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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預防 CLABSI 指引
一、如何成功執行 CLABSI 預防計
劃？
(一) 改進的模式
執行中心導管置入與照護組合式
照護措施的成功關鍵要素是採用涉及
多種學科操作流程的改進模式。該模
式有三大主要原則：
1. 我們要努力去達到什麼成果？
計劃案目標的任務宣導有助於了解去
改進任務之重點並使任務得以明確。
2. 我們如何判斷產生的變化是
否意味著改進？這強調了評值的重要
性，以幫助確定所執行的介入措施所
帶來有意義的改進。
3. 我們能做什麼樣的改變而為我
們做出改善？這強調在改善過程中需

要保持開放的態度，且願意接受改變
的理念。
其次，開始於小型單位如 ICU
以戴明循環法 (又稱「PDSA 或
PDCA 循環法」) 做改善，這是在執
行品質改善過程中採取的科學方法，
即為計劃 (plan)、執行 (do)、觀察結
果 (study) 並就所知合乎科學的知識
去實踐 (act)。在展開小型檢測、從
每項測試中學習並透過多次 PDSA 循
環使其改變更完善後，小組就可以在
更廣的範圍進行改變。在執行檢測部
分的範圍或整個部門成功地執行改變
之後，小組這時候可將改變模式擴展
至醫院的其他 ICU 或擴展至其他單
位。
最理想的是醫院的高層領導任
命由 ICU 醫生與護理師、感染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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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感染管制護理師與各種治療師組
成的跨部門小組。將不同職類人員集
在一起的目的在於使所有小組成員了
解每人都與未來改變的成果息息相
關，且能共同致力於同一目標。
改善要求確立具體、可評定、可
實現、切合實際且有特定時限的 (即
智慧型) 目標。適用於減少 CLABSI
的簡單目標範例如下：透過採取超過
95% 遵從性的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措
施在一年內將 CLABSI 的發生率降低
50%。
建議
最好透過讓跨部門小組採用品質
改善法執行對 CLABSI 置入與照護組
合式照護措施的運用。
(二) 小組運作
要成功減少 CLABSI，需要在執
行過程中吸引第一線與高層領導支援
者的參與並制定改進計劃。第一步是
組織一支跨部門小組，由該小組確立
目標、完善執行步驟並追蹤目標實現
進度。跨部門小組創造改善病人照
護與安全的平衡方法。CLABSI 改善
小組應包含所有 CVC 置入與照護人
員、臨床協助者與意見領袖、單位主
管、感染管制專業人士以及負責分
配資源的行政管理人員。醫療照護
人員不僅需要具備臨床技能，也必須
是專家小組成員。改善小組透過號召
並教導同仁提升參與，若熱心與掌控
水準將可提高成功機率。此類改善小
組可影響與部門良好病人安全文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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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策略的形成。小組應定期舉行小組
會議。品質改善小組必須與第一線工
作人員頻繁溝通，與每個部門共享資
料，進而排除障礙並加強改善計劃的
持續性。
建議
1. 建立包含所有 CVC 置入與照
護人員的小組。
2. 增進溝通以共享資料並採取行
動。
(三) 培養零容忍文化
這是指完全維護零容忍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 (HAI) 目標的文化。以零容
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AI) 為目標，
鼓勵所有部門確立消除感染目標，而
非持續滿足於達到地區或國家的平均
水準。
所謂「零容忍」通常是指針對可
能危及病人與醫療照護工作者的不安
全行為做出回應。就 HAI 而言，零
容忍並非意味著應就不可預防的感染
處罰個人或部門，但可使用這一種觀
念強調責任，以及培養基於調查與學
習 (而非處罰) 的文化的必要性。
以零容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與對
不安全行為進行零容忍為目標的文化
具有以下特徵：
a. 確立從理論上消除 HAI 的目
標；
b. 期望所有醫療照護工作者始
終持續採取感染預防與管制 (IPC) 措
施；
c. 為醫療照護工作者完全遵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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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安全的環境，在這一環境中，
他們有權約束彼此，共同為感染預防
承擔責任；
d. 給予系統與行政支援，為成功
執行 IPC 措施奠定基礎；
e. 展開透明且持續的學習活動，
因而能在不必擔心處罰的情況下公開
討論錯誤及/或不良系統與流程；
f. 對 部 門 與 / 或 社 區 最 關 心 的
HAI 及時間展開調查；以及
g. 專注於為第一線工作人員提供
即時資料以推動改善。
培養這樣的安全文化需要時間。
領導階層在創造有助於文化培養的環
境方面會發揮主要作用。首先，領導
階層需要就 HAI 的全部影響進行自
我教育並教育其他小組。他們必須堅
信從長遠來看，零容忍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是一項可實現、必不可少且可持
續的目標。之後，他們必須確立並積
極支持該目標。這樣有助於每個人了
解如何實現零容忍感染以及為維持這
成果需要採取的措施。執行 CLABSI
預防指引 (即置入與照護組合式照護
措施) 將需要領導階層的支持以實現
目標，即領導階層將為實現零容忍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提供環境、設備、
人力與財力資源。之後，他們將確保
何時出現或甚至一次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其應引起立即關注以及對潛在
原因的深度探討 (例如流程中斷、新
設備的使用、未遵守規程、知識缺乏
等)。

