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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實驗研究，旨在探討應用臨床路徑於酒精戒斷病患之成效，以驗證實施前後在住院日數 、
Lorazepam 使用量、住院醫療費用、一個月內再住院率、病患服務滿意度，及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等差異
情形，並分析實施臨床路徑之變異因素。採立意取樣於某精神科核心醫院取得病患樣本對照組四十四位與
實驗組四十五位，單組醫療人員樣本十八位；所得資料以平均值、百分比、獨立樣本 T 檢定、配對 T 檢定、
卡
方
與
複
迴
歸等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實施臨床路徑發生之變異占 15.6%，以病患或家屬之因素為多；兩
組的住院日數、Lorazepam 使用量、住院醫療費用與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等呈顯著性差異，一個月內再住
院率與病患服務滿意度無顯著性差異。亦即實施臨床路徑不僅能節省醫療資源浪費，降低醫療成本，而且
提昇了內在顧客滿意度。
關鍵詞彙：臨床路徑，酒精戒斷，住院日數，住院醫療費用，Lorazepam 使用量

一、前

言

臺灣初期醫療給付採公勞保「論量計酬」的回溯性支付
制度，按服務項目與數量之付費方式，結果造成醫療資源的
不當使用與嚴重浪費。全民健保實施後，為有效抑制不斷上
漲的醫療費用與非必要服務，逐漸將傳統的「論量計酬制」
改為「論病例計酬制」，以規範醫療機構必須確保最基本的
醫療品質，管制醫療費用與住院日數，與簡化健保費用的審
查制度（盧美秀等，1997）；目前臺灣已規劃實施五十種「論
病例計酬」的項目（健保局，1999），此種支付制度對各級
醫療機構之營運造成極大的衝擊，面對此改變帶來的經營壓
力，各醫療機構為求不影響醫療品質又能降低住院日數，開
始相繼發展個案管理制度 （case management ）與臨床路徑
（clinical pathway），使能於醫療品質與成本控制上做妥善規
劃與管理 ，以符合健保給付規則 ，繼而提昇機構的競爭力
（Birdsall and Sperry, 1997）。
臺灣精神疾病逐年增長，尤其在物質濫用 依賴、焦慮
症等精神疾患（胡海國等，1987），醫療機構的人力與設備
的資源需求亦相對的提高；加上慢性精神病患長期佔用急性
病床，使得精神病床仍出現不足的現象（健保局，1998；陳
永興，1997）。酒癮病患之身心併發症、長久性的家庭、社
會等問題，使得病患反覆住院而經常耗用醫療照護資源，尤
其是酒精戒斷之解毒與復健治療亦屬高成本的健康照護
（Booth et al., 1997）。Wickizer et al. (1996)指出，精神科住
院病患照護最重要的管理照護策略（managed care strate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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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住院日數管理」，因此如何推展具有效益的醫療管理模
式，以提高病床利用率，降低醫療資源浪費，及提昇醫療照
護品質，實為現今管理照護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國內發展
臨床路徑多為內外科之疾病，精神科推展臨床路徑才剛起
步，相關研究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藉由實施此管理模式，
以評價在醫療資源使用與照護品質的成效。

二、文獻查證
「臨床路徑」為多專業醫療人員對特定診斷或治療的病
患，最適當的介入時序性及標準化醫療照護；以減少臨床實
務的變異、降低延遲治療、減少醫療資源使用，並使照護品
質極大化，使能在診斷關聯群規範的住院日數內，達成預期
的醫療結果（Ireson, 1997；鍾國彪，1997）。接受臨床路徑
的病患因依照護路徑提供適當的醫療處置，避免不必要或重
複的檢查，降低昂貴藥物過度使用，減少發生合併症，及縮
短住院日數，以間接減少醫療費用，進而提昇病患的滿意度
（Cohen, 1991）。June-Forkner (1996)亦指出，實施臨床路徑
在於整合各專科的醫療活動與增進多專業協調合作，增加專
業人員臨床決策的自主權與參與感，而提高醫護人員的工作
滿意度。臨床路徑亦統合原有治療計劃，減少文書的重複性、
差異性及作業時間；同時經由監測病患的進展，確認問題所
在與促成修正行動，減低錯誤與改善品質。
酒精戒斷的臨床症狀為噁心、嘔吐、全身不適、發抖、
心跳快、多汗、頭痛、焦慮等，較嚴重則會抽搐、震顫性譫

