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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富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影像診療科部技術主任

長庚大學兼任講師

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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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檢查病人安全案例探討-
以林口長庚醫院影像診療科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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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

病人辨識案例

病人跌倒案例

病人檢查中受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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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識 (案例一)

電腦電層檢查：

醫囑：不打藥胸部電腦電層檢查

檢查結果：放射師與護理師未看清楚檢查單

執行打藥胸部電腦電層

(GFR：41.6)
未落實病人辨識嚴重錯誤

加強放射師與護理師的雙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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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識 (案例二)

電腦電層檢查：

醫囑：不打藥腹部電腦電層檢查

放射科醫師註記打藥腹部電腦電層

檢查結果：放射師與護理師未RE-check檢查單

執行打藥腹部電腦電層

(GFR：8.4)
放射師與護理師發現放射科醫師醫囑與臨床醫師
醫囑部同時需確認後在執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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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識 (案例三)

電腦電層檢查：病人資料錯誤

 ICU病人緊急加電腦電層檢查，由醫護人員護
送病人至電腦電層室，放射師直接讓病人上
檢查台，再由ICU護師將檢查單交放射師輸入
資料完成檢查，結果發現檢查單資料錯誤，
未即時發現更正。

改善對策：

未落實病人辨識包括緊急及其他任何狀況都
需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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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識 (案例四)

電腦電層檢查：病人左右邊錯誤

門診病人檢查單註記要做RT KNEE 3D，結
果做LT KNEE 3D，病人於門診發現檢查左右
邊錯誤，緊急通知重照。

改善對策：

未落實病人左右邊部位辨識嚴重錯誤。

檢查部位有疑問時，執行TIME OUT ，待確
認後再執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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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辨識 (案例五)

臨床醫師醫囑開立錯誤(left ankle).病人右骨
折.急診檢查右側.依醫囑標示LT.未更正即送
出影像。

改善對策：

未落實病人左右邊部位辨識嚴重錯誤。

檢查部位與臨床醫師醫囑有疑問時，執行
TIME OUT ，待確認後再執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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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病人辨識的措施為何？

執行檢查前確實持檢查醫囑單核對:病人辨識
(姓名+出生:年月日)、檢查部位辨識、檢查項目
辨識。

 每月不定期進行查核執行狀況。

 目標:達到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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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

病人辨識案例

病人跌倒案例

病人檢查中受傷案例

99

病人跌倒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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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及推計未來65歲以上及80歲以上
老年人口數量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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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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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一)

MRI 檢查

病人配戴藍色手圈，屬高危險跌倒個案，檢
查前欲上廁所，當其進入廁所時拒絕家屬陪
同進入，之後發生跌倒事件。

改善對策：

病人配戴藍色手圈，屬高危險跌倒個案，欲
離開推床/輪椅至更衣室/廁所，一律要求家屬
陪同，上下檢查台全程有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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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二)

一般胸部X光檢查

坐輪椅病人，一般胸部X光檢查須立姿攝影，
檢查前放射師詢問病人是否能站立經同意站
立檢查，並將輪椅放置病人後方固定防止病
人跌倒，病人起身後暈眩跌倒。

改善對策：

大床或輪椅病人，如需站立攝影時需要請家
屬在旁協助檢查，或使用坐姿替代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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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三)

 MRI 檢查

病人座輪椅至MRI檢查，檢查前由放射師扶持入
檢查室上檢查台做檢查，意識清楚且步態平穩。

檢查完成後由放射師扶持下檢查台，步出檢查室
途中病人突然癱軟無力發生跌倒。

改善對策：

1.請家屬在旁協助檢查

2.使用防磁推床或輪椅進入檢查室

3.使用滑板協助上下檢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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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四)

 特殊檢查室(LOWER G-I)
 門診病人行動正常有家屬陪同，常規性檢查即將完
成，最後要加照「解後影像」時，病人口訴有頭暈
現象，當下醫師立即衝進檢查室內，但病人却從檢
查台摔落地面。

 改善對策：

檢查過程須全程、尤其變換姿勢時，更應隨時注意
病人狀況。

躺姿換站立姿常慢慢由躺姿-半立姿-站立姿。

病人手握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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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五)

特殊檢查室(LOWER G-I Double contrast)
門診病人行動正常有鼻胃管灌食，檢查進行到站
立攝影時病人不慎跌倒，可能因經鼻胃管灌食且
禁食太久血糖太低。

改善對策：

有鼻胃管灌食之病人，請家屬陪同檢查。

變換姿勢時注意病人狀況。

躺姿換站立姿常慢慢由躺姿-半立姿-站立姿。

病人手握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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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六)

