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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導入國際間已建立之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以多中心共同參與方式建立我國執行經驗，開發國內推廣

模式。 

研究方法：本研究為 2 年期計畫，本年度為第 2 年（106 年 1 月至 12

月）專案小組與參與醫院之會議持續運作，並分析介入前

後感染率變化情形，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模式。總計收集

14,742 份手術個案資料，計畫最後將產出相關操作流程及

各類技術文件，提供各界參考。 

主要發現：本計畫試辦術式中介入前 1 年感染率約為：關節置換手

術 0.54%、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90%、剖腹產 0.11%、子

宮切除手術 0.06%、闌尾切除手術 0.00%、大腸直腸手術

1.18%；介入後 1 年以關節置換手術感染率（0.22%）有

略微下降趨勢，其餘 5項術式（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60%、

大腸直腸手術 1.87%、剖腹產 0.41%、子宮切除手術 0.43%

與闌尾切除手術 0.44%）卻稍有上升；各措施遵從率為：

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遵從率 50.9%、血糖監測 24.5%、

皮膚準備 34.3%、維持正常體溫 86.4%、傷口照護 89.8%。 

結論：本計畫屬先驅研究，執行期間參與試辦醫院踴躍加入，但



 

2 

計畫執行後發現感染率於介入前後並無明顯差異，進一步

了解原因為臨床人員進行手術部位感染收案不易。雖因如

此，但部分醫院於計畫執行過程中，仍發展相關運作機制

（如血糖控制之 protocol、導入電動除毛機、增加術前衛

教或重新審視感染個案收案方式等），並強化醫療人員對

於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認知。組合式照護措施

成效須觀察 3-5 年，本計畫僅實際執行 1.5 年，短期間未

能看出介入之成效。 

建議： 

1. 我國「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採自願性通報手術部位感

染相關資料，建議未來若有相關經費補助時，可要求接受補助

之醫院應完整通報其相關資料，藉此建置並監測全國性手術部

位感染收案資料，並釐清收案定義。 

2. 由試辦措施遵從性統計結果顯示未能全數遵從，建議持續加強

醫療人員對於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認知及民眾衛

教宣導。 

3. 建議未來全國推廣時，可透過本會產出相關推廣參考之各類技

術文件，作為推行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參考。 

關鍵詞：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手術、遵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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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Purpose: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domestic promotion model, we try to 

follow the evidence-based care bundle elements, and hop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by 

multi-centered approach. 

Method: This study were implemented in two years: In the second year 

(January –December, 2017),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ask 

force and participation hospitals. And analyze changes in 

infection rate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as well as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We collected a tatol 14,742 

surgecial cases data. Finally, we will organize the suggestion of 

how to implement the care bundles for reference.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care bundle, the approximate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rate of hip/ knee prosthesis is 0.54%, CABG is 

1.90%, caesarean section is 0.11%, hysterectomy is 0.06%, 

appendectomy is 0%, and colon surgery is 1.18%.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care bundle, the infection rate of hip/ knee 

prosthesis (0.22%) decreases slightly; however, other 5 

surgeries (CABG, caesarean section, hysterectomy, 

appendectomy, and colorectal surgery) rise slightly. 

Compliance rates for each implement in care bundle are: 50.9% 

for using prophylactic antibiotics appropriately; 24.5% for th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ood glucose testing; 34.3% for 

skin prepare, 86.4% for maintaining normothermia; and 89.8% 

for wound caring rate.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is a pilot study. Most of the hospitals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this study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However,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we found n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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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in infection rate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It is further understood that the reason is that it is 

not easy for clinicians to receive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Nevertheless, some hospitals still develop relevan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such as the protocol of glycemic control, 

introducing electric hair remove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re-clinical health education or re-examining the ways of 

receiving cases of infec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and strengthening medical treatment Cognition of 

personnel for care bundle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The 

efficacy of care bundle measures should be observed for 3-5 

years. Actuality, this project is only implemented for 1.5 years .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can not be see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Recommendation: 

1. In our country, the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adopted voluntarily informe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uggesting 

that in the future if there are relevant funding subsidies, 

hospitals may be required to receive subsidies should be 

fully informed of their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build and 

monitor the national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data, and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he case. 

2.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compliance, it failed 

to comply with all the recommend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edical staff should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care bundle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and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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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commends that future national promotion,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techn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romoted 

reference that we prodcuced, and as a reference to promotein 

the care bundle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Keywords: Surgical wound infection, Care bundle, Surgery,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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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一、 國際趨勢 

國際間針對重要的侵入性醫療處置，包括侵入性醫療處置、導尿

管以及呼吸器等侵入性醫療裝置的置放與每日照護，以及外科手術的

術前準備、手術執行以及術後照護等，已建立具實證之組合式照護措

施，並由全國性或區域性之推廣經驗證明，確實可以有效減少與該等

侵入性醫療處置相關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發生。 

例如：美國 Johns Hopkins 針對心臟手術病人，依據 EBM 結果發

展組合式照護措施，包含（1）有效的預防性抗生素（effective antibiotic 

prophylaxis）；（2）因毛髮移除所造成最小的皮外傷（minimal skin 

trauma related to hair removal）；（3）維持正常體溫（maintenance of 

normothermia）；（4）血糖控制（Glycemic control），執行後的機構皆

有降低心臟手術病人部位感染率。又，Anderson 及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於報告中顯示

預防 SSI 是很重要的議題，首先提前告知病人與其家屬關於 SSI 的資

訊與術後的傷口照護，進而減少 SSI 的發生。其次，在手術前階段：

（1）使用電動刮鬍刀適當的去除毛髮，勿使用剃刀，以免造成小傷

口；（2）手術前適當使用抗生素；（3）病人在手術前一個月停止吸菸；

（4）病人在手術前一晚使用無菌皂洗澡；（5）肥胖病人需在手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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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體重，而營養不良之病人則需補充營養，此外糖尿病病人需在手

術前控制血糖。再來，在手術進行中：（1）將要手術的部位作完善的

消毒；（2）在切口上適當的敷上敷料；（3）維持病人正常體溫。最後，

在手術過後，應對傷口做完整的照護。（Anderson, D. J., 2011;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2008）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鑒於國際間對

於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之措施並無一致化之準則，爰彙整各組織與文獻

研究結果，於 105 年 11 月發布第一份全球性的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

引（Global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WHO

建議在手術前執行措施包含：（1）請病人於術前沐浴；（2）針對心臟

手術或骨科手術之金黃色葡萄球菌帶原病人使用 2% mupirocin 藥膏

進行治療；（3）優化術前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時機；（4）針對大腸直腸

手術病人合併使用口服抗生素進行腸道準備；（5）避免除毛，必要時

使用除毛剪移除毛髮；（6）使用酒精性 CHG 進行皮膚準備；（7）手

術團隊使用抗菌皂或酒精性刷手劑刷手。在手術中建議執行措施包含：

（1）接受全身麻醉病人於手術中供給濃度 80%之氧氣，並於術後持

續供給 2 至 6 小時；（2）提供維持體溫裝置；（3）使用含 triclosan 塗

層之縫線。在手術後則建議避免延長預防性抗生素的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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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現況 

而我國由「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TNIS）」監測

報告指出，統計 94 年至 103 年第二季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部位，前

四名為泌尿道感染（UTI）、血流感染（BSI）、肺炎（PNEU）與外科

部位感染（以下簡稱 SSI），國外相關監測資料分析結果亦同，皆以

泌尿道感染、血流感染、肺炎與外科部位感染位居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部位的前 4 名。囿於 TNIS 未能收集提報醫院之手術量資料，故未能

呈現我國整體之手術部位感染率。 

醫策會自 100 年推動臺灣臨床成效指標（Taiwan Clin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以下簡稱 TCPI），參考廖熏香於 2013 年手術

照護監測指標統計結果，2012 年參與醫院所通報之手術部位感染率

僅約 0.46%，以醫學中心最高（0.56%），區域醫院次之（0.36%），地

區醫院較低（0.14%）。以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進行分析（中央健康保

險署，2015），推估我國 2014 年手術傷口感染率約為 1.44%，以醫學

中心最高（1.71%），區域醫院次之（1.43%），地區醫院較低（0.68%）。 

造成 SSI 的原因有很多，通常為手術中病人傷口之微生物感染

（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2008），與病人相關因素為：病人年齡較大、肥胖、有癌症、糖尿病

或、傷口分類為較有污染性手術、手術持續時間長（2 小時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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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術引流管、手術部位外之部位已存在的感染，而與手術或病人生

理相關之因素為：手部衛生與皮膚消毒、體溫過低或高血糖（Anderson, 

D. J., 2011; Cheng, K., Li, J., Kong, Q., Wang, C., Ye, N., & Xia, G., 

2015; Cheadle, W. G., 2006）。此外，有研究顯示剖婦產病人之 SSI 發

生原因為無施打預防性抗生素、手術持續時間、小於 7 次的產前檢查

與胎膜破裂的時間。（Killian, C. A., Graffunder, E. M., Vinciguerra, T. J., 

& Venezia, R. A., 2001） 

國內已有部分醫院自發性引用國外文獻或美國醫療促進機構

（Institute for Health Improvement, IHI）、美國健康照護研究與品質局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s, AHRQ）或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所建

議具實證基礎之組合式照護措施，期藉以改善呼吸器相關肺炎、導尿

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及外科部位感染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惟目前國內

對於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的組成要素選擇尚無全國一

致之共識，故擬藉由政府主導結合專業團體力量，推行具實證基礎之

侵入性醫療裝置組合式照護措施，建立本土執行經驗，引導各級醫院

以多面向整合性策略（multi-modal strategy）與品管手法導入具實證

基礎之措施，發展成為醫院內部臨床照護及感染管制之標準作業流程，

並建立推廣遵從性評估測量標準，落實於臨床工作中，進而降低手術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Cheadle%20WG%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683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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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感染，提升病人安全。 

三、 結語 

本計畫參考本會多年辦理中心導管（CVC）、呼吸器/導尿管組合

式照護介入措施，及抗生素管理計畫（ASP）執行經驗，依據規格要

求，期能完成建立本土化之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介入措施，

透過相關研究結果之先驅運用，減少手術部位感染發生的機會，提供

病人安全的就醫環境，同時可以減少醫療資源之不必要的耗用與浪

費。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發生在醫院的醫療不良事件有

半數與手術室作業有關，而其中半數是可加以避免的；因此 WHO 於

98 年倡導「安全手術，拯救生命（Safe Surgery, Save Lives）」活動，

呼籲世界各國將提升手術安全列為重要的醫療品質政策；而美國手術

照護改善計畫（Surgical Care Improvement Project）建議，提升手術

安全之首要執行策略為預防手術部位感染。 

依據研究報告指出，實施具有醫學實證的組合式照護，可以有效

預防 40-60%的手術感染。因此，英、美等國皆致力於推動全國性活

動或藉由評鑑及醫療保險支付機制，導入相關具實證基礎的手術組合

式照護（SSI Care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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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藉由成立專案小組擬訂本計畫之組合式照

護措施內容與多面向推廣策略訂定之指標，建立資料收集機制，整理

國內曾執行有關推動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管制措施的研究調查報告，分

析國內執行現況與所遭遇之問題，推動六項試辦術式，設計並印製相

關教育訓練宣導資料（如宣導海報、宣導影片及數位學習課程）供醫

院使用。 

於推廣期間強調跨單位合作之重要性，透過交流會議，了解各醫

院推廣方式，協助參與醫院共同提升手術部位感染照護品質，並於今

年規劃獎勵辦法，以感謝醫院熱心參與及付出。因此，期許各醫院能

持續落實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以提升病人安全與品質

，進而有效降低手術部位感染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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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材料與方法 

第一節 成立專案小組 

為利本計畫項下業務推展及順利執行，本會延續聘請相關專家學

者組成「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

計畫專案小組），負責計畫實務相關之專業意見及參與推廣相關活動

等事宜，與主管機關共同研擬及推動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照護措

施。 

本專案小組任務內容包含： 

一、依各項作業期程定期召開會議，確認計畫相關期程及辦理方向。 

二、協助擬訂組合照護措施內容、推廣策略與期程。 

三、協助擬訂測量與評估之指標。 

四、協助擬訂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相關課程內容。 

五、其他與計畫執行相關作業之研擬與規劃。 

本計畫專案小組由本計畫主持人莊銀清院長（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外科專科醫師、感染症專科醫

師、手術室醫護主管及人員，以及各層級醫院代表，考量 105 年委員

出席情形，本年度增聘至 23 名（105 年原計 16 名），除流行病學外，

各領域皆有 2至 3位委員，委員名單送交疾管署確認後完成聘任作業，

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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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專案小組委員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機構/單位 職稱 科別 

1 莊銀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院 
院長 

感染

科 

2 張上淳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院長 

3 盧敏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 
主治醫

師 

4 李聰明*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

醫院 
院長 

5 蘇麗香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感染管制組 組長 感染 

管制 6 黄惠美*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督導長 

7 趙子傑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

博愛醫院 
副院長 

一般 

外科 
8 丁金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外

科部 
主任 

9 吳誠中* 臺中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 
主治醫

師 

10 李君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心臟外科 
主任 

心臟 

外科 
11 羅傳堯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外科 
主任 

12 邱冠明*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副院長 

13 謝景祥 陽明醫院(嘉義市) 院長 

骨科 14 謝邦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關節重建科 教授 

15 翁文能*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骨科部 
教授 

16 蘇河仰 三軍總醫院/婦產部 
主治醫

師 

婦產

科 
17 黃閔照*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 

資深主

治醫師 

18 張維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瘤科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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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機構/單位 職稱 科別 

19 古天雄 彰化基督教醫院/麻醉部 
主治醫

師 麻醉

科 
20 楊承憲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

濟醫院/臨床麻醉科 
主任 

21 林慧玲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 督導長 手術 

護理 22 桑潁潁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督導長 

23 方啟泰 
國立台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

學研究所 
教授 

流行 

病學 

註：*為 106 年度增聘之專案小組委員 

 

本專案小組於 106 年度共計召開 2 次會議，各次會議決議摘要如

下： 

一、 業於 4 月 26 日假本會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出席委員人數

共 14 位，出席率為 60.9%（14/23 位），各領域皆有委員出席，

並邀請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代表與會。會議紀錄於

5 月 31 日函發予委員，相關決議重點摘要如下： 

（一） 修訂「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措施遵從性參考指標操作型定義。 

（二） 依據參與醫院措施遵從性及 WHO 建議強力及證據力，本

計畫由 5 大項（7 小項）選定 4 項措施，使用字母縮寫

「ABCyeS」提醒及教育相關醫療人員、病人及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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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少手術部位感染的介入措施，作為後續推廣宣傳重

點項目，其字母縮寫如下： 

1. A：Antibiotics（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2. B：Bath（皮膚準備－術前一天或手術當日以肥皂或

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洗浴） 

3. C：Clipper（皮膚準備－避免使用剃刀剃除毛髮） 

4. S：Sugar （血糖控制） 

（三） 有關皮膚準備措施「避免使用剃刀剃除毛髮」，國內仍有

八成比率使用剃刀進行除毛，建議健保署未來可將剪毛器

列入健保給付項目，減少感染風險，可避免因感染而產生

後續治療之龐大醫療費用。 

二、 業於 7 月 13 日假本會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出席委員人數

共 16 位，出席率為 69.6%（16/23 位），各領域除婦產科外，皆

有委員出席，會議紀錄於 8 月 7 日函發予委員，相關決議重點

摘要如下： 

（一） 本計畫宣導資料原擬以海報型式設計，惟考量各醫院海報

張貼規格不同以及宣導品實用性，宣導資料製作品項調整

為「海報電子檔」乙款與「桌曆」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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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議「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各措施內容與遵從性認定。 

（三） 確認「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海報內

容。 

（四） 確認「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影片腳本

內容。 

（五） 確認「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研習會辦理方

式與「參與醫院試辦成果分享獎勵辦法」。 

 

 

 參考資料： 

附錄 1-1、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一次會議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附錄 1-2、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二次會議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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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理參與醫院交流會議 

為使參與試辦醫院能相互分享執行經驗與標竿學習，本會於每季

辦理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收集參與醫院推動方式、執行時遭遇之困難

及改善方式等，交流執行經驗。期能藉由各醫院交流討論之方式，共

同研商不同術式推行模式及推行套組，以利訂定本計畫後續推行之方

案及內容。 

本年度交流會議之辦理模式分兩階段規劃，第一階段（第一次及

第二次）以措施內容及資料提報說明、交流導入經驗為主，第二階段

（第三次及第四次）進入執行實務討論，聚焦於推行模式與系統性改

變，並針對科別、術式特性深入討論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

施之臨床執行方式，於分組會議進行前針對國外 WHO 及美國 CDC

「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引」邀請本計畫專案小組委員盧敏吉醫師向與

會代表分享最新指引內容，強化醫護相關人員針對預防手術部位感染

措施之認知。為增加參與醫院出席之意願，本年度將分區召開，於每

次會議中邀請醫院進行經驗分享。 

本年度共計辦理 4 場次，各場次辦理情形摘要如表 1-2-1。第二

階段原定每季召開一次，考量作業時程後調整第四季辦理時間提早至

9 月 18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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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於 3 月 29 日假 IEAT 會議中心（台北）辦理第一次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共計 48 位/32 家出席。本次會議除例行性針對計畫

執行進度、參與醫院推動情形及介入前、中相關措施執行現況、

參與醫院感染情形、資料提報常見退件原因及 106 年活動預告

等內容進行報告外，邀請 2 家醫院針對「如何整合醫療資訊運

用於推動 SSI bundle」及「如何說服院內醫師推動 SSI bundle」

進行經驗分享。於討論前先以 E-mail 方式收集各醫院各措施執

行困難點，並於會議中進行討論已達共識。 

二、 業於 6 月 26 日假臺中榮民總醫院（台中）辦理第二次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參與醫院共計 33 位/21 家出席。此次會議邀請 3 家

不同層級醫院針對「院內推行模式與民眾衛教執行方式」進行

經驗分享。本計畫執行因成效分析須包含整體之成本效益分析，

本次會議決議考量各院推行方式不同，可僅收集介入後新增項

目之成本，不需依各措施精算。 

三、 業於 7 月 28 日假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辦理第三次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本場次討論術式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產、子

宮切除術。參與醫院共計 47 位/17 家出席，應出席醫院率為

65.4%（17*家/26 家），若以各術式計算，其中婦產科別術式（剖

腹產、子宮切除術）應出席醫院率為 77.3%（17*家/22 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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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家為非該術式參與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仍派員出席。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應出席醫院率為 90%（9 家/10 家），各術式

分組會議討論及共識建立內容請參考會議紀錄。 

四、 業於 9 月 18 日假 YMCA 城中會館辦理第四次參與醫院交流會

議，本場次討論術式為關節置換手術、闌尾切除術、大腸直腸

手術。參與醫院共計 52 位/28 家出席，應出席醫院率為 84.8%

（28 家/33 家），其中關節置換手術應出席醫院率為 100.0%（14

家/14 家）。另有 3 家醫院也參與關節置換手術分組之討論，其

中 1 家為退出試辦作業之中正脊椎骨科醫院，另 2 家為南門綜

合醫院及柳營奇美醫院，雖未參與該術式，但仍派員參與。闌

尾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出席醫院率為 70.8%（17 家/24 家），

各術式分組會議討論及共識建立內容請參考會議紀錄。 

表 2-2-1、參與醫院經驗分享主題及醫院 

會議日期 經驗分享主題 分享醫院 

第一次 

3 月 29 日 

如何整合醫療資訊運用

於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

分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

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如何說服院內醫師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分享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

幼醫院 

第二次 

6 月 26 日 

院內推行模式與民眾衛

教執行方式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

合醫院（醫學中心）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區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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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經驗分享主題 分享醫院 

南門綜合醫院（地區醫院） 

第三次 

7 月 28 日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執

行各措施實務經驗分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剖腹產」執行各措施實

務經驗分享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

若瑟醫院 

「子宮切除術」執行各措

施實務經驗分享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第四次 

9 月 18 日 

「關節置換手術」執行各

措施實務經驗分享 
西園醫院 

「闌尾切除術」執行各措

施實務經驗分享 
東元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手術」執行各

措施實務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參考資料： 

附錄 2-1：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一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附錄 2-2：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二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附錄 2-3：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三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附錄 11、106 年參與醫院交流會議參與醫院執行經驗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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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過程面與結果面資料收集及修訂 

一、 基本資料 

參與試辦作業醫院原為 78 家，於本年中（5 月 31 日），1 家參與

醫院因人員異動造成人力不足，來函表示退出試辦作業，該院試辦術

式為關節置換手術，故全程參與試辦作業家數調整為 77 家次（41 家

醫院），分別為關節置換手術 14 家、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0 家、剖腹

產 14 家、子宮切除術 12 家、闌尾切除術 13 家及大腸直腸手術 14 家

（表 2-3-1）。 

表 2-3-1、各術式參與家次與層級分布 

醫院層級 

術式 

醫學中心 

（11 家） 

區域醫院 

（16 家） 

地區醫院 

（14*家） 
小計 

關節置換手術 3 家次 7 家次 4*家次 14*家次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0 家次 0 家次 0 家次 10 家次 

剖腹產 5 家次 5 家次 4 家次 14 家次 

子宮切除術 3 家次 7 家次 2 家次 12 家次 

闌尾切除術 2 家次 7 家次 4 家次 13 家次 

大腸直腸手術 5 家次 6 家次 3 家次 14 家次 

註*：1 家醫院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退出試辦作業 

為了解參與醫院執行成效，推行後對手術部位感染率之影響，本

會已於第一年（105 年）建置參考指標共 12 項（過程面指標 10 項、

結果面指標 2 項），以及相關資料收集內容，並設計提報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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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參與醫院進行相關資料輸入建檔。 

於計畫執行過程中進行初步分析發現部分指標之操作型定義尚

待釐清，爰於本年度第一次專案小組進行修訂，修正結果如表 2-3-2、

表 2-3-3。 

表 2-3-2、參考指標操作型定義－過程面指標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1.依相關指引建議時

間，於劃刀前接受預

防性抗生素比率 

依相關指引建議時

間，於劃刀前接受預防

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

手術次數 

2.接受小於等於 24 小

時（48 小時*）預防

性抗生素比率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ABG）以 48 小時

計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小

於或等於 24 小時（48

小時）之手術次數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ABG）以接受預

防性抗生素小於等

於 48 小時之手術次

數作為分子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

手術次數（排除術中

發現感染而改為治療

性抗生素的手術次

數） 

3.考量預防性抗生素

半衰期，於手術時間

內重新給予預防性

抗生素比率 

手術時間內重新給予

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

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且

手術時間超過所用抗

生素之半衰期二倍時

間之手術次數（排除

術中發現感染而改為

治療性抗生素的手術

次數） 

4.有執行手術前血糖

檢測比率 

接受手術前血糖檢測

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5.手術後血糖檢測比

率（POD#1、2） 

*分別計算 POD#1、2

血糖檢測比率 

手術後接受

（POD#1、2）血糖檢

測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排除病人

無糖尿病病史，且手

術前與手術後第 1 日

之血糖檢測結果皆未

超過 180mg/dL，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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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2 日以後可不用持續

監測之手術次數） 

6.使用剃刀（拋棄式剪

毛器）除毛比率 

*分別計算使用剃刀
或拋棄式刀頭之剪
毛器比率 

**剪毛器之定義為
「電動除毛機」 

接受剃刀除毛（拋棄

式剪毛器）之手術次

數 

手術次數（排除不知

道病人於手術前 3 天

內是否有執行除毛之

手術次數） 

7.手術中有維持正常

體溫之比率 

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

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

醉結束前 30分鐘內或

結束後 15分鐘內體溫

有在 36℃以上之手術

次數 

手術時間超過 60分鐘

之手術次數 

*分母排除： 

1.因照護需求，需維持

低體溫者 

2.因麻醉技術上無法

控制，如：僅使用周

邊神經阻斷或監控

下的麻醉照護

（monitored 

anesthesia care, 

MAC）之手術次數 

8.手術前有使用肥皂

或含抗菌劑之沐浴

劑洗浴比率 

病人於手術前有使用

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

浴劑洗浴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排除不知

道病人於手術前是否

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

劑之沐浴劑洗浴之手

術次數） 

9.於劃刀前使用適當

消毒劑進行皮膚消

毒比率 

*須落實「待其自然乾

燥」者方能列計 

劃刀前有使用消毒劑

進行皮膚消毒且待其

自然乾燥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10.手術後以無菌敷料

覆蓋傷口 24 小時

（48 小時）比率 

*若術後有更換敷料

者，「有確實執行手

部衛生」且落實「以

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

蓋傷口 24 小時（48

小時）之手術次數 

*分子應含術後未更

換敷料者 

手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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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無菌技術更換敷料」

