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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心臟節律器護理指導 

一、正常心臟的功能： 

心臟內有一自動節律細胞及傳導系統，心臟的自動節律細胞位於右心房及上

腔靜脈的交界處，叫作「竇房結」，此竇房結可發出規則電流波經由傳導系統使

左、右心房、心室規則收縮來控制心臟的跳動。正常狀況下，每分鐘心跳次數約

60~100 次，當一個人活動量增加時，心跳自然加速，當傳導系統發生問題，會

使心跳次數嚴重減少時，身體各器官，甚至大腦得不到足夠的血流供應，而可能

會發生暈眩、昏倒甚至休克的情形。 

二、何謂人工心臟節律器： 

以電池為動力的人工心臟節律器，由節律器、電極導線所組成，藉由電極導

線將連續而穩定的電流波傳到心臟，以維持心臟正常的跳動。人工心臟節律器可

測知心搏電流波，當心跳正常時，節律器不發生作用；當心臟跳動太慢時，節律

器會立刻產生作用，維持每分鐘心跳次數不低於 60~70次或所設定的速率。目

前有多種不同類型的心臟節律器包括：心室需求型、心房需求型、雙腔型、心率

自動調整型、是否與核磁共振檢查相容及新型的無導線節律器等，醫師評估後會

替您選擇最適合您的心臟節律器。 

三、如何植入人工心臟節律器： 

採局部麻醉，過程中意識清醒，醫師在

一側鎖骨下方一指處，劃開3~5公分的小傷

口，將導線經由鎖骨下的靜脈放入心房或心

室中，再把導線前端的電極固定在心房或心

室的心內膜，而後把人工心臟節律器植入胸

部上方的皮膚下，植入過程需時約1~2小時， 

傷口會有美容膠覆蓋，採用可吸收式縫線，

不需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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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查前準備： 

（一） 醫師會給您檢查同意書，請簽妥同意書後，請交給護理師。 

（二） 檢查順序排定後，請您配合護理師告知您開始禁食（含喝水）的時間。 

（三） 為了預防檢查時感染，工作人員會為您刮除腋下及胸前的毛髮。 

五、檢查當天： 

（一） 請耐心等候心導管室通知，一旦護理站通知您時，請先至廁所解小

便，並去除活動假牙、戒指、項鍊等隨身用物。 

（二） 檢查前換上手術衣，手術衣內勿穿著內衣褲，醫護人員為您接上點

滴，待由勤務員送您至心導管室。 

（三） 執行檢查時，請您配合醫師的指示進行心臟節律器植入術，因檢查過

程中，醫師可能會與家屬討論治療方式，故需家屬在心導管室外耐心

陪伴與等候。 

六、檢查後： 

（一） 返回病房後即可進食，同時，植入人工心臟節律器患側肩部將以三角

巾固定約 3~7 天，以避免導線移位，並追蹤心電圖及胸部 X 光，以

確定心臟節律器功能、導線的位置及有無併發症產生，返室將為您裝

上無線心電圖監視器或心電圖監視器。 

（二） 傷口若有滲血、滲液或腫痛等異常情形，需告知醫護人員。  

七、返家後注意事項： 

（一） 請保持傷口清潔、乾燥，避免碰水，當傷口浸濕應馬上換藥，以減少

傷口感染，若節律器植入的傷口或周圍皮膚有紅、腫、熱、痛、合併

發燒症狀或裝置側手臂有腫脹情形時，應立即返院就診。 

（二） 勿穿 T 恤、毛衣及緊身衣，因這個動作會使手臂舉高過於頭部，儘量

穿著前扣式衣物，勿重擊或過度碰觸調節器。 

（三） 節律器植入後 24~48 小時內勿過度伸展患側手臂及避免將其舉高過

肩以防導線移位，一週內避免同側肩膀與手臂劇烈活動，之後手臂可

漸漸恢復舉高及執行日常輕鬆和緩活動，以免造成關節囊粘黏疼痛，



 

