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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某區域醫院住院病人 Methicillin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鼻腔帶菌 

之現況調查

朱苑芯1　劉芳青2　黃怡菁2　黃雅琦1　鄭曉芳1　徐月純1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1感染管制組　2感染科

Methicillin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近十年來不只在醫院間醫療照護相關 MRSA (Healthcare 
associated MRSA, HA-MRSA) 感染漸趨嚴重，社區型 MRSA (Community-
associated MRSA, CA-MRSA) 感染率亦增加，研究發現 HA-MRSA 及 CA-
MRSA 之分子生物學特徵不甚相同，但皆可能引起皮膚、傷口、肺炎、菌血症及
心包膜炎等感染。

本研究時間為 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針對全院住院病患共 502 人，
以無菌鼻腔拭子取得檢體進行細菌培養，結果發現鼻腔帶菌之金黃色葡萄球菌比

率為 12.15%，其中 MRSA 比率為 6.17%，再以 PFGE 型態表現進行鑑定型別
共 5 型，分別為 Type A (19.35%); Type C (35.48%); Type D (19.35%); Type F 
(9.68%); Type BM (16.13%)。大多數 MRSA 屬於 sequence type (ST) 59 及 ST 
239，ST 59 為 CA-MRSA 菌株；ST 239 為 HA-MRSA 菌株。

以 chi-square 檢定並以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進行多變項分析，結果
顯示年齡 0~18 歲 MRSA 鼻腔帶菌比率最高，佔 11.8%，顯著性地高於 30 歲
以上的族群，顯示 MRSA 帶菌比率與年齡有相關。針對潛在疾病及相關影響因
素進行危險因子分析 (包括抗生素、侵入性管路、是否曾感染 MRSA、慢性疾
病、住院史⋯等)，結果顯示在 MRSA 帶菌比率和危險因子之間並無統計相關 
(p = 0.964)。31 株 MRSA 中，有 4 株為台灣常見的 HA-MRSA 菌株，分別是 1 
株 PFGE A/ST 239/SCCmec IIIA 及 3 株 PFGE F/ST 5/SCCmec II；有 17 株為
台灣常見的 CA-MRSA 菌株，分別是 11 株 PFGE C/ST 59/SCCmec IV 及 6 株  
PFGE D/ST 59/SCCmec IV or VT 等分型；其餘 3 株 ST 508 與 7 株為 ST 45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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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61 年  Jevons MP 首先在英
國分離出  methici l l in  抗藥性金黃
色葡萄球菌  (methicil l 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從 
1960 年末期至 1970 年 MRSA 的比
例逐漸升高[1]，隨後 MRSA 已成為
全世界加護病房內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的重要致病菌之一。醫院中，帶菌病

人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 的主要感染來源，且帶
菌的菌株也可能成為臨床感染或傳

給其他病人的來源。根據 2009 年國
家衛生研究院「台灣微生物抗藥性

監測計畫」之研究資料顯示，台灣

院內感染 MRSA 盛行率從 1993 年
的 16.3% 增加到 1998 年的 82.0%。
而 MRSA 的比率占血液分離出的 SA 
約 50%，與北歐的 5% 以下、東歐
的 10~25% 及西歐的 25~50%，明顯
高出許多。針對台灣院內感染菌株情

形，MRSA 占加護病房及院內感染 
SA 的 75~80%，非加護病房住院病
人 MRSA 約 50~60%，相較於美國加
護病房 MRSA 占院內感染 SA 菌株的 
60%，仍有偏高趨勢。另外，門診病

人分離出的 SA 中，MRSA 比率呈現
持續上升至 45% 以上情形，由此得
知社區中 MRSA 的比率持續上升的
趨勢[2]。

Lu 等人曾於 2005 年進行社區及
醫療機構有關的人群鼻腔帶菌的情

形，研究結果發現在社區中 MRSA 
鼻腔帶菌比率為 3.5%，SA 鼻腔帶菌
則為 25.2%；而醫療機構中 SA 鼻腔
帶菌則為 19.1%，較社區為少，但 
MRSA 的比率卻高達 7.6%。在相關
危險因子的分析中發現，年齡、糖

尿病及鼻腔疾病與 SA 鼻腔帶菌有相
關，進一步進行邏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的結果顯示，年齡
是最重要的危險因子 (P < 0.001) [3-
6]，另外可能的  MRSA 危險因子
也包括腸胃道疾病、最近住過院、

最近有服用藥物等因素，其中以腸

胃道疾病及最近住過院為最重要的

危險因子。以 Multiplex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Multiplex PCR) 進
行基因分型的分析發現，在社區

相關 MRSA (Community-associated 
MRSA, CA-MRSA) 抗藥性基因多為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SCCmec). Type IV 及 Type V，醫

屬基因群 45 (clonal complex 45)，為台灣地區近幾年新出現的菌株，值得我們進
一步觀察及研究。（感控雜誌 2018:28:199-212）

關鍵詞：methicillin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MRSA)、分子流行病學、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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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相關 MRSA (Healthcare associated 
MRSA, HA-MRSA) 抗藥性基因多為 
SCCmec Type I、II 及 III，比較 HA-
MRSA 及 CA-MRSA 之間，最大的差
異是醫院型的多重抗藥性高出許多，

而社區型對不同抗生素的抗藥性比率

較低，但由研究結果中也可得知 CA-
MRSA 也逐漸出現在醫院[7-9]。

美國及台灣針對健康兒童的 
MRSA 傳播的研究，皆顯示社區中有 
7.3~7.4% 的培養陽性率，相關危險因
子包括居家接觸及最近使用抗生素，

以 SCCmec 進行基因分型，顯示 CA-
MRSA 最多的基因型為 SCCmec type 
IV 及 V，另台灣健康兒童所移生的 
MRSA 多為 CA-MRSA，超過 80% 
的 CA-MRSA 為 sequence type (ST) 
59 [10-11]；而成人病人鼻腔帶菌情
形趨勢亦相同，惟分離出的基因型有 
2 株，ST 59 菌株及 ST 239 菌株，代
表 CA-MRSA 及 HA-MRSA 已同時存
在於醫院中[12-14]。HA-MRSA 比例
也不斷升高似乎也是全世界的趨勢，

2008 年美國的資料指出，加護病房 
MRSA 抗藥情形已超過 60% [15]。
Jurke 等針對德國 40 家醫院進行降低 
MRSA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發生密度
的研究，住院病人的 MRSA 篩檢陽
性率由 2007 年的 4.38% 升高至 2011 
年的 34.4%；感染密度也由 2007 年
的 0.87‰ 增加至 2011 年的 1.54‰ 
[16]。可見 MRSA 對於全世界都造成
很大的感染風險及影響。

