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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探討住院老人移除留置尿管處理方案
胡芳文1 陳清惠1,2

摘

張家銘3,4,5

要

住院老人常因留置尿管導致併發症，其留置尿管盛行率約為15至25%。留
置尿管導致多項併發症，不僅會延長住院天數，甚至與死亡率的增加有關。本
文 以 文 獻 回 顧 法 搜 尋 2002 至 2012 年 ， 發 表 於 Pub-Med 、 Medline 、 Cochrane
Library、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等資
料庫，鍵入下列關鍵字：老人膀胱再訓練(bladder retraining in elderly)、膀胱功
能不良(bladder dysfunction)、神經性膀胱(neurogenic bladder)、尿管導致泌尿道
感染(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移除短期留置尿管(removal of
short-term indwelling urinary catheter)、間歇性導尿(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
等，選取符合篩選標準並排除不適合文獻後，共找出13篇文章進行分析與整
理。利用文獻資料為基礎，整理出住院老人移除留置尿管處理方案。使用移除
留置尿管的評量準則，分為可移除與不可移除兩大類型，針對可移除留置尿管
的住院老人，選擇最佳移除的時間點，最後規劃出移除留置尿管後的流程計
劃，減低產生排尿問題的危險性及增加移除留置尿管的成功率。故期望藉此方
案之建構，減少臨床住院老人不當使用留置導尿管的情形。
（ 臺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 2013；8(1)：1-13）

關鍵詞： 留置尿管、膀胱再訓練、間歇性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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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The National

前言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老人族群留置尿管盛行率在護理之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等資料庫，鍵入中

家約5-15%，住院老人則高達25% [1]。尿

文及英文關鍵字為老人膀胱再訓練

管留置易導致其他併發症，泌尿道感染

(bladder retraining in elderly)、膀胱功能

在住院老人是常見的院內感染，而其中

不 良 (bladder dysfunction)、 神 經 性 膀 胱

80%即源自於留置尿管所導致[2,3]。留置

(neurogenic bladder)、尿管導致泌尿道感

尿管導致泌尿道感染病人不只會因此延

染(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長住院天數5天以上，同時死亡率更為未

移除短期留置尿管(removal of short-term

留置尿管者的3倍[4,5]；其他留置尿管所

indwelling urinary catheter)、間歇性導尿

導致的併發症還包括：膀胱痙攣、尿道

(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等，總計6,015

糜爛、血尿、附睪炎、尿道旁膿瘍、廔

篇。納入提供全文、英文或繁體中文呈

管形成、阻塞、結石及疼痛等[6,7]。除

現、與留置尿管照護相關文獻，排除重

此之外，病人亦會因為害怕拉扯到管路

複、針對特定檢查、術式或藥物研究等

而減少活動，導致活動功能下降[8]。

文獻，符合文獻為11篇；再於搜尋到的

因留置尿管導致泌尿道感染與使用

文獻中，檢視內文所引用之相關參考資

持續時間有顯著相關[9]；所以任何可以

料，亦併入本文搜尋之範圍，最後選用

縮短尿管留置持續時間的方法，都可以

13 篇 文 獻 。 依 據 The Joanna Briggs

降 低 留 置 尿 管 所 導 致 的 併 發 症 [10]。 然

Institute (2008)所提出實證等級分類(表1)

而 ， 病 人 移 除 留 置 尿 管 後 的 7至 21小 時

[14]，呈現相關文獻的實證等級於(表2)。

內，常發生尿滯留現象[11]，此問題不只

移除留置尿管流程方案

讓膀胱過度膨脹，甚者會造成逼尿肌永
久性的損傷，而必須重新置入留置尿管
[11-13]。為能成功移除留置尿管，實有

經文獻查證與彙整，流程方案主要

必要深入探究有效移除留置尿管的措

分為以下三大項，移除留置尿管的評量

施。故本文乃以文獻資料為依據，希望

準則、選擇移除留置尿管的時間點與移

建構住院老人成功移除留置尿管之方

除留置尿管後的流程計畫。

案，提供臨床參考。
一、移除留置尿管的評量準則

文獻蒐集方法與結果
留置尿管適當使用與及早移除，為
文獻蒐集策略，主要搜尋2002年至

預防泌尿道感染和其他合併症最好的方

2012年4月止，Pub-Med、Medline、Cochrane

法。目前研究發現，高達40%住院病人為

Library、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

不當留置尿管使用[2]。一份針對臨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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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證據等級表
等級

