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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吐藥物與患者自控式止痛副作用相關分析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de Effect of 

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and Antiemetic Drugs 

劉黃盈嘉a    高世州b 

摘要 

本文透過資料探勘回顧研究整理，收集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2016 年至 2017 年間在手術後使用患

者自控式止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的病人完整個案共 860 筆。在手術後使用 PCA 三天期

間，運用簡易量表對病人進行手術後訪視，並觀察記錄病患生命徵象（vital signs），嗎啡使用劑量（Dose 

of Morphine），鴉片類藥物副作用（opioid-related side effect）和對疼痛分數（pain score）進行評估，透

過資料探勘技術對所產生的副作用情形進行整理。希望此研究可做為其他相關研究的比較基準，提供

做為參考。本研究利用 SPSS Modeler Subscription對整理出的 11項分類原則進行關聯分析。獲得以下

結果: 

1.骨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接受骨科及不在分類中的其他手術的病人之中，72.63 %沒有發生副作用，

3.87%出現未排氣，16.70 %出現暈吐噁心，6.29 %出現低血壓、嗜睡、頭痛，0.48 %出現其他副作用。 

2.一般外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接受婦產科及一般外科手術的病患之中，67.33 %沒有發生副作用，11.93 

%出現未排氣，13.63 %出現暈吐噁心，6.25 %出現低血壓、嗜睡、頭痛，0.85 %出現其他副作用。 

3.胸腔外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接受胸腔外科手術的病患之中，51.57 %沒有發生副作用，28.42 %出現

未排氣，14.73 %出現暈吐噁心，4.21 %出現低血壓、嗜睡、頭痛，1.05 %出現其他副作用。 

關鍵字：自控式止痛法、資料探勘、決策樹。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 (PCA) and post-operative side 

effect and the effect of anti-vomiting drugs in those patients who received PCA after operation. The study 

collected 860 patients receiving post-operative PCA since 2016 to 2017 in a regional medical hospital in south 

Taiwan. We visited and observed patient’s vital sign, PCA dose, opioid-related side effect, and pain score with 

simple scale three days after surgery. The study selected 11 items from the collected data and used SPSS 

Modeler to perform decision tree analysis. The results below were observed： 

The surgical methods and side effects: 

1.side effects in orthopedic surgery: 

In orthopedic and unclassified surgery, 72.63 % had no side effect, 3.87 % had no-gas pass, 16.70 % had 

dizziness, nausea, or vomiting, 6.29 % had hypotension, somnolence, headache, 0.48 % had other side effect. 

2.side effects in general surgery: 

In gynecologic surgery and general surgery group, 67.33 % had no side effect, 11.93 % had no-gas pass, 

13.63 % had dizziness, nausea, or vomiting, 6.25 % had hypotension, somnolence, headache, 0.85 % had other 

side effect. 

3.side effects in gynecologic surgery: 

In chest surgery group, 51.57 % had no side effect, 28.42 % had no-gas pass, 14.73 % had dizz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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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sea, or vomiting, 4.21 % had hypotension, somnolence, headache, 1.05 % had other side effect. 

Keywords: PCA, Data exploration, Decision tree 

1. 緒論 

隨著麻醉醫學的專業化，藥品與監測儀器

的進步，先進的麻醉技術讓病人在手術中免於

疼痛大幅降低了麻醉的風險。隨著進步，無痛醫

療成為了醫療界的新趨勢，優化的疼痛控制技

術能改善手術後因疼痛引起的不適感，因此近

年來的醫療品質重點由手術前的麻醉轉移至手

術後的疼痛控制改善(陸乃甄，2012)。在美國，

每年 10 月 17 日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全球抗痛日，世界疼痛研

究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Pain, IASP)，每年都會對一特定的疼痛主題做推

廣，2017年主題為術後疼痛 (Pain After Surgery)

目標為向全球傳播關於術後疼痛資訊，呼籲民

眾正視疼痛問題(2017，台灣疼痛醫學會)。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世界疼痛研究學會積極推廣術後止痛觀