建議
1. 醫院領導階層與政策制定者將
繼續為培養零容忍文化提供支援。
2. 應建立責任制以將醫院由上而
下的所有工作人員串連在一起，每個
人都能對組織目標達成共識、知道他
們在實現目標中所起的作用，並就他
們的表現情況獲取意見反應 (例如透
過公告板給出意見)。
(四) 教育與培訓
教育與培訓對執行 CLABSI 預
防指引會有關鍵作用。有關 CVC 置
入、護理與照護的教育計劃旨在改變
人們的行為。已有多種研究教育方法
與策略，通常，此類教育介入措施都
顯示 CLABSI 感染率已下降。
學員可運用多種方法學習並且應
運用多種教育策略，包括自主學習、
講師引導性課程以及小型與大型分組
討論。教育計劃規劃小組應包含多個
專業的代表，包括醫師、護理長、護
理師、輸液護理專家以及感染管制專
業人士。
所有 CVC 置入與照護的醫療照
護人員應能夠傳達知識、培養批判思
考能力、增強行為與心智運動技能以
及表達對 CLABSI 預防的態度與信念
的教育計劃。對醫療照護人員的教育
也涉及到血管內導管的適應症與為防
止血管內導管產生感染而相應採取的
感染管制措施。
可以採取不同的培訓方法，包
括列印整套學習材料、投影片簡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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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技能實驗室、期刊研討會與
護理病例研討以及透過電腦網路學
習整套材料。海報、資料單、袖珍卡
片等提醒方式也很有效果。為增強
病人安全，最好能在臨床技能中心
學習 CVC 置入技術，之後在受監督
的情況下對病人執行插管的臨床應
用。Ma IW 等人運用 CVC 置入模式
對 20 項研究進行的彙整分析 (Metaanalysis) 顯示學員的成效、知識與信
心均獲得改善。
所有醫療照護人員在沒有直接監
督的情況下開始實際置入導管之前，
應在能力評定檢查清單中記錄下他們
的 CVC 置入、護理與照護能力。
在 CVC 置入與照護工作中如使
用新產品、裝置或技術之前，需要為
使用產品的醫療照護人員提供充分的
置入培訓。應為使用 CVC 進行輸液
的醫療照護專業人士做照護能力記
錄，例如導管固定、導管敷料更換、
靜脈給藥裝置管理、無針式連接器消
毒動作、輸液進入以及沖洗與固定
CVC。這些可在臨床技能中心或臨床
環境中透過合格專業人士的監督來進
行。此外應進行教育計劃評定工作，
包括學員對計劃的滿意度、知識的改
變與工作績效的改變。另需要進行設
施管理員教育工作，以確保擁有充足
的經費並充分落實 CLABSI 預防措
施。
建議
1. 應集中關注組織的能力培養與
技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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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對教育計劃的內容、相關性
以及其對工作績效的影響進行評定。
(五) 成本效益分析
儘管醫療保健系統持續獲得技術
進步與發展，但醫療成本的控制與經
營主要專注於優化資源利用率、減少
浪費並明確的能持續且反覆性服務。
持續減少醫療保健預算，尤其會影響
醫療保健流行疾病的趨勢，而感染管
制計劃並不會產生效益，且難以證明
它的價值。已有資料詳細分析估算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成本的方法，它特別
強調會增加醫療成本的計算。在證明
醫療保健流行病學與感染管制計劃的
工作中，仍然很少將成本效益分析
(CEA) 用作分析工具。在 CEA 中，
按照增加成本比增加效益的方式計算
介入措施或計劃之成本與效益並至少
呈現一種替代方法，其中效益是可衡
量的健康效果。CEA 的核心目標是
為不同的醫療保健介入措施提供相對
價值並使此類介入措施的價值與強化
健康成果的價值產生關聯。
與成本收益分析 (將計劃的貨
幣成本與貨幣收益進行對比) 相反，
CEA 不要求成本與收益簡化為同一
公分母。作為分析方法，CEA 包含
旨在改善健康的介入措施之成果與成
本。此項分析有助於為資源分配制定
決策，但受限於未必能包含與此項決
策相關的所有變數。多個醫學學科與
公共健康學科的 CEA 記錄了成本效
益比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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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本效益比即為數學比，其中
分子包含至少與一種所述替代方法相
關的所有資源利用率變更，分母包含
與所述替代方法相關的介入措施之全
部健康效益。CEA 提供的比值表明
獲取一個單位的健康成果所需的成本
(以貨幣術語表示)。
a. 分子。分子變數應包含保健
服務成本、病人為介入措施花費的時
間、已付與未付的護理服務費、誤工
(無法工作) 或生病帶來的損失、介入
措施的非健康影響產生的費用以及為
尋求介入措施所花費的時間。
b. 分母。分母變數包含健康介
入措施的效益，例如後續發病率與壽
命。
2. 成本
a. 直接成本是指為開展介入措
施或處理介入措施結果消耗的所有資
源、物品與服務的價值。此類估算值
包含醫療成本與非醫療成本。
b. 間接成本是指生病或死亡帶來
的生產力損失。
c. 邊際成本是指提供服務較之不
提供該服務所產生的額外資源消耗。
d. 增量成本是指一種替代方法產
生的成本 (比較器) 減去另一種替代
方法產生的成本所得的數值。增量成
本效益比是指兩種相同替代方法的成
本差與效益差的比值。
例如，Cooper 等人展開的案
例研究可能會涉及到在何處估算
CLABSI 預防計劃的成本效益。該分
析透過與現行方法進行對比來評定

