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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條合適的 
靜脈與導管 01 



Risk management 

• 目的在將可避免的風險、成本及損失極小化  

• 優先處理對病人影響最大及合併症發生機率
最高的事件，再處理風險相對較低的事件  



Risk Assessment 

合併症發生概率Probability/likelihood of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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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Medium High 

紅色代表高危險性的，需
要發展風險管理計畫，對
於可能的風險因子要仔細
評估與決策 

黃色代表不確定的，需
要依臨床病人狀況判斷
為主，不一定需要發展
風險管理計畫 

綠色代表安全，不需要
發展風險管理計畫 



病人 

醫療團隊 家屬/照顧者 

在開始治療之初，醫療團隊即應與病人、家屬/照顧者溝通與說明 
這是一個合作的過程，以優先考量血管健康和保存為前提 

(Gorski, et al., 
2021) 

「選擇一條合適靜脈通道」是決定治療方針後首要任務 
血管評估/靜脈導管選擇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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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畫 

病人的意願 

社會支持與自我照顧 

病人身體評估 

(Camp-soorell & Matery, 2017；Gorski,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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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計畫 

藥物種類 
Drug characteristic 

起疱性（vesicant）或刺激性（irritant）藥物 

酸鹼值<5或>9 

葡萄糖濃度>10%、蛋白質濃度>5% 

滲透壓>900 mOsm/L 

治療期間>1個月 

病人治療輸注方案複雜性高（多次輸注） 

曾經使用超音波引導置入周邊靜脈失敗或困難者 

輸液期間和複雜性
Duration and Complexity 



周邊循環：評估周邊血
管循環狀況，是否有感
覺異常或肢體腫脹，例：
乳房/腫瘤切除術、淋
巴結廓清術（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 

皮膚完整性：評估是否
有現存傷口、感染、血
栓、手術，或放射線治
療部位皮膚狀況等 

肥胖：是否造成靜
脈難以辨識或觸摸 

過去病史：評估過去靜
脈穿刺病史、機械性併
發症風險、手臂或肩膀
曾受傷或手術等 

裝有心臟節律器的
病人：需考慮放置
中心靜脈導管的位
置（最好是對側），
但若必須選擇同側
時，PICC是最安全
的選擇 

02 病人身體評估 



02 病人身體評估 

1. 若病人有以下狀況，應考慮中心靜脈導管： 

 治療期間>7天 
 血管細小、脆弱、彈性差、觸摸不到 

2. 選擇以下原則的靜脈管路： 

 侵入性最小 
 管徑最小 
 治療所需管腔數目最少 

減少感染、靜脈炎及導管相關血栓等合併症 



03 病人的意願 

日常活動 
與生活方式 

• 依生活型態選擇適合的

導管 

• 如游泳者，常有手臂的

過度運動（伸展、重複

動作），若使用PICC

可能會有高風險發生導

管移位或阻塞 

身體心像與適應 

• 評估病人心理狀態 

• 對於在體內中放置導管

(如Port)感到有疑慮 

• 對於肢體可見到導管(如

PICC)感到「不好看」，

覺得常在提醒自己是病

人或者會被他人看見 



04 社會支持與自我照顧 

社區醫療照護支持系統 
診所支援 

病人有能力執行管路維護與照護 
病人自己能夠充分瞭解並說出所選擇的靜脈導
管種類、名稱、作用、主要照顧方式 

家庭支持系統/主要照顧者 
可協助換藥/照護的照顧者，對導管照顧要
有概念 

經濟能力 
導管長期維護所需的耗材費用 



靜脈導管種類 02 



選擇適當周邊靜脈風險管理考量要點 

Risks 

避免四肢或血液循環受損
或受傷的部位 

1 

避免乳房切除術同側部位
肢體 

2 

避免過去24小時內重複穿
刺部位 

3 

Benefit 

由靜脈的遠端開始放置 1 

輸液種類與治療需求，
選擇最小尺寸之靜脈針 

2 

每日檢查導管置入部位
外觀、敷料完整性、有
無觸痛 

3 

避免選擇下肢靜脈，血栓
性靜脈炎風險 

4 

避免關節處、容易屈曲的
部位，增加機械性靜脈炎、
導管扭結風險 

5 



周邊靜脈導管之臨床問題-I 

Q1: 周邊靜脈導管常規(三天)更換V.S.根
據臨床徵象更換，哪一個較佳? 

• 毋須過於頻繁地更換周邊靜脈導管，每
72至96小時更換一次即可 

• 根據研究結果，比較「臨床徵象判斷」和
「定期」更換周邊靜脈針，相關併發症
( 靜脈炎、阻塞、浸潤、感染)發生率無顯著差異 

• 建議以判斷臨床徵象是否更換靜脈針 



周邊靜脈導管之臨床問題-II 

Q2: 可以從使用中周邊靜脈導管抽血嗎? 

