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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護理部
安全針具使用成效之探討
簡杏津1 黃惠美1,2 施玥羽2
臺中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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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推動醫療機構提供安全針具，期提升醫療執業場所的安全。本研
究旨在探討中部某醫學中心護理部推動安全針具的成效、問題及護理人員扎傷
的趨勢。研究方法採實地訪查及扎傷案例分析收集資料。結果發現 40 個護理單
位，醫院所提供的安全針具共有 12 類 29 種規格，除安全空針外，其它均已使
用院方提供之安全針具。統計 2013 年至 2017 年護理人員扎傷的發生率由 2.6%
降至 1.7%，一般針具扎傷由 35 件降至 18 件，安全針具扎傷由 3 件增加至 11
件，但發現開刀房及照護躁動病人時發生針扎事件無明顯改善。結果分析：推動
安全針具確實可以降低扎傷事件發生，但因伴隨安全針具使用量的增加，更應
落實在實務操作性的教育訓練，才能真正有效減少扎傷事件發生。（感控雜誌
2020:30:1-9）
關鍵詞： 安全針具、針扎、職業安全

前

言

臺灣是 B、C 型肝炎高盛行率的
國家，若醫護人員發生扎傷感染肝
炎、愛滋病毒、梅毒等的風險增加，
對同仁的造成健康威脅及對醫院會
增加醫療成本的支出[1,2]。美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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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在 2000 年 3 月估計，
醫院中 62~88% 的扎傷是可以透過使
用安全的醫療設備來預防[3]。臺灣
在 2011 年 12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醫療法第五十六條及第一零一條修正
案，規範 2017 年醫療機構對於所屬
通訊作者：黃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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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
液之醫療處置時，應全面提供安全針
具[4]。2012 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也將使用安全針具列入醫院評鑑及
感染管制查核項目中，讓醫院主管重
視安全針具的推動，以降低醫療人
員職業傷害，改善職場安全[5-8]。而
楊等 2013 年的研究調查發現，醫院
使用安全針具最多的單位為：急診
(64.3%)、加護病房 (60.7%)、手術室
(51.5%)，其次為高風險醫療單位，
如：感染科病房、透析病房和具有血
液傳染者，與國家政策相符；但也指
出兒科病房、牙醫及中醫等推動安全
針具有困難，建議相關單位對政策目
標應釐清及調整[9]。
醫療人員在工作中遭遇到扎傷
是很常見職業災害，而扎傷定義係指
執行醫療相關職務時受到針頭或其他
尖銳物，如刀片、縫合針、玻璃瓶碎
片等穿刺、切割或刮傷而導致黏膜或
皮膚之穿透[10]。根據勞動部勞動及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針扎防護通報
系統 (Exposur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EPINet)，其通報內容包含
針頭及銳物扎傷，統計發現，2004
至 2016 年累積事件達 18,291 件，護
理人員 9,556 人，佔了 52.26%，職別
是護理人員之發生情境以在「治療過
程中某項步驟」佔 14.62% 最多，其
次是「使用後處理前」佔 14.21%，
種類則以空心針頭佔 77.37% 最多；
而 2012 年開始推動安全針具，扎
傷通報件數由 2012 年的 2,998 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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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6 年的 2,066 件[11]。2004 年
至 2009 年臺灣 EPINet 針扎防護通報
系統資料顯示，造成醫療人員針扎
的尖銳物品中，有 3.3% 是具有「安
全設計」裝置的醫療器材[2]，美國
EPINet 通報系統指出 2007 年引起扎
傷的物品中仍有 37.4% 為安全針具
[12]，因此研究顯示使用安全針具無
法有效減少全部扎傷發生[8,13]。
林 (2013) 等在檢驗採血使用安
全針具，發現除可減少採血後再分裝
試管的困擾，也增加醫檢師採血的
自信心，且病人反應採血的疼痛有
減少，故支持採血流程使用安全針具
[14]。張等指出由病房種子負責安全
針具教育訓練，結果顯示護理人員在
對安全針具的認知及使用率增加，但
無法有效降低扎傷發生[8]。吳等執
行專案改善結果發現扎傷由 0.33% 降
到 0.20%，其改善對策有宣導、將安
全設備納入標準作業規範、舉辦尖銳
物扎傷防治知能與新針具回覆示教
訓練和每月尖銳物扎傷事件分享等
[15]。文獻指出使用安全針具要有效
降低扎傷，需有改善方案，包含政策
擬定、定期教育訓練和針扎案件檢討
[16-18]。
綜觀國內外文獻顯示安全針具無
法預防全部扎傷事件，需配合政策宣
導、實際教導方能提升預防扎傷發生
[6-8,13,15-18]。本研究旨在探討中部
某醫學中心護理部推動安全針具的成
效、問題及同仁扎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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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院為醫學中心於 2009 年開始
導入安全留置針使用，配合國家政
策於 2011 年持續提供其他安全針具
使用，到 2017 年已提供了 12 類 29
種規格的安全針具。本研究採實地
訪查護理部使用安全針具情形及針
對護理人員被扎傷個案，進行資料
收集及分析。依據醫療法規範「執
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
處置」及健保署給付的 4 大類安全
針具包含有安全性靜脈導管 (Safety
catheter)、無針式注射用連接頭及
延長管 (Safety T-connector)、精密
輸液套 (免針頭加藥) (Safety volume
meteric administration set) 及安全空針
(Safety Syringe)，本院安全空針為回
縮式空針，及特殊醫材的給付項目等
進行調查，於 2017 年 6 月普查 40 個
護理單位使用安全針具狀況，並統計
分析 2013 年至 2017 年護理人員扎傷
個案共 175 件，其發生扎傷過程、針
具使用種類及原因分析。