CVC 照護組合式照護措施。
二、成功執行 CLABSI 預防的常見
障礙是什麼？
研究顯示多個內部與外部因素會
對降低 (HAI) (包含 CLABSI) 的改進
方案的成功與否產生影響。這些因素
包括領導階層、安全文化、多部門小
組與小組運作、醫療照護人員責任、
授權、資源可用性、CLABSI 感染率
的資料採集與意見反應、政策與規程
以及病人與家屬的參與。成功的案例
顯示可降低 CLABSI 感染率 (甚至可
降為零)。推行 CLABSI 常見的障礙
包括組織障礙 (例如缺乏領導層的支
持與努力、缺乏安全文化與可用資
源)、部門障礙 (例如護理師對病人比
例太低，與聘用臨時員工護理人員變
動) 以及員工障礙 (例如員工缺乏教
育、培訓、經驗與能力)。所有這些
均可影響病人安全。
(一) 為在開發中國家推廣預防
CLABSI 所遇到的障礙範例
1. 開發中國家缺乏高層領導參與
會是一個重大問題，因在這樣的環境
中，可能沒有用於獲取 CLABSI 感染
率與成本分析的本地資料。
2. 缺乏對安全文化的清楚認知，
其中包括員工特徵、病人照護區特徵
或整個組織。
3. 缺乏資源會阻礙在開發中國家
執行 CLABSI 置入組合式照護，在
這一環境中，運用過時的技術較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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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且缺乏技能嫺熟的人員。在資
源受限的環境中，重複利用設備也很
常見。
4. 聘用臨時護理員工或經常變
動的護理師也帶來了很高的 HAI 風
險。
5. 聘 用 缺 乏 經 驗 的 員 工 置 入
CVC 也導致了較差的 CVC 置入遵從
性。
6. 在資源受限的環境中，若未進
行基於實證的操作，可能會為大量患
者帶來本可預防的傷害。
建議
儘管開始基於實證的操作會降低
執行的不一致性，且能夠顯著改善總
體照護品質，但醫療機構通常發現難
以執行最佳操作。因此，為展開此類
操作，明確並消除對成功執行最佳病
人安全操作障礙是很重要。
三、是否有針對減少 CLABSI 的其
他策略的證據？
(一) 使用抗菌劑洗澡/擦拭
已有研究指出將葡萄糖酸氯已定
(CHG) 作為擬內置中心靜脈導管的病
人全身沐浴用，這是降低 CLABSI 感
染率的策略。運用 CHG 而非肥皂水
進行洗澡的基本原理，與病人的菌落
移生有關，這些細菌會進入 CVC 置
入位置或導管的多腔表面。減少皮膚
細菌污染能進一步降低 CLABSI 風
險。
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 (CDC)
以及美國衛生保健流行病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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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 /美國感染病協會 (IDSA) 表
示儘管在使用了基本建議性預防策
略，但是仍有過高 CLABSI 感染
率的部門，建議每天使用塗有 2%
CHG 的毛巾為年齡在兩個月以上的
ICU 病人洗澡，這是可以有效降低
CLABSI 感染率的策略。
對於兩個月以下的孩童，尚無
可用的最佳抗菌劑。但是，CHG 也
廣泛用於兩個月以下的孩童。對於以
CHG 為主要成份的局部抗菌產品，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建議「對早產兒
或兩個月以下的嬰兒慎用，此類產品
會產生刺激或化學灼傷」。美國小
兒外科醫師協會建議使用 CHG，但
表示「對於新生兒與早產兒，應慎
用 CHG，因其會增加皮膚刺激與全
身性吸收的風險。」廠商應意識到足
月兒與早產兒可能存在不同風險。必
須謹慎權衡為兩個月以下的孩童預
防 CLABSI 並降低 CHG 風險的重要
性。該病人可選用優碘或酒精等其他
抗菌劑。
隨著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
(MRSA) 等耐藥菌的增加以及對抗生
素的不當與過量使用，應考慮細菌的
耐 CHG 性。至今，儘管 CHG 在醫
療照護中運用了近 60 年，但未在臨
床環境中發現抗 CHG 的細菌或真菌
菌株。CHG 具有高藥效、可快速見
效且通常按照臨床環境所用的濃度，
其具有殺菌作用。
完好的成人皮膚無法吸收
CHG。若妥善使用，CHG 很少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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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良反應。因 CHG 呈陽離子性，
其將皮膚、黏膜與其他組織牢牢連在
一起，因此難以被任何表面 (例如皮
膚或胃腸道) 吸收。使用 CHG 大部
分產生的影響具有局部性，主要包括
輕微皮膚刺激。曾出現因意外接觸產
生的器官損傷，這種情況極其少見，
但曾報告以下情況：
• 不慎讓眼睛接觸 4% 的 CHG
後，出現角膜損傷並留下永久的角膜
瘢痕；
• 攝入大量高濃度 CHG 後，出
現食道燒燙傷現象；
• 運用 4% 的 CHG 洗腸後，出
現潰瘍性結腸炎；以及
• 與內耳接觸曾導致失聰。
曾出現一般 CHG 過敏反應，但
極其少見。曾在皮膚與該藥劑反復接
觸後出現接觸性皮炎、蕁麻疹與過敏
反應。在 CHG 的使用歷史比美國更
長的西歐地區，尚未出現任何資料表
明過敏反應更為常見或正在不斷增
加。
每天使用 CHG 為 ICU 病人局
部清洗會降低 MRSA 移生率。曾有
類似研究調查以五天為週期，反復
運用奧替尼啶雙鹽酸鹽 (octenidine
dihydrochloride) 進行局部清洗是否會
產生類似效果。這是在內科與外科的
加護病房/重症護理病房展開的為期
兩年的回顧性？結果發現 MRSA 移
生率降低了 76%，但所有加護病房
中的菌血症並未明顯減少。CHG 的
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但報告稱 MRSA