者方能列計 

**分別計算覆蓋 24小

時或 48小時之比率 

 

表 2-3-3、參考指標操作型定義－結果面指標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1.手術部位感染率 接受手術後發生手術

部位感染之手術次數

（依疾管署收案定義） 

手術次數 

2.術後住院期間非計

畫性重返手術室比

率 

接受手術後於住院期

間非計畫性重返手術

室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二、 資料收集期程 

依據規劃時程，請參與醫院自 105 年 7 月起開始收集介入措施推

行後至少 12 個月之資料，並回溯收集介入措施推行前（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之手術部位感染率統計。 

本會自 105 年 8 月 15 日起，持續收集參與醫院提報資料，並於

每月資料提報後，協助參與醫院檢核資料完整性。整體提報資料內容

與時程如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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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資料提報內容與時程 

資料內容 收集方式 提報資料之月份 繳交日期 

壹、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試辦作

業推動情形 

呈現措施推行

前、中、後整

體執行狀況 

 

推行前： 

105年8月15日 

推行中： 

106年1月15日 

推行後： 

106年9月15日 

貳、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及手術

部位感染收案

方式執行現況 

呈現措施推行

前、中、後整

體執行狀況 

參、手術部位感染

個案統計 

逐月彙整統計

資料 

推行前： 

104/1/1 

 -105/7/31 

 

推行後： 

提報日前一個

月之資料 

推行前： 

105年8月15日 

 

推行後： 

每月 15 日 

（105年8月15日

至106年9月15日） 

肆、「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查檢

表」Excel 檔 

按件輸入「降低

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查

檢表」資料 

提報日前一個月

之資料 

每月 15 日 

（105年8月15日

至106年9月15日） 

備註：提報日期如遇假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則順延一日。 

 

 

 參考資料： 

附錄 3、參與醫院名單 

附錄 4、指標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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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研習會 

本年度辦理 4 場次研習會，其中 3 場次規劃由本計畫 41 家參與醫

院依不同層級別進行計畫執行成果分享，另 1 場次則規劃為成果發表

暨頒獎典禮。 

一、 研習會 

業於 10 月 17 日、19 日、20 日分醫院層級別辦理共 3 場降低手術

部位感染研習會，本計畫 41 家參與醫院皆派員出席，另有未參與試

辦作業之 3 家地區醫院、10 家區域醫院及 5 家醫學中心出席，辦理

情形如表 2-4-1。 

表 2-4-1、106 年 3 場次研習會辦理情形 

場次 地點 與會人數/醫院 

10 月 17 日（二）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 B1 大禮堂 

參與醫院：28 人/14 家 

非參與醫院：5 人/3 家 

10 月 19 日（四） 

醫學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門診大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參與醫院：32 人/11 家 

非參與醫院：10 人/6!家 

10 月 20 日（五） 

區域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敬義樓 1樓會議室 

參與醫院：29 人/16+1#家 

非參與醫院：15 人/9 家 

註：#1 家醫學中心；!1 家區域醫院 

由問卷結果顯示，與會人員對於此次研習會各場次當日整體滿意

度皆有 9 成，以地區醫院場為最高(100.0%)，與會者對於議程安排而

言，有 93%以上認為對於未來推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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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所助益。而對於醫策會同仁所提供的服務與扮演角色，皆有 9

成以上滿意，問卷滿意可詳參表 2-4-2。 

表 2-4-2、106 年 3 場次研習會問卷滿意度分析表 

類型 
編

號 
題目 滿意度 

議程

安排 
1 

本次活動對未來推廣「降低手術部

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有所助益 

地區醫院：96.4% 

醫學中心：93.9% 

區域醫院：97.4% 

會務

安排 

1 本次活動「地點」(交通位置)安排 

地區醫院：89.3% 

醫學中心：61.8% 

區域醫院：79.5% 

2 本次活動「會場」(環境空間)安排 

地區醫院：100.0% 

醫學中心：76.5% 

區域醫院：84.6% 

3 
本次「醫策會同仁」所提供的服務

與扮演角色 

地區醫院：100.0% 

醫學中心：93.9% 

區域醫院：100.0% 

整體

滿意度  
1 本次活動滿意度 

地區醫院：100.0% 

醫學中心：97.0% 

區域醫院：94.9% 

為收集醫院代表對於本先驅計畫於後續推動上之政策建議，問卷

中含開放性問題，除須有「醫院高層的支持」外歸納建議如下： 

建議項目 建議內容 

經費補助 

 因措施內容健保多未給付，需增加醫療機構

費用支出（如抗菌沐浴乳、電動除毛器） 

 將相關表單「建置資訊系統」 

教育

宣導 

民眾  民眾教育是與會者認為需加強的部分 

各職類醫

療人員 

 醫療各職類再教育，改變醫師本位觀念，以

減少推動上阻力 

 將組合式照護內容納入醫師養成教育課程中 

 SSI 主要重點應在外科醫師，建議推廣到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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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項目 建議內容 

科系學會，從系學會系統性認知改變 

 建議未來可指定外科系人員參與，並給予外

科參與者肯定 

 建議可邀請相關學會與會 

 數位學習課程 

文獻/指引提供 

 已經有 2016、2017 年的 CDC、WHO 指引，

建議不需讓各醫院自行制定 

 提供 guideline 以說服院內相關醫師、單位、

執行之必要性 

開發遵循率項目

指標 

 標準作業流程，定義指標、標準一致化 

其他 

 消毒劑、剃刀產品諮詢 

 增加國際現況發展的交流與國內外科醫師討

論會 

 

針對未來若要推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與會

者認為疾管署需提供數位學習課程供其學習之課程內容，依層級別匯

整表 2-4-3。 

與會者建議數位學習課程內容以「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措施概論」為最多人與會者期盼想了解及學習的，其次為各措施之相

關介紹及實證（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血糖控制、體溫維持、皮膚

準備）。與會者期望之課程內容，以醫學中心而言，醫院同仁期望有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介紹、其次為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區域醫院同仁則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皮膚準備及傷口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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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醫院為組合式照護措施介紹為主。而本計畫已於今年錄製上述 5

堂數位學習課程。 

 

表 2-4-3、研習會-數位學習課程主題建議表 

單位：問卷數 

序號 課程主題 總計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本年度

錄製 

1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概論 
19 3 4 12 V 

2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

探討_適當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12 3 7 2 V 

3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

探討_手術全期的血

糖控制與體溫維持 

10 1 6 3 V 

4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

探討_皮膚準備（術前

沐浴、適當除毛與皮

膚消毒） 

9 1 7 1 V 

5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

探討_傷口照護 

9 1 7 1 V 

6 

WHO 與美國 CDC 預

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引

簡介 

1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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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果發表會 

謹訂於 12 月 14 日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與侵入性醫療

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共同舉辦理「106 年侵入性醫療處置照護品質

提升聯合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將於活動中頒發獎勵評比 41 家得獎

醫院（評比結果如表 2-4-4），並頒發感謝狀予本計畫專案小組委員及

所有 42 家參與醫院以資謝意。內容規劃將由獎勵評比得獎醫院中依

層級挑選參與醫院分享執行「SSI bundle 試辦作業」之經驗分享。 

 

三、 獎勵評比 

醫院代表依據參加動機、措施介入與執行、執行成果表現、整體

運作與整體改善過程特色等五大面向進行口頭報告，為此，本計畫特

訂定「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果

分享獎勵辦法」，並依上述五大面向進行評比，其評比結果將於成果

發表暨頒獎典禮中進行頒獎。 

 

表 2-4-4、參與醫院試辦成果分享獎勵辦法評比結果 

獎項 序號 醫院層級 醫院名稱 

醫學中心 

卓越獎 
1 醫學中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 

2 醫學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金獎 
3 醫學中心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 醫學中心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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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序號 醫院層級 醫院名稱 

5 醫學中心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優質獎 

6 醫學中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

馬偕紀念醫院 

7 醫學中心 臺中榮民總醫院 

8 醫學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9 醫學中心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0 醫學中心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11 醫學中心 高雄榮民總醫院 

區域醫院 

卓越獎 
1 區域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2 區域醫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金獎 

3 區域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4 區域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5 區域醫院 東元綜合醫院 

優質獎 

6 區域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7 區域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8 區域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9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10 區域醫院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1 區域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12 區域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13 區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14 區域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15 區域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6 區域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地區醫院 

卓越獎 
1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2 地區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金獎 

3 地區醫院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4 地區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5 地區醫院 陽明醫院(嘉義市) 

優質獎 

6 地區醫院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7 地區醫院 南門綜合醫院 

8 地區醫院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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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序號 醫院層級 醫院名稱 

9 地區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10 地區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11 地區醫院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12 地區醫院 西園醫院 

13 地區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14 地區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四、 相關學分申請 

各場研習會申請相關學會予與會者，如表 2-4-5。 

表 2-4-5、研習會學分申請表 

學分種類 

場次 

台灣感染管制

學會 

台灣感染症 

醫學會 
西醫師 

地區醫院場 6 學分 B 類 1 學分 品質課程 6.1 分 

醫學中心場 4 學分 B 類 1 學分 品質課程 4.9 分 

區域醫院場 6 學分 B 類 1 學分 品質課程 6.9 分 

 

 參考資料： 

附錄 5：研習會議程 

附錄 6：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

果分享獎勵辦法 

附錄 12、106 年研習會經驗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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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素材 

為協助參與醫院進行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推廣，

本年規劃編製相關宣導資料、宣導影片及錄製數位學習課程供醫院使

用。 

一、 宣導海報 

(一) 本年度宣導資料設計方向經本計畫專案小組討論後，研擬設

計型式及文案以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介

紹為主，提供完整資訊予臨床人員參考。 

(二) 宣導資料文案內容經本年度第一次專案小組決議（106 年 4

月 26 日），挑選組合式照護措施重點內容，取其英文字首設

計宣導標語「ABC yeS」以進行海報設計，其代表意涵如表

2-5-1。 

(三) 宣導海報經本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疾管署確認，業於

9 月 20 日將宣導海報電子檔置於本會 SSI 專區，並以 E-mail

通知參與醫院，共計提供 3 款不同底色之款式（綠色、藍色、

粉色）（圖 2-5-2），以利參與醫院可擇其所愛下載自由運用。 

表 2-5-1、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標語意函 

字首 代表措施 

A Antibiotics：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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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首 代表措施 

B 
Bath：術前一天或手術當日以肥皂或含抗菌劑之

沐浴劑沐浴 

C Clipper：如需除毛時，優先使用剪毛器 

S Sugar：血糖控制 

二、 宣導桌曆 

(一) 因往年推動的手部衛生計畫、CLBSI Bundle、VAP/CAUTI 

Bundle、ASP 等相關組合式照護推廣計畫，皆為本計畫（降

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推廣累積豐厚的執行經

驗，為使各醫院同仁能共同回顧歷年來參與執行之相關組合

式照護推廣計畫，共同回想「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Care 

Bundle」，業於 6月 2 日與疾管署進行業務執行討論會議後，

考量宣導品之實用性，以製作 1 款海報電子檔及印製 1 款桌

曆（107 年）作為本年度宣導資料。 

(二) 業於 11 月 8 日桌曆設計內容經疾管署確認完成，目前進行

印製中（示意圖 2-5-1），將於年底前寄發予本計畫參與醫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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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桌曆封面示意圖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

式照護」宣導海報-綠色版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宣導海報-藍色

版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宣導海報-粉色

版 

   

圖 2-5-2、「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海報 

  



 

36 

三、 錄製宣導影片 

關於宣導影片之錄製，以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

進行影片腳本設計，內容係運用宣導標語（ABC yeS）加上維持正常

體溫與傷口照護等措施作呈現，腳本內容及影片草稿業於 7 月 13 日

經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後，調整影片內容如配色、增加各措施之標題

同時呈現英文與中文等，且經期中審查會議中委員意見建議宣導影片

加旁白，介紹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完成上述剪輯製作後，經本計畫

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確認修正後版本，於 9 月 12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

予疾管署確認。10 月 11 日完成宣導影片剪輯，並於 10 月 17 日上傳

醫策會 you tube、FB 粉絲團供各界下載，光碟如 D-1。 

圖 2-5-3、「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ABC yeS 宣導影片 

 

四、 錄製數位學習課程 

為協助臨床人員瞭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推動之

實證基礎與執行實務，本年度規劃錄製 5 堂數位學習課程；課程內容

包含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要件及臨床實務說明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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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題業於 105 年度經本計畫專案小組研議，其課程主題及講師名單

訂定如表 2-5-2，數位成品課程如光碟 D-2。 

表 2-5-2、本年度數位學習課程內容 

序號 課程主題 課程講師 

1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概論 

莊銀清院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 

2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

證探討_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張峰義教授 

三軍總醫院附設醫

院 

3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

證探討_手術全期的血糖控制與體溫維持 

盧敏吉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 

4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

證探討_皮膚準備（術前沐浴、適當除毛

與皮膚消毒）  

丁金聰部主任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 

5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

證探討_傷口照護 

桑潁潁督導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 

課程主題與講師人選業於 5 月 10 日陳送疾管署確認，課程簡報

皆於錄製前陳送疾管署確認。本會已於 5 月份完成講師邀請，於本年

度 6 月份至 9 月份完成 5 堂數位學習課程之錄製，完成錄製之課程檔

案將放置於行政院人事行政「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台

供參與醫院計畫相關人員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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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附錄 7：宣導影片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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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資訊平台維護 

為使各醫院「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相關資訊，於本會

官網「品質促進」項下建置「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網頁專

區，專區網頁內含計畫簡介、試辦作業內容、參與醫院名單、問答集

及相關資料下載，網頁架構如圖 2-6-1。 

本會設置「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諮詢窗口（如表 2-6-1），

服務信箱（cbssi@jct.org.tw），提供醫院有關本試辦作業等相關諮詢，

並將醫院詢問之問題製成問答集，定期更新，以供各界參考。 

表 2-6-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諮詢窗口 

承辦人 職稱 諮詢專線 負責業務 

陳媛綸 專案管理師 02-8964-3197 計畫專案管理 

郭惠雯 專員 02-8964-3198 

1. 本計畫主要承辦窗口 

2. 本會網頁訊息維護及更新 

3. 規劃相關會議（專案小組、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研習會及成果發表會） 

4. 建置系統或撰寫程式鍵入醫院提報

資料並產出報表 

5. 建立計畫所需相關措施制度之相關

文件及表單 

6. 規劃相關教材 

7. 諮詢窗口分案處理與 QA 彙整 

8. 相關文獻資料收集 

呂佩璇 專員 02-8964-3199 

1. 辦理相關會議（專案小組、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研習會及成果發表會） 

2. 受理醫院申請作業 

3. 醫院季報表彙整、確認與分析 

4. 數位學習課程、影片及相關宣導品 

 

mailto:cbssi@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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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專區網頁架構圖 

 

 參考資料： 

附錄 8：問答集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參與醫院

交流會議 

各廠 

資源連結 

計畫簡介 試辦作業 參與醫院名單 問答集 相關資料下載 

 相關教材 

 宣導資料 

 報告事項 

 參與醫院執

行經驗分享 

 試辦內容 

 研習會 

 成果發表會 

教材與宣導

資料 

 疾病管制署

組合式照護

專區 

 疾病管制署組合

式照護專區 

 WHO 預防手術

部位感染指引 

 美國CDC預防手

術部位感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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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結果 

本計畫參與醫院須提報介入前後至少 12 個月的資料，於今年 5 月

計有 1 家參與醫院退出試辦作業，惟該家醫院於退出後仍有繳交「感

染個案統計表」及「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資料，

但於質性資料提報內容無提報期末資料，故後續分析資料於「第一節、

參與醫院推動情形」及「第二節、介入後相關作業改變情形」期末總

家數僅 41 家（期初為 42 家）；第三節至第七節「組合式照護措施執

行情形」該醫院資料則有納入計算。 

 

第一節 參與醫院推動情形 

參考過去執行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計畫與侵入性醫療處置照

護品質提升計畫之推動方式，參與醫院加入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

照護措施之試辦，主要透過以下策略進行推動；本會規劃於介入前、

執行中、介入後分別調查參與醫院之推動情形，了解推行策略實行方

式，以利後續研商推行策略調整事宜。推動策略包含： 

一、指定專人擔任院內推動計畫召集人及計畫聯繫窗口，並成立專責

團隊負責本計畫之推行、評估及資料彙整相關事宜。 

二、依據參與試辦術式，辦理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與推廣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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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本計畫擬訂「降低手術部位感染之組合式照護措施」，於院

內相關單位推動執行。 

四、配合主辦單位訂定時程，針對參與術式收集介入措施推行前、後

手術部位感染情形及相關指標資料。 

五、派員參與主辦單位召開之交流會議及相關會議/活動，回饋計畫

推動情形與相關問題。 

試辦作業介入後，本會於 106 年 9 月 15 日再次調查參與醫院推

動情形，雖有 1 家醫院彙整如下： 

一、 成立專責團隊 

由試辦作業執行過程中，計畫執行初期至期中共有 32 家參與醫

院調整專責團隊之組合，期中至期末則僅有 2 家（4.8%）調整，其中

更換或減少專責團隊成員各 1 家，彙整參與醫院之專責團隊組成之成

員類別如表 3-1-1。有 25 家（59.5%）參與醫院係由院長/副院長等一

級主管擔任召集人，有 41 家（97.6%）參與醫院有感染科或感染管制

單位代表參與，納入護理部（科）及手術室代表之參與醫院有 31 家

（73.8%），進一步加入其他協力單位（如：醫療品質/病人安全代表

或資訊室代表）協助之參與醫院有 28 家（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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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專責團隊之組成 

成員類別 
納入此單位代表之醫院比例 

變化情形 
期初 期末 

召集人：    

 院長/副院長 26（61.9%） 25（59.5%） ↓ 

 外科部主管 6（14.3%） 5（11.9%） ↓ 

 感染管制單位主管 5（11.9%） 7（16.7%） ↑ 

感染科／感管單位 40（95.2%） 41（97.6%） ↑ 

手術室 29（69.0%） 30（71.4%） ↑ 

護理部（科） 29（69.0%） 31（73.8%） ↑ 

麻醉科 26（61.9%） 28（66.7%） ↑ 

病房代表 17（40.5%） 18（42.9%） ↑ 

協力單位： 

 醫療品質、病人安全 

 藥劑科、檢驗科 

 資訊室、企劃室、績效組 

27（64.3%） 28（66.7%） ↑ 

 

二、 相關教育訓練之辦理 

為協助臨床人員了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及相關

感染管制新知，參與醫院陸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主題可分為「降

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介紹」、「感染管制」、「醫療品質促進手法」、

「適當抗生素使用與感染預防」、「手術傷口照護」與「手部衛生」等

六大類，彙整參與醫院辦理課程主題如表 3-1-2： 

 

表 3-1-2、參與醫院教育訓練課程主題列表 

類別 課程主題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介紹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介紹及資訊

應用 

 查檢表填寫說明與缺失宣導 

 推行經驗介紹及手術部位感染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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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主題 

感染管制 

 2%CHG 在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的趨勢與應

用 

 感控新人教育 

 醫院感染管制基本概念 

 醫院感染管制實務與應用 

 醫院環境清潔監測與感染管制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與感染管制 

醫療品質促進手法 

 辦理手術部位感染預防新觀點國際研討會 

 指標分析與應用 

 管制圖運用與實作 

 手術部位感染統計方式 

 急性闌尾炎微創手術 

 實務成果分享 

 成立品管圈降低科部感染率 

適當抗生素使用與

感染預防 

 手術部位感染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  

 手術部位感染預防及預防性抗生素 

 外科術後常見之感染與治療 

 手術預防性抗生素的使用 

 抗生素合理使用 

 重症加護病人抗生素使用策略 

 抗生素選用與抗藥性菌株 

手術傷口照護 

 手術傷口照護 

 傷口護理作業標準 

 傷口消毒及無菌技術 

 骨科術後傷口照護 

手部衛生  手部衛生時機與洗手步驟 

 手部衛生認證 

 標準防護措施與手部衛生 

 

三、 相關推廣活動之辦理 

為推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參與醫院辦理相關推

廣活動辦理情形摘錄如下： 

（一） 品管工具之運用（辦理家次數：15 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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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工具 運用內容 

組成品管圈 

 以 QCC 手法組成專案團隊 

 由麻醉科組成「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發生

率」之品管圈 

 於婦產科病房進行 QCC 組圈「降低剖腹

產術後繼續使用抗生素超過 24小時比率」 

特性要因分析 
 以現況特性要因分析及改善對策，縮短手

術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期間 

長條圖/趨勢圖/管制圖 

 運用長條圖與趨勢圖了解術前術中及術

後各執行情形與遵從率. 