念，目前的國內醫學中心在手術後止痛治療上，

也進行著多重整合式的治療，這是止痛觀念的

進步。自 1950年代以來，口服嗎啡就一直被用

來控制癌症疼痛  (Hadley, Derry, Moore and 

Wiffen, 2013) 對於多數有中度或重度癌症疼

痛，口服嗎啡具有良好緩解疼痛的效果 (Wiffen 

et al., 2013)。注射劑型的嗎啡代表則是「患者自

控式止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是

一種利用精密的輸液幫浦，以連續注射的方式

輸送麻醉性止痛藥物至患者體內的裝置。藉由

微電腦儀器的輔助，病人自控式止痛法(PCA)可

讓病人依其需求，自行決定何時接受止痛劑及

接受多少劑量的止痛劑，以維持血中嗎啡止痛

劑的濃度於有效止痛區間內，因此病人可獲得

最好的止痛效果及最少的副作用 (韋宇筠，

2002)。 

由於 PCA大多採用類嗎啡藥物，注

射後常見的藥物副作用有: 噁心、嘔吐、

腸胃蠕動變慢、皮膚搔癢、鎮靜、心跳

變慢、瞳孔縮小、呼吸抑制、幻覺。症

狀輕重由身體對藥物敏感度來表現，大

多的副作用在降低劑量或是停藥後會

獲得改善(林坤德、謝雅琪、楊鈺雯，

2016) 。 Simanski 、 Waldvogel 與

Neugebauer 在 2001 年提過，少數的病

人會在手術後出現 PONV反應，通常症

狀為暈、吐或嚴重程度不一的噁心感，

採用聯合不同策略的止吐藥物治療

PONV，能夠得到不錯的效果。對副作用

的預防，過去的研究證實在 PCA配方中

加入 Ketorolac 可有效減少噁心嘔吐的

發生率(康富期、王立楷、蘇翔，2010)。

也有文獻指出在 PCA 配方中加入

Fentanyl及加入 Droperidol能增加止痛

效果及有效降低術後發生的噁心和嘔

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PONV) (Mizuno, Morita, Hanaue, 

Hanaoka and Yokoyama, 2011)。還有研

究指出在 PCA 配方中加入使用單次劑

量的 Dexamethasone也能減少術後的噁

心和嘔吐發生率 (Sekhavat, Davar, and 

Behdad, 2015)，以及在 PCA配方中加入

Granisertron 也能預防乾嘔及嘔吐 

(Gauchan, Thapa, Shakya, Bhattarai and 

Shakya, 2014) 的相關研究，但在實際的

使用結果上似乎不如文獻上所提之預

期，而且 PCA術後嘔吐的機轉牽涉不同

的生理病理機轉，所以吾人嘗試分析不

同的藥物組合資料，希望能有所新發

現。 

在吾人所屬的醫療工作環境中，常

見使用止吐藥物作為 PCA 副作用的預

防性處置，在實際追蹤訪查下，發現副

作用出現的比例仍不少，其中是否存在

其他相關因素值得探討。由於少了實際

上的數據來支持注射預防性止吐藥物

的成效，此點引發吾人好奇想要探討止

吐藥物與 PCA副作用的相關研究，此為

動機一。另外在觀察中有一部分的病患

在未達到滿意止痛效果前，副作用所引

起的不適症狀已先到達讓病患停止使

用 PCA的程度，為了降低嗎啡所帶來不

同程度的副作用，醫療醫囑上會併用 2

至 3種止吐藥劑來預防抑制注射嗎啡後

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吾人希望能藉由此

研究結果找出最少副作用的醫囑實踐

精準醫學。此為研究動機二。在 PCA使

用劑量上還發現有少部分未使用完的

藥物被丟棄，原因為「副作用出現後而

不再使用」，藥物丟棄紀錄中存在著丟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DYxX5/search?q=auc=%22%E9%99%B8%E4%B9%83%E7%94%84%22.&searchmode=basic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imanski%20C%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182402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aldvogel%20HH%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182402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Neugebauer%20E%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11824026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izuno%20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8614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rita%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8614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Hanaue%20N%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8614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Hanaoka%20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8614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Yokoyama%20T%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8614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ekhavat%20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592232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Davar%20R%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592232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ehdad%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5922327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Gauchan%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9055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Thapa%20C%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9055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hakya%20P%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9055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hattarai%20R%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90554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hakya%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90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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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50%以上藥量的個案，本研究希望能

找到因副作用停用 PCA 的原因及其平

均使用藥量，減少藥物丟棄量來進行改

善，此為研究動機三。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止吐

藥物與 PCA副作用相關分析，其具體目

的如下： 

1.2.1 研究目的 

1.了解手術後出現副作用的最相關因

素。 

2.了解最佳降低 PCA 副作用的止吐藥

劑組合。 

3.了解出現最少 PCA 副作用的嗎啡劑

量。 

1.2.2 研究問題 

1.了解手術後出現副作用的最相關因素

為何? 

