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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專案旨在提升重症單位護理人員判讀PiCCO正確率，本單位常收置多重外傷合併
敗血性休克病人，加上加護病房有許多儀器設備，若能有效進行數據分析，更能及時
處置及防止惡化，因而引發專案小組進一步探討動機。經專案小組初期調查下，護理
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僅33.64%，發現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知能不足、缺乏相關
在職教育、缺乏中文版PiCCO判讀工具及單位人員缺乏PiCCO指導一致性。經專案小
組擬定舉辦在職教育課程及判讀PiCCO品質監測作業、製作判讀參閱本等策略，結果
提升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高達78.25%，本專案可平行推展至使用PiCCO之單
位，進而提升護理人員判讀率及醫療照護品質。(志為護理，2021; 20:3, 83-93 )
關鍵詞：心肺容積監測器、判讀率、敗血性休克

前 言

床上常藉由放置心肺容積監測器(pulseinduced contour cardiac output, PiCCO)，

根據衛生福利 部 在 2 0 1 8 年 至 2 0 1 9 年

監測相關的血液動力學數值，做為輸液

病人年度安全目標中，將「落實重要報

的參考值。監視系統所獲得之參數可直

告通知及處理並強化訊息溝通傳遞」列

接使用於臨床診斷和治療，近年來許多

為重要目標(衛生福利部，2018)。由此

研究已經證實，對重症病人的診療而

可知，正確訊息溝通對病人安全的重要

言，測量其實際容積量比測量其各項壓

性。

力值在臨床上有更多的優點。例如：監

本單位為外傷科加護單位，主要收

測血管外肺水容積量的多寡可以提早知

置診斷是以意外事件多重性外傷、腹部

道病人的病情，若能知道其嚴重程度，

急症及敗血性休克的病人居多。故臨

提供適當的處置，將能大幅減少病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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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加護病房的天數，並減少其死亡率

