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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肺阻塞的簡介 

 

一、肺阻塞的定義 

肺阻塞是不可逆的呼吸道阻塞疾病，其機轉為吸入香菸或

其他有害微粒或氣體引發肺臟及呼吸道慢性發炎。依據目

前的定義要診斷肺阻塞需有肺量計檢查顯示吸入支氣管擴

張劑之後用力呼氣一秒量 / 用力呼氣肺活量 (FEV1/FVC) 

小於 0.7，代表病人有不完全可逆之呼氣氣流阻塞。 

二、肺阻塞的危險因子 

抽菸為肺阻塞最常見最主要的危險因子，其他如有害微粒暴

露、空氣污染、年齡與性別、氣喘或支氣管過度反應及感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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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肺阻塞的診斷、評估 

 

一、診斷 

(一)症狀與病史 

慢性咳嗽、咳痰及慢性且漸進性的呼吸困難，尤其抽菸是高

風險群。 

(二)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包括：須用力吐氣、噘嘴式吐氣方式及吐氣期間發

生喘鳴聲音，與肺氣腫相關徵象為胸廓前後徑增加，與慢性

支氣管炎相關的徵象為聽診時出現痰音。 

(三)肺功能檢查 17007 

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後 FEV1/FVC 比值小於 0.7 表示確有持

續性的呼氣氣流受阻。 

2、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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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肺阻塞治療與處置 

 

1、藥物治療 

(一)穩定期藥物治療 

1.Group A: 單方短效型或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若症狀沒改

善，依進一步藥物治療建議。 

2.Group B: 單方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LABA 或 LAMA)，若

症狀沒改善，依進一步藥物治療建議。 

3.Group C: 單方長效型抗膽鹼支氣管擴張劑(LAMA)，若症

狀沒改善，依進一步藥物治療建議。 

4.Group D: 單方長效型氣管擴張劑(LAMA)，或複方長效型

支氣管擴張劑(LABA+LAMA)，或複方長效性β-2 氣管擴張

劑+吸入性類固醇(LABA+ICS)，若症狀沒改善，依進一步藥

物治療規則。 

5.每個病人除了長效型藥物外，還需要短效型氣管擴張劑供

症狀發作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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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一步藥物治療 

 

2、非藥物治療 

(一)戒菸 

經主治醫師解釋，病人同意戒菸，請會診家醫科，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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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醫科：填寫戒菸服務轉介單至家醫科門診。 

2.門診 /病房：進行戒菸衛教及戒菸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表

(SDM)。 

3.戒菸成功定義：連續六個月未抽菸。 

(二)疫苗 

1.在每年衛福部公告有公費流感疫苗接種期間，經主治醫師

評估需排除對接種流感疫苗有禁忌症的病人。建議病人接受

流感疫苗注射。 

2.若病人不曾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經主治醫師評估需排除

對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有禁忌症的病人。建議病人接受肺炎

鏈球菌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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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養 

BMI<21 營養會診流程如下： 

 

 

 

 

 

  

 

 

 

 

 

BMI <21：  

(1) 門診： 

 主治醫師評估，需要時轉介門診營養諮詢。 

 COPD 個案管理師衛教、追蹤。 

(2)住院： 

 會診營養師給予個別化營養照護，介入衛教與追蹤評值；

完成會診後紀錄於住院營養照護系統。 

 專科護理師與住院護理師共同衛教。 

             

持續監測 

住院 

1. 會診營養師 

2. 專科護理師與住院護理

師共同衛教 

3. 建議兩次體重紀錄 

門診 

1. 主治醫師評估，需要時轉

介門診營養諮詢 

2. COPD 個案管理師衛教、

追蹤 

評估 BMI 

BMI<21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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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肺復原 

1.門診：由肺復原室呼吸治療師執行，每半年由主治醫師評

估臨床症狀是否改善、是否需要繼續肺復原。 

(1)適應症 

 

(2)絕對禁忌症 

 正在活動性出血。 

 SpO2≦88%。 

 TB(正在接受 TB 治療) 

(3)相對禁忌 

 年齡≧80 歲 

(4) 門診肺復原評估 

 肺部疾病的診斷及肺功能測試，以評估病人肺功能屬於阻

塞性或侷限性肺病，最近是否有急性發作過？ 

 運動能力的評估，包括: 心肺運動測試、6 分鐘走路測試。 

 認知功能的測試；如果病人為意識障礙，則不適合執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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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運動。 

 胸腔 X 光檢查；如果病人的呼吸道疾病有傳染疑慮 ( 例

如: 開放性肺結核等)，經醫師判斷尚未控制前不適合執行

肺復健運動。 

 精神狀況的評估；如果病人有精神疾病，須經醫師判斷是

否適合執行肺復健運動。 

 其它共病及長期藥物的控制: 如有不穩定的冠心疾病則

不適合執行肺復健運動。 

 病人意願與家庭支持系統；肺復健治療成效與持續執行時

間有關，如果病人意願不高或無法配合計畫，家庭支持系

統不佳，執行的成效會大打折扣。 

2. 住院：經主治醫師評估病情穩定，建議會診復健科評估。 

3. ICU：急性惡化 2 次/年，經主治醫師評估病情穩定，建議

會診復健科評估。 

4. RCC：正在進行呼吸器脫離階段，經主治醫師評估病情穩

定，建議會診復健科評估。 

(五)氧氣治療 

長期氧氣治療（每天大於 15 小時）對於慢性呼吸衰竭、休

息時嚴重低血氧之肺阻塞病人，已證實可以改善其存活率。

經主治醫師評估建議氧氣治療： 

1. 休息時 PaO2≦55 mmHg 或 SpO2≦88% 。 

2. 休息時 PaO2 介於 56-59 mmHg 或 SpO2 介於 



10 
 

88-90%，合併有肺高壓、心臟衰竭合併肢體水腫、紅血

球過多症（血比容大於 55%）。       

(六)呼吸器 

1.經主治醫師評估，當病人有下列呼吸衰竭情形的任一項，

建議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1)呼吸性酸中毒(pH≦7.35, PaCO2 ≧45mmHg) 。 