 辦理管制圖應用與實作課程 

PDCA 循環運作  舉辦「PDCA 基本概念介紹」課程 

改善活動/專案 

 劃刀前 60 分鐘（30 分鐘）內接受預防性

抗生素之品質指標改善活動 

 骨科病房提出「降低骨科手術引流袋滑脫

之改善專案」 

團隊資源管理訓練計劃  運用 TRM 與影片編輯技巧，完成闌尾切

除術前、中、後五階段之衛教執行過程微

電影拍攝 

資料監測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 

辦理品管課程  品質中心辦理品管相關課程 

 

（二） 醫護人員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認知推廣（辦理家次數：

36家），如： 

推廣課程 推廣範圍 

宣導相關措施 

 於手術委員會、外科醫師會議、護理長

行政會議、感管會議、醫務會議、主管

晨會等會議場合宣導相關執行措施及

重要性 

 加強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

施提報之手術碼的認識 

辦理教育訓練 

 全院在職、新進人員及參與單位代表 

 辦理全院在職、新進人員及參與單位代

表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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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課程 推廣範圍 

建置相關宣導網頁 
 院內數位學習網 

 SSI 推動網頁 

辦理研討會  手術部位感染預防新觀點國際研討會 

辦理相關證照  辦理專科護理師傷口照護技術考 

 針對新進人員進行手部衛生教育認

證，包含開刀房護理師、實習醫學生及

新進醫師 

 舉辦全院手部衛生認證 

 

（三） 醫護人員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遵從性提升

（辦理家次數：29家），如： 

提升方式 推廣範圍 

使用稽核方式 

 建立遵從性之稽核方式 

 例行稽核監測相關規範，及計畫表單填

寫內容完整性及正確性，並回饋單位予

以改善 

 於電腦醫令資訊系統設定提醒查核機

制 

召開會議 

 召開團隊會議，說明查檢表填寫重點及

注意事項 

 請單位主管佈達相關執行辦法，針對填

表缺失加以改進 

辦理教育訓練 
 辦理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持續推廣，並於外科部晨會中宣導 

指標分析改善 
 分析執行狀況針對較低之指標進行改

善 

查檢表列為常規性表單  將檢核表列為常規性表單 

 

（四）設置明顯之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指引提醒、宣導標示

（辦理家次數：34家），如： 

 



 

47 

1. 製作海報張貼 

2. 張貼提示單於病歷中 

3. 外科護理站設置公播系統宣導 

4. 電腦螢幕桌面設置提醒宣導畫面 

5. 製作組合式照護措施滑鼠墊廣發各科部 

 

（五）其他活動辦理（辦理家次數：8家），如： 

1. 運用計時器提醒醫療同仁皮膚消毒等待之時間 

2. 手術室醫護人員刷手成效監控 

3. 建置資訊化表單，新增醫囑系統、醫師 SSI 感染個案通報系統 

4. 完成計畫前後參與之組員滿意度調查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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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介入後相關作業改變情形 

一、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及手術部位感染收案方式執

行現況 

為了解參與醫院「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及「手術

部位感染收案方式」之執行現況，及其參與試辦作業後，院內作業常

規之改變情形，本會規劃於介入措施執行前、執行中、執行後，請參

與醫院提報相關資料，以利後續進行整體執行成果之分析。介入措施

執行期間，參與醫院對於本計畫推行相關措施之院內常規推動情形最

後一次提報時間為本年度 9 月 15 日，因有 1 家醫院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來函表示退出試辦作業（試辦術式：關節置換手術），未完成期

末資料提報，故彙整 41 家參與醫院，各項結果如下： 

（一） 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大部分參與醫院於計畫執行期末已常規於手術前使用預防性

抗生素，並建立相關規範（如表 3-2-1）。所有參與醫院皆有手術

預防性抗生素使用監測機制。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減少1家，經查為

參與醫院之資料提報者異動而產生之誤差。 

  



 

49 

表 3-2-1、預防性抗生素常規使用情形 

單位：家次數 

術式 

常規於術前有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之參與醫院 

有手術預防性抗生

素使用監測機制之

參與醫院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4 14 14 1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9 10 10 10 
剖腹產（14 家） 13 12 14 13 
子宮切除術（12 家） 12 12 12 12 
闌尾切除術（13 家） 12 12 13 13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4 13 14 13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二） 血糖控制 

在血糖控制部分，本計畫推廣措施為「手術前及手術後 2 日內監

測病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濃度控制≦180mg/dL」，以下分別就手術

前與手術後之血糖監測常規進行方式進行統計。 

 手術前血糖檢測 

手術前血糖檢測方面（表 3-2-2），關節置換手術、剖腹產、子宮

切除術及闌尾切除術之參與醫院，在術前有常規針對「全部病人」進

行血糖檢測之醫院皆有增加 1 家次。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之參與醫院執

行比例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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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常規於手術「前」檢測病人血糖 

單位：家次數 

術式 
否 

是 

針對全部病人 
僅針對有糖尿

病病史病人 

僅針對有糖尿

病病史或由臨

床醫師判斷高

風險病人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

（14 家）
註
 

0 0 12 11 0 0 2 4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10家） 
1 1 3 3 1 1 5 5 

剖腹產（14 家） 5 9 3 2 0 1 2 2 

子宮切除術（12 家） 0 0 10 9 1 3 1 0 

闌尾切除術（13 家） 3 3 6 5 0 0 4 5 

大腸直腸手術

（14 家） 
1 1 8 8 1 1 4 4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手術後血糖檢測 

手術後血糖檢測方面（表 3-2-3），於期初時大部分醫院僅針對有

糖尿病病史或由臨床醫師判斷高風險病人，才會於手術會進行血糖檢

測。介入後，關節置換手術及大腸直腸手術之參與醫院，在術後有常

規針對「全部病人」進行血糖檢測之醫院已增加 3 家次，而剖腹產增

加 2 家次，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及闌尾切除術增加 1 家次。未於術後檢

測病人血糖之家數於期末時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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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常規於手術「後」檢測病人血糖 

單位：家次數 

術式 
否 

是 

針對全部病人 
僅針對有糖尿

病病史病人 

僅針對有糖尿

病病史或由臨

床醫師判斷高

風險病人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

（14 家）
註
 

3 7 3 0 2 1 6 7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10家） 
2 2 3 2 1 1 4 5 

剖腹產（14 家） 7 11 2 0 1 0 4 3 

子宮切除術（12 家） 3 4 1 1 2 4 6 3 

闌尾切除術（13 家） 6 8 1 0 1 0 5 5 

大腸直腸手術

（14 家） 
5 6 3 0 1 4 5 4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三） 皮膚準備 

在皮膚準備部分，分別就術前沐浴、適當除毛與皮膚消毒等措施

進行統計。 

1. 術前沐浴 

於計畫執行期末後，除子宮切除術外，所有術式有多數醫院會於

術前常規提醒病人需以肥皂或沐浴劑進行全身沐浴，其中以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有常規提醒病人之家數比例最高（8 家，80.0%），其次為關

節置換手術（11 家，78.6%）。病人到院後會主動確認病人是否有沐

浴之參與醫院家數皆有增加，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比例最高（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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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其次仍為關節置換手術及大腸直腸手術（8 家，57.1%），而

大腸直腸手術由期末與期初家數比較，為增加最多家次數（7 家）（表

3-2-4）。 

病人到院後經確認未沐浴，所有術式會提供沐浴劑請病人沐浴之

參與醫院家數皆有增加。進一步分析病人到院後若有提供沐浴劑之參

與醫院，其可提供之含抗菌劑之沐浴劑，除子宮切除術尚未有醫院能

提供外，其餘術式皆有增加（表 3-2-5）。 

表 3-2-4、術前沐浴執行情形-1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會提醒病人於手

術前沐浴 

病人到院後，會確認病

人是否於手術前沐浴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1 5 8 3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8 5 7 3 

剖腹產（14 家） 8 3 7 2 

子宮切除術（12 家） 6 6 3 2 

闌尾切除術（13 家） 5 3 5 2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9 5 8 1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表 3-2-5、術前沐浴執行情形-2 

單位：家次數 

術式 

若病人到院後尚未沐

浴，會提供沐浴劑請病

人沐浴 

若提供病人沐浴劑，可

提供含抗菌劑之沐浴劑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5 2 5 2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3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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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次數 

術式 

若病人到院後尚未沐

浴，會提供沐浴劑請病

人沐浴 

若提供病人沐浴劑，可

提供含抗菌劑之沐浴劑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剖腹產（14 家） 4 1 3 0 

子宮切除術（12 家） 1 2 0 0 

闌尾切除術（13 家） 1 0 1 0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2 0 2 0 

註：1.以有確認病人是否於手術前沐浴為母群體。 

2.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2. 適當除毛 

在適當除毛部分，於計畫執行介入後會常規提醒病人術前勿自行

除毛之家數略有增加（表 3-2-6），以剖腹產為最多（5 家，35.7%）。

而於常規去除病人毛髮中，多數醫院仍以毛髮會干擾手術進行者才要

去除為主，而剖腹產多數仍以全部病人都要除毛為主。 

有執行除毛個案中，其所使用的除毛工具（表 3-2-7），雖仍以拋

棄式手動剃刀為主，但關節置換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與剖腹產使

用拋棄式手動剃刀之家數已略為減少，部分醫院已改用拋棄式刀頭之

電動除毛機，其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4 家，40.0%）為最高，其

次為剖腹產（4 家，28.6%）及關節置換手術（3 家，25.0%）。 

關節置換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闌尾切除手術與大腸直腸手

術之除毛地點以手術室為主，剖腹產則多於病房（或待產室）進行除

毛（表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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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手術部位除毛執行情形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手術前會提

醒病人勿自

行除毛 

是否常規去除病人毛髮 

全部病人

都不用除

毛 

毛髮會干

擾手術進

行者才要

去除 

全部病

人都要

除毛 

期

末 

期

初 

期

末 

期

初 

期

末 

期

初 

期

末 

期

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4 1 2 2 12 12 0 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1 1 0 0 7 7 3 3 

剖腹產（14 家） 5 2 0 0 5 5 9 9 

子宮切除術（12 家） 4 2 1 1 7 7 4 4 

闌尾切除術（13 家） 3 2 1 1 12 12 0 0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3 2 1 2 12 11 1 1 

註：關節置換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表 3-2-7、手術部位除毛使用工具分布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拋棄式手

動除毛剪 

拋棄式手

動剃刀 

重複使用

之手動除

毛剪 

重複使用

刀頭之電

動除毛機 

拋棄式刀

頭之電動

除毛機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 0 0 11 13 2 2 0 0 3 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 2 6 8 0 0 0 0 4 2 

剖腹產 1 1 11 14 0 0 0 0 4 1 

子宮切除術 0 0 11 11 0 0 0 0 1 1 

闌尾切除術 1 2 12 12 0 1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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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次數 

術式 

拋棄式手

動除毛剪 

拋棄式手

動剃刀 

重複使用

之手動除

毛剪 

重複使用

刀頭之電

動除毛機 

拋棄式刀

頭之電動

除毛機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 1 12 11 0 1 1 1 1 0 

註：1.本項為複選 

2.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表 3-2-8、除毛地點分布 

單位：家次數 

術式 
病房 手術室 其他－待產室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3 7 10 8 - -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3 3 8 8 - - 

剖腹產（14 家） 11 10 4 5 - 1 

子宮切除術（12 家） 6 6 6 6 - - 

闌尾切除術（13 家） 5 6 10 10 - -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3 3 11 10 - - 

註：1.本項為複選 

2. 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3. 皮膚消毒 

所有術式之參與醫院皆常規於劃刀前進行手術部位皮膚消

毒，且關節置換手術及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皆有 80.0%以上之參與

醫院會於皮膚消毒前進行手術部位皮膚刷洗（表 3-2-9）。有常規

進行手術部位皮膚刷洗中所選用之刷洗劑則多數參與醫院選用

含抗菌劑之刷洗劑。 



 

56 

皮膚消毒後有待其自然乾燥之監測或提醒機制，以剖腹產、

子宮切除手術、闌尾切除術與大腸直腸手術之參與醫院家數略有

增加（如表 3-2-9）。而各術式參與醫院常規使用的消毒劑類型則

以酒精性 povidone- iodine 為主，但仍有許多參與醫院係依據醫師

使用習慣提供各類消毒劑，未有一致之作業常規（如表 3-2-10）。 

 

表 3-2-9、皮膚消毒執行情形 

單位：家次數 

術式 

皮膚消毒前常

規進行手術部

位皮膚刷洗 

使用含抗菌

劑之刷洗劑 a 

皮膚消毒後

有待其自然

乾燥之監測

或提醒機制 b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2 13 12 13 11 1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8 8 7 7 4 4 

剖腹產（14 家） 7 7 7 7 11 10 

子宮切除術（12 家） 5 5 5 5 11 9 

闌尾切除術（13 家） 9 8 9 8 10 8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9 7 9 7 11 8 

註 1：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a、b：母群體為有於皮膚消毒前常規進行手術部位皮膚刷洗之家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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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常規使用之消毒劑種類 

單位：家次數 

術式 

alcohol aqueous 依據醫師

習慣 CHG 
povidone- 

iodine 
CHG 

povidone- 

iodine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 2 7 8 1 - 0 0 5 3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0 家） 
3 3 5 5 0 - 0 0 2 1 

剖腹產（14 家） 2 2 10 9 0 - 1 1 1 1 

子宮切除術（12 家） 1 1 6 6 0 - 2 2 3 0 

闌尾切除術（13 家） 0 1 7 6 1 - 0 0 5 0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0 0 8 8 0 - 1 1 5 0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四） 維持正常體溫 

由表 3-2-11，於試辦作業介入後，各術式已常規於等候區有測量

病人體溫機制之醫院家數皆有增加；於手術中有提供病人體溫維持之

措施家數皆有增加，除闌尾切除手術仍有 2 家未提供外，關節置換手

術及剖腹產均有 1 家次未提供，其原因可能為手術時間較短或使用其

他手術方式（如內視鏡），而臨床判斷上未常規於手術中提供病人體

溫維持之措施。各術式於手術後（離開恢復室前）有測量病人體溫之

機制，除闌尾切除手術 13 家參與醫院中仍有 2 家未常規量測外，其

餘術式之參與醫院皆有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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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1、體溫監測與維持機制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於等候區有

測量病人體

溫之機制 

於手術中有

提供病人體

溫維持之措

施 

於手術後（離

開恢復室前）

有測量病人

體溫之機制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4 13 13 12 13 12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9 7 10 10 10 10 

剖腹產（14 家） 12 11 13 12 14 12 

子宮切除手術（12 家） 10 9 12 12 12 12 

闌尾切除手術（13 家） 12 11 11 11 11 8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3 12 14 13 14 13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五） 常規執行其他可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之措施 

除本計畫推行之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要件外，

各術式參與醫院亦自主推動其他建議措施（如表3-2-12、3-2-13）。

各術式有 97.4%以上醫院於手術中可提供病人足夠的氧氣；冠狀

動脈繞道手術有 8家（80.0%）可於手術前 30天內鼓勵病人戒菸；

各術式有 97.4%以上醫院能盡量減少手術室開門次數、控管人員

進出；各式術有 81.8%以上之醫院能於手術前檢測是否有其他部

位感染，並推遲手術至感染治癒，以關節置換手術（14 家，100.0%）

為最高，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13 家，92.9%）；有使用 WHO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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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安全查檢表之比例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8 家，80.0%），

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11 家，78.6%）。 

 

表 3-2-12、執行其他降低手術部位感染之措施-1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手術中提供

病人足夠的

氧氣 

心臟手術於手

術前30天內鼓

勵病人戒菸 

盡量減少手術

室開門次數，控

管人員進出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4 14 - - 14 14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10 10 8 8 9 9 

剖腹產（14 家） 14 14 - - 14 12 

子宮切除術（12 家） 12 12 - - 12 11 

闌尾切除術（13 家） 12 13 - - 13 12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3 13 - - 13 13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表 3-2-13、執行其他降低手術部位感染之措施-2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手術前檢測是否有

其他部位感染，並推

遲手術至感染治癒 

使用 WHO 

手術安全查檢表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4 12 10 10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9 9 8 8 

剖腹產（14 家） 11 9 8 6 

子宮切除術（12 家） 7 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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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次數 

術式 

手術前檢測是否有

其他部位感染，並推

遲手術至感染治癒 

使用 WHO 

手術安全查檢表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闌尾切除術（13 家） 9 7 7 7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3 13 11 10 

註：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六） 收案對象 

手術部位感染收案對象途徑，仍以手術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再入

院發現感染者為主，其次則為手術當次住院期間發現感染者。而手術

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經門診發現感染者，以剖腹產及子宮切除術於期

末增加 2家次較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及闌尾切除術各增加 1家次（如

表 3-2-14）。 

其中手術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經門診發現感染者之執行方式，以

感管師勾稽病例或檢驗報告之比例最高，且各術式皆有增加醫院家數，

門診主動通報之比率於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產及大腸直腸手術也

有增加參與醫院家數（如表 3-2-15）。 

手術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再入院發現感染者之收案方式以感管

師勾稽病例或檢驗報告比例較高，病房主動通報之收案比例亦有增加

家次數。另有醫院透過電子通報、感染科醫師轉介及追蹤篩選病人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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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月內門診紀錄之方式進行門診發現感染病人之收案。而於追蹤

期間內再入院之病人若有發現感染，部分醫院會由外科專科護理師通

報感管師、感管專人跟醫師查房或由感染科醫院轉介之方式進行收案。 

 

表 3-2-14、手術部位感染收案途徑 

單位：家次數 

術式 

手術當次住

院期間發現

感染者 

手術出院後於

追蹤期間內經

門診發現感染

者 

手術出院後於

追蹤期間內再

入院發現感染

者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11 13 11 12 14 1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10 10 7 6 10 10 

剖腹產（14 家） 13 13 12 10 14 14 

子宮切除術（12 家） 11 11 8 6 11 11 

闌尾切除術（13 家） 13 13 10 9 13 13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13 13 10 10 14 14 

註：1.本項為複選。 

2.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 家，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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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5、「手術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經門診發現感染者」之執行方式  

單位：家次數 

術式 

門診主動通

報 

感管師勾稽

病例或檢驗

報告 

其他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4 5 11 11 1* 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4 2 6 6 2†* - 

剖腹產（14 家） 6 5 10 8 2†# 1† 

子宮切除術（12 家） 3 2 7 6 1# - 

闌尾切除術（13 家） 2 2 9 8 1† 1†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4 3 10 10 - - 

註：1.*電子通報； †感染科醫師轉介；#追蹤篩選病人術後一個月內門

診紀錄。 

2. 關節置換手術期初為 15家，於期末退出 1家試辦醫院，故家數

為 14家。 

 

表 3-2-16、「手術出院後於追蹤期間內再入院發現感染者」之執行方式 

單位：家次數 

術式 

病房主動通

報 

感管師勾稽

病例或檢驗

報告 

其他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關節置換手術（14 家）
註
 7 6 14 14 - 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5 5 10 10 - - 

剖腹產（14 家） 8 9 14 12 - - 

子宮切除術（12 家） 3 3 11 11 - - 

闌尾切除術（13 家） 4 3 13 12 1# 1 * 



 

63 

單位：家次數 

術式 

病房主動通

報 

感管師勾稽

病例或檢驗

報告 

其他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7 5 14 13 - 1 * 

註 1：*由外科專科護理師通報感管師；†感管專人跟醫師查房；#感染科

醫師轉介。 

2. 關節置換手術於期末退出 1 家試辦醫院，故家數為 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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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情形－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各術式於術前預防性抗生素之使用，有依相關指引建議時間於劃

刀前給予之比率有達到 9 成以上，其中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高

（98.4%），其次為子宮切除術（98.2%）。闌尾切除術為最低（44.5%），

原因為此術式於術前及給予治療性抗生素比率達 40.5%（如表

3-3-1）。 

由表 3-3-2 可見，各術式術前預防性抗生素使用種類有 91%以使

用 Cefazolin 為主，其中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高（99.3%），其次為子

宮切除術（99.0%）、剖腹產（98.4%），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除使用

Cefazolin 外，另有 23.7%會選擇使用 Vancomycin。 

若將術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與劃刀時間區分為 30 分鐘、31 至 60

分鐘、61 至 120 分鐘及大於 120 分鐘，能於劃刀前 1 小時內給予預

防性抗生素之各術式整體比率已達 94.4%，以子宮切除手術為最高

（97.7%），其次為關節置換手術（96.8%）、大腸直腸手術（93.2%），

而能於劃刀前 30 分鐘內給予以剖腹產為最高（81.0%）（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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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各術式於手術劃刀前給予抗生素情形 

術式 
未給予抗生素 

（%） 

給予治療性

抗生素（%） 

給予預防性抗

生素（%） 

關節置換手術(N=3,854) 9(0.2) 51(1.3) 3,794(98.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624) 7(1.1) 27(4.3) 590(94.6) 

剖腹產(N=6,118) 419(6.8) 78(1.3) 5,621(91.9) 

子宮切除術(N=1,583) 14(0.9) 14(0.9) 1,555(98.2) 

闌尾切除術(N=714) 107(15.0) 289(40.5) 318(44.5) 

大腸直腸手術(N=1,849) 153(8.3) 134(7.2) 1,562(84.5) 

 

表 3-3-2、各術式術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之種類 

術式 
Cefazolin 

（%） 

Vancomycin 

（%） 

Metronidazole 

（%） 

Gentamicin 

（%） 

Fluoroqu

inolones 

(%) 

其他 

（%） 

關節置換手術 
(N=3,794) 

3,769(99.3) 2(0.1) 0(0.0) 6(0.2) 0(0.0) 17(0.4) 

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N=590) 

378(64.1) 140(23.7) 0(0.0) 0(0.0) 0(0.0) 72(12.2) 

剖腹產 
(N=5,621) 

5,530(98.4) 0(0.0) 1(0.0) 5(0.1) 0(0.0) 85(1.5) 

子宮切除術 
(N=1,555) 

1,539(99.0) 0(0.0) 1(0.1) 2(0.1) 0(0.0) 13(0.8) 

闌尾切除術 
(N=318) 

240(75.5) 0(0.0) 2(0.6) 1(0.3) 0(0.0) 75(23.6) 

大腸直腸手術 
(N=1,562) 

777(49.7) 0(0.0) 74(4.7) 4(0.3) 1(0.1) 706(45.2) 

註： 

1.分母為手術前有給予預防性抗生素者。 

2.術式於術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種類，除上述常見 4 種外，使用其他種

類以 Cefmetazole 為主，其他則有少數醫院使用如：stazolin、Cefuroxime、

amsulber、curam、Flumarin、Clindamycin、Unasyn、Clincin、Roles、

Cetazone、ampolin、piperacillin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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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各術式給予預防性抗生素距劃刀時間分布 

術式 
≦30mins 

(%) 

31-60mins 

(%) 

61-120mins 

(%) 

>120mins 

(%) 

關節置換手術

(N=3,762) 
2,586(68.7) 1,057(28.1) 96(2.6) 23(0.6) 

Cefazolin 2,568(68.7) 1,052(28.1) 96(2.6) 23(0.6) 

Gentamicin 3(60.0) 2(40.0) 0(0.0) 0(0.0) 

Vancomycin  2(100.0) 0(0.0) 0(0.0) 0(0.0) 

其他 13(81.4) 3(18.8) 0(0.0) 0(0.0)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N=576) 
266(46.2) 210(36.5) 89(15.5) 11(1.8) 

Cefazolin 212(56.9) 156(41.8) 5(1.3) 0(0.0) 

Vancomycin  16(11.9) 27(20.1) 81(60.5) 10(7.5) 

其他 38(55.2) 27(39.1) 3(4.3) 1(1.4) 

剖腹產 

(N=1,560) 
1,263(81.0) 177(11.3) 39(2.5) 81(5.2) 

Cefazolin 1,236(81.4) 175(11.5) 35(2.3) 73(4.8) 

其他 27(65.8) 2(4.9) 4(9.8) 8(19.5) 

子宮切除術

(N=1,537) 
1,057(68.7) 444(28.9) 32(2.1) 4(0.3) 

Cefazolin 1,052(69.2) 434(28.5) 31(2.0) 4(0.3) 

Gentamicin 1(50.0) 1(50.0) 0(0.0) 0(0.0) 

Metronidazole 0(0.0) 1(100.0) 0(0.0) 0(0.0) 

其他 4(30.8) 8(61.5) 1(7.7) 0(0.0) 

闌尾切除術 

(N=299) 
228(76.2) 34(11.4) 22(7.4) 15(5.0) 

Cefazolin 185(81.5) 18(7.9) 14(6.2) 10(4.4) 

Gentamicin 0(0.0) 0(0.0) 1(100.0) 0(0.0) 

Metronidazole 0(0.0) 0(0.0) 1(50.0) 1(50.0) 

其他 43(62.3) 16(23.2) 6(8.7) 4(5.8) 

大腸直腸手術

(N=1525) 
1,129(74.0) 293(19.2) 74(4.9) 29(1.9) 

Cefazolin 595(77.6) 139(18.1) 21(2.7) 12(1.6) 

Gentamicin 3(100.0) 0(0.0) 0(0.0) 0(0.0) 

Metronidazole 16(28.6) 10(17.9) 25(44.6) 5(8.9) 

Vancomycin  0(0.0) 1(100.0) 0(0.0) 0(0.0) 

其他 515(73.8) 143(20.5) 28(4.0) 12(1.7)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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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式 
≦30mins 

(%) 

31-60mins 

(%) 

61-120mins 

(%) 

>120mins 

(%) 

a.分母為手術前有給予預防性抗生素，排除給藥時間為遺漏值者。 

b.以劃刀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者計（非於臍帶夾緊後給藥

者），排除給藥時間為遺漏值者。 

 

由表 3-3-4 顯示，若術前給予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超過藥物半衰

期，手術仍在進行時，於術中有追加預防性抗生素之比率以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為最高（61.9%），其次為關節置換手術（13.7%），術中改

接受治療性抗生素以闌尾切除術最高（1.6%）。於手術期間失血量超

過 1500c.c 有追加抗生素之比率，於剖腹產、子宮切除術及大腸直腸

手術術式執行比率為最高（100.0%），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98.9%）、關節置換手術（83.3%），闌尾切除術無失血量超過 1,500c.c

之個案。 

 

表 3-3-4、術中追加預防性抗生素情形 

術式 
有追加

(%) 
未追加(%) 

改接受治療

性抗生素(%) 

未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關節置換手術

(N=3,794) 
520(13.8) 3,223(84.9) 43(1.1) 8(0.2) 

超過* 62(47.0) 70(53.0) 0(0.0) 0(0.0) 

＞1500cc† 5(83.3) 1(16.7) 0(0.0) 0(0.0) 

