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指腸鏡的品質監視

發生內視鏡相關的感染常

歸因於不適當的內視鏡再處理 
(reprocessing flexible endoscopes) 流
程。Epstein L 等人曾進行碳青黴烯
類抗藥腸桿菌屬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與十二指腸
鏡 (duodenoscopes) 被 CRE 污染的事
件之研究[2]。因此，監視與評估內
視鏡之再處理，有助於降低群突發的

感染風險。開始監測培養之前，考慮

使用的相關設備，應由以下人員制

定實施計劃和應對措施 (例如病人通
知)，包括臨床實驗室主任、臨床工
作人員、感染管制的人員，以及醫院

流行病學專家和風險管理人員。本篇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的建
議[1]，在補充並不是修改製造商的
建議處理程序，分述如下。

一、十二指腸鏡再處理：該十二

指腸鏡設備應該每季檢查再處理的所

有步驟，並確保嚴格遵守製造商的

說明書，並特別注意以下事項：1. 檢
查和人工清洗 (inspection and manual 
cleaning)：檢查起立板 (elevator) 在
「開/升高」與「關閉/降下」位置沒
有肉眼可見的組織碎屑，並使用 10 
倍放大鏡，以提高檢測起立板結構

的周圍是否有組織碎屑。2. 乾燥：確
保十二指腸鏡和起立板的管腔在儲存

前已徹底乾燥。此時應該包括酒精沖

洗，並強制空氣乾燥，且這些流程與

製造商的說明書必須是一致的。如果

管腔起立板結構沒有完全乾燥，可能

發生細菌滋生，如形成生物膜是很難

去除，並可能導致持續性的污染。

3. 監控：雖然內視鏡常規培養不列入
目前美國建議的指引，然而最近十二

指腸鏡之相關疫情已導致一些設備要

考慮定期監測，以評估十二指腸鏡再

處理是否徹底消毒。a. 最佳監測頻率
尚未確立。國際指引曾有建議從每四

周監測到每年至少監測一次[3,4]，亦
可考慮每使用十二指腸鏡 60 次後或
每月監測一次 (圖一)。b. 十二指腸鏡
再處理且乾燥後進行培養，應包括

器械管道和十二指腸鏡的遠端 (即，
十二指腸鏡的起立板結構，起立板管

腔和起立板凹槽) (圖二)，但培養結
果呈陰性，仍無法完全排除十二指腸

鏡污染的可能性。c. 十二指腸鏡檢查
監測培養結果尚未確定以前，特別是

在每次使用後，都不應該繼續使用，

直到需改善的部分被解決。d. 應確保
每個內視鏡檢查過程被詳細與具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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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陰性-液態濃縮培養沒有混濁      陽性-液態濃縮培養有混濁 
CFU-colony forming units 
PBST-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with Tween®-80 solution 

 

檢測十二指腸鏡並考慮保存

此設備直到培養結果確認。

培養方法選項：（A）濃縮（B）

定量 

陽性 

低關注的微生物(Low-concem organisms) 

例如 :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micrococci,diptheroids, 
Bacillus spp.and other gram-positive rods 
培養方法: 濃縮 

1. 再處理和再培養 
2.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結果是陰性或低關注微

生物低於基準 
或 
培養方法: 定量 

1. 量化菌落，如果<10CFU/十二指腸鏡，再

次處理清除 PBST 和清消 

2. 如果沒有<10CFU /十二指腸鏡，回顧特定

設備的可接受程度，如果沒有低於可接受

的程度要再處理及培養 
3.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結果是陰性或低關注微

生物低於基準 

任何高關注的微生物(Any 
high-concem organisms) 
例如:Staphylococcus aureus, 

Enterococcus spp.,Streptococcus sp. 
viridians group, 
Pseudomonas aeruginosa, 

Klebsiella spp., 
Salmonella spp.,Shigella spp.,and  
Other enteric gram-negative bacilli 
1. 再處理和再培養 
2.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是陰性或低

關注微生物低於基準 
3. 考慮通知暴露於十二指腸鏡的

病人，須追蹤至上次培養陰性後

如果培養重複陽性(≧3 次)於任何

高關注微生物或>10CFU/低關注微

生物的十二指腸鏡，設備及培養技

術應考慮重新評估，並(或)將十二

指腸鏡送至製造商進行評估。 

陰性 

重新處理並清除

PBST 和清消 

圖一　執行 ERCP 60 次後或每月監測一次十二指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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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板結構 

管腔

 

凹槽( 一)  

凹槽( 一)  

凹槽( 二)  

凹槽( 二)  

凹槽( 三)  

凹槽( 三)  

圖二　十二指腸鏡之起立板結構、管腔、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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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萬一出現汙染，才可即時辨識曾

經暴露十二指腸鏡的病人，所以應

對每個接受十二指腸鏡的病人進行

記錄和追踪。e. 非培養方法 (例如，
三磷酸腺苷生物發光測定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bioluminescence 
assays) 曾被用於評估十二指腸鏡再
處理的清潔度。然而，Hansen D 驗
證它能提供精確的十二指腸鏡再處理

的潔淨度[5]。
二、改善措施：十二指腸鏡

被高關注的微生物  (h igh-concern 
organisms) 或不可接受菌落數的低關
注微生物 (unacceptable CFU of low-
concern organisms) 汙染 都應該被重
新清潔消毒，並且再次進行培養檢

測，直到證明沒有高關注的微生物及

不可接受菌落數的低關注微生物後，

十二指腸鏡才能再度被使用。培養結

果陽性應該盡速審查，應通知感染管

制人員，並立即執行改善措施。

三、病人資料及通知：十二指腸

鏡異常時，應通知接受檢查的病人，

所以必須記錄每個病人使用的十二指

腸鏡，以便辨識暴露的病人。如果在

使用十二指腸鏡後發現高關注的微生

物，必須通知病人且與關鍵人員進行

協商，包括醫療照護者、感染管制人

員、醫院流行病學專家及醫院風險管

理專家。

四、人員培訓和能力：確保執

行十二指腸鏡再處理之人員有接受適

當的培訓，並取得資格認證。執行職

務時應由人員評估其能力，能力驗證

應包括使用設備的政策評估 (如筆試) 
及直接觀察，因此，鼓勵負責內視鏡

處理的人員參加考試取得內視鏡再處

理的認證。

【譯者評】筆者針對十二指腸

鏡清潔消毒的建議，1. 確保用於內
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檢查之十二指腸鏡的起立板
徹底清潔，並使用 10 倍放大鏡觀察
是否有組織碎屑。2. 確保起立板結
構及管腔儲存之前快速乾燥 (如，在
自動洗淨機中加裝 75% 酒精為最後
步驟)。3. 經由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檢測清潔完畢的十二指腸鏡的
起立板與管腔，能快速知曉清潔現況

並即時改善。分享本院十二指腸鏡的

政策，為重複高層次消毒二次，以及

加強人員執行 ERCP 感染管制的遵從
度，並列入單位每月稽核項目。另

外，筆者建議使用滅菌法做為再處理

流程的最終步驟[6]，可有效防止群
突發感染風險。【彰基醫院  林麗珍/
陳昶華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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