口照護及異常狀況處理，未明訂人員應

(Liu et al., 2016)。

了解參數說明及臨床應用。而單位人員

本單位經資料回溯發現入住病人使用

的教導方式是由資深學姐或當班組長以

PiCCO比率將近八成，常發現臨床人員

回覆示教方式，完成監測PiCCO的作業

完成PiCCO測量後，醫師詢問護理人員

流程，故在判讀及知能指導上有其差異

測量報告時，常無法立即回答或數值不

性。

正確，醫師主動與護理人員討論其數值

本單位共有6組PiCCO，運用回溯2017

及病人的臨床應用，部份人員表示看不

年8月至10月PiCCO使用記錄，計算得知

懂參數意義為何？以上現象皆會直接影

每個月使用率為84%，平均測量次數為

響醫護之間訊息傳遞、對病情的溝通及

5.06次/天。

急重症護理人員的專業表現；故引發成

三、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性調查

立專案小組改善問題之動機，以提升醫
護間訊息溝通及醫療品質。

本專案所指之「判讀正確」意指在執
行測量PiCCO後，看到測量報告能立即
進行判讀且判讀正確；「判讀不正確」

現況分析
一、單位簡介

數。評估對象為有使用PiCCO病人的照

本單位為外傷科加護病房，總床數18

護護理師，介入時機為常規每日白班監

床，平均年資7.1年。2018年入住病人疾

測其PiCCO報告結果，能說出判讀數值

病診斷腹腔急症23.8%、肝膽消化系統

意義及臨床應用說明。

17.6%、四肢骨盆骨折15%、胸部鈍挫傷

本專案小組為了解人員對PiCCO判讀

12.3%、腹部鈍挫傷11.4%；以多重性創

之正確情況，於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

傷及腹部急症居多。

20日，在臨床直接運用「情境式判讀

二、臨床測量PiCCO之標準流程

PiCCO案例」一份，來詢問臨床護理人

本單位PiCCO前置作業係由醫師先放

員PiCCO判讀報告之結果，本份「情境

置中心靜脈導管及PiCCO動脈導管，護

式判讀PiCCO案例」邀請單位1位護理長

理人員裝置PiCCO儀器及設定基本參數

及2位主治醫師針對案例內容的完整性及

後，由醫師執行注射生理食鹽冰水，藉

合宜性進行專家意見之修訂，並依專家

以監測臨床參數。一般監測PiCCO為開

意見確認PiCCO判讀之正確內容，達共

始注射生理食鹽冰水(<8°C)共3次後，

識後開始進行調查。共檢測單位39位護

取其校正值後直接在螢幕上操作運算

理人員對PiCCO測量報告之判讀正確情

PiCCO報告，每日測量PiCCO結束後列

境，檢測內容分為判讀正確、判讀不正

印出判讀報告，接續由醫師判讀PiCCO

確，統計判讀正確率僅33.33%。

測量報告。

四、影響護理人員判讀不正確的原因分
析

檢視本院PiCCO標準照護作業規範，
內容主要是協助醫師執行操作流程、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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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了解護理人員對PiCCO判

「PiCCO判讀測驗卷」內容，達共識後

「PiCCO判讀測驗卷」測驗法加以統計

開始測驗卷發收。

後，發現包含以下原因：
(一)調查護理人員對PiCCO照護認知

提升重症單位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

讀不正確率高之原因，本小組運用

本專案小組於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
06日發出測驗卷，發放期間調查對象為

為了解護理人員對PiCCO照護認知情

單位全體護理人員共39人，回收有效測

形，專案小組參考文獻自擬定「PiCCO

驗共39份，結果發現判讀PiCCO所需知

判讀測驗卷」，共分為兩大部分為

識正確率33.64%，其中參數意義正確率

PiCCO參數意義及PiCCO判讀運用，總

為48.20%、判讀運用正確率為19.08%(如

共為19題選擇題。本測驗卷邀請單位1

表一)。由此可知，護理人員對PiCCO判

位護理長及2位主治醫師針對「PiCCO

讀報告知能甚為不足，導致無法將判讀

判讀測驗卷」內容的完整性及合宜性進

結果用來照護臨床病人及發揮其價值。

行專家意見之修訂，並依專家意見修訂

(二)教育訓練及判讀工具檢視

表一
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測驗結果表 ( N = 39 )
項目

答對人數( n )

正確率(% )

一、PiCCO參數意義
1.下列何者為肺部參數？

20

3.下列何者為心輸出量參數？

35

2.下列何者為前負荷參數？

6

4.下列何者為後負荷參數？

23

6.SVRI正常值為何？

12

5.下列何者為收縮力參數？

7.EVLW正常值為何？

8.CI正常值為何？

9.GEDI正常值為何？

10.ITBI正常值為何？

6

18

28

22

18

總平均

51.28

15.38

89.74

58.97

15.38

30.77

46.15

71.79

56.41

46.15
48.20

二、PiCCO判讀與運用測驗
1.關於PiCCO何者為非？

2.PiCCO在重症病人意義為何？

3.哪種病人適合使用PiCCO？

4.關於PiCCO注意事項何者為非？

5.關於EVWL何者為非？

6.關於SVRI何者為是？

7.關於CI何者為非？

8.關於ITBI何者為非？

9.關於EVLW和PVPI何者為非?
總平均
(正確率=答對人數/樣本數n*100%)

10

13

10
6

4

4

25.64

33.33

25.64

15.38

10.26

10.26

9

23.08

8

20.51

3

7.69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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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單位過去三年的在職教育課程，