≦1500cc† 57(45.2) 69(54.8) 0(0.0) 0(0.0) 

未超過* 458(12.5) 3,153(86.1) 43(1.2) 8(0.2) 

＞1500cc† 6(35.3) 11(64.7) 0(0.0) 0(0.0) 

≦1500cc† 452(12.4) 3,142(86.2) 43(1.2)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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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式 
有追加

(%) 
未追加(%) 

改接受治療

性抗生素(%) 

未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N=590) 
365(61.9) 225(38.1) 0(0.0) 0(0.0) 

超過* 249(94.7) 14(5.3) 0(0.0) 0(0.0) 

＞1500cc† 92(98.9) 1(1.1) 0(0.0) 0(0.0) 

≦1500cc† 157(92.4) 13(7.6) 0(0.0) 0(0.0) 

未超過* 116(35.5) 211(64.5) 0(0.0) 0(0.0) 

≦1500cc† 116(35.5) 211(64.5) 0(0.0) 0(0.0) 

剖腹產(N=5,620) 124(2.2) 5,485(97.6) 0(0.0) 11(0.2) 

超過* 2(12.5) 14(87.5) 0(0.0) 0(0.0) 

＞1500cc† 1(100.0) 0(0.0) 0(0.0) 0(0.0) 

≦1500cc† 1(6.7) 14(93.3) 0(0.0) 0(0.0) 

未超過* 122(2.2) 5,471(97.6) 0(0.0) 11(0.2) 

＞1500cc† 16(29.1) 39(70.9) 0(0.0) 0(0.0) 

≦1500cc† 106(1.9) 5,432(97.9) 0(0.0) 11(0.2) 

子宮切除術

(N=1,549) 
95(6.1) 1,453(93.8) 1(0.1) 0(0.0) 

超過* 58(41.4) 81(57.9) 1(0.7) 0(0.0) 

＞1500cc† 5(100.0) 0(0.0) 0(0.0) 0(0.0) 

≦1500cc† 53(39.3) 81(60.0) 1(0.7) 0(0.0) 

未超過* 37(2.6) 1,371(97.4) 0(0.0) 0(0.0) 

＞1500cc† 1(33.3) 2(66.7) 0(0.0) 0(0.0) 

≦1500cc† 36(2.6) 1,369(97.4) 0(0.0) 0(0.0) 

未使用預防性抗

生素 
0(0.0) 1(100.0) 0(0.0) 0(0.0) 

≦1500cc† 0(0.0) 1(1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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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式 
有追加

(%) 
未追加(%) 

改接受治療

性抗生素(%) 

未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闌尾切除術

(N=318) 
1(0.3) 311(97.8) 5(1.6) 1(0.3) 

超過* 0(0.0) 1(100.0) 0(0.0) 0(0.0) 

≦1500cc† 0(0.0) 1(100.0) 0(0.0) 0(0.0) 

未超過* 1(0.3) 309(98.1) 5(1.6) 0(0.0) 

≦1500cc† 1(0.3) 309(98.1) 5(1.6) 0(0.0) 

未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 
0(0.0) 1(50.0) 0(0.0) 1(50.0) 

≦1500cc† 0(0.0) 1(50.0) 0(0.0) 1(50.0) 

大腸直腸手術

(N=1,560) 
212(13.6) 1,342(86.0) 2(0.1) 4(0.3) 

超過* 107(72.7) 36(24.5) 2(1.4) 2(1.4) 

＞1500cc† 1(100.0) 0(0.0) 0(0.0) 0(0.0) 

≦1500cc† 106(72.5) 36(24.7) 2(1.4) 2(1.4) 

未超過* 105(7.5) 1,306(92.4) 0(0.0) 2(0.1) 

＞1500cc† 1(12.5) 7(87.5) 0(0.0) 0(0.0) 

≦1500cc† 104(7.4) 1,299(92.5) 0(0.0) 2(0.1) 

註： 

a. 分母為手術前有給予預防性抗生素者。 

b.「*」：為「手術時間是否超過術前給予預防性抗生素之 2 倍半衰期」 

「†」：為手術期間失血量 

 

手術後應於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惟心臟手術可於

術後 48 小時內停用。各術式平均於術後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45.1%）與繼續使用預防性抗生素（45.2%）比率相似，改接受治

療性則為 9.7%。由表 3-3-5 顯示，術後即可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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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為最高（70.8%），其次為子宮切除術（58.3%），以關節置換

手術為最低（7.4%）。手術後仍繼續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以關節置換手

術為最高（89.5%），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70.2%）。而術後改

接受治療性抗生素以闌尾切除術（31.9%）為最高，其次為冠狀動脈

繞道手術（20.4%）。 

術後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情形，於術後繼續使用中，以子宮切除術

（24.0%）能於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為最高、其次為闌尾切除術（12.7%），

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低（2.5%）。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於術後使用超過

48 小時比率為最高（71.8%），其次為闌尾切除術（56.0%）（表 3-3-6）。 

 

表 3-3-5、術後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情形-1 

術式 

手術後停止使

用預防性抗生

素（%） 

手術後繼續使用

預防性抗生素

（%） 

改接受治療性 

抗生素（%） 

關節置換手術（N=3,760） 278(7.4) 3,367(89.5) 115(3.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97） 56(9.4) 419(70.2) 122(20.4) 

剖腹產（N=6,038） 4,277(70.9) 1,131(18.7) 630(10.4) 

子宮切除術（N=1,562） 911(58.3) 608(38.9) 43(2.8) 

闌尾切除術（N=417） 158(37.9) 126(30.2) 133(31.9) 

大腸直腸手術（N=1,711） 674(39.4) 713(41.7) 324(18.9)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排除手術前已使用治療性抗生素或手

術中使用治療性抗生素者，並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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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術後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情形-2 

術式 ≦24 小時（%） 24-48 小時（%） >48 小時（%） 

關節置換手術(N=3,347) 85(2.6) 2,823(84.3) 439(13.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N=411) 
19(4.6) 97(23.6) 295(71.8) 

剖腹產(N=1,143) 142(12.4) 686(60.0) 315(27.6) 

子宮切除術(N=599) 144(24.1) 326(54.4) 129(21.5) 

闌尾切除術(N=134) 17(12.7) 42(31.3) 75(56.0) 

大腸直腸手術(N=686) 59(8.6) 374(54.5) 253(36.9) 

註：分母為手術後繼續使用預防性抗生素者，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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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情形－血糖控制 

血糖控制於術前有執行檢測比率各術式平均為 69.7%，其中以關

節置換手術 95.6%最高，其次為闌尾切除術（88.1%）及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83.7%)。術後第一天有監測血糖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

（84.6%）、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43.0%），子宮切除術比率仍最低

（5.1%）（表 3-4-1）。 

術前血糖檢測正常（≦180mg/dL）比率為 88.2%，其中以子宮切

除術為最高（96.2%），其次為闌尾切除術（95.2%）、關節置換手術

（91.4%），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低（64.4%）（表 3-4-2）。 

由表 3-4-1 顯示，手術前及手術後第一天仍有監測之比率以冠狀

動脈繞道手術執行比率為最高，子宮切除術最低。 

手術後第一天血糖檢測正常（≦180mg/dL）比率為 72.1%，其中

以剖腹產為最高（97.1%），其次闌尾切除術（93.1%）（表 3-4-3）。 

術後第二天仍有持續進行監測血糖，，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

高（76.1%），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35.5%）（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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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手術前及手術後第一天血糖檢測情形 

術式 
術前有監測血糖 

（%） 

術後第一天 

有監測血糖（%） 

關節置換手術(N=3,854) 3,686(95.6) 1,280(33.2)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624) 522(83.7) 528(84.6) 

剖腹產(N=6,118) 3,077(50.3) 1,256(20.5) 

子宮切除術(N=1,575) 1,103(70.0) 80(5.1) 

闌尾切除術(N=714) 629(88.1) 173(24.2) 

大腸直腸手術(N=1,845) 1,253(67.9) 793(43.0)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表 3-4-2、手術前血糖檢測數值 

術式 ＞180mg/dL(%) ≦180mg/dL(%) 

關節置換手術(N=3,686) 316(8.6) 3,370(91.4)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22) 186(35.6) 336(64.4) 

剖腹產(N=3,077) 354(11.5) 2,723(88.5) 

子宮切除術(N=1,103) 42(3.8) 1,061(96.2) 

闌尾切除術(N=629) 30(4.8) 599(95.2) 

大腸直腸手術(N=1,253) 284(22.7) 969(77.3)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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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手術後第一天血糖檢測數值 

術式 ＞180mg/dL(%) ≦180mg/dL(%) 

關節置換手術(N=1,280) 364(28.4) 916(71.6)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28) 354(67.0) 174(33.0) 

剖腹產(N=1,256) 36(2.9) 1,220(97.1) 

子宮切除術(N=80) 26(32.5) 54(67.5) 

闌尾切除術(N=173) 12(6.9) 161(93.1) 

大腸直腸手術(N=793) 353(44.5) 440(55.5)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表 3-4-4、手術後第二天血糖檢測情形 

術式 有監測（%） 未監測（%） N/A（%） 

關節置換手術(N=3,854) 963(25.0) 2,572(66.7) 319(8.3)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624) 475(76.1) 147(23.6) 2(0.3) 

剖腹產(N=6,118) 93(1.5) 5,709(93.3) 316(5.2) 

子宮切除術(N=1,575) 60(3.8) 1,199(76.1) 316(20.1) 

闌尾切除術(N=714) 59(8.3) 650(91.0) 5(0.7) 

大腸直腸手術(N=1,845) 655(35.5) 883(47.9) 307(16.6)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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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情形－皮膚準備 

一、 適當除毛 

各術式手術前 3 天內未除毛比率平均為 37.2%，其中以關

節置換手術為最高（95.5%），其次為闌尾切除術（72.1%）及

大腸直腸手術（67.9%）。會除毛之術式以剖腹產為最高（99.5%），

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89.0%）（表 3-5-1）。 

若有除毛，各術式於手術當日除毛比率為 95.0%，其中以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100.0%），以子宮切除術為最低

（69.3%）（表 3-5-2）。由表 3-5-3 顯示，故術式除毛所使用的

工具仍以手動剃刀為主（67.1%），電動除毛機佔 27.5%，手動

剪刀則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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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手術前 3 天內除毛情形 

術式 未除毛（%） 有除毛（%） 

關節置換手術(N=3,105) 2,966(95.5) 139(4.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63) 62(11.0) 501(89.0) 

剖腹產(N=6,104) 28(0.5) 6,076(99.5) 

子宮切除術(N=1,565) 574(36.7) 991(63.3) 

闌尾切除術(N=480) 346(72.1) 134(27.9) 

大腸直腸手術(N=1,363) 925(67.9) 438(32.1)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不知道是否除毛者與遺漏值。 

 

表 3-5-2、手術前於當日除毛情形 

術式 否(%) 是(%) 

關節置換手術(N=139) 1(0.7) 138(99.3)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01) 0(0.0) 501(100.0) 

剖腹產(N=6,076) 98(1.6) 5978(98.4) 

子宮切除術(N=991) 304(30.7) 687(69.3) 

闌尾切除術(N=134) 2(1.5) 132(98.5) 

大腸直腸手術(N=438) 11(2.5) 427(97.5)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不知道是否除毛者與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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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手術前有除毛使用工具情形 

術式 
手動剃刀 

(%) 

手動剪刀 

(%) 

電動除毛機

(%) 

關節置換手術(N=139) 135(97.1) 3(2.2) 1(0.7)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01) 410(81.8) 0(0.0) 91(18.2) 

剖腹產(N=6,076) 3,539(58.3) 428(7.0) 2,109(34.7) 

子宮切除術(N=991) 907(91.5) 6(0.6) 78(7.9) 

闌尾切除術(N=134) 130(97.0) 3(2.2) 1(0.8) 

大腸直腸手術(N=438) 437(99.8) 1(0.2) 0(0.0)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二、 術前 1 天或手術當日以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沐浴 

各術式於手術前 1 天或當天有進行沐浴平均為 77.1%，以剖腹產

為最高（92.2%），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89.2%）（表 3-5-4）。於

術前沐浴所使用之沐浴劑含有抗菌成份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

（46.8%），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42.3%）及關節置換手術（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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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4、手術前 1 天或當天沐浴情形 

術式 未於術前沐浴（%） 有於術前沐浴（%） 

關節置換手術(N=3,412) 1,144(33.5) 2,268(66.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491) 53(10.8) 438(89.2) 

剖腹產(N=5,143) 403(7.8) 4,740(92.2) 

子宮切除術(N=1,546) 459(29.7) 1,087(70.3) 

闌尾切除術(N=456) 262(57.5) 194(42.5) 

大腸直腸手術(N=1,552) 559(36.0) 993(64.0)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不知道是否沐浴者與遺漏值。 

 

表 3-5-5、術前 1 天或當天沐浴使用之沐浴劑是否含有抗菌劑之情形 

術式 
未含抗菌劑 

成分（%） 

含有抗菌劑 

成分（%） 

其他 

（%） 

關節置換手術(N=2,268) 1,325(58.4) 941(41.5) 2(0.1)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438) 233(53.2) 205(46.8) 0(0.0) 

剖腹產(N=4,737) 3,842(81.1) 895(18.9) 0(0.0) 

子宮切除術(N=1,087) 1,014(93.3) 72(6.6) 1(0.1) 

闌尾切除術(N=194) 184(94.8) 9(4.7) 1(0.5) 

大腸直腸手術(N=993) 569(57.3) 420(42.3) 4(0.4) 

註：分母為該術式有沐浴個案，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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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術前使用適當消毒劑進行皮膚準備 

各術式已有常規於術前選用適當消毒劑進行皮膚消毒，平均達

100%（表 3-5-6）。其中各術式有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皆有 9 成以上，

整體平均為 91.3%，以闌尾切除術為最高（99.4%），其次為關節置換

手術（98.5%），僅子宮切除術較低（77.9%）（表 3-5-7）。 

由表 3-5-8 顯示，消毒所選用的劑型以 povidone-iodine 為主，類

型則以 alcohol 為主。 

 

表 3-5-6、手術前進行皮膚消毒情形 

術式 未進行皮膚消毒（%） 有進行皮膚消毒（%） 

關節置換手術(N=3,854) 0(0.0) 3,854(100.0)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624) 0(0.0) 624(100.0) 

剖腹產(N=6,118) 0(0.0) 6,118(100.0) 

子宮切除術(N=1,583) 1(0.1) 1,582(99.9) 

闌尾切除術(N=714) 1(0.1) 713(99.9) 

大腸直腸手術(N=1,849) 1(0.1) 1,848(99.9)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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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手術前進行皮膚消毒是否有等待自然乾燥情形 

術式 未等待自然乾燥（%） 有等待自然乾燥（%） 

關節置換手術(N=3,854) 57(1.5) 3,797(98.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624) 48(7.7) 576(92.3) 

剖腹產(N=6,118) 478(7.8) 5,640(92.2) 

子宮切除術(N=1,582) 349(22.1) 1,233(77.9) 

闌尾切除術(N=713) 4(0.6) 709(99.4) 

大腸直腸手術(N=1,848) 352(19.0) 1,496(81.0)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 

 

表 3-5-8、手術前進行皮膚消毒所使用消毒劑類型及劑型 

術式 

Chlorhexidine povidone-iodine 其他 

alcohol

（%） 

aqueous

（%） 

alcohol 

（%） 

aqueous

（%） 

alcohol

（%） 

aqueous

（%） 

關節置換手術 
(N=2,259) 

488(12.7) 10(0.3) 3,253(84.4) 90(2.3) 13(0.3) 0(0.0)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366) 

148(23.8) 31(5.0) 380(61.0) 64(10.3) 0(0.0) 0(0.0) 

剖腹產(N=3,850) 539(8.8) 22(0.4) 4,954(81.0) 600(9.8) 0(0.0) 2(0.0) 

子宮切除術
(N=917) 

402(25.4) 31(2.0) 1,055(66.7) 93(5.9) 0(0.0) 1(0.1) 

闌尾切除術
(N=410) 

129(18.1) 2(0.3) 561(78.7) 13(1.8) 7(1.0) 1(0.1) 

大腸直腸手術
(N=1,113) 

358(19.4) 61(3.3) 1,288(69.7) 141(7.6) 0(0.0) 0(0.0) 

註：分母為該術式有執行皮膚消毒之所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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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情形－維持正常體溫 

於手術中及手術後需維持病人正常體溫（≧36℃），且針對全身

或半身麻醉且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的手術病人，於手術中可提供主

動加溫以維持正常體溫；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

體溫應回復至 36℃以上。 

由表 3-6-1 顯示，各術式約有 78.6%以上個案手術後可恢復至正

常體溫，其中以闌尾切除術（88.1%）比例最高，其次為剖腹產

（83.6%）。 

各術式有 79.1%以上個案於術中及術後有主動加溫以維持病人

正常體溫之措施（表 3-6-2）；使用之加溫儀器以熱空氣式保溫毯居

多（表 3-6-4）。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且有提供加溫措施之比例以冠

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99.5%），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96.1%）（表

3-6-3），以剖腹產為最低，僅有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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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術後病人體溫記錄情形 

術式 不適用（%） 未記錄（%） 
體溫<36℃

（%） 

體溫≧36℃

（%） 

關節置換手術

(N=3,854) 
10(0.3) 557(14.4) 640(16.6) 2,647(68.7)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624) 
66(10.6) 7(1.1) 73(11.7) 478(76.6) 

剖腹產(N=6,118) 1(0.0) 545(8.9) 456(7.5) 5,116(83.6) 

子宮切除術

(N=1,583) 
58(3.7) 35(2.1) 237(15.0) 1,253(79.2) 

闌尾切除術

(N=714) 
1(0.1) 45(6.3) 39(5.5) 629(88.1) 

大腸直腸手術

(N=1,849) 

0(0.0) 13(0.7) 373(20.2) 1,463(79.1)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 

 

表 3-6-2、術中及術後使用主動加溫儀器情形-1 

術式 
未使用加溫 

儀器(%) 

有使用加溫 

儀器(%) 

關節置換手術(N=3,844) 653(17.0) 3191(83.0)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N=558) 2(0.4) 556(99.6) 

剖腹產(N=6,117) 1508(24.7) 4609(75.3) 

子宮切除術(N=1,525) 590(38.7) 935(61.3) 

闌尾切除術(N=713) 244(34.2) 469(65.8) 

大腸直腸手術(N=1,849) 50(2.7) 1799(97.3)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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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術中及術後使用主動加溫儀器情形-2 

術式 

手術時間>60 分鐘 手術時間≦60 分鐘 

未使用加溫 

儀器（%） 

有使用加溫 

儀器（%） 

未使用加溫 

儀器（%） 

有使用加溫 

儀器（%） 

關節置換手術
(N=3,837) 

579(15.1) 2,942(76.7) 70(1.8) 246(6.4)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555) 

2(0.3) 552(99.5) 0(0.0) 1(0.2) 

剖腹產(N=6,115) 351(5.7) 1,812(29.7) 1,156(18.9) 2,796(45.7) 

子宮切除術
(N=1,525) 

558(36.6) 920(60.3) 32(2.1) 15(1.0) 

闌尾切除術
(N=710) 

113(15.9) 243(34.2) 129(18.2) 225(31.7) 

大腸直腸手術
(N=1,847) 

49(2.6) 1,775(96.1) 1(0.1) 22(1.2)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表 3-6-4、主動加溫儀器種類 

術式 
保溫燈 

（%） 

電熱毯 

（%） 

熱空氣式保

溫毯（%） 

輸血輸液加

溫系統（%） 

其他 

（%） 

關節置換手術
(N=3,191) 

56(1.8) 885(27.7) 2,077(65.1) 49(1.5) 124(3.9)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556) 

0(0.0) 175(31.5) 174(31.3) 50(9.0) 157(28.2) 

剖腹產(N=4,609) 668(14.5) 10(0.2) 2,923(63.4) 256(5.6) 752(16.3) 

子宮切除術
(N=935) 

55(5.9) 178(19.0) 671(71.8) 9(1.0) 22(2.3) 

闌尾切除術
(N=469) 

6(1.3) 31(6.6) 396(84.4) 1(0.2) 35(7.5) 

大腸直腸手術
(N=1,799) 

0(0.0) 252(14.0) 1,474(81.9) 1(0.1) 72(4.0)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使用個案，扣除不適用術後恢復至正常體溫

後，有使用加溫儀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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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執行情形－傷口照護 

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48 小時，於期間觀察傷口是否有發

炎情形，必要時以無菌技術進行傷口護理。初步縫合後以不含抗菌成

份之無菌紗布覆蓋傷口者（86.8%以上）最多（表 3-7-1）。 

手術後48小時內若需更換敷料應採用無菌技術，落實手部衛生。

統計發現，各術式於手術後第一天有 98.6%以上個案皆有以無菌技術

更換敷料並落實手部衛生，或未更換敷料。 

有以無菌技術更換敷料且落實手部衛生之比例以大腸直腸手術

最高（97.2%），其次為剖腹產（83.3%）、闌尾切除術（83.1%）；而

未更換敷料比例，以關節置換手術（47.4%）最高，其次為子宮切除

手術（40.5%）（表 3-7-2）。 

各術式於手術後第二天有 95.2%以上個案皆有以無菌技術更換

敷料並落實手部衛生，或未更換敷料（未考量手術後第一天是否更換

敷料）。 

有以無菌技術更換敷料且落實手部衛生之比例以大腸直腸手術

最高（98.5%），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98.4%）；而未更換敷料

比例，以關節置換手術（45.0%）最高，其次為子宮切除手術（28.3%）

（表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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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手術後傷口照護使用敷料樣式及敷料是否含有抗菌成分情形 

術式 
無菌紗布 

無菌透明 

透氣性敷料 
其他 

否 b（%） 是 b（%） 否 b（%） 是 b（%） 否 b（%） 是 b（%） 

關節置換手術 
(N=2,259) 

3,376(87.6) 87(2.3) 78(2.0) 20(0.5) 14(0.4) 279(7.2)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366) 

565(90.5) 53(8.5) 0(0.0) 6(1.0) 0(0.0) 0(0.0) 

剖腹產 
(N=3,850) 

4,819(78.8) 6(0.1) 1,201(19.7) 81(1.3) 8(0.1) 3(0.0) 

子宮切除術 
(N=918) 

1,524(96.2) 28(1.8) 25(1.6) 6(0.4) 0(0.0) 0(0.0) 

闌尾切除術 
(N=411) 

556(77.9) 9(1.3) 98(13.7) 1(0.1) 2(0.3) 48(6.7) 

大腸直腸手術 
(N=1,113) 

1,767(95.6) 11(0.6) 0(0.0) 7(0.4) 39(2.0) 25(1.4) 

註： 

a. 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 

b. 該敷料是否含抗菌成份。 

 

表 3-7-2、手術後第一天傷口照護情形 

術式 

未更換

敷料

（%） 

有以無菌技術更換敷料 未以無菌技術更換敷料 

有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未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有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未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關節置換手術 
(N=3,854) 

1,828(47.4) 1,906(49.5) 11(0.3) 89(2.3) 20(0.5) 

冠狀動脈繞道
手術(N=624) 

211(33.8) 413(66.2) 0(0.0) 0(0.0) 0(0.0) 

剖腹產 
(N=6,118) 

989(16.2) 5,098(83.3) 0(0.0) 29(0.5) 2(0.0) 

子宮切除手術 
(N=1,575) 

638(40.5) 910(57.8) 4(0.2) 23(1.5) 0(0.0) 

闌尾切除手術 
(N=714) 

105(14.7) 593(83.1) 0(0.0) 14(2.0) 2(0.2) 

大腸直腸手術 
(N=1,845) 

37(2.0) 1,793(97.2) 0(0.0) 3(0.2) 12(0.6)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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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手術後第二天傷口照護情形 

術式 

未更換

敷料

（%） 

有以無菌技術更換敷

料 

未以無菌技術更換敷

料 

有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未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有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未落實執行

手部衛生

（%） 

關節置換手術 
(N=3,854) 

