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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現有之科學資料、理論根據、臨床可行性及經
濟效益等考量，本章節指引之建議分類

IA級建議

(Category IA)

為強烈建議執行，並有良好之實驗、臨床及流行病學研

究支持

IB級建議

(Category IB)

為強烈建議執行，且有部分實驗、臨床及流行病學研究支

持及有充分的理論根據支持

IC級建議

(Category IC)

為根據現有之醫療法規、照護標準之建議

II級建議

(Category II)

為建議遵從，僅有建議性的臨床或流行病學研究，或理論

根據支持

未解決的問題
(Unresolved issue )

若目前並未有充分證據或無共識的建議則歸類為未解決之

議題

來源 http://www.cdc.gov



前言

加護病房病人嚴重、病況危急抵抗力差，因疾病需要放置中心靜脈導管，以

提供輸液治療及作為簡易中心靜脈壓監測之工具，如動靜脈導管常是病源菌

入侵人體的途徑。

 衛生署重要指標：落實醫療機構感染控制。

 JCI評鑑提及提升管路安全中減少管路造成感染是重要目標之一。

 美國CDC收集約300家醫院資料統計

 ICU每1000個導管日中平均CRBSIs 5.3例

 估計每年發生在美國的醫院和透析單位有78,000例CRBSIs（CDC, 2011）

 死亡率：12-25% （Umscheid et al., 2011）

 每例平均花費3,700-29,000美金（Scott, 2009）

（Americ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lideline for the prevent

theterrelated infection. MMWR, 2002）



導管留置引發相關感染的危險因子有：導

管留置天數、皮膚上菌落群聚、活塞菌落

聚集、醫護人員雙手，醫護人員執行導管

置入過程面及照護面不正確，導致中心靜

脈導管相關之血流感染，其致死率高達

10~20% ( O'Grady NP,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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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導管組合式置入措施(insertion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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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病管制局於2011年公布新版預防血管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之指引(O‘Grady NP,2011)，其中提及組合式感染管制照護

（bundle care）的措施應包括：

手部衛生(hand hygiene)

最大無菌面防護(maximal barrier upon insertion)

使用2% chlorhexidine消毒病人皮膚(Chlorhexidine skin antisepsis)

選取適當的置入部位(optimal catheter site selection)

每日評估是否拔除導管 (daily review of line necessity)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組合式措施(maintenance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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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部衛生(Hand Hygiene)：照護前確實執行手部衛生。

 每日評估是否拔除導管(Removing the Line When No Longer Needed)：每日

檢視置放位置有無紅、腫、熱、痛等情形，由醫師評估需移除或繼續留置導管

 更換無菌敷料(Dressing Change) ：每日檢視敷料的有效日期，紗布至少每2天

更換一次，無菌透明透氣敷料至少每7天更換一次，但若有潮濕、鬆散或變髒等

情形，應立即更換。更換敷料前使用酒精性2％chlorhexidine或酒精性優碘進行

病人皮膚消毒。

 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Tubing and Devices)：對於未接受血液、血液製品或

脂質輸液的給藥管路，至少每7天更換；接受血液、血液製品或是脂質輸液的給

藥管路，24小時內更換管路；接受propofol的給藥管路，12小時內更換。

 消毒注射帽(Scrub the Hub)：執行經管路注入藥物或輸液等管路照護工作前，

應使用含酒精消毒液徹底消毒。



手部衛生(Hand Hygiene)

手部衛生及正確的無菌操作在執行導管置

入前或每日照護導管時可避免發生感染

手部衛生可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或適當

的消毒液濕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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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每日評估是否拔除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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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評估 建議

1.利用更換敷料時檢視導管插入部位，或定期透過敷料進行觸診，以監測

是否有感染。

2.若導管插入部位有壓痛、發燒(沒有其他明確原因)或其他局部或血流感

染的症狀時，需移除敷料以便仔細檢查導管插入部位

IB



文獻~~更換無菌敷料(Dressing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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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管置入部位更換敷料 建議

1.使用無菌紗布或無菌透明、半透膜敷料覆蓋導管置入部位 IA

2.當病人流汗、置入部位出血或滲濕時，應更換敷料 II

3.敷料潮濕、鬆脫或髒了，應更換敷料 IB

4.導管置入傷口勿使用抗生素藥膏以免造成黴菌感染或抗藥性菌種出現 IB

5.導管留置期間勿將導管置入部位置於水中，若淋浴時則應在導管注射部
位做好防護措施固定妥當，以避免水分滲透至導管部位造成感染

IB

6.使用無菌紗布則每2天更換敷料 II

7.使用無菌透明或半透膜敷料至少每7天更換敷料一次 IB



文獻~~更換無菌敷料(Dressing Change)