臨床路徑應用於酒精戒斷病患

妄，甚至失去定向感、幻聽或嚴重的自主神經過度反應；延
誤治療則易衍生成肺炎、心臟疾病、胰臟炎、酸中毒、出血、
呼吸停止、水分與電解質不平衡等，不治療致死的比例達 20%
（羅淑芬與林信男，1991）
。Benzer (1990)與 Schukit et al. (1995)
之研究發現，酒精戒斷多屬輕微症狀，約 10% 較嚴重而需要
藥物或住院治療，尤以震顫性譫妄與抽搐是屬嚴重症狀；而
病患每日最高飲酒量、大量飲酒年數、酒精戒斷次數、使用
其他鎮靜劑者、合併較多內科問題等因素，易發生震顫性譫
妄與抽搐。Blose and Holder (1991)表示病患年齡愈大者其住
院日數愈長，嚴重酒精戒斷症狀與合併症其住院日數較長，
亦提高其他醫療服務使用率。 Morgan et al. (1996)以實施「臨
床路徑」合併使用「酒精戒斷評估量表」於酒精戒斷病患，
結果其住院日數實施前半年為 6.67 天，實施半年後為 5.25
天，實施一年後為 4.31 天，平均每人使用 Benzodiazepine 總
劑量減少三分之一，未增加自動出院與併發症發生率，研究
建議在酒精解毒治療病房，以「臨床路徑」合併使用「酒精
戒斷評估量表」，能夠降低住院日數與 Benzodiazepine 使用
量，並增加多專業人員對評估酒精戒斷症狀的依據性 。
Zacharians et al. (1998)之研究指出，臨床路徑提供工作標準與
客觀工具以照護酒癮病患 ，醫護人員能掌握病患的鎮靜狀
態，臨床判斷與處理較為一致，醫生多數願意採行「食譜式」
的標準用藥。
在精神醫療資源尚嫌不足下，減少醫療資源浪費與提
昇照護品質實為當務之急 。綜觀以上文獻得知，酒精戒斷
者之屬性與疾病嚴重性會影響其使用醫療資源；醫護人員
以「酒精戒斷評估量表」評估病患的戒斷症狀，監測其戒
斷期病程，作為醫療處置的依據， 進 而 能 減 少 發 生 合 併
症；並且各專業協同合作實施臨床路徑，依路徑流程提供
病患適切的醫療照護 ，能降低住院日數與醫療費用，以及
促進照護品質的提昇 。因此本研究藉由實施臨床路徑 ，以
評價在住院日數 、Lorazepam 使用量、住院醫療費用 、一
個月內再住院率、病患服務滿意度、及醫療人員工作滿意
度等方面之成效。

日數與臨床路徑內容之參考；民國八十七年八至十二月研究
者訓練評量員及舉辦 「臨床路徑」教育訓練；民國八十七
年八月與十一月分別進行預測研究工具及試行臨床路徑；
民國八十七年八至十一月對照組實施常規性照護計劃，民國
八十七年十二月至八十八年四月實驗組實施臨床路徑照護
計畫、並監管與記錄實施之變異，兩組皆於實施後收集相關
成效指標資料。

(三)研究工具與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除收案病患記錄表、臨床路徑照護表、住院醫療
費用清單等外，使用主要研究工具為：(1)「酒精戒斷評量表」
採譯自 Foy et al. (1998)所修訂 Shaw et al. (1981)發展之酒精
戒斷評估量表（Clinical Institute Withdrawal Assessment Scale
for Alcohol, CIWA-A），共有十九項，量表最高分為一百分，
分數越高，表示酒精戒斷症狀越嚴重 ；Foy et al. (1988)及
Stuppaeck et al. (1994)指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與評
量者間信度。(2)「病患服務滿意度調查表」為利用 Ruggeri and
Dall’agnola (1993)之精神病患服務滿意度調查表，擷取其中的
醫療人員技能行為、相關資訊、服務可近性、服務效率等向
度，而發展出三十五題，採五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滿
意。(3)「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調查表」為自行發展之問卷，
包括醫療人員所提供對病患整體照護、專業間與部門間溝通
協調、個人對自己工作等滿意程度等三個向度共二十四題，
採五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滿意。
以上三種研究工具採專家內容效度，由五至六位精神醫
療與護理專家評分，採四分量法，以量表適當性與正確性加
以評分及提供意見，並彙整專家意見加以修訂工具內容。在
信度方面：「酒精戒斷評估量表」採評量員間信度，為 .97；
「病患服務滿意度調查表」與「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調查表」
採 Cronbach’s α 檢定量表內在一致性，結果分別為 .95
與 .81，三份工具皆達可接受水準。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並參考相關文獻，整合本研究架構如圖一
所示。