1,733(45.0) 1,974(51.2) 6(0.2) 118(3.1) 23(0.5)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N=624) 

10(1.6) 614(98.4) 0(0.0) 0(0.0) 0(0.0) 

剖腹產 
(N=6,118) 

1,733(28.3) 3,885(63.5) 1(0.0) 499(8.2) 0(0.0) 

子宮切除手術 
(N=1,575) 

91(5.8) 1,451(92.1) 2(0.1) 26(1.7) 5(0.3) 

闌尾切除手術 
(N=712) 

51(7.2) 653(91.7) 0(0.0) 6(0.8) 2(0.3) 

大腸直腸手術 
(N=1,845) 

12(0.7) 1,817(98.5) 0(0.0) 2(0.1) 14(0.7) 

註：分母為該術式所有個案，扣除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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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組合式照護措施參考指標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研擬 12 項參考指標（含過程

面指標 10 項及結果面指標 2 項）。過程面指標資料來源為彙整期末執

行成果（統計 105 年 7 月 21 日起至 106 年 9 月 15 日止之手術個案組

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資料）。 

一、 結果面指標-手術部位感染率（接受手術後發生手術部位感染之

手術次數（依疾管署收案定義）/手術次數） 

本指標統計來源為彙整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之收案資料，

因各層級資料提報率不盡相同，以醫學中心提報率為最低

79.9%、區域醫院為 92.2%，地區醫院為 90.0%，故此部分與第

三章第九節手術部位感染率統計結果些有差異，但統計上無顯

示差異。 

（一） 依術式別區分： 

大腸直腸手術（1.9%）最高，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6%）、闌尾切除術（0.6%）。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感染率相比，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

（1.7%），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6%），最低之術

式為闌尾切除術（0.0%）；區域醫院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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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2.0%），其次為關節置換手術及子宮切除術（0.5%），

最低為闌尾切除術（0.0%）；地區醫院以闌尾切除術感染

率為最高（4.0%），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3.6%），最低

則為關節置換手術（0.0%）。 

二、 結果面指標-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比率（接受手術後於住院期間

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一） 依術式別區分： 

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2.5%），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8%），剖腹產 0.1%最低。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闌尾切除術最高（2.1%），其次為

大腸直腸手術（2.0%），最低則為子宮切除術（0.0%）；

區域醫院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2.0%），其次為關節置

換手術及子宮切除術（0.5%），最低為闌尾切除術（0.0%）；

地區醫院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6.0%），其次為關節

置換手術（0.5%），最低為剖腹產、子宮切除術及闌尾切

除術（0.0%）。 



 

89 

三、 過程面指標-於劃刀前接受預防性抗生素比率（依相關指

引建議時間，於劃刀前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接受

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 

（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子宮切除術為最高（96.8%），其次為關節置換手術

（96.6%），以闌尾切除術為最低（64.5%）。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闌尾切除術最高（100.0%），其次

為關節置換手術（98.8%），最低則為大腸直腸手術

（82.4%）；區域醫院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高（97.2%），

其次為子宮切除術（94.2%），最低為闌尾切除術（66.8%）；

地區醫院則以子宮切除術為最高（98.4%），其次為大腸直

腸手術（94.7%），最低為闌尾切除術（50.8%）。 

四、 過程面指標-預防性抗生素半衰期，於手術時間內重新給予預防

性抗生素比率（手術時間內重新給予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且手術時間超過所用抗生素之半衰期二倍時

間之手術次數） 

註 1：分母排除術中發現感染而改為治療性抗生素的手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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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90.6%），其次為關節置換手

術（68.2%），以闌尾切除術為最低（0.0%）。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90.6%），

其次為子宮切除術（72.4%），最低則為闌尾切除術（0.0%）；

區域醫院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73.3%），其次為關節置

換手術（50.0%），最低為剖腹產及闌尾切除術（0.0%）；

地區醫院則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高（84.2%），其次為大腸

直腸手術（33.3%），最低為剖腹產、子宮切除術及闌尾切

除術（0.0%）。 

五、 過程面指標-術後接受小於等於 24 小時（48 小時*）預防性抗生

素比率（接受預防性抗生素小於或等於 24 小時（48 小時）之

手術次數/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 

註 1：分母排除術中發現感染而改為治療性抗生素的手術次數 

註 2：*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ABG）以接受預防性抗生素小於等於 48 小

時之手術次數作為分子 

（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剖腹產為最高（81.6%），其次為子宮切除術（69.7%），

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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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剖腹產最高（84.7%），其次為子宮

切除術（83.7%），最低則為闌尾切除術（0.0%）；區域醫

院以剖腹產為最高（82.4%），其次為子宮切除術（62.1%），

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13.2%）；地區醫院則以剖腹產為最

高（72.9%），其次為闌尾切除術（72.0%），最低為子宮

切除術（1.0%）。 

六、 過程面指標-有執行手術前血糖檢測比率 

（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關節置換手術為最高（95.6%），其次為闌尾切除術

（88.1%）。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關節置換手術最高（99.6%），其次

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83.7%），最低則為剖腹產（29.3%）；

區域醫院以闌尾切除術為最高（90.1%），其次為關節置換

手術（88.6%），最低為大腸直腸手術（72.9%）；地區醫

院則以子宮切除術執行率為最高（100.0%），其次為關節

置換手術（98.6%），最低為剖腹產（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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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過程面指標-手術後血糖檢測比率 

（一） 手術後第一天有執行血糖檢測比率（手術後第一天接受血

糖檢測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1.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84.6%），其次為大腸直腸

手術（43.0%），最低為子宮切除術（5.1%）。 

2.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84.6%），

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37.7%），最低則為子宮切除術

（4.0%）；區域醫院以剖腹產為最高（76.1%），其次為

大腸直腸手術（52.9%），最低為子宮切除術（6.2%）；

地區醫院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73.5%），其次為關

節置換手術（49.7%），最低為子宮切除術（6.7%）。 

（二） 過程面指標-手術後第二天有執行血糖檢測比率（手術後

第二天接受血糖檢測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註：分母排除病人無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

檢測結果皆未超過 180mg/dL，則第 2 日以後可不用持續監測

之手術次數 

1.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76.5%），其次為大腸直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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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37.6%），最低為剖腹產（1.8%）。 

2.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76.5%），

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33.7%），最低則為剖腹產（2.4%）；

區域醫院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48.2%），其次為關節

置換手術（24.1%），最低為剖腹產（1.7%）；地區醫院

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47.4%），其次為關節置換手

術（39.6%），最低為剖腹產（0.5%）。 

八、 過程面指標-術前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沐浴比率（病

人於手術前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洗浴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註：分母排除不知道病人於手術前是否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

洗浴之手術次數 

（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剖腹產為最高（92.2%），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89.2%），最低為闌尾切除術（42.5%）。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剖腹產最高（95.4%），其次為冠狀

動脈繞道手術（89.2%），最低則為闌尾切除術（6.7%）；

區域醫院以子宮切除術為最高（93.3%），其次為剖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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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最低為闌尾切除術（40.6%）；地區醫院則以

剖腹產為最高（96.0%），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89.1%），

最低為闌尾切除術（58.2%）。 

九、 過程面指標-使用手動剃刀（拋棄式剪毛器）比率 

（一） 使用手動剃刀比率（接受剃刀除毛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註：分母排除不知道病人於手術前 3 天內是否有執行除毛

之手術次數 

1. 依術式別區分： 

使用手動剃刀比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99.8%），其

次為闌尾切除術（97.0%），最低剖腹產（58.2%）。 

2. 依層級別區分： 

若依層級別區分，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闌尾切除術及

大腸直腸手術最高（100.0%），其次為子宮切除術

（99.6%），最低則為關節置換術（7.14%）；區域醫院

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子宮切除術

（99.0%），最低為剖腹產（51.9%）；地區醫院則以闌

尾切除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關節置換術（99.1%），

最低為剖腹產（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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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拋棄式剪毛器比率（接受拋棄式剪毛器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註 1：分母排除不知道病人於手術前 3 天內是否有執行除毛之手術

次數 

註 2：剪毛器之定義為「電動除毛機」 

1. 依術式別區分： 

以剖腹產為最高（34.7%），其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18.2%），最低為大腸直腸手術（0.0%）。 

2.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剖腹產最高（30.2%），其次為冠

狀動脈繞道手術（18.2%），最低則為子宮切除術、闌尾

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0.0%）；區域醫院以剖腹產為

最高（14.0%），其次為闌尾切除術（1.0%），最低為關

節置換術、子宮切除術及闌尾切除術（0.0%）；地區醫

院則以剖腹產為最高（59.9%），其次為子宮切除術

（57.0%），最低為關節置換術、闌尾切除術及大腸直腸

手術（0.0%）。 

十、 過程面指標-於劃刀前使用適當消毒劑進行皮膚消毒比率（劃刀

前有使用消毒劑進行皮膚消毒且待其自然乾燥之手術次數/手

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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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須落實「待其自然乾燥」者方能列計 

（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闌尾切除術為最高（99.3%），其次為關節置換手術

（98.5%），最低為子宮切除術（77.9%）。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闌尾切除術最高（100.0%），其次

為關節置換手術（98.9%），最低則為子宮切除術（58.1%）；

區域醫院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99.8%），其次為剖腹產

及子宮切除術（99.7%），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99.1%）；

地區醫院則以子宮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

（100.0%），其次為闌尾切除術（99.0%）、剖腹產（97.9%），

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97.6%）。 

十一、 過程面指標-手術中有維持正常體溫之比率（手術中有主動加溫

以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

體溫有在 36℃以上之手術次數/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之手術次

數） 

註：分母排除 1. 因照護需求，需維持低體溫者；2. 因麻醉技術上無法控

制，如：僅使用周邊神經阻斷或監控下的麻醉照護（monitored 

anesthesia care, MAC）之手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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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98.7%），其次為闌尾切除術

（92.5%），最低為剖腹產（74.7%）。 

（二）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99.1%），其

次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98.7%），最低則為剖腹產

（74.7%）；區域醫院以闌尾切除術為最高（98.9%），其

次為剖腹產產（98.8%），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86.0%）；

地區醫院則以剖腹產為最高（97.3%），其次為大腸直腸手

術（94.9%），最低為闌尾切除術（51.1%）（表 3-8-6）。 

十二、 過程面指標-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24（48）小時比率 

（一） 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24 小時比率（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

蓋傷口 24 小時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註 1：分子應含術後未更換敷料者 

註 2：若術後有更換敷料者，「有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且落實「以

無菌技術更換敷料」者方能列計 

1.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剖腹

產（99.1%），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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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闌尾切除

術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剖腹產

（99.3%），最低則為關節置換手術（95.0%）；區域

醫院以剖腹產為最高（97.4%），其次為闌尾切除術

（97.0%），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91.1%）；地區醫

院則以子宮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為最高（100.0%），

其次剖腹產為（99.9%），最低為關節置換手術

（98.5%）。 

（二） 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48 小時比率（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

蓋傷口 48 小時之手術次數/手術次數） 

註 1：分子應含術後未更換敷料者 

註 2：若術後有更換敷料者，「有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且落實「以

無菌技術更換敷料」者方能列計 

1. 依術式別區分： 

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大腸直

腸手術（98.6%），最低為剖腹產（84.6%）。 

2. 依層級別區分： 

醫學中心於各術式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及闌尾切除

術為最高（100.0%），其次為大腸直腸手術（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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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則為剖腹產（84.6%）；區域醫院以剖腹產為最高

（97.1%），其次為闌尾切除術產（96.5%），最低為關

節置換手術（74.5%）；地區醫院則以大腸直腸手術為最

高（100.0%），其次為闌尾切除術（99.0%），最低為剖

腹產（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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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手術部位感染率 

資料統計區間為計畫推行前：104 年 1 月至 105 年 6 月、計畫推

行後：105 年 7 月至 106 年 8 月；資料來源為參與醫院逐月提報試辦

術式之全院手術人次數及感染個案資料。 

一、 關節置換手術 

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感染率平均介於 0.39%至 0.67%之間，發

現感染個案數於期中時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於期末時則以表淺切口

為最多；推行後，感染率有逐漸下降，介於 0.00%至 0.49%之間，發

現感染個案數則以表淺切口感染居多。 

（一） 地區醫院 

推行前後發現感染個案數皆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前感染

率介於 0.00%至 0.72%之間，推行後，感染率介於 0.00%至 0.96%

之間。 

（二） 區域醫院 

推行前後發現感染個案數皆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前感

染率介於介於 0.48%至 1.25%之間，推行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0.7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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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學中心 

推行前後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其中推行後感染

個案數僅有 2 例，以表淺切口及深部切口感染各有 1 例。推行前

感染率 0.00%至 0.82%之間；推行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0.52%之間。 

二、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此術式參與試辦層級為醫學中心，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後發現

感染個案數皆以表淺切口感染及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前感染率平

均介於 0.56%至 2.17%之間；推行後介於 0.66%至 2.55%之間，其整

體感染率有些微上升之趨勢。 

三、 剖腹產 

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後發現感染個案數皆以表淺切口感染最

多。推行前感染率介於 0.00%至 0.32%之間；推行後則介於 0.24%至

0.58%之間。 

（一） 地區醫院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皆為表淺切口感染，推行後除表淺切

口外，多了器官/腔室感染個案。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 至

0.86%之間，推行後平均介於 0.00%至 0.8%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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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醫院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以深

部切口感染最多。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0.33%之間；

推行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1.12%之間。 

（三） 醫學中心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以表

淺切口感染最多。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0.21%之間；

推行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21%至 0.64%之間，感染率有上升之趨

勢。 

四、 子宮切除術 

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0.24%之間，發

現感染個案數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感染率介於 0.00%至

0.77%之間，發現感染個案數以器官/腔室居多。 

（一） 地區醫院 

推行前無發現感染個案發現感染個案，推行後以表淺切口與

器官/腔室各有 1 例感染個案。感染率推行前平均約為 0.00%，推

行後介於 0.00%至 3.33%之間。 

（二） 區域醫院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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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腔室居多。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0.97%之間；推行

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0.89%之間。 

（三） 醫學中心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以器

官/腔室居多。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0.35%之間；推行

後感染率平均介於為 0.00%至 0.62%之間。 

五、 闌尾切除術 

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

行後以表淺切口居多。感染率推行前感染率介於 0.00%至 0.48%之間，

推行後感染率介於 0.00%至 0.59%之間。 

（一） 地區醫院 

推行前未發現感染個案，推行後以表淺切口感染居多。推

行前感染率平均約為 0.00%，推行後感染率平均介於 0.00%至

7.14%之間，有逐漸上升之趨勢。 

（二） 區域醫院 

推行前後皆未發現感染個案，感染率平均皆約為 0.00%。 

（三） 醫學中心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無

發現感染個案。感染率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1.89%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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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後感染率平均為 0.00%。 

六、 大腸直腸手術 

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前感染率平均介於 1.27%至 2.43%之間，發

現感染個案數分布於各發生範圍，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其次為深部

切口。推行後感染率介於 1.24%至 2.49%之間，發現感染個案數則以

表淺切口居多。 

（一） 地區醫院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未發現器官/

腔室之感染個案，推行後發現感染個案則僅發生於表淺切口，未

發現深部切口及器官/腔室之感染個案。感染率則於推行前感染

率平均介於 0.00%至 11.76%之間，推行後則介於 0.00%至 12.50%

之間。 

（二） 區域醫院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深部切口感染最多，推行後則以表

淺切口居多，其次為深部切口，未發現器官/腔室之感染個案。

感染率於推行前平均介於 0.00%至 3.42%之間，推行後則介於

0.91%至 3.67%之間。 

（三） 醫學中心 

推行前發現感染個案數以表淺切口感染最多，未發現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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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室之感染個案。推行後仍以表淺切口居多，未發現深部切口之

感染個案。感染率於推行前介於 0.74%至 1.77%之間，推行後平

均介於 0.69%至 2.2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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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討論 

一、手術部位感染 

為了解參與醫院於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介入前、介

入後感染率之改變情形，統計參與醫院於措施介入前一年（2015 年

Q1 至 2016 年 Q2）與介入後一年（2016 年 Q3 至 2017 年 8 月）各術

式之感染情形在計畫介入後，僅關節置換手術之感染率略有下降，而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產、子宮切除術、闌尾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

術之感染率則略有上升。 

二、整體遵從率 

分析參與醫院提報 2016年 7月 21 日至 2017年 9月 15 日之查檢

表內容，由表 4-1-1 顯示，依術式分析為闌尾切除術較高（10.17%），

剖腹產次之（6.78%）；依醫院層級別分析為區域醫院較高（14.48%）。 

 

表 4-1-1、組合式照護措施遵從率 

術式 

措施遵從率（%） 

措施一 措施二 措施三 措施四 措施五 

適當使用
預防性 
抗生素 

血糖 

控制 

皮膚 

準備 

維持正

常體溫 

傷口 

照護 

關節置換手術 14.05 31.84 46.37 80.56 89.10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43.51 66.83 20.67 98.74 100.00 

剖腹產 72.09 17.59 38.33 80.65 84.57 

子宮切除術 65.90 4.13 16.93 88.09 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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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式 

措施遵從率（%） 

措施一 措施二 措施三 措施四 措施五 

適當使用
預防性 
抗生素 

血糖 

控制 

皮膚 

準備 

維持正

常體溫 

傷口 

照護 

闌尾切除術 41.81 23.81 19.05 92.48 97.05 

大腸直腸手術 48.83 35.66 21.53 98.36 98.64 

 

在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圖 4-1-1），整體遵從率為 50.85%。

其遵從率計算要件皆需包含以下要件：「於劃刀前 60 分鐘內給予預防

性抗生素（使用 vancomycin 及 fluoroquinolones 者於劃刀前 120 分

鐘內給藥）；剖腹產可在臍帶結紮後 10 分鐘內給予」、「術結束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心臟手術於 48 小時內停用）」、「術前

有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且手術期間失血量超過 1500c.c.，或使用

Cefazolin 且手術結束時間距術前給藥時間超過 4 小時者，於術中追加

抗生素。」 

依術式分析，以剖腹產較高（72.09%），其次為子宮切除術

（65.90%），關節置換手術最低（14.05%）；依醫院層級別分析則為

醫學中心最高（53.01%），區域醫院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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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整體遵從情形 

 

血糖監測遵從率，以「手術前及手術後 2 日內有監測血糖」及「若

病人無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檢測結果未超過

閾值，則手術後第 2 日免監測」為遵從率要件。 

依術式分析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較高（66.83%），子宮切除術最低

（4.13%）；依醫院層級別分析則為區域醫院為最高（40.29%），醫學

中心最低（16.00%）（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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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血糖監測整體遵從情形 

 

在皮膚準備部分（表 4-1-3），整體遵從率為 34.34%，統計之符

合要件包含「有術前沐浴」、「未除毛或使用非剃刀之除毛工具」及「使

用酒精性消毒劑進行皮膚消毒，且待其自然乾燥」。 

依術式分析僅關節置換手術較高（46.36%），各術式皆未達 50.0%，

以子宮切除術為最低；依醫院層級別分析則為地區醫院為最高

（54.30%），區域醫院最低（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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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3、皮膚準備整體遵從情形 

 

在維持正常體溫部分（表 4-1-4），整體遵從率為 86.43%，計算

之符合要件為「有監測體溫且體溫低於 36℃者有提供加溫措施」。 

依術式分析為關節置換手術（80.56%）及剖腹產（80.65%）較低；

依醫院層級別分析則為區域醫院為最高（92.39%），地區醫院最低

（69.57%）。 

  
圖 4-1- 4、維持正常體溫整體遵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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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傷口照護部分（表 4-1-5），整體遵從率為 89.84%，統計之符合

要件為「術後 2 日內有執行手部衛生，若有更換膚料以無菌技術為

之」。 

依術式分析僅關節置換手術（89.10%）及剖腹產（84.57%）稍

低，其餘術式皆有 9 成以上，其中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最高（100.00%）。

依醫院層級別分析則為醫院中心為最高（91.95%），地區醫院最低

（86.04%）。 

 

圖 4-1- 5、傷口照護整體遵從情形 

  



 

112 

三、醫療費用成本分析模式 

依據 Sheng, Chie, Chen 等人於 2005 年研究指出，以減少每件感

染的花費或是減少住院的天數去推估減少總花費或總住院天數作為

成本效益之評估。其資料顯示，發生手術部位感染病人之醫療費用較

未感染病人多出新台幣 117,802 元。惟由統計結果發現，本計畫各術

式感染率僅關節置換手術感染率有略微下降，整體感染率無顯著差異，

無法估計「降低的個案數」及因此「節省的醫療費用」。 

參考相關文獻及「侵入性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所建議之

成本效益計算方式，設計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成本效益

分析模式如下。 

第一步：估算計畫介入後預期感染人次如表 4-1-2 

第二步：計算實際感染人數與預計感染人數之差異，即為計畫介入後

減少之感染個案數 

第三步：以計畫介入後每年減少之感染個案數乘以新台幣 11,7802 元，

即為節省之醫療費用 

表 4-1-2、計畫介入後預期感染人次估算表 

計算區間 手術人次數 感染人次 感染率 

介入前一年 A1 B1 C1 

介入後一年 A2 B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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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區間 手術人次數 感染人次 感染率 

假設沒有介入的後一年 A2 B3=A2*C1 C1 

 

若個別醫院須評估介入措施之成本，建議依據介入措施，分別計

算該措施所需耗材與執行人工時，以計算介入措施所需成本（APIC，

2008）。 

 

 參考資料： 

附錄 9、介入措施成本計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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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計畫執行成果 

本計畫執行期間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依

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辦理 106 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之「推動組合

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需求說明書進行本年度

計畫擬訂與執行。106 年度（執行期間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15 日止）執行成果包含： 

一、 參與情形踴躍 

本計畫參與醫院中，有 31 家未參與目前疾管署推行之侵入性醫

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其中有 10 家未曾參與過去幾年疾病管制

署強力推動之品質提升計畫（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計畫、侵入性醫

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或抗生素管理計畫），卻願意熱心參與本計

畫之試辦作業，外科團隊的參與情形比預期踴躍，超過原定徵求的參

與醫院家數（原定各術式納入 10 家次）。 

二、 成立專案小組 

本年度專案小組委員延續 105 年度並增聘 7 位，共計 23 位，成

員包含外科專科醫師、感染症專科醫師、手術室醫護主管及人員，以

及各層級醫院代表。於本年度召開 2 次會議，協助擬定推廣策略與期

程、量測與評估指標以及相關宣導資料，每次會議出席皆人數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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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上。 

三、 推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執行本土化之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收集

各術式參與醫院之介入措施推行前後至少各 12 個月之過程面與結果

面指標資料，並發展出可供各界參考運用之相關操作流程及各類技術

文件，包含指標收集表格、指標操作定義、教育訓練教材與宣導資料

等。 

四、 修訂過程面與結果面指標，持續收集參與醫院指標資料 

本計畫於本年度專案小組會議中修訂過程面及結果面指標，並持

續收集參與醫院於計畫介入後（期中及期末）各措施執行概況，以及

計畫介入後結果面指標資料－手術部位感染情形基礎值（104 年 1 月

至 106 年 8 月）。 

五、 辦理參與醫院交流會議，相互交流推動執行經驗 

本年度共召開 4 場參與醫院交流會議，前 2 場邀請參與醫院分享

進行經驗分享，分享主題如整合醫療資訊系統運用於本計畫、如何說

服院內醫院醫院推動本計畫及措施執行困難等，後 2 場為工作坊形式，

以各術式分組進行各措施實務執行討論方式，擬定各術式執行現況與

共識，每場出席醫院皆很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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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研習會，收集醫院執行方式擬訂未來推廣建議 

本年度共辦理 4 場研習會，其中 3 場依不同層級別收集參與醫院

之院內推廣方式及組合式照護措施推動情形與成果，提供未來政策擬

定之參考，另 1 場則以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形式辦理。 

七、 設計、製作相關宣導品 

本年度共設計 2 款「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宣導品及錄

製 5 堂數位學習課程。宣導品包含：宣導海報電子檔及 2018 年宣導

桌曆，發放予參與醫院，以協助醫院持續進行院內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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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一、 感染率、措施遵從率偏低 