(2)嚴重的呼吸困難併有呼吸肌肉疲勞或呼吸功增加的情

形，例如使用到輔助性的呼吸肌肉、胸腹運動不協調或肋間

內陷的情形。 

2.經主治醫師評估，當病人有下列情形時，建議使用侵襲性

正壓呼吸器： 

(1)呼吸衰竭但無法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或治療失敗。 

(2)呼吸停止或心跳停止。 

(3)失去意識或喘不過氣而呼吸器無法驅動。 

(4)意識改變，或鎮靜劑無法有效控制的躁動。 

(5)呼吸道嗆入大量異物。 

(6)無法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7)心跳數小於每分鐘 50 或大於 120 且因此而有意識障礙。 

(8)嚴重血行動力學不穩，對於液體和升壓藥無反應。 

(9)嚴重心室心律不整。 

(10)危急生命的低血氧血症，且無法忍受使用非侵襲性正壓

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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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緩和與安寧 

1. 對於已經進入末期肺阻塞的病人而言，醫療的主要目的並

非治癒疾病，而是減輕症狀、改善生活品質、並且預防

再度發生急性惡化。 

2. 治療性及安寧緩和治療可以同時進行，根據疾病階段以及

病人需求，彈性調整。 

3. 住院期間肺阻塞病患需接受末期臨床指標評估。 

4. 如有符合以下狀況，需召開「緩和家庭諮詢會議」，建議

與病患討論會診安寧共照： 

(1)嚴重肺阻塞合併：非急性發作期，休息或輕微活動即會出

現呼吸急促。 

(2)需要長期氧氣治療。 

(3)需要呼吸器輔助。 

(4)下列指標達兩項或兩項以上，即符合： 

 嚴重肺阻塞 (肺功能檢查：FEV1<30%  pred. )。 

 反覆住院(12 個月內有兩次因肺阻塞惡化住院)。 

 需長期氧氣治療。 

 mMRC 4 分。 

 合併右心衰竭、肺動脈高壓。 

 合併其他狀況：厭食、對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反應不

佳。 

 過去六個月超過六週因肺阻塞使用全身性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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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監測與追蹤 

一、監測 

(一)危險值通報 

符合以下情形，啟動危險值通報： 

肺功能 FEV1<30% 

(二)出院條件 

1.病人可使用 LABA、LAMA 或併用 ICS。 

2.病人吸入型 SABA 使用間隔可大於等於 4 小時。 

3.病人飲食與睡眠狀況佳，不因呼吸困難而中斷。 

4.病人臨床症狀已穩定大於等於 12 小時以上。 

二、追蹤 

(一)出院追蹤 

1.專科護理師協助病人掛號回門診追蹤。 

2.視病情需要建議每年執行肺功能 17007 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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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危險群病人作業規範 

一、心衰竭合併肺水腫 

肺阻塞為何會和心血管疾病有高度的關聯，目前機轉並不是

很確定。但有共同的危險因子，如抽菸、環境中的空氣汙染、

年紀，抗氧化力等。部分學者認為肺阻塞引起的全身性的低

度發炎，可能是造成心臟血管疾病的高盛行率有關，C 反應

性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會增加巨噬細胞吞噬低密度

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加速冠狀動脈粥樣硬化

的形成，進而導致左心功能降低。CRP 為人體內發炎時會上

升的一種蛋白質，常被用來當作發炎反應的指標。而血液中

CRP 的濃度已被證實與呼吸道阻塞的程度有相關。另外，長

期慢性呼吸道阻塞會增加心臟右心室的負荷，進而導致右心

衰竭，稱之(肺心症，cor pulmonale)。目前研究顯示年紀與呼

吸道阻塞的嚴重度是肺阻塞族群中罹心血管疾病的強烈預

測因子。 

(一)臨床表徵與鑑別診斷 

肺阻塞在臨床上與心血管疾病的表現往往極為相似，活動性

氣喘、疲倦或胸悶等常見於肺阻塞或左心臟衰竭之病患。失

償性心臟衰竭(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之病患常合併夜間

咳嗽、陣發性夜間呼吸困難及端坐呼吸等，心臟衰竭若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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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肺水腫時，咳嗽時會帶有粉紅色的泡痰。 

肺阻塞經常咳嗽時有痰，呼吸困難則通常是持續性及漸進性

的。若肺阻塞合併有頸靜脈怒張(jugular vein engorgement)、

雙側下肢水腫，則考慮是否合併右心衰竭。胸部 X 光檢查

在肺阻塞病人，因肺部過度擴張導致心臟有可能呈現較長

窄，所以心臟胸廓比在心臟衰竭的病人仍有可能小於 0.5。

因心臟衰竭亦會影響氧氣交換，故動脈血氧分析在兩者都可

能呈現 PaO2 降低及 PaCO2 的增加。 

(二)檢驗與檢查方法 

排尿胜肽(B-Natriuretic Peptide, BNP) 及Ｎ端 BNP 

(NT-proBNP) 為近年被發現並廣泛應用在鑑別診斷呼吸困

難的原因。BNP 主要是由心室細胞所合成，在心臟衰竭的病

患，因心室擴大、壓力及室壁應力增加，會刺激 pro-BNP 快

速合成及釋放。Pro-BNP 進一步在血液中被分裂成 BNP 及

NT-proBPN。BNP 可以抑制腎臟鈉的再吸收，及增加腎絲球

過濾率來降低體內水分的滯留。BNP 也可作用於血管平滑

肌，降低血管張力而降低心室的前負荷及後負荷，另外 BNP 

也可藉由抑制腎素- 血管增壓素- 醛固酮系統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 來達到降低心

臟負荷的作用。若 BNP < 100pg/ml, 則心臟衰竭的可能性不

高，若 BNP > 500pg/ml, 則要考慮病患是否有急性心臟衰竭

之可能。BNP 介於 100 到 500 pg/ml 之間，則需考慮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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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有肺心症或中度左心室功能降低。但有些因素會影響血

液中 BNP 的濃度，例如 BNP 在老人及腎功能不全者會稍微

偏高，在腎功能不全之患者，BNP 要小於 200 pg/ml 才能排

除心臟衰竭。NT-proBNP 的正常值在 75 歲以上是小於

450pg/ml, 在 75 歲以下的人是小於 125pg/ml。 

目前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及歐洲心臟學會指引（ESC guideline）建議若 BNP<100 pg/ml 

