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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呼吸器相關併發症於
加護病房監測 VAP 之應用
使用呼吸器的病人容易會有許多
併發症，比如呼吸器相關肺炎、肺水
腫、肺栓塞、氣胸等，都是常見的併
發症。而其中又以呼吸器相關肺炎最
常被拿來當作醫療照護的品質指標，
因此呼吸器相關肺炎的發生率幾乎是
每個醫院都會固定監測的項目。然而
目前呼吸器相關肺炎的收案標準有幾
項缺點，第一：內容複雜，判定起來
耗費時間。第二：主觀成分多。如判
讀胸部放射線影像、痰液性狀時，相
當依賴主觀認定，也因此可能造成不
同的收案者間，最終的監測數據差異
性大。第三：使用目前收案標準所判
定的呼吸器相關肺炎在經過組織學確
認後，發現關聯性不大。
既然使用目前的收案標準只能有
限度的診斷出呼吸器相關肺炎，那與
其花費諸多力氣明確地診斷呼吸器相
關肺炎，還不如廣泛地監測罹患呼吸
器相關併發症 (ventilator-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的病人。聚焦在呼吸器
相關的併發症而非僅限定在肺炎，可
以幫助我們找出更多預後變差的病
人、簡化收案流程及去除收案過程中
的主觀成分。
Klompas 等人提供了呼吸器相關

併發症簡單而客觀的定義。該定義為
在經過一段時間穩定或改善的呼吸器
支持後，呼吸器的參數卻須持續增加
以支持病人，此情況就代表產生了呼
吸器相關併發症。之後在一個初步的
研究裡，呼吸器相關併發症被發現跟
住院天數及呼吸器使用天數的延長，
甚至住院死亡率的增加都有關係。
本研究觀察使用呼吸器超過 48
小時的成人，並每日蒐集最終呼氣壓
及氧氣分率的數據。呼吸器相關併發
症則被定義為“在超過兩天穩定或改
善的最終呼氣壓及氧氣分率後，最終
呼氣壓須調高大於 2.5 公分水柱或氧
氣分率調高大於 15 個百分比並持續
兩天”
。最終在 2009 年五月至 2011 年
1 月間蒐集到 543 位病人的資料。其
中 153 位病人發生呼吸器相關併發
症。發生呼吸器相關併發症的病人較
常併有慢性肺病或腎功能不全，較不
常併有腦血管疾病，而跟年紀、性別
及剛進加護病房時的嚴重度無關。發
生併發症的平均天數 5.8 天。再者，
發生呼吸器相關併發症的病人有較長
的呼吸器使用天數及加護病房住院天
數，然而，在住院死亡率、加護病房
死亡率及住院天數上則沒有統計學上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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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在發生呼吸器相關併發症前
後一天內採集呼吸道檢體 (氣管內管
抽取物或氣管鏡沖洗液)，而在 47 位
病人 (30.7%) 其中檢驗出陽性微生物
反應。47 位病人中有 40 位，在併發
症發生前後一天內即被給予抗生素。
依照標準化之定義每日劑量 (defined
daily dose)，發生呼吸器相關併發症的
病人使用 meropenem 的劑量是無併發
症病人的 1.9 倍，使用 ciprofloxacin 是
2.2 倍；piperacillin / tazobactam 及
vancomycin 則是差不多。若以總劑量
而論，piperacillin / tazobactam 及
meropenem 在有併發症病人上使用較
多，ciprofloxacin 及 vancomycin 則是
差不多。

惟本研究缺乏罹患呼吸器相關併發症
及呼吸器相關肺炎病人的直接比較，
是不足之處。總結而論，此學者所提
倡之呼吸器相關併發症監測方式相對
簡單、客觀，同時也顯示出了與呼吸
器使用天數、加護病房住院天數及抗
生素使用量的正相關性。在面對使用
呼吸器的病人時，可提供吾人一種新
的思維方向，以達到更高品質、更安
全的照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洪
毓澤 摘評】

【譯者評】本研究顯示了呼吸器
相關併發症與呼吸器使用天數、加護
病房住院天數及抗生素使用量的正相
關性。重要的是，相對於傳統的呼吸
器相關肺炎收案標準，呼吸器相關併
發症的判定簡單而客觀。在一些已電
腦化單位，甚至可以自動化的方式偵
測併發症的發生。就算以人工的方
式，一份資料的檢閱通常也不會超過
三分鐘。再者，不只是呼吸器相關肺
炎，一些肺炎以外的併發症，如肺部
塌陷、肺水腫一樣可能傷害病患。跟
傳統的呼吸器相關肺炎監測比起來，
監測呼吸器相關併發症可以更廣泛的
監測可能正遭遇傷害的病人。而且，
若謹慎地收集痰液，搭配陽性的微生
物培養報告，亦可將病人視為“潛在
的”呼吸器相關肺炎 (potential V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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