菌株具有耐藥性。該研究發現使用奧
替尼啶雙鹽酸鹽代替 CHG 也會同樣
降低 MRSA 的移生率。為確定因果
關係，需要做進一步研究。
建議
經證明使用 CHG 洗澡會減少
CLABSI，除作為最大無菌面措施
外，還可用作單一介入措施。(IIB)
(二) 具有抗菌劑的敷料
使用塗有 CHG 的敷料旨在持續
抑制細菌再生長，並保護導管置入位
置，避免微生物會在此沿著導管插入
通道進入體內，從而感染導管末端。
依據大型多中心隨機試驗與整合
分析 (meta-analysis)，疾病控制和預
防中心 (IB 級) 現建議在未充分採取
基本預防措施時使用塗有洗必泰的敷
料以減少 CLABSI。
目前尚不清楚在每天使用 CHG
洗澡的情況下再使用塗有 CHG 的敷
料是否會產生額外的效果，反之亦
然。
建議
若在採取基本預防措施 (例如教
育與培訓、妥善使用 CHG 為皮膚消
毒以及採取最大無菌面預防措施) 後
CLABSI 感染率仍未下降，則指引中
建議將塗有 CHG 的敷料用於兩個月
以上的臨時短期導管使用病人。(IB)
(三) 塗有抗生素與抗菌劑的導管
目前已開發多種塗有抗生素
(如二甲胺四環素-立復黴素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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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cycline-rifampin、咪康唑-立復
黴素化合物 miconazole-rifampin、
壁黴素或頭孢菌素 teicoplanin
or cefozalin)、抗菌劑 (如 5-氟尿
嘧啶 5-fluorouracil、苯甲烴銨
benzalkonium、CHG-磺胺嘧啶銀鹽
化合物 chlorhexidine-silver、銀鹽
silver、銀沸石 silver zeolite 或銀鹽鉑-碳化合物 silver-platinum-carbon)
或抗凝劑 (如肝素) 的導管。至少有
三項研究已對塗有二甲胺四環素-立
復黴素化合物、CHG-磺胺嘧啶銀鹽
化合物、銀鹽或銀鹽-鉑-碳化合物的
導管進行評定，但有關其他類型的浸
染導管的資料非常有限。越來越多的
證據證明某些塗有抗生素或抗菌劑的
導管對預防成人病人出現 CLABSI 可
發揮作用。可透過以 Lai NM 等人開
展的 56 項研究為基礎的 Cochrane 評
論計劃評定此類浸染導管對減少成人
病人的 CLABSI 所產生的影響。使
用塗有二甲胺四環素-立復黴素化合
物或 CHG-磺胺嘧啶銀鹽化合物的導
管會降低 CLABSI 的風險，但不會
顯著降低 CLABSI 感染率，該感染
率是指每使用 1,000 天導管所出現的
CLABSI 次數。使用塗有銀鹽的導管
能降低 CLABSI 風險與 CLABSI 感
染率，但使用塗有銀鹽-鉑-碳化合物
的導管不會產生這兩種效果。但是，
其他兩項隨機對照試驗 (RCT) 並未
顯示塗有銀鹽的導管對預防 CLABSI
所起的作用。用於兒科病人的塗有抗
生素與抗菌劑的導管的相關資料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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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在回顧性研究中 (n = 141)，使
用塗有二甲胺四環素-立復黴素化合
物的導管顯著降低了兒科燒燙傷病人
的 CABSI 感染率，但在觀察性研究
中 (n = 225)，使用同樣的導管並未對
兒科 ICU 病人產生這一效果。在小
規模的單一地域隨機對照試驗中 (n =
86)，使用塗有銀沸石的臍帶導管顯
著降低了早產兒的 CLABSI 風險。為
明確能從應用中獲益的病人群體與應
用時間設定、評定成本效益、直接比
較不同浸染導管的作用與副作用，需
要就浸染導管開展更多研究。此外，
塗有抗生素或抗菌劑的導管的供應情
況與核准狀態在亞太地區的不同國家
有所差異。
建議
1. 儘管按照規定採取了 CLABSI
預防組合式照護措施，但針對導
管留置時間預計會超出 7 天 (此時
CLABSI 感染率不符合設定目標) 的
成人病人，應考慮使用塗有二甲胺四
環素-立復黴素化合物或 CHG-磺胺嘧
啶銀鹽化合物的導管。(IA)
2. 對於使用塗有二甲胺四環素立復黴素化合物或 CHG-磺胺嘧啶銀
鹽化合物的導管的病人，應為其監控
過敏等副作用。(IIIB)
(四) 抗生素封管/沖洗
背景
導管封管使用抗菌、殺菌或
抗凝溶液來填充導管內腔，停留
一段時間直到再次接入導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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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導管時，充導溶液透過導管
被推進到血液系統。各種抗菌 (丁
胺卡那黴素 amikacin、頭孢唑林
cefazolin、頭孢噻肟 cefotaxime、
頭孢他定 ceftazidime、環丙沙
星 ciprofloxacin、鄰氯青霉素
cloxacillin、慶大黴素 gentamicin、二
甲胺四環素 minocycline、萬古霉素
vancomycin) 或防腐劑 (碘酒、牛磺羅
定 taurolidine、檸檬酸三鈉 trisodium
citrate、亞甲藍 methylene blue、苯
甲酸甲脂 methylparaben 及對羥基苯
甲酸丙酯 propylparaben) 單獨或合
併使用於沖洗或滯留靜脈導管以防
止 CLABSI。儘管很多研究顯示使
用抗菌、殺菌劑封管滯留可以減少
CLABSI 的風險，這些滯留及沖洗有
潛在毒性及不良反應，包括導管及藥
物交互反應、過敏性反應、導管不斷
閉塞、破壞導管完整性及藥物抗藥性
出現。沖洗導管進入血液系統的抗菌
或防腐劑溶液可導致嚴重的副作用，
如心臟心律不整甚至死亡。應首選封
管而不是沖洗管，封管溶液應該在使
用後吸出。
對抗菌藥物或殺菌劑封管研究的
主要結果歸納如下：
1. 將導管封管或沖管用於血液
透析病人已被廣泛研究。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 和最近的 RCT 全都表
明，使用導管封管可以減少血液透析
病人的 CLABSI 風險。然而，應首選
抗菌或防腐劑溶液作為封管溶液，而
其最有效濃度仍無法確定。