或 NTproBNP<300 pg/ml 的病患，則急性心臟衰竭的可能性

可以排除，而 BNP>500 pg/ml 或 NT-proBNP >1,800 pg/ml，

則是要高度懷疑心臟衰竭的可能，若病患有疑似急性心臟衰

竭的臨床表現及合併有 BNP 或 NT-proBNP 的升高，則建議

要作心臟超音波的檢查。ACC/AHA 學會認為對臥床的病人

呼吸困難若懷疑心臟衰竭，測量 BNP 或 NT-Pro BNP 是 class 

I 的適應症，也可當作慢性心衰竭嚴重度及預後的指標。但

其他心因或非心因性的疾病也可能造成 BPN 及 NTproBNP

的上升，在臨床上使用此指標須小心的鑑別診斷。(三)藥物

治療 

1.ACEI 和 ARB 藥物 

當心衰竭無法耐受 ACEI 的可能副作用如乾咳，ARB 藥物亦

已被證實可減少發病率和死亡率。由於血管緊張素 II

（angiotensin II）可使呼吸道收縮，ACEI 和 ARB 藉由降低

angiotensin II 改善因肺阻塞所造成的呼吸道阻塞。部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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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顯示 ACEI 可減少肺部炎症和肺血管收縮，並改善肺泡膜

的氣體交換。 

2.β1-blocker 

研究顯示有心衰竭和肺阻塞共病症的病人族群中，平均 23 

個月內死亡率沒有使用 selective β1-blocker 的組別中為

31%，而使用 selective β1-blocker 的組別中則減少為 

17%（P <0.001）。然而，β-blocker 普遍被認為可能誘發支

氣管痙攣，使得肺阻塞的心衰竭治療受限。大量證據顯示， 

selective β1-blocker（或稱為 cardioselective β-blocker）可

以安全使用於患有心衰竭的肺阻塞治療而不影響患者肺功

能，同時也不會減弱β2-agonist 藥物的支氣管擴張效果。當

心衰竭和肺阻塞共存時，因為 selective β1-blocker 如

bisoprolol 或 metorprolol 的治療對病患的效益仍大於風險，

因此不應排除這類藥物的使用。 

3.利尿劑 

利尿劑（diuretics）亦已被建議可用於心衰竭以改善體液滯

留。針對嚴重心衰竭則以 loop diuretics 較 thiazide diuretics

更為有效。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antagonists； MRAs）已被建議可用於治療（NYHA 

classII-IV）。MRA 的使用已被證實可以降低死亡率。由於可

能增加腎功能不全者高鉀血症的風險，使用時須密切監測病

人的腎功能及血鉀濃度。第一代的 dihydropyridin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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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ihydropyridine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會抑制心肌的活動，而第二代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亦未能證明有心衰竭治療效益， 因

此，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普遍不建議用於 LVEF 下降的

病人。 

二、高二氧化碳血症 

血中二氧化碳上升由多層因素造成，根據一份早期的研究，

高濃度氧氣可降低每分鐘呼吸量，減少血紅素結合血中二氧

化碳能力(Haldane effect)，增加死腔通氣。其中又以死腔通

氣百分比上升的影響最大。肇因應是過高濃度之氧氣會減少

缺氧性肺動脈血管的收縮，造成肺通氣和血流灌注比惡化。

雖然這一現象久為人知，但近年才有研究佐證適當的氧氣治

療會影響病人預後。在肺阻塞惡化時，必須小心調整給氧方

式(鼻導管給氧或 Venturi mask 給氧)，也要注意病人是否有

因過高的給氧量而導致二氧化碳上升的現象發生。保持動脈

血氧飽和度在 88-92%可以降低動脈血中二氧化碳上升的風

險。 

三、低血氧症 

血中氧氣量不足，組織器官即面臨缺氧，此時呼吸系統和心

血管系統會代償性的增強其功能，造成工作負荷增加，臨床

上可見到病人有呼吸急促或心率過快的表徵。當低血氧症的

情況更嚴重時，即使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努力的代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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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全改善組織器官缺氧的情況。腦是身體中對低血氧最

敏感的器官，因此低血氧時會出現許多神經學症狀。 

(一)評估 

1.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 

輕度低血氧 PaO2 ≧60mmHg 

中度低血氧 PaO2 40-60mmHg 

嚴重低血氧 PaO2 ≦40mmHg 

2. 脈搏血氧監測：SpO2≦88%為低血氧。 

(二)氧氣治療 

以何種方式給予氧氣目前並無定論。一般可先從 24-28%氧氣

面罩或是鼻導管給予，再依實際動脈血氧飽和度結果調整氧

氣濃度或流量。氧氣治療得目標維持 SpO2 88-92% ，若病人

臨床狀況未進步，應在 30-60 分鐘後追蹤動脈血氧氣分析，

若 pH ≧ 7.35，則暫不考慮使用呼吸器。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給氧裝置： 

1.鼻導管(nasal prong)：給氧氣 1-5 L/min，預估之吸入氧氣濃

度: 20% + [4*每分鐘氧氣流速(liter/min)]，吸入氧氣濃度受呼

吸速率和潮氣量及吸氣流速影響。 

2.Venturi mask：混合氧氣和空氣，產生之流速大，故吸入氧

氣濃度穩定。典型氧氣濃度 24-40%，目前是肺阻塞惡化時

氧氣治療的首選。 

3. 面罩(face mask)：5-10 L/min 的氧氣流速下可提供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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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濃度。吸入氧氣濃度受呼吸速率及潮氣量影響，病人較

常感到不舒服。適用於僅經口呼吸的病人。 

4. 未重吸面罩(non-rebreathing mask)：有一儲存氣囊，可使

吸入氧氣濃度高達 90%。但動脈血中二氧化碳上升的風險較

高。 

5. 高流速鼻導管(high flow nasal cannula)：流速大且吸入氧

氣濃度穩定且病人感覺舒服，唯費用較高。 

(三)氧氣治療失敗的徵兆 

1.經積極藥物及氧氣治療而症狀持續未進步。 

2.動脈血酸鹼值 pH < 7.35。 

3. 動脈血中二氧化碳分壓 PaCO2 >45 mmg。 

(四)長期氧氣治療 

長期氧氣治療（每天大於 15 小時）對於慢性呼吸衰竭、休

息時嚴重低血氧之肺阻塞病人，已證實可以改善其存活率。

經主治醫師評估建議氧氣治療： 

1.休息時 PaO2≦55 mmHg 或 SpO2≦88% 。 

休息時 PaO2 介於 56-59 mmHg 或 SpO2 介於 88-90%，合

併有肺高壓、心臟衰竭合併肢體水腫、紅血球過多症（血比

容大於 55%）。    

三、呼吸器 

(一)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經主治醫師評估，當病人有下列呼吸衰竭情形的任一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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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1.呼吸性酸中毒(pH≦7.35, PaCO2 ≧45mmHg) 。 