國內、外針對環境及醫療工作人

員 MRSA 污染及帶菌的研究，結果
均顯示醫療照護人員僅有少數 (4.3%) 
MRSA 帶菌情形，環境中培養陽性常
見於照護病人時經常接觸之處，包括

病歷、話筒、交班單、床欄、護理站

檯面及電腦滑鼠等；而非病人直接接

觸的環境，僅少數受 MRSA 污染，
與病人移生菌株無相關性[5,17]。若
透過執行主動鼻腔篩檢發現 MRSA 
陽性病人，以 mupirocin 藥膏及使用
含 chlorhexidine 消毒性溶液沐浴進行
去移生的治療，加上持續推行環境

清潔及手部衛生策略，確實可降低 
MRSA 導致的感染情形[8,16-19]。

雖然 MRSA 多年來已是最常見
的醫院感染致病菌之一，然迄今住院

病人的 MRSA 帶菌情形與日後感染
的相關性尚未有定論。本研究是台灣

第一個以時間點區間針對所有住院病

人進行全面性篩檢 MRSA 的鼻腔帶
菌情形，進一步進行分子生物學的分

析及比較，藉此了解中台灣地區住院

病人之 MRSA 帶菌情形，以提供臨
床醫師診治病人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時間與對象：

於 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期間，於上午 9 點至 10 點，以病
房別為單位進行分配及採檢，排除

頭頸部外傷以外之所有住院病人共 
502 人，採檢部位為前鼻腔，以無菌
棉棒進行檢體採集，檢測是否帶有 

201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第二十八卷五期

朱苑芯、劉芳青、黃怡菁等



MRSA。觀察病人是否於住院期間發
生 MRSA 感染或移生情形，移生或
帶菌 (colonization) 是指皮膚或黏膜上
存在微生物，但並未造成任何不良的

臨床症狀或徵候。而感染則會產生發

炎、發燒等臨床症狀。MRSA 感染乃
依照疾病管制署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定義進行收案，其後再針對鼻腔帶菌

及感染菌株進一步做分子生物學的分

析及比較。

二、實驗室方法：

檢體採集使用無菌採檢棉棒 
(BBLTM CultureSwebTM Plus, BD, USA) 
收集病人的鼻腔檢體。檢體採集

後，直接塗於血液培養基 (blood agar 
plate; BAP, BD, Japan)，置於 37℃溫
箱中隔夜培養；隔天挑取培養基中呈

現β-溶血之疑似菌落進行革蘭氏染
色，將染色結果為革蘭氏陽性球菌之

菌落，利用 catalase test 陽性、DNase 
test 陽性、Staphylococcus latex 陽性
等生化反應進行菌株鑑定。利用瓊

脂紙錠擴散試驗 (Agar disc diffusion 
test) 進行 MRSA 抗生素敏感試驗，
挑取單一菌落至 TSB (Tryptic soy 
broth; CMP, Taiwan)，並將菌液濃度
調至 McFarland 0.5 (約 1.5×108 CFU/
ml)，以無菌棉棒沾取菌液後均勻
塗佈於 Mueller-Hinton agar (BBLTM, 
BD, USA)，貼上 cefoxitin (30 µg) 與 
oxacillin (1 µg) 紙錠，紙錠間相距 24 
mm，經 35℃培養 16~18 小時後，依
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CLSI) 標
準指引進行判讀。依據 Textbook of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規範，為了
實驗目的，oxacillin 通常用來檢測 
methicillin 抗藥性，而 cefoxitin 的結
果也等同 oxacillin，且其結果是較容
易判讀的，故以此做為 MRSA 之判
定標準[20]。

針 對 所 有 分 離 出 的 菌 株

以  disc diffusion methods 測試下
列十種抗生素的藥物敏感性試

驗 (包括 vancomycin, teicoplanin, 
linezolid, ciprofloxacin,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penicillin, fusidic 
acid, erythromycin, clinidamycin and 
doxycycline)。

M R S A 菌株分子生物學的分
析，以脈衝式電場瓊膠電泳分型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來鑑定 MRSA 菌株基因型 (genotype) 
之相關性，菌株的 SCCmec 分型及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 (PVL) 基
因以 multiplex PCR 方法來確認，
而  M R S A 內部基因之序列型別 
(sequence type, ST) 以多位基因序列
分析法 (multi 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來進行分辨[21-22]。

三、危險因子評估及統計方法：

記錄所有住院病人之相關資料，

包括年齡、性別、採檢時病人住院天

數等。臨床的疾病史包含近一年內是

否曾住院、有無中心靜脈導管、鼻胃

管、導尿管、氣管內管、胸管、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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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管、Port-A 及透析導管等管路情
形；慢性疾病含糖尿病、高血壓、心

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結核、

腎臟病、肝臟疾病、血液/腹膜透析
等；近一年之抗生素使用情形及實驗

室培養結果是否有金黃色葡萄球菌之

結果均列為危險因子之評估項目。危

險因子的判定，即以上述臨床疾病

史、侵入性導管、一年內住院、抗生

素使用及實驗室培養結果為 SA 等，
任一種曾有相關紀錄則視為有危險因

子。

本研究統計分析採用 chi-square 
及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使用 
SPSS 16.0 software，p value 小於 0.05 
視為有臨床統計意義。鼻腔金黃色葡

萄球菌帶原的危險因子統計 p value 
小於 0.05 時，接續進行多變項回歸
分析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結　果

一、住院病人鼻腔帶菌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參與者 502 人，男性與
女性之比率分別為 51.8%：48.2%，
男性之 MRSA 鼻腔帶菌風險相對較
女性為低，但無顯著統計差異 (OR: 
0.809; 95% CI: 0.39~1.68)；年齡分
布情形如表一所示，大於 60 歲之年
齡分布為最多占 50.1%，其次為 30 
至 59 歲占 25.3%，次之為 0~18 歲
占 20.3%，19~29 歲為年齡分布中
人數最少的組別占 4.2%。以年齡層 

MRSA 鼻腔帶菌比率進行分析，0~18 
歲  MRSA 鼻腔帶菌占比為  11.8% 
(12/102)，其次大於 60 歲為 5.2% 
(13/252)，統計分析顯示 30~59歲 (p 
= 0.032; 95% CI: 0.104~0.904) 及大於 
60 歲(p = 0.032; 95% CI: 0.179~0.927) 
的族群顯著性地低於  0~18 歲族群 
MRSA 鼻腔帶菌比率。

