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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最可怕的併發症是中風，這可能
會在急診處置後短期內便發生。所有相關的指引指出，較
高風險的患者應接受口服抗血栓治療。

 目前並不清楚有多少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的患者在社區
有接受正確抗血栓治療，但是，他們來急診就代表急診醫
生有一個機會可以確保他們得到適當的抗血栓治療。

 Lang et al研究認為，許多急診患者在出院時沒有得到適當
的抗血栓治療，且這種行為並沒有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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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患者中風風險上升，並且指引建議
這些心血管風險增加的患者使用抗血栓治療。

 急診醫師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對此類患者提供適當的抗血栓
治療，我們希望調查這是否已完成。

 我們也試圖探究對於有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的複雜性急
診患者（例如，有惡性腫瘤或腎功能衰竭），急診醫師對
於抗血栓治療所做之決策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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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使用的資料庫來自加拿大2都
市醫院急診部(St. Paul’s Hospital及Mount St. Joseph’s Hospital)
共用之急診資料庫，收集從2006.4.1到2010.3.31到急診出院
診斷有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 ，且僅由急診醫師處置的
案例。

 合併症(comorbidities)，心率(rhythm)和處置皆由回顧病歷
取得，complicated patients（those with an acute 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被排除在外。患者急診出院後處置用藥
則來自provincial Pharmanet database.

 患者依CHADS2 scores （心衰竭(C)，高血壓(H)，年紀>75
歲(A)，糖尿病(D)，中風/TIA病史(S) ）分類: higher-risk 
(CHADS 2 scores >0); lower-risk (CHADS 2 score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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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依據2004年加拿大心血管學會指南對atrial fibrillation and 
atrial flutter 的抗血栓策略建議:

(a) for CHADS2 score =0, aspirin
(b) for CHADS2 score =1, aspirin or warfarin
(c) for CHADS2 score >2, warfarin only
 Primary outcome: higher-risk (CHADS2 scores >0)患者在

急診醫師處置出院後得到不正確抗血栓治療之比例。

 Secondary outcome: lower-risk (CHADS2 scores =0)患者
經急診醫師醫囑開始接受warfarin治療的人數。

 Long-term outcome: 由急診資料庫追蹤確認30-day及1-
year中風的人數。

5

結果

只納入
uncomplicated 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
的病人,且只由急診
醫師處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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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Primary outcome

new-onset: 59/71 (83.0%)
7

結果- Secondary outcome

new-onset: 9/4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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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Long-term outcome
 30-day及1-year追蹤中風結果：

1. 30天內: 一位。 66歲,女性,高血壓 (CHADS2 score 1) 在急診就診前
後都沒有接受aspirin或warfarin治療(沒有提供理由) ， 第24天大
片右大腦中風

2. 1個月~1年之間: 另三個患者發生中風，但急診醫師皆有提供理
由，因此不算為沒有適當抗血栓治療

(1)81歲,女性(CHADS2 score 3),warfarin allergy →Aspirin，2個月時廣
泛的左側中大腦動脈中風

(2)63歲,男性 (CHADS2 score 2), 拒絕抗血栓治療，3個月時左側中大
腦動脈中風

(3)87歲,男性,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膀胱癌(CHADS2 score 3) ，癌症
出血  風險高， 9個月時丘腦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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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在這個cohort study中，患者皆有uncomplicated atrial
fibrillation or flutter且無cardiology 介入，許多人在來急診
前便未接受適當的抗血栓治療，且超過一半的人之後並未
被急診醫師改正治療。

 這代表著急診醫師有一個機會可以改善病人的照護和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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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higher-risk (CHADS 2 scores >0)族群中，53%患者在急診後
並未得到適當的抗血栓治療，醫師未提供此決定的理由，
也沒有建議病人與主要照顧醫師諮詢此事。且其中超過80
％(83％) new-onset atrial arrhythmias並未開始接受抗血栓
治療。

 相較之下， lower-risk (CHADS 2 scores =0)族群中，卻有
8.3％開始接受wafarin治療，違反指引，且沒有提供理由。
和higher-risk族群相比，其new-onset atrial arrhythmias 的患
者反而較多開始接受抗血栓治療(20.5％: 17％) 。

→ 當CHADS 2 分數增加，使用抗血栓治療受益也會增加，
急診醫師需考慮到此來做重要的抗血栓治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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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對於已經接受wafarin治療的病人，約有80％的人急診時會
被檢查INR。nontherapeutic INR也有78%~100%會被急診醫
師進行適當的修正措施。

→雖然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or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的指引中並無
此指示，但似乎順理成章地保證這些患者處在正確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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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在這項研究中很多患者有顯著合併症，如跌倒風險、腎衰竭和
active癌症。一般來說，他們被排除在臨床研究中，因此，對於
這些人處置之指引是稀少的。

 有一納入1,245個高跌倒風險之atrial fibrillation患者的研究顯示了
這組高跌倒風險的患者ICH的機率增加3倍，但同時缺血性中風
的機率也增加13倍。因此，高跌倒風險，雖然常常被臨床醫生
作為避免使用抗血栓治療理由，但不應該被視為絕對禁忌症。