2.嚴重的呼吸困難併有呼吸肌肉疲勞或呼吸功增加的情形，

例如使用到輔助性的呼吸肌肉、胸腹運動不協調或肋間內陷

的情形。 

(二)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經主治醫師評估，當病人有下列情形時，建議使用侵襲性正

壓呼吸器： 

1.呼吸衰竭但無法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或治療失敗。 

2.呼吸停止或心跳停止。 

3.失去意識或喘不過氣而呼吸器無法驅動。 

4.意識改變，或鎮靜劑無法有效控制的躁動。 

5.呼吸道嗆入大量異物。 

3、無法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4、心跳數小於每分鐘 50 或大於 120 且因此而有意識障礙。 

5、嚴重血行動力學不穩，對於液體和升壓藥無反應。 

6.嚴重心室心律不整。 

7.危急生命的低血氧血症，且無法忍受使用非侵襲性正壓呼

吸器。 

四、肺阻塞急性惡化而急診或或住院 

肺阻塞的急性惡化是指異於平常呼吸道症狀的加劇，如痰量

增加、咳嗽或喘的加劇，通常會導致使用的藥物改變甚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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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由於惡化會嚴重影響病人預後，因此無論預防或治療均

十分重要。據文獻統計，肺阻塞病人因惡化而住院者，在未

來三至四年內的死亡率近 50%。 

肺阻塞惡化的原因有多項，一半以上是由細菌或病毒感染造

成，但有相當部分是因過敏，甚至不明原因。此外，病人也

可能因非呼吸道因素而惡化， 如心衰竭、肺栓塞、氣胸等。

有關急性惡化的藥物處理，除支氣管擴張劑外，主要是類固

醇和抗生素。至於非呼吸道因素之惡化的處理，依不同原因

而有差異，心衰竭以利尿劑、血管擴張劑、強心劑為主； 

肺栓塞以抗凝血劑及血栓溶解劑為主；氣胸則依嚴重狀況可

能需以胸管引流或手術治療。但不同原因之肺阻塞惡化處理

的共同點，就是對缺氧狀態給予適度氧氣治療，嚴重的病人

則需要考慮機械通氣治療。根據最近西班牙的研究報告，50% 

肺阻塞惡化的病人有缺氧情形，57%的病人動脈血中二氧化

碳分壓大於 45mmHg。足見氧氣治療對於肺阻塞惡化病人的

重要性。 

(一)臨床檢查 

1.全血球計數 

肺阻塞急性惡化時，可考慮做全血球計數檢查，其中嗜酸性

球之高低可能可以作為吸入性類固醇治療選擇之參考。(證據

等級 2B) 

2.脈搏血氧監測/動脈血液氣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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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阻塞急性惡化時，可以使用動脈血液氣體分析或脈搏血氧

監測作為作為氧氣治療及呼吸器治療之參考。(證據等級 1C) 

3.痰液檢查 

肺阻塞急性惡化懷疑有感染時，可以執行痰液檢查作為抗生

素用藥參考。(證據等級 2C) 

4.胸腔影像檢查 

肺阻塞急性惡化時，可以使用胸腔 X 光檢查來排除肺阻塞以 

外之胸部顯著疾病。(證據等級 1B) 

5.肺功能評估 

肺阻塞急性惡化期肺功能檢查執行困難，且可能不準確， 

不建議常規執行。(證據等級 1C) 

(二)治療 

1.支氣管擴張劑 

短效吸入型乙二型交感神經刺激劑 (或與短效抗膽鹼藥物合

併使用) 可以用於治療肺阻塞急性惡化。(證據等級 1C) 

2.類固醇 

肺阻塞急性惡化時建議使用全身性類固醇，可縮短恢復時

間，改善肺功能及低血氧血症並降低早期復發、治療失敗及 

長期住院治療的風險。(證據等級 1B) 

低劑量的全身性類固醇即可達到改善肺阻塞惡化風險。(證據

等級 2B) 

3.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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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同時出現呼吸困難、痰量增加、膿痰增加，建議使用抗 

生素。(證據等級 1B) 

病人出現膿痰增加合併有呼吸困難或痰量增加，建議使用抗

生素。(證據等級 1C) 

4.氧氣治療 

針對肺阻塞急性惡化的病人，當血氧飽和度低於 88%時，建 

議需使用氧氣治療。(證據等級 1B) 

5.非侵襲性呼吸器 

使用非侵襲性陽壓呼吸器治療可以減少惡化期肺阻塞的住

院時間，尤其是出現呼吸酸中毒的病人，非侵襲性陽壓呼吸

器治療的使用更可以明顯減少住院時間。(證據等級 2B) 

當肺阻塞的病人出現呼吸性酸中毒，或是出現嚴重的呼吸困

難，建議使用非侵襲性陽壓呼吸器來治療，可以減少肺阻塞

急性發作的住院時間，併可降低因為急性發作導致的插管率

與死亡率。(證據等級 1B) 

6.侵襲性呼吸器 

肺阻塞病人使用侵襲性呼吸器，若是拔管失敗的病人，建議

可以先使用非侵襲性陽壓呼吸器來協助脫離呼吸器，此種方

式可以預防重新插管，並降低死亡率。(證據等級 2B) 

7.肺復原 

肺復健治療可以縮短住院天數，減少因為急性發作而導致死

亡的比例，同時使得下一次因為急性發作而需要再住院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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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降。(證據等級 1B) 

出院後 48 小時內接受肺復健治療包括肌肉的伸展以及中到

高強度的運動訓練，比起住院當下立即接受治療的病人，較

能使得下一次因為急性發作而需要再住院的比例下降。(證據

等級 2B) 

