0.15，移出模式的標準為 p 值大於 0.05，來探討之
間的關係，P 值小於 0.05 認為有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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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本研究總共調查 600 位老人，受訪者的平均年齡
為 73.3±6.2 歲，其中男性 302 人(50.3%)，女性 298
人(49.7%)。在年齡層方面，隨著年齡的增加，人數比
例 隨 之 減 少 ： 65-69 歲 者 占 34.7% ， 70-74 歲 者 占
25.5%，75-79 歲者占 22.0%，而超過 80 歲以上者占
17.8%。將調查樣本的年齡層及性別比例與全國 65 歲
以上的人口做適合度檢測，發現抽樣樣本之各年齡層
人數分布和性別的分布比例與全國人口特性一樣。
各項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障礙的盛行率如表 1。在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方面，以「上下床」有障礙(9.3%)
最多，
「洗澡」有障礙(8.5%)次之，
「進食」有障礙(7.0%)
最少；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方面，24.7%的老人
有「外出行動能力」的障礙，次為「購物」有功能障
礙 22.8%，而「藥物處理」有功能障礙(16.8%)最少。
研究亦發現年齡愈大、各項活動之功能障礙的盛行率
都愈高；女性在所有項目的功能障礙的比例都比男性
為高，但是只有在「藥物處理」、「財務處理」、「購
物」、「外出行動能力」和「使用電話」等項目的功
能障礙的比例達到統計上之差異(表 2)。受訪者自我認
知健康狀態各等級的比例如表 3，其中以「好」的比例
最高，佔 31.7%，其次為「尚可」29.8%。
將自評健康狀態和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的功能狀態
做相關分析，發現「進食」、「大小便控制」、「穿
脫衣服、「上下床」、「洗澡」、「上廁所」、「外
出行動能力」和「藥物準備」等項目的功能狀態和健
康狀態有顯著關係；再以逐步複邏輯迴歸模式分析調
整相關變項後，「進食」、「大小便控制」、「穿脫
衣服、「上下床」、「洗澡」、「外出行動能力」和
「藥物準備」的功能狀態和健康狀態有獨立相關，各
項活動之危險對比值(odds ratio)和 95%信賴區間如表
四，其中以「大小便控制」(危險對比值：4.72；95%
信賴區間：1.76-12.67)和「吃飯」(危險對比值：4.27；
95%信賴區間：1.61-11.37)這二項活動的功能狀態和健
康狀態相關性最強。

討

論

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各項基本日
常生活活動項目有障礙的盛行率從 7%到 9.3%，各項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有 障 礙 的 盛 行 率 從 16.8% 到
24.7%；除了「上廁所」項目外，其餘的基本日常生活
活動項目的功能狀態都和健康狀態有顯著相關；而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中，只有「外出行動能力」和「藥
物處理」項目的功能狀態和健康狀態有顯著獨立相關。
很多研究發現，女性在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有障礙
的比例比男性高。[16,17]本研究發現在基本日常生活活
動項目的功能狀態上，男、女功能有障礙的比例並無
統計上的差異，但是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中的
「藥物處理」、「財務處理」、「購物」、「外出行
動能力」和「使用電話」等項目，女性功能有障礙的
比例明顯比男性為高。本研究發現女性在需要體力或
是較複雜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如「藥物處理」、
「財務處理」、「購物」、「外出行動能力」和「使用
電話」等項目功能有障礙的比例較高，而在「準備膳食」
和「家務處理」這二項活動男、女功能有障礙的比例並
無不同，可能是因為中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女
性主要負責家務處理和準備膳食這些活動。
很多研究都證明年齡愈高的老人，日常生活活動
功能有障礙的比例愈高，[18,19]但是年齡和功能降低的
關係，並非隨著年齡增加而功能呈線性下降，而是隨
著年齡增加而呈加速下降的關係。[20]本研究也發現不
管是基本或是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障礙的比例在
75-79 歲和 80 歲以上這兩個年齡層明顯比 65-69 歲和
70-74 歲年齡層高。本研究也發現所有工具性日常生活
活動項目功能有障礙的比例都比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障礙的比例為高，因為基本日常生活活動項目主要
反應人類的基本生理功能，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功
能較容易受到社會、環境、學習與文化的影響，並且
複雜度較高，所以功能下降的時間會較早。由此推論
對於一般的老人族群的功能狀態，使用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量表會比基本日常生活活動量表可以更早發現
有功能障礙的人。[21,22]
評估老年人的健康狀況除了生理上沒有疾病以及
心理、生理和社會諸多層面的安適之外，尚必須包含
良好的功能狀態，方能符合健康生活與生命的需求。
很多研究也證明老年人的健康狀態和日常生活活動功
能狀態有相關性，[11,12]但是過去的研究對於功能狀態
的評估，大多採取量表內所有活動項目功能狀態的加
總分數，這些研究並無法知道量表內個別項目的功能
狀態對受測者的重要程度和健康狀態的影響比重。本
研究發現對於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所有基本日常生活
活動項目除了「上廁所」項目外，其他項目有功能障
礙都和自我認知健康不佳狀態都有顯著相關，而以「大
小便控制」和「吃飯」這二項活動的功能狀態和健康
狀態相關性最強。而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中，
以「外出行動能力」和「藥物準備」這兩項有功能障
礙和健康不佳狀態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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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5 歲以上老年人個別項目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障礙情形-按年齡區分
功能障礙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
進食
大小便控制
穿脫衣服
上下床
洗澡
上廁所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使用電話
購物
準備膳食
家務處理
財務處理
藥物處理
外出行動能力

