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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病患轉院安全作業
文/ 黃正金

前 言
外傷病患常常因為受傷程度超過醫院處理能力，
而需要被轉介至其他有能力接手照護的醫院，國內目
(1)，但是轉院過程有關病患安
前轉院制度雖然不完備 （1
全的作業卻有更大程度的改善空間。重大外傷病患之
照護經常須要及時而正確的處置才能救回一命，在轉
院過程中更須要持續且專業的治療，才有機會在到達
轉介醫院時得到治癒的機會，如果轉院過程延遲或發
生變化時未得到正確處理，都可能會影響到傷患存活
或產生合併症的狀況。
事實上，轉院過程導致之不良結果並不容易予以
界定或量化，常見生理性指標的變化也與轉院前疾病
(2)，重大外傷病患須要轉院的機會更
嚴重度有所相關 （2
高，亦即表示其在轉院過程中病情產生變化的狀況會
較情況穩定的傷患更多，因此，轉院過程中對於傷患
安全的相關作業值得從事緊急醫療救護相關人員給予
重視。
表1. 民國95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所受院際轉診比較表
非外傷院際轉診 外傷院際轉診
(n=2690)
(n=781)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轉入

460 (17.1%)

245 (31.4%)

地區醫院轉入

2230 (82.9%)

536 (68.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所見外傷轉
院病患
民國 93 至 95 年三年期間，經由其他醫療院所轉
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之外傷病患共3404人
次，其中1043人次在到院時依檢傷分類標準判定為第
一級，亦即大約 30%傷患屬於須要醫師立即評估處置
的重症患者；扣除12名到院時已經心跳停止且急救無
效者以外，須要住院治療者為1939人次，而須要住進
加護病房者為 597人次。再依照轉入醫院來看，有明
確記錄的2516人次中，有1612人次是由地區醫院轉來
的；由本院95年之轉診資料來看，全年之總轉入病患
為7505人次，外傷者佔1239人次，其比例與本院急診
之非轉診病患相當；在有明確紀錄的病患中，相對於
非外傷病患之院際轉診，由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轉入
之外傷病患比例明顯較高，顯示各級醫院對於外傷患
者之照護能力可能不如對於非外傷患者之照護能力。
（表1）而住院科別依需求數量順序依序為骨科、神經
台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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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整型外科及外傷科，這或許可作為各級醫院加
強外傷患者照護能力之參考。