問題及導因確立

僅辦過一場PiCCO說明會，而本單位39
位護理人員中有43.58%曾經參加過，

經現況分析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

內容為介紹如何操作、測量使用及問題

確率僅33.64%，其主要原因為歸納如下

排除。此外，在說明測量數據時，判讀

並將特性要因圖整理如圖一：

報告多為口頭說明，無實際案例分析

一、人員判讀PiCCO報告知能不足
二、缺乏PiCCO相關在職教育課程
三、缺乏中文版PiCCO判讀工具
四、缺乏PiCCO指導一致性

PiCCO判讀的依據，而人員面對說明人
員的測量數據結果，因了解有限故無法
主動提問或是請教專責醫師，面對日後

專案目的

對病人監測數值敏感度相對偏低。經由

本專案設定目標為護理人員對PiCCO

以上資料顯示，護理人員判讀PiCCO正
確率低與缺乏相關在職教育課程有關。

判讀正確率由33.64%提升至62.23%。

經了解目前單位PiCCO判讀工具皆為

設定目標理由為因查無文獻、無標竿學

英文版的流程指引，當人員遇到判讀問

習醫院及學習指標，且本院PiCCO標準

題或疑問之際，由於對於英文版的流程

照護作業規範並無明定護理人員需要判

指引不熟悉、觀察人員實際參閱頻率偏

讀，基於病人安全重要性的考量，本專

低，導致無法快速取得PiCCO測量報告

案小組依據現有的判讀正確率作為基

數值的意義，加上個人欠缺參數與臨床

礎，與專案小組人員及單位護理長討論

應用的知能，故影響病人臨床處置的時

後，故將改善重點期望值定為85%，故

效性及與醫師訊息溝通傳遞的平臺。

訂定期望值為62.23%。

不了解PiCCO臨床運用

不熟悉英文版PiCCO指引

不了解PiCCO參數意義
缺乏PiCCO指導一致性

缺乏相關
在職教育

規範未明訂人員
需判讀PiCCO

缺乏中文版
PiCCO判讀工具
工具

制度

護理人員對 PiCCO
判讀正確率

護理人員

33.64%

圖一
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低特性要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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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人安全的重要性
在加護單位中常見因疾病最後引發敗
血性休克，造成病情惡化，最後導致死

限制是會受到主動脈疾病、使用主動脈
氣球幫浦或體外心肺循環的病人等，因
某些參數會受到使用儀器關係，導致影
響測量參數的準確度(林、王，2015)。

亡(Song et al., 2016)。急重症單位在使

在臨床常見的PiCCO應用可分為肺

用各種血液動力學儀器的監測上，除了

部參數、前負荷、後負荷(陳、蔡，

要能精確操作儀器外，更要準確地去判

2010)，以下針對上述參數逐一介紹如

讀監測儀器的參數，及時提供給醫療團

下：(一)肺部參數係由PiCCO測得肺血

隊，減少病人合併症之產生，故血液動

管外水容積量(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力學監測在急重症單位的管理是非常需

EVLW)及肺血管滲透性指數(pulmonary

要的(林、王，2015)。

vascular permeability index, PVPI)為代

在2016年的臺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年

表。肺血管外水容積量是PiCCO可以直

度報表中，因檢查檢驗報告造成的病安

接在床邊量化肺外水分的數據，常發生

事件中占了約6.1%，其中占大多數的原

在肺部損傷、敗血性休克及多重外傷伴

因是由人為所造成為最多(臺灣病人安

隨嚴重出血之病人；肺血管滲透性指數

全通報系統，2016)。所以從事急重症

則可幫助了解肺水腫機轉(Bognar et al.,

單位的血液動力學監測中，除了醫護人

2010)。(二)前負荷係由全心舒張末期容

員要能對監測儀器有一定的熟悉之外，

積及胸內血容積來代表之，可以做為臨

重要的是也要能夠判讀監測儀器所測得

床輸液的參考。(三)後負荷係由全身血

的報告與其醫療團隊討論，提供病人適

管阻力代表左心室後負荷，在敗血性休

當之處置，使其得到良善照護(林、王，

克的病人上全身血管阻力會下降、血管

2015)。

擴張，因此常用於評估敗血性休克之血

二、PiCCO的簡介及其臨床運用

管收縮劑及輸液參考(陳、蔡，2010)。

PiCCO是屬於微侵入式的血液動力監
測系統，主要是利用經肺式熱稀釋法和

提升重症單位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

文獻查證

三、增加PiCCO判讀正確性之改善策略
(一)促進知識管理

脈搏曲線分析法，藉由注射生理食鹽冰

一個團隊從事知識管理之前，必須

水(<8°C)，利用導管測量溫度變化，計

先要有明確的目標方向及策畫適當的步

算求得胸內血容積量、肺血管外容積量

驟流程，協助組織人員能確切知道如何

等數值(陳、蔡，2010)。PiCCO特色也運

進行知識管理。首先主管必須能有效的

用在判斷敗血性休克及評估肺部損傷狀

領導及強力支持下，訂定方案最終的目

況，能精準測量臨床參數，透過PiCCO

標，作為遵循指標；其次要有能貫徹執

所提供的報告，能在臨床上更加精確控

行的團隊從中解決所有推動的問題及建

制輸液治療或藥物治療，讓病人能夠減

立獎勵考評機制，讓人員產生動機，方

少在加護病房治療時間，讓病人能到高

能有效推行(施等，2016)。而知識管理

品質的醫療照護(Zhang et al., 2013)。其

要成功跟所具備的社群文化也有絕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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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中「學習文化」是透過學習取得

