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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bundle care and how it effect ? 

• A Care Bundle  

– a collection of interventions (usually 3-5)  

– evidenced based (at least 1 systemic review of RCT or at 

least well designed RCT) 

• A Care Bundle is a means to ensure that  

– the application of all the interventions 

– consistent for all patients  

– at all times  

– improve outcomes 



Check List  



 

• 2003年 

• 美國密西根州進行的
Keystone ICU project 

• 全州103個ICU 

• 方法: 最具證據力 

– 手部衛生 

– 最大無菌面 

– 使用chlorhexidine消毒 

– 避免femoral v. 

– 移除不必要管路 





何謂中心靜脈導管 ？ 

PICC CVP 

Port-A 
double lumen 

catheter 

swan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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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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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廣效性陽離子殺菌劑:附著細胞膜，抑制革蘭氏陽性/
陰性菌、酵母菌、脂包膜病毒 

•立即殺菌 

•消毒一次即可 

•可持續48小時殺菌效果 

•安全不刺激 

•不受高蛋白組織液體及血液影響消毒能力 
目前使用的產品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2% CHG使用注意事項 

1.使用期限：7天，故開封後7天未用完即丟棄。 

 

2.消毒方式及範圍：病人皮膚以酒精性Chlorhexidine消毒。 

 （1）消毒範圍應大於洞巾洞口，直徑至少大於10cm 

 （2）應等待消毒液至自然乾。(約2分鐘) 

 

3.禁忌症： 

 （1）2個月以下的新生兒。 

 （2）對Chlorhexidine及Ethanol alcohol過敏者 

 （3）禁用於眼內、耳內、口內。 



置放股靜脈的一些例外 

• 家屬、病人拒絕頸部穿刺或經解釋後家屬及病
患無法接受CVC置放後合併症。 

• 短暫導管置放需求（如：只需透析1∼2次）。 

• 病人無法配合（如：無法平躺、呼吸困難或病
患躁動）。 

• 高濃度KCL（40meq/500ml MD）輸液。  

• 有氣切管併高度或重覆感染機會者 



置放股靜脈的一些例外 

• 上腔靜脈、內頸、無名靜脈、鎖骨下靜脈之病
變（包括狹窄、外在壓迫、血栓或血管走向異
常等） 

• 頸部病變者（包括腫塊、皮膚病灶（感染或嚴
重破損：如燒燙傷）、曾接受過CCRT（放療或
化療）或手術，頸部過短或病患長期攣縮，頸
部僵硬。  

• 緊急/急救情況下（CPR或正在執行其他技術，
如放胸管、插氣管內管）。 



置放股靜脈的一些例外 

• 凝血功能異常者(包括血小板太低, INR 過高等)。 

• 經超音波掃描顯示血管變異（如：血管走向或
腫塊）。 

• 病人需血液透析 





CVC bundle所需用物介紹 
(即病房單位內置放中心導管所需材料) 



CVC bundle  操作流程 

• 個人防護 

– 手部衛生 

– 戴口罩 

– 戴髮帽 

 

• 皮膚清潔及消毒 

– 消毒溶液 

– 消毒範圍 

 

• 穿戴無菌隔離衣及無菌手套 

• 最大無菌面鋪設 

• 無菌敷料敷設傷口 

• 每日評估是否使用 



戴口罩、戴髮帽  

•戴口罩:  

–使用一般外科口罩 

–上面拉至鼻樑壓緊 

–下面拉過至下巴（完全密合） 

•戴髮帽:  

–髮帽完全覆蓋至頭髮 





 



病人區 

洗手五時機 

病患易受到感染的
重要部位 

體液暴露危險的重
要部位 

照護區 

 
                              接觸病人後                               

                             接觸病人環境後                               

                              體液接觸危險後                               

                               接觸病人前                               

           

清
潔
無
菌
技
術
前 



手部衛生(乾洗手)  

•依口訣:內外夾弓大立完, 每項各搓揉5下 

–內: 手掌,  

–外: 手背,  

–夾: 指間,  

–弓: 指背   

–大:大拇指,  

–立: 指尖 



乾洗手液之洗手技術 （1） 

  拱起的手掌中放入一手掌的洗
手液，並抹勻全手。 掌對掌搓洗  

掌對掌，手指交义搓洗。  
右手掌對左手背，手指交义搓洗，
反之亦然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局-手部衛生指引 