全體樣本
(n＝600)

65-69 歲
(n＝208)

70-74 歲
(n＝153)

7.0 %
7.3 %
8.2 %
9.3 %
8.5 %
7.5 %

3.4 %
3.9 %
3.4 %
4.3 %
4.3 %
2.9 %

3.9 %
4.6 %
3.9 %
5.9 %
4.6 %
3.9 %

17.7 %
22.8 %
20.2 %
17.7 %
22.7 %
16.8 %
24.7 %

7.7 %
11.1 %
12.0 %
8.7 %
12.5 %
9.6 %
13.0 %

13.7 %
17.7 %
9.2 %
9.2 %
15.7 %
10.5 %
21.6 %

75-79 歲
(n＝131)

≧80 歲
(n＝108)

P值a

9.9 %
9.2 %
10.7 %
10.7 %
9.2 %
8.4 %

14.8 %
15.7 %
20.4 %
22.2 %
21.3 %
20.4 %

0.0004
0.0006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17.6 %
23.7 %
26.0 %
23.7 %
22.9 %
20.6 %
29.8 %

42.6 %
51.9 %
44.4 %
39.8 %
51.9 %
35.2 %
45.4 %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註 a：P 值由卡方檢定測得。

表 2. 65 歲以上老年人個別項目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障礙情形-按性別區分
男性 (N=302)
功能獨立
基本日常生活活動
進食
大小便控制
穿脫衣服
上下床
洗澡
上廁所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使用電話
購物
準備膳食
家務處理
財務處理
藥物處理
外出行動能力
註 a：P 值由卡方檢定測得。

功能障礙

女性 (N=298)
功能獨立

功能障礙

P 值a

283 (93.7%)
285 (94.4%)
280 (92.7%)
278 (92.0%)
278 (92.0%)
285 (94.3%)

19 (6.3%)
17 (5.6%)
22 (7.3%)
24 (8%)
24 (8%)
17 (5.7%)

275 (92.3%)
271 (90.9%)
271 (90.9%)
266 (89.3%)
271 (90.9%)
270 (90.6%)

23 (7.7%)
27 (9.1%)
27 (9.1%)
32 (10.7%)
27 (9.1%)
28 (9.4%)

0.49
0.11
0.43
0.24
0.62
0.08

259 (85.8%)
249 (82.4%)
244 (80.8%)
255 (84.4%)
256 (84.8%)
266 (88.1%)
254 (84.1%)

43 (14.2%)
53 (17.6%)
58 (19.2%)
47 (15.6%)
46 (15.2%)
36 (11.9%)
48 (15.9%)

235 (78.9%)
214 (71.8%)
235 (78.9%)
239 (80.2%)
208 (69.8%)
233 (78.2%)
198 (66.4%)

63 (21.1%)
84 (28.2%)
63 (21.1%)
59 (19.8%)
90 (30.2%)
65 (21.8%)
100 (33.6%)

0.02
0.002
0.55
0.17
<0.0001
0.001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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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5 歲以上老年人自評健康狀況-按年齡、性別區分
非常好
全體樣本
年齡層

性別

65-69 歲
70-74 歲
75-79 歲
≧80 歲
男性
女性

65 (10.8%)
29 (13.9%)
18 (11.8%)
13 (9.8%)
05 (4.7%)
51(16.9%)
14 (4.7%)

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190 (31.7%)
073 (35.1%)
050 (32.7%)
035 (26.5%)
032 (29.9%)
104 (34.4%)
086 (28.9%)

