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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      CPR       電擊    高級救命術  心臟照護 

心肺復甦術訓練講義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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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心肺復甦術 
 
一、單人CPR（民眾版本） 

1. 檢查患者的反應及有無呼吸（叫）： 
 叫病患時以大聲叫喊及拍肩為原則，確定患者意識不清的話，請馬上檢查

病患是否有呼吸「看」病患胸部有無起伏？，無呼吸或瀕死前的呼吸（喟嘆

式呼吸）(Gasping)。 

 
2. 求救（叫）： 

 請旁人幫忙立即打電話求救。如果身旁無人的話，請自己立即打電話求救。 

  
 

3. 體外心臟按壓（Compression）（C）： 

施救者為一般民眾： 

手掌根重疊貼置於兩乳頭連線中點胸骨上，兩手肘關節打直，兩膝靠

近患者、跪地打開與肩同寬，以身體重量垂直下壓，壓力平穩不可使用瞬

間壓力，放鬆時身體不向下用力，但雙手也不可離開胸骨。在胸部按壓時

必須唸出“1上、2上、3上、…10上、11、… 28、29、30”下壓速率至少100

次／分次，下壓深度至少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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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開呼吸道（A）： 

            如果沒有創傷的可能時，使用前額下壓下巴上提法（Head tilt-Chin 

lift Maneuver）將呼吸道打開，操作時先將一手放於患者前額，利用手

掌將頭部向後壓，以另一手之食指和中指置於下顎之骨頭處（不可深入軟

組織），將下巴抬高（此動作僅為輔助另一手，患者之嘴仍維持張開）。 

            如果有創傷的可能的患者，在打開呼吸道的同時應保持頸椎一直線，

使用的方法為下顎推擠法（Jaw thrust）。 
 

  
 

5. 給予人工呼吸（B）： 

            患者在維持打開呼吸道之姿勢下，放於前額手之食指及姆指將患者之

鼻子捏住，用自己的嘴巴蓋住患者的嘴巴，吹兩口氣（每口氣吹1秒），但

應避免太快和太用力的吹氣，吹氣容積 6~7 ml/kg (總量 500-600 ml)。

同時需觀察胸部之起伏，在患者吐氣時聽及感覺口鼻處是否有空氣之流

動。若氣吹不進去，應重新打開呼吸道後再吹氣。 

 
 

    6. 再評估患者： 

施救者為一般民眾： 

  一直施救至醫療救護人員到達、自動體外電擊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到達及病患會動了。 

 

 若患者有呼吸，即可將病人採復甦姿勢（Recovery Position），以後每

隔2分鐘重新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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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成人心肺復甦術流程>(民眾版) 
程  序 動   作 說   明 

1.評估現場環境 觀看四周 
保護自己（口罩、手套、護
目鏡） 

2.確認反應呼吸 
(檢查意識) 

 叫「先生!先生!」或「小姐!小姐!」
 拍拍兩側肩膀 
 看胸部有無起伏 

 

3.求 援 
 請旁人幫忙打“119＂ 
 或自己打(民眾在家中時，請勿忘
記開門) 

(啟動救護系統) 

4.心外按壓 
(壓胸位置) 

 雙手掌根重疊置兩乳頭連線中點
 兩手肘關節打直 
 兩膝靠近患者跪地打開與肩同寬
 以身體重量垂直下壓，壓力平
穩，不　可使用瞬間壓力放鬆時
身體不再用力，但手掌不可離開
胸 

 下壓深度至少5公分 

 
5.壓胸與人工呼吸比
率 
 

不論單人或雙人皆為30：2 下壓速率至少100／分鐘 

 
6. .胸部按壓 
 

確保每次按壓後完全回彈，儘量避免
中斷 

 中斷時間不可以超過10
秒 

7. 打開呼吸道 壓額抬下巴 

 一手掌根壓前額 
 另一手食指、中指---上
抬下額注意不可壓到喉
部 

8. 給予人工呼吸 
拇、食指捏住鼻子，口對口，給2口
氣 
(施救者口要比患者大) 

 吹氣時間約1秒 
 見胸部起伏 

9.時間 

給予心外按壓直到 

1. 自動體外電擊器(AED)到達 

2. 病患會動 

3. 醫療人員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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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呼吸道阻塞急救技術教學大綱 
患者情況 動   作 說   明 

