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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the Taichung Veterans Pain Face
Scale (TVPFS) in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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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word: Pain assessment regards the patient's self-assessment of pain as the
"gold standard". Taiwan Pain Society developed the Pain Face Scale and authorized
it to be used by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he facial makeu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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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 six pain expressions and color chang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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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aichung Veterans Pain Face Scale (TVPF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sample was taken intentionally, and the case was

Key Words:

collected in a ward of a medical center in the central part. There were 70 subjects in

Pain assessment, Pain

total. Study the pre- and post-test design. First,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arrange

Face Scale, Validation,

six TVPFS facial masks in order from no pain to the most pain, and then the

Reliability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eceive (1) intravenous injection, and (2)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ound dressing change. Later, the pain intensity was evaluated by TVPFS
and NRS.
Results: All 70 subjects were ranked 140 times according to the total, and 93.6%
were correctly ranked. In terms of discriminative validity,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self-assess pain with TVPFS. The subjec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measurement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and wound
dressing (X2=106.29, p<. 001; X2=104.89) , p<.001). The TVPFS in dressing change
ZDVVLJQL¿FDQWO\KLJKHUWKDQWKDWLQLQWUDYHQRXVLQMHFWLRQ p<.001). In terms of the
validity of the standard correlation, the TVPFS of patients receiving intravenous
injection and dressing chang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NRS self-rated
pain score (p <.01).
Discussion: TVPFS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pain assessment, but there is a
Facebook that needs to be revised. It is recommended to modify TVPFS and further
research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VPFS in patient pai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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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與方法

疼痛治療不足可能帶來許多潛在有害後果，為個人，

本研究採前、後測量之相關性研究設計，經人體研

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沉重負擔。準確的疼痛評估是治

究委員會審核通過 (CE19107A)，採立意取樣共收案

療疼痛的基石，應使用適當疼痛評估工具，完整、

70 人，納入條件為無心智障礙者、能自我表達及非

有系統的疼痛評估以確定疼痛的影響及其嚴重程度。

病危病人。試驗進行方法乃參考 Bieri 等人 (1990) 的

疼痛是一個主觀的感受，一般疼痛評估視病人自評

研究設計﹝ 5 ﹞，並利用數字計分量表（Numerical

疼痛程度為「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 ) ﹝ 1 ﹞。讓

Rating Scale, NRS）作為效標以進行效標關聯效度

病人描述疼痛的強度，是臨床常用並可快速得到評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NRS 是 一 條 畫 有 11 個 刻

估結果，現今已有數種疼痛評估工具已被施行於臨

度的 10 cm 水平直線，最左邊為 0，代表「完全不

床，一般人可利用數字評分型量表 (Numerical Rating

痛」，而最右邊為 10，代表「非常痛」，病人可依

Scale, NRS）、視覺類比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其疼痛強度選出最適合的數字，數字愈大代表疼痛

VAS）或口語等級量表（Verbal Rating Scale, VRS）

程度愈高。NRS 是 SCCM 建議的疼痛評估工具之一

﹝ 2, 3, 4 ﹞及臉譜疼痛量表 (FPS) 自訴疼痛強度。

﹝ 7 ﹞。

Wong 及 Baker(1988) 最 早 發 展 出 Wong 及 Baker 疼

研究方法分為兩步驟，步驟一：研究者將六張臉譜

痛臉譜，它是由六個不同的卡通臉譜組成，分別由

打散後請受試者將六張臉譜依不痛 ~ 極度疼痛依序

快樂、無痛的表情到非常痛苦而感到悲傷等，並由

排列。研究者分別將不痛、極度疼痛兩張臉譜固定

被評估的人指出何種臉譜最代表其疼痛，最早用來

在 NRS 的兩端點 (0 分及 10 分 )，請受試者將其餘

測 試 兒 童 的 疼 痛 反 應 ﹝ 5 ﹞。 之 後，Bieri 等 學 者

四張臉譜個別放在對應的量尺上以獲得校標關聯效

(1990) 也針對兒童發展了另一種臉譜疼痛量表 (FPS)