2.了解降低 PCA 副作用的止吐藥劑組

合為何? 

3.了解 PCA 出現副作用的嗎啡劑量為

何? 

1.3 研究範圍及限制 

1.3.1 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象為南部某區域醫院，手術後接

受使用 PCA的病人，收集時間為二年。  

1.3.2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為南部某區域醫院手術後接

受使用 PCA的病人，手術方式與麻醉藥物及預

防性止吐藥物等，皆為機動臨床處置，對於臨床

條件不相同的病人或是沒有接受 PCA的病人可

能有不同的結果。 

2.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研究相關之文獻查證，共分五部

份：第一節手術後疼痛定義、影響、及臨床分析，

第二節病人自控式止痛(PCA)相關研究，第三節

副作用之影響及相關因素，第四節資料探勘。文

獻資料分述如下： 

2.1手術後疼痛定義、影響、及臨床分析 

本節對臨床上手術後出現的疼痛定義、疼

痛評估及常用處置做一概略性的說明。 

2.1.1 疼痛定義 

疼痛定義:「由真正存在或潛在的身體組織

損傷 所引起的不舒服知覺和心理感覺」(國際

疼痛研究協會，2017)。慢性術後疼痛的操作型

定義，由 Macrae 在2008年提出，接著由Werner

在 2014年做出更明確地解釋。定義大致分為: 1.

疼痛在術後出現，至少持續三個月（從兩個月到

六個月都有，各研究的作者對於時間有不同的

定義）。2.術前無疼痛，術後才出現疼痛，或術

後的疼痛性質與術前不同，或術後疼痛程度比

起術前 增加。3.疼痛的位置在手術位置或其轉

移痛區。4.排除其他可能造成疼痛的原因例如：

腫瘤復發、感染(國際疼痛研究協會，2017)。由

於每個人對疼痛的感覺不同，因此病人本身是

唯一能判斷目前所感受的疼痛程度，因此最直

接的疼痛控制方式則是讓病人決定何時使用止

痛劑 (陸乃甄，2012)。 

2.2疼痛評估 

慢性術後疼痛的風險評估裡，臨床因子佔 

7 成：手術方式、年齡、身體及心理健康狀態、

術前疼痛強度 (包括手術部位及其他部

位)(Montes, Roca, Sabate, Lao, Navarro, Cantillo, 

Canet and Group, 2015) 。成人癌症疼痛臨床照

護指引中指出，疼痛類型評估可概分為(1)評估

期：詢問病人的疼痛分數、記錄整體性疼痛之初

始評估；(2)確認問題期：確認疼痛類型；(3)處

置與照護期：藥物治療、非藥物治 療以及疼痛

持續性評估；(4)持續照護期：病人、家屬及照

護者的疼痛教育訓練及鴉片類藥物副作用的認

識(胡文郁、陳宛榆、羅淑芬、陳書毓、黃瀚心、

陳幼貴，2011)。在評估階段使用簡易量表評估

病人當下所感受的疼痛程度或當下病人意識清

醒程度，能快速掌握病人當下的心理情緒狀態，

以瞭解病人的心理因素對疼痛的影響。表 1、表

2 為本研究訪視病患時所用之鎮靜程度簡易量

表及疼痛簡易量表: 

表 1鎮靜程度(Sedation level) 簡易量表 

鎮靜程度

(Sedation level) 
狀態 

0 Alert(清醒) 

1 Dizziness(頭昏) 

2 
Sleepy but easily aroused 

(好睡，但易叫醒) 

3 
Sleepy but aroused by painful 

stimuli(好睡，強刺激才會醒) 

4 Comatose(昏迷)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DYxX5/search?q=auc=%22%E9%99%B8%E4%B9%83%E7%94%8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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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疼痛簡易量表(Pain scale) 

簡易量表 

類型 
操作說明 

視覺類比 

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以一條長 100公分的直線，左端標

出 0 公分，臉譜為笑臉，右端標出 

100 公分，臉譜為哭臉，向病患解

釋 0公分代表無痛、100公分代表

最痛，由病患在這條線中畫下最接

近現在疼痛的感覺位置，記錄下所

測得的值。 

10 cm量表  

(Numerical 

Scale) 