另針對病人潛在疾病進行分析

如表一，將住院病人中有、無 MRSA 
鼻腔帶菌分兩組比較，具統計學

上之顯著差異的變項 (p < 0.05) 包
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帶
菌比率為 2.827 倍 (p = 0.039; 95% 
CI: 1.013~7.887)、過敏性鼻炎帶菌
比率為 12.509 倍 (p = 0.0005; 95% 
CI: 2.669~58.627)、最近臨床培養
出 MRSA 帶菌比率為 5.345 倍 (p = 
0.046; 95% CI: 1.032~27.655) 以及
住院中曾插置胸管進行引流帶菌比

率為 8.052 倍 (p = 0.005; 95% CI: 
1.416~45.797)。其他潛在疾病及相關
影響因素，包括糖尿病、心臟病、高

血壓、心血管意外、肝臟疾病、膽道

系統疾病、氣喘、支氣管擴張症、癌

症、慢性腎臟疾病、慢性痙攣疾病、

結核病、最近使用過抗生素、一年內

曾使用抗生素；侵入性導管之插置有

氣管內管、中心靜脈導管、鼻胃管、

人工血管 (Port-A)、透析 (血液/腹
膜)、其他引流管；以及其他危險因
子與前次住院曾做細菌培養，均無統

計學上之顯著差異 (p > 0.05)。
由表二可知，參與者共 5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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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住院病人之人口學特性與 MRSA 移生情形及相關影響因素

                       N=502  OR 95% CI p value
變項 MRSA (%) non-MRSA (%)
 (n = 31) (n = 471)
性別

　男 12 (38.70) 248 (52.65) 0.809 0.39~1.68 0.570 
　女 19 (61.30) 223 (47.35) 1.000  - -
年齡     
　0~18 12 (38.71) 90 (19.11) 1.000  - -
　19~29 1 (3.226) 20 (4.246) 0.375  0.046~3.052 0.359 
　30~59 5 (16.13) 122 (25.9) 0.307  0.104~0.904 0.032* 
　≥ 60 13 (41.94) 239(50.74) 0.408  0.179~0.927 0.032* 
採檢時病人住院天數     
　1~3 天 22 (70.97) 299 (63.48) 1.000 - -
　4~7 天 4 (12.90) 61 (12.95) 0.581 0.145~2.327 0.443
　≥ 8 天 5 (16.13) 111 (23.57) 0.509 0.107~2.417 0.395
潛在疾病及相關因素

　糖尿病 4 (12.90) 115 (24.42) 0.459  0.157~1.338 0.144 
　心臟病 7 (22.58) 91 (19.32) 1.220  0.509~2.914 0.657 
　高血壓 11 (35.48) 187 (39.70) 0.835  0.391~1.783 0.642 
　心血管意外 5 (16.13) 65 (13.80) 1.201  0.445~3.240 0.717 
　肝臟疾病 0 38 (8.07) 0.000  - 0.100 
　膽道系統疾病 1 (3.23) 30 (6.37) 0.490  0.065~3.717 0.481 
　氣喘 2 (6.45) 10 (2.12) 3.179  0.666~15.188 0.126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5 (16.13) 30 (6.37) 2.827  1.013~7.887 0.039* 
　支氣管擴張症 0 4 (0.85) 0.000  - 0.606 
　癌症 4 (12.90) 56 (11.89) 1.098  0.370~3.254 0.866 
　過敏性鼻炎 3 (9.68) 4 (0.85) 12.509  2.669~58.627 0.000*** 
　慢性腎臟疾病 2 (6.45) 26 (5.52) 1.180  0.266~5.219 0.827 
　慢性痙攣疾病 0 8 (1.70) 0.000  - 0.464 
　結核病 0 15 (3.18) 0.000  - 0.999 
　之前培養出 MRSA 2 (6.45) 24 (5.10) 1.284  0.289~5.703 0.742 
　最近培養出 MRSA (本次住院) 2 (6.45) 24 (5.10) 5.345  1.032~27.655 0.046* 
　最近使用過抗生素 (本次住院)  17 (54.84) 261 (55.41) 0.977  0.470~0.950 0.950 
　一年內曾使用抗生素 0 21 (4.46) 0.000  - 0.998 
　氣管內管 0 7 (1.49) 0.000  - 0.999 
　中心靜脈導管 0 30 (6.37) 0.000  - 0.147 
　鼻胃管 9 (29.03) 140 (29.72) 0.967  0.434~2.153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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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81.1% 有危險因子，18.9% 無危
險因子；雖可看出有危險因子其檢驗

出 SA 的機率較 MRSA 為高，但危險
因子與 SA (p: 0.336, OR: 1.403, 95% 
CI: 0.704~2.793) 及 MRSA (p: 1.020, 
OR: 1.020, 95% CI: 0.428~2.432) 均無
統計上顯著差異 (p > 0.05)，顯示危
險因子與 SA 及 MRSA 鼻腔帶菌之間
無直接相關。

二、MRSA 分子生物特徵與危險因

子之相關性：

本研究中 MRSA 有 31 株，再
將 31 株 MRSA 菌株進行基因分型
的分析 (圖一)，其分子生物學特徵
列於表三。PFGE 之型態共分七型，
其中有三種主要型別最多為 type C 
(35.5%)，其次為 type D (19.4%) 及 
type BM (16.1%)。31 株 MRSA 中，
4 株為台灣常見的 HA-MRSA 菌株，
分別是1 株 PFGE A/ST 239/SCCmec 
IIIA 及 3 株 PFGE F/ST 5/SCCmec 

　導尿管 8 (25.81) 140 (29.72) 0.822  0.359~1.883 0.643 
　透析 (血液/腹膜) 1 (3.23) 16 (3.40) 0.948  0.122~7.391 0.959 
　胸管 2 (6.45) 4 (0.85) 8.052  1.416~45.797 0.005** 
　人工血管(Port-A) 0 21 (4.46) 0.000  - 0.230 
　其它引流管 2 (6.45) 14 (2.97) 2.251  0.488~10.380 0.285 
其他危險因子     
　一年內曾經住院 　 　 　 　 　

　無 17 (54.84) 256 (54.35) 1.000  - -
　< 7 天 6 (19.35) 82 (17.41) 1.102  0.420~2.887 0.844 
　≥ 7 天 8 (25.81) 133 (28.24) 0.906  0.380~2.154 0.823 
前次住院曾做細菌培養 　 　 　 　 　

　無 26 (83.87) 344 (73.04) 1.000  - -
　其他菌種 2 (6.45) 101 (21.44) 0.262  0.061~1.123 0.071 
　S. aureus 2 (6.45) 101 (21.44) 1.527  0.433~5.381 0.510 
註：MRSA =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OR = odds ratio; CI = confidence interval; 
*p value < 0.05；**p value < 0.005；***p value < 0.0005