度。步驟二：當病房護理人員為病人施打靜脈注射

﹝ 6 ﹞，其中包含了 6 種臉部表情並廣泛被利用於

留 置 針 前、 中、 後， 研 究 者 請 病 人 在 中 式 臉 譜 量

臨床及研究上，然而，國內並未對疼痛臉譜量進行

尺 及 數 字 計 分 量 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

信效度檢定，無法確切得知其在利用上的正確性。

指出其疼痛強度，以獲得校標關聯效度及區辨效

現在科技已經日新月異，為了朝向智慧醫院目標，

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同樣的測試方法會在三天

也鼓勵病人自訴疼痛，未來疼痛評估將由護理人員

後重複施測以獲得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主導詢問病人疼痛改為由病人主動以電子化疼痛評

研究收集之數據及資料，經編碼整理後輸入電腦，

估系統自主評估疼痛。電子化螢幕介面設計不但好

以 SPSS PC for Window21.0 之 統 計 軟 體 (SPSS Inc.,

看也要好用，Wong 及 Baker 疼痛臉譜及臉譜疼痛量

Chicago, IL) 進行資料分析。採百分比、平均值、標

表 (FPS) 雖在疼痛評估上在國外雖具有效度，但均為

準差獲得資料分布情形，由於 TVPFS 原始設計為次

單一顏色的臉譜，缺乏色彩變化。台灣疼痛醫學會

序變項 (ordinal variable)，研究以 Spearman 相關性比

遂發展了中式疼痛臉譜觀察工具，它包含六種臉譜，

較 TVPFS 及 NRS 以獲得校標關聯效度，以重複測量

由開心到非常傷心哭泣等六種表情變化代表疼痛感

無母數分析 friedman’s test 驗證 TVPFS 區辨效度。

受。除了臉部表情外，也將色彩變化利用於臉譜設
計以區別疼痛，臉譜上的色彩為由開心表情的黃色
到非常傷心哭泣表情的紅色，雖設計新穎，但此量
尺尚未進行工具信度及效度驗證。本研究目的為中
式疼痛評估臉譜量表之信效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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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共 有 70 名 受 試 者 參 與 研 究， 大 多 數 樣 本 是 女 性
（67.1％），年齡在 28 至 78 歲之間（M = 53.03，
SD = 14.62），教育程度以大專居多，占 47.1%。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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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原因均為接受手術，手術時間 4 小時以上手術者
占 46.7%。請受試者依序依不痛至極度疼痛排列六

表二
Tables 2 αඤᛰύࡕᆶ NRS ࣬ᜢ܄

張 TVPFS 臉譜，三天後再排列一次。70 位受試者
αඤᛰ

ѳ֡ॶ±ྗৡ

前、後共排列 140 次，正確排列者為 131 人 / 次 ( 佔
93.6%)，排列錯誤者為 9 人 / 次 ( 佔 6.4%)。受試者

N=70
Spearman's ભ࣬ᜢ
߯ኧ

TVPFS

NRS

第一次排列正確者為 65 人 / 次 (92.9%)，三天後受

2.17±1.99

0.91**

4.81±2.0

0.94**

2.43±1.83

0.93**

TVPFS
ύ

試者第二次排列正確者為 66 人 (94.3%)。

NRS
TVPFS
ࡕ

TVPFS 效度測試

NRS

請 受 試 者 在 接 受 靜 脈 注 射 前、 中、 後 自 評 疼 痛，

p＜
註：**
.01
ຏǺ**
pɦ.01

TVPFS 在 三 次 測 量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X2=106.29,p
＜ .001)。同樣的，當受試者在接受傷口換藥前、