 傳統紗布及膠帶式的固定敷料相比，透明具有半通透

性的敷料更能以眼睛直接觀察導管部位情形，進而減

少更換次數。

 一個針對2,000 支周邊導管使用透明敷料與傳統紗布

敷料研究，發現在導管敷料上的菌落移生率分別為

5.7%比4.6%，即便延長透明敷料留置天數不做更換

，也不會增加血栓靜脈炎的風險。

Maki DG, Ringer M. Evaluation of dressing regimens for prevention of infection with peripheral intravenous catheters.
Gauze, a transparent polyurethane dressing, and an iodophor-transparent dressing. JAMA 1987; 258:239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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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更換無菌敷料(Dressing Change)

 另一(系統回溯性)研究證明使用透明敷料與傳統紗布

敷料，發現二者在導管相關之血流感染並無不同。

 使用者可按照情形選擇想要的敷料，如果置放部位滲血，紗

布敷料是較好的選擇。
Hoffmann KK, Weber DJ, Samsa GP, Rutala WA. Transparent polyurethane film as an intravenous catheter dressing.

A meta- analysis of the infection risks. JAMA 1992; 267:2072–6.

加護病房研究中指出，共有1,636位患者(3,778 支導

管及使用28,931 總天數)，使用chlorhexidine 敷料比

起傳統敷料，可降低主要的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
Timsit JF, Schwebel C, Bouadma L, et al. Chlorhexidine-impregnated sponges and less frequent dressing changes for

prevention of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in critically ill adul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 2009; 301:1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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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更換無菌敷料(Dressing Change)

一項在601 位癌症接受化療病人所做的研究，發現使

用chlorhexidine 敷料比傳統敷料有著更低的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率(P = 0.016，相對危值0.54)

Ruschulte H, Franke M, Gastmeier P, et al. Prevention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infections with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impregnated wound dressing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n Hematol 2009; 88:2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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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更換無菌敷料前皮膚消毒

 在中心靜脈導管之菌落移生及導管相關之血流感染上

，0.5%chlorhexidine酊劑的效果相當於10%的優碘#

 有研究指出2%chlorhexidine比10%優碘或70%酒精

更能有效地減少導管相關之血流感染。

 更換敷料前使用酒精性2％chlorhexidine或酒精性

優碘進行病人皮膚消毒。
Maki DG, Ringer M, Alvarado CJ. Prospective randomised trial of povidone-iodine, alcohol, and chlorhexidine
for prevention of infection associated with central venous and arterial catheters. Lancet 1991; 338:339–43

#Humar A, Ostromecki A, Direnfeld J, et 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of 10% povidone-iodine versus 0.5%
tincture of chlorhexidine as cutaneous antisepsis for prevention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infection. Clin Infect
Dis 2000; 31: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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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靜脈導管組合式照護-實務照護部分

 傷口觀察：應每日目視或隔敷料觸診導管放置處

 敷料選用：優先使用無菌透明敷料

 若傷口處容易滲溼、滲血則選用紗布

 更換時機：

 滲濕、髒污、鬆脫立即更換

 無菌透明敷料每7天更換

 紗布每2天更換

 執行照護時：

 執行者:(1)配戴口罩、頭髮過長應盤起

(2)戴清潔手套移除舊敷料

(3)戴無菌手套放置無菌敷料

 病人：操作中應避免談話或配戴口罩



每日照護實務

執行管路照護前確實洗手-乾洗手(內外夾弓大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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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感應式
乾洗手取適
量乾洗手液

乾洗手時應
搓揉20-30秒

戴上手套準
備執行每日
導管照護



每日照護實務
執行管路照護前確實洗手-濕洗手(內外夾弓大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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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洗手整個完成
約需40-60秒

濕洗手步驟：
內、外

濕洗手步驟：
夾

濕洗手步驟：
弓

濕洗手步驟：
大、立

濕洗手步驟：
完



每日照護實務

每日檢視敷料有效日期

注射部位有無紅、腫、熱、痛情形

每日醫師評估是否拔除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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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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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清潔/無菌手
套後拆開穿刺部位

傷口敷料

拆傷口開敷料後再
檢視注射部位是否
紅、腫、熱、痛



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消毒換藥用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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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備物含：換藥包、消
毒溶液、無菌手套、無菌
透明性敷料、無菌棉枝

打開換藥包、將消毒溶液
倒入，無菌棉枝、無菌手
套、無菌透明性敷料放入



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消毒換藥準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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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除
清潔手套