案例分享
張先生， 36 歲，於民國 96 年 5 月初某日下午 1 時
多，在南投山區因開車不慎而正面撞上山壁，經緊急
救護技術員到達事故現場救出後，先依責任區域在下
午2點42分將其送到當地某家地區醫院急診室。抵達時
血壓為126/105mmHg，心跳154/min，呼吸18/min，
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為8分（E2M4V2），
立即予以氣管內插管及頸圈固定後，發現頭皮有超過
10公分長的撕裂傷且有明顯出血現象，骨盆檢查顯示
骨盆不穩定，及右大腿明顯變形，腹部超音波檢查並
未見有腹腔內出血情形。除了初步之頭部包紮止血、
骨盆床單固定及右下肢固定外，急診醫師並予以積極
的輸液及輸血治療，包括晶質溶液8000cc、膠質溶液
4500cc、和紅血球濃厚液10單位。
由於評估傷勢後，發現無法繼續在當地醫院給予
確定性的治療，急診醫師決定將其轉出，並聯絡取
得中國醫藥大學急診部值班醫師同意後進行轉院。傷
者於下午 6 時 28 分被送達時，血壓為 86/25mmHg，
心跳 102/min， 呼吸 26/min， 昏迷指數為 2+e 分 （
E1M1Ve）， 頭部包紮之彈性繃帶鬆脫，頭皮傷口
可見血管主動性出血現象，其下的床單沾染大片血
跡，以及會陰部明顯腫脹瘀血，顯示在轉院過程中傷
患仍持續性地出血。重複腹部超音波檢查僅見脾臟附
近有少量出血情形，因此除了頭皮傷口出血血管結紮
止血、施打左側股動脈導管、及持續輸血輸液治療
外，並聯絡放射線科與骨科值班醫師準備進行骨盆之
血管攝影以及可能須要之血管栓塞療法和骨盆外固定
治療。傷患於到達本院急診35分鐘後發生心跳停止現
象，經立即心肺復甦術後3分鐘即恢復心跳，血壓成為
80/21mmHg， 心跳 88/min； 可惜 40分鐘後在血管攝
影室再度發生心跳停止現象，經持續心肺復甦術則一
直沒有恢復現象，延至10時25分宣告死亡。
本案例在轉院前後外傷嚴重度指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由38分變為43分，存活機率也由高於
50%變成低於50%(trauma and injury severity score,
TRISS由0.603降為0.325)，顯示轉院過程帶給傷者相
當高的風險，但是在衡量其傷勢之後，轉院卻是不得
不為的動作，因之，如何降低傷患轉院過程可能造成
的危害，是決定轉院治療之後一定要謹慎從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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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相關法案與臨床指引
美 國 於 1985 年 發 布 了 EMTALA(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and Active Labor Act)法案以減少病
患傾倒(dumping)現象之後，由於法律的約束，忽視病
患轉院安全的情形事實上有明顯的減少。美國急診醫師
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也建議轉診必須以患者健康為最主要考量，並且在法律
規範下，應該在轉院前給予病患篩選性檢查 (medical
screening..examination) 及能力範圍內之病情穩定措
施，為了確保安全和有效的轉院程序，醫院政策及程序
處理上應該設立強制執行的相關機制。在執行篩選性檢
查後，急診醫師應依其臨床判斷決定患者應接受何種層
級之轉院中途治療、轉院方式、轉出時機和去向。當然
最好取得患者或家屬之同意並於病歷內容確實紀錄，而
具有能力接手治療的受轉醫院也不應該拒絕必要之轉院
行為 (3)。
至於高級外傷救命課程(advanced trauma life support course ) 可說是現代外傷醫療體系的濫觴，國內在
引進這項訓練課程之後，也確實可以見到對外傷照護品
質的提昇，而其中也有一個章節專門討論外傷病患轉院
須要注意的事項，其主要內容如下：
1. 不要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2.- 初步治療的醫師必須對自身能力、醫院後線醫師支
-- 援能力以及轉院相關條件有明確的認知。
3.- 轉診醫師與接受轉診醫師應該直接聯絡並互相溝
- 通。
4. 負責轉送人員必須受過適當訓練以處理轉送過程可
能發生之狀況 (4)。
短短數語卻道盡轉院過程中須要注意的重點所在，
事實上，有不少急重症相關醫學會曾經提出所謂的臨床
指引，以作為相關作業人員之參考規範，其中不外乎對
於轉院前病情的穩定、車上配備與急救藥物的基本要
求，以及隨車人員的組成提出建議。

事故現場與傷患預後
眾所週知的，外傷事故發生後患者死亡有三個高
峰，而緊急外傷醫療主要在於提昇第二高峰傷患的存活
率，外傷醫療系統的研究多數集中在外傷中心，也就是
說，大多局限在都會地區的患者，偏遠地區的醫療資源
相對較少之外，嚴重外傷患者接受確定性治療的時間也
勢必會延後。車輛意外事故不論地區都是嚴重外傷的主
因，美國的資料顯示，發生在偏遠地區的機動車輛意外
造成的死亡率是都會地區的兩倍，其中主要是因為都會
地區車禍主要在司機和行人被撞致死，偏遠地區車禍則
(5)
乘客死亡的機會較高（5
；也有研究發現在偏遠地區，使
用安全帶的比例較低，也和死亡率有關。
台灣雖然地狹人稠，但山區所佔比例頗高，在颱風
季節又往往道路交通受阻，一旦在山區發生重大車禍，
傷患的運送是一大問題。如何在事故發生時，啟動周邊