以一條 10公分的直線，最左端標出 

0，最右端標出 10 公分， 0 代表

無痛、10代表最痛，讓病患以筆畫

出現在最接近疼痛感覺的位置，然

後記錄下所測得的值。如: 

 

臉譜量表 

(Face Rating 

Scale) 

有 6個卡通臉譜，分別表示:無痛的

笑臉: 0、微痛: 1、略痛: 2、痛: 3、

較痛: 4、很痛: 5，由左到右：讓病

患選出目前最接近疼痛感覺的臉

譜，然後記錄下所測得的值。如: 

描述詞量表 

(Words 

Descriptive 

Scale) 

無痛: 0、一點痛: 1、多一點痛: 2、

更多一些痛: 3、很痛: 4、非常痛: 5，

詢問出病患目前最接近疼痛感覺

的語詞，然後記錄下所測得的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2.3 病人自控式止痛( PCA )相關研究  

在手術後疼痛會影響病患傷口復原，臨床

處置上會監測評估病人的第五種生命徵象-疼

痛，優先處置減輕病患的不適預防合併症的發

生(胡文郁等人，2011)。患者自控式止痛是一種

利用精密的微電腦儀器以連續輸注的方式輸送

止痛藥物至患者體內的裝置。病人可依需求自

行按壓接受止痛劑量，以維持血中類嗎啡止痛

劑的濃度於有效止痛區間內，因此病人可獲得

最好的止痛及最少的副作用(韋宇筠,2002)。在

醫囑的安全設定範圍內，PCA 能縮短疼痛的時

間，提供病人疼痛控制的自主權，減少病人的焦

慮與恐懼感，其有止痛較果佳、病人滿意度高、

使用安全性高之優點，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治

療臨床疼痛使用上(Patak, Tait, Mirafzali, Morris, 

Dasgupta and Brummett, 2013)。但若使用不當或

機械故障使輸出不正確的藥量時，仍有可能發

生致命性的危險 (葉宏軒,2006 )。 

2.3.1 PCA藥物嗎啡簡介 

鴉片(opium)是從罌粟未成熟果實提煉出的

黑色黏稠衍生物，它是所有植物中含有嗎啡生

物鹼成分最多的一種植物。歷史上記載，最早使

用鴉片做為止痛劑是在西元前 230 年前，直到

西元 1817年，德國藥劑師 Friedrich Serturner從

鴉片提煉出嗎啡結晶，並確認它是一種鹼性物，

由於藥物會使人有嗜睡的效果，因此以希臘神

話中的 Morpheus(夢之神 )這個字命名為

Morphium，從此嗎啡開始大量運用於疼痛的控

制 (蔡俊吉,2001)。鴉片類藥物的受體是以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作為訊號，主要包含 μ

受體、κ受體、以及 δ受體，受體主要分布於中

樞的腦和脊髓，其他周邊 的肺臟、心臟、腸胃

道也有少量的分布 (林坤德、謝雅琪、楊鈺

雯,2016)。表 3為人體中受體類型及作用。 

表3 人體中受體類型及作用 

受體類型 作用 

Mu(μ)接受體 

止痛、呼吸抑制、嘔吐、欣快

感、心跳變慢、皮膚搔癢、縮

瞳、成癮、腸胃懦動變慢 

Kappa(κ)接受體 
止痛、鎮靜、便祕、縮瞳、呼

吸抑制 

De1ta(δ)接受體 止痛 

Sigma(σ)接受體 
類精神病作用(幻覺、焦慮)、

縮瞳 

參考資料:林坤德、謝雅琪、楊鈺雯(2016)與本

研究彙整 

2.3.2 手術後使用嗎啡之相關副作用 

因受體作用人體出現常見的副作用包含有

鎮靜、便秘、尿滯留、噁心嘔吐、針狀瞳孔、成

癮、藥物耐受性、以及呼吸抑制等副作用，對於

輕微副作用經由適當治療，大部分的副作用都

可以獲得控制，當較嚴重的副作用出現時可使

naloxone做為治療(林坤德等人，2016)。大部分

藥物不良反應都是較輕微的，通常在藥物停止

使用或降低劑量時就會緩解，有些則在藥物使

用一段時間後因為身體適應而逐漸消失(林子

傑，2015)。 

2.4 PCA副作用以外的因素:手術後噁心嘔

吐 PONV 

手術後噁心嘔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Patak%20L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Tait%20AR%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irafzali%20L%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rris%20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Dasgupta%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rummett%20C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3788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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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iting，PONV）為手術後的 24小時內發生的