打開
換藥包

戴上
無菌手套

更換敷料

需再進行
一次洗手



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消毒步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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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毒溶液棉枝或棉球（如：
酒精性chlorhexidine、
酒精性優碘）進行導管穿刺
部位消毒

消毒棉枝由內至外
環形方式進行導管
穿刺部位消毒



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消毒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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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毒溶液進行導管穿刺部位消毒後，再以防水性透明敷料覆蓋；
若穿刺部位有滲血或滲液之情形，可使用紗布覆蓋



每日照護實務

更換無菌敷料消毒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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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管路拉扯導致
滑脫，暴露於防水
性透明敷料外之管
路以環形方式固定

固定畢，如上圖
註明下次更換傷口敷
料日期，使用紗布每2
天更換/使用無菌透明
敷料每7天更換*

*若同時使用及無菌透明敷料，每2天更換；若有滲濕、髒污、鬆脫情形，應立即更換



每日照護實務
無菌敷料更換完畢確實洗手-濕洗手(內外夾弓大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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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洗手整個完成
約需40-60秒

濕洗手步驟：
內、外

濕洗手步驟：
夾

濕洗手步驟：
弓

濕洗手步驟：
大、立

濕洗手步驟：
完



文獻~~輸液套的更換

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建議

1.對於未接受血液，血液製品或脂肪乳劑輸液之連續

使用輸液套管，含旁接管路、設備，不需於96小時

內更換，但至少每7天更換。

IA

2.輸注含血液，血液製品或脂肪溶劑(包括胺基酸和葡

萄糖成分之三合一溶液或單獨注入) 之管路，應於

輸注起始24小時內更換導管。

IB

3.輸注propofol 溶液之管路，應每6小時或12小時

更換(若藥瓶有異動，則依藥物製造廠商之建議更換)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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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消毒注射帽

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建議

1.至少每72小時更換無針式連接器(T-Connector)，

根據製造商的建議更換以降低感染率。

II

2.使用適當消毒劑(如chlorhexidine, povidone iodine,

aniodophor, 或70% alcohol) 來進行入口端消毒，

以減少污染風險；入口端只允許使用無菌器材置入。

IA

3.使用無針系統連接點滴輸液套。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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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輸液套的更換

 在一些具良好對照的研究，對於定期更換輸液套的最

佳間隔時間是有被驗證的。

 從這些研究資料數據顯示從輸液套開始使用到更換期
間大約72~96 小時是安全及具成本效益的。

Gillies D, Wallen MM, Morrison AL, Rankin K, Nagy SA, O’Riordan 2. E. Optimal timing fo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set

replacement.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05; Issue 4. Art. No.: CD003588. DOI:

1002/14651858.CD003588.pub2.

Sitges-Serra A, Linares J, Perez JL, Jaurrieta E, Lorente L. A randomized trial on the effect of tubing changes on hub

contamination and catheter sepsis during parenteral nutrition. JPEN J Parenter Enteral Nutr 1985; 9: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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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輸液套的更換

 不含增強微生物孳生的輸液(例如，靜脈營養或血液)
，輸液套也許可以安全地使用到7天。

 當灌注含有提高微生物孳生的輸液(例如，脂肪乳劑和
血液製品)，則需頻繁得更換輸液套，因為這些產品已
確認是引起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

Melly MA, Meng HC, Schaffner W. Microbiol growth in lipid emulsions used in parenteral nutrition. Arch Surg 1975;
110:1479–81.

Mershon J, Nogami W, Williams JM, Yoder C, Eitzen HE, Lemons JA. Bacterial/fungal growth in a combined parenteral
nutrition solution. JPEN J Parenter Enteral Nutr 1986; 10:498–502.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travascular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71

Gilbert M, Gallagher SC, Eads M, Elmore MF. Microbial growth patterns in a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formulation
containing lipid emulsion. JPEN J Parenter Enteral Nutr 1986; 10:494–7.

Maki DG, Martin WT. Nationwide epidemic of septicemia caused by contaminated infusion products. IV. Growth of
microbial pathogens in fluids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s. J Infect Dis 1975; 131:267–72.