(三)肺阻塞急性惡化出院的條件 

1.可使用 LABA、LAMA 或併用 ICS。 

2.吸入型 SABA 使用頻率可在 4 小時以上。 

3.病人行走能力良好，能橫越病房。 

4.病人吃得好，睡得好，不因呼吸困難而中斷。 

5.病人已穩定無症狀 12-24 小時。 

6.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穩定 12-24 小時。 

7.病人或居家照顧者已完全了解正確的用藥方法。 

8.已安排好追蹤治療及居家照顧者(如居家護理人員、氧氣、

三餐供應)。 

9.病人家屬及醫師都相信病人在家能得到成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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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作業常規 

 

一、動脈血義氣體分析 

(一)目的 

動脈血液氣體（arterial blood gas，簡稱 ABG）分析係抽取病

人的動脈血液，進行實驗室檢查，分析其中動脈血液氣體成

分之步驟。 

(二)適應症 

1.呼吸系統疾病合併明顯呼吸困難症狀者。 

2.懷疑血液酸鹼值異常者（如懷疑有代謝性酸中毒者）。 

3.意識不清懷疑 ABG 有異常，特別是高二氧化碳血症

(hypercapnia)者。 

4.重症病人接受氧氣治療及呼吸器支持時，需經常進行本檢

查以瞭解此治療之必要性以及可降低性。 

(三)禁忌症 

1.出血傾向。 

2.抽血部位動脈創傷。 

3.抽血部位患有嚴重周邊血管疾病。 

4.抽血部位感染。 

5.抽血部位不易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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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備物 

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棉球或棉棒、外科手

術口罩、手套、冰塊（置於塑膠瓶內）、針頭（抽動脈血用）、

注射器（syringe，1~5 ml 均可）。 

(五)作業步驟 

1.實施前準備： 

(1)向病患及家屬解釋檢查過程、目的及可能發生之併發症。 

(2)病史詢問：有無吸菸習慣、周邊血管疾患、肝病或任何會

引起血液凝固異常疾患。 

(3)檢視病患的生化及與凝血機能有關的檢查結果。 

2.實施步驟： 

(1)操作者先洗手，及戴外科手術口罩。 

(2)觸摸擬穿刺動脈之脈動。 

(3)若擬穿刺橈動脈則需施行 Allen’s 試驗。 

A.令受檢者將受檢的手緊握成拳。 

B.施檢者以手指施壓於受檢者的受檢手腕，壓迫並同時阻斷

橈動脈與尺動脈的血流。 

C.受檢者將受檢手放鬆，但不可完全伸直，此時，可見該手

手掌與手指呈現蒼白。 

D.施檢者放鬆對尺動脈之壓迫（橈動脈仍受壓迫），觀察受

檢者受檢手的手掌與手指能否在 15 秒內發紅。 

E.若在 15 秒內發紅，則是 Allen’s 試驗陽性，反之則為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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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Allen’s 試驗陽性者，方可在其橈動脈進行穿刺抽血。 

(4)以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消毒擬針刺部位

的皮膚，採環狀方式由內往外消毒，使優碘或碘酒至少停留

2 分鐘，以達消毒效果。檢視是否有皮膚疹或其它異常（若

有，則另尋其它合適部位）。 

(5)皮膚穿刺及以下步驟，均以無菌技術操作。 

(6)施檢者以一手觸摸受檢者受檢動脈的脈搏；另一手持空

針，針頭保持與動脈平行，二者形成的角度愈小愈好，或針

頭垂直動脈，針頭刺穿皮膚後，朝動脈推進，若見針頭後方

（或針筒前方）有血，表示針頭已進入動脈；若懷疑穿透動

脈，則緩緩回拉針頭，直至針頭後方見血，或重新進行穿刺。 

(7)回抽動脈血 1~4c.c.（視需要而定），抽出針頭並用力壓迫

動脈穿刺處至少兩分鐘。 

(8)排除氣泡，立即至血液氣體分析儀處分析檢體，並埋入冰

中暫時保存。 

(六)注意事項、實施後處置（含併發症或異常狀況處理） 

1.併發症處理： 

(1)血管痙攣： 

A.觀察與檢視手掌與手指的顏色及溫度。 

B.通常是暫時性，並無大礙。 

(2)出血並在動脈周圍形成血塊：觀察與檢視針刺部位的腫起

是否繼續惡化，若有， 則繼續壓迫動脈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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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觀察與檢視針刺部位皮膚是否有紅、腫、熱、痛等

發炎現象。 

(4)動脈阻斷(arterial occlusion)： 

A.若針刺動脈有適當的側枝循環則不易發生，橈動脈以外的

動脈針刺要小心。 

B.嚴重會造成組織壞死與喪失。 

C.找出引起動脈阻斷的原因並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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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管插管術 

(一)目的 

維持呼吸道通暢、保護呼吸道使免於塌陷或狹窄阻塞、提供

清除氣管和支氣管內分泌物的途徑或是呼吸機能不全情況

下，用來連接機械性呼吸器作呼吸支持用。 

(二)適應症 

1.維持呼吸道暢通。 

2.供給正壓換氣，及穩定高濃度氧氣。 

(三)禁忌症 

1.困難插管者（嘴巴張不開，頸部僵硬）。 

2.頸椎受傷者。 

(四)備物 

外科手術口罩、隔離衣、手套、護目鏡或防護面罩、氣管插

管、插管金屬通條、喉頭鏡前端葉片、人工復甦器(ambu)。 

(五)作業步驟 

氣管插管可經由四個途徑即經口、經鼻、經喉以及經氣管切

開。操作者應先洗手，穿戴外科手術口罩、隔離衣及手套，

可配戴護目鏡或防護面罩。 

1.經口途徑： 

(1)將病人的頭部適當地擺好後，經口放入喉頭鏡，當看到會

厭軟骨及聲門後，先將內部含有金屬通條的氣管插管外面抹

上潤滑劑凍膏後，在目鏡下通過聲門放入氣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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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出喉頭鏡及氣管插管內通條後，用聽診器確定兩側肺部

