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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降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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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 為第四常見醫學中心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部位，病人若發生手術部位
感染，除了增加醫療費用，住院天數延長外，甚至會影響到病人生命安全，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共有 113 人次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有 5 位病人
發生手術後傷口感染情況，感染率 4.42% (5/113)，相較於同期同儕醫學中心感
染率 1.53% 偏高，故於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推動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care bundle, SSI bundle)
計畫。
計畫內容指引參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1999 年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年所公佈的降低 SSI 建議措施，檢視本院目前執行現況，擬訂改變措施
有：一、病人術前沐浴落實提醒病人並呈現於護理交班單且主動提供含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抗菌劑，二、使用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進行
皮膚除毛，三、增加使用計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四、術後 2 天血糖監
測對象改為全部手術病人皆監測且控制 ≤ 180 mg/dL，五、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
統一改為術後第二天。
執行期間共有 93 人次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其中有 2 位病人於術後發生
手術後傷口感染，感染率由之前 4.42% 下降至 2.15% (p < 0.001)，結論本研究
使用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並加上嚴格術前和術後的血糖控制，推行經驗
表示是能有效降低 SSI 的發生。（感控雜誌 2020:30:21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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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外科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 是指手術後發
生於手術過程所涵蓋之任何部位的
感染，依據美國研究顯示 SSI 的發
生率依不同手術傷口分類差異約為
2%~20%，占所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的 17%~30% [1]。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為心臟血管外科常見手術之
一，一般會取胸內乳動脈或腿部大隱
靜脈進行血管重建，手術傷口大多位
於胸部及大腿內側[2]。國外研究指出
CABG 術後傷口感染危險因子有手
術中大量輸血、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 30、病人有周邊血管疾
病、年齡 ≥ 65 歲、慢性病 (高血壓和
糖尿病)、手術期間抗生素使用不合
理及手術時間 > 4 小時等[3-5]。發生
傷口延遲癒合、傷口裂開、再次手
術、敗血症等合併症，除了增加醫療
費用，住院天數延長外，甚至影響病
人生命安全；更增加死亡風險 2~11
倍，且其中 77% 的死亡原因可直接
歸因於 SSI [1]。國外研究提到病人接
受心臟手術後，如果發生 SSI 不僅增
加 6 倍的醫療費用，更延長 4 倍的住
院治療時間[6]。
2003 年一份統合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至少 20% 的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是可以被預防的，其中 SSI 更
有 34% 是可以預防的[7]。美國疾病

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1999 年公佈預
防 SSI 臨床實證指引後，美國健康
照護促進學會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 也提出預防 SSI 的
實證策略，研究調查 56 家醫院依循
IHI 指引，結果實施 3 個月後 SSI 發
生率減少 27% [8]。台灣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與各學會機構近年參考國
內外文獻及實證研究，積極推行組合
式照護，依照手術前、手術中及手術
後分段實行，其內容包括：糖尿病人
血糖控制、預防性抗生素、適當皮膚
準備、維持正常體溫、傷口照護及術
後感染率監測等，期望降低 SSI 發生
率。
根據台灣臨床成效指標 (Taiwan
clin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TCPI)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統計資
料，本院 CABG 術後傷口感染率
4.42% (5/113)，高於同儕醫學中心平
均感染率 1.53% (42/2,740) [9]，和美
國一家醫院平均感染率 3.67% [10]，
故引發本研究動機，期望運用 SSI
bundle 降低 CABG 病人手術部位感
染發生率及術後合併症，以維護病人
手術安全。

