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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導管相關的尿路感染
的護理介入措施

國內外新知

院 內 導 管 相 關 之 尿 路 感 染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CAUTI) 是一種常見的醫療

相關感染。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是導

致住院病人菌血症的最大來源之一，

常造成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延長住

院和增加醫療費用。據估計，每年近

25% 的住院病人使用導尿管，且 10%

出現尿路感染。近 50% 的手術病人術

後仍留置導尿管超過 48 小時，且在

醫療人數中，約有 50% 的患者沒有明

確的留置導尿管適應症；另外，留置

導尿管可能為了方便、或對導尿管之

必要性/適當性的誤解而被不恰當地留

置多日，或是缺乏明確移除導尿管的

醫囑。因此，努力減少導管相關之尿

路感染的盛行率，必須著重於導尿管

插入、留置、和移除時的實證應用及

落實。2009 年，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更

新其住院病人和長照機構病人對於診

斷、預防和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處置

的實證指引。這些指引不僅包括診斷

標準，並規畫政策以減少導管相關之

尿路感染風險，和檢討無法有效地降

低尿路感染發病率的途徑。

依據實證的指引，Colorado 醫院

的跨科品管團隊提出一品質改善計

畫，制定並執行政策、以多方面護理

為導向的方法來減少導管相關之尿路

感染。此一品質改善計畫的目的是透

過實施全院的介入措施，其中強調臨

床護士的教育及再教育和特定醫療單

位護理措施執行以降低導管相關之尿

路感染。

此計畫執行方法大致如下：首

先，先組成一跨科團隊，小組成員包

括第一線執行照護工作之醫師、臨床

護理人員，復健治療師和傳送人員，

感染控制師，中央供應中心，臨床資

訊代表。透過詳盡的文獻回顧，依照

指引和整體性的評估後，提出共識並

廣泛應用於計劃之介入措施中，接著

進入以下三階段之計畫。

第一階段為介入措施執行前的資

料收集，選定 2 個醫療單位：呼吸單

位及外科住院護理單位，取得住院病

患導尿管留置天數和導管相關之尿路

感染比率的基準數據，以便計畫執行

後期進行介入措施執行前後和感染率

變化的分析。

第二階段著重全院性的介入衛

教，全院性的介入措施包括院方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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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尿管執行置入和導尿管照護的標準