三軍總醫院  NURSING DEPARTMENT OF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護理指導資訊   CV-05 
No.325,Sec.2,Chenggong Rd.,Neihu District,Taipei City 114,Taiwan  (R.O.C)     
諮詢電話:02-87927056   nd@mail.ndmctsgh.edu.tw 

 

1 個月內植入側手臂避免提、推及拉大於 5 公斤的重物，6 週後即可

回復正常工作或個人社交活動。 

（四） 每天定時測量脈搏，在測量前最好坐著或躺著五分鐘，建議您記錄心

跳次數於小冊子中，若心跳少於每分鐘 60 或 70次（視當初設定值），

且持續 1 個月之久，需於回診時告訴醫生，若低於每分鐘 50 次或有

全身無力、頭暈甚至暈厥情形，則需儘快到急診就醫。 

（五） 心臟節律器公司會在術後 2~3個月後寄發識別證給您，請務必隨身

攜帶，此識別證上會註記您已裝有人工心臟節律器及節律器的型號， 

若要出國旅行，機場安全系統不會干擾心臟節律器功能，但應隨身攜

帶病人識別卡，於出入飛機安全測試門時先出示證件，識別卡會註明

姓名、地址、電話以及節律器廠牌和機型，以便不時之需。 

（六） 人工心臟節律器在電路設計上不受日用電器干擾，如電視機、烤麵包

機、吸塵器、電冰箱、電磁爐、微波爐、冷氣等。但使用手機時，儘

量不要用放置節律器那側的手來接聽電話。當接近強力的電磁場，如

核能發電廠、電壓轉接站時可能會造成干擾，若有不適之異常感覺，

請立即遠離即可減輕不適症狀，節律器即會恢復正常功能。 

（七） 未來任何情況就醫時，請務必告訴任何為您做治療的醫生，您已裝置

人工心臟節律器，避免執行影響人工心臟節律器的檢查及處置，如磁

振造影、電熱療法、電氣燒灼術或其他的電器醫療設備或藥物。 

（八） 正常狀況下，人工心臟節律器中所使用之電池可維持 8~10 年，當人

工心臟節律器功能不良時，身體會出現一些不舒服的症狀，甚至和您

未裝置節律器以前的症狀一樣，包括呼吸困難、暈眩或昏倒、長期疲

倦與無力感、四肢水腫、胸痛或心悸、長期打嗝，當發生上述症狀時，

請務必立即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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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指導評值： 

（答對 5-6 題完全了解；答對 3-4 題部分了解；答對 1-2 題完全不瞭解） 

 

 

 

 

 

是非題 

1. （ ） 置放完畢人工心臟節律器返回病房後即可進食，植入人工心臟節律

器患側肩部將以三角巾固定約 3〜7天，以避免導線移位。 

2. （ ） 置放後傷口若有滲血、滲液或腫痛為正常情形，不需告知醫護人員。 

3. （ ） 置放人工心臟節律器後，勿穿 T 恤、毛衣及緊身衣，因這個動作會

使手臂舉高過於頭部，儘量穿著前扣式衣物，勿重擊或過度碰觸調

節器。。 

選擇題 

4. （ ） 當出現何者徵象時，需返院就診?(1)節律器植入的傷口或周圍皮膚有

紅、腫、熱、痛(2)發燒症狀(3)裝置側手臂有腫脹情形(4)以上皆是。 

5. （ ） 以下何者為人工心臟節律器返家後注意事項?(1)節律器植入後 24〜

48 小時內勿過度伸展患側手臂及避免將其舉高過肩以防導線移位

(2)一週內避免同側肩膀與手臂劇烈活動(3)一周後手臂可漸漸恢復

舉高及執行日常輕鬆和緩活動，以免造成關節囊粘黏疼痛(4)1 個月

內植入側手臂避免提、推及拉大於 5公斤的重物(5)以上皆是。 

6. （ ） 以下何者為人工心臟節律器功能不良症狀?(1)出現與未裝置節律器

以前的一樣症狀 (2)呼吸困難(3)暈眩或昏倒、長期疲倦與無力感(4)

四肢水腫、胸痛或心悸(5)以上皆是。 

 

答案：1.（O） 2.（X） 3.（O） 4.（5） 5.（5）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