材料與方法
一、參與單位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進行的醫院為台北市某
醫學中心，總床數 832 床，包含急性
一般病房 518 床、加護病房 62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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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位心臟外科主治醫師每月執行
CABG 約 6~7 例。接受 CABG 病人
術前會入住心臟外科病房進行手術前
準備，包括抽血檢驗及檢查、手術
部位使用拋棄式手動剃刀進行除毛、
沐浴乳進行手術部位皮膚清潔、觀賞
手術過程影片簡介及接受呼吸運動與
咳痰訓練等；手術中為避免術後傷口
感染，於開刀房時除毛範圍會擴大由
腋下至大腿，術中體溫的維持，因手
術過程中需使用人工心肺體外循環機
將病人體溫下降至 20℃~33℃，故在
體溫的維持上並無強制規範；術後會
入住外科加護病房，若無其他合併症
隔天移除氣管內管預防呼吸器相關
肺炎，護理師協助做胸背部震動 (拍
痰)、姿位引流等肺部復健運動，幫
助痰液排出並鼓勵病人深呼吸或咳
嗽、病人活動時使用輔助工具減少傷
口疼痛及軟便劑的使用，術後血糖控
制範圍，監測天數及對象，術後傷口
換藥時間依每個主治醫師習慣而有所
不同，若病人情況穩定，通常在術後
第四天會轉出加護病房。
研究對象為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接受 CABG 無合併其
他術式病人；執行前準備期為 2016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8 月，執行期為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執行
後期為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2
月。
二、研究設計
執行前準備期 (2016 年 05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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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8 月)
1. 成立「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 (SSI bundle)」團隊：成員包
括心臟外科醫師、感染科主任、心臟
外科專科護理師、麻醉科、感染管制
小組、開刀房、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
外科病房護理師。
2. 選定降低 SSI 建議措施與優
化流程：經由團隊成員開會討論，
共同檢視本院目前執行現況與美國
CDC 1999 年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年所
公佈的降低 SSI 建議措施[11-12]，選
定本研究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包括術前沐浴、適當除毛、
皮膚消毒、血糖控制及傷口照護等，
並優化作業 (表一)。
3. 教育宣導：於 2016 年 6 月召
集相關人員，進行計畫內容說明及工
作職責分配，並分別於 2016 年 7 月
及 8 月由感染科主任進行 SSI bundle
相關措施之教育訓練於外科部、心臟
外科、麻醉科、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
外病房晨間會議，以提升醫護人員
對 SSI bundle 的認知，並在相關單位
張貼「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措施」海報與發放提醒小物品。另由
感管師統一指導心臟外科專科護理
師、麻醉科、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外
科病房護理師，填寫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研發的「降低手
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
[13]。
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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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計畫前後措施修改對照表

措施
主動提醒病人於手術前沐浴
病人到院後確認病人是否於手
術前沐浴
若病人到院後尚未沐浴，主動
提供沐浴劑
2. 適當除毛 如需去除毛髮時，使用之工具
3. 皮膚消毒 有皮膚消毒後應待其自然乾燥
之監測或提醒機制
4. 血糖控制 手術後 2 天檢測病人範圍
1. 沐浴

5. 傷口

計畫前措施
不一定
是

計畫後措施
護理師落實主動提醒
確認並呈現於護理交班單

否

提供含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之沐浴劑
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
開刀房增加計時器

拋棄式手動剃刀
否

有糖尿病病史或由臨床 全部手術病人
醫師判斷高風險病人
術後 2 天血糖控制 ≤ 180 mg/dL 無明確規範
術後開立醫囑
術後傷口換藥時間
依個別醫師決定
術後第二天

12 月)
1. 病房護理師提醒病人術前沐
浴並主動提供並教導使用抗菌沐浴劑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確實記錄與交班。
2. 除毛髮工具由原先使用之「拋
棄式手動剃刀」改為「拋棄式刀頭之
電動除毛機」，除毛統一由心臟專科
護理師執行，避免造成病人皮膚受
損。
3. 麻醉科醫師全程參與照顧手
術麻醉病人：包含術前麻醉訪視、美
國麻醉醫師學會身體狀況分類等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score, ASA score) 評估、手術中生命
徵象監測等。
4. 本院 CABG 皮膚消毒是選擇
使用酒精性優碘，依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數位學