手術部位感染情形係影響醫師投入意願之重要因素之一，參與醫

院提報之感染率統計結果較其他國家資料為低，甚至介入前12個月皆

無感染個案之通報。由計畫介入前、後各術式感染情形分析可發現感

染率之變化並無顯著差異。文獻指出，組合式照護措施之介入需12

個月至24個月方能展現成效；且本計畫之推動需有各術式相關科別之

投入。 

本計畫所試辦措施雖在實證上能顯著降低手術部位感染之發生，

但實際上與我國臨床作業不盡相同，特別是血糖監測、術前沐浴之遵

從率最低。且礙於健保給付限制，需增加醫療機構費用支出，故醫院

執行率偏低。 

二、 醫師觀念改變 

多數醫院提及，雖於院內辦理各職類醫療人員教育訓練，宣導組

合式照護措施內容，但改變醫師本位觀念仍是本計畫需持續著力之處。

建議未來可邀請各術式外科相關學會共同參與，從學會系統性改變醫

師根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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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院高層支持 

參與醫院除提供相關文獻資料供醫師參考、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外，

直接參加各科晨會或工作會議溝通組合式照護措施推行內容，能個別

化依據各單位特性討論出可行之臨床實務做法。文獻指出，預防手術

部位感染相關策略導入時，倡議者（champion）的角色十分重要，具

有實質影響力的實務執行者擔任倡議者時，在溝通、臨床作業改變上

推展較為順利，參與醫院推行經驗亦印證此論點。 

四、 相關教育訓練資源 

教育訓練對象除各醫療相關人員外，民眾衛教宣導仍是需加強的。

以研究統計資料顯示，皮膚準備整體遵從性僅有 34.34%，故未來需

針對「術前應沐浴」及「避免術前自行除毛」努力。 

本計畫於本年度已錄製 5 堂數位學習課程，其課程主題皆呼應參

與醫院同仁期望可了解與學習的，除上述課程外，建議未來可增加國

際最新指引介紹課程，如「WHO 與美國 CDC 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

引」簡介。 

綜上所述，本計畫推廣需有醫院高層支持、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加強民眾衛教宣導及相關醫療人員教育訓練外，更需著力於醫師觀念

改變及術後感染收案途徑如何追蹤；倘若能再加上政府相關經費補助，

提供參與試辦醫院實質、有吸引力之誘因（如：人力投入之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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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之建置、健保給付限制、參與相關會議及活動之交通費用補

助等）以減輕臨床人員繁重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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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計畫完成策略執行所需之相關操作流程及各類技術文件，供未

來全國推廣參考。全國推廣時，在參與醫院的參加動機方面，手術部

位感染情形係影響醫師投入意願之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由TCPI指

標分析台灣通報之手術部位感染率僅不到0.5%，較歐、美、日、韓更

低，通報結果多為感染後住院或住院期間發現感染，透過感染管制單

位經由檢驗報告之審閱而收案者。低感染率為我國醫療品質之展現，

或因收案方式及感染管制人力所限，實為尚待深入研究之議題。 

病人於術後發現感染，卻未前往原就診醫院治療時，較難進行術

後追蹤，且現行如有植入物之個案，其術後追蹤時間較長。現行 TNIS

系統中，手術部位感染通報資料包含「發現感染之病房別」，且 104

年之前系統報表中亦以發現感染月份之病房別進行感染密度之統計，

恐為部分臨床人員誤解為「僅於住院中發現者」，方視為手術部位感

染之原因之一，進而導致手術部位感染個案通報資料有被低估的可能

性。 

建議未來推廣時首要建置國家型登錄系統，並釐清收案定義，才

能反映實際的感染率。系統規劃建議能包含組合式照護措施相關紀錄、

指標之填報，以減少參與醫院之紙本表單作業，提升資料提報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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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效率，且有利於後續分析運用。 

在推廣機構的選擇上，建議疾管署與外科系之醫學會共同合作，

引發外科醫師的重視；且因學會的加入，在制定各項侵入性醫療處置

指引時能更關注到感染管制、組合式照護及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議題。 

組合式照護雖非新技術的導入，但的確與現行作業常規、健保給

付條件有所不同，在推廣計畫執行初期仍建議提供參與醫院經費補助，

協助參與醫院更換、補充所需設備或耗材，如：加溫設施、電動除毛

機、血糖檢測耗材，以降低推行阻力。宣導之內容除了組合式照護措

施要件外，同時也應將實證研究發現對於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並無顯著

成效之措施加以宣導，如：術後延長使用預防性抗生素、關傷口前以

抗生素沖洗等，減少醫療費用的耗用，平衡組合式照護措施介入後可

能增加的支出。 

 

 參考資料： 

附錄 10、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推廣各類技術文件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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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一次會議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6 樓會議室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呂佩璇專員 

出席委員：丁金聰委員、古天雄委員、李聰明委員、林慧玲委員、桑潁潁委員、

翁文能委員、張維君委員、黄惠美委員、黃閔照委員、楊承憲委員、

盧敏吉委員、蘇河仰委員、蘇麗香委員（依姓名筆劃排列） 

列席代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麗蓉科長、張淑玲護理師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鍾翰其主任、陳媛綸專案管理

師、呂佩璇專員 

請假委員：方啟泰副召集人、張上淳副召集人、趙子傑副召集人、吳誠中委員、

李君儀委員、邱冠明委員、謝邦鑫委員、謝景祥委員、羅傳堯委員 

（依姓名筆劃排列）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本計畫專案小組任務及計畫執行作業與分析報告（內含 106 年度本計

畫專案小組任務說明、105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105 年度研究成果（含

參與醫院推動情形、參與醫院感染情形及參與醫院組合式照護措施執

行情形）、106 年度計畫執行規劃與期程說明） 

二、關於 105 年度研究成果，彙整共識如下： 

（一）因國內醫療就醫可近性，若病人於術後發現感染，卻未前往原

就診醫院治療時，以致於較難進行術後追蹤感染個案，且現行

醫院多數由感染管制師進行收案，如有植入物之個案其術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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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時間較長，感染管制師無法逐一追蹤，建議未來可由健保資

料庫中取得個案追蹤，較能更貼切實際發生感染率，或建置國

家型登錄系統，才能真正收集正確的感染率。 

（二）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1.術前預防性抗生素給藥時間，建議可於麻醉誘導（induction）

後給予，其執行措施之人員由醫院內部自行協調。 

2.術前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建議可分析抗生素使用種類比率及

時間。 

3.術後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比率之時間，由參與醫院統計資料顯

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以小於等於 48 小時之手術次數作為計

算，比率為 48.3%，其餘術式則以小於等於 24 小時作為計算

切點，建議可再增加分析時間點之分布區間，以利了解各參

與醫院術後於院內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之天數。 

（三）血糖控制： 

1.術前血糖檢測比率以剖腹產較低（48.7%），建議可進一步分

析未檢測之醫院層級分布（如名單），進行了解及協助輔導。

血糖檢測目前於婦科手術因 DRG 支付制度已納入固定的抽血

檢查項目，而產科之生化檢查則無在健保檢查的 DRG 支付標

準中，故此為資料分析比率較低之可能原因。 

2.建議 105 年宣導海報及組合式便利貼中，於術前增加「血糖

控制」。 

（四）皮膚準備-適當除毛：建議可改善除毛工具，且仍需持續推廣如

需剃毛應於手術當日進行，以避免感染情形發生。 

三、關於 106 年度計畫執行規劃與期程說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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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研習會議程，除原有實證探討外，建議可加強參與醫院經驗分享之

比重，以利各醫院間能有較多的時間進行交流，分享彼此實務做法。 

 

參、提案討論 

一、有關「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措施遵從性

參考指標操作型定義修訂，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指標項目 5-2「手術後血糖檢測比率（POD#2）」之分母修改

為「手術次數（排除病人無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與手術後

第 1 日之血糖檢測結果皆未超過 180mg/dL，則第 2 日以後

可不用持續監測之手術次數）」。 

（二） 指標項目 6「使用剃刀（拋棄式剪毛器）除毛比率」之分母

修改為「手術次數（排除不知道病人於手術前 3 天內是否有

執行除毛之手術次數）」。另剪毛器之定義為「電動除毛機」。 

（三） 關於指標項目 8「手術前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洗

浴比率」，過去蒐集的資料，其分母計算原則為「手術次數

（排除不知道病人於手術前是否有使用肥皂或含抗菌劑之

沐浴劑洗浴之手術次數）」；另查檢表之本項措施不宜有「不

知道」之選項。 

（四） 有關指標血糖控制、皮膚準備除毛及沐浴中「不知道」選項，

建議於交流會議時加強宣導，盡可能詢問措施執行情形，以

減少不知道之個案數。 

（五） 指標項目 10「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24小時（48小時）

比率」，增列「分子應含術後未更換敷料者」於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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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關傷口照護，經統計顯示，子宮切除術於初步縫合後，使

用非無菌敷料比率為 0.6%，請醫策會協助詢問醫院並確認

資料是否填報正確。 

 

二、有關「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組合式措

施內容宣導重點項目選定，提請討論。 

決議：依據參與醫院措施遵從性及 WHO 建議強力及證據力，本計畫由 5

大項（7 小項）選定 4 項措施，使用字母縮寫「ABCyeS」提醒及教

育相關醫療人員、病人及其家屬，如何減少手術部位感染的介入措

施，作為後續推廣宣傳重點項目，其字母縮寫如下： 

A：Antibiotics（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B：Bath（皮膚準備－術前一天或手術當日以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

浴劑洗浴） 

C：Clipper（皮膚準備－避免使用剃刀剃除毛髮） 

S：Sugar （血糖控制） 

肆、臨時動議 

一、有關皮膚準備措施「避免使用剃刀剃除毛髮」，國內仍有八成比率使

用剃刀進行除毛，建議健保署未來可將剪毛器列入健保給付項目，

減少感染風險，可避免因感染而產生後續治療之龐大醫療費用。 

決議：請疾病管制署納入建議參考（主席已於當日向健保署反應）。 

伍、散會：16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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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6 樓會議室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郭惠雯專

員 

出席委員：方啟泰副召集人、張上淳副召集人、趙子傑副召集人、丁金聰委

員、古天雄委員、吳誠中委員、李聰明委員、林慧玲委員、邱冠

明委員、桑潁潁委員、翁文能委員、黄惠美委員、楊承憲委員、

盧敏吉委員、謝景祥委員（依姓名筆劃排列） 

列席代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麗蓉科長、張淑玲護理師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鍾翰其主任、陳媛綸專案管

理師、呂佩璇專員 

請假委員：李君儀委員、張維君委員、黃閔照委員、謝邦鑫委員、羅傳堯委

員、蘇河仰委員、蘇麗香委員（依姓名筆劃排列）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本計畫宣導資料原擬以海報型式設計，惟考量各醫院海報張貼規

格不同以及宣導品實用性，宣導資料製作品項調整為「海報電子

檔」乙款與「桌曆」乙款。 

二、承上，海報文案內容調整如下： 

（一）標題：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ABC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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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文： 

Antibiotics 預防性抗生素 

Bath 術前沐浴 

Clipper 適當除毛 

Sugar 血糖控制 

（三）各措施可搭配簡單易懂之圖示。 

三、桌曆係彙集近年來疾管署相關推廣計畫之宣導資料進行設計，建

議疾管署可另覓經費加印發送予曾經參加相關計畫之醫院，以資

紀念。 

四、本計畫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謹訂於 12 月 14 日（四）假張榮發

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辦理，將與侵入性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

計畫共同舉辦，為期一日。 

 

參、提案討論 

一、有關「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各措施

內容與遵從性認定，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本計畫推行之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不進行修訂，遵從性認定條

件則依試辦措施內容要求，且可於查檢表中收集執行情形者訂

之。 

（二）關於成果報告之遵從率分析呈現方式，建議分別就不同達成情

形進行分析，如：符合所有要件時之遵從率、符合特定幾項要

件時之遵從率。 

（三）本計畫試辦之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與遵從性認定條件表列如附

件，並彙整 WHO、美國 CDC 指引之對照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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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宣導影片」，提請討論。 

決議： 

（一）建議調整影片內容之配色，使文字與背景之對比更明顯。 

（二）各措施之標題建議同時呈現英文與中文，如：Antibiotics 預防

性抗生素。 

（三）建議刪除畫面 7「使用 vancomycin 及 fluoroquinolones 者須在劃

刀前 2 小時內給予」。 

（四）建議調整動畫內容，使其與文字訊息所傳達之主旨一致，如：

畫面 15 應強調「酒精性」之消毒劑。 

（五）建議更換畫面 29 之加溫儀器圖示為「溫毯機」。 

 

三、有關「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研習會」與「參與醫院

試辦成果分享獎勵」相關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 

（一）交流會議原定每季辦理乙次，考量參與醫院最後一次資料提報

時間為 9月 15日，第三次與第四次交流會議調整於 7月 28日、

9 月 18 日辦理，並分別就各術式討論各措施執行實務，議程安

排如下表。 

分鐘 議程 

30 報到 

05 長官致詞、進行方式說明 

25 WHO/美國 CDC「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引」簡介 

05 Break（分組會場） 

25 
經驗

分享 

7/28（南區）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10 家 

剖腹產-14 家 

子宮切除術-12 家 

9/18（北區） 

關節置換手術-15 家 

闌尾切除術-13 家 

大腸直腸手術-14 家 
50 

措施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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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議程 

10 Break 

30 問題討論與交流 

散會 

 

（二）為感謝參與醫院積極投入，並收集參與醫院推廣情形，預計於

10 月份辦理 3 場次研討會，分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等三層級辦理，且研習會議程如下表。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12:45-13:15 
報到 

12:45-13:15 
報到 

12:45-13:15 
報到 

13:15-14:45 
試辦成果分享－ 

醫學中心 6 家 

13:15-15:30 
試辦成果分享－ 

區域醫院 9 家 

13:15-15:15 
試辦成果分享－ 

地區醫院 8 家 

14:45-14:55 Break 15:30-15:40 Break 15:15-15:25 Break 

14:55-16:10 
試辦成果分享－ 

醫學中心 5 家 

15:40-17:25 
試辦成果分享－ 

區域醫院 7 家 

15:25-17:10 
試辦成果分享－ 

地區醫院 7 家 

16:10-16:35 
綜合講評 

17:25-17:50 
綜合講評 

17:10-17:35 
綜合講評 

 

（三）「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果

分享獎勵辦法」詳如附件，將公告予參與醫院週知。 

 

肆、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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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一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 IEAT 會議中心 11F 第 2 會議室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呂佩璇專員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簡報資料已供下載） 

一、「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相關執行作業報告（含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執行進度、參與醫院

推動情形及介入前、中相關措施執行現況、參與醫院感染情形、資料

提報常見退件原因及 106 年活動預告） 

二、參與醫院執行經驗分享（簡報資料已供下載） 

（一） 如何整合醫療資訊運用於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分享 

分享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 

（二） 「如何說服院內醫師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分享 

分享醫院：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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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試辦作業各術式執行困難，提請討論。 

決議： 

一、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一）「考量手術期間失血量（超過 1500c.c.），於術中追加預防性抗

生素」，目的為提醒臨床人員需注意病人於手術期間若失血量超

過 1500c.c.，必須於術中追加預防性抗生素，故尊重各醫院訂

定之標準，惟以不低於本試辦措施為原則。 

（二）「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應於手術劃刀前 1 小時內給予（使用

vancomycin 及 fluoroquinolones 者於劃刀前 2 小時給藥）」，目

的為確保病人術中血液有足夠的抗生素藥物濃度，以藥物動力

學之觀點，仍建議於規定時間內給予。 

（三）建議執行時得藉由文獻實證作為醫師間溝通協調之方法，以避

免抗生素不當使用及過度使用情形。 

二、血糖控制：「手術前及手術後 2 日內監測並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濃

度控制低於 180mg/dL」。手術可視為一種壓力，可能因壓力改變而造

成血糖升高而影響治療的結果，因此無論病人是否有糖尿病病史，仍

鼓勵醫院於術後第一天仍需監測病人血糖，以確保病人血糖值於正常

範圍內。 

三、皮膚準備： 

（一）術前沐浴－「術前一天或手術當日以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劑沐浴」：

手術前通常會經過 2次皮膚準備，第 1 次目的為去除污垢與油脂並

非消毒，若醫院考量成本，建議可請病人術前先於家中以肥皂進行

沐浴清潔，或於術前提醒病人沖洗，且緊急手術也需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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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當除毛－「除非干擾手術進行，應避免手術部位除毛」、「如

需剃毛，應於手術當日使用「拋棄式刀頭」之剪毛器或除毛劑

剪除，避免使用剃刀來除毛」：目前已有醫院開始使用剪毛器代

替傳統剃刀，惟本試辦作業未強制要求必須使用電動除毛機或

除毛剪，各院可自行考量是否增購或使用。 

四、維持正常體溫－「執行全身或半身麻醉且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的手

術病人，於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體溫回復至 36℃以上」：各醫院對於體溫

維持之時間有所差異，仍請醫院依實際狀況填寫，惟於內部檢討時，

建議可將手術中需維持低體溫者排除。 

 

肆、臨時動議： 

一、有關闌尾切除術，當診斷為闌尾炎，若非傷口破裂或膿瘍時應給予預

防性抗生素。另，關於給藥流程（如開刀房給藥、送去開刀房前給藥），

因各醫院規範不同，建議由醫院內部單位相互協調。 

二、本試辦作業之目的為收集現況，如何改變原有醫師觀念及習慣，可先

藉由部分醫師施行成功之案例，以同儕間的說服、相互觀摩學習，進

而擴大影響力。 

 

伍、散會：下午 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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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二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第四會場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呂佩璇專員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長官致詞 

主席致詞： 

目前 SSI 計畫最困難在於手術部位感染成效展現。但經由計畫的推動，

已喚起各院對於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的關注，使醫療人員學習新知，進而

提升病人醫療品質，促進同儕間的相互學習，已經達到本計畫的目的。 

疾病管制署長官致詞：（簡麗蓉科長） 

疾管署目前參考美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收案標準，進行我國收案標準研

修中；並同時參考美國國家健康照護安全網路（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調整我國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s Surveillance System , TNIS）提報方式，使資料收集較完善，以

利未來可進行相關分析。 

 

貳、報告事項 

一、「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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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內推行模式與民眾衛教執行方式 

     分享醫院：醫學中心－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區域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地區醫院－南門綜合醫院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關於「介入措施支出成本計算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針對介入措施支出成本計算方式，建議如下： 

（一）考量各院推行方式不同，可僅收集介入後新增項目之成本，

不需依各措施精算。 

（二）請參與醫院於會後一周內（7 月 4 日前）以 E-mail 方式提

供本會相關意見，以利後續彙整及討論。 

（三）建議可諮詢健保署相關專家，朝健保可參採之計算模式研

議，以利擬定相關政策建議。 

 

參、散會：下午 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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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三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 6 樓第八會議室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呂佩璇專員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長官致詞 

主席/疾病管制署長官致詞： 

感謝每次交流會議參與醫院無私地分享執行經驗，藉由分享發現許多感

人的故事，希望各位與會者今日也能收穫滿滿。  

 

貳、報告事項 

一、WHO/美國 CDC「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引」簡介 

二、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經驗分享 

（一）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二）剖腹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三）子宮切除術：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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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組會議討論及共識建立 

試辦術式 

措施內容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剖腹產及子宮切除術 

適當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一、術前：應於術前 1 小時

內給予預防性抗生素。 

二、術中：手術超過 4 小時

需追加第二劑。 

三、術後：抗生素使用 2 天

（48 小時）即停止

（DC），除非病人有需要

再延長。 

四、建議術後這段時間可評

估呼吸器或導尿管等置

入措施移除可能性，以

減少感染之風險發生。 

一、子宮切除術於劃刀前 30

分鐘內給予預防性抗生

素；剖腹產於臍帶結紮切

除後立即給予，理想目標

仍以劃刀前 1小時內給予

最佳。 

二、針對抗生素第 2 劑給予時

機，手術超過 2 小時需追

加，失血量超過 1500c.c.

於術中需再追加第 2 劑。 

三、監測方式建議可朝向資訊

化，減少表單填寫方向努

力。 

血糖控制 

一、建議將血糖監測列為術

前常規檢測項目。 

二、於術後不論是在病房或

ICU，可以訂定全院、科

內或是醫師個人化的血

糖監控標準，重要的是

要讓醫療人員重視監測

此措施的重要性，至於

監測方式由各醫院自行

訂定。 

術前皆需進行監測，術後第 1

天及第 2天早上 6點飯前血糖

也需做監測。 

皮膚準備 

皮膚消毒：建議使用含酒精

性消毒劑，酒精性

chlorhexidine 或酒精性優

碘，勿兩者併用，以避免陰

陽離子產生拮抗作用。 

一、適當除毛：不建議剃毛，

若毛髮阻礙視線，建議使

用剪毛器或電動除毛機。 

二、術前沐浴：術前 1 天建議

需沐浴。 

三、皮膚消毒：建議使用含酒

精性之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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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術式 

措施內容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剖腹產及子宮切除術 

體溫維持 

於手術期間盡量維持病人體

溫≧36℃，其體溫量測方式

不限，此措施目的為使病人

能儘早恢復正常體溫。 

麻醉科需確實於手術過程中

進行體溫監控，尤其於恢復室

也需密切監測，控制核心體溫

大於 36℃以上。 

傷口照護 

傷口照護分為 3 部分：敷料

選擇、傷口清潔及使用無菌

技術。其中傷口清潔不建議

使用優碘溶液（Beta iodine）

或不含酒精之

chlorhexidine，待傷口清潔完

後再進行傷口敷料覆蓋。敷

料可使用乾淨紗布或含銀敷

料，其敷料可由各醫院自行

選擇，敷料覆蓋期間若傷口

無滲液、發炎之情形，建議

覆蓋 48 小時。 

建議敷料覆蓋傷口 48 小時後

再進行更換。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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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究計畫

106 年第四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9 月 18 日（一）上午 9 時 00 分至 12 時 00 分 

地點：YMCA 城中會館 2 樓大禮堂 

主席：莊銀清召集人                              記錄：呂佩璇專員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長官致詞 

主席致詞： 

每次的交流會議都看到外科醫師、開刀房相關臨床同仁們共同出席

參與討論、交換意見，也看見各醫院間發揮創造力，有創新思維及作法，

為醫病雙贏的手術安全共同努力。  

本計畫先從手術部位感染率資料正確性著手，進而透過組合式照護

措施的介入降低感染率；未來健保署可能公開各類感染率資訊，也需教

育病人正確解讀感染率數值，促使醫病關係互信。 

疾病管制署長官致詞：（曾淑慧組長） 

    感謝大家參與本試辦計畫，目前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為 WHO 最重視

的議題，往年推動的 Hand Hygiene、CLBSI Bundle、VAP/CAUTI Bundle

等相關組合式照護推廣計畫，皆為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

推廣累積豐厚的執行經驗。組合式照護措施做好，才有機會更進一步降

低手術部位感染，因手術部位感染原因遠比其他部位感染複雜，如何降

低手術部位感染、真實呈現手術部位感染情形，此為本計畫最重的目的。

期望藉由各醫院的努力使醫療品質更為提升。 

 

貳、 報告事項 

一、 WHO/美國 CDC「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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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經驗分享 