結

果

一、安全針具使用調查

2017 年 6 月本院提供安全針具
包含安全性靜脈導管類、無針式注射
用連接頭及延長管類、精密輸液套
(免針頭加藥) 類、安全回縮式空針類
及特殊醫材等共有 12 類，調查結果
顯示 40 個護理單位除安全回縮式空
針 (n = 20，50.0%) 外，其餘針具均
已更換為安全針具詳見表一。另特殊
醫材規範「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
血液之醫療處置」應使用安全針具，
但調查發現有無法配合政策的理由，
包含會影響給藥劑量或造成病人不
適、法規未明確規範、現行無相關設
備等，詳見表二。
二、護理人員扎傷個案分析結果
統計 2013 年至 2017 年護理人
員扎傷事件由 38 件數降至 29 件數，
扎傷發生率由 2.6% 降為 1.7%，除
2015 年外，護理人員發生扎傷的年
資以 < 2 年最高，發生件數 13~19
件，詳見表三，將扎傷事件相關之針
具進一步分為一般針具與安全針具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使用安全針具
發生率較一般針具的扎傷發生率少，
詳見表四，一般針具扎傷案件由 35
件數降至 18 件數，但安全針具造成
扎傷件數卻逐年有增加情形，由 3 件

護理部安全針具使用調查結果 (N = 40)

表一
項目

使用
未使用

安全性靜脈導管
N
40
0

%
100.0
0

無針式注射用
連接頭及延長管
N
%
40
1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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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輸液套
(免針頭加藥)
N
%
40
100.0
0
0

安全回縮式空針
N
20
20

%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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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項次
1
2
3
4
5
6
7

未使用安全針具的理由彙整表
情境說明
病人帶回藥物注射提供的針具
筆型胰島素針、人工生殖用藥
肋膜、心臟抽取積水，需使用長針靜脈導管
使用安全針具影響治療劑量
使用安全針具，需使用生理食鹽水，沖洗管路
1 毫升安全針具不能換針頭
皮膚科執行美容手術時

8
9

甲狀腺超音波細胞學穿刺用專用空針器
心導管室的病人置入 A-V Shunt，須置入到動脈
血管
10 胰島素專用空針，針頭與針心無法分離
11 洗腎導管
12 無針式注射用連接頭及延長管

表三

靜脈注射給藥時，會破壞安全機制
非按壓回縮式啟動機制，不易操作
接頭處容易造成病人皮膚壓傷

2013~2017 年本院扎傷件數分析

單位
護理部

表四

理由
非醫療法規範的對象
原裝藥劑-未製作成安全針具規格
安全針具缺乏的規格品項，缺長針
藥物殘留問題，如放射藥劑同位素
藥物殘留需沖洗管路，對需限水的病人有影響
抽藥後，須更換頭，因針頭會變鈍，增加注射
的困難度及病人不適
使用安全胰島素針，無法服貼至皮膚，注射藥
物困難
安全針具無法卡進持針
執行技術需來回穿刺，無法使用安全留置針