噁心或嘔吐稱之(陳尹真、吳淑芳，2011)。  

造成 PONV 原因分為病人、麻醉、手術

三大因素: 

1. 病人因素方面：女性、非吸菸者、動暈症、

偏頭痛、年齡、術後噁心嘔吐病史者，與手

術後噁心嘔吐的出現有高度相關。 

2. 麻醉因素方面：使用吸入性麻醉劑或笑氣

進行全身麻醉、手術後使用鴉片類藥物、

全身麻醉時間超過 1 小時，等因素會增加

手術後發生噁心、嘔吐發生的機率。 

3. 手術因素方面：手術的時間與手術的類型

亦被認為與術後噁心嘔吐有關 (陳尹

真、吳淑芳，2011)。 

2.5 資料探勘 

依醫療法第 70條規定：醫療機構之病歷，

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七年

(衛生福利部醫療法，2017)。在過去，病歷的保

存上我們使用了大量的紙張來記錄患者資料，

然後利用不同的編排及索引方式將資料分門別

類，由於為人工作業在資料的儲放與取用上有

一定的限制。現今，有新的資料整理技術能在不

同規則及類別的海量資料中找出關聯性(趙國

棟、易歡歡、糜萬軍，2014)，故將資料探勘的

技術應用在止吐藥物與 PCA副作用的分析上，

期望能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2.5.1 資料探勘的概念 

如果把資料看成是地表的泥土和石頭， 而

資訊是隱藏在裡面的礦藏，資料探勘就是把埋

藏在地表下的礦藏挖掘出來(翁慈宗，2009)。在

資料庫管理系統發展成熟後，資料庫技術進展

至開發進階資料庫系統及資料倉儲，幫助進階

的資料分析與建構資料庫 ，由電腦處理器儲存

並計算龐大的資料量，資料探勘的能力遠遠超

乎人類的計算能力，並且能預測未來趨勢 (郝

沛毅、李御璽、黃嘉彥，2014)。 

2.5.2資料探勘的定義 

資料探勘是一種探索知識與發掘知識的方

法與工具，可從大型資料集中探索有趣及有價

值的問題(廖述賢、溫志浩，2011)。現今社會的

各行各業在處理日常事務中，有著各式各樣的

資料，如: 銀行顧客的交易往來資料、飲料業店

家的會員基本資料或是個人手機裡的檔案照片

等。資料的產生和儲存的速度遠超過人們所能

分析和消化的速度。如何有效率地把手邊的資

料轉化成有用的資訊，這是每個行業掌握趨勢

必須要學習的技巧，因為有很多的資訊隱藏在

資料的背後，如果能從資料中挖掘出有用的資

訊加以運用，就是挖掘出了新的知識寶藏。對於

個人或是組織在競爭力上多了一分優勢(翁慈

宗，2009)。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回溯性研究，從南部某區域教

學醫院進行個案資料的收集。案例收集的條件

為：在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間接受外科

手術並使用 PCA的個案。PCA所使用的藥物為

Morphine 及 Normal saline，止痛藥的設定量初

始劑量為 2cc，後續的維持劑量為每小時 0.5cc。

當病人術後清醒，若感到疼痛難耐，可以自行按

壓 PCA的給藥按鈕要求控制機器立即給藥。當

病患發生嘔吐時給予肌肉注射 Novamin 5 mg，

若發生嚴重皮膚搔癢則經靜脈注射 Vena-ca-b6 

5mg，所有個案均進行手術後 72小時疼痛評估

以及副作用追蹤，以鎮靜程度簡易量表、疼痛簡

易量表、視覺類比量表、臉譜量表以及描述詞量

表，作為手術後疼痛及意識清醒程度的評估標

準。 

3.1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收集婦產科、骨科、胸腔外科及一

般外科病人，同時在手術後使用 PCA疼痛控制

的個案共 860 筆。經由回收臨床醫護人員的訪

談資料，將使用 PCA 的個案依下列 11 個項目

做分類描述：病患的麻醉時間、手術科別、使用

止吐藥物的種類、使用劑量、年齡、性別、是否

為腹腔鏡、副作用、麻醉方式、手術方式及手術

醫師。 

3.2 研究設計 

本 研 究 以 SPSS Modeler CHAID for 

Windows 2013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建檔與統計

分析。以Modeler CHAID決策樹模組進行止吐

藥物與 PCA副作用相關預測輔助模式建構。依