表二　比較病人 SA及MRSA 鼻腔帶菌比率與有無危險因子之相關性

　 有危險因子(%) 無危險因子(%) 總計(%) Odds Ratio/ 95% CI p value
　 (n = 407) (n = 95) (n = 502) 　 　

S. aureus 50 (12.28) 11 (11.57) 61 (12.15) 1.403 (0.704~2.793) 0.336
MRSA 24 (5.98) 7 (7.36) 31 (6.17) 1.020 (0.428~2.432) 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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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有 17 株為台灣常見的 CA-MRSA 
菌株，分別是 11 株 PFGE C/ST 59/
SCCmec IV 及 6 株 PFGE D/ST 59/
SCCmec IV or VT 等分型；其餘 3 株 
ST 508 與 7 株為 ST 45 同屬基因群 

45 (clonal complex 45)，為台灣地區
近幾年新出現的菌株，值得進一步觀

察。

31 株 MRSA 之 PFGE 型態以
有、無危險因子分為兩組進行分析 

圖一　31 株 MRSA 菌株 PFGE 基因型及電泳分析圖譜

註：脈衝式電場瓊膠電泳分型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藥物敏感性試驗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s, AST)；多位基因序列分析法 (Multi 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PVL, Pantone-Valentine leucocidin；SCCmec,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31 株 MRSA 菌株對 Vancomycin、Teicoplanin、
Linezolid 之 AST 結果均為敏感，而 penicillin 之 AST 結果有 30 株為抗藥，有 1 株為
敏感；SXT 之 AST 結果則反之，抗藥情形有 1 株，30 株為敏感。AST 結果呈現方
式，黑色區塊代表抗藥，灰色區塊代表敏感，抗生素縮寫分別為 ciprofloxacin (CIP),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STX), penicillin (P) , fusidic acid (FA), clindamycin 
(CC), erythromycin (E)，上述抗生素之 AST 結果如圖一。另 PVL 結果部分，黑色區塊
代表被偵測到帶有 PVL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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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結果顯示有危險因子為 24 
人 (77.4%)，無危險因子則有 7 人 
(22.6%)。有危險因子之組別中以 type 
C 有 7 人 (29.2%) 為最多，type D 及 
type BM 各為 5 人 (20.8%)，type F 為 
3 人 (12.5%)，type AQ 及 type AK 則
各為 2 人 (8.3%)。無危險因子之組
別同樣為 type C 有 4 人 (57.1%) 為最
多，而 type A、type AK 及 type D 則
各為 1 人 (14.3%)。

3 1  株  M R S A  菌 株 對 
vancomycin、linezolid、teicoplanin 等
抗生素都有效。對於 ciprofloxacin、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e (TMP-

SMX)、penicillin、fusidic acid、
c l i n d a m y c i n、 e r y t h r o m y c i n  及 
doxycycline 等抗生素敏感性分別
為 80.7%、96.8%、3.2%、96.8%、
32.3%、25.8% 及 93.6%。MRSA 菌
株之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不論有無

危險因子均未達統計之顯著差異 (p 
> 0.05)，故由表四可看出危險因子與 
MRSA 菌株之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之
間無相關性。

三、採檢時病人住院天數及 MRSA 
感染之相關性：

另針對採檢時病人之住院天數進

表三　31 株 MRSA 之分層分析

PFGE 型態/變項 total (%) A AQ AK C D F BM
 (n = 31)
無危險因子 (n = 7) 7 (22.6) 1 (14.3) 0 1 (14.3) 4 (57.1) 1 (14.3) 0 0
有危險因子 (n = 24) 24 (77.4) 0 2 (8.3) 2 (8.3) 7 (29.2) 5 (20.8) 3 (12.5) 5 (20.8)
總計 31 (100) 1 2 3 11 6 3 5

表四　31 株 MRSA 分離菌株進行分層分析之藥物敏感性結果

Antibiotics 無危險因子 n = 7 (%) 有危險因子 n = 24 (%) p value
Vancomycin 7 (100%) 24 (100%) -
Teicoplanin 7 (100%) 24 (100%) -
Linezolid 7 (100%) 24 (100%) -
Oxacillin  0 0 -
Ciprofloxacin 7 (100%) 18 (75%) 0.141
TMP-SMX 7 (100%)  23 (95.8%) 0.583
Penicillin 1 (14.3%) 0 0.06
Fusidic acid 7 (100%) 23 (95.8%) 0.583
Clinidamycin 2 (28.6%) 8 (33.3%) 0.813
Erythromycin 0 8 (33.3%) 0.076
Doxycycline 7 (100%) 22 (91.7%)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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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表一)，參與者 502 人中，採
檢時住院天數為 1~3 天有 321 人 (p = 
0.586)，4~7 天有 65 人 (p = 0.443)，
> 8 天有 116 人 (p = 0.395)，顯示採
檢時住院天數與 MRSA 鼻腔帶菌之
間無直接相關。而 31 例 MRSA 病人
中，僅有一例病人收案為 MRSA 之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住院天數為 23 
天，本次入院時未檢出 MRSA，分
析結果未達統計學上之顯著差異 (p > 
0.05)。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部某區域醫

院住院病人 MRSA 鼻腔帶菌比率為 
6.17%，與 2009 年台灣某醫學中心針
對急診室成年病人進行 MRSA 鼻腔
帶菌率為 3.8% 的研究結果比較為高
[12]，但與 2007 年某醫學中心針對 2 
個月至 5 歲台灣兒童進行 MRSA 鼻
腔帶菌率研究結果的 7.3% 比較則較
為低[23]，可能因本研究的對象為全
院住院病人，年齡分佈從 0 歲至 60 
歲以上之個案均納入收案，結果所呈

現 MRSA 鼻腔帶菌率則介於研究對
象設定為成年個案及兒童個案的研究

結果之間。而住院病人來源來自於社

區或長照機構，研究指出有較多 CA-
MRSA 感染者其同住者大於 4 人或
住在長照機構內，有統計性的差異 
(p < 0.01) [14]，故預期住院病人鼻腔 
MRSA 帶菌率會高於社區族群，但進
一步針對危險因子 (包括抗生素、侵

入性管路、是否曾感染 MRSA、慢性
疾病、住院史⋯等) 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帶菌比率和危險因子之間並無統

計學上直接相關 (p = 0.964)。另外在
年齡方面，0~18 歲 MRSA 鼻腔帶菌
率為最高 (11.8%)，其次則為大於 60 
歲 (5.2%)，且達統計學之顯著差異 
(p < 0.05)，由此可知住院病人 MRSA 
鼻腔帶菌率和年齡之間有相關，與 
2005 年美國的研究結果相似[6]。