作業流程 (包含導尿管固定裝置標準

化)；安排導尿管放置技術之教育訓

練，識別和了解導尿相關產品的使

用、可用性和成本，例如：導尿管的

材質，尺寸，導尿包，引流袋；導管

的固定裝置；便盆和坐便器的可用

性；便桶 (可用性和大小)；膀胱掃描

儀；替代品 (尿墊，尿套…等)。另

外，對於住院護理人員和尚未取得牌

照的助理人員，將教科書、文獻上介

紹之重要策略、衛教資訊納入強制性

必修的學習管理系統。衛教內容包

含：導尿管插入前用無菌的清潔劑清

洗病人的生殖器部位，日常清潔和視

病患情況需要時 (例如，排便後) 使用

醫院核准的沐浴產品。欲清洗生殖器

部位應使用非無菌手套，和使用無菌

手套執行導尿管置入。一旦放置導尿

管，應使用導管固定裝置固定於病人

的大腿，並防止刺激，炎症和感染。

維持尿液引流袋低於膀胱水平以下，

這將防止尿液回流和對感染的防護。

此外，每 8 小時和引流袋三分之二滿

時或病人遷移 (運送病人至檢查單位

的過程中) 之前清空引流袋。對於導

尿管留置超過 2 天者，每日提供照護

者評估是否有繼續留置的必要性；了

解病人使用導尿管的臨床適應症；移

除導尿管後，若病人未在 4~6 小時內

排尿，使用膀胱掃描儀以確定尿量，

若尿量大於 500 毫升則使用間歇自行

導尿管；避免更換留置導尿管，如果

病人不能安全地行走至浴室，一旦移

除導尿管，應提供病人床邊的便盆。

另針對技術單位 (物治、職治、

放射科) 及協助運送病人至檢查單位

的傳送人員一併納入計畫中，衛教的

重點在於治療之前、放射檢查之前，

和病人轉床之前需常規性或經常性地

將尿液排空，且需注意病患尿液引流

袋需低於膀胱。全院性介入措施後，

由呼吸單位及外科住院護理兩單位測

定導尿管留置天數和導管相關之尿路

感染發生率，來初步衡量介入措施的

實踐效果。

第三階段則針對上述鎖定的 2 個

醫療單位：呼吸單位及外科住院護理

單位執行介入措施，包含：舉辦教育

訓練，內容包括期刊討論，強調留置

導尿管的風險和以病人問題為導向的

預防介入措施；技術層面的培訓，例

如膀胱掃描儀的購買及應用以準確評

估殘餘尿量和尿液培養的採檢過程。

增加並提供多種尺寸的床邊便桶供應

量以促進病人遵從移除導尿管後的排

尿安全。將導尿管護理納入每日評估

項目並於護理單位的網站上提供衛教

指引；與病人及家屬的合作，提供多

種語言的教育 (英語和西班牙語) 衛教

2009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三階段 第一階段 全院性措施介入 第二階段 特定單位 第三階段

資料收集 措施介入前 檢視初步介入措施的影響 之措施介入 最終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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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單，促進他們的了解及參與照顧。

最後，依照計畫使用的公式來評

估介入措施執行前後與「平均導尿管

留置天數」(公式：導尿管留置天數/

住院人日數)、「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

發生率」[公式：(導尿相關之尿路感

染人次/住院人日數)×1,000‰]、「平

均住院天數」(由三階段個案住院天數

資料收集而來) 的變化。

平均導尿管留置天數：外科單位

導管使用天數於第三階段有顯著的下

降 (P = 0.018)，整體而言，總導管使

用天數由 400 天降至 305 天 (圖一)。

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發生率：外

科單位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的發生率

在第三階段也較第二階段降低。呼吸

單位於計畫開始至結束皆無導管相關

之尿路感染的發生個案，但在導尿管

留置天數及平均住院長度方面皆有下

降的情形 (圖二)。

平均住院天數：住院平均天數在

兩單位中，至第三階段皆有降低的情

形 (圖三)。

研究所得的證據顯示，介入措施

可以成功地改善患者的預後。護理導

向的介入措施，結合系統性的整合改

變、規畫，和病人與家屬的參與，可

能是有效降低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的

策略。

此一品質改善計畫的目標是透過

實施全院的介入措施，強調臨床護理

人員的教育和再教育、特定醫療單位

圖一　平均導尿管留置天數

圖二　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發生率

圖三　平均住院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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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執行可降低導尿管留置天數及

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術後提供詳細

的衛教，並應用膀胱掃描儀來評估尿

滯留情形，和間歇性導尿的應用可降

低留置導尿管天數。此計畫亦著重於

導尿管的護理以減少導管相關之尿路

感染，其他如醫生和其他醫療照護者

於直接置入 (導尿管) 和去除膀胱導管

的過程及影響未被分析，且給予病人

和家屬的衛教傳單的影響層面也未被

評估。此計畫的研究結果支持護理教

育、技術訓練，和每日評估監測，對

於患者的治療效果具有正面的影響。

【譯者評】導管相關之尿路感染

為最常見的院內感染，不僅影響患者

的健康狀況，造成身心的痛苦，亦可

能造成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醫療成

本的負擔。如何降低感染，不光只靠

臨床護理人員和醫師的努力，根據研

究顯示，常見的指引與策略建議：避

免不必要的導管和移除不再需要的導

尿管。而文中提出的計畫，除了加強

第一線醫護人員相關的導尿技術訓練

和既有觀念的落實，將教育訓練納入

全院性的授課範圍。對象則擴及到醫

療檢查單位、傳送人員、家屬…等，

將介入措施及觀念廣泛宣導，多面向

的合作幫助病患降低導管相關之尿路

感染率。【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鍾

佳芸/張藏能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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