（一）關節置換手術：西園醫院 

（二）闌尾切除術：東元綜合醫院 

（三）大腸直腸手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參、 分組會議討論及共識建立 

一、分組共識 

試辦術式 

措施內容 
關節置換手術 闌尾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 

適當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一、術前第一劑預防性抗生

素給予時間建議於劃刀

前於 30 至 60 分鐘內給

予。 

二、術後預防性抗生素至多

使用 1 天。 

一、闌尾切除術多屬急診個

案，宜由外科醫師判斷傷

口是否破裂。若非傷口破

裂或膿瘍時，應給予預防

性抗生素。 

二、大腸直腸手術於術前抗生

素 建 議 使 用 種 類 為

Cefazolin，並於劃刀前 60

分鐘內給予。 

血糖控制 

無論是否有糖尿病之病人，

術前及術後應監測血糖，血

糖值控制於 180mg/dL 以下。 

一、術前皆需監測病人血糖，

並 控 制 血 糖 值 低 於

180mg/dL。 

二、部分醫院術後仍僅有糖尿

病病史病人或由臨床醫

師判斷高風險病人才會

監測血糖，建議須擴大到

所有手術病人。 

皮膚準備 

一、術前沐浴：需進行關節

置換手術之病人多為年

長者，沐浴頻率較低，

尤其是冬天。考量術前

沐浴能有效減少皮膚菌

叢，且有助於劃刀前的

皮膚消毒效果，建議持

續加強病人衛教提醒。 

闌尾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

目前多使用腹腔鏡手術，建議

不需剃毛。 



附錄 2-4、106 年第四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會議紀錄 

147 

試辦術式 

措施內容 
關節置換手術 闌尾切除術及大腸直腸手術 

二、適當除毛：應盡量避免

除毛，若需除毛建議使

用拋棄式刀頭之除毛器

（clipper），以避免造成

皮膚損傷。 

體溫維持 

一、於手術中及手術後維持

病人正常體溫（≧ 36

℃）。 

二、尊重麻醉醫師專業判

斷，採用適合該次手

術、麻醉類型的體溫測

量方式。 

於手術中及手術後維持病人

正常體溫（≧36℃）。 

傷口照護 

術後以無菌敷料覆蓋傷口 48

小時，期間仍須觀察敷料是

否滲濕、傷口是否有發炎情

形，必要時以無菌技術更換

敷料。 

術後以無菌紗布或無菌敷料

敷蓋傷口 48 小時。 

 

二、有關術後血糖控制，建議可於術前先向病人進行衛教，告知術後

仍有需監測血糖之必要性，以增進病人意願及認知。 

 

肆、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附錄 3、參與醫院名單 

145 

附錄 3、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

院與參與術式 

 醫學中心計 11 家、區域醫院 16 家、地區醫院 14 家，共 41 家 

 醫院名稱 參與術式 

醫學中心 

1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

處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

產、子宮切除術 

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產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闌尾切

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4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

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子宮切

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5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

紀念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產 

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

產、大腸直腸手術 

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子宮切

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8 臺中榮民總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闌尾切除術 

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剖腹

產、大腸直腸手術 

1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 

11 高雄榮民總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冠狀動脈繞

道手術 

區域醫院 

12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子宮切除術 

13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

合醫院 
子宮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關節置換手術、剖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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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名稱 參與術式 

15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闌尾切除術 

16 東元綜合醫院 剖腹產、闌尾切除術 

17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子宮切除術、闌尾切除術 

18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闌尾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19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關節置換手術、大腸直腸手

術 

20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子宮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21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子宮切除術、闌尾切除術 

22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

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剖腹產 

2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院 
剖腹產、子宮切除術 

24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剖腹產、闌尾切除術 

25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

院 
子宮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26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經營) 

關節置換手術、闌尾切除術 

27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大腸直腸手

術 

地區醫院 

28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

合醫院 
子宮切除術 

29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

院 
闌尾切除術 

30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

耕莘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 

31 西園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 

32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闌尾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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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名稱 參與術式 

33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

院 
剖腹產、子宮切除術 

34 南門綜合醫院 闌尾切除術、大腸直腸手術 

35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

合醫院 
大腸直腸手術 

3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

基督教醫院 
關節置換手術 

3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

基督教醫院 
剖腹產 

38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闌尾切除術 

39 陽明醫院(嘉義市) 關節置換手術 

40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 
剖腹產 

41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

醫院 
剖腹產、大腸直腸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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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考指標操作型定義  修正對照表 

項目 指標名稱 分子 分母 備註 建議修正/說明 

過程面指標 

1 依相關指引建議時

間，於劃刀前接受

預防性抗生素比率 

依相關指引建議時

間，於劃刀前接受預

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

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

手術次數 

 無修正 

2 接受小於等於 24

小時（48 小時*）

預防性抗生素比率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CABG）以 48

小時計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小

於或等於 24 小時（48

小時）之手術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

手術次數（排除術中

發現感染而改為治療

性抗生素的手術次

數） 

*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CABG）以接

受預防性抗生素

小於等於 48 小時

之手術次數作為

分子 

無修正 

 

3 考量預防性抗生素

半衰期，於手術時

間內重新給予預防

性抗生素比率 

手術時間內重新給予

預防性抗生素之手術

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且

手術時間超過所用抗

生素之半衰期二倍時

間之手術次數（排除

術中發現感染而改為

治療性抗生素的手術

次數）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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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標名稱 分子 分母 備註 建議修正/說明 

4 有執行手術前血糖

檢測比率 

接受手術前血糖檢測

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無修正 

5 手術後血糖檢測比

率（POD#1、2） 

手術後接受

（POD#1、2）血糖檢

測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分別計算

POD#1、2 血糖檢

測比率 

1.5-1：POD#1：無修正 

2.5-2：POD#2： 

建議分母排除病人無糖

尿病病史，且手術前與手

術後第1日之血糖檢測結

果皆未超過 180mg/dL，

則第2日以後可不用持續

監測之手術次數） 

6 使用剃刀（拋棄式

剪毛器）除毛比率 

接受剃刀除毛（拋棄

式剪毛器）之手術次

數 

手術次數 *分別計算使用剃

刀或拋棄式刀頭

之剪毛器比率 

1. 建議分母排除不知道

病人於手術前 3 天內

是否有執行除毛之手

術次數 

2. 剪毛器為電動除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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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標名稱 分子 分母 備註 建議修正/說明 

7 手術中有維持正常

體溫之比率 

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

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

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

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

體溫有在 36℃以上之

手術次數 

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

鐘之手術次數 

 

 

*分母排除： 

1.因照護需求，需

維持低體溫者 

2.因麻醉技術上無

法控制，如：僅

使用周邊神經阻

斷或監控下的麻

醉照護

（monitored 

anesthesia care, 

MAC）之手術次

數 

無修正 

8 手術前有使用肥皂

或含抗菌劑之沐浴

劑洗浴比率 

病人於手術前有使用

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

浴劑洗浴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建議分母排除不知道病

人於手術前是否有使用

肥皂或含抗菌劑之沐浴

劑洗浴之手術次數） 

9 於劃刀前使用適當

消毒劑進行皮膚消

毒比率 

劃刀前有使用消毒劑

進行皮膚消毒且待其

自然乾燥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須落實「待其自

然乾燥」者方能

列計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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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指標名稱 分子 分母 備註 建議修正/說明 

10 手術後以無菌敷料

覆蓋傷口 24 小時

（48 小時）比率 

手術後以無菌敷料覆

蓋傷口 24 小時（48

小時）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若術後有更換敷

料者，「有確實執

行手部衛生」且

落實「以無菌技

術更換敷料」者

方能列計 

**分別計算覆蓋

24 小時或 48 小

時之比率 

建議於備註中增加：分子

應含術後未更換敷料者。 

結果面指標 

11 手術部位感染率 接受手術後發生手術部

位感染之手術次數（依

疾管署收案定義） 

手術次數  無修正 

12 術後住院期間非計

畫性重返手術室比

率 

接受手術後於住院期

間非計畫性重返手術

室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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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研習會-地區醫院場 

議程 

時間：106 年 10 月 17 日（二） 

地點：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B1 大禮堂 

時間 分鐘 議程 分享醫院 

10:00-10:30 30 報到 

10:30-10:40 10 長官致詞、進行方式說明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果分享 

10:40-12:00 80 

１.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２.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３.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40 100 

５.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６.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７.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８. 西園醫院 

９. 南門綜合醫院 

14:40-14:50  10 Break 

14:50-16:30 100 

１０.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１１. 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 

１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 

１３.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１４. 陽明醫院(嘉義市) 

16:30-16:55 25 綜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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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2、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研習會-區域醫院場 

議程 

時間：106 年 10 月 20 日（五） 

地點：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敬義樓 1 樓 會議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分享醫院 

09:30-10:00 30 報到 

10:00-10:10 10 長官致詞、進行方式說明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果分享 

10:10-12:10 120 

１. 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２.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３.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４.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５.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６.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2:10-13:10 60 午餐 

13:10-14:50 100 

７.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８.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９.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 

１０.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１１.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14:50-15:00 10 Break 

15:00-16:40 100 

１２.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１３. 東元綜合醫院 

１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１５.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１６.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16:40-17:05 25 綜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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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研習會-醫學中心場 

議程 

時間：106 年 10 月 19 日（四）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門診大樓 3 樓 第一會議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分享醫院 

10:00-10:30 30 報到 

10:30-10:40 10 長官致詞、進行方式說明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試辦成果分享 

10:40-12:00 80 

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２.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３. 高雄榮民總醫院 

４.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12:00-13:00 60 午餐 

13:00-14:20 80 

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

醫院 

６.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７.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８. 臺中榮民總醫院 

14:20-14:25  5 Break 

14:25-15:25 60 

９.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１０.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１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15:25-15:50 25 綜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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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

院試辦成果分享獎勵辦法 

 

壹、目的 

為感謝「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業參與醫院」積極

投入，協助推廣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並收集執行過程

與結果相關資料，作為未來政策擬定之參考，特擬訂本辦法頒發獎項

以資鼓勵。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 

 

參、辦理方式 

一、獎勵對象： 

與醫策會合作，進行「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作

業」之參與醫院（以下簡稱參與醫院）。 

二、執行方式： 

（一）由醫策會於 106 年 10 月份召開研習會，邀請參與醫院針對試

辦作業推動之方式、執行實務上之改善策略及所遭遇之困難等

內容進行分享。辦理日期將另行公告。 

（二）考量參與醫院之特性、規模、設置、人力之差異性，爰區分醫

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等 3 層級分別進行，分享順序將

另行公告。 

（三）參與醫院須製作簡報，並指派代表進行 15 分鐘口頭分享，簡

報大綱如附件 1。 

（四）參與醫院之代表將酌予補助，且每家醫院補助 2 名為限，並須

配合醫策會辦理費用核銷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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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分說明 

一、於研習會當日，依據口頭分享與簡報內容進行評分。 

二、參與評分者包含：專案小組委員代表 3 位、現場同層級之參與醫

院。 

三、評分內容包含「參加動機」、「措施介入與執行」、「執行成果表現」、

「整體運作」與「整體改善過程特色」等五大面項，詳細配分如

附件 1。 

四、評量方式： 

（一）參與評分者於該場次研習會結束前填妥評分表（如附件 2）並

署名後，交由醫策會進行成績彙整。 

（二）各項次之評分需至小數點以下一位，平均分數則計算至小數點

以下二位。 

（三）總分與單項得分計算方式： 

（專案小組 3 位委員平均分數*50%）＋（現場同層級參與醫

院平均分數*50%） 

 

肆、獎勵獎項 

一、依評比結果分為「計畫推廣表現－卓越獎」、「計畫推廣表現－金

獎」及「計畫推廣表現－優質獎」，評比方式分述如下： 

（一）依據總分排序，最高為卓越獎，其次為金獎，第三為優質獎。 

（二）若遇同分者，則由各面向得分進行排序，且各面向評比順序如

下： 

1.第一階段： 

(1)執行成果表現、(2)整體運作、(3)整體改善過程特色、 

(4)措施介入與執行、(5)參加動機 

2.第二階段： 

「措施介入與執行」之(1)系統性改變、(2)教育訓練、 

(3)宣導工具、(4)評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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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獎項獲獎家數規劃： 

獎項 

醫院層級 
卓越獎 金獎 優質獎 小計 

醫學中心 2 家 3 家 6 家 11 家 

區域醫院 2 家 3 家 11 家 16 家 

地區醫院 2 家 3 家 10 家 15 家 

備註：若經上述分數評比後仍同分者，得並列獲獎。 

 

伍、得獎公布 

一、得獎名單公布於醫策會網站，並以電話及 E-MAIL 通知獲獎醫院

之聯絡窗口。 

二、將擇期辦理成果發表會進行公開頒獎，並邀請獲獎醫院進行經驗

分享。 

 

陸、其他 

研習會分享之簡報內容將提供醫策會與疾管署作為相關政策擬訂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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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宣導影片腳本 

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  

 

 

 

 

 

 

「ABC  yeS 」 

 

 

 

 

「Antibiotics 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左上：「Antibiotics 適當使用預防性抗

生素」 

中間：「評估是否需給予預防性抗生

素」 

 

 

 

 

 

「原則上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要在劃

刀前 1 小時內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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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但仍應依據抗生素種類適當調整給

予時間」 

 

 

 

 

 

「劑量應依據病人的體重或身體質量

指數（BMI）及肝腎功能等調整 

 

 

 

 

中間：「追加抗生素」 

左邊：「手術期間失血量超過 1500c.c」 

右邊：「手術時間超過所用抗生素半衰

期的 2 倍時間」 

 

 

 

「術後 24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 

 

 

 

 

 

「心臟手術 48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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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ABC  yeS 」 

 

 

 

 

 

 

「Bath 術前沐浴」 

 

 

 

 

 

 

左上：「Bath 術前沐浴」 

中間：「術前一天或當日以肥皂或含抗

菌劑之沐浴劑沐浴」 

 

 

 

 

「術前使用含酒精的消毒劑進行皮膚

消毒」 

 

 

 

 

 

 

「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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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Clipper 適當除毛」 

 

 

 

 

 

 

左上：「Clipper 適當除毛」 

中間：「如沒有干擾手術進行 避免手

術部位除毛」 

 

 

 

 

「如需剃毛，避免使用剃刀」 

 

 

 

 

 

 

「應使用剪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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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ABC  yeS 」 

 

 

 

 

 

 

 

「Sugar 血糖控制」 

 

 

 

 

 

左上：「Sugar 血糖控制」 

中間：「術前術後監測控制血糖濃度」 

右邊：「手術室」 

 

 

 

「對於沒有糖尿病病史的病人 

不要以常規使用胰島素控制術後血糖

的方式 

做為降低手術部位感染風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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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其他注意事項」 

「Normothermia 維持體溫 

       ＋ 

 Aseptic technique 無菌技術」 

 

 

 

 

左上：「Normothermia 維持體溫」 

中間：「手術中及術後維持病人正常體

溫(特殊情形除外)」 

 

 

 

左上：「Normothermia 維持體溫」 

中間：「全身或半身麻醉且手術時間超

過 60 分鐘的病人」 

 

 

 

 

 

左上：「Normothermia 維持體溫」 

中間：「於手術中主動提供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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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說明 文字訊息 

 

 

 

左上：「Aseptic technique 無菌技術」 

中間：「以無菌敷料覆蓋手術部位傷

口」 

 

 

 

「進行傷口清潔、更換敷料等傷口護

理」 

 

 

 

 

 

「應落實手部衛生，並以無菌技術操

作」 

 

 

上面：「ABC yeS」 

中間：「落實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

照護 

確保病人從術前到術後 

都能接受到安全妥善的照護 

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發生」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製作單位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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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試辦計畫問答集 

106 年 5 月更新 

壹、計畫執行相關問題 

一、計畫整體 

Q1-1.請問本試辦計畫是否會送 IRB 審查？ 

A1-1.本試辦計畫將由醫策會統一提送 IRB 審查，核准後將提供核可文件供

參與醫院參考。 

Q1-2.請問醫策會聯繫窗口資訊？ 

A1-2.醫策會設有本試辦計畫專用信箱：cbssi@jct.org.tw。若有任何問題，

皆可 E-mail 至服務信箱。 

Q1-3.請問若醫院某 1 個術式 1 年僅有 5 例個案，是否還是可以選擇參加試

辦？或是個案數需達多少以上才建議參加？ 

A1-3.考量個案數少，感染率變動較大，建議醫院評估有一定的手術量才參

加試辦，醫策會將針對各醫院繳交之意願書進行篩選。  

Q1-4.計畫結束後可將各醫院原始資料提供參與醫院嗎？  

A1-4.本試辦計畫僅能提供整體統計分析結果供醫院參考，無法提供個別醫

院原始資料。 

Q1-5.請問本試辦計畫沒有經費補助嗎？所引進的器材與藥物是否須由醫院

自行吸收？收資料也有紙本成本產生，也是自行吸收嗎？ 

A1-5.由於本試辦計畫案經費有限，因此參與試辦之醫院未強制要求必須使

用電動除毛機或其他必須使用的藥品，各院可自行考量是否增購或使

用。  

Q1-6.查檢表的填寫是以醫院現實面填寫？計畫執行過程中是否會到醫院進

行實地查核？ 

A1-6.本試辦計畫不會安排實地查核，請真實呈現執行過程相關資料，以作

為未來政策擬定的參考，也可藉此機會使各醫院了解自己醫院的實際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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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雖然文獻指出透過術前、術中、術後的照護可以減少手術部位感染之

發生，但病人的病況也會影響感染的發生，而在查檢表中看不到相關

指標，無法區分哪些是疾病造成的因素，若沒有排除這些變項，要如

何能確定是由組合式照護措施去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的效果？  

A1-7. 

1.本試辦計畫係透過文獻探討與國際上醫療品質促進相關組織建議，選

定擬推行之組合式照護措施與相關危險因子，依此設計查檢表內容、

選定優先推行術式。 

2.若再增加關於病人病況的個別資料，恐增加資料收集之困難度。未來

若個別醫院願意進一步探討，可再深入研究。 

Q1-8.大腸直腸手術是包含所有大腸直腸相關手術嗎？ 

A1-8.本試辦計畫術式範圍另行公告於醫策會網站；參與醫院僅需針對列表

中有執行之術式納入監測即可。 

Q1-9.查檢表術式代碼中，關節置換手術有包含人工關節再置換嗎？ 

A1-9.關節置換手術不包含「再置換」，詳細手術收案範圍另行公告於醫策

會網站。  

Q1-10.資料提報方式是以 excel 檔為主嗎？ 

A1-10.本試辦計畫將以 excel 檔格式進行資料提報，包含查檢表之登錄。若

院內系統已有相關欄位，可擷取後彙整為醫策會公告之 excel 檔格式

以進行提報。 

Q1-11.請問若醫院提供的資料有少部分遺漏值或是少收、少填的情況，是否

會再請醫院重新提報？ 

A1-11.請參與醫院能盡量收集完整資料，如實填報，以利後續的資料分析有

較好的品質。 

Q1-12.請問本院參與之試辦術式若非全院科部參與，查檢表及感染個案的部

分應如何填報？關節置換手術以骨科專科病房為收案範圍，若非專

科病房或單人病房則無法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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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本案參與醫院選定之試辦術式收案範圍包含全院接受該術式之病人，

並非以病房單位區分或選擇性收案。若貴院參與關節置換手術之試

辦，但有少數病人入住其他非骨科專科病房，建議在可能的範圍內

完成查檢表之填寫；無法執行之措施內容亦能做為未來成效分析之

參考。 

 

二、資料提報－貳、措施執行現況 

Q2-1.「3.皮膚準備-『3.1.4 若提供病人沐浴劑，可提供類型』」選項中含抗

菌劑，請問抗菌劑是指什麼？ 

A2-1.此項所指抗菌劑如：chlorhexidine、povidone-iodine 或其他抗菌劑。 

Q2-2.「3.皮膚準備-『3.3.3 本院常規使用之消毒劑種類』」，為什麼會有依

據醫師習慣之選項？ 

A2-2.經參訪醫院後發現，現況各醫院雖備有特定消毒劑，或請院內醫師統

一使用特定消毒劑，但仍有部分醫院之醫師仍有各自習慣使用之消毒

劑，未能一致，故而增設「依據醫師習慣」之選項。  

Q2-3.「3.皮膚準備-『3.3.4 皮膚消毒前常規進行手術部位皮膚刷洗』」，請

問刷洗是否需使用軟毛刷，若本院用紗布刷洗，這樣算嗎？ 

A2-3.無論是用毛巾、海綿、紙巾等，其目的在於去除污垢，用什麼器械刷

洗不限，都算有進行皮膚刷洗。惟建議避免使用鋼性刷毛做刷洗，以

避免造成皮膚上產生細微傷口。 

Q2-4.「3.皮膚準備-『3.3.4，皮膚消毒前常規進行手術部位皮膚刷洗』」，

有時候是看術式，有時有刷洗、有時沒刷洗，請問要如何勾選？ 

A2-4.本項係依據試辦術式分別填報皮膚準備情形，若無統一作法，請依據

該術式大部分作法，據以勾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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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提報－參、SSI 統計 

Q3-1.請問感染個案統計中，關節置換手術含有健保與自費，若病人為自費

也需要計算嗎？ 

A3-1. 

1.感染個案統計之範圍請以本試辦作業試辦術式範圍表中各術式醫令

碼為收案範圍。 

2.公告之各術式範圍以醫令碼表示，係為便於臨床人員了解試辦範圍，

僅作為手術內容定義之參考，並非僅侷限於健保病人作為收案對象。

故，自費病人亦請納入收案範圍。 

Q3-2.病人如果是 1 月開刀，6 月發現感染，那此感染個案是要填報在 1 月

還是 6 月？ 

A3-2.考量各醫院資料收集之便利性，本次試辦作業之資料提報方式，將以

「發現感染月份」填報，如題，則應提報於 6 月份發現感染之個案。 

 

四、資料提報－肆、查檢表 

Q4-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是只要有手術個案就要

填寫？還是有收感染個案才要填寫？ 

A4-1.本表設計目的為「組合式照護措施之提醒」，與「執行紀錄」，以利

後續追蹤感染情形及措施遵從性。因此，應每一個手術個案皆須填寫，

而非發現感染個案才回溯填寫。 

Q4-2.查檢表是病人出院後再填報？由照護單位自行填？第三單位須做查核、

確認？完成 1 份資料需要花多少時間？ 

A4-2. 

1.完成 1 份資料少則 1 個月、多則 1 年，因為收案追蹤需 1 個月或 1

年。 

2.關於查檢表各欄位之填寫、分工，本會不干涉，請由各醫院內部互相

討論、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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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3.闌尾切除術屬急症，若病人由急診進手術房後送至病房，則無法執行

查檢表內容。 

A4-3.接受闌尾切除手術之病人，若由急診入院，請依據實際情況填寫查檢

表內容： 

1.「基本資料_(8)手術日期_常規／緊急手術」類別：可勾選「緊急（急

診）手術」； 

2. 「組合式照護措施_手術前」之部分：請依據實際情況勾選，若未執

行或不知道則可依實勾選「否」或「不知道」。 

Q4-4.請問本院參加術式為闌尾切除手術及關節置換手術，如當月 TKR 有

10 位個案，查檢資料填寫比例必須達成 100%？ 

A4-4. 

1.符合收案範圍之個案皆請填寫查檢表。 

2.提報資料時，SSI 統計檔所填報之個案範圍也以本計畫收案範圍進行

手術人次數與發現感染人次數之統計；因此，本會將比對 SSI 統計檔

與查檢表登打檔所提報案件數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將提醒補件或

說明。 

Q4-5.請問若病人同一天執行兩項以上術式，應完成幾份查核表？ 

A4-5. 