電腦斷層檢查(頭部+下肢)
病人大床使用滑板上CT檢查台，頭部朝向機器
端，由頭部掃描至下肢，當掃描至腳時，病人由
頭部方向滑落下去，跌落地面頭下腳上姿勢。

改善對策：

CT Table增加束腹帶功能，安全保護性束腹。
檢查下肢長部位CT，下肢應朝向掃描方向。
修改掃描方式，頭部+下肢分開兩次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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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七)

骨密度檢查：

病人是一位先天性骨骼異常之病人，來做骨密度
追蹤檢查，由病人父親陪同扶持走進入檢查室，
當檢查完成由病人父親扶持下檢查台，放射師整
理床單及東西歸位，當病人站穩時，扶持父親轉
身要拿東西，結果病人就跌倒地面。

改善對策：

對於行動不良或意識不清之病人，從走進入檢查
室至檢查完成離開檢查室，不可輕易離開病人視
線，即使家屬陪同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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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八)

急診Portable 胸部X光檢查：

急診內科急救室，病人意識不清，緊急照
Portable 胸部X光檢查，檢查前有CVS科醫師會
診，床邊護欄放下未復位，放射師執行檢查時，
導致病人於擺完X光片後翻身自床上跌落地面。

改善對策：

檢查前須評估病人安全狀況，尤其意識不清之病
人，確認安全後再進行檢查。

離開病人床邊時，拉起護欄，預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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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九)

一般膝關節(Knee joint)檢查：

門診病人走路進檢查室，進行膝關節(Knee joint)
站立檢查，病人站立姿勢擺位完成，離開檢查台
要 Exposure 時，病人卻意外移動右腳及身體導
致身體不平衡而跌坐地上。

改善對策：

將膝關節檢查專用兩個腳踏板合併並固定，避免
病人移動時腳踏板滑動造成跌倒。

將專用腳踏板增設扶手，提升安全防範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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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十)

一般側位X光檢查：

病人大床，一位看護工陪同，進檢查室時病人情
緒有些不穩定，移動病人上檢查台進行擺位檢查，
由於無法配合側躺，放置被單於背後幫助固定身
體，當離開檢查台要Exposure 時，病人即亂動
往前方趴下去，而翻落檢查台。

改善對策：

意識不清、不能合作之病人，請家屬或看護工在
旁協助檢查，預防跌倒。

設定好檢查步驟及攝影條件後再執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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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跌倒 (案例十一)

一般 foot lat standing 檢查：

病人意識清楚，由家屬推輪椅進入檢查室，需要
站立詢問病人是否可以站立檢查，家屬回答可以
站立且病人狀況良好，請家屬外面等候，執行擺
位，請病人站好，當放射師轉身要拉tube 對位
時，病人不小心屁股落地跌倒。

改善對策：

有使用拐杖、輪椅應加強評估站立檢查之可行性，
執行檢查目光隨時注視病人狀況。

使用拐杖、輪椅要求家屬或看護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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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病人是跌倒高危險群？

 1.年紀小於3歲或大於65歲。

 2.曾有跌倒病史、步態不穩。

 3.使用輔助器如拐杖、輪椅等。

 4.貧血或姿勢性低血壓、營養不良、虛弱。

 5.使用跌倒風險之藥物(如：抗精神藥物、

抗憂鬱藥物、鎮靜安眠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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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評估時機

 1.入院或由他科轉入時。

 2.病情變化時。

 3.增加或改變抗焦慮或鎮靜安眠藥或抗精神

憂鬱藥等服用時。

 4.接受麻醉或接受手術後。

 5.施行檢查或治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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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跌倒的措施為何？

大床或輪椅病人如需立姿照相時需要家屬在旁協
助病人。

盡量使用大床、椅子以坐姿替代立姿。

縮短病人站立時間-所有應事項備先設定好。

攝影全程目光盡量不移開病人身上。

檢查檯加裝把手、緊急呼叫鈴、可升降而穩固的
座椅並有扶手。

大床移動困難時，需以移位板協助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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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

病人辨識案例

病人跌倒案例

病人檢查中受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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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檢查中受傷 (案例一)

電腦斷層檢查

門診病人意識清楚，做檢查時病人雙手
抓著檢查台，檢查台第二次移動，夾到
病人第三根手指頭，引起撕裂傷流血。

改善對策：

病人檢查中手部被機器夾傷，全面檢視
相關機台，加裝塑膠防護墊，防止類似
意外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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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檢查中受傷 (案例二)

血管攝影檢查時發生儀器因螺絲斷
裂.導致透視螢幕掉落意外。

改善對策：

全面檢視懸吊式設備安全。

儀器半年定期保養每年更換螺絲。

定期追蹤，未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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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檢查中受傷 (案例三)

急診病人長期臥床，病患進行胸
部CT擺位時發生左手肱骨骨折。

改善對策：

修訂作業規範

科會宣導

定期追蹤，未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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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只是起點

服務沒有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