實證等級標準

I

將隨機控制試驗經系統性文獻綜論後之結果。

II

由至少一個合適設計及足夠樣本數的隨機控制試驗之結果。

III-1

由設計良好但未採隨機的試驗之結果。

III-2

由設計良好的世代研究或個案對照研究，且包括不只一個單位及一組研究人員做出的非試
驗性研究得到之結果。

III-3
IV

表2

由時間序列可有或無介入措施的試驗之結果。
由具聲譽的權威性單位依臨床證據、描述性研究，或專家委員會報告發表的意見。

引用文獻列表

文獻內容

作者

年代

證據等級

NGC. [15]

2006

I

Conway, et al. [16]

2011

I

Meddings, et al. [17]

2010

I

Topal, et al. [18]

2005

III-1

Gokula, et al. [19]

2007

III-1

Robinson, et al. [20]

2007

III-1

Voss. [21]

2009

III-1

Griffiths, et al. [22]

2009

I

Resnick. [23]

1993

IV

Kane. [24]

2009

IV

NGC. [25]

2008

I

Wyndaele, et al. [26]

2001

IV

NGC. [15]

2006

I

Stöhrer, et al. [27]

2009

I

Resnick. [23]

1993

IV

Kane. [24]

2009

IV

NGC. [25]

2008

I

 移除留置尿管的評量準則
(1)留置尿管適應症
(2)利用留置尿管評量準則判斷
並執行介入措施

 移除留置尿管的時間點
 移除留置尿管後策略
(1)建立排尿時間表
(2)誘尿方式
(3)間歇性導尿

(4)藥物使用

師的調查顯示，38%臨床醫師對自己的病

的病人，更容易被忘記[28]。

人是否留置尿管沒有警覺，也發現這些

雖然目前住院病人留置尿管的臨床

不適當使用留置尿管的病人比適當使用

評量準則並不一致，但綜合文獻將適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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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尿管的最佳時間點做探討。目前醫
師們對於最佳移除留置尿管的時間點並