呼吸音均正常後，可用膠布或繩帶固定插管，再利用小膠布

或色筆在插管近端做上記號，避免氣管插管過度滑入氣管

內。 

(3)完成氣管插管後，應儘速除去氣管及支氣管內分泌物，並

接上換氣來源，如有需要時可將氣囊(cuff)充氣後再聯接到人

工呼吸器。 

(4)立即照胸部 X 光，確定氣管插管位置適當。 

2.經鼻途徑： 

(1)先將局部麻醉（如 Xylocaine）凍膠或其他潤滑用藥膏塗

抹於氣管插管外面後，將氣管插管經由一側鼻口放入。 

(2)在通過鼻腔及鼻咽抵達口咽部後，再下達到喉頭，經聲門

進入氣管內，利用目鏡下直接推入聲門內，或用鉗子夾住插

管放入聲門。 

3.環狀甲狀軟骨切開術、喉切開術： 

利用穿刺或切開皮膚及環狀甲狀軟骨膜，進入喉頭內再行插

管，通常為插管困難或緊急救命時所採用。 

4.氣管切開術：在氣管上製造一個開口後再行氣管插管。 

(1) 注意事項、實施後處置（含併發症或異常狀況處理） 

1.換氣來源在進入氣管前宜先給予溫濕處理，避免氣道過度

乾燥。 

2.若病人意識清楚時，做氣管插管時應給予適當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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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儘可能採用口徑較大（7-8 號）的氣管插管。 

4.如需使用氣囊(cuff)充氣時，特別注意內部壓力。 

5.做完氣管插管後，要照一張 X 光片以確定氣管插管正確位

置，避免一側插管或過度插入。 

6.氣管插管時間不宜太久，若無法順利插入應立即取出，先

給予換氣後再重新開始。 

7.嘗試氣管插管三次後，仍未完成插管動作，應啟動麻醉科

支援困難插管作業。 

對於困難插管者可評估緊急外科或耳鼻喉科支援氣切造口

術。 

(2) 確認氣管內管拔管時機後之步驟及注意事項： 

1.向病患解釋拔管程序，給予病患氧氣與通氣。 

2.抽吸氣管和口咽的痰液，移除膠帶或氣管接合處。 

3.將氣囊洩氣。 

4.在吸氣末當病人要咳嗽時移除氣管內管。 

5.抽吸口咽部後給予氧氣。 

6.確認病人有無呼吸困難、低血氧或喘鳴音，並依照指示治

療。 

7.監測生命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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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管造口術 

(一)目的 

維持呼吸道之暢通，減少喉頭潰瘍及呼吸道阻力，改善病人

溝通能力及護理照護品質。 

(二)適應症 

1.無法解除之上呼吸道阻塞。 

2.需要長期使用人工呼吸器。 

3.保護呼吸道。 

4.需呼吸道路徑藉以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5.避免經喉頭插管之併發症。 

6.增進病人舒適。 

7.輔助加護病房內外之病人照護。 

8.增加病人安全維護。 

(三)禁忌症：嚴重血液方面疾病。  

(四)備物 

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棉球或棉棒、外科手

術口罩、髮帽、手術衣、手套、刀柄、刀片、鑷子、組織剪、

皮鉤、止血鉗、氣切套管、Y 紗、抽吸管、縫合包。 

(五)作業步驟 

1.除非緊急狀況，手術前，應檢查病患是否有出血傾向。 

2.手術前不可給予壓抑制呼吸道之藥物，並告知病人術後將

無法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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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擺位：病人肩膀提高並將頭部儘量向後仰，儘量將喉部及

氣管上部位置暴露出來。考慮於術前 30~60 分鐘針對皮膚之

病原菌投與預防性之抗生素。 

4.操作者戴外科手術口罩、髮帽並依外科無菌技術刷手，穿

戴無菌手術衣及無菌手套。 

5.從下頜(chin)至鎖骨下部位之皮膚應接受充分消毒。消毒前

應去除多餘之毛髮，再以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

消毒皮膚，採環狀方式由內往外消毒，使優碘或碘酒停留 2

分鐘，以達消毒效果。在第二至第四個氣管環(tracheal ring)

處之頸部皮膚橫切 2-3 公分的傷口，避免切入皮膚過深以防

造成甲狀腺峽(thyroid isthmus)以及頸靜脈之裂傷。 

6.分開組織以及 plastysma 肌，找出甲狀腺與氣管。使用吸管

(sucker)在切開氣管時馬上吸引氣管內之分泌物。由第 2 至第

4 氣管環切開氣管，並插入氣切管。 

7.止血後，再以無菌 Y 型紗布墊於套管之下，氣管旁之皮膚

需縫合，以防止套管滑落。套管之固定帶於頸側確實打結，

以防止套管在病人低頭或咳嗽時滑出。 

(六)注意事項、實施後處置（含併發症或異常狀況處理） 

1.手術時併發症包括：食道、喉道神經或大血管之傷害；單

側或雙側氣胸，在氣管或氣切管阻塞時較易發生；呼吸停止

或低血壓，在血中二氧化碳急劇下降時易發生；心跳停止。 

2.術後併發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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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管狹窄，肉芽腫組織引起。 

(2)氣管軟化。 

(3)氣管-頸動脈瘻管。 

(4)氣管食道瘻管。 

(5)大血管糜爛。 

(6)肺氣腫。 

(7)感染。 

(8)肺膨脹不全(atelectasis)：氣切管過長，觸及主支氣管所致。 

3.術後照顧： 

(1)主動注意病人呼吸等問題。 

(2)氣切套管之固定帶需鬆緊適當。 

(3)非必要時勿使用套管氣囊，避免過度充氣以免傷害氣管。 

(4)套管之內管需每日清洗，外管則每週至少更換一次。 

(5)經常觀察病人，以無菌柔軟導管抽痰，但不宜過於頻繁，

每次不可超過 5 秒。 

(七)確認氣管切管拔除時機後之拔除步驟及注意事項： 

1.移除氣囊：先將固定氣切管的帶子解開，以 10cc 的空針抽

出氣管切管氣囊中的空氣或水；或以剪刀將氣囊線剪斷。 

2.移除氣切管：將氣切管順著氣切管彎度緩緩往外拔出。 

3.記錄拔除日期和時間，密切監測患者血氧濃度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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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胸管置入術 