TVPFS 信度測試

中、後以 TVPFS 評估疼痛，三次測量也呈現顯著差

由於 TVPFS 具有良好的校標關聯效度，因此再測信

異 (X 2 =104.89, p ＜ .001)。受試者在靜脈注射、換

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上續以 NRS 做為效標。研究

藥時 TVPFS 均顯著高於靜脈注射、傷口換藥前、後 (p

者分別將不痛、極度疼痛兩張臉譜固定在尺的兩端

＜ .01)。受試者在接受較不會引起疼痛的護理措施

點 (0 分及 10 分 )，請受試者以 NRS 指出其餘四張

( 靜脈注射 ) 時，及較會引起疼痛的護理措施 ( 傷口

TVPFS 臉譜疼痛強度。前、後兩次測試中，各疼痛

換藥 ) 時，TVPFS 臉譜呈現顯著差異 ( p ＜ .001)，

表情臉譜在 NRS 並無顯著差異 (p >.05)( 圖一 )，年

顯示 TVPFS 具有良好區辨效度。

齡、性別、教育程度並未影響測量 (p >.05)。

以 NRS 為校標，請受試者以 TVPFS 與 NRS 分別在
接受靜脈注射前、中、後自評疼痛強度，兩項評估
均呈顯著正相關 (rs=0.77, 0.83, 0.75, p ＜ .01)，如
表一。三天後請受試者再次以 TVPFS 與 NRS 分別在
接受傷口換藥前、中、後自評疼痛強度，TVPFS 與
NRS 兩項評估均呈顯著正相關 (rs=0. 91, 0.94, 0.93,
p ＜ .01)，如表二，顯示 TVPFS 臉譜具良好效標關
聯效度。
表一
Tables 1

ᓉેݙύࡕᆶ NRS ࣬ᜢ܄

ᓉેݙ

ѳ֡ॶ±ྗৡ

N=70

註：PF 為第一次測量、SF 為第二次測量，數字代表臉譜別。

Spearman's ભ࣬ᜢ

圖一 各臉譜在 NRS 分數

߯ኧ
TVPFS

NRS

0.24±1.02

0.77**

2.96±1.75

0.83**

1.01±0.57

0.75**

TVPFS

討論

ύ
NRS
TVPFS

錯 誤 為 5 人 (7.1%)， 三 天 後， 排 列 錯 誤 者 為 4 人

ࡕ
NRS

註：p
.01
ຏǺ**＜
pɦ.01

請 70 名受試者依序排列 TVPFS 臉譜，第一次排列

(6.7%)，排列錯誤者為 73~78 歲老人，教育程度為國
小程度。第一次排列錯誤受試者中，有 4 名表示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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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Tables 3 ඤᛰਔTVPFSीϩ

n

4

10

28

17

8

3

Mean NRS (95% CI) 0.75(0.05-1.55)

1.90 (1.37-2.43)

4.0(3.79-4.21)

5.96(5.56-6.63)

7.63(7.19-8.06)

9.33(6.46-9.88)

Median NRS(IQR)

2(1-3)

4(3-5)

6(4-7)

8(7-8)

10(8-10)

1(0-1)