表3

適當留置尿管的評量準則

沒有共識，所以目前臨床上多數依照個
人習慣執行[29]。

適當留置尿管的情況

Griffiths等人(2009)在Cochrane Library

 需要膀胱灌洗或輸注藥物至病人的膀胱
 無法使用其他方法減輕泌尿道阻塞

發表系統性文獻回顧，比較留置尿管在

 無法使用其他方法處理神經性膀胱和尿滯留

早上(06:00-08:00)與晚上(22:00-24:00)移

（例如：間歇性導尿等）

除 之 差 異 ； 收 集 11 篇 隨 機 控 制 研 究 報

 需要嚴密監測輸入排出量的重症病人

告，總共1,389位參與個案，收案條件為

 預計執行泌尿道或其他附近構造處手術

任何年齡在任何地點，包含醫院、社區

 在尾骶或周圍有3或4度壓瘡的尿失禁病人

及護理之家，且留置尿管放置時間在1-14

 提供末期病人舒適

天內之個案，排除先天性泌尿生殖系統

 困難放置尿管或泌尿專科醫師特別要求

有功能障礙者，結果因為研究個案之異
質性過高，無法得到結論。但晚上移除

部分研究亦顯示，醫護人員於留置

留置尿管組，在第一次解尿量及住院天

尿管前與尿管留置時皆運用評量準則，

數有統計上顯著意義；進一步統合分析

判斷留置尿管是否仍為適當使用並適時

發現執行泌尿道手術後的病人，在晚上

移除，結果發現可有效減少留置尿管放

移除留置尿管，第一次解尿量明顯較多

置及減少持續放置時間，甚至減少泌尿

(Difference 95.82, 95% CI 62.02-129.62)。

道感染的機率[20,21]；另有研究顯示，

另外，統合分析結果亦顯示在晚上移除

在急診於留置尿管前運用評量準則，判

留 置 尿 管 ， 可 縮 短 住 院 天 數 (RR 0.71,

斷留置尿管是否為適當使用，結果發現

95% CI 0.64-0.79)，約減少平均住院天數

可有效增加適當留置尿管使用率14%且

2天。最後，因尿滯留再放回留置尿管，

成效持續兩年[19]。最近統合分析研究更

與是否可避免於非上班時段再放回留置

指出，運用電腦系統或制度化提醒醫護

尿管二方面，則沒有統計顯著。系統性

人員注意尿管留置，判斷留置尿管是否

文獻回顧中，八篇研究有四篇顯示晚上

仍為適當使用並適時移除，亦可有效減

移除留置尿管的病人，第一次解尿時間

少 平 均 2.61天 持 續 放 置 時 間 與 減 少 52%

較早上移除者長。在病人滿意度方面，

泌尿道感染發生率[17]。

七篇研究有五篇顯示晚上移除留置尿管
不會影響睡眠。唯一一篇提到成本效益

二、選擇移除留置尿管的時間點

的研究，認為晚上移除留置尿管是有成
本效益的[22]。

很多研究針對留置尿管的類型、照
護和放置技巧等做探討，但較少對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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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時，一天飲水量最好達到2000 cc。

三、移除留置尿管後的處理流程

老人因為害怕頻尿或是因為老化造成口
早期移除留置尿管可有效預防泌尿

渴感減少，常常水分攝取不足，所以建

道感染及減少住院天數，但同時也增加

議將一天的飲水量做好規劃，例如：每

短時間內產生排尿問題的危險性[30]。因

小時飲水100-150 cc，如果有食用水果或

此，為了減低產生排尿問題的危險性及

米粥等含水分的食物，也可取代飲水的

增加移除留置尿管的成功率，必須使用

水分，規劃時儘可能於白天攝取水分可

計畫性流程，依循步驟幫助病人移除留

減少老人夜尿頻繁的情形[23,24]。

置尿管，完整流程如(圖1)。
(二)誘尿方式

移除留置尿管後，必須排除造成尿
滯留的相關問題，才能進行以下訓練措
施，常見問題包括泌尿系統感染、手術

膀胱誘尿是經由外在的刺激，誘發

麻醉、未控制之前列腺肥大、藥物與糞

逼尿肌收縮，促使排尿。誘尿的目的在

便 填 塞 等 。 Verhamme 等 學 者 (2008) 研

於，經由規則的外在刺激，可以重新控

究發現約10%尿滯留由藥物引起，造成尿

制膀胱的反射。通常在導尿前先做誘

滯留常見的藥物包括：三環抗鬱劑

尿，鼓勵病人自解。目前有很多誘尿的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 抗 組 織 胺 劑

方法，例如：輕撫大腿內側、拉陰毛、

(antihistamines) 、 抗 巴 金 森 病 劑

敲 擊 恥 骨 上 區 、 Valsalva maneuver 、

(antiparkinsonian agents) 、 抗 痙 攣 劑

Crede’s method、握冰塊及聽流水聲等。

(antispasmodics) 、 抗 精 神 病 劑

Valsalva maneuver和Crede’s method是最

(antipsychotics) 、 抗 心 律 不 整 劑

常見的誘尿方法；但有些病人因逼尿肌

(antiarrhythmics)。接下來需建立排尿時

和括約肌共濟失調，在使用誘尿方法

間表，最後輔助藥物使用[23,24,31,32]。

時，導致逼尿肌收縮、膀胱壓力上升，
但括約肌也收縮，所以尿液無法從尿道

(一)建立排尿時間表

排出，逆行至腎臟，導致水腎等病變。
因此，在使用誘尿方法前，應該先做尿

每2至4小時，鼓勵病人解尿，盡可

路動力學檢查，才能針對病人的狀況，

能讓病人維持正常解尿姿勢，男病人站

選擇適合病人的治療方法[26]。

姿、女病人坐姿，正常解尿姿勢可促進

實 證 指 引 建 議 ， 避 免 使 用 Valsalva

膀胱排空。配合水分攝取也相當重要，

maneuver和Crede’s method，當成促使膀

因為尿量太少，病人無尿意感將不易促

胱 排 空 的 第 一 選 擇 ； 但 可 使 用 Valsalva

進膀胱排空，並且無法充分稀釋膀胱內

maneuver和Crede’s method在下神經元受

的細菌和沉澱物，使得泌尿道感染和結

損鬆弛型膀胱者，不可使用在逼尿肌和

石容易發生，因此若病人無液體攝取的

括約肌過度收縮、膀胱下出口阻塞及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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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置尿管的住院老人