(二)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類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立
意取樣於北區某精神科核心醫院進行收案，病患對象為酒癮
患者，共收案對照組四十四位與實驗組四十五位，採雙組後
測設計；醫療人員收案對象為同一醫療小組人員十八位，採
單組前後測設計。
資料收集過程包括病歷回溯審查 、教育訓練 、前驅研
究、正式研究等四階段，民國八十七年五至七月隨機抽樣
並審查酒癮住院病患病歷六十四份，以作為擬定病患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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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實施臨床路徑於酒精戒斷病患之研究架構

洪芬芳

李麗傳

(四)資料統計分析

胡維恆

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是以 SPSS for windows 電腦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卡方與 T 檢定（T-test）測定兩組屬
性資料之同質性，再以百分比、平均值、卡方、T 檢定、配
對 T 檢定（paired T-test）、複迴歸等描述各項指標之分布與
檢定兩組差異情形。

實驗組比對照組使用量減少 39.13 毫克，下降 36.61%，兩組
達統計上顯著性差異。Morgan et al. (1996)與 Saitz et al. (1994)
之研究發現，使用「酒精戒斷評估量表」與實施「臨床路徑」
能減少 Benzodiazepine 使用量；本研究亦以此量表評估病患
戒斷症狀，醫師依據病患戒斷程度逐漸調降藥物用量，避免
藥物用量太高而使病患過度鎮靜；病患脫離戒斷症狀時可以
即時減藥或停藥，明顯降低藥物使用量。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五)平均住院醫療費用分析

(一)病患樣本群之屬性與分佈

從表二得知對照組平均醫療總費用為 55644 元 人，實
驗組為 31364 元 人，實驗組比對照組減少 24280 元 人，
下降 43.6%，兩組在統計上達顯著性差異。在分項醫療費用
上，診察費、病房費、藥費、藥事服務費、精神科治療費等
五項費用，隨住院日數增加而遞增收費次數，故兩組在此五
項費用上，皆有顯著性差異；另外，住院期間皆有固定檢查，
特殊檢查少，兩組的檢查費未達顯著差異，治療處置費的收

本研究共收案八十九位病患，兩組樣本全為男性，平均
年齡為四十歲；婚姻狀態以已婚居多，占 70%。教育程度皆
以初中、高中為多，占 56%；對照組有職業者占 45.5%，實
驗組占 68.9%。在疾病併發症病史，兩組以有肝病者最多，
其次為消化性潰瘍、抽搐、譫妄等；每日飲酒量（酒精含量）
平均為二百六十七公克，大量飲酒總年數平均十三年，最後
一次喝酒二十四小時戒斷症狀分數平均為十五分，住院次數
平均為 3.5 次。兩組之職業達顯著性差異，另年齡上有差異
（p = .055），但未達統計水準，其他屬性皆無顯著性差異。

表一

兩組病患住院日數與 Lorazepam 使用量比較
對照組
（n = 44）

實驗組
（n = 4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住院日數

23.93
(12.90)

Lorazepam 使用量

108.05
(74.07)

變

(二)臨床路徑照護變異分析
本研究實驗組樣本四十五位中，三十八位未發生影響出
院之變異，有七位發生變異，占 15.6%，變異種類皆屬於病
患或家屬之變異，其中四人因遇過年、住院期間使用酒精、
病情進展比預期早等因素而提前出院；另三人因家屬拒絕病
患出院、及發生譫妄期間長致延後出院。整體而言，實施過
程中產生影響出院之變異較少，歸因於該群病患之急性戒斷
症狀有其一定的病程，以提供兩週標準的照護計畫，是一種
安全又簡單的方式，實施臨床路徑不僅能正確評估病患之戒
斷症狀，適當調整藥物與控制併發症，而且監測照護流程以
避免遺漏與延遲，使得戒斷症狀能獲得適當的醫療處置。

(三)平均住院日數分析
對照組平均住院日數為 23.93 天，實驗組為 13.51 天，
實驗組比對照組減少 10.42 天，降低了 43.46% ，兩組間達
統計上顯著性差異（表一）。由結果可知 ，實施臨床路徑
依循每日日程提供適切的照護內容，故而縮短病患的住院
日數，此與 Morgan et al. (1996)之研究有相同結果；本研究
考量醫療之本土性與實務性，雖然規劃之住院日數仍遠高
於國外研究數據，但實施臨床路徑後 ，確實明顯降低病患
住院日數。

(四)平均 Lorazepam 使用量分析
Lorazepam 是屬於 Benzodiazepine 類藥物，亦是本研究
機構治療酒精戒斷的標準用藥；由表一得知，對照組平均
Lorazepam 總使用量為 108.05 毫克，實驗組為 68.92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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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t值