據研究目的，採用百分比（percent）、平均值

（mean）、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卡方檢

定（chi-square）來進行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本

研究在建構止吐藥物與 PCA副作用相關分析的

預測輔助模式之前，先將所整理出來的 11項手

術相關編碼分類原則進行類型設定，依不同屬

性進行分類及角色設定，再經由 CHAID模組參

數進行最佳化的參數值調整，藉以獲取最佳預

測效能的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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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結果依據研究之目的來陳述，將 860

筆個案之資料進行結果分析，茲將分析結果分

節說明如下：  

4.1 研究對象之手術資料 

本研究對象總計共有 860 人，其中男性有

364人，女性有 496人；接受插管式全身麻醉病

人(GA)有 472 人，接受面罩式全身麻醉病人

(MG)有 373人，半身麻醉病人(EA, SA)有 15人；

使用低劑量嗎啡人數有 573 人，使用中劑量嗎

啡有人數有 239 人，使用高劑量嗎啡人數佔有

48人。在 疾 病 診 斷 方 面 ， 開 放 性 復 位

內 固 定 ( O R I F )病 患 人 數 有 3 6 2 人；剖

腹 探 查 ( L a p a r o t o m y )病 患 人 數 有 1 5 1

人 ； 腹 腔 鏡 手 術 ( L a p a r o s c o p i c )病 患

人 數 有 1 3 4 人 ； 經 腹 式 子 宮 切 除

( AT H )病 患 人 數 有 5 7 人 ； 乳 房 腫 瘤

切 除 術 ( M R M；M a s t e c t o m y )病 患人數有

37人；胸腔鏡(VATS)病患人數有 17人；肝切除

(Hepatectomy)病患人數有 16 人；胃切除

(Gastrectomy)病患人數有 14人、移除骨內固定

(Remove P/S)病患人數有 16人；剖腹產(C/S)病

患人數有 11人；其他不在統計術名手術人數 45

人。 

4.2 副作用分類  

副作用分類及分析 

止痛產生的主要副作用方面，本研究設計

變項包括無副作用、未排氣、暈、吐、噁心、低

血壓、嗜睡、頭痛、其他等項目，並歸類為五項。 

4.3 抗副作用藥物組合及平均使用藥量     

在抗副作用藥物使用藥物方面，治療及治

療預防性嘔吐使用之抗副作用藥物使用藥均為

Norvamin，手術後醫囑為依情況需要時給予

Norvamin 5mg 肌肉注射，合併配合使用藥物有

Dexamethasone (DECA) 5mg 經靜脈注射、

Droperidol (DHBP) 2.5mg 經 靜 脈 注 射 、

Granisetron 1mg經靜脈注射及 Diphenhydramine

（VENA）30mg經靜脈注射；治療皮膚搔癢使

用之抗副作用藥物使用劑量為 VENA 30mg 依

情況需要給予靜脈注射。表 4 為止吐藥物配對

組合，表 5為副作用人數及嗎啡平均使用劑量。 

表 4止吐藥物配對組合 

組別 藥物 

第一組 Granisetron + DHBP + VENA 

第二組 Granisetron + DHBP 

第三組 Granisetron + Norvamin + VENA 

第四組 Granisetron + DECA + Norvamin 

第五組 
Granisetron + DHBP + DECA + 

VENA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 5副作用人數及嗎啡平均使用劑量 

變項 

/副作用 

嗎啡(mg) 

使用劑量 

平均值±

標準差 

人

數 

無副作用 20862 38.1±15 586 

未排氣 3053 
36.8±13.

3 
85 

暈、吐、噁心 4035 
31.5±13.

1 
131 

低血壓、嗜

睡、頭痛、皮

膚搔癢 

1761 6.7±15.1 52 

其他 164 
32.8±15.