符合
留置尿管評量準則

1

移除尿管後，使用以下策略
不符合

 先排除導致尿儲留原因，例如：泌尿系統感染、
手術麻醉、未控制之前列腺肥大、藥物與糞便填
塞
 建立排尿時間表，每 2～4 小時鼓勵病人定時解尿
（女生坐姿，男生站姿）、配合水分攝取 2
 建議行尿路動力學檢查後，再選擇使用誘尿方式 3
 使用解尿日誌

可移除尿管
持續放置尿管

有
有無自解尿液
第一次自解後

無

單導測餘尿
尿管移除後 8 小時未自解或解尿困難，
便執行單次導尿
餘尿量>100 ㏄或
評估餘尿量及

自解量與餘尿量<3:1

自解量與餘尿量比
依病人餘尿量多寡決定間歇性導尿頻率 4
餘尿量<100 ㏄或

一天內 2 至 6 次不等，餘尿量少於 100 ㏄

依醫囑藥物輔助

自解量與餘尿量>3:1
餘尿量<100 ㏄或
自解量與餘尿量<3:1
餘尿量及
自解量與餘尿量比
成功

餘尿量≦100 ㏄或
自解量與餘尿量>3:1
成功

圖1

移除留置尿管流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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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留置尿管評量準則，適合放置留置尿管的病人為：需要膀胱灌洗或輸注藥物至膀胱的病人、使用其他方法
減輕泌尿道阻塞無效的病人、使用其他方法處理神經性膀胱和尿滯留無效的病人，例如：間歇性導尿、需
要嚴密監測輸入輸出量的重症病人、預計執行泌尿道或其他相近處手術的病人、在尾骶或周圍有3或4度壓
瘡的尿失禁病人、提供末期病人舒適、困難放置尿管或泌尿專科醫師特別要求的病人。
註2：若病人無液體攝取的限制時，一天飲水量最好達到2000 cc。老人因為害怕頻尿或是因為老化造成口渴感
減少，常常水分攝取不足，所以建議將一天的飲水量做好規劃，例如：每小時飲水100-150 cc，如果有食
用水果或米粥…等含水分的食物，也可取代飲水的水分，規劃時儘可能於白天攝取水分可減少老人夜尿頻
繁的情形。
註3：使用不同誘尿方法，例如：輕撫大腿內側、拉陰毛、敲擊恥骨上區、Valsalva maneuver、Crede’s method、
握冰塊及聽流水聲等。
註4：開始每6小時導尿，若膀胱內餘尿量100至200 cc更改為每12小時導尿，繼續執行至膀胱內餘尿量小於或等
於100 cc或自解量與餘尿量為3:1。

腎病人[25]。

自解量、餘尿量、滲尿量等，能使臨床
醫護人員更佳掌控病人狀況，適時調整

(三)間歇性導尿

病人間歇性導尿的頻率。目前對於評值
間歇性導尿成功的方式為：病人尿液自

若病人無法自解尿液或膀胱內餘尿

解量與餘尿量為3:1，或膀胱內餘尿量小

量大於100 cc，就必須使用間歇性導尿的

於100 cc且無泌尿系統病理變化時，則可

方式將膀胱排空。目前針對間歇性導尿

認為間歇性導尿成功[15,27]。

的頻率尚無共識，導尿次數太少將使膀
(四)藥物輔助

胱內尿液太多導致膀胱內高壓或泌尿道
感染，導尿次數太多會增加感染危險性
及不便。針對住院老年族群文獻僅有專

配合藥物使用，可提升膀胱訓練成

家建議，移除留置尿管8小時之後未自解

功的機會。目前實證指引建議，抗膽鹼

尿液或解尿困難者，例如：8小時解尿量

藥物(Anticholinergic agents)對逼尿肌過

小於240 cc時，開始每6小時執行間歇性

動痙攣型膀胱是首選用藥，在長期效果

導尿，若膀胱內餘尿量100至200 cc，開

和安全性皆良好。膽鹼藥物 (cholinergic

始更改為每12小時導尿，接下來繼續執

agent)可增加膀胱逼尿肌收縮，但目前實

行 至 膀 胱 內 餘 尿 量 小 於 或 等 於 100 cc

證指引表示，仍無足夠證據支持有效。

[23,24]。因此，必須密切注意病人狀況，

甲 型 腎 上 腺 素 阻 斷 劑 (Alpha-blockers)可

配合解尿日誌，內容包括：攝取水量、

放鬆括約肌，用以降低膀胱出口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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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效果，但因姿勢性低血壓副作