P值

13.51
(1.16)

5.34

.000***

68.92
(26.24)

3.31

.001***

*** p <.001

表二

變

項

兩組病患住院醫療費用比較
對照組
(n = 44)

實驗組
(n = 45)

平均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差）

t值

P值

診察費

5444
(2611)

3211
(313)

5.96

.000***

病房費

16252
(10817)

8780
(3230)

4.40

.000***

檢查費

4423
(1467)

4516
(1385)

−.31

.76

治療處置費

67
(197)

110
(215)

−.99

.33

藥費

1970
(1470)

935
(366)

4.55

.000***

藥事服務費

1712
(1119)

914
(81)

4.72

.000***

精神科治療費

25671
(13754)

12973
(2184)

6.05

.000***

醫療總費用

55644
(28375)

31364
(4797)

5.60

.000***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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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次數很少，此項目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與國內廖 美南
（1997）研究結果相似，唯在醫療費用結構上有少許不同。
可見實施臨床路徑能有效的管理住院日數，而兩組病患住院
日數差異性大，其住院醫療費用亦相對的懸殊大，也間接減
少醫療費用的支出。
從表一及表二中得知，兩組在住院日數、Lorazepam 使
用量及住院醫療費用上皆有顯著性差異，但考慮兩組在職業
別比率有顯著差異，另年齡亦微有差異 ( p = .055 )，故將職
業、年齡、及研究組別與職業之交互作用等變項以複迴歸分
析，兩組在住院日數、Lorazepam 使用量、住院總醫療費用
等成效指標上仍達顯著性差異，表示排除兩組在控制變項之
差異與交互作用後，主要是受介入「實施臨床路徑」之因素
影響。

(六)一個月內再住院率分析
本研究對照組病患一個月內再住院率為 11.4%（五人），
實驗組病患為 15.6%（七人），未達統計上顯著性差異（表
三）；兩組病患一個月內再住院之主要原因，為再度飲酒引
發的身體或精神上不適，而在兩組八十九位病患中仍有 30%
（對照組：二十三人，實驗組：四人）少量飲酒而未再住院。
出院後早期再飲酒及再住院是酒癮治療的一個常見問題，特
別是在戒酒前幾週或前幾個月發生，Yate et al. (1993)研究發
現，酒癮者復發性高，尤其以出院○至三個月內再住院率居
首，因此酒癮復發之問題值得深入探究。國內在酒癮病患的
醫療模式尚侷限於住院解毒或短期治療，缺乏出院後的後續
照護或社區復建，短期酒精解毒治療只是酒癮連續性照護的
一部分，未能真確預防病患復發，唯有整合多元性的連續性
照護，方能達到長期戒治的效果，亦是國內在酒癮防治上有
待努力的目標。

服務相關訊息不足，使得病患未能參與照護計劃，亦可能影
響病患滿意度未明顯提昇。

(八)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分析
在整體工作滿意度上實施後有改善者共十三人，未改善
者有二人，退步者有三人。實施臨床路徑前滿意度平均總分
為 83.3 分，實施後為 89.8 分；實施前在平均每單項得分為
2.83 至 4.11 分，實施後為 3.33 至 4.28 分，實施前後在整體
滿意度上有顯著性差異（表五）。在次分項上，提供病患整
體照護方面有顯著差異，多數人員認為提高了病患照護的效
率；在專業間與部門間溝通協調、個人對自己工作滿意等兩
方面，雖滿意度提高但未呈明顯差異，原因可能是研究機構
尚未實施臨床路徑，雖獲高階主管高度支持，各專業人員對
實施臨床路徑仍心存阻抗，故在整體的協調合作尚未有顯著
效應。Goode (1995)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相似，在病患照護品質
有明顯的提昇，但各專業間需要更長時間達成協調合作的關
係，以建立推動臨床路徑的共識。在單項上，「與病患溝通
及參與照護計劃」、「花費較多的紀錄時間」微有退步，主
要為未提供「病患版臨床路徑」使得病患參與不足，工作人
員亦認為尚未完全適應新的照護模式；未來提供「病患版臨
床路徑」與簡化文書作業有其必要性。