此外，Lo WT et. al (2010) 及 
Chua K et. al (2011) 針對美國及台灣
健康兒童 MRSA 鼻腔帶菌情形的研
究結果，以 MRSA 抗藥性及基因分
型來看，CA-MRSA 及 HA-MRSA 在
分生上均不相同，表示 CA-MRSA 菌
株並非來自醫院環境。而研究結果

顯示 31 株 MRSA 中 54.8% 為 ST 59 
linage，其中包含三種主要的 clones 
(PFGE C/SCCmec IV/PVL-negative, 
PFGE D/SCCmec IV/PVL-positive, 
PFGE D/SCCmec VT/PVL-positive)，
同為台灣 CA-MRSA 菌株[10-11]。由
本研究的分生結果 (表三、圖一) 可
看出，在無危險因子的病人中，CA-
MRSA 佔 71.4%，而 HA-MRSA 則佔 
28.6%，顯示 CA-MRSA 菌株在本研
究中住院病人 MRSA 鼻腔帶菌率已
高於 HA-MRSA 菌株。

雖本研究 31 例 MRSA 病人中，
僅有一例發生 MRSA 之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但文獻指出 MRSA 帶菌情
形比 MSSA 帶菌有高出四倍的機會 
(OR: 4.08, 95% CI: 2.10~7.44) 發生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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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性感染[22]，為避免 MRSA 帶菌病
人導致侵襲性感染的發生，執行適當

感染管制措施是有必要的，例如：針

對醫療照護人員定期舉辦感染管制相

關教育訓練，包括隔離防護措施、手

部衛生、正確使用手套及口罩、隔離

防護用具之使用等。臨床上的處置則

有研究指出執行主動鼻腔篩檢措施，

並且執行去移生治療，可有效降低 
MRSA 的感染密度，去移生治療方式
包括鼻腔塗抹 mupirocin 藥膏及給予
含 4% chlorhexidine 消毒性溶液沐浴
等[8,16]。雖過度使用廣泛性抗生素
治療也會增加其抗藥性，但 MRSA 
鼻腔帶菌者日後發生侵襲性感染的風

險仍取決於本身的疾病史[22]，故住
院病人 MRSA 帶菌的去除是可以被
考慮的，特別是針對高感染風險的病

人。臨床工作中，仍建議落實手部衛

生並確實執行接觸隔離措施，方為避

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發生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方法。

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設計之限制，可能影

響研究之結果，包括：非住院前 2 日
內進行採檢，可能會影響 SA 分離的
機會、抗生素的使用情形僅限於曾於

本院住院過之病患才有紀錄，故本研

究僅呈現本院 MRSA 鼻腔帶菌之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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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l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arriage among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a Regional Hospital: One 

Time Point Prevalenc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Yuan-Hsin Chu1, Fang-Ching Liu2, Yi-Ching Huang2, Ya-Chi Huang1,  
Hsiao-Fang Cheng1, and Yuen-Chun Hsu1

1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2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JEN-AI Hospital, Dali, Taichung, Taiwan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is the primary pathogen 
that caused infections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 infections were increasingly 
serious not only in healthcare-associated (HA-MRSA) but also in community-
associated MRSA (CA-MRSA). Both HA-MRSA and CA-MRSA were likely 
to cause infections, such as in the skin, wounds, pneumonia, bacteremia, and 
endocarditi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their molecula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conducted during May 18-
22, 2012, collected 502 samples with nasal swab among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a 
regional hospital. The carriage rate of S. aureus and MRSA was 12.15% and 6.17%, 
respectively. The five MRSA isolates showed different molecular profiles in 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type A, 19.35%; type C, 35.48%; type D, 19.35%; type 
F, 9.68%; and type BM, 16.13%. Most of the MRSA isolates were sequence type 
(ST) 59 and ST 239. ST 59 is part of CA-MRSA and ST 239 is part of HA-MRSA.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est rate of MRSA nasal colonization 
developed at age 0-18 years old (11.8%), which show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RSA carriage rate and ag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MRSA carriage rate and risk factors such as antibiotic usage, catheter intubation, 
previous clinical MRSA isolates, chronic diseases, and previous hospitalization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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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4). In addition, four of the 31 MRSAs were the common HA-MRSA in Taiwan, 
which included PFGE A/ST 239/SCCmec IIIA and PFGE F/ST 5/SCCmec II. The 
last ST 508 and ST 45 were newly emerging isol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in Taiwan,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gene group. The conclusion should be confirmed with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olecular epidemiolog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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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使用兩種皮膚消毒方式 
執行血液培養之效果

徐曉雲　陳秋煙　楊斐卿　陳芳珍　呂佳蓉　周學智

高雄榮總　護理部

血液培養結果可提供菌血症治療依據，若遭汙染可能誤導醫師判斷，或需再

次抽血確認，增加檢驗費、延誤治療，甚或延長住院天數。

以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兩個內科病房，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所有需抽取血液培養病人為研究對象，其中 1 個病房為常規組，採 1% tincture 
iodine (TI) 及 75% alcohol 為皮膚消毒劑，另一病房為實驗組，採酒精性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比較兩組血液培養汙染率、汙染菌種差異性。
由電腦系統擷取報告，感染專科醫師判讀是否受汙染，以 SPSS 20.0 版統計分
析資料。

結果顯示，兩組病人在年齡及性別上皆無顯著差異；血液培養汙染率常規

組 2.1%、實驗組 1.6%；汙染菌種方面，常規組 GPC 佔 66.7%，GPB 33.3%；
實驗組 GPC 65%、GPB 35%，兩組皆以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CoNS) 佔多數；兩組在汙染率及汙染菌種上無顯著差異。常規組消毒耗時 1.5 
分鐘/套、耗材費 0.24 元/ml，實驗組耗時 1 分鐘/套、耗材費 1.61 元/ml，實驗組
耗材成本雖較高，但在消毒步驟及人力成本上，相對精簡。

結論：考量病人安全、檢體採檢汙染率及汙染菌種，兩種皮膚消毒方式並無

顯著差異，建議臨床可視病人情況選擇消毒方式。此研究結果可運用於臨床人員

皮膚消毒及採集血液培養之相關教育訓練。（感控雜誌 2018:28:213-222）

關鍵詞：血液培養汙染率、皮膚消毒方式

DOI: 10.6526/ICJ.201810_28(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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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血液培養是臨床上確立菌血症

最直接且明確的診斷方法，培養報告

結果可提供醫師治療依據，包括是否

使用抗生素、種類及期限。若採檢血

液時遭受汙染，可能導致醫師誤判，

甚至增加抗生素使用與醫療費用及延

長病人住院天數。文獻顯示，血液培

養汙染源大多來自病人抽血部位皮膚

表皮菌，汙染菌以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簡稱 CoNS) 最常見[1-
3]，然而侵入性處置或裝置 (如血液
透析、中央導管置入) 破壞皮膚對外
界細菌入侵的天然屏障，使原被視為