• 目前未有明確建議支持可從周邊靜脈管路
抽血 

• 根據研究結果，從周邊靜脈管路抽血 

 溶血風險會增加 

 以Electrolyte & CBC test較直接靜脈穿刺
抽血，potassium正常值具統計上顯著差異，
部分檢查值則不盡可靠 

 很害怕抽血或者抽血困難的病人而言，從周
邊靜脈管路抽血，仍可考慮 

 

 

(ONS, 2017; Lesser, 2020; INS, 2021) 



Port之臨床問題-I 

三角形 

底座 

Q1: PowerPort有什麼不同嗎/怎麼識別? 

• 需要使用高壓注射專用角針，此角
針上應有標示註明為高壓注射用
(power injectable) 

• 可承受高濃度溶液，最大耐受壓力
為300 psi，最大流速可達5 mL/s，
能提供高流速輸液及高壓注射造影
劑等治療需求 

• PowerPort™底座呈三角形、可觸
摸到三凸起點、X-ray下有CT字樣 



Q2: 臨床上「推-停脈衝式」沖洗技術
（pulsatile flushing techniques）也適用在
Port嗎? 

• 進行Port沖洗，建議以生理食鹽水使用
正壓連續沖洗技術（positive-pressure 

continuously flushing techniques） 

Port之臨床問題-II 



自密封隔膜 

皮膚 

輸液流 

• 由於Port儲存槽
設計，輸液進入
後會形成渦流 

• 若使用脈衝式技
術（pulsatile technique），

反而會引起間歇
性的渦流，無法
有效沖洗，並可
能導致儲存槽內
血凝塊殘留 



Port之臨床問題-IV 

Q4: Port不回血，怎麼處理? 

判斷Port功能正常的依據 

a.回血 

b.注射平順 

c.注射座周圍皮下組織有無腫大 



2; 

Q: Port不回血怎麼辦? 

停止輸液 

尋找原因 

排除問題 

解決問題 

1 

2 

3 

4 

當發現病人Port反抽沒有回血時，應立即停止輸液，
檢查角針放置是否位移或太淺?  

1.改變姿勢（舉起手臂、咳嗽、深呼吸)以試著調整導
管位置 

2.使用0.9%生理食鹽水沖洗導管推注是否順暢：血栓
或纖維蛋白鞘形成thrombus or fibrin sheath formation 

3.追蹤X-ray：Tip位置正確?[導管末端位於上腔靜脈的下1/3處或

右心房交接處上方]、底座和接管脫落needle dislodgment、夾
斷症候群pinch off syndrome、導管斷裂catheter fracture 

考慮阻塞處理 
靜脈造影Venography 

成功排除：已回血，可繼續使用 
經上述各項處理仍無法排除，應會診外科 

不建議使用沒有回血的Port 



Q1: 在臨床照顧上，PICC的固定常讓護理師和病
人/家屬傷神，實證建議最好的固定方式為何? 

• PICC固定時，可將外露長度做一U型方式 

 目的在產生一個迴路緩衝，若導管不慎被拉扯時，可
避免導管直接滑脫 

 若僅直式固定，導管易因手肘彎曲產生扭結而影響輸注 

• 建議使用導管固定裝置 

 於固定前使用無痛保護膜，減少皮膚損傷 

 更換固定裝置時，應評估皮膚狀況，若有發紅、紅疹等
情形，應考慮更換導管固定方式 

( ONS, 2017; Moureau, 2019; INS, 2021) 

PICC之臨床問題-I 



Q1: 有關Hickman導管的固定，實證建議? 

• 建議導管置入後4-6週期間，使用整合式
固定裝置（integrated securement device, ISD）固定導
管和覆蓋傷口 

整合式固定裝置是將敷料與固定功能結合之裝置，
包括半透明視窗和附有內置固定技術之邊框固定帶 

• 導管置入4-6週後確認SureCuff與皮下組織
已黏連固定，即可直接覆蓋無菌敷料，不
須使用固定裝置加強固定 

( ONS, 2017; Moureau, 2019; INS, 2021) 

Hickman之臨床問題-I 

圖(A)整合式固定裝置示意圖    圖(B) StatLock™導管固定裝置 



Q2: 什麼是SureCuff? 是如何形成固定? 