醫院前往施救，需要事前縝密的研擬對策並實際演練，
所幸在921地震後，有關單位已經著手相關的作業，各
級醫院也有相當的共識。

轉院前之作業
1. 轉院策略
一個客觀而有效的轉院策略必然可以提高轉院過程
的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轉院，同時可以減少醫療資源浪
費並且改善傷患的治療成效。美國的外傷登錄統計資
料顯示，在外傷嚴重度指數小於或等於9分的外傷患者
裡，仍然有21%被轉至外傷中心，顯示還有其他因素影
(6)；另有研究指出，外傷病患
響醫師將病患轉出的決定（6
被轉出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和最初送達的醫院有關，其他
如患者年齡、距離最近的外傷中心距離和患者保險狀態
也有相關。
一般而言，要依據系列檢查後所得到的臨床診斷來
決定外傷患者是否須要轉院，但因為可能要花一些時間
在檢查程序上，或是受限於醫院設備無法配合，所以並
不是理想的作法 。Newgard等人曾經以外傷中心的角
度，對於頭部 AIS ( abbreviated injury scale) ≧3分
的頭部外傷病患是否在72小時內需要進階治療（包含神
經外科手術、剖腹探查、輸紅血球超過6單位、昇壓藥
物維持使用或死亡）做過探討，以作為急診醫師考慮轉
院之參考，主要考慮到由病患在急診室作初步檢查時所
能獲得之資訊來加以分析，總共檢視了22項因子，包含
人口統計學、生理學、放射線學和實驗室檢查的結果，
最後發現最初的昏迷指數 ＜13(或氣管内插管 )、 最初
的呼吸速率 ＜16/min、 年齡 32~65歲、最初的體溫 ＜
36.6℃和最初的脈搏＞98/min等5項因子即可涵蓋所有
頭部外傷的高危險病患，其中年齡代表性較差；其敏感
性高達 94%， 但特異性只有 63%， 臨床使用上是否會
(7)
過度檢傷還有待檢驗（7
。比較實際的作法可能是各醫院
應該依據現有人員及設備，研擬適當的轉院條件，定期
檢討以避免檢傷過度或不足的情形，且明確地作為急診
醫師遵行的指標。

2. 轉院傷患風險分級
雖然，目前並沒有充分證據支持重症患者經過轉院
過程後，死亡率會增加，但轉院過程中、應該依據患者
受傷程度安排不同層級的轉院過程照護，卻是毫無疑問
的，病情嚴重的病患在轉院過程必然會有較高比例且重
大的併發症產生，因此須要更高階的轉院過程照護。外
傷患者在緊急狀態下轉院，一方面可能還沒有確定診
斷，另一方面隨時會出現危及生命的情形，在轉院過程
更加須要熟悉外傷緊急醫療技術的人員跟隨。
目前的臨床指引指出，非危急病患轉院過程只須要
緊急醫療救救護技術員(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伴隨即可，危急或緊急病患則須兩人包含專業的護理師
甚至醫師陪同才能及時處理突發狀況。事實上，多數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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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病患轉院需求發生在非上班時間或假日，專責的轉
院照護人員反而人力相對不足，因此在先進國家對於
轉院病患風險評估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減少人力運用
(8)
的策略 （8
。國內目前極少見有醫師跟隨的轉院照護，
兩人以上的照護小組更為少見，因為還沒有完整的配
套措施與規範，加上多數轉院程序還是使用者付費的
情形，真的還談不上確實的轉院風險分級。
關於重症患者的轉院前風險評估，相關研究大多
建立一個評分系統，對個別患者病情給予分數，再來
決定所須要的轉院過程照護人力，其實也不是很廣泛
地被採用，而且到目前為止並未有針對外傷患者之評
分系統，重大外傷病患的照護往往還被視為重症照護
的一部份。現有的評分系統主要還是根據患者是否需
要氣管內插管及呼吸器之支持、進階之監視系統、血
循穩定度、昏迷指數、特殊藥物之使用及合併心律不
(9)。重症病患接受轉院以重大
整等狀況給予不同分數 （9
外傷及急性心肌梗塞為主，因此常見休克相關變化，
如果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陪同，往往無法提前察
覺其變化而失去處置先機，喪失轉院的意義。相對於
潛在性休克的危險，呼吸道及通氣問題或中樞神經損
傷，則較容易在轉院前確認及初步穩定，隨車人員的
層級倒是可以不需要太高。