譜二的表情給人痛到苦笑的感覺，並認為臉譜二疼

疼痛程度﹝ 14 ﹞。然而，本研究並未針對兒童進行

痛強度高於臉譜三。這些受試者均為女性，平均年

調查為本研究之限制。未來 TVPFS 進行臉譜修改後，

齡為 68 歲 (SD=1.2)。有研究指出，女性在生理疼痛

將會再進行信、效度測試，進一步針對各年齡、性

閾值及疼痛耐受度低於男性﹝ 8 ﹞，傳統文化影響

別不同族群進行驗證，以確認 TVPFS 在疼痛評估利

下，這些受試者可能認為對疼痛隱忍是一種美德，

用上的有效性及廣泛性。建議未來 TVPFS 也可建置

對於能忍受的輕微疼痛以苦笑對待。

於資訊系統以增加病人對疼痛表達的意願及便利性。

在設計疼痛臉譜之初即將 TVPFS 視為次序尺度，然
而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傷口換藥時 TVPFS 在
NRS 變化，除臉譜一外，其餘五張疼痛臉譜中位數
呈現等距變化 ( 見表三 )，TVPFS 六張臉譜設計具有
等距的特性。若將來推廣 TVPFS 到臨床時，各個臉
譜計分可參考表三結果。然而，TVPFS 臉譜三平均
NRS 雖為 4.0(95% CI=3.79~4.21)，NRS IQR 介於 3~5，
但有 13.7% 在臉譜三選擇低於 4 分。Gerbershagen 等
人研究指出病人可耐受的術後疼痛為 NRS 4 分，對
疼痛治療感到滿意的病人平均 NRS 為 3 分﹝ 9 ﹞，
大於 3 分代表病人疼痛無法獲得令人滿意之控制，
因此擬進一步修改臉譜三以更符合臨床疼痛評估情
境。
請受試者利用 NRS 指出 TVPFS 代表的疼痛強度，比
較第一、二次測量，各個臉譜在 NRS 分數均無顯著
差異 (p > .05)，評估結果未受到年齡、性別、教育
程度影響 ( 如圖一 )，顯示 TVPFS 具有再測信度上的
一致性。研究指出臉譜疼痛量表可用於各年齡層，

結論
疼痛是一種主觀的感覺，由病人自我報告才能獲得
真實疼痛結果提供臨床醫護人員疼痛管理的參考。
然而，疼痛評估是心理測量的一種﹝ 15 ﹞，很多
因素會影響病人反應疼痛的能力，如認知、口語流
利度、年齡及疾病，準確的疼痛評估只能從具認知
能力的病人獲得。疼痛臉譜藉由一系列表情變化來
表現疼痛，有助於上述族群反應正確疼痛強度，因
此，疼痛醫學會設計 TVPFS 提供此類族群使用。本
研究初步結果顯示 TVPFS 在疼痛評估上是一個有效
的工具，但臉譜三表情需進一步修改以描繪更深的
疼痛，未來修改臉譜後將再確定 TVPFS 信效度，建
議 TVPFS 可利用於各病人族群疼痛以評估其疼痛控
制上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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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榮疼痛評估臉譜量表之信效度測試初探
陳惠君 1， 惠美 1，張家慧 1，洪至仁 2
前言：疼痛評估視病人自評疼痛程度為「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台灣疼痛醫
學會發展 Pain Face Scale，並授權台中榮民總醫院使用。臉譜設計包含六種疼痛表情
及顏色變化，本研究目的為驗證 Taichung Veterans Pain Face Scale (TVPFS) 之信效
度。
材料與方法：採立意取樣，於中部某醫學中心病房收案，共有 70 名受試者。研究採
前、後測設計，先請受試者依不痛至最痛依序排列六張 TVPFS 臉譜，之後請受試者接受 (1)
靜脈注射，及 (2) 傷口換藥前、中、後時以 TVPFS 及 NRS 自評疼痛強度。
結果：70 位所有受試者依據共排列 140 次，正確排列者佔 93.6%。區辨效度方面，
請受試者以 TVPFS 自評疼痛，受試者在靜脈注射及傷口換藥前、中、後三次測量皆呈現
顯著差異 (X2=106.29, p ＜ . 001；X2=104.89, p ＜ .001)。換藥中的 TVPFS 顯著高於靜
脈注射中 (p ＜ .001)。效標關聯效度方面，病人接受靜脈注射及換藥時的 TVPFS，與其
NRS 自評疼痛分數呈正相關 (p ＜ .01)。
討論：TVPFS 在疼痛評估上，是一個有效的工具，但有一臉譜需要再修改。建議修
改 TVPFS 後進一步研究，以確定 TVPFS 在病人疼痛評估上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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