睡眠品質不佳[36]。故臨床上是否採行晚

用，建議晚上睡前使用，老年病人使用

上移除留置尿管的策略，仍需依賴臨床

上也要特別小心[25]。

醫護人員再做權衡。
雖然目前文獻對間歇性導尿的頻率

討論

仍未有共識且多針對脊髓損傷病人，只
有一篇文獻(作者為老年復健病房專科護

減少留置尿管的使用以及縮短留置

理 師 )提 到 住 院 老 人 移 除 留 置 尿 管 的 流

尿管使用的持續時間，是為避免住院老

程，在此病房為移除留置尿管8小時後，

人因留置尿管而導致感染或相關併發症

未解尿或解尿量小於240 cc就開始執行

的重要措施。文獻資料顯示，臨床配合

每6小時導尿，若膀胱內餘尿量100至200

使用留置尿管評量準則，將可有效減少

cc，開始更改為每12小時導尿，接下來繼

留置尿管的不當使用，再配合膀胱再訓

續 執 行 至 膀 胱 內 餘 尿 量 小 於 或 等 於 100

練策略，更能增加移除尿管之成功率。

cc [23]。可見除現存文獻對間歇性導尿的

Meddings 等 學 者 (2010) 統 合 分 析 結

頻率仍未有共識之外，還需考慮是否符

果指出，運用電腦系統或制度化提醒醫

合住院老人此族群的需求。依據正常成

護人員注意尿管留置，再依評量準則判

人腎絲球過濾率125 ml/min，會有99%在

斷留置尿管是否仍為適當使用並適時移

腎小管再吸收，1%真正成為尿液排出體

除，可有效減少留置尿管放置持續時間

外，而老人族群腎絲球過濾率低於正常

與減少泌尿道感染機率[17]。但各個研究

成人的10% [37]，以餘尿量的多寡訂定間

中電腦系統與制度化設置內容與方式異

歇性導尿之頻率，除了要考量老人族群

質性大，建議各醫院仍需依據自身體

生理代謝因素外，最主要還是視病人狀

制，發展適切性留置尿管提醒制度系統。

況再做調整。另外，若出院後仍需執行

另外，Griffiths等學者(2009)系統性

如此頻繁的間歇性導尿次數，應該再考

文獻回顧指出，在晚上移除留置尿管比

量頻率運用於老年族群的可行性。

在白天移除留置尿管，第一次解尿量較

最後，移除留置尿管後的流程策

多與明顯減少住院天數；但因晚間一般

略，目前文獻也多針對脊髓損傷病人，

為臨床照護人力比較缺乏的時段，加上

只有一篇文獻建議住院老人移除留置尿

許多研究指出夜尿為老人族群跌倒的危

管1-2週後，如果持續餘尿量多再考慮執

險因子[33,34]，Stewart等學者歷經五年

行尿路動力學方面的檢查[26]，此項與上

研究發現，老人在晚上夜尿次數兩次，

述文獻整合的結果雖不符合，但因住院

會提高跌倒的危險性(Odd ratio=1.84)，如

老人較多急性問題恐會影響正常排尿或

果夜尿次數三次以上，跌倒危險性更高

因感染未完全控制，所以是否適用於住

(Odd ratio=2.15) [35]；而Bliwise等學者研

院老人族群，希望未來有更多研究再做

究也發現，老人夜尿會影響睡眠且造成

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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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Urinary Catheter Removal among
Hospitalized Older Adults: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Fang-Wen Hu1, Ching-Huey Chen1,2, Chia-Ming Chang3,4,5
Abstract
Approximately 15 to 25% of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need to use urinary
catheters. In addition to prolonged hospital stay,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may even lead to increased mortality rate. Removal
of urinary catheter is therefore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for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The study accordingly performed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elated papers
pu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Pub-Med,”
“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and
“CEPS” were searched, using keywords including “bladder retraining in elderly,”
“bladder dysfunction,” “neurogenic bladder,”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removal of short-term indwelling urinary catheter,” and “intermittent
catheterization”. The online keyword search produced 13 articles serving as the
evidence-based documents examined by the study that aimed at reviewing the protocol
of removing urinary catheters among hospitalized older adults. Based on the ways the
cases were managed, the protocol is categorized into the removable and the
non-removable types. The optimal timing for removing urinary catheters among
removable cases was then determined, and, finally,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bladder
retraining were proposed to help decrease the risk of infections and complications and
increase the rate of successful removal for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using urinary
cath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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