1)意識沒有喪失，

氣道部份阻塞 

鼓勵患者咳嗽，並觀察是否演變成完全阻塞 此時患者應仍可以呼吸、咳嗽或

說話 

2)意識沒有喪失，

氣道完全阻塞 

1. 當病患能站立時: 

站在患者背後腳成弓箭步，前腳置於患者

雙腳間，一手測量肚臍與胸窩，另一手握

拳，虎口向內置於肚臍上方及劍突下方之

中央位置。 

測量的手再握住另一手，兩手環抱患者腰

部，往內往上擠按，直到氣道阻塞解除或

意識昏迷。 

2. 自救式: 

自行抱拳，如上所述，自行擠按腹部中央

位置。或將腹部靠於椅背上，用身体重量

協助擠按，直至異物吐出或阻塞解除的現

象。 

3. 胸部按壓法: 

  當雙手無法環抱患者（例如病患太肥，或

施救者太小）或患者為孕婦時，擠按的部

位移至胸骨心臟按壓處 

．氣道完全阻塞的現象是患者無

法呼吸、咳嗽或說話，此時通

常患者兩手按在喉部，臉部發

黑，呼吸困難，睜大雙眼。 

．兩手應置於患者雙手內側每次

擠按都要注意是否已有阻塞解

除的現象(嘔吐、咳嗽或講話)

注意是否患者已呈現昏迷， 若

昏迷應以兩手肘往上頂住患者

腋下，靠在施救者的身上，再

令其安全的往後躺下。 

患者情況 動    作 說    明 

3)異物哽塞，檢查

意識喪失 
※醫療人員及一般民眾學習內容: 
1.求救 
2.施行心肺復甦術流程 
3. 每當施行人工呼吸之前口中有異物，若有

就要以小姆指或中指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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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甦姿勢教學大綱 
  復甦姿勢 (適用在沒有外傷的病患)  

1、 施救者跪在患者胸部旁邊，約一個拳頭的距離，將患者近側之手掌放

置病患自己的頭部下面（抱頭的姿勢）。 

2、 將患者對側腳抬起與近側腳交叉。 

3、 對側手放置病患的腹部上。 

4、 施救者一手置於病患的對側肩膀，另一手抓住

對側褲腰部。 

5、 以身體為一直線為原則將患者轉向施救者，讓

患者身體轉動時呈一直線。 

6、 當轉至側臥且患者身體穩定時，將患者對側的

手小心的置貼地。 

7、 將患者對側的腳向上彎曲。 

8、 每二分鐘需檢查ㄧ次患者，每30分鐘換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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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齡層心肺復甦術比較 

2010民眾版心肺復甦術參考指引摘要表 
行政院衛生署於99年12月16日修訂

步驟／動作 

(叫、叫、C、A、B) 
成人≧8歲 兒童（1~8歲） 嬰兒（ <1歲） 

呼喚並拍患者肩部 搔癢腳底 
叫檢查意識 

確定有無意識、有無正常呼吸 

(叫)求救 高聲呼救，請旁人或

自行打119，立即CPR

高聲呼救，立即CPR 2分鐘後，再起動緊

急醫療系統 

按壓方式 用力壓、快快壓、胸回彈、莫中斷 

按壓位置 胸部兩乳頭連線中央 
胸部兩乳頭連線中

央之下方 

按壓姿勢

兩手按壓（一手掌根

壓胸，另一手環扣在

上面） 

兩手按壓，或單手 兩支手指 

按壓深度 至少5公分 5 公分 4 公分 

胸部按壓 

按壓速率 至少100次／分鐘 

(A)暢通呼吸道 

(Airway) 
壓額提下巴 

(B)呼吸 (Breathing) 吹2口氣，每口氣1秒鐘，需胸部有起伏 

30：2（5個循環後，換手） 

胸部按壓與 

人工呼吸比率 
重複30：2之胸部按壓與人工呼吸，如有會操作CPR人員協助時，

每5個循環（約2分鐘）換手一次，直到醫療救護人員到達或傷患

會動為止。 

盡快取得自動體外電擊器（AED） 

（D）去顫

（Defibrillation） 需使用成人的電擊片

需使用1至8歲的兒童

AED電擊片，如果沒有

的話，則使用使用成

人的電擊片 

 執行手動電擊，如

果沒有的話，則使

用使用兒童的電

擊片。 

 如果還是沒有兒

童 的 電 擊 片 的

話，則使用標準的

電擊片。 
參考美國心臟醫學會（AHA）2010年10月公告CPR 2010 new guideline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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