正常菌叢表皮細菌伺機進入血流造成

感染，導管相關性感染與 CoNS 等皮
膚菌叢引發菌血症有極大關聯，為避

免臨床判斷感染或汙染的困難度，

於採集血液培養時，應盡量避免染汙

[1,2,4]。
血液培養汙染定義指單一或連

續多套培養中有單套分離出 CoNS、
Micrococcus species、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GPB 等皮膚表皮菌，若
同時有其他非血液檢體培養出相同菌

種時，視為真陽性[4,5]。影響血液培
養汙染率因素包括採血部位、皮膚消

毒劑、採血人員等[2]，研究證實，
導管放置 72 小時後，22% 導管活塞
及 31% 動脈導管腔內有皮膚菌叢移
生 (Colonization)，若由這些導管處
採取血液培養，過程中常可培養出移

生細菌，因此不建議由導管處抽取

血液培養，避免偽陽性結果[1,2,6]。
目前臨床上最常使用皮膚消毒劑

有 alcoholic chlorhexidine (以下簡稱 
CHG)、alcoholic tincture iodine (以下
簡稱 TI)、aqueous povidone-iodine (以
下簡稱 PI)。2011 年美國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預防導管相關性感染指引及美國臨

床與實驗室標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s, CLSI) 
訂定血液培養原則與程序指引中，將 
CHG、TI、75% alcohol 列為導管置
入及血液培養前的皮膚消毒劑[7,8]。

Caldeira 等 (2011) 探討靜脈穿刺
部位皮膚消毒劑對血液培養汙染率影

響，發現預防血液培養汙染的皮膚消

毒劑中，TI 優於 PI，2% CHG 優於 
PI，另 TI 與 2% CHG 兩者間無顯著
差異[9]。Washer 等人 (2013) 為期 17 
個月隨機交叉試驗 3 種消毒劑對血液
培養汙染率無顯著差異，另該研究中

提及消毒劑成本 CHG ($1.22) 高於 TI 
($0.59) 和 10% PI ($0.19)，該研究分
析血液培養汙染率低與由受過專業訓

練的抽血團隊負責採檢有關[5]。
依研究對象醫院現行標準技術規

範，血液培養採檢前皮膚消毒方式有

兩種，一是以 1% TI + 75% alcohol 兩
步驟消毒，另一僅以 2% CHG 消毒
即可。但臨床上人員認為以 2% CHG 
消毒雖然步驟較輕省，但感覺好像消

毒不完全。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分析

以兩種不同皮膚消毒劑執行血液培養

其汙染率、汙染菌種及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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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實驗性設計的前瞻性研

究 (prospective study)，以下分別說明
操作型定義、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介入措施、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一、操作型定義：

(一) 血液培養汙染菌：為確認是
否為抽血過程汙染，當微生物實驗室

發出血液培養陽性報告，由兩位感染

專科醫師判讀確認，若意見分歧則由

第三位感染專科醫師裁決。

(二 )  血液培養汙染率  ( b lood 
culture contamination rates)：血液培
養汙染套數除以全部血液培養套數。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南部某醫學中心兩個 
(A、B) 內科病房，於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因病情需要抽取血
液培養的 18 歲以上成年病人為研究
對象，比較兩種皮膚消毒劑方式成

效。

三、介入措施

本研究分設置專用抽血車、教育

訓練及稽核、正式執行等三個階段進

行。實施步驟說明如下：

(一) 設置專用抽血車：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分別設置 A、B 
病房專用抽血車，A 病房為常規組，
抽血車上以廣口不銹鋼無菌容器裝入 
1% TI 及 75% alcohol，每 7 天更換容

器及消毒劑；B 病房為實驗組，抽血
車上放置酒精性 2% CHG，開封後效
期 7 天。

(二) 教育訓練及稽核：為確保抽
血技術正確一致，於開始收案前一個

月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分別於 A 及 B 病房，每週舉辦一場 1 
小時教育訓練，兩病房所有參與抽血

人員，含護理師、專科護理師及實習

醫師，每人至少參加一場。

訓練內容包括皮膚清潔、消毒

流程，為使清潔步驟一致，常規組及

實驗組均於抽血前，在穿刺部位皮膚

以 75% 酒精棉片清潔 30 秒代替肥皂
清潔，接著常規組以一支無菌大棉籤

沾取 1% TI 至完全飽和，由穿刺部位
往外擦拭直徑 4~5 公分，等待至乾
燥。再以另一支無菌大棉籤沾取 75% 
alcohol 至完全飽和，以相同方式消
毒並等待至乾燥。若對碘過敏病人，

僅用 75% alcohol 消毒，由抽血者記
錄；實驗組以一支無菌大棉籤沾取 
2% CHG 至完全飽和，由穿刺部位往
外擦拭直徑 4~5 公分，等待至乾燥。
消毒後不再碰觸穿刺部位，等乾燥後

抽血者戴上乾淨手套；兩套血液培養

須抽取不同部位靜脈血且抽取時間必

須間隔 30 分鐘；拆除培養瓶蓋後，
以酒精棉片消毒；每瓶注入 5~10 ml 
血液。

參考 Washer 等人 (2013) 研究及
臨床現行靜脈採血技術規範，設計抽

血評核表，內容包含「正確洗手、戴

檢診手套、消毒液正確、行初步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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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消毒方法正確、等待消毒溶液

乾燥、血液培養瓶口用酒精棉片消毒

及不換針頭」等八項，每場課程結束

前，由稽核員以評核表逐一稽核每位

抽血者並記錄。為達稽核一致性，

集合 5 位稽核員進行訓練，由 4 位護
理師 (A、B 病房各 2 位) 實際操作抽
血技術，5 位稽核員各自評分後，相
互對照，針對不一致處討論後達成

共識，直到所有稽核員評分達一致

標準。A 病房共稽核 19 位護理師、3 
位專科護理師及 8 位實習醫師。B 病
房共稽核護理師 21 位、專科護理師 
3 位及實習醫師 10 位。

(三) 正式執行期：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執

行期間，5 位稽核員隨機抽查兩個病
房抽血技術，以控制研究過程中人為

干擾因素。

四、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通過高雄榮民總醫院人體

試驗委員會 IRB/REC 案號 14-CT10-

05，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間收集兩病房血液培養檢
體，由檢驗人員透過電腦資訊系統

擷取培養報告，去辨識後將資料匯

入 Excel 表格中，內容包括：檢體編
號、病房別、性別、年齡、採檢日及

培養結果。若培養結果為陽性，由感

染專科醫師判定是否為汙染菌。以 
SPSS 20.0 版軟體中的描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和卡方檢定比較兩病
房病人屬性與血液培養汙染與否，p 
< .05 表示有顯著差異。