內 

外 夾 



手指的指背對著另一手的掌面，
兩手交扣搓洗。  

右手掌包住左手指，旋轉式搓洗，
反之亦然  

左手掌包住右手指，前前後後旋
轉式地搓洗，反之亦然。  

約20-30 秒，待手乾後，你的手
就是清潔乾淨的了。  

乾洗手液之洗手技術（2）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局-手部衛生指引 

弓 大 

完 立 





消毒劑刷手或濕洗手 

•使用刷子消毒劑依手指過手肘刷洗  

  刷手時手肘勿提高 

•若濕洗手, 步驟見手部衛生 



皮膚清潔  

•使用酒精、無菌蒸餾水或其他消毒液清潔皮膚 

•清潔範圍： 

–上:由乳突及mandible到肩膀 

–下:乳頭及鎖骨中線上方 

–內側:過胸骨中線 

–外側:前腋線 



進行置入部位消毒  

•2% chlohexidine 一次消 

•酒精性優碘(tincture) 三消 

•針對置入部位由內到外消毒 

 

•消毒範圍： 

–上:由乳突及mandible到肩膀 

–下:乳頭及鎖骨的中線上方 

–內側:過胸骨中線 

–外側:前腋線  

•有等其乾燥(約2分鐘) 





穿戴無菌衣並戴無菌手套  

•穿戴無菌隔離衣: 

–隔離衣開口於背後，繫帶需綁好 

 

•戴無菌手套 

– 使用無菌技術戴無菌手套，手套有覆蓋住隔離衣袖口 



 



最大無菌面鋪單  

• 多件鋪單 
– 先靠近實施者處, 鋪上治療巾 

– 再鋪治療巾(或洞巾)於頸部或鎖骨下靜脈處 

– 最後在鋪其他部分中單 

– 有完整蓋住頭和腳 

 

• 一體成形洞巾 
– 有完整蓋住頭和腳 



 



 



 



 



 





 



 



注意置放時的無菌技術 

•打開無菌包步驟，無菌物拿取 

•取無菌物放入無菌區 

•皮膚消毒步驟範圍 

•穿無菌衣、手套、鋪無菌單過程 

 





 



中心導管
每日照護
評估表 

                                                                                                                                             
 
 

                  中心導管每日照護評估表 

置放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置放地點：□同「入住病房」 □其他參與單位(病房名稱:    ) □非本計畫參與單位(病房名稱:    )  

導管類別：□CVC(other than dialysis)  □Dialysis CVC  □Swan-Ganz   

□PICC(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ort-A  □其他__________(請註明) 

置放部位：□Femoral股靜脈 (□左 □右)    □Jugular頸靜脈 (□左 □右) 

□Lower extremity(PICC)下肢靜脈(□左 □右)    □Subclavian鎖骨下靜脈 (□左 □右) 

□Upper extremity(PICC)上肢靜脈(□左 □右) 
 

日期 

(月/日) 

每日評估項目 

照護前是否

確實執行手

部衛生 

是否檢視敷

料有效日期 

是否檢視置

放部位有無

紅、腫、

熱、痛等情

形 

更換敷料前

消毒皮膚 1
 

(請填入代碼) 

管路照護 

消毒 2 

(請填入代碼) 

護理師 

簽章 

確認導管留

置必要性 3
 

(請填入代碼) 

醫師簽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導管移除日期：□轉出病房前移除，移除日期     年     月     日   □轉出病房時，尚未移除 

病房轉出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更換敷料前消毒皮膚(請填入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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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管路照護消毒(請填入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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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確認導管留置必要性(請填入代碼)：○1 經醫師評估繼續留置導管    ○2 經醫師評估需移除導管  

製表日期：102 年 03 月 8 日 

修表日期：102 年 05 月 06 日 

 

醫院名稱：高雄榮民總醫院 

病歷號：              

入住病房種類：□ICU  □RCC  □一般病房 

入住病房名稱：                 床號：       科別：           

入住病房日期：     年     月     日   身高：     體重：       

 

病人貼紙 



每日照護 





• 每日觀察傷口是否有紅腫
熱痛 

• 敷料日期是否有過期 
 



45 

個人防護裝備 : 
1.手部衛生 
2.髮帽 
3.戴口罩 
 

皮膚清潔 

醫師 : 
1.消毒劑乾洗手或濕洗手 

2.穿戴無菌隔離衣 
3.無菌手套 
   協助者:無菌手套 

消毒 : 
1.2％Chlorhexidine等到自然乾 
2.皮膚消毒範圍應大於洞巾口  

(大於10cm) 

每日照護 
及評估 

是否需使用 

無菌敷料 
覆蓋傷口 

病人 : 
最大無菌面鋪設 
(從頭到腳) 



•實際查核影片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