2. 對於腫瘤病人，抗菌封管或沖
洗管已經與降低的 CLABSI 率有關
聯，但是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
而，兩項最近的 RCT 表明：牛磺羅
定封管有益於減少兒科癌症病人的
CLABSI。
3. 多項小規模回顧式研究說明：
使用乙醇或牛磺羅定封管能減少在
家接受胃腸外營養的成年病人的
CLABSI。由於規模較小，乙醇封管
能防止兒童患胃腸外營養相關的肝疾
病的風險的證據不足。
4. 針對接受重大心臟手術病人進
行的一項最近 RCT (n = 200) 發現，
使用乙醇封管有能減少 CLABSI (2.1
vs 5.2 案例，每 1,000 個導管天數) 的
趨勢，但是差異並沒有統計學意義，
幾位作者反對對此類病人例行使用乙
醇封管。
5. 對於有 CLABSI 復發病史的病
人，針對血液透析病人或接收胃腸外
營養的小規模回顧式研究報告顯示，
使用抗菌封管可以減少了 CLABSI。
建議
1. 應為以下病人考慮使用預防性
抗菌藥物或殺菌劑溶液的封管：
a. 帶有長期血液透析導管的病人
(IA)
b. 靜脈通路有限且有 CLABSI 復
發病史的病人 (IIB)
c. 長期使用導管的兒科癌症病人
(IB)
(五) 無縫合式固定中心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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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無縫合式固定裝置用於皮膚傷
口，是縫合的替代選擇。縫合會破壞
導管部位周圍的皮膚完整性，導致發
炎及增加細菌移生。無縫合固定中心
導管裝置能避免破壞導管進入周圍皮
膚的完整性，降低細菌移生，因此有
助於預防 CLABSI。使用無縫固定裝
置還能降低醫療照護人員因為不慎被
針頭扎傷而受銳器傷害的風險。
對無縫合固定裝置的研究顯示：
其可以降低血管內導管，靜脈炎、導
管移位和脫落的風險，並預防患者發
生 CLABSI。美國 CDC 就建議使用
無縫合式固定裝置來減少血管內導管
相關感染。在隨機對比的臨床試驗
中，由於偶爾牽扯和 PICC 相關的血
栓症導致的兒童及成人 PICC 在過早
脫落顯著減少。使用新型固定裝置可
使導管相關的 BSI 發病率顯著減少。
回顧了 2,237 篇調查的研究對減少與
BSI 相關的 PICC 導管置入的 6 種方
法進行了研究，這些方法可以在非免
疫缺乏的成人中，減少與 PICC 置入
相關以及在 PICC 中的血流感染，該
研究顯示，用自動粘合固定裝置進
行適當固定比縫合減少血流感染更有
效。對使用導管超過 51,000 天的一
項預期研究對癌症病人的導管相關的
併發症實際發病率進行了研究，該研
究顯示，使用無縫式裝置的導管固
定能減少 CLABSI 和脫落的風險 (P <
.001)。Crnich Christopher 和 Dennis G.
Maki 在預防 CLABSI 的新技術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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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隨機比對臨床試驗的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 中也顯示無縫合固定
裝置的有效性。
最新使用的新型固定無套囊
(noncuffed) 血管導管的無縫裝置是
StatLock；氰丙烯酸甲酯組織粘合劑
(cyanoacrylate tissue adhesives, TA)，
SecurAcath。使用這些產品的安全性
已被證明。據顯示，氰丙烯酸甲酯組
織粘合劑 (TA) 可以容易快速地應用
至所有靜脈導管，移除時沒有任何
刺激或損害皮膚的情況，而且在 TA
下均無菌落生長。對與在 PICC 使用
的 SecurAcath 進行了一次開始上市
後研究，其中有在美國 3 個不同機構
的 68 名成人病人。62 (91.2%) 名病
人完成了治療，並沒有發生與固定系
統相關的裝置故障或相關裝置副作
用。澳大利亞重症加護病房執行的
研究由 Sundararajan 在 2011 年 4 月
和 2012 年 10 月執行，在 322 個病人
和 452 個靜脈導管中，比較靜脈導管
意外脫落的可能率，兩種類型的靜
脈導管固定模式由縫合或無縫和固
定裝置 (STATLOCKTM, Bard Medical,
Covington, GA, USA) 固定來比較。
使用無縫合固定似乎會增加靜脈導管
意外脫落的風險。
建議
使用無縫合式固定裝置可以減少
血管內導管的感染風險。(II)
(六) 安全連接器和無針系統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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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針注射口技術，特別是無針
連接器是 20 世紀 90 年代為減少針頭
損壞風險而引進的。其設計包括鈍套
管系統 (blunt cannula systems)、分裂
瓣膜 split septum、魯爾接口激活裝
置 (luer activated devices, LAD)，包括
正壓 LAD。然而，使用連接器時，
血流感染 (BSI) 發生率增加。第一種
無針系統連接器由分裂瓣膜連接器組
成，用鈍套管而不是針接入。第一次
使用分裂瓣膜連接器時，BSI 發生，
主要原因是醫療照護人員缺乏教育。
改善使用連接器的教育和實施後，感
染發生停止，BSI 不再增加。分裂瓣
膜的劣勢在於當套管移除時，將產生
負壓，它可以將血液抽進遠端管腔，
可能提高導管閉塞或血栓症的風險。
從 2004 年起，設計了魯爾接口激活
裝置，其包含一個能透過連接器防止
流體外流的閥門，以消除此問題。然
而，從分裂瓣膜改變為各種 LAD 形
式 (包括正壓 LAD)，BSI 也增加。負
壓和正壓無針連接器已被證明可以增
加 CLABSI 發生率，使用分裂瓣膜無
針連接器後，CLABSI 便有所減少。
可能常見的風險因素包括設計
因素，在不使用時允許發生污染，還
包括清潔不當以及和裝置更換頻率不
當。一項研究模擬了一個月兒科幹細
胞移植，以研究無針連接器更改頻率
與 CLABSI 的關聯，它顯示每 24 小
時更換無針連接器的 CLABSI 發生
率率比每 96 小時更換無針連接器的
發生率明顯更高。(每 1,000 中心導