結　果

一、病人屬性

本研究樣本共 569 人，常規組 
282 人，實驗組 287 人，平均年齡 
70.9 歲。經分析兩病房病人在性別及
年齡皆無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一)。
二、血液培養汙染率

共收集 2,110 套血液培養結果
報告，陽性 404 套，兩位感染專科

表一　兩組病人基本屬性分析 (n = 569)

變項 人數 (%) Mean±SD F/T 值 χ2 p 值
年齡 (歲) 569 (100) 70.9±16.0 .63/1.58  .115
　常規組 282 (49.6) 72.0±15.5
　實驗組 287 (50.4) 69.9±16.4
性別    1.95＃ .163
　女 178 (31.3)
　　常規組 80 (28.4)
　　實驗組 98 (34.1)
　男 391 (68.7)
　　常規組 202 (71.6)
　　實驗組 189 (65.9)
註：「＃」指 Yate’s corrected 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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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查閱病歷均能判讀確認，其

中真陽性菌 366 套，陽性率 17.3% 
(366/2,110)；汙染菌  38 套，汙染
率 1.8% (38/2,110)。常規組汙染率 
2.1% (18/847)；實驗組汙染率 1.6% 
(20/1,263)，經卡方檢定兩病房在血
液培養汙染率上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表二)。進一步分析兩病房汙染菌
種，常規組與實驗組均以革蘭氏陽性

球菌 (gram positive cocci, GPC) 佔大
宗，兩病房汙染菌種無統計上顯著差

異 (表三)。

三、不同消毒劑方式時間及價格差異：

常規組以 1% TI 消毒皮膚，等
待至乾燥 30 秒，再以 75% alcohol 消
毒，待其乾燥亦須 30 秒，共耗時 1 

分 30 秒，消毒液費用依 2015 年研究
對象醫院進價計算 0.24 元/ml；實驗
組以 2% CHG 消毒及等待至乾燥，
耗時共 1 分鐘，價格 1.61 元/ml。
臨床上基於成本考量，多採 1% TI + 
75% alcohol 方式，但採 2% CHG 消
毒每次可節省步驟及時間 30 秒 (表
四)。

討　論

國內外研究顯示血液培養汙染

率平均  2~6%，美國醫院成人住院
病人血液培養平均汙染率為 2.9%，
美國微生物學會建議應將血液培養

汙染率控制在小於 3% 的合理範圍
[2,3,5]。研究指出，由專業人員抽

表二　不同病房血液培養汙染率比較 (n = 2110)

變項  常規組   實驗組  χ2 p 值
 套數  百分率 套數  百分率
判定       .56＃ .453
非汙染菌 829  97.9 1,243  98.4
汙染菌 18  2.1 20  1.6
註：「＃」指Yate’s corrected χ2

表三 不同病房汙染菌比較 (n = 38)

                               變項  常規組   實驗組
菌名 套數  百分率 % 套數  百分率 %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GPC) 8  44.4 11  55.0
Staphylococcus lugdunensis (GPC) 2  11.1 2  10.0
Finegoldia magna (GPC) 2  11.1 0  0
Clostridium bifermentans (GPB) 1  5.6 0  0
Clostridium clostridioforme (GPB) 0  0 1  5.0
Other GPB 5  27.8 6  30.0
GPC: gram positive cocci, GPB: gram positive baci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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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對抽血人員施予標準技術教育訓

練，有稽核制度確認人員落實血液培

養採檢規範，可降低血液培養汙染

率[10]。依據研究對象醫院微生物科
統計 2011~2014 年住院病人血液培養
汙染率約 2~3%，而本研究汙染率平
均 1.8%，低於國內外文獻及研究對
象醫院內部統計，分析原因與本研究

收案前，進行抽血人員教育訓練及稽

核確認品質有關，呼應 Washer 等人 
(2013) 及陳等 (2014) 研究顯示採血技
術標準才是汙染的關鍵[5,10]。故降
低汙染率方法一定要透過人員教育訓

練達到技術標準化，與持續稽核確保

品質水準。

研究過程中共有 50 位受過訓練
人員參與抽血，每位抽血者被稽核 
1~16 次不等，共稽核 133 次，缺失
項目常規組 7 次皆為「未戴檢診手
套」，實驗組 3 次，其中「未戴檢診
手套」2 次，「隔墊未消毒」1 次。
分析汙染菌與抽血者的相關性，發

現 38 套血液培養汙染中，有 4 位抽
血者其汙染大於 2 套，其中常規組 1 
位、實驗組 3 位，經再教育後，人員

均能按標準正確操作，未再造成血液

培養汙染。汙染菌種兩組皆以 GPC 
為大宗，約為所有汙染菌的三分之二

比率 (其中 CoNS 佔 55.5%~65.0%)，
與國內外文獻認定 CoNS 為血液培養
汙染最常出現的菌種[1,5]結果相同。
其次 GPB 佔三分之一，因大部分血
液培養，兩套中只有一套長菌，故未

進一步鑑定。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種皮膚

消毒劑方式在汙染率雖無統計上顯

著差異，與 2016 年 Story-Roller 和 
Weinstein 所做前瞻性交叉試驗研究
結果相似[11]。同樣 2% CHG 也適用
於所有靜脈穿刺 (注射或抽血) 的皮
膚消毒，因本研究所抽取血液培養套

數具代表性，因此結論可做為執行靜

脈採血或注射時，可採 2% CHG 為
皮膚消毒劑的佐證依據，此與 2011 
年 CDC 預防導管相關性感染指引及 
CLSI 訂定的血液培養原則與程序指
引相呼應[7,8]。

分析消毒劑成本，常規組以

一支大棉籤沾取吸飽 1% TI 及 75% 
alcohol 各需 7 ml，計算抽取一套血

表四　不同皮膚消毒劑方式比較

組別 消毒方式 消毒劑成本 消毒時間

常規組 1% TI 消毒 0.18 元/ml 1 分 30 秒
 75% alcohol 消毒 0.06 元/ml
  共 0.24 元/ml
實驗組 2% CHG 消毒 1.61 元/ml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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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培養共需 1.68 元，研究期間抽取 
847 套，扣除困難抽血及躁動無法
配合者，消毒溶液所需成本共 1,423 
元，消毒時間平均每套 1.5 分鐘，
847 套需時 1,271 分鐘；實驗組以
一支大棉籤沾取 2% CHG 吸飽需 6 
ml，一套血液培養需 9.66 元，研究
期間共抽取 1,263 套，消毒液成本耗
費 12,201 元，消毒時間 1,263 分鐘。
以相同套數比較，實驗組採用皮膚