1 
6 

合計人數   86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4.5 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資料探勘回顧研究整理，收集

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間手

術後使用 PCA治療疼痛的完整個案共 860筆，

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對所產生的副作用情形與可

能引起副作用的各項因素進行整理，透過 SPSS 

Modeler對整理出的 11項分類原則進行決策樹。

圖 1為本研究使用 CHARD決策樹分析的結果。 

4.5.1手術方式與副作用： 

1. 骨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 

860筆研究樣本中，接受骨科手術及其他手

術的病人數有 413 人，其中有 300 人(72.63%) 

沒有發生副作用情形；有 16人(3.87%) 出現未

排氣情形；有 69人(16.70%) 出現頭暈、嘔吐及

噁心的情形；有 26人(6.29%) ；出現低血壓、

嗜睡及頭痛情形，有 2人(0.48%) 出現其他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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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形。  

2. 外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 

860研究樣本中，接受婦產科手術及一般外

科手術的病人數有 352 人，其中有 237 人

(67.33%) 沒有發生副作用情形，有 42 人

(11.93%) 出現未排氣情形，有 48人(13.63%) 出

現頭暈、嘔吐及噁心的情形，有 22人(6.25%) 出

現低血壓、嗜睡及頭痛情形，有 3人(0.85%) 出

現其他副作用情形。 

3. 胸腔外科手術的副作用狀況： 

860研究樣本中，接受的胸腔外科手術病人

數有 95人，其中有 49人(51.57%) 沒有發生副

作用情形；有 27人(28.42%) 出現未排氣情形，

有 14 人(14.73%) 出現頭暈、嘔吐及噁心的情

形，有 4人(4.21%) 出現低血壓、嗜睡及頭痛情

形，有 1人(1.05%) 出現其他副作用情形。表 6 

為副作用在手術分類中的分析結果。

表 6 副作用在手術分類中的分析結果 

變項 骨科及其他手術 婦產科及一般外科手術 胸腔外科手術 

病人數 413 352 95 

沒有發生副作用 300(72.63%) 237(67.33%) 49(51.57%) 

未排氣 16 (3.87%) 42(11.93%) 27(28.42%) 

頭暈、嘔吐、噁心 69(16.70%) 48(13.63%) 14(14.73%) 

低血壓、嗜睡、頭痛 26 (6.29%) 22(6.25%) 4(4.21%) 

其他副作用 2(0.48%) 3(0.85%) 1(1.0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 1 CHAID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 CHAID預測出止吐藥物與 PCA

副作用之間的關係，希望此研究可做為其他相

關研究的比較基準及參考。但在前提上需考慮

由於本研究結果(論)的真實性取決於原始資料

的正確性(效度)。以下為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依據 CHAID預測出使用 PCA後最有可能

出現副作用的可能因素歸納結果如下： 

1. 在 860例樣本中，手術後出現副作用

的最相關因素，結果顯示為”手術科

別”及”藥物總劑量”，與副作用的出

現最為相關。這表示手術後出現頭暈

嘔吐的情形與注射止痛藥劑後所產

生的副作用有相關性。 

2. 在 860例樣本中，其有 585例，使用

PCA病人施打止吐藥劑後 72小時期

間，”未出現副作用”比例最高的是骨

科手術及其他手術，其次是婦產科手

術與一般外科手術，最低的是胸腔外

科手術。 

3. 止 吐 藥 劑 組 合 第 四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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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isetron+DECA+Novamin) 有 最