管日 0.41 例和 0.03 例對 3.56 例，p
= 0.003) 使用 70% 碘酒擦洗魯爾接口
激活裝置僅 3 至 5 秒不能將間隔面徹
底消毒。一些研究顯示，使用 CHG/
碘酒溶液對於降低細菌移生最有效。
對針連接器微生物污染做了一個實
驗模擬，以檢測不同酒精性 CHG對
照酒精的搓洗時間 (搓洗 5、15、30
秒)，實驗表明，酒精性 CHG 提供
持續的殘餘消毒劑活性，且使用酒
精搓洗不能使針連接器徹底消毒，
特別是當被金黃葡萄球菌或綠膿桿
菌污染時。對於用腸外營養治療超
過 28 天的兒童，從使用 70% 酒精變
為使用 2% CHG，用於靜脈營養用導
管中的中心靜脈導管連接器抗菌，
可以減少敗血症風險。同樣，優碘
(povidone-iodine) 及 CHG 加上異丙醇
(isopropanol) 比試管內的異丙醇更能
有效減少無針連接器的表皮葡萄球菌
及克雷白氏肺炎菌。優碘或 CHG 加
上異丙醇能有效地減少預先暴露於人
血清和細菌接種的無針連接器上菌
落。
銀塗布連接器閥已經由 FDA 批
准。與未塗層裝置相比，銀塗布連接
器上的微生物總量更少。同樣，無針
連接器的抗菌防護屏障帽蓋已經在實
驗室設定中研究且能有效防止微生物
進入。植入酒精浸染的注射口保護裝
置和無針中性壓力連接器顯著降低了
腫瘤病人人群的 CLABSI 發生率減少
(2.5% 對 0.2%，相對危險性，0.09；
95% 可信區間 (CI)，0.01~0.65；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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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儘管用於減少血流感染的無針
連接器相關 (BSI) 建議已經發表，但
仍有若干爭議較大和待解決的問題。
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定與裝置相關
的 CLABSI 感染風險並確定用於預防
感染的最優設計。推薦連接器和無針
系統應該與監測器一起使用，以探討
對 CLABSI 發生率的影響。FDA 要
求正壓式位移無針連接器 (positivedisplacement needleless Connectors) 的
製造商執行上市後監測研究，以幫助
說明感染與裝置相關的風險，並更精
確地定義它們的風險及效用。設計時
應考慮相關特性，包括可能攜帶細菌
的內部或外部裝置和結構，還包括裝
置是否會促進非彎曲流道或阻礙完全
沖洗的能力。SHEA 及 IDSA 聯合委
員會建議，在使用正壓無針連接器之
前徹底評估其風險、作用，並就其正
確使用進行教育。2014 SHEA/IDSA
指引建議，使用含有殺菌劑的接口部
位/連接器帽蓋/注射口保護裝置以包
裹連接器，且對接口使用機械摩擦不
少於 5 秒的消毒，以減少污染。
建議
1. 在一些機械閥中首選使用分裂
瓣膜閥，因為使用機械閥會增加感染
風險 (II)
2. 使用適當殺菌劑搓擦連接器
的接入口，且僅使用無菌裝置接口。
(IA)
3. 確保所有無針組件均相容，以
減少系統洩漏和破損的風險。(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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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換無針組件至少與給藥裝置
一同更換或不少於 72 小時更換一次
(II)
5. 不少於 72 小時更換一次無針
連接器，或根據製造商建議更換。
(II)

