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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血症之診斷及治療

陳欽明
7

學習目標

案例

1. 了解 2016 年敗血症與敗血性休克的第三次國際共識會議（Sepsis-3），

及運用 qSOFA（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及相繼器官

衰竭評估（SOFA）來診斷敗血症

2. 敗血症病人之初始復甦治療（Initial Resuscitation），微生物培養∕抗生

素治療∕感染源控制策略

3. 敗血症血管升壓劑∕重碳酸鈉∕皮質性類固醇使用策略

4. 敗血症病人之血液製品輸注∕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使用策略

5. 敗血症病人之人工呼吸器∕止痛鎮靜藥物使用策略

6. 敗血症病人之血糖控制∕營養支持策略

7. 敗血症病人之腎臟替代治療∕血液淨化策略

8. 敗血症病人之預防壓力性潰瘍治療策略

9. 敗血症病人瀕臨死亡之處理策略

一名 67 歲 60 公斤重男性病人，有膽結石之過去病史，最近 2 天噁心、嘔

吐、發燒、意識不清及右上腹痛，被家屬送到急診求診。初步急診檢查呈現體

溫攝氏 39 度，脈搏 112 下∕分，呼吸速率 25 次∕分，血壓 85/48 mmHg，昏

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為 E3V4M5。醫師陸續給予 2,000 mL 生

理食鹽水，血壓約在 70/45 mmHg 附近，因此給予升壓劑 Norepinephrine，濃

度 10 μg/min 才能改善低血壓，同時插管使用呼吸器，並加上 5 cmH2O 吐氣末

正壓（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GCS 後續掉到 E1VEM4。抽血

檢查發現白血球為 21,900/uL，多形性顆粒球佔 95%，血小板為 81,000/uL；膽

紅素（bilirubin）為 4.5 mg/dL，血清肌酐酸濃度（Creatinine）為 2.5 mg/dL，

乳酸（lactate）為 5.1 mmol/L；動脈血液分析呈現 pH7.282，HCO3
-13.7 mmole/

L，氧合指數（PaO2/FiO2）為 130.4 mmHg，CXR 出現兩邊浸潤，血壓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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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調 PEEP；血液培養結果初步可見格蘭

氏陰性細菌。同時超音波呈現膽囊腫大、

囊壁增厚，並可見結石堵在膽囊的頸部，

並且病人右上腹有壓痛。請問：

一、病人是否為敗血症（sepsis）？
敗血症之評估及定義（screen-
ing/definition）

1. 根據 2016 年敗血症與敗血性休克的

第三次國際共識會議（Sepsis-3），

目前醫學上對於敗血症的定義為「感

染之後的宿主反應失調，導致重要

維生器官功 能失常。」敗血性休克

（septic shock）的定義則為敗血症

附帶有循環系統與細胞代謝功能之

障礙。此次的共識，摒棄了自 1991

年使用至今的 SIRS criteria，其命

圖 7-1

運就如其項目縮寫一樣被 THRoW

「丟」了！（圖 7-1，陳志金醫師提

供）

2. 初步評估採用「快速相繼器官衰竭

評估（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qSOFA）， 針 對 疑 似

有感染的病人，先偵測他的意識

狀態（Consciousness）、呼吸速率

（Respiratory rate）、 以 及 收 縮 壓

（systolic Pressure）等三項進行評估

（把它縮寫成「CRP」口訣，因為感

染時，我們一般會測 CRP 嘛 ~ 只是

方便記憶），若是昏迷指數不滿 15

分、呼吸速率大於每分鐘 22 下、以

及收縮壓小於等於 100 mmHg，三

項中若符合兩項即應進行下一步的

標準 SOFA，以評估各器官功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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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是