(一)目的 

移除肋膜及胸壁肋膜間不應存在之物質，例如：空氣（氣胸

pneumothorax）、血液（血胸 hemothorax），積膿（膿胸

pyothorax）、乳糜液（乳糜胸 chylothorax）或過多的水分（水

胸 hydrothorax）時，以免壓迫肺臟及縱膈腔。 

(二)適應症 

1.氣胸，包括自發性、開放性、壓迫性、外傷性、醫源性。 

2.血胸。 

3.肋膜腔積膿。 

4.肋膜腔積水。 

5.乳糜胸。 

手術後引流。 

(三)禁忌症 

1.凝血機能不全。 

2.嚴重肋膜腔粘黏。 

(四)備物 

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棉球或棉棒、外科手

術口罩、髮帽、手術衣、手套、胸管、手術用之器械（胸管

插入包）、引流瓶、連接管、10ml 針筒、局部麻醉劑、紗布、

布膠。 

(五)作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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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胸管置入術前，先向病患解釋原因及必要性，大致上

的步驟及可能併發症，以及可能替代方式後，取得病人告知

後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方可進行。檢視病人之胸部 X 光

片或電腦斷層影像，了解肋膜腔情況，並決定胸管大小及插

入位置。 

2.除非緊急狀況，否則置放胸管前，應檢查病患是否有出血

傾向。 

3.選擇胸管的大小 

(1)依患者的年齡、身材大小及所需引流的對象，選擇 18 號

至 40 號不等。 

(2)胸管應為稍硬但可彎曲的硬度。 

(3)胸管本身對肋膜的刺激應儘可能達到最少。 

4.選擇插入胸管的位置 

(1)針對水胸、血胸或氣胸，從前或中腋窩線第三到第七肋間

置入胸管。 

(2)針對侷限性(localized)血、氣胸，先以超音波定位後，由氣、

血胸處較低肋間置入。 

5.胸管插入之步驟：進行操作程序前，備齊所有必須設備及

引流設備。 

(1)操作者先以消毒劑（如 4% Chlorhexidine gluconate）洗手，

穿戴外科手術口罩、髮帽、無菌手術衣及無菌手套。 

(2)操作前應由執行醫師發起「TIME OUT」，技術員或護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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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念出病人姓名，再由執行醫師口述病人之侵入性處置名

稱、插管部位及患側、器械是否準備妥當、有無應注意之特

殊狀況，並與技術員或護理人員共同確認無誤後，並於「侵

入性檢查(治療)病人、部位及程序辨識紀錄單」依序確認簽

章後，始可進行插管。 

(3)以消毒劑（優碘或碘酒及 70-75%酒精）對定位點周圍 15

公分作消毒，採環狀方式由內往外消毒，優碘或碘酒，至少

停留 2 分鐘，以達消毒效果。洞巾覆蓋手術部位，通常以局

部麻醉作為胸管插入麻醉方式。局部麻醉除對皮下進行浸潤

性注射外，也必須對肋膜壁層作浸潤性麻醉，可利用空針刺

入肋膜確定胸管插入的適當位置。 

(4)麻醉完成後，在皮膚上作一個 2 公分切口，以器械作鈍式

組織分離(blunt dissection)，經過的路徑必須從肋骨上緣，避

免傷及神經和血管。皮膚切口最好位於胸管置入的下一個肋

間，以便做出一個斜的路徑，可在胸管拔除後，得到較好閉

合，以避免漏氣。 

(5)置入胸管後，以鉗子夾住阻斷空氣流通，以縫線將插入傷

口沿胸管周圍縫合，並將胸管接往引流設備後放開鉗子，進

行引流並確立引流設備正常運作。 

(6)進行胸部Ｘ光檢查。 

(六)注意事項、實施後處置（含併發症或異常狀況處理） 

1.擺入胸管後，必須將胸管接引流管再接到有水下引流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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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瓶(under water sealed bottle)。 

2.確定胸管是否置於適當位置，在擺入胸管後儘早作胸部 X

光檢查，以確定胸管的位置恰當與否。 

3.術後十二小時內仔細檢查胸管引流物，是否造成血胸等合

併症發生。 

(七)確認胸管拔除時機後之拔除步驟及注意事項： 

1.練習深吸氣後閉氣的運動，內心默數 1-5 秒。 

2.拔管前先深呼吸兩次，第三次深吸氣後閉氣，此時拔管。

這樣可預防管子拔出時將空氣吸回肋膜腔內。 

3.傷口以凡士林紗布覆蓋以避免空氣滲漏，並以寬膠布固

定。48 小時候才能移除紗布。 

4.拔管後 4 小時照一張胸部Ｘ光片，以了解拔管後胸腔情形。 

5.衛教病患如有胸痛或呼吸困難須立即告知醫護人員，有可

能是氣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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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末期病人不予或撤除維生醫療作業 

(一)目的 

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為妥善處理末期病人不予或撤除維

生醫療相關作業，特訂定末期病人不予或撤除維生醫療作業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範圍 

1.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

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2.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

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

臟人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

為。 

3.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

而只能延長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三) 說明 

1.依「病人權利與義務」，維護醫療自主權，醫師對不可治癒

之末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

療或急救，僅提供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支持性醫療

照護措施。 

2.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 

(1)徵詢時機：當生命末期病人罹患嚴重傷病，經兩位醫師診

斷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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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者。 

(2)意願徵詢作業流程： 

 主治醫師向病人或其家屬詳細解釋病情，並徵詢對臨終照

護的意願。 

 主治醫師提供「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徵詢書」一式

兩份，由病人或家屬簽收，並將病人或其家屬所表達之意

願記載於病歷。 

3.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撤除維生醫療，應符合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第七條之規定，如下述： 

(1)應由兩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2)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

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

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 

(3)第一點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4)末期病人無簽署意願書且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尤

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

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

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

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前述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配偶。 

 成年子女、孫子女。 

 父母。 



41 
 

 兄弟姐妹。 

 祖父母。 

 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一親等直系姻親。 

(5)末期病人符合第 1 至 4 點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

撤除。 

(6)前述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

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 4 點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

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

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4.醫療團隊依經與病人、家屬完善溝通，依循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進行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簽

署文書依病人情形請參考流程圖說明。 

5.病人於診療期間，經醫護團隊評估病人之疾病已發展至末

期，在不斷的與病人家屬達成治療方式的共識時，依病人病

況，在確認病人已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

意願書」或病人家屬已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及

「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方得以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

生醫療。 

6.經醫療團隊判斷病人意識無法清楚表達，且無醫療委任代

理人，而且是在使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所述之維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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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情形下，於醫護團隊病情解釋及後續處置之說明，由本