項目/年
護理人員數
扎傷件數
扎傷發生率
年資 < 2 年
年資 2~5 年
年資 >=5 年

次數
n
n
n
n
n

2013
1,449
38
2.6%
19
11
8

2014
1,560
36
2.3%
14
12
10

2015
1,532
36
2.3%
13
16
7

2016
1,547
36
2.3%
15
11
10

2017
1,719
29
1.7%
13
5
11

2013~2017 年護理部不同針具扎傷發生率
一般針具

Year

護理人員數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1,440
1,560
1,532
1,547
1,719
7,807

扎傷人數
n
35
33
32
30
18
148

安全針具
發生率
%
2.42
2.12
2.09
1.94
1.05
1.90

扎傷人數
n
3
3
4
6
11
27

發生率
%
0.21
0.19
0.26
0.39
0.64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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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增加至 11 件數，案例發現使用安
全針具造成扎傷原因有病人躁動、不
熟悉操作方式、未啟動安全裝置及未
依規範操作和使用後須分裝到其它試
管等，詳見表五。另發現因病人躁動
發生的扎傷事件及開刀房的扎傷事
件，均無明顯改善，詳見表六。

討

論

本研究在實地訪查中發現護理病
房能配合使用安全針具政策的原因是
醫院感管政策推動時，護理部的感管
小組接獲政策訊息，藉由單位感管種
子協助宣導及了解同仁使用的困難並
協助改善，透過溝通及解決問題，讓
同仁在了解政策後能全力配合。護理
部從 2014 年起每年均舉辦護理人員
種子安全針具教育訓練課程，再由種
子回單位執行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包
含近期醫院提供新的安全針具的實際
表五

安全針具扎傷原因分析

原因分析/年
病人躁動
不熟悉操作/未正確啟動安全裝置
未依規範操作
使用中需分裝試管
總計件數

表六

操作及說明、單位使用安全針具的問
題改善方法及扎傷事件案例的說明及
預防措施等，統計本院護理部 2013
年到 2017 年每年接受訓練護理人員
達成率均在 99.5~99.8%，是護理部扎
傷事件能由 2013 年 2.6% 降至 2017
年的 1.7% 最主要原因。在配合安全
針具使用的同時也發現了困難點並提
出改進措施為 (1) 每種安全針具的啟
動方式均不同，需有妥善的立即教育
訓練，提昇同仁使用安全的熟悉度，
這與張等及楊等的建議相同[8,13]；
(2) 另若工作場所同時使用多種安全
針具或合併使用一般針具，臨床人員
在使用過程須思考安全裝置啟動方
式，亦容易造成扎傷機會或無意願啟
動安全裝置的困境，如：醫療法規範
「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
療處置」應提供安全針具，當院方判
斷執行藥劑加入輸液套，非直接接觸
病人體液或血液，故無法提供安全針

次數
n
n
n
n
n

2013
0
3
0
0
3

2014
1
2
0
0
3

2015
1
3
0
0
4

2016
2
2
2
0
6

2017
3
6
1
1
11

護理部特殊情境扎傷件數統計

項目/年
OR 縫針
筆型胰島素針頭
病人躁動

次數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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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
0
0

2014
3
4
3

2015
4
2
2

2016
6
6
3

2017
11
2
4

6
具使用，導致護理工作車需同時準備
安全空針及一般空針，護理師在執行
給藥醫囑時，須依規範選擇針具使
用，訪談護理人員表示使用針具時須
先選擇針具種類、又需考量操作方式
等，降低同仁使用意願，這與張等
及楊等的建議相同[8,13]；(3) 同仁反
應使用無針式注射用連接頭及延長管
接頭處，容易造成病人皮膚壓傷，特
別是有水腫或循環不佳的病人，有待
同仁在照護過程運用巧思，維護病人
皮膚之完整性，方能增加同仁使用意
願。(4) 另，同仁發現藥局提供的藥
品劑型已有安全啟動設計，但未經教
育訓練不知該如何執行給藥，反映給
藥學部時，提供操作步驟，若仍不清
楚給藥方式，則由藥師協助處理，提
升給藥過程的安全。(5) 筆型胰島素
針頭扎傷事件有明顯增加的狀況，研
究指出卸除筆型胰島素針頭遭扎傷比
例高出一般空針的 6 倍[19]，因此本
院已於 2019 年推動安全型筆型胰島
素針頭供醫療人員使用，減少扎傷同
仁事件，將持續追蹤成效；由於醫療
法規範安全針具的使用對象為醫療人
員，但病人在家中使用的針具，護理
人員會衛教裝在厚的寶特瓶再拿回醫
院處理，主要是避免社區民眾或清潔
人員被扎傷，但病人或家屬經常裝在
塑膠袋送回醫院，導致護理人員或清
潔人員扎傷，因此居家病人能否提供
安全針具使用，值得相關單位思考，
這與文獻建議類似[20]。
安全針具扎傷案件有逐年增加現