高比例不會產生副作用；其次為第三

組(Granisetron+ Novamin +VENA)；

無 明 顯 效 果 為 第 二 組

Granisetron+DHBP。 

4. 在 860例樣本中，其中有 585例在藥

物總劑量中未出現副作用，依序分別

為少量、中量、大量。這表示使用少

量 PCA 藥物(嗎啡)出現副作用的機

率較低。 

5. 在 860例樣本中，嗎啡的使用劑量，

少量、中量及多量的劑量平均值及標

準 差 分 別 為 31.5±13.1ml ，

36.7±15.1ml及 38.1±15ml。顯示嗎啡

平均使用劑量平均值接近 40ml，這表

示在管控嗎啡 PCA 藥物的使用上可

預設每包拆封藥量為 40ml。 

5.2建議 

5.2.1給醫療人員的建議 

1. 預防術後噁心嘔吐的藥物可能需要

數種藥物的組合。由研究結果得知，

認為 2至 3種藥物的組合是合理的選

擇。其中，VENA似乎對預防術後副

作用的幫助最少。 

2. Novamin的作用藥效短，只適合作為

暫時預防性的止吐症狀治療藥物，不

適合作為長效預防藥物，建議作為使

用 PCA 72小時期間出現噁心及嘔吐

的症狀治療用藥。 

3. 治療眩暈症狀的藥品主要可分為抗

組織胺類、抗膽鹼類，止吐藥與鎮定

劑，可能出現嗜睡、口乾舌燥等副作

用。使用上須考慮避免使用於高齡及

腎功能不佳的病患(Skolnik and Gan, 

2014)。 

4. 止吐劑之使用無法達到完全效果。臨

床實務上，建議可合併非藥物處置以

改善病人之噁心嘔吐症狀減輕不適

症狀。 

5. 噁心嘔吐的預防，可藉由降低相關危

險因素，例如在麻醉及手術方面，調

整其麻醉方式、手術方式、藥物劑量

或加入預防性藥物治療及其它相關

措施。 

6. 沒有出現手術後副作用的機率與嗎

啡使用劑量的多寡有關係。醫療人員

應該盡量使用最少的治療劑量，避免

病人的不適。 

7. 病患因對疼痛控制有較高的期望而

自費使用 PCA 來控制疼痛，若因副

作用而影響使用疼痛控制之意願，那

麼在對改善疼痛品質的目標上，勢必

成為改善重點項目之一，在改善方案

未完全以前，醫護人員應謹慎思考疼

痛品質的問題。 

5.2.2 給政府的建議 

1. 對手術後病人出現較嚴重的手術後

不適症或治療藥物的副作用反應，應

視為醫療處置上重要的一環，在健保

給付上應該把手術後治療藥物的副

作用處置費用納入健保給付之中。 

2. 從研究中得出理想的嗎啡使用劑量，

建議鼓勵藥廠做出適當劑量的包裝，

一則可以控制成本二則可減少藥物

分裝並降低感染的風險。 

3. 一級管制藥品嗎啡在病患自控式止

痛法上尚未並訂出一套標準使用規

範，雖然衛生局設有稽查人員，進行

不定期抽查核對數量，目的在防止管

制藥品被濫用，但取用藥物的流程繁

瑣，醫護人員需在護理病人的同時也

要負擔管制藥品的保管重任，增加了

護理人員執行非護理工作的時間，間

接影響病人實際接受到的護理時數

及護理人員人力配置問題，建議鼓勵

醫院成立專責小組，負責對全院各單

位執行各項管制藥物的進出量控管，

並簡化取用藥物之流程。 

5.2.3給民眾的建議 

1. 接受婦產科手術以及外科手術的患

者，可以使用 PCA 來減少手術後疼

痛，但是無法避免其他的副作用發

生。 

2. PCA使用時，劑量高時反而會增加副

作用發生的機率。使用藥物預防副作

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藥物過多並不

會增加預防效果，建議和醫師討論尋

求最適當的組合。 

3. 嗎啡雖然止痛效果優於一般性止痛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kolnik%20A%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522582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Gan%20TJ%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522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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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但長時間的使用會降低胃腸蠕動

造成延遲性排氣，對於行腸胃道手術

的患者須考量手術後需依排氣時間

確認傷口復原情況。 

5.2.4給後續相關研究者的建議 

1. 本研究目前僅收集 860筆接受外科手

術的完整個案，因為樣本較少，可能

會有產生模式配適度不佳，或決策樹

與資料較多時的模式有所差異，若能

收集更多的完善資料，分析結果將更

適合運用於臨床上。建議可再增加資

料量及增加資料變項，可得到更多更

有趣的效果。 

2. 預防性藥物的選擇，限於研究方法不

是前瞻性雙盲研究，無法做出個別不

同藥物的比較，仍需更多的研究分

析。 

3. 止吐藥物的組合種類，因分別屬於長

效及短效作用藥物，藥效起始及作用

時間不同，故所預測出的結果可能與

傳統所認知的結果不同。 

4. 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的研究，是在眾多

數據中擷取手術中的各項因素做為

分類條件，分類分析出使用預防性止

吐藥物與使用 PCA 出現副作用之間

的潛在關連性，這與實證醫學中所需

要的判斷條件有明顯的不同，所得之

結果屬於預測分析，不代表所有醫療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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