習課程-最大無菌面防護及消毒方式
理論與實務說明建議，消毒溶液乾燥
時間至少 1~2 分鐘[14]，故於開刀房
內新增加計時器由開刀房護理師設定
2 分鐘，提醒開刀醫師等待皮膚消毒
劑自然乾燥。
5. 手術前每位病人皆會進行血糖
監測，若血糖 > 180 mg/dL，臨床醫
師則會視情況使用胰島素治療；手術
後 2 天血糖監測對象，由原本有糖尿
病病史或由臨床醫師判斷高風險病人
改為全部手術病人皆監測，雖然指引
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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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臨床醫療人員判斷上的
混淆，故改為全部病人且術後監測 2
天；藉由科部會議宣導讓各主治醫師
了解，並加入術後醫囑內容 (每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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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飯前測量血糖一次×2 天) 且控制
於 ≤ 180 mg/dL。
6. 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統一改為
術後第二天，除非傷口敷料滲液情形
大於敷料面積 1/2 時，由專科護理師
於主治醫師查房時提醒。
7. 每 2 個月召開會議，報告計畫
執行進度，並針對 bundle 措施執行
率較低者進行問題分析；若有手術後
發生感染病人，則由團隊成員共同討
論其感染原因，進行相關改善。
執行後期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2 月)
感管師將研究相關資料進行分
析，召開會議報告研究結果，針對
bundle 措施及發生 SSI 病人進行討
論，評估後續繼續執行方案。
三、資料收集及統計方法
1. 由專科護理師及感管師於執
行前準備期時以回溯病歷方式，收
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08 月接受
過 CABG 病人之基本資料，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則以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查檢表」及查閱病歷方式，收集內
容包括年齡、性別、糖尿病史、抽菸
習慣、出入院日期等，及手術記錄
如 ASA score、手術時間及組合式照
護措施執行記錄等；感管師每月依照
衛生福利部疾管署所制定的「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監測定義-外科部位感
染」收案標準[15]，追蹤接受 CABG
病人，依是否有無植入物，監測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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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或一年內有無手術傷口感染情
況。
2. 資料整理後以 SPSS 統計軟
體進行檢定；年齡、手術時間、住
院天數等連續變項以平均值±標準
差呈現與進行 t 檢定；是否有糖尿病
史、抽菸習慣、ASA score 等類別變
項以個數和百分比呈現和進行卡方檢
定，再以多變項羅吉式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 SSI 之危險因子，所
有 p 值小於 0.05 視為具統計學上顯
著差異。此外，分析「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內容中
的措施執行率。

結

果

執行前準備期 (2016 年 05 月
至 2016 年 08 月) 共 113 位病人接
受 CABG 與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共 93 人，在基本
資料相比部分 (表二)，2 組平均年齡
為 (64.10 歲 vs. 53.10 歲)、男性比率
(78.8% vs. 84.9%)、糖尿病者 (50.4%
vs. 48.4%)、抽菸比率 (15.9% vs.
44.1%)、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 (52.2% vs. 21.6%)、ASA score
兩組以 3~4 分為主、手術平均時間
(3.70 小時 vs. 4.08 小時)、平均住院
天數 (17.11 天 vs. 16.78 天)、住加護
病房天數 (3.89 天 vs. 3.40 天)；執行
期病人平均年齡較年輕、術前飯前血
糖 > 180 mg/dL 比率也低，抽菸比率
高，達統計顯著性意義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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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基本資料
執行前準備期
N = 113 (%)
64.10±11.01

執行期
N = 93 (%)
53.10±9.16

p

年齡, M±SD
< 0.001**
性別
男
89 (78.8)
79 (84.9)
.283
女
24 (21.2)
14 (15.1)
糖尿病
57 (50.4)
45 (48.4)
.781
抽菸
18 (15.9)
41 (44.1)
< 0.001**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59 (52.2)
20 (21.6)
< 0.001**
ASA Score
1
0 (0.0)
0 (0.0)
2
0 (0.0)
0 (0.0)
3
72 (63.7)
66 (71.0)
.299
4
41 (36.3)
27 (29.0)
5
0 (0.0)
0 (0.0)
6
0 (0.0)
0 (0.0)
手術時間 (時), M±SD
3.70±1.12
4.08±1.15
.009
總住院天數, M±SD
17.11±9.12
16.78±8.04
.785
加護病房天數, M±SD
3.89±3.47
3.40±1.10
.197
感染率 (%)
4.42
2.15
< 0.001**
**p < 0.001；M = mean；SD = standard deviation；ASA score 1：正常健康人；2：具有輕度系
統疾病的人；3：具有重度系統疾病的人；4：具有重度系統性疾病，其嚴重度足以威脅生命
的人；5：不接受手術恐怕無法存活下去的垂危病人；6：即將要捐贈器官的腦死病人