30



文獻~~消毒注射帽

 在ㄧ篇研究中，與ㄧ般活塞相比，使用無針連接頭可

以減少導管相關血流感染，連接頭需使用適當的消毒

劑以避免微生物的傳播。

 另一些研究指出使用氯胍(chlorhexidine) 或酒精消毒

可以有效的降低微生物的移生；此外，消毒的時間也

很重要，有篇研究指出，使用70%的酒精擦拭連接頭

裝置3到5秒是不足以消毒隔間表面的。

Menyhay SZ, Maki DG. Preventing central venous catheter-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development of an antiseptic
barrier cap for needleless connectors. Am J Infect Control 2008; 36:(Suppl 174):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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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照護~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需每日或使用畢丟棄更換set之藥品或輸液

血液製品(如PC.FFP等)

32



管路照護~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需每日或使用畢丟棄更換set之藥品或輸液

高營養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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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照護~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需每日或使用畢丟棄更換set之藥品或輸液

脂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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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照護~~更換延長管等輸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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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fol建議6-12小時
或藥瓶更換時更換



管路照護~注射帽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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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照護~注射帽消毒

37

注射帽徹底消毒係指以消毒溶液（
如酒精棉片或消毒液棉球）正面及
側面用力旋轉擦拭至少5秒消毒欲注
射之導管接頭(注射帽)

消毒畢，即可進行
給藥之動作

不
可
使
用

棉
枝



輸液治療每日照護實務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表說明

38





不完整





 適用對象：凡入住參與單位之病人，只要有執行CVC(other

than dialysis)、Dialysis CVC、Swan-Ganz、PICC、Port-

A等侵入性中心導管照護者，不論執行置放的地點，皆列入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寫對象。

 病人置放的每條管路，需分別填寫表格。如：同一病人置放

有CVC及PICC兩種管路，需分別填寫2張「中心導管每日照

護評估表」。

 若有更換管路或重新置放之情形，需另啟一張新的「中心導

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寫。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表說明 1



 「每日評估項目」：病人入住本單位有使用中心導管期間
，至少截至導管移除前一日或病房轉出前一日，每日均需
填寫。

a.日期：填入照護日期(月/日)。

b.照護前是否確實執行手部衛生：照護前確實執行手部

衛生，勾選『是』；未確實執行手部衛生則勾選『否』

c.是否檢視敷料有效日期：檢視敷料有效日期，勾選『是

』；未檢視敷料有效日期則勾選『否』。

d.是否檢視導管置放部位有無紅、腫、熱、痛等情形：有

檢視導管置放部位是否發生紅、腫、熱、痛等情形，勾

選『是』；未檢視導管置放部位情形則勾選『否』。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表說明 2



e.更換敷料前消毒皮膚：請依當日更換敷料情形與消毒病人

皮膚所使用之消毒劑，選擇以下代碼填入：1使用2%

chlorhexidine 2使用酒精性優碘 3使用其他消毒劑4有更

換敷料但未消毒 5本日不須更換敷料。

f.管路照護消毒：管路照護包括經管路注入藥物或輸液、經

管路抽血等工作；請依當日執行管路照護情形與消毒注射

帽所使用之消毒劑，選擇下列代碼填入。

1使用2% chlorhexidine 2使用優碘 3使用70%-75%酒
精消毒 4使用其他消毒劑 5有執行管路照護但未消毒6本
日未執行管路照護工作。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表說明 3



不完整



g.護理師簽章：請執行照護之護理師簽章。

h.確認導管留置必要性：請依醫師評估情形，選擇下列代碼

填入。1經醫師評估繼續留置導管 2經醫師評估需移除導管

3醫師本日未進行評估

i.醫師簽章：請評估醫師簽章。若「確認導管留置必要性」

選填『3醫師本日未進行評估』，則此欄位可留空。

 「導管移除日期」：若轉出病房前移除，請填寫導管移除
之民國年、月份、日期；若轉出該病房時，導管仍未移除
，則勾選『轉出病房時，尚未移除』。

 「病房轉出日期」：請填寫病人轉出該單位之民國年、月
份、日期。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填表說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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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照護評估項目流程正確性填表說明-2

本項建議採情境模擬

或實際操作方式進行

管路照護包括經管
路注入藥物或輸液
等工作。消毒過程
中若使用酒精性
2%chlorhexidine
、酒精性優碘、或
70%-75%酒精徹
底消毒，則勾選遵
從；未使用前述3項
消毒液、未徹底消
毒、或未消毒，則
勾選未遵從。注射
帽徹底消毒係指正
面及側面用力旋轉
擦拭至少5秒。

現場觀察病人輸液
管路更換日期的標
示，並詢問臨床護
理人員更換輸液管
路時間：對於未接
受血液、血液製品
或脂質輸液的給藥
管路，至少每7天更
換；對於使用血液、
血液製品或脂質輸
液的給藥管路，24
小時內更換；注入
propofol溶液之管
路，應在12小時內
更換。

觀察時，應排除需急救、急救中之病人



實地照護影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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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強調置入導管的護理和維護是提升效能及

確保品質的一項重點。

 ㄧ個研究評估工作人員的執行情形、置入

後中心導管照護的知識及確認可以改善提

升留置導管後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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