安全針具

象，但因未能獲知護理人員在使用一
般針具與安全針具確實的穿刺數量，
故無法呈現一般針具與安全針具在預
防扎傷上的差異，是本研究的限制；
但分析扎傷原因有病人躁動、同仁不
熟悉操作/未正確啟動安全裝置及未
依規範操作等，故建議教育訓練內
容，應增加病人躁動模擬情境訓練，
提醒同仁照護躁動病人，應尋求協
助，避免單獨執行醫療行為，提升同
仁應變能力等；且製作安全針具操作
步驟圖，讓同仁能方便參閱或供種子
教官指導新進人員安全針具使用，避
免錯誤操作安全啟動裝置，方能有效
降低扎傷情形 [7,8,15] 。
至於開刀房的扎傷事件每年約
3~6 件，分析原因為護理部每年舉辦
護理人員種子安全針具教育訓練課程
內容，無法符合開刀房的情境，因此
2017 年與開刀房護理長及資深同仁
共同瞭解開刀房常見的扎傷問題後，
設計符合單位特性之情境進行演練，
其效益持續追蹤中；另也納入跨團隊
的參與，如：醫師、麻醉人員等；而
開刀房仍有許多尖銳器械並無安全裝
置，故要預防扎傷仍有賴同仁對預防
尖銳器械及處理知識及態度的提升。
接著訪查過程同仁反映擔心安全
空針的殘餘量較一般空針為多，經與
廠商確認安全空針的殘餘量並未高於
一般空針的殘餘量，如規格 1 ml 的
安全空針殘餘量為 0.02 ml 更較一般
空針殘餘量 0.07 ml 少，其它規格之
安全與一般空針的殘餘量皆相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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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同仁參考，讓同仁能安心使用。另
洗腎室護理人員表示現行使用的安全
針具，在移除注射針時，須一手協助
病人加壓止血，而另一手須將移除針
具再啟動安全閥，導致護理人員不
易啟動安全裝置且造成病人移針的不
適，經討論建議其應符合美國職業安
全與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HSA) 對
安全針具的設計的規範，可回縮式裝
置，能簡易單手操作[14]。

結

語

根據陳 2011 年的研究，EPINet
資料統計臺灣 2004~2010 年扎傷後處
理，血液檢驗及投藥費用，平均每件
需 10,334 元，但扎傷對同仁的精神
壓力、其他人力、社會或醫療等無形
成本是難以估計的[21]。本院護理人
員在使用安全針具後，確實已大幅減
少扎傷事件，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
也感謝院方為提升員工安全的執業環
境，在醫療工作使用的尖銳物持續推
展並提供具適合之安全裝置；而要成
功的推動安全針具使用須配合完善的
教育訓練，方能有效提升預防扎傷事
件的發生，醫療人員遭遇扎傷已屬職
業傷害範疇，建議勞工安全衛生室應
定期綜整相關扎傷事件資料，進行實
地觀察，以專業角度發現同仁使用針
具的問題，並提出改善，讓醫護人員
能在一個更好的職場環境安全下照護
病人，使病人也得到更完善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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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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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use of safety needle
Hsing-Chin Chien1, Hui-Mei Huang1,2, Yueh-Ye Shin2
1

Nursing Department, 2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As a national polic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encourages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safety needles to improve safety at medical on-sit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with safety needles
and the trend in needlestick injuries in nursing departments in a hospital in central
Taiwan.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an on-site survey and a needle case analysis.
In 40 nursing units, 29 types of safety needles of 12 different categories were used.
Except for safety syringes, safety needles were provided by the hospital.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2013 to 2017, the incidence of paramedic injuries reduced from
2.6% to 1.7%. In general, needle puncture injuries reduced from 35 to 18, while
safety needlestick injuries increased from 3 to 11.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observed in needlestick incidences in the operation room and from the care
of agitated patients.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motion of safety
needles coul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However, the increased
use of safety needles demands more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Key words:

Needlestick, Sharps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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