研究期間共 7 位病人發生手術後
傷口感染，年齡平均為 63.85±7.71
歲、男性 3 人，女性 4 人、手術日至
感染日平均天數為 25.14±15.25 天、
感染菌種有 2 位感染 Enterobacter
cloacae 及 Candida albicans，其餘為
單獨菌種，糖尿病佔 86% (6/7)；發
生 SSI 的病人，其中有 5 位在執行前
準備期、2 位在執行期，感染率分別
為 4.42% (5/113) 與 2.15% (2/93)，以

卡方檢定具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 (p
< 0.001) (表二)，再以多變項羅吉式
迴歸分析造成 CABG 手術部位感染
危險因子 (年齡、性別、抽菸、糖尿
病、ASA Score、感染前住院天數、
加護病房天數及手術時間)，變項中
只有感染前住院天數具統計學上顯著
意義 (p < 0.05)，odds ratio (OR) 值為
1.088，每增加一天則增加感染風險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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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由感管師每月回收上
個月查檢表單，依查檢表內容針對手
術前沐浴且使用 2% CHG 抗菌沐浴
劑、手術前除毛且使用棄式刀頭之電
動除毛機、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術
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及術後 2 天
全部病人皆監測血糖，計算執行率
其結果如表三，在等待消毒劑自然
乾燥及術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未
100%。

討

論

本研究依本院 CABG 感染現況
選定降低 SSI 措施與優化流程 (1) 病
人術前沐浴落實提醒病人並呈現於護
理交班單且主動提供含 2% CHG 抗
菌劑；(2) 使用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
毛機進行皮膚除毛；(3) 增加使用計
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4)
術後 2 天血糖監測對象改為全部手
術病人皆監測且控制 ≤ 180 mg/dL；
(5) 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統一改為術
後第二天，藉由以上措施與團隊共
同努力執行，執行期間只有 2 位病人
發生傷口感染情況，感染率為 2.15%
(2/93)，與執行前準備期的感染率
表三

4.42% (5/113) 相比有顯著下降。本研
究結果與國外研究針對 CABG 病人
執行 SSI bundle 如手術前、術中和術
後實施嚴格血糖控制、適當使用抗生
素、CHG 沐浴，並透過教育訓練，
術後傷口感染率顯著下降[16]結果相
似。
執行前準備期與執行期 2 組病
人資料在平均年齡 (64.10 歲 vs. 53.10
歲)、抽菸比率 (15.9% vs. 44.1%) 及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比
率 (52.2% vs. 21.6%) 結果上有顯著差
異，依據文獻所提到的 CABG 術後
傷口感染危險因子，有手術中大量
輸血、體重指數 (BMI) > 30、病人有
周邊血管疾病、年齡 ≥ 65 歲、慢性
病、手術期間抗生素使用不合理及手
術時間 > 4 小時等[3-5]，並無提到抽
菸，而平均年齡以執行期較年輕，
此結果進一步分析發現在執行前準
備期中有 8 位病人年齡 > 80 歲，執
行期並無 > 80 歲的病人，可能是因
執行前準備期高齡人數較多導致；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比率
執行期也較低，可能是因為執行 SSI
bundle，醫療團隊對於病人在血糖的
控制上更加落實。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試措施執行率 (執行期 2016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