消毒劑耗費成本雖較常規組高，但

步驟簡化且省時，錢等 (2015) 亦指
出以 1% TI 消毒皮膚，需等待至乾
燥 30 秒，再以 75% alcohol 消毒，
待其乾燥亦須 30 秒，但臨床人員忙
碌，常未等待 30 秒即進行抽血，為
減少護理人員負荷及提高遵從性，

建議應採 2% CHG 做為皮膚消毒劑
[12]。進一步查詢研究對象醫院平均
一年約執行 48,000 套血液培養，若
以 1% TI 及 75% alcohol 消毒方式計
算，消毒時間共需 72,000 分鐘，而
採用 2% CHG 進行皮膚消毒，僅需 
48,000 分鐘，估計一年可省下 24,000 
分鐘，對於忙碌的臨床照護確實具精

簡效益。另文獻查證，使用優碘消毒

皮膚約有 0.4% 的人會產生過敏現象
[13]，對碘過敏病人，採用 2% CHG 
進行皮膚消毒，可以避免因消毒劑引

起過敏反應，一樣可以達到消毒效

果。雖然兩種皮膚消毒方式在臨床皆

可行，但就節省時間、方便性考量，

在忙碌醫療環境中，困難抽血、對碘

過敏者、急診或無法配合等候等情

境，建議優先選擇 2% CHG 做為皮
膚消毒劑。

此外，採用 2% CHG 作為抽取
血液培養之皮膚消毒劑，僅需一道消

毒步驟，操作簡便，不僅在臨床人員

教育訓練上相對容易且可降低汙染風

險，簡等 (2008) 研究提及，在抽血
技術消毒概念上，醫學生的學習狀況

普遍表現不錯，抽血技能若在良好規

劃下，遵循標準訓練，將可維護病人

就醫安全[14]，此實證研究結果，將
可提供臨床依循的標準，並運用於臨

床人員採集血液培養之相關教育訓

練。

本研究中人力成本分析因牽涉

薪資結構依職級而不同，其他如困難

採血、躁動等干擾因素，時間難以計

算故剔除，因此僅就一般病人抽取血

液培養，比較兩種皮膚消毒劑花費成

本，為本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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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Skin 
Disinfection Methods while Collecting 

Blood Cultures

Hsia-Yun Hsu, Chiu-Yen Chen, Fei- Ching Yang, Fang-Chen Chen,  
Chia-Jung Lu, Hsueh-Chih Chou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Nursing, Kaohsiung, Taiwan

Blood culture reports are critical for the treatment of bacteremia. Contaminated 
specimens may lead to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e results, increase the costs for 
tests, and prolong patients’ length of stay in the hospital.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wo medical wards in a tertiary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ern Taiwan from February 1, 2015, to September 30, 2015. About 2% 
of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containing alcohol antiseptic was used for 
disinfection when collecting blood specimens for culture in the intervention ward, 
and 1% tincture iodine plus 75% alcohol antiseptics were used in the control ward. 
An infectious specialist [A1]blindly reviewed the results of all positive blood 
cultures in two wards and interpreted whether the results were considered as 
contamination or not[A2]. The contamination rat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ward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patients’ age and sex in 
the two wards. The blood culture contamination rates in the two wards were similar 
(1.6% in the intervention ward vs. 2.1% in the control ward). In the intervention 
ward, Gram-positive cocci account for 65% of contaminated bacteria and Gram-
positive bacilli(GPB), 35%. Gram-positive cocci account for 66.7% of contaminated 
specimens and GPB 33.3% in the control ward. It took 1 min and cost 1.61 NTD/
mL for each blood culture collected using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and took 1.5 min 
and cost 0.24 NTD/ml using the control method.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costs 
higher but required less time when performing disinfection.

In conclusio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contamination 
rate, safety, and contaminated bacteria between CHG-containing alcoh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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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 TI plus 75% alcohol group. Healthcare workers may choose either one for 
disinfe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to educate clinicians about skin 
disinfection.

Key words: Blood culture contamination rate, skin disinfec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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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長期照護機構 
結核病的防治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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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

馬偕紀念醫院　3感染管制中心

臺大醫院　4內科部　7內科暨檢驗醫學科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5感染內科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6院長室

隨著臺灣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對長期照護的需求也隨之遽增，依據衛生福

利部資料，我國長期照護機構家數近十年已從 2007 年 1,002 家成長至 2016 年 
1,082 家。關於台灣結核病狀況，2016 年新增個案數為 10,328 人 (每十萬人口 
43.9 人)，其中年齡分布 ≥ 65 歲者約佔總個案數的 56%。國外研究顯示，機構中
的長者較一般社區老人高出 2.3 倍的肺結核感染機率。老年人因免疫功能較差、
多共病症與臨床表徵不典型等因素，增加結核病診斷及防治上的困難。國內文獻

亦指出，機構內的集體生活，若再加上室內通風不良，則可能導致群聚事件。因

此，長照機構中結核病的防治管理與落實是需要重視的議題。本篇主要參考國外

對長照機構結核病策略與國內執行現況進行歸納與整理，感管措施主要建立在三

個優先等級，第一優先為管理階層控制，其次為環境控制與呼吸道防護三大基本

架構來規範，目的為了要降低機構工作人員、服務對象及訪客等感染結核菌的危

險性。結核病患完治後，再接觸仍有機會感染及發病，長照機構平時應加強咳嗽

禮節與防護，強化照護人員防治知識與處理能力，加上保持良好室內通風、主動

篩檢與預防性投藥等積極措施，才能繼續保持機構內低結核菌感染風險。（感控

雜誌 2018:28:223-233）

關鍵詞：長期照護機構、結核病、防治策略

DOI: 10.6526/ICJ.201810_28(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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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結核病為全球重要的傳染病之

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資
料，2016 年全球仍有 630 萬新結核
病患者，約 130 萬人死亡與其相關，
全球十大死因排名第九名[1]。反觀
我國結核病，過去由於推動「結核

病十年減半計畫」，有效降低臺灣

結核病發生率由  2005 年每十萬人
口 72.5 人降低至 2015 年每十萬人口 
45.6 人，目前屬於中負擔國家。為邁
向消除結核之全球目標，疾病管制

署 2015 年展開 WHO 2035 消除結核
第一期計畫，包含全面推動「潛伏結

核全都治計畫」，期待以更積極的作

為，來終止結核病。

我國因地狹人稠，加上人口迅速

高齡化，伴隨老年而來的共病症及免

疫功能障礙等問題，讓家庭在照顧與

負擔上的壓力增加，進而對長照需求

也隨之遽增。因此，建立並落實長期

照護機構 (長照機構) 人員的結核病
策略是避免群聚感染，與降低