致性同屬認知方面問題，故專案小組協

新知再運用這些知識來協助判斷或決

助將其歸納在同一問題中。根據所確立

策。人員的學習行為與單位的成長有極

問題，以決策矩陣擬訂解決策略如表

大關係，因此組織應可提供教育課程或

二。專案成員以投票方式決定評分：優

諮詢，讓人員有機會學習及營造學習文

為5分，可為3分，1分最低；3人進行評

化的環境(施等，2016)。

分，超過27分列為可執行對策，＊為採

(二)主動學習

行方式。

因應時代改變，學習的方式有別於

依照決策矩陣圖決策結果，擬定解決

傳統的教授法，也延伸出新式的教學，

方法為：

例如：主動學習能提供增加個人化學習

1.每年定期舉辦PiCCO在職教育課程
2.製作中文版PiCCO判讀參閱本及隨行小
卡
3.制定PiCCO判讀品質監控作業
4.建構PiCCO異常值提示訊號

及及時學習趨勢為主，延伸出更多有趣
的教學方式，例如：線上學習法、社交
網絡學習等，都能增加主動學習的意願
(孫，2018)。而主動學習也常連結戴爾

執行過程

的經驗圓錐，其內容為在圓錐底部為經
歷實際經驗或模擬實務經驗，例如搭配

本計畫至2018年2月1日至5月31日為

情境式的案例討論運用文字及圖像，讓

止，共進行4個月時間，分為計畫期、

學習者融入其中，讓學習更深入更有

執行期、評值值，執行時間進度表如表

趣；透過情境式案例討論，也能讓個人

三，各期分別說明如下：

發揮熱情，去肩負學習的責任(李、楊，

一、計畫期(2/1-3/31)

2015)。

(一)規劃護理人員在職教育：
課程內容安排方式為與組員、主管及

解決辦法

本單位主治醫師共同擬訂PiCCO在職教

因判讀知能不足及缺乏PiCCO指導一

育課程，內容包含簡介PiCCO的原理、

表二
決策矩陣圖
問題

解決辦法

1.設計PiCCO簡易判讀的口訣
判 讀 知 能 不 足 2.每年定期舉辦PiCCO測驗
及缺乏PiCCO
3.組織PiCCO教育輔導小組
指導一致性
4.制定PiCCO判讀品質監控作業
缺乏相關
在職教育
缺乏中文版
學習PiCCO
判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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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排專科醫師定期舉辦PiCCO在職教育課程
2.建構線上PiCCO教學平臺

1.製作中文版PiCCO判讀參閱本及隨行小卡
2.運用App軟體判讀PiCCO

3.建構PiCCO異常值提示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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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方便性 效益性

合計

5

9

9

23

9

9

7

25

9

15

15

15

7

13

13

3

9

15

15

7

15

15

13

15

13

15

13

3

7

採行

25

43

＊

43

＊

43

＊

43

＊

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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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執行計畫進度甘特圖
工作
項目

年
月

2月

3月

2018年

4月

5月

週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計畫期
1.規劃在職教育時間、地點、 師資、課程
2.修訂PiCCO判讀品質監測作業

3.製作PiCCO中文判讀參閱本及小卡

4.建構PiCCO提示異常訊號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期
1.舉辦PiCCO在職教育