是

病人疑似感染

qSOFA ≧ 2 ? 見 A 仍懷疑敗血症
評估臨床狀況；若臨床必

要時再評估敗血症可能

評估臨床狀況；若臨床必

要時再評估敗血症可能

評估器官衰竭證據

SOFA ≧ 2 ? 見 B

經足夠輸液後，仍須使

用升壓劑維持平均動脈

壓≧ 65 mmHg，且血

中乳酸＞ 2 mmole/L

敗血症

敗血性休克

(A) qSOFA
呼吸≧ 22 ∕分

意識改變（非滿分就算）

收縮壓≦ 100 mmHg

(B) SOFA
心：MAP 與升壓劑

肝：Bilirubin
肺：P/F ratio
腎：Creatinine 與尿量

血：Platelet
神：Coma scale

圖 7-2　新敗血症∕敗血性休克診斷流程

圖 7-2（新敗血症∕敗血性休克診斷

流程，SEPSIS-3 第三次國際會議，

JAMA 2016;315:801-10）。

3. 「相繼器官衰竭評估（SOFA）」的

內容包含 6 項，即昏迷指數、平均

動脈壓、是否使用升壓劑及其劑量、

氧和指數（PaO2/FiO2）、膽紅素濃

度、血清肌酐酸濃度或尿排出量、

以及血小板計數。若計算 SOFA 總

分後，上升大於 2 分者，即為敗血

症。詳見 SOFA score 表 7-1，此病

人 SOFA score 為 16 分且上升遠超過

2 分。

4. 若敗血症病人經過適當的輸液治療

後，仍然需要使用升壓劑以維持 65 

mmHg 以上之平均動脈壓、並且血

清中乳酸濃度大於 2 mmol/L，此兩

項條件符合即為敗血性休克。此病

人符合敗血性休克的定義。

簡單來說：

先看 qSOFA ≧ 2 → SOFA ≧ 2 → sepsis

→升壓劑＋血中乳酸＞ 2 → septic shock

二、此病人之初始復甦治療（Initial 
Resuscitation）該如何處置？

1. 敗血症與敗血性休克為醫學急症，

指引建議立即進行治療與復甦。（最

佳實務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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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由敗血症所引起的灌流不足之

復甦治療，指引建議在前三個小時內

給予至少 30 mL/kg 的晶體溶液。在

PROCESS 與 ARISE 隨機分派臨床試

驗中，隨機分派前（pre-randomization）

之平均復甦輸液量為 30 ml/kg，而在

PROMISE 試驗中則是大約 2 公升。

（強建議強度、低證據等級）

3. 指引建議在初始輸液復甦之後，頻

繁地重新評估病人的血流動力學狀

態，視情況給予額外的輸液。（最

佳實務陳述）。

※ 註：重新評估之內容應包含完整的

臨床檢查及評估可測得之生理數值

（心跳、血壓、動脈血氧濃度、呼

吸速率、體溫、尿排出量或其他數

值），亦包含其他侵入性或非侵入

性監測之數值。

4. 若以一般臨床檢查無法得到明確的

診斷，指引建議以進一步的血流動

力學評估（例如：心臟功能）來決

定休克的類型。（最佳實務陳述）

5. 若情況適用時，指引建議盡量使用動

態的測量值來預測輸液治療的反應，

而非靜態的測量值。技巧包含了被動

抬腳以增加心臟回流；大量輸液觀

察心搏量變化；或者是觀察收縮壓、

脈壓（Pulse pressure）、或心搏量對

應呼吸器造成胸腔內壓力變化之改

變。（弱建議強度、低證據等級）

6. 對於需要血管收縮劑之敗血性休克

病人，指引建議初始之目標平均動

表 7-1　相繼器官衰竭評估（SOFA）

系統
分數

0 1 2 3 4

呼吸 PaO2/FiO2，

 mmHg
≧ 400 ＜ 400 ＜ 300 ＜ 200 並使用呼吸器 ＜ 100 並使用呼吸器

凝血

血小板 ×103/uL
≧ 150 <150 <100 ＜ 50 ＜ 20

肝臟

膽紅素，mg/dL
＜ 1.2 1.2-1.9 2.0-5.9 6.0-11.9 ＞ 12

心血管

平均動

脈壓≧

70 mmHg

平均動

脈壓＜

70 mmHg

Dopamine

＜ 5（ug/kg/

min）或任何

dobutamine

Dopamine5.1-15

或 epinephrine ≦

0.1 或 norepinephrine

≦ 0.1（ug/kg/min）

Dopamine ＞ 15 或

epinephrine ＞

0.1 或 norepinephrine

＞ 0.1（ug/kg/min）

中樞神經

昏迷指數
15 13-14 10-12 6-9 <6

腎臟

Creatinine,mg/dL
＜ 1.2 1.2-1.9 2.0-3.4 3.5-4.9 ＞ 5.0

小便量，mL/day ＜ 500 ＜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