179 (29.8%)
049 (23.6%)
051 (33.3%)
049 (37.1%)
030 (28.0%)
081 (26.8%)
098 (32.9%)

139 (23.2%)
052 (25%)
031 (20.3%)
031 (23.5%)
025 (23.4%)
053 (17.6%)
086 (28.9%)

27 (4.5%)
05 (2.4%)
03 (1.9%)
04 (3.1%)
15 (14.0%)
13 (4.3%)
14 (4.6%)

表 4. 邏輯氏迴歸探討個別項目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與自評健康不佳的關係
危險對比值 a

95% 信賴區間

進食功能
獨立
障礙
穿脫衣服功能
獨立
障礙
洗澡功能
獨立
障礙
上下床功能
獨立
障礙
大小便控制功能
獨立
障礙
外出行動能力功能
獨立
障礙
藥物處理功能
獨立
障礙

P 值
0.004

1
4.27

1.61-11.37
0.003

1
4.27

1.63-11.18
0.003

1
3.91

1.59-9.58
0.001

1
3.95

1.73-9.00
0.002

1
4.72

1.76-12.67
0.01

1
1.93

1.15-3.25
0.03

1
1.93

1.06-3.51

a：危險對比值：調整年齡、性別及其他相關變項後之危險對比值。

老年人的功能障礙並不都是無法恢復的永久障
礙，藉由治療有些老人可以恢復到原來的獨立功能狀
態，[15,23,24]但是隨著年紀愈大或是失能的活動項目愈
多，成為永久失能的機會愈大，而功能恢復的機會也
愈小。[20]復健治療可以藉由訓練肌肉力量、平衡能力、

家居環境調整、和輔具(assistive devices)的訓練使用，
使得失能的老人恢復特定項目的日常生活活動的獨立
功能。[25-27]但是如果面對有多項日常生活活動障礙或
是年紀極大的老人，期待所有項目的功能都能完全恢
復獨立並不容易，針對和健康狀態有顯著相關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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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活動項目治療，才是較實際的作法。[28]
本研究因為樣本是局限於苗栗縣的老年人，而且
因為本研究設計採取到家訪查的方法，會使得居住在
慢性安養機構的老人不容易被調查到，這些都會影響
本研究結果的對外推估性。另外，本研究為一橫斷式
(cross sectional)研究，無法了解各項活動的功能狀態隨
著時間而改變的情形。但是本研究是第一個針對台灣
地區 65 歲以上的老人，其基本日常生活活動和工具
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內的各個項目功能狀態的調查，
而且本研究的樣本是大型、隨機且有代表性的樣本。

結

論

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年人基本日常
生活活動項目功能有障礙的盛行率介於 7%到 9.3%，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項目功能有障礙的盛行率介於
16.8%到 24.7%，其中以「吃飯」和「大小便控制」這
二項活動的功能狀態和健康狀態相關性最強。針對和
老年人健康狀態顯著相關的日常生活活動項目，應該
積極醫療介入防止功能喪失，或藉由復健治療使功能
恢復，以提升老年人的自評健康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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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in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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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Health-related quality-of-life in the elderly generally encompasses freedom from disease, good
physical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preventing the loss of function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Some indices of ADL, such as basic ADL and instrumental ADL, are considered to be measures
of functional status in the elderly. However, in most studies, functional status is evaluated by either the
summed ADL score or disability score in one or more ADLs. No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 individual’s ADL function and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status (i.e., 13 ADL items in the basic and instrumental
ADL domains) to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in elderly people.
All residents aged 65 years old or older in Miaoli city were chosen for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in the
sample of 600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by a stratified 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interviewed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Data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functional status in basic and
instrumental ADLs, and self-rated health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was excellent, good, or fair in 72.3% of the elderly,
and bad or poor in 27.7%. The most and least prevalent disabilities in basic ADLs were transfer (9.3%)
and feeding (7%), respectively; the most and least prevalent disabilities in instrumental ADLs were
transportation (24.7%) and drug preparation (16.8%).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unctional status in bathing, feeding, dressing, incontinence, transfer, transportation, and drug
prepa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with incontinence (odds ratio, 4.72)
and feeding (odds ratio, 4.27) being highly associated.
A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prevent functional decline in ADL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activities. Rehabilitation therapy should be focused on restoring independence in
these activities, which subsequently would improve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 Tw J Phys Med Rehabil
2009; 37(2): 107 - 114 )
Key Word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elderly,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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