五、結

論

實驗組病患樣本四十五位中，有七位(15.6%)發生變異，

表四

兩組後測病患服務滿意度比較

滿意度變項

(七)病患服務滿意度分析
整體滿意度
醫療人員之技能行為
獲得相關資訊
服務可近性
服務效率

對照組病患服務滿意度因有一份未回收問卷，僅用四十
三份作分析，該組病患服務滿意度平均總分為 144.9 分（表
四），實驗組為 148.6 分，對照組在每單項上平均得分為 3.88
至 4.40 分，實驗組為 3.91 至 4.49 分，兩組在整體服務滿意
度上無明顯差異；兩組皆在「很滿意」與「非常滿意」之間，
表示此群體病患在實施臨床路徑前後對住院服務滿意程度
高。本研究與 Goode (1995)研究結果略有不同，可能是此研
究實施時間較長與研究樣本數多，顯見其實施的成效，故仍
需考量長時間的評值成效；另則實施過程中因行政因素而未
提供「病患版臨床路徑」，病患對於醫療人員所提供之照護

表三
變 項
再住院
無
有

百分比

人數

Yate’s
correted
百分比
χ2
.072

39
5

整體滿意度

88.60
11.4

提供病患整體照護

實驗組 (n = 45)

38
7

84.4
15.6

p值
.788

專業間與部門間
溝通協調
個人對自己工作
滿意
註：配對 T 檢定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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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n = 45)

平均值

平均值

144.9
49.7
46.3
32.7
16.3

148.6
50.9
47.5
33.3
16.9

t 值

p 值

−.89
−.82
−.99
−.58
−1.04

.38
.42
.33
.57
.30

單組前後測醫療人員工作滿意度比較

滿意度變項

兩組病患一個月內再住院率比較

對照組 (n = 44)
人數

表五

對照組
(n = 43)

前測
(n = 18)

後測
(n = 18)

平均值

平均值

83.3
38.3

t 值

p 值

89.8

−2.48

.024*

40.3

−2.13

.049*

21.3

23.1

−2.01

.060

23.7

25.4

−1.91

.073

洪芬芳

李麗傳

皆屬於病患或家屬之變異。在醫療資源上，研究結果驗證實
施臨床路徑可以有效管理住院日數，適當控制藥物的使用量
與醫療費用支出。在醫療品質上，雖然臨床路徑的住院日數
縮短，並未影響病患的一個月內再住院情形。關於內在顧客
的滿意度上，實施後明顯提昇工作滿意度，普遍認為實施臨
床路徑能提供病患整體性的照護，個人在工作中能獲得的專
業成長與成就感，但在各專業間與部門間的協調合作仍嫌不
足。在外在顧客的滿意度上，實施臨床路徑後只有微幅上升，
未呈顯著性差異，提供病患版臨床路徑及加強病患參與照護
計畫等，亦是未來有待改善與努力的方向。

六、研究限制與建議
(1)本研究採「時間次序」研究設計，並受限研究人力與時
間，只評值病患一個月內再住院率，未能了解實施臨床
路徑的長期效果，建議未來可採同時間雙組設計及長時
間追蹤與評價。
(2)本研究只就住院日數、醫療費用與主要藥物用量等分析
醫療資源使用情形，未能精算實施的成本；未來研究者
可對實施所耗費之人力與物力詳細分析比較，以精確評
估實施臨床路徑的成本效益。
(3)本研究限於立意取樣北區某精神科核心醫院，未能廣泛
推論至其他醫院；目前在急性精神病床不足之情況下，
宜推廣實施至其他精神疾患，規劃設計精神疾病「急性
期」與「復健期」之臨床路徑，建立與評值明確的醫療
結果指標；以有效控制住院日數 ，使床位利用更為有
效，節約資源浪費。
(4)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身兼「臨床路徑管理師」之角色，監
測臨床路徑流程的執行，故無法完全排除霍桑效應。實
施過程宜考量增任「臨床路徑管理師」，以利過程中變
異的監測與分析，並協調追蹤相關處置行動，減少變異
的發生，於預定日數內達成治療目標與結果，並能對實
施過程的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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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clinical pathway on alcohol withdrawal patient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as also applied. The indicators included length of stay, medical cost, dosage of Lorazepam using,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a
month, as well as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staff satisfaction. Forty-four patients for control group, forty-five patients for experimental group, and
eighteen staff of treatment team were pulled by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at a psychiatry center. Statistic methods included mean, percentil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paired t-test , chi-square, and multiple-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variances of clinical pathway for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5.6%,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patients or family variance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length of stay,
medical costs, dosage of Lorazepam using, with staff satisfaction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atisfactory level of patients for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readmission rate within a month. In summary, clinical pathway can not only reduce medical costs, improv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but also can increase work related satisfaction among workers.
Key Words: clinical pathway, alcohol withdrawal, length of stay, medical cost, dosage of Lorazepam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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