3. 聯絡與諮詢
連絡接手醫院目的在於確認患者到達後能夠得到
立即而適當的處理，在確定患者達到轉院的條件時，
就可以著手開始聯絡，與初步評估及穩定措施同步進
行。在聯絡過程中，還可以得到預計接手醫師對患者
的建議，包括需要作到什麼程度的穩定和治療措施。
如果要從加護病房將患者轉出，更要仔細考量其適當
性。若無法有醫師伴隨轉院，那麼應該要指派一位
專責醫師做線上指導，負責轉診過程的醫療措施。一
般狀況下，轉診醫師依據接手醫師的建議、估計轉院
過程的時間、天氣狀況、轉送人員的層級和過程中所
需的持續治療，來負責決定轉院採用地面或空中的方
(10)
式。。
台灣因為幅員狹小，目前還是以地面轉送為主，
八掌溪事件後，政府提供經費成立的空中救護隊，雖
然機型老舊，執行任務有一定的風險，但是業務量持
續地增加，隨著經驗的累積，未來在到院前救護和醫
院間轉診中必能佔有重要的地位。
聯絡還包括轉送人員的確認和時間的定案，轉送
人員在出發前也必須對患者病情加以了解。雖然臨床
指引大多建議，除了救護車司機以外，危急病患應該
至少有兩位轉送人員伴隨照護，國內對此並無規範，
但是對危急病患的轉院，基本上至少都有護理人員伴
隨，少數醫院由原本負責照護的護理人員執行轉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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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可以省去交接的動作，在不影響線上工作人力
下，應是比較理想的方式。

4. 傷患的準備
雖然確定性的治療和穩定只可能在後送醫院獲
得，但為了轉院過程的病患安全，急診醫師仍然要做
一些必要的措施，尤其是呼吸道的確保，通氣問題的
確認與處理和休克的初步治療或預防等。澳洲西部伯
斯外傷中心的研究發現，轉院後確認需要氣管內插管
的傷患，大約八成以上在轉院前就已經接受插管了；
而需要胸管置入的傷患，則只有不到一半在轉院前得
到正確的處置(11)，雖然多數胸部外傷靠胸管置入即可治
療，但這並不表示地區醫院的急診醫師能力不好，因
為西澳地區相當遼闊，空中轉送所佔比例很高，並未
因為轉院過程造成傷患嚴重的併發症或死亡。初步的
評估和穩定措施絕對無法偵查出所有的傷害和做出所
有必要的處置，過度的檢查和非治癒性的治療只會延
後病患接受確定性治療的時間。
根據研究，使用一份清單進行轉院前的確認有助
於縮短準備工作的時間，其內容不外乎常見可能處置
的確認：
A：Airway；氣管內插管與否、頸椎之保護

B：Breathing；氧氣的給予、動脈血氧、吐氣末端二
氧化碳監測、胸管置入
C：Circulation；輸液、輸血、藥物
D：Diagnostic； 基本三張X光檢查（胸腔、頸椎側
面、骨盆）、實驗室檢查
E：Equipment； 各項監視系統、導管置入、石膏夾
板
F：Family；是否有家屬伴隨
G：Gastric tube；胃管引流
H：Handover；交接事項的完整性
有了不會遺漏的清單，加上NEWS（necessary必
要性，enough 足夠性，working 功能性，secure 安全
性）的確認動作之後 (12) ，患者轉院前的準備工作即可
大致告一段落。

轉院過程之作業
1. 轉送人員之影響
依照臨床指引，病情越危急的患者越需要受過專
門訓練的人員來負責，如麻醉科或心臟科醫師，對嚴
重外傷患者來說自然是由熟悉外傷緊急醫療的醫師伴
隨轉送最好，但是這在許多先進國家也做不到如此高
水準的醫療。過去多數的研究由於牽涉的因素非常
多，如車輛、設備和隨車藥物等，也不容易釐清轉送
人員真正造成的影響。若純粹以患者死亡率或住院天
數來檢視的話， 由目前實證醫學的查證顯示，高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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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國內在沒
轉送人員對提昇患者預後的效果並不明確（13
有轉診相關法規要求下，對負責轉送的人員品質無法有
效地管理，重症患者轉院過程的水準確實堪慮。