• 導管穿入皮下約1-2吋位置有二種護套： 

1. SureCuff：促進組織向內生長，穩定導管避免滑脫 

2. VitaCuff：具抗菌效果，在4-6週後，皮下組織黏連
固定提供有效機械屏障防止細菌從導管出口處移生 

Hickman之臨床問題-II 

( ONS, 2017;  

Moureau, 2019;  

INS, 2021) 



在大約 4 到 6 週內，皮下組織會在護套並形成密封疤痕組織而融入體壁 



照護與維護 03 



確認末端位置 

附加裝置 

皮膚消毒與敷料 

沖洗和封管 

自靜脈導管採血 

導管破損 

紀錄 

病人/照顧者教育 



皮膚消毒與敷料 



1. 消毒液優先選擇2% CHG，其次是povidone-iodine或70%酒精亦可使用 

2. 避免使用抗菌藥膏於導管植入部位，因容易潛藏黴菌感染的風險 

3. 消毒液應使其自然風乾，不可使用風扇 

消毒液選擇注意事項 

消毒溶液 乾燥所需時間 

70%酒精 5秒鐘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CHG）含酒精 20秒鐘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CHG）不含酒精 2分鐘 

水溶性優碘（aqueous povidone-iodine） > 6分鐘 

酒精性優碘（alcohol povidone-iodine） 20秒鐘 



敷料選擇與更換時間 

敷料種類 更換時間 

透明薄膜/透明半透性膜 

Transparent, Semi-permeable 
七天 

無菌紗布 

Gauze 
24-48小時 

含Chlorhexidine敷料 

Chlorhexidine-impregnated 
七天 

(CDC, 2011 & 2017; ONS, 2017; INS, 2021) 



輸液套更換時間 
輸液種類 更換時間 

未含有脂類、血液或血液製劑輸液 
Not containing lipids, blood or blood products 

96小時 

脂類/含有脂類脂靜脈營養輸液 
Lipid/lipid-containing parenteral nutrition 

24小時內 

化療藥品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輸液完畢後立即丟棄 

Propofol藥品 至多12小時 

**只要更換導管時，所有附加裝置應同時更換，包含靜脈輸液袋 

(CDC, 2011 & 2017; ONS, 2017; INS, 2021) 



沖洗和封管 



1. 應使用10mL空針，以免管腔中產生過高壓力並導致

導管破裂 

2. 應使用不含防腐劑之0.9%生理食鹽水。禁止使用無

菌水沖洗靜脈導管 

3. 若靜脈藥物與生理食鹽水不相容時，建議先用5%葡

萄糖溶液（D5W）沖洗管路，之後再用不含防腐劑

0.9%生理食鹽水進行沖洗。勿讓葡萄糖液停留在導

管管腔內，因其會提供生物膜生長所需的養分 

沖洗導管注意事項-I 



4. 建議一般輸液後，導管沖洗量應為： 

○ 周邊靜脈導管：5mL 

○ 中心靜脈導管：10 mL/10ml空針 
** 導管沖洗量應至少是雙倍的管腔容量加上延長管的排氣容量，可清除
更多的纖維蛋白沉積物，藥物沉澱物和其他碎屑 

5. 特殊輸液，如血液成分、靜脈營養點滴、顯影劑、

其他高濃度溶液或自導管採血後，需要使用

20mL沖洗量 

6. 建議多管腔中心靜脈導管，須分開沖洗 

沖洗導管注意事項-II 



 沖洗技巧、容量和溶液 
         Flushing Technique, Volume and Regimen 

• 可使用「推－停脈衝式」沖洗技術
（pulsatile flushing techniques） 

• 可以清潔導管壁，避免管腔殘留血液和
纖維蛋白而形成血栓 

• 在體外研究中，以每毫升短暫停頓共10
次的脈衝式沖洗，比標準連續沖洗更有
效地去除導管中固體沉積物（例如纖維蛋白，

藥物沉澱，管腔內細菌） 



封管注意事項 
• 中心靜脈導管之封管，依據靜脈導管製

造商建議，使用不含防腐劑0.9% 生理
食鹽水溶液或肝素(100 unit/mL) 

• 帶針且沒有輸注液體之Port注射座，應
每日以0.9%生理食鹽水溶液沖管10cc 



Q:不同導管末端種類，封管溶液有不同嗎? 

導管末端種類 封管溶液建議 

密閉式末端 
(closed-ended) 

• 以0.9%生理食鹽水沖洗即可 

開放式末端 
（open-ended） 

 在封管前需使用0.9%生理食鹽水

沖洗後，才能以含肝素封管 

 肝素建議濃度為heparin 50-100 

units/mL。 



自靜脈導管採血 



進行病人身分確認 
並妥善且正確標示所有的血液檢體容器 

停止輸液輸注並沖洗生理食鹽水 

使用10mL或10mL以上空針 

1. 勿使用真空收集系統採
血，因為真空壓力可能
會使導管塌陷而無法順
利採血 

2. 禁止自連接導管之輸液
套和附加裝置採血 

先抽3~5mL血量做「棄血」 
預防殘留的肝素或藥物汙染
血液而影響檢驗值判讀 

採血後 
以10~20mL生理食鹽水沖洗導管 

自
中
心
靜
脈
導
管
採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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