組合式照護措施
1. 手術前沐浴且使用 2% CHG 抗菌沐浴劑
2. 手術前除毛且使用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
3. 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機制，使用計時器
4. 術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
5. 術後 2 天全部病人皆監測血糖且控制≦18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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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3
93
75
84
93

否
0
0
18
9
0

N = 93
遵從率 (%)
100
100
81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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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指出，針對 119 名接受
CABG 的病人實施術前沐浴使用 2%
CHG 的預防措施，對照 244 名未使
用 2% CHG 術前沐浴的病人，結果
發現有使用 2% CHG 病人術後發生
傷口感染的發生率 (1.69%) 明顯低於
未使用 2% CHG (13.56%) [16]，執行
措施與本研究一樣，而本院更落實提
醒並主動提供抗菌沐浴劑 2% CHG，
列為 CABG 術前常規，給予病人於
手術前一晚沐浴使用，減少皮膚上
細菌的移生，並列入護理交班於執行
率達 100%；雖有其他研究提到術前
使用 CHG 沐浴，結果顯示對降低術
後發生傷口感染並無助益，甚至在
2016 年美國外科感染學會-手術部位
感染指引中，提到術前使用 CHG 沐
浴雖然可降低皮膚表面細菌，但確未
有證據顯示可降低術後發生傷口感染
的發生，其中有提到可能影響傷口感
染的因素太多，如手術傷口分類的不
同、病人本身疾病因素、術前有無使
用抗生素、有無正確教導病人使用
CHG 會影響殺菌效果等皆有可能影
響[17]。
國外血管手術研究，指出若提
高 SSI bundle 執行率是可以有效降
低 SSI 發生率，執行措施有合理使
用抗生素、需進行除毛者使用理髮
器，禁止使用剃刀，SSI bundle 執行
率由 10% 提升到 60%，感染率下降
40% [18]。國內 2016 年運用跨團隊
照護模式降低 CABG 術後感染率，
執行措施有修訂案手術部位皮膚準備

流程、建立預防性抗生素劑量依病
患體重調整、統一醫師術後傷口換
藥方式與流程、術後血糖控制 ≤ 180
mg/dL，結果顯示提高措施執行率，
CABG 感染率明顯下降[19]。本院採
購電動除毛機全面改用後，不但減輕
醫護同仁在幫病人除毛怕皮膚破損的
壓力且操作起來更簡單，更於開刀房
內增加使用計時器由護理師設定 2 分
鐘，提醒醫師確實等待皮膚消毒劑自
然乾燥，措施執行率可達 81~100%，
將電動除毛機列為皮膚除毛工具及使
用計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列
為 CABG 手術常規。
國外研究針對 1,000 名進行心
肺手術病人進行有關手術後血糖控
制與手術傷口感染的相關研究，發
現有 74 位病人術後發生手術傷口感
染，而本身有糖尿病及術後有高血糖
為手術傷口感染的危險因子[20]；本
研究在執行前準備期-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為 52.2% (59/113)，
一半以上的病人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但藉由執行 SSI bundle 適時
的使用降血糖藥物，在執行期-術前
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已降低為
21.6% (20/93)，術後 2 天病人血糖皆
控制 ≤ 180 mg/dL，執行率達 100%
(93/93)，降低了血糖對術後發生手術
傷口感染的風險，藉由此結果更讓臨
床第一線人員了解血糖控制的重要
性，將術前血糖控制 ≤ 180 mg/dL，
列為術前評估項目之一，術後醫囑內
容則加入每天早上飯前測量血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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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
國外研究在 998 名接受 CABG
手術的病人，以多變量分析發現糖尿
病、體重指數 (BMI > 30)、輸血等與
手術部位感染有顯著相關[21]。國內
研究 CABG 病人之胸部傷口感染危
險因子則有糖尿病、術後心輸出量降
低、術後因出血再ㄧ次手術、平均住
院天數、使用人工心肺機的時間和手
術時間[22]，另在心臟手術後與手術
部位感染相關的危險因子研究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術前已有感染情況
和急診手術與 SSI 有顯著相關[23]。
而本研究結果以多變項羅吉式迴歸
分析，在 CABG 手術部位感染危險
因子僅有感染前住院天數具有統計學
上顯著意義，與國內研究提到的危險
因子平均住院天數仍有差異，另在年
齡、性別、加護病房天數、糖尿病及
手術時間等皆無相關，可能是因本研
究在變項、病人人數較少及研究時程
較短所致，雖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不相
同，但卻可由本研究結果得知感染前
住院天數可能為 CABG SSI 危險因子
之ㄧ。