1.病人同時進行多項術式時，請依主要術式填寫；如：同時進行本會公

告「試辦術式範圍」－20 項大腸直腸手術之其中 2 項，僅需填寫其

中 1 項主要術式之代碼，完成 1 份查檢表。 

2.若同日進行 2 項以上手術者，如：上午執行剖腹產及下午執行闌尾切

除術，則需分別完成 2 份查檢表。 

Q4-6.若病人原診斷為輸卵管炎及卵巢炎接受子宮切除術，劃刀後，因主治

醫師加會一般外科醫師進行大腸直腸手術，請問要填 1 張還是 2 張查

檢表？  

A4-6.本案主要術式為子宮切除術，僅需填寫 1 張查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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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7.請問若病人執行手術後，因大出血，再進行同一種術式，應完成幾份

查核表？ 

A4-7.同一病人因同一種術式再次進行手術不需重啟新的查檢表，僅需於原

查檢表中－「手術後住院期間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勾選「是」，並

填寫「手術日期」及「重返原因」即可。 

Q4-8.是否有規範查檢表各欄位之填寫者，且填寫者是否需簽名或蓋章？ 

A4-8.本試辦計畫未規範查檢表各欄位之填寫者，各院可自行協調；亦未規

範填寫者需簽名或蓋章，由各院自行決定。  

 

貳、措施內容及查檢表填寫相關問題 

一、基本資料 

Q1-1.請問基本資料中流水編號需如何編號，是否可用病歷號取代？ 

A1-1.請醫院自行編號，且不限編碼方式，惟提供予本會之流水編號時，請

務必確認該資料已去連結。 

Q1-2.請問基本資料中術式代碼是指試辦術式範圍中的醫令碼嗎？ 

A1-2.查檢表之「術式代碼」係指醫策會公告「試辦術式範圍」所列各項手

術之醫令碼。 

Q1-3.考量手術科技進步，微創手術包含內視鏡手術及達文西手術，最近健

保公文告訴醫院，如果用達文西手術是不給合併申報健保，院內系統

的醫令代碼呈現為 0，這樣無法分辨出是什麼術式，如何填寫查檢表

之「術式代碼」？ 

A1-3.本試辦計畫以健保支付代碼定義手術範圍，用意在於便於臨床人員瞭

解試辦術式範圍。若採用新手術技術者，可依手術內容歸類填寫。 

Q1-4.若由急診入院接受手術後再住院，請問住院日期如何填寫？  

A1-4. 

1.請依據實際辦理住院日期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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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情形住院日期可能晚於手術日期，在查檢表登打檔中－「完整性檢

查」將出現日期錯誤；醫策會將與貴院確認是否為急診入院，確認

後於查檢表登打檔「備註」欄位選擇「是（急診入院後住院）」。 

Q1-5.關於「抽菸習慣」之勾選，若懷孕後戒菸者如何填寫？ 

A1-5.本項之填寫以現況為準，目前已無抽菸習慣，故請勾選「無」。 

 

二、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Q2-1.如何判斷給予的抗生素是治療性抗生素或預防性抗生素？ 

A2-1.當醫師判斷認為有感染情形時，因此所給予的抗生素則屬於治療性抗

生素。 

Q2-2.若術前未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且術中追加之執行紀錄－「A1.手術時間

是否超過所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之半衰期 2 倍長的時間」選擇「未使用

預防性抗生素」，則術中追加之執行紀錄－「B.是否追加預防性抗生

素」可否免填？  

A2-2.否，不可免填。若術前未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則術中追加之執行紀錄 A

項與 B 項皆應選擇「未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Q2-3.若術前未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手術過程中發現感染，開始使用治療性

抗生素，則 B 項「B.是否追加預防性抗生素」如何填寫？ 

A2-3. 

1.此項應選擇「改接受治療性抗生素」； 

2.此個案之「術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執行紀錄應選擇

「改接受治療性抗生素」。  

Q2-4.若術前已使用治療性抗生素，則術中及術後抗生素使用情形應如何填

寫？ 

A2-4.若術前因手術部位感染已使用治療性抗生素，則相關執行紀錄勾選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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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術劃刀前依指引建議時間給予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勾選「給予

治療性抗生素」； 

2.「考量藥物半衰期及出血量，於手術期間重新給予預防性抗生素」－

A 項及 B 項皆勾選「未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3.「術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勾選「改接受治療性抗生

素」。 

Q2-5.關於手術後繼續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之最後給予時間，若病人用 2 種以

上抗生素，則最後給予時間的填寫為何？ 

A2-5.請填寫最後一種給予之抗生素種類與時間。 

Q2-6.若術前、術中均沒有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但因術後（非術中）發現傷

口感染而使用抗生素，請問是否直接勾選「改接受治療性抗生素」？  

A2-6.術後發現傷口感染而使用抗生素，請勾選「改接受治療性抗生素」；

並應完整填寫手術部位感染收案情形相關欄位。  

Q2-7.若病人因外科疾病手術，術前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並於手術後停止使

用，但於住院期間合併有內科疾病（如：肺炎）需使用抗生素，則「術

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之執行紀錄是否勾選「改接受

治療性抗生素」？ 

A2-7.病人若因任何原因使用治療性抗生素，包含非手術部位感染、肺炎或

是泌尿道感染，只要使用治療性抗生素，則於「術後 24 小時內停止

使用預防性抗生素」之執行紀錄勾選「改接受治療性抗生素」。 

 

三、血糖控制 

Q3-1.術前血糖如果是超過 3 個月之前血糖資料，可以列入登錄嗎？ 

A3-1.術前血糖控制之目的是為了不使手術時病人血糖濃度過高之情形發生。

關於「術前血糖值檢測」仍以手術前最近一次檢測結果填寫，其檢測

時間與手術時間之間隔天數則由各院自訂，並追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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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皮膚準備 

Q4-1.請問剖腹產皮膚消毒中使用消毒劑劑型，若同時使用 aqueous 消毒會

陰部、alcohol-based 消毒腹部，該如何填寫？ 

A4-1.剖腹產之皮膚消毒以腹部為主，請依據腹部使用的消毒劑劑型填寫。 

Q4-2.若病人在手術室會使用 Antigerm（抑平菌殺菌液）做皮膚清潔，待清

潔後再使用 povidone-iodine 消毒，不知在使用 Antigerm（抑平菌殺

菌液）此項產品是算在術前的沐浴劑沐浴或者是術前的消毒劑消毒？  

A4-2.病人在手術室進行皮膚消毒前所執行的皮膚清潔（使用 Antigerm），

非屬術前沐浴之範疇，不需於查檢表中呈現；僅需填寫使用之消毒劑

類型（povidone-iodine）及其劑型。 

Q4-3.如果病人術前在家沐浴，是否列入計算？ 

A4-3.沐浴地點不限於院內，若未主動提供沐浴劑者，可詢問病人是否沐浴

及其使用的沐浴劑類型。 

Q4-4.若病人自行除毛，是否也要詢問使用工具？  

A4-4.病人若自行除毛，請於「B1.使用工具」選擇「其他」，並填寫「病人

自行除毛」，「B2.刀頭是否為拋棄式」則可免填。 

Q4-5.目前醫院是用手動剃刀，請問電動除毛機刀頭是可以換嗎？ 

A4-5.電動除毛機種類有拋棄式刀頭可做更換或重複使用之刀頭，請依據實

際使用種類填寫查檢表。 

 

五、維持正常體溫 

Q5-1.關於「維持體溫」之執行紀錄，A 項詢問「『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

內』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體溫有在 36℃以上」：其實是兩個時間

點，卻填在同一欄位中，在勾選過程恐有困擾？ 

A5-1.本項係詢問「自『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至『結束後 15 分鐘內』」

這個區間內，病人體溫是否已恢復到 36℃以上，應無兩個時間點之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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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傷口照護 

Q6-1.關於「傷口照護－照護前確實執行手部衛生」是指換藥時（無菌技術

前）還是檢視病人傷口（接觸病人前）之洗手時機？ 

A6-1.依據 WHO 術後傷口照護洗手時機說明，應依據實際情境確實執行手

部衛生： 

§時機 1：接觸病人前 

§時機 2：執行清潔/無菌技術前（如：觸碰敷料前、移除敷料檢查傷口

前、準備換藥相關物品前） 

§時機 3：暴露病人體液風險後（如：檢查傷口或採檢後、移除敷料後） 

§時機 4：接觸病人後 

§時機 5：接觸病人周遭環境後 

 

七、術後追蹤 

Q7-1.若病人手術後有多次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該如何填寫？ 

A7-1.若病人於手術後住院期間多次重返手術室，僅需填寫第一次重返日期

及原因。 

Q7-2.若於繳交資料日前病人尚未出院，出院日期其原因欄位是空白嗎？ 

A7-2.若病人於繳交資料日前尚未出院，此份查檢表可留待於下次繳交時一

併登打。如：病人於 7 月 29 日手術，8 月 16 日出院，則該筆資料請

於 9 月 15 日提報 8 月份資料時提報。 

Q7-3.若感染情形追蹤手術後 30 日或一年，則病人出院後是否感染欄位需勾

「否」嗎？ 

A7-3.關於查檢表之「收案情形」填寫方式，若病人於出院時尚未感染，則

收案情形中「手術部位感染」可先填「否」或空白，「感染日期」則

暫不填寫，待追蹤發現感染時修正「手術部位感染」為「是」，並於

登打檔 B 欄－「是否修改」選擇「是」。若至追蹤期滿未發現感染

（手術後 30 日或 1 年後），則「手術部位感染」請選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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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4.請問查檢表收案定義中，表淺切口、深部切口與器官/腔室中的感染症

狀/徵象，是屬於單選還複選？ 

A7-4.感染症狀/徵象請依實際狀況勾選，本項可複選。 

 

參、其他 

Q1.請問術前使用適當消毒劑進行皮膚準備，其消毒劑劑型何者較優？ 

A1.在無禁忌症的情況下，建議優先使用酒精性消毒劑－酒精性

chlorhexidine 或酒精性優碘。 

Q2.請問「子宮切除手術」與「闌尾切除手術」合適使用之預防性抗生素為

何？ 

A2.關於抗生素與消毒劑品項，因各院院內文化、菌種不同，建議尊重院內

外科醫師選擇抗生素之專業，不須規定使用品項，惟醫師須遵照使用規

範。 

Q3.請問植入物定義？ 

A3. 

1.依據 2014 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定

義－第 4 章 外科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收案標準之

植入物定義：植入物是指藉由手術程序長期置放於病人體內之非人體

構造的物體、材料或組織（如：心臟瓣膜、非人體的血管移植、機械

心臟或人工髖關節），且此物品並不是常規被運用做為診斷或治療用

途。 

2.傷口縫合使用之縫線不算植入物。 

Q4. 

1.請問有關大腸直腸手術，本院外科部提出疑問，有關「Clip」主要是用

在縫合腸子或綁住血管用，不會被人體吸收，日後也不會移除。請問

此部分算植入物嗎？ 

2.請問以下醫材是否規範為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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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沾黏貼片、溶液（如：健臻防沾黏薄膜、ADEPT 克沾黏溶液） 

 Mesh（聚丙烯人工網狀腹膜）、Mesh Plug（聚丙烯人工網狀腹膜錐

形塞） 

 GIA：縫合組織、臟器用的釘子（用於內視鏡） 

 TA：縫合組織、臟器用的釘子 

 Clip：縫合血管釘子 

 Bone cement（骨水泥）：用於增加骨頭間的密合度 

 骨釘、骨板（置入後可拿或不拿） 

A4.本計畫對於外科部位感染收案之植入物定義：是指藉由手術程序長期置

放於病人體內之非人體構造的物體、材料或組織（如：心臟瓣膜、非人

體的血管移植、機械心臟、人工髖關節、骨釘、骨板、骨水泥、墊片、

內襯及人工血管），且此物品並不是常規被運用做為診斷或治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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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個別醫院評估介入措施成本計算模式 

措施 計算範疇 藥物/耗材成本 直接人力成本 

適當使用

預防性抗

生素 

劃刀前 1 小時至

術後 24 小時之

預防性抗生素使

用 

• 抗生素種類 

• 抗生素（每劑）

單價 

• 術前劃刀前 1

小時至術後 24

小時使用劑量 

• 術前給藥人員類別（如：

護理師） 

• 術前給藥所需時間、折算

人事費用 

（如：5 分鐘*3 元/分） 

• 術中追加人員類別 

• 術中追加抗生素所需時

間、折算人事費用 

血糖監測 
術前、術後 2 日

血糖監測 

• 血糖監測耗材

單價 

• 監測人員類別 

（如：護理師） 

• 所需時間、折算人事費用

（如：5 分鐘*3 元/分） 

皮膚準備 

適當除毛－ 

以電動剪毛器之

拋棄式刀頭計 

• 拋棄式刀頭單

價 
• 未增加成本 

皮膚準備 術前沐浴 
• 沐浴用品之單

價 
• 未增加成本 

皮膚準備 皮膚消毒 • 未增加成本 • 未增加成本 

維持正常

體溫 

提供加溫措施以

維持正常體溫 

• 加溫設備相關

耗材單價 
• 未增加成本 

傷口照護 
無菌敷料覆蓋 48

小時 
• 未增加成本 • 未增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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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推廣技術文件彙編 

 

壹、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建議推行之組合式照護措施內容包含「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血糖控制」、「術前沐浴」、「不要除毛」、「皮膚消毒」、「維持正常體

溫」等六項，可分為手術前組合式照護、手術後組合式照護內容如下

表，以進行推廣。 

階段 
組合式照護措

施 
措施內容 

手
術
前 

適當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1.依據實證基礎與國內外相關指引、規範或

準則，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第一劑預

防性抗生素應於手術劃刀前 1 小時內給予

（使用 vancomycin 及 fluoroquinolones 者

於劃刀前 2 小時給藥）；剖腹產可在臍帶結

紮切除後立即給予。 

血糖控制 2.手術前監測並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濃度

控制低於 180mg/dL。 

術前沐浴 3.請病人於手術前一天以肥皂進行全身沐浴。 

不需除毛 4.不要除毛，必要時使用拋棄式刀頭之剪毛器

（clipper），不要使用剃刀（shaver）。 

皮膚消毒 5.在沒有使用禁忌的情況下，以含酒精之消

毒劑進行皮膚消毒。 

手
術
後 

維持正常體溫 1.執行全身或半身麻醉且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的手術病人，於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

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

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體溫回復至 36℃以

上。若因以下理由無法主動加溫，則不須

執行本措施： 

─ 因照護需求，需維持低體溫者； 

─ 因麻醉技術上無法控制，如：僅使用周邊

神經阻斷或監控下的麻醉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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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組合式照護措

施 
措施內容 

適當使用預防

性抗生素 

2.手術結束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心臟手術於 48 小時內停用）。 

血糖控制 3.術後 2 日內監測並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

濃度控制低於 180mg/dL；若病人無糖尿病

病史，且手術前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檢

測結果未超過閾值，則手術後第 2 日可不

用持續監測。 

 

一、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依據實證基礎與國內外相關指引、規範或準則，適當使用預防性抗

生素： 

（一）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應於手術劃刀前 1 小時內給予（使用

vancomycin 及 fluoroquinolones者於劃刀前2小時給藥）；

剖腹產可在臍帶結紮切除後立即給予。 

（二）手術結束後 24 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心臟手術

於 48 小時內停用）。 

（三）依據病人之體重或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給予足夠劑量之預防性抗生素。 

（四）考量預防性抗生素之藥物半衰期及失血量（超過1500c.c.），

於術中追加抗生素。如：使用之預防性抗生素半生期為 2

小時，若在給予第一劑抗生素之後 4 小時，手術仍在進行

時，應追加第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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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糖控制：手術前及手術後 2 日內監測並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

濃度控制≦180mg/dL。 

（一）手術前血糖監測以離手術時間最近一次測得之血糖值為

準。 

（二）手術後 2 日血糖監測時間建議以上午 6 時為原則，紀錄當

日第一次測得之血糖值。 

（三）若病人無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檢

測結果未超過閾值，則手術後第 2 日可不用持續監測。 

（四）對於無糖尿病病史之病人，不應為了降低手術部位感染風

險而常規使用胰島素來優化血糖控制。 

三、術前沐浴：請病人於手術前一天以沐浴劑進行全身沐浴 

（一）文獻顯示，使用之沐浴劑是否含抗菌成分對於手術部位感

染發生率之影響並無顯著差異。 

（二）相較於全身沐浴，若只清洗手術部位，對於手術部位感染

發生率之影響並無顯著差異。 

四、不需除毛： 

（一）除非干擾手術進行，應避免手術部位除毛。 

（二）必要時，於手術當日使用拋棄式刀頭之剪毛器（clipper）

除毛，不要使用剃刀（sh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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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膚消毒： 

（一）在沒有使用禁忌的情況下，以含酒精之消毒劑進行皮膚消

毒，且須待消毒劑自然乾燥。 

（二）關於含酒精消毒劑－酒精性 chlorhexidine 與酒精性優碘中，

以何者最優並未釐清。而不含酒精之 chlorhexidine則優於

povidone-iodine。 

六、維持正常體溫： 

（一）執行全身或半身麻醉且手術時間超過 60 分鐘的手術病人，

於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維持正常體溫，或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或結束後 15 分鐘內體溫回復至 36℃以上。 

（二）若因以下理由無法主動加溫，則不須執行本措施： 

－因照護需求，需維持低體溫者； 

－因麻醉技術上無法控制，如：僅使用周邊神經阻斷或監

控下的麻醉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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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 

 

姓名：     病歷號：         出生日期：           性別：    住院日
期： 

   

 基本資料： 

○1 手術日期：   年   月   日（○常規手術、○緊急(急診)手術） 

○2 ASA Score：○1  ○2  ○3  ○4  ○5 

○3 手術傷口等級：○Clean  ○Clean-contaminated ○Contaminated ○Dirty 

○4 糖尿病史：○有 ○無 
○5 術前血糖檢測結果：○≦180mg/dL ○＞180mg/dL ○未檢測 

○6 手術劃刀時間：   時   分－結束時間：   時   分 

         （剖腹產之臍帶夾緊時間：   時   分） 

 組合式照護措施 

措施內容 執行紀錄 

手
術
前 

1.病人於手術前 1 日或當日以沐浴劑進行全
身沐浴 

○有沐浴 ○未沐浴 

2.不需除毛 
○以剃刀剃毛 

○使用剪毛器除毛 
○未除毛 

 
3.劃刀前 60 分鐘內給予第一劑預防性抗生素 

 
請填入抗生素種類： 
○0 Cefazolin Gentamicin Metronidazole 

Vancomycin Fluoroquinolones 其他 

○有給予，給藥種類：    

 給藥時間：  月  日 

                    時  分 

○未給予 

4.在沒有使用禁忌的情況下，以含酒精之消
毒劑進行皮膚消毒 

○有使用 
○未使用， 
 禁忌症： 

手
術
後 

1.手術中主動加溫以維持正常體溫   

加溫措施： 
○有使用 
○須維持低體溫 

○未使用 
 

在麻醉結束前 30 分鐘內或
結束後 15 分鐘內體溫： 

○≧36℃ 
○< 36℃ 

○未紀錄 

2.手術結束後24小時內停止使用預防性抗生
素（心臟手術於術後 48 小時內停用） 

○手術後停止使用 
○手術後繼續使用，最後給予時間： 
     月    日    時    分 

3.術後 2 日內監測並控制血糖，血清葡萄糖
濃度控制低於 180mg/dL 

  

術後第一天： 
○≦180mg/dL  
○＞180mg/dL 

○未檢測 

術後第二天： 

○≦180mg/dL  
○＞180mg/dL 

○得免測 

○未檢測 

 手術後住院期間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 
○否  ○是（手術日期：＿＿年＿＿月＿＿日，重返原因：○出血 ○感染 ○其他） 

 出院日期：＿＿年＿＿月＿＿日（○出院/轉院 ○死亡 ○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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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推廣績效指標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過程面指標（共 10 項） 

1.依相關指引建議時

間，於劃刀前接受預

防性抗生素比率 

依相關指引建議時間，於

劃刀前接受預防性抗生

素之手術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手

術次數 

2.接受小於等於 24 小

時（48 小時*）預防

性抗生素比率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ABG）以 48 小時計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小於

或等於 24 小時（48 小

時）之手術次數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ABG）以接受預防性抗
生素小於等於 48 小時之手
術次數作為分子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之手

術次數（排除術中發現

感染而改為治療性抗生

素的手術次數） 

3.考量預防性抗生素半

衰期，於手術時間內

重新給予預防性抗生

素比率 

手術時間內重新給予預

防性抗生素之手術次數 

接受預防性抗生素且手

術時間超過所用抗生素

之半衰期二倍時間之手

術次數（排除術中發現

感染而改為治療性抗生

素的手術次數） 

4.有執行手術前血糖檢

測比率 

接受手術前血糖檢測之

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5.手術後血糖檢測比率

（POD#1、2） 

*分別計算 POD#1、2 血糖
檢測比率 

手術後接受（POD#1、2）

血糖檢測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排除病人無

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

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

檢測結果皆未超過

180mg/dL，則第 2 日以

後可不用持續監測之手

術次數） 

6.使用剃刀（拋棄式剪

毛器）除毛比率 

*分別計算使用剃刀或拋棄
式刀頭之剪毛器比率 

**剪毛器之定義為「電動除
毛機」 

接受剃刀除毛（拋棄式

剪毛器）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排除不知道

病人於手術前 3 天內是

否有執行除毛之手術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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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分子 分母 

7.手術中有維持正常體

溫之比率 

手術中有主動加溫以維

持正常體溫或在麻醉結

束前 30分鐘內或結束後

15分鐘內體溫有在36℃

以上之手術次數 

手術時間超過 60分鐘之

手術次數 

*分母排除： 

1.因照護需求，需維持低

體溫者 

2.因麻醉技術上無法控

制，如：僅使用周邊神

經阻斷或監控下的麻

醉照護（monitored 

anesthesia care, MAC）

之手術次數 

8.手術前有使用肥皂沐

浴比率 

病人於手術前有使用肥

皂沐浴之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9.於劃刀前使用酒精性

消毒劑進行皮膚消毒

比率 

劃刀前有使用酒精性消

毒劑進行皮膚消毒之手

術次數 

手術次數 

10.手部衛生遵從率及

正確率 

*由醫院定期提報院內參與
單位內醫療照護工作人
員手部衛生稽核情形 

遵從率：實際執行手部

衛生次數 

正確率：正確執行手部

衛生次數 

遵從率：稽核觀察應執

行手部衛生之次數 

正確率：實際執行手部

衛生次數 

結果面指標（共 2 項） 

11.手術部位感染率 接受手術後發生手術部

位感染之手術次數（依

疾管署收案定義） 

手術次數 

12.術後住院期間非計

畫性重返手術室比率 

接受手術後於住院期間

非計畫性重返手術室之

手術次數 

手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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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訓練教材 

一、期刊文獻 

1.趙子傑：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以降低手術部位感染風險。醫療品

質雜誌，2016; 10: 27-32。 

2.楊承憲：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的新發展。醫療品質雜誌，2017; 

11:86-91。 

二、數位學習課程 

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講師 

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措施概

論  

我國「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

合式照護措施」試辦內容、

執行方法，及國際間其他指

引的建議作法 

莊銀清院長

（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柳

營奇美醫院） 

2.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措施之

實證探討_適當使用

預防性抗生素 

1.了解手術預防性抗生素降

低手術後感染之原理。 

2.了解使用手術預防性抗生

素之正確時間點及期程、藥

物選擇及劑量之調整。 

3.常見清淨及清淨污染手術

預防性抗生素使用之實證

探討。 

張峰義教授

（三軍總醫

院） 

3.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措施之

實證探討_手術全期

的血糖控制與體溫

維持 

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的實證策

略介紹－手術全期檢驗與維

持血糖濃度、維持正常體溫 

盧敏吉醫師

（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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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講師 

4.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措施之

實證探討_皮膚準備

（術前沐浴、適當除

毛與皮膚消毒）  

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有關皮膚

準備之實證醫學介紹與探討

－術前沐浴、適當除毛與皮

膚消毒 

丁金聰部主

任（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仁

愛院區） 

5.降低手術部位感染

組合式照護措施之

實證探討_傷口照護 

1.了解何謂手術部位感染  

2以實證文獻說明手術全期

傷口照護策略 

桑潁潁督導

長（臺北榮民

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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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1.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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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2.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探討_適

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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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3.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探討_手

術全期的血糖控制與體溫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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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4.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探討_皮

膚準備（術前沐浴、適當除毛與皮膚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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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5.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之實證探討_傷

口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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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106 年第一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參與醫院執行經驗

分享簡報 

如何整合醫療資訊運用於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分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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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說服院內醫師推動 SSI bundle 之經驗分享 

分享醫院：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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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二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參與醫院執行經驗分享簡報 

  院內推行模式與民眾衛教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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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推行模式與民眾衛教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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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三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講課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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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三次參與醫院交流會議參與醫院執行經驗分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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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產 

分享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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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切除術 

分享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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