院醫療團隊兩位專科醫師填具「末期病人終止或撤除維生醫

療同意書」交由符合條例第七條之在場家屬簽妥後，醫療團

隊方得以提供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之服務。 

7.所簽署之意願書及同意書於簽署內容完備後立即並永久生

效。失效情形僅於病人提出簽署完備之「撤回預立安寧緩和

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聲明書」；如為家屬簽署相關同意書則

需提出簽署完備之撤回聲明文件。法律效力須符合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 

8.病人有意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須出具簽署完整之「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

療抉擇聲明書」；家屬有意撤回「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時，需出具『撤回「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聲明書』；

家屬有意撤回「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時，需出具『撤回

「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聲明書』；家屬有意撤回「末期

病人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同意書」時，需出具『撤回「末期

病人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同意書」聲明書』。 

9.上述病人於「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已勾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病人昏迷時，家屬簽署「不

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後，得於病人手圈上註記「DNR」

字體，以利臨床辨識用。 

10.上述意願書、同意書或聲明書簽署後，由醫療團隊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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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訊系統註記。 

11.意願書簽署需為一式兩份，如要進行健保卡註記可由本院

社工室代為寄送，如為就醫之病人一份歸檔病歷，一份先由

社工室進行健保卡註記作業。 

(四)使用表單 

1.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編號：

CS18-5）。 

2. 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聲明書（編號：

CS18-5）。 

3.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編號：CS18-5）。 

4. 撤回「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聲明書（編號：CS18-5）。 

5. 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編號：CS18-5）。 

6. 撤回「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聲明書。 

7. 末期病人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同意書 

8. 撤回「末期病人終止或撤除維生醫療同意書」聲明書。 

9. 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編號：CS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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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腦斷層導引穿刺術標準作業程序 

(一)目的 

了解電腦斷層導引抽吸穿刺術標準作業，協助病人順利完成

檢查。 

(二)範圍 

電腦斷層導引穿刺術(包含穿刺切片、消融、定位)之所有病

人。 

(三) 說明 

1. 檢查目的 

在電腦斷層導引下進行肺臟病灶的穿刺，使用組織切片針來

割取一條組織做病理檢查；或吸取液體接受細胞培養檢查。

臨床上用於鑑別腫瘤良惡性或感染源確定。 

2. 禁忌症 

(1)沒有安全穿刺病灶之路徑。 

(2)有出血傾向及血液凝固異常的疾病。 

(3)抗凝劑治療未停藥一周者。 

(4)無法配合術前肺功能(至少需半年內報告)檢測者。 

(5)無 3 個月內胸腔電腦斷層者。 

(6)呼吸喘，但無法只使用鼻導管供氧者。 

(7)未處理的胸腔內嚴重積液及氣胸。 

(8)活動性肺結核或全身性感染問題治療中。 

(9)疥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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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查前病人之準備 

(1)醫師應向病人說明檢查目的、過程及可能的併發症，並簽

署檢查同意書。 

(2)更換檢查衣。 

4. 檢查用物 

(1)皮膚消毒用物：2% Tr-Iodine 及 75%Alcohol 大棉棒各沾三

支。 

(2)藥物：2% Xylocaine、10%福馬林液、Patent blue、Fentanyl、

Dormicum、Dynastat 40mg/vial inj。 

(3)無菌眼洞、無菌手套、4×4 紗布、無菌濾紙、病理檢體瓶。 

(4)穿刺用物：空針、刀片、組織切片針、spinal needle、定位

針。 

(5)傷口用物：軟膏、棉棒、2×2 紗布、膠布。 

(6)視需要使用 Cytology 試管（試管內放 9:1 的抗凝劑）或細

菌培養試管。 

5. 檢查步驟 

(1)核對檢查單及病人辨識，確認病人及檢查部位正確後，護

理人員於檢體標籤貼上檢體送驗日期、病歷號碼、病人姓

名、檢體名稱，並貼妥於檢體容器上。 

(2)核對是否填妥檢查同意書，並解釋檢查過程。 

(3)協助病人上檢查台及確定擺位。 

(4)穿刺部位皮膚消毒，舖上無菌洞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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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穿刺部位注射局部麻醉劑 2% Xylocaine(，或視消融治療部

位需要，靜脈施打 Fentanyl 或 Dormicum)。 

(6)以電腦斷層確定病灶部位穿刺角度深度後進行穿刺至病

灶部位: 

 切片: 以組織切片針割取一條組織，將組織刮下以無菌濾

紙包覆，再放入裝有 10%福馬林液容器中（瓶身已黏貼檢

驗標籤），醫師在電腦斷層導引下進行抽吸，以組織切片

針抽取細胞學檢體，檢體放置於 Cytology 試管（試管內

放 9:1 的抗凝劑），或細菌培養試管。 

 GGO 定位:以 spinal needle 穿刺至病灶部位後，(放置穿刺

內針 hook 及)施打 Patent blue 0.2ml 

 消融:穿刺至消融，依照腫瘤大小及消融針種類進行消融。 

(7)電腦斷層掃描確定檢查或治療結果，及確定是否有氣/血胸

等合併症。 

(8)傷口塗擦軟膏，以 2×2 紗布覆蓋傷口，用膠布緊密黏貼，

耗材計價。 

(9)檢查結束，醫師和護理人員將檢體及檢驗單核對正確後，

於封條上簽名（醫師與護理師），並將封條貼在檢體容器封

口處，且封條與檢體標籤須有重疊，但不可遮到檢體標籤上

的資料。 

(10)將採檢日期、病歷號碼、姓名、件數、科別及送檢者填

寫於「病理組織及病理細胞送檢登記本上」，立即請傳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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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收取檢體。 

(11)與傳送人員核對檢體件數正確後，將檢體及登記本一同

放入檢體盒內上鎖。 

(12)傳送人員送檢前需於『HIS 系統』之『病理檢體傳送系

統』先行刷碼登錄後，自傳送人員刷點到解剖病理科回覆應

於 30 分鐘內完成。 

(13)清洗器械，整理環境。 

6.檢查後病人注意事項： 

(1)檢查後患側加壓四小時或保持平躺姿勢四小時。 

(2)檢查一周內勿提重物。 

(3)傷口保持乾燥及換藥。 

(4)告知穿刺傷口可能有輕微瘀痕為正常現象。 

(5)若傷口有滲血或劇烈疼痛、呼吸困難等情況，請隨時告知

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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