* *

3.公告PiCCO中文判讀參閱本及隨行小卡使用方式

* * * *

2.實施PiCCO判讀品質監控作業

* * * *

4.教導PiCCO測量異常訊號提示使用

* * * *

評值期
1.護理人員判讀PiCCO正確 性評值

* * * *

了解PiCCO數值的參數意義與臨床應

閱的便利性。

用，並加入臨床模擬情境的方式，提供

(三)製作中文版PiCCO判讀參閱本及隨

相關案例及測量數據，整合答案的一致

行小卡：

性，並在討論後人員能正確回答判讀數

參考院方標準作業規範及相關文獻，

據的報告。而在職教育地點預計舉辦在

製作PiCCO參考判讀指引，指引內容含

本單位會議室，舉辦時間訂於4月4日及4

PiCCO測量參數的中文及英文縮寫、測

月11日共2天，時間為30分鐘的在職教育

量參數之正常值、異常值代表意義及異

訓練，由本專案小組成員及邀請本單位

常值處理方式。內容經單位護理長及2位

主治醫師協助進行在職教育之講師，並

主治醫師檢閱確認無誤後，製作A4大小

將課程納入每年每人單位在職專科教育

中文參閱指引本及設計識別證大小的隨

課程設計。

行小卡(約A4紙張的六分之一)，正面為

(二)修訂PiCCO判讀品質監測作業：

測量PiCCO正常值及代表的參數意義，

由本專案小組收集相關PiCCO文獻，

背面為中文判讀決策指引，以利護理人

並與單位主管及兩位主治醫師討論修

員隨身攜帶並方便參閱。

訂PiCCO判讀品質監測作業，制定單

(四)建構PiCCO測量異常提示訊號：

位PiCCO判讀作業標準，內容則為將

3月5日與本院儀器課專員討論在生理

PiCCO參數介紹、正常值、異常值、參

監測器增設測量報告異常值提示聲響訊

數意義、判讀運用及情境式臨床教學案

息及測量報告上異常值註記，擬設計正

例，將內容設計成A4表格，提高人員參

常值(綠色)、異常值(紅色)區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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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相同顏色比對，提醒相關異常

判讀小組，針對PiCCO報告判讀不清楚

值，更能透過相同顏色指引，迅速協助

或 錯 誤 的 人 員 ， 於 4月 1 3 至 4 月 2 7 日 期

判讀PiCCO測量報告。也會在PiCCO測

間，每週五白班下午成立小班教學，進

量報告參數後方加入參數正常值，提供

行為期3週，每次30分鐘，加強判讀技

護理人員在判讀報告時，做為參考依據

巧訓練及個別指導，藉以提升人員對

用。於3月13日再次與儀器課和資訊專

PiCCO判讀之正確率。

員討論建構PiCCO測量異常提示訊號事

(三)公告PiCCO判讀中文參閱本及小卡

宜，因考量醫院端程式設計的相容性，
故無法立即完成變更，將納入未來資訊

使用方式：
在4月4日及4月11日中宣導參閱本的

再造的參考建議。

使用方式及製作目的，中文參閱本會放

二、執行期(4/1-4/31)

置於單位護理站，提供人員學習參考

(一)舉辦PiCCO在職教育：

用，並發放單位每位護理人員各1份方

於4月4日及4月11日禮拜三共兩梯次，

便攜帶的隨行小卡，以利判讀PiCCO使

講師為專案小組成員及單位主治醫師，

用。另外，也提供本單位於每臺換藥車

授課呈現方式使用電腦投影片進行課室

檯面墊板下放置PiCCO判讀小卡，讓人

教學以及情境式案例討論練習，由主治

員隨時能夠取得，提升判讀的正確性。

醫師先協助課室在職教育訓練後，再

本專案小組在實地觀察後，發現當初設

由專案小組指導臨床情境式案例PiCCO

計識別證大小的判讀小卡，在換藥車檯

判讀，授課對象為加護單位全體護理

面墊板下因設計比例太小，尤其在物品

人員共39名，共34人出席，出席率為

的置放下，容易造成人員忽略有放置

87.18%，其餘5人(12.82%)給予個別指導

PiCCO判讀小卡，故本專案小組發現問

說明，並將在職教育相關資料納入單位

題後，立即將判讀小卡設計為約4張識

護理站、公布於佈告欄及交班本，提供

別證大小，讓人員方便判讀及比對使

護理人員閱讀了解。

用。

(二)實施PiCCO判讀品質監測作業：

三、評值期(5/1-5/31)