2. 不良事件之預防
不良事件是指非蓄意造成的案件或結果，可能會對
患者造成不良的影響，現有研究顯示轉院後需要加護病
房照護的患者，相較於非轉院而需要加護病房照護的患
者，其加護病房與一般病房住院時間在統計學上會有意
義地加長，但是對於死亡率則沒有明顯的影響。(14)
（14）
轉院過程之不良事件由於不易予以界定或量化，或
許也因為遵循臨床指引的規範，因此近年來很少有研究
著墨於此，在此藉由一篇醫院內轉送過程發生之不良事
件報導，大略了解相關的狀況。不良事件可以大概區分
為與設備或人員有關兩種，前者如監視設備故障、給藥
幫浦故障、呼吸器相關故障或緊急用藥缺乏等，所佔比
例約 40%； 後者如人員聯繫缺失、呼吸道處置錯誤、
輸液管路錯置、給藥錯誤或監視設備使用不當等，佔約
(15)
60%（15
。理論上，這些都是可以預防和避免的，對於
隨車設備定期檢測、更換電池或過期藥物、以及相關
人員訓練、認證和定期演練可以減少此類不良事件的發
生，但實際發生在轉院過程之比例在過去研究曾高達
15%，建立一個有效的檢察系統是有其必要的。

3. 交班事項
良好的病情紀錄和資料傳遞有助於接手醫師迅速瞭
解情況，並且能立即繼續治療患者，通常需要傳遞的資
料可以用7個"P"來表示。
Personnel：轉送人員自我介紹
Patient：傷患基本資料
Priority：須要立刻注意的主要問題
Presentations：受傷機轉和受傷時間
Problems：簡單列出受傷部位和其他問題
Procedures：曾經作過的治療和檢查
Progress：病情之進展，包含轉院過程中的紀錄 (16)

設立外傷中心有助於提昇照護水準？
在外傷醫療體系較為完整而成熟的國家，整個系統
建立前後，對於外傷病患的死亡率確實有明顯改善，當
然，也有不少研究著眼於到院前檢傷分級的訓練並提出
分級後送醫院的條件，以及是否須要啟動外傷醫療小組
的情形，其中不只需要經費的挹注，更須要相當多的協
調、謀合和教育訓練。在現有的經驗上，台灣要開始建
立新一代的外傷醫療，雖然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但是
在早期仍然有很多應該注意的地方。
一般而言，如果事發現場距離最近的外傷中心需要
車程一小時以上，先就近送到非外傷中心醫院給予篩選
性檢查及初步穩定措施再轉出，是有利於傷患的。但是
要作到什麼程度的初步診斷和穩定措施，目前並沒有定
論，或許受限於人力需要較長時間來作穩定措施，有時
也會多作一些非治療性的檢查，如血管攝影，對於病情

變化快的傷患，雖然並沒有充足證據說明初步處理的時
間的長短和患者死亡率有關，在美國不同外傷中心的統
計，非外傷中心醫院初步處理的時間平均自 93分鐘至
186分鐘不等，但初步處理的時間延長，代表接受確定
性治療的時間會延後，也表示可能預後較差，尤其在轉
院到達後15分鐘內須要緊急處置，如輸血、胸管插入、
剖腹探查或開胸手術的患者，死亡率高達50%以上，因
(17)
此轉院前的處置很難說和患者死亡率無關（17
。如果到院
時明顯的低昏迷指數或低血壓，通常在非外傷中心醫院
處理的時間反而比較短，在沒有神經外科或一般外科醫
師可以立即給予傷患確定性治療時，對患者施以頭部或
腹部電腦斷層掃瞄是否適合，急診醫師其實是會被患者
昏迷指數或血壓高低所誤導的；另外，急診醫師是否受
過高級外傷救命術的訓練，以及醫師是否遵循該項訓練
課程的指引也和傷患死亡率有關，臺灣目前並未要求執
行外傷緊急醫療的醫師必須受過這類訓練，台灣外傷醫
學會與外科醫學會在國內舉辦這項訓練課程的頻率和名
額也不多，還是有進一步推廣的空間。
設立外傷中心之後，通常所照護的嚴重外傷患者比
例會明顯上昇，除了必須加強醫療照護能力之外，更應
該提供一套關於初步評估和穩定措施的臨床指引，作為
非外傷中心醫院醫師的遵循依據，並建立後續的稽核檢
討系統，才能真正發揮外傷中心的功能，從而改善外傷
醫療照護的水準。

結 語
國內要建立有效而經濟的外傷醫療體系，還有一大
段的路要走，過去外國的經驗值得參考借鏡。轉院讓嚴
重外傷患者能接受適當的治療是目前也是未來無法避免
的醫療行為，因此，轉院過程的病人安全勢必是提昇外
傷醫療水準的重要一環。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多著重在
轉診動機和轉診單上，希望更多有志之士投入轉院過程
的探討，讓更多受傷患者得到更好的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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