 關於慢性腎功能衰竭的抗血栓治療，意見分歧，有一些作者建

議使用，但有些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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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近期有研究指出，有active惡性腫瘤、major hemorrhage病史、
腎功能異常、肝臟疾病、或過量使用酒精的患者其出血風險增

加。然而，許多atrial fibrillation患者的中風是致命性的或造成神

經系統毀滅性的損壞，但major bleeding卻仍較不易被忽視。

 因此，近期指引強調高風險患者抗血栓治療的密切監控，且為
告知病患選擇決定是否抗血栓治療至關重要。

→對於急診醫生，在如此繁忙環境中討論對這些複雜患者治療的

問題是較困難的，但次優選擇可以是在出院時建議病人和主要
照顧醫師討論抗血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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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尿中WBC發現是一種常見的實驗室依據用來支持符合UTI
症狀者是否診斷為UTI。根據pyuria的程度和細菌濃度來定
義UTI ，研究統計經由尿液培養確診之案例，pyuria的
sensitivity和specificity為47％~90％和47％~89％。

 急性腎結石患者要臨床診斷UTI是具有挑戰性的，特別是
如果患者不具有明顯感染的跡象，因為像背痛和排尿困難
等其它症狀在這兩者皆很常見。在這種情況下，尿液分析
可能有助於診斷感染。

 對於腎結石患者，能夠準確地診斷UTI是很重要。腎結石
伴隨的UTI為complicated infection ，因其會有abscess、
pyonephrosis和urosepsis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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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Pyuria是符合UTI症狀之患者是否有UTI的一個有效指標；
然而，它對急性腎結石患者是否有UTI的診斷效用並沒有
充足的研究。

 因此，我們針對急性腎結石的病人檢驗其pyuria的性質和記
錄其他UTI臨床表徵及實驗室相關數據，想找出對於急性
腎結石患者有什麼臨床特質及實驗室數據能預測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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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single-center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2003年3月~2006年12月，Olive View UCLA Medical Center 

ED (Sylmar, CA)
 符合下列inclusion criteria：

(1) 年齡>17歲

(2) 有急性腎結石的臨床表徵及症狀，如背痛、
costovertebral angle tenderness、血尿

(3) 根據有證照放射科醫生判讀之noncontrast KUB CT顯
示至少有1個腎結石

(4) 在使用抗生素之前有獲得其尿液樣本送去做尿液分析及
尿液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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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8小時內使用過抗生素、有urinary tract instrumentation如
urethral,  suprapubic, or nephrostomy catheter, or ureteral
stent或4週前有加入過研究者被排除之。

 significant pyuria定義為>5 WBCs/ HPF。

 UTI定義為單一 uropathogen ≧103 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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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7.8%20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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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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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360個急性腎結石成人患者中約8%有UTI(尿液細菌培養陽
性)，其中許多沒有感染的臨床表現，且pyuria在這之中識
別UTI只具有中等精確度。

 沒有一個UTI相關症狀或徵像（如fever、 dysuria 、 pyuria 、
being a female patient ）可作為準確預測值。有UTI的臨床
表徵、嚴重程度的pyuria及女性患者增加感染的可能性。

 急性腎結石伴隨UTI的情況並不少見，且在急診無法準確
地確定或排除。尿液培養在較高風險的患者似乎較有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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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在急性腎結石患者中約8%有UTI ，且這些人大多沒有發燒，
其它臨床症狀兩個診斷都常見，pyuria也不顯得具有足夠預
測UTI的精確度。需要更多人口統計學和臨床危險因子才
能得到最佳的sensitivity以避免治療不足夠可能造成的嚴重
後果。

 雖然更多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根據這些結果及已知感染未
經治療會造成的後果，我們建議所有急性腎結石的患者都
取得尿液培養且需密切追蹤，且對於任何程度的pyuria、女
性及臨床因素暗示有可能感染者應考慮經驗性抗生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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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女性只佔急性腎結石患者的三分之一，但90％以上同時有
UTI者為女性。女性可能是因為之前已經存在UTI或易患偶
發性菌尿，這可以是短暫的也可能因為尿流阻礙或成為引
進細菌粘附的病灶而變成感染源。因此，我們估計的感染
率可能會低估真正的疾病量和抗生素的作用。抗生素不僅
可治療現有的尿路感染，還可以在石頭通過或被移除前防
止後續感染。這是考慮治療所有女性的急性腎結石之另一
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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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任何診斷工具以sensitivity當作最優先考量以確保所有感染
患者接受治療會導致相當程度的過度治療，這和相對多的
成本支出及不必要的抗生素治療必須權衡。此外，並非所
有腎結石患和尿路感染的患者皆會發生嚴重的敗血症，取
得尿液培養，且確保短期內密切注意臨床情況和培養結果
對大多數患者便以足夠。要特別留意high grade ureteral
obstruction的患者，因為發生嚴重感染的風險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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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