於4月4日及4月11日中宣導PiCCO判

(一)護理人員判讀PiCCO正確性評值：

讀品質監測作業目的及方式，並列入病

2018年5月1日至5月31日評值期間將

房相關參考資料查閱本中，提供人員查

「PiCCO判讀測驗卷」進行後測以及

閱。本單位護品組於4月1日至4月30日期

由專案小組運用「情境式判讀PiCCO

間，進行專科性評核，本專案小組協助

案例」，查檢本單位39位護理人員對

執行PiCCO判讀監測作業評核，並列入

PiCCO判讀結果，以評值本專案之成

年度單位專科評核項目中。在執行判讀

效。

監測評核過程中，發現人員尚未熟悉判
讀數據與臨床症狀表現的結合能力，經
過與專案小組討論後，決定組成PiCCO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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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評值
(一)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性調查

提升重症單位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

專案實施後，本專案小組於2018年5

討論與結論

月1日至5月31日，進行第一次評值，使
用「情境式判讀PiCCO案例」共查檢39

本專案旨在提升護理人員對PiCCO

人進行後測，判讀結果正確由改善前13

判讀正確率，經由實施改善對策後，

人(33.33%)提升為30人(76.92%)。

PiCCO判讀正確率由33.64%提升至

(二)護理人員對PiCCO照護認知

78.25%，其中參數意義正確率由48.20%

本專案小組於2018年5月1日至5月31

提升至94.10%，判讀運用也由改善前

日，依據「PiCCO判讀測驗卷」進行後

19.08%提升至改善後62.39%，已達本

測，結果PiCCO判讀所需知識正確率

專案改善之目的。本專案小組為提升判

由33.64%提升至78.25%，其中參數意

讀正確率，透過每年定期舉辦PiCCO在

義正確率由48.20%提升至94.10%，判

職教育課程、制定PiCCO判讀品質監控

讀運用由改善前19.08%提升至改善後

作業、製作中文版PiCCO判讀參閱本及

62.39%。

隨行小卡之措施，讓護理人員提升專科

本專案小組為了解護理人員對心肺容

的知能，並有效率的輔助醫師取得病人

積判讀正確率是否能持續維持，在第一

的血液動力學數值，提供急重症病人精

次評值後的兩個月進行第二次評值，即

確且快速的治療處置。而專案小組在計

於2018年7月1日至7月31日，白班查檢

畫期時，因目前PiCCO測量異常提示訊

39人，判讀正確為28人(71.79%)，判讀

號程式相容性的問題，無法立即完成專

正確率效果維持在約70%以上，其中在

案的改善措施；執行過程中，加上護理

評值期間，統計本單位有10名放置心肺

人員在剛開始學習輔助醫師判讀PiCCO

容積監測器的病人，處於敗血性休克的

數值時，因未強化個人的知能，而顯得

狀態，經過每日將判讀結果即時與主治

擔心沒有自信，甚至質疑個人的角色職

醫師討論後，有8名病人的休克情形因

責，故初期配合度偏低為本專案的阻

而得到明顯的改善，另外2名病人因疾

力，但經由組員們契而不捨的努力成立

病嚴重度複雜因素，改善休克的程度有

PiCCO判讀小組，透過反覆的實例判讀

限。經過專案小組的改善後，護理人員

訓練、人員個別指導，加上單位主管和

能勇於與醫師討論判讀報告結果，在雙

專責醫師的認同和激勵，是我們完成專

方面良性的互動下，也讓醫師們對本單

案的助力。本專案進行時，單位陸續有

位護理人員刮目相看，此為專案的附帶

多位新進人員報到，因此對新進人員的

效益。更值得一提的是，並非所有住院

照護品質監控，也將規劃完成相關在職

醫師對受過判讀PiCCO訓練，護理人員

教育課程，才能獨立完成病人的照護。

除了提升自我的專科知能外，對內能與

整體而言，本專案的結果有助於護理人

住院醫師教學相長；對外可平行推展至

員對心肺容積監視器的照護能力提升，

使用PiCCO之加護單位，同步全面提升

盼此專案改善可作為其他重症單位的參

護理人員判讀的正確率。

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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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單位養成討論PiCCO報告之風氣，