研究限制與建議
預防手術部位傷口感染近幾年來
建議指引不斷的更新，如術前術後抗
生素的使用、皮膚的準備、體溫的監
測、血糖的監測等，指引措施已趨近
完整，但臨床是否有落實執行卻無從
得知，感管師只能依「醫療照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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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監測定義-外科部位感染 (SSI)」
標準收案，若有特別術式感染人數增
加的情況，才會介入了解，此次藉由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所舉辦「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
術部位感染先驅計畫」，運用於本
院 CABG，執行期間本研究限制為
(1) 受限本院資訊系統無法將查檢表
內容資訊化，需運用人力填寫且因此
研究為跨部門合作所以在執行前期需
耗費用更多時間溝通，讓團隊成員之
間達成共識，故將此研究推廣至全部
手術術式有困難，期望未來能將 SSI
bundle 標準化，資訊電腦化推動至本
院全部術式；(2) 在 SSI bundle 各項
措施執行率未達 100% 的措施有等待
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機制及術後第二
天傷口換藥，探討其原因為手術情況
緊急而未確實執行等待皮膚消毒乾
燥，另因主治醫師換藥時間習慣為術
後第一天，若未來能將 SSI bundle 各
項措施比照手術安全查核表一樣，嚴
格執行各項措施並列為常規稽核，期
望執行率能達 100%；(3) 因 CABG
於本院開刀人數每月約 6~7 例，與
國外大型研究相比本研究人數較少且
研究時間較短，故在相關危險因子的
分析上結果，僅感染前住院天數具統
計上顯著性意義，若能將研究期間延
長，應可累積足夠病人數來進行分析
研究，研究結果能更具參考性。但經
此研究結果顯示運用 SSI bundle 是可
能降低 SSI，尤其是新增術前沐浴主
動提供 2% CHG 及電動除毛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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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各國的研究中都是可以看到成
效的，可做為其他術式的參考依據。

結

語

預防手術部位傷口感染一直以來
都是很重要醫療品質監測標準，近幾
年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不斷的
推動許多的組合式照護，病人若發生
SSI 除了會產生許多的併發症之外，
甚至會影響病人生命，若能以 3~5 個
具實證基礎的措施於臨床照護上不但
可以降低病人 SSI 發生率，更能維護
病人生命安全以提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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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are Bundle:
Effectiveness of Reducing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in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Yu-Chiao Hung1, Tsrang-Neng Jang1,2,3, Chien-Shien Huang1,2,3,
Wei-Yu Chen1,2, Shu-Hua L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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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 is the fourth most common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in medical centers. It increases the medical cost, prolongs the
hospital stay and affects the patients’ safety.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6,
113 patients underwent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and 5 of them had
postoperative SSIs. The infection rate was 4.42% (5/11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infection rate of 1.53% in the Taiwan Medical Center in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from Sept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the SSI care bundle (SSI Bundle) program
for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was promoted. The program guidelines were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1999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Exam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hospital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DC and WHO recommendations,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were changed: (1) actively providing a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antibacterial agent for the patient to bathe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presenting it on the care shift list, (2) using a disposable or electric razor for
hair removal, (3) using a timer in the operation room to make sure the disinfectant
has dried before starting the surgery, (4) monitoring blood glucose for all patients
within 2 days after surgery, and (5) wound dressing done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 total of 93 patients underwent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Two of the patients had SSIs after surger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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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rate decreased from 4.42% to 2.15% (p < 0.001).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uses SSI care bundle measures combined with strict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ood sugar control.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SI.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care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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