你如何執行 CLABSI 監測計劃
一、如何執行監測
必須使用一致的監測方法及定
義以比較基準資料。由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 (CDC) 運作的國家醫療
安全網 (NHSN) 被視為全球標準，然
而如果在成員國內有任何國家監測系
統，也要同時參考。
監測 CLABSI 的結果是最主要
的目的，但是流程的監測也要執行。
若干中心發現，監測對基於實證的中
心導管置入照護 (central line insertion
practices, CLIP) 的遵從性可以作為
一種方法，可用於確定品質改進機
會及策略性地鎖定介入措施以減少
CLABSI。CLIP 遵從性資料的回饋也
已經成為多層面介入措施要件，它可
以成功的減少 CLABSI 率。
NHSN 系統中的監測流程被稱為
CLIP 監測，然而，為與指引中的內
容一致，下文使用中心導管置入組合
式措施 (Central Line Insertion Bundle,
CLIB) 及中心導管照護組合式措施
(Central Line Maintenance Bundle,
CLMB) 這兩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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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要執行 CLABSI 監測，需
考慮以下內容：
1. 確定您想調查的病人人群 (通
常按病房劃分)。
2. 確定收集母數資料的方法。三
個常用方法為：
a. 每天同時 (如凌晨 3 時) 清點
留置中心導管的病人人數。在此方法
中，您可以將病人人數相加獲取母數
(導管-天數)。
b. 記錄中心導管置入及取出日
期。在此方法中，您可以透過計算每
個病人的置入時間並相加獲取母數。
c. 在醫療記錄管理資訊系統中，
母數資料可以透過資料管理系統中的
資料來收集。
3. 定期向實驗室諮詢或由實驗室
告知陽性血培養。
4. 對於每份陽性血培養，查詢
病人記錄以確定是否符合 LCBI 標
準。如果符合標準，則將此例計算為
CLABSI。
5. 透 過 使 用 以 下 資 訊 計 算
CLABSI 率 (III.B.i.)。
(二) 若要執行 CLIB 監測，需考
慮以下內容：
1. 確定您想調查的病人族群。
2. 對於指定病人族群中的中心導
管的每次置入，應該記錄每個操作人
員的遵從性。
3. 記錄員可能是感染管制人員、
助手或置入協助者 (病房護理師、
IV 小組成員等等) 或置入者本人 (他/

她) 。如果您想計算指定置入者 CLIP
率，請記錄置入者的姓名。如果您想
連結遵從性和 CLABSI，請也記錄病
人識別資訊。
(三) 若要執行 CLMB 監測，需
考慮以下內容：
1. 確定您想調查的病人族群。
2. 對於指定病人族群中的中心導
管的每次置入，病人是 CLMB 監測
的目標。記錄 CLMB 的每個措施的
遵從性。頻率取決於措施本身的要
求。每日檢查導管留置和更換的必要
性，此需要每日記錄。每次導管進入
時，需要記錄手部衛生清潔及接口消
毒情況，然而資料收集需要調查者大
量工作量。每次更換敷料時記錄手部
衛生及適當敷料更換技術。根據設備
更換頻率規定，記錄給藥裝置是否有
依規定更換。
3. 記錄者通常是感染管制人員。
如果您想連結遵從性和 CLABSI，請
也記錄病人個別資訊。
二、如何計算
1. CLABSI 發生率
CLABSI 發生率通常指「每
1,000 中心導管日的感染數量」。
CLABSI 數量除以中心靜脈導管使用
天數，結果乘以 1,000 即可得出計算
結果。
儘管調查病房的病人天數可以
替代，它不能區分帶導管或不帶導
管的病人。由於導管置入及維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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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SI 的風險因素，病人天數不能
反映真實風險，不鼓勵使用。
例如：在指定調查病房的指定期
間，有 5 例發生 CLABSI，總中心靜
脈導管使用天數為 2,000。
CLABSI 發生率為：5 除以 2,000
後乘以 1,000，結果為「2.5」。因
此，「2.5」是此期間的 CLABSI 發
生率。
2. 中心靜脈導管利用率
中心靜脈導管利用率是衡量使用
中心導管的病人天數。透過將特定調
查病房中導管天數除以病人天數可計
算出結果。
中心導管利用率，它是一個
CLABSI 的已知外在風險因素。它是
一個有良好護理品質的指標，因為其
減少說明導管插入的持續時間及/或
不必要導管的移除。
範例：在指定調查病房的指定期
間，有 2,000 個中心導管天數，病人
住院天數為 5,000。
中心導管利用率為：2,000 除以
5,000 的結果為「0.4」或「40%」。
3. 中心靜脈導管置入組合式措施
遵從率
指定置入操作的 CLIB 遵從率將
透過特定時間內有遵守的中心導管置
入次數除以中心導管置入次數的總
數，再乘以 100。
CLIB 每項要素的遵從率可以透
過相同方法計算。
組合式的遵從性需要以下內容的
回答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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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最佳位置
• 進行手部衛生清潔
• 酒精性 CHG 皮膚消毒
• 使用 5 個最大無菌屏障：覆蓋
病人全身的無菌防護單、無菌手套、
無菌服、帽子、口罩
4. 中心導管維護組合式遵從率
CLMB 遵從率難以計算，因為
一些要素的情況每週發生一次 (如適
當的輔料更換技術)，然而其他情況
每日發生一次 (檢查導管留置必要性)
或多次 (接口消毒)。每項要素的遵從
率都可透過每種要素計算得出，用該
特定要素被遵守的例數除以受到推薦
的總體例數，然後將結果乘以 100。
三、如何分析及解釋
預計所有收集的資料都有變化
性。然而，要將隨機變化與特殊原因
變化區分開。隨機變化代表許多小變
化總和，由實際流程中內在的實際但
是微小的原因引起，然而特殊原因變
化代表由個別原因引發的但不是流程
部分的變化，它可以被追蹤、確定及
消除 (或植入)。分析和解釋 CLABSI
預防計劃收集的資料時，在介入後注
意到的特殊原因變化將顯示具有統計
學意義的改善。
改進隨著時間發生。改進是否發
生及是否它有持續效果，可隨著時間
推移的模式來觀察。推移圖是隨著時
間變化的資料圖，且是績效改進中單
一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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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推移圖
1. 確定圖中數據推移次數。一次
數據推移由中線同一側的一個或多個
連續數據點組成，不包括中值。
2. 確定有用觀察值數量 - 清點圖
中總數據點數量，並減去落在中線上

圖五

圖六

的數據點數量。
總數據點數量 – 落在中線上的的
數據點數量 = 有用觀察值總數量
(1) 確定在任何一次數據推移中
是否有太多數據點。有太多連續點的
一次數據推移表示流程中的一次偏

有 9 次數據推移的推移圖

表示特殊原因變化的一次偏移的推移圖 (在此例中，此次數據推移有 8 個數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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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a. 當圖中有少於 20 個有用觀察
值時，7 個或更多連續數據點的單次
數據推移表示存在一個特殊原因。
b. 當圖中有不少於 20 個有用觀
察值時，但單次數據推移有 8 個或更
多數據點時，表示存在一個特殊原因
(2) 確定是否有一系列連續穩定
增加或降低的資料點。值穩定增加或
降低的一系列連續數據點稱為一種趨
勢 (它包括落在中線上的數據點)。
四、如何報告及回饋
(一) 我應該多久在醫院提出一次
感染發生率？
每月計算一次感染發生率並進行
記錄，並調查這些發生率的增減。
1. 提高或降低可能與新感染或減
少的感染相關，或變更也與資料收集
或分析問題/事件相關，它也需要調
查及糾正

圖七

2. 及時回饋資料至相關臨床
組，因此可以引進及報告有針對性的
CLABSI 預防及控制措施。如果發病
率與持續感染相關，回饋資料至您醫
院感染管制委員會，至少兩個月一次
或少於兩月一次。
3. 員工成功引進預防及控制策略
將促進參與持續品質改進介入措施以
減少病人感染風險。
(二) 應該如何在醫院提出數據？
並不是醫院中每個人都透徹理解
統計和統計分析。因此提出的數據格
式能被聽眾輕鬆理解非常重要。
使用以下格式報告資料：
• 表格
• 圖表– 您應該在圖表上繪製介
入措施，因此部門及醫院員工可查看
醫院的追蹤情況
• 推移圖
(三) 為何醫院應該執行中心導管

表示特殊原因變化一種趨勢的推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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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血流感染 (CLABSI) 監測？
使用中心靜脈導管執行監測
及建立感染率可以使醫院員工知道
CLABSI 感染率，所執行 CLABSI 預
防及控制的措施及報告成功預防及控
制策略，分享醫院品質改進的情況。
(四) 感染管制人員及小組使用的
常用監測方法是什麼？
世界各地感染管制人員使用的
常規監測方法來自美國疾病控制和
預防中心 (CDC) 的國家醫療安全網
(NHSN)。該監測系統開始於多年以
前，當時有 300 家醫院使用，現在已
經有超過 12,000 個醫療機構在追蹤
醫院相關感染。
目前參與者包括急症醫護醫院、
長期急症醫護醫院、精神病醫院、殘
疾人康復醫院、門診透析中心、日間
手術救護中心及療養所，其中醫院和
透析機構是代表大部分報告資料的機
構。

與國家醫療安全網 (NHSN) 病人
安全相關的資源可在 CDC/NHSN 網
頁上查看。http://www.cdc.gov/nhsn/
(五) 在何處可以執行中心靜脈導
管相關的血流感染 (CLABSI) 監測？
中心靜脈導管相關的血流感染
(CLABSI) 監測可以在高度使用中心
導管的區域執行。這些區域包括可
以收集母數資料的病危護理或重症
加護病房 (ICU)、新生重症加護病房
(NICU)、觀察病房及其他特殊護理病
房，如血液病學/腫瘤學病房、骨髓
移植病房和器官移植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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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每個建議的優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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