醫院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取

更提升單位人員工作的成就感，則為專

自http://www.patientsafety.mohw.gov.tw/

案之助力。由於PiCCO判讀能監測血液
動力學並迅速給予治療，建議未來在
設計PiCCO儀器時，能夠將24小時監測
納入開發選項及電腦能初步輔助判讀
PiCCO報告，如此一來，更能快速監測
病人體液容積及敗血性休克情形，立即
評估病人需求，並提升病人醫療品質及
降低住院天數，進而奠定護理能力的提
升及護理價值的建立。

參考資料
臺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2016，無日期)．

2016年TPR年報 ．取自http://www.
patientsafety.mohw.gov.tw/Content/
Downloads/List01.aspx?SiteID=1&Mmm
ID=621273303702500244。
李隆盛、楊淑蓉(2015)．善用主動學習轉化課堂
教學．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 (7)，50-54。
林珍瑋、王筱珮(2015)．重症單位血液動力學
監測器介紹．護理雜誌，63 (1)，117-124。
https://doi.org/10.6224/JN.63.1.117
施文玲、蔡俊彥、吳百祿(2016)．組織知識管
理的導入模式．正修學報．29 ，81-100。
孫旻暐(2018)．劍橋取經分享-談主動式學習與團
隊導向學習法．評鑑雙月刊．71 ，39-42。
陳雅惠、蔡素珍(2010)．心肺容積監視器於敗
血 性 休 克 病人的臨床應用．長庚護理，

21 (4)，442–450。
衛生福利部(2018，1月22日)．107-108年度

92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Content/z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
=1&MmmID=621273300317401756&MS
ID=777752343551741053。

Bognar, Z., Foldi, V., Rezman, B., Bogar, L.
& Csontos, C. (2010). 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index as a sign of developing sepsis in

burns. Burns, 36 (8), 1263-1270. https://doi.

org/10.1016/j.burns.2010.04.006

Liu, X. Y., Ji W. L., Wang, J. F. & Pan, T. (2016).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PiCCO in septic
shock patients.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11 , 1335-1339. https://doi.
org/10.3892/etm.2016.3040

Song, J. E., Kim, M. H., Jeong, W. Y., Jung, I. Y.,
Oh, D. H., Kim, Y. C., Kim, E. J., Jeong, S.

J., Ku, N. S., Kim. J. M., & Choi, J.Y. (2016)

Mortality risk factors for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bundles. Infect Chemother,

48 (3), 199-208. https://doi.org/10.3947/
ic.2016.48.3.199

Zhang, W., Danzeng, Q., Feng, X., Cao, X., Chen,

W., & Kang, Y. (2013)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predicts outcomes of

pulse indicator contou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directed goal therapy. Medicine,

96 (39) p e8111. https://doi.org/10.1097/
MD.0000000000008111

提升重症單位護理人員對PiCCO判讀正確率

Improvement of the Accuracy Rate of PiCCO
Assessment for ICU Nursing Staff
Mei-Hui Hsu、Pei-Fang Hsu*、Hui-Chen Liu*、Po-Hsin Fan*

ABSTRACT
The project aim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Pulse Contour Cardiac Output
(PiCCO) assessment for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nursing staff. The ICU accommodates
patients with multiple traumas and septic shock, and several instruments are applied.
Therefore, training regarding the ability to assess and analyze data is required to save
time and prevent patient deterioration.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PiCCO assessment for the nursing staff was only 33.64% due to
insufﬁcient knowledge of PiCCO interpretation, lack of relevant in-service education, lack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iCCO interpretation tools, and the absence of PiCCO guidance
consistency. The project group has planned the in-service education training, interpreted the
PiCCO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roduced the PiCCO interpretation suggestions. Finally, the
accuracy rate of the PiCCO assessment by the nursing staff reached 78.25%. This project
contributes to providing practical suggestions on applying PiCCO and interpreting the
assessment for other related medical unit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1; 20:3, 83-93)
Keywords: accuracy rate, PiCCO, sept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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