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術前使用 Chlorhexidine 擦澡來預防
手術部位感染：以系統回顧統合分析

手術部位感染 (SSI) 發生率約佔
手術患者的 2%-5%，而其中的 55% 
被認為是可以避免的。在美國手術

部位感染的花費估計每年要多花

一億六千萬到三億四千萬美元，有幾

個因素決定手術部位感染的風險，包

括手術過程的汙染程度、手術部位的

除毛、手術的時間、手術預防抗生素

的使用、還有同時存在的疾病。

清淨手術的手術部位感染率被認

為是感染預防的指標，清淨手術傷口

最主要的汙染來源就是移生在皮膚上

的菌種，而這些菌種在手術時影響到

傷口。目前，有許多的推薦是關於移

除皮膚上的移生菌，來達到預防手術

部位感染的發生。在這些推薦之中，

有的甚至是使用水和一般肥皂就能達

到移除皮膚菌種的目的，進而達到下

降手術部位感染的風險有 3 倍之多。
皮膚的抗菌劑 (antiseptic agent) 

已經被廣泛使用許多年，雖然使用這

些抗菌劑來擦澡可以降低細菌在皮膚

上的移生，但是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

上則有著不同的結果。從 1999 年以
來，美國 CDC 發行的預防手術部位

感染的指引建議在手術前一天和手術

當天使用皮膚抗菌劑做擦澡，而英國

則建議在術前擦澡一次，而不限一定

要抗菌劑。

為了要收集現有的研究證據，

有些系統回顧已經聚焦在術前擦澡與

手術部位感染的關係，但由於方法

的不同造成不同的結果跟研究偏差 
(bias)。與先前的系統性回顧不同，
這一篇主要是評估手術前的擦澡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與手術部位感染
的下降關係，以清淨手術的術式為研

究對象。

此次文獻回顧的搜尋策略主要

包含三個資料庫：分別是 Medline, 
PubMed, Cumulative Index to Nursing 
& Al l i ed  Hea l th  L i t e r a tu re，及 
Brazilian Virtual health library。挑選
的準則必須是隨機試驗 (randomized 
study)，必須是清淨手術，術前擦澡
必須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比較
的對象是其他的消毒劑 (肥皂) 或是
沒有使用任何消毒劑，也要有手術部

位感染率的結果，語言或年紀則不

限，排除條件則是沒有使用臨床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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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的研究。

收集到的文章由兩個獨立的委

員來審閱已決定哪些文章可以採用，

若有意見不一致時則有第三個委員介

入討論，文章的研究方法必須符合標

準，必須達到 Jadad scale 分數三分以
上才能採用，統計分析則是使用統合

分析軟體來處理。

最終有八個臨床隨機試驗符合

標準納入分析討論，文章出版的年分

是介在 1983-2009，七個研究是在歐
洲所做，總共包括 10,655 個病人，
大部分是接受整形 (plastic) 及血管手
術，另外還有骨科還有頭頸部手術，

手術部位感染的定義也有差異，膿狀

分泌物則是共有的定義，術後觀察的

時間則是從 7~42 天不等。在所有的 
10,655 個病人，術後的手術傷口感染
率是 7.2% (771/10,655)。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做術前擦澡者感染率
為 7.1% (390/5,510)，安慰組為 9.1% 
(293/3,230)，而使用肥皂沒有使用抗
菌劑者感染率為 5.1% (122/2,387)，
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對照於安
慰組的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為 
0.91，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對照
於肥皂組的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為 1.06，這兩個數據都顯示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來作為術前擦澡，
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上並沒有差異。

這個研究還是有一些限制，包括

擦澡過程沒有標準化、擦澡的次數、

抗菌劑的暴露時間、使用抗菌劑的量

等等。另外，病人所同時有的疾病 
(co-morbidity) 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另
外由於手術部位感染率相對較低 (2-
5%)，在這樣的低發生率要看到差異
需要數量龐大的受試者才能達到。

[譯者評] Chlorhexidine 目前在醫
療院所中廣泛被使用，包含手術室中

的刷手，一般病房的洗手還有中心靜

脈導管置放前的皮膚消毒，雖然廣泛

被使用，但是用在術前擦澡來預防手

術部位感染的這一項，由現有的研究

證據顯示尚未達到顯著的差異性，將

來可針對各個可能的影響因子做更細

微的臨床研究。故在使用時可參酌醫

療機構的政策及經濟效益評估來參酌

建立屬於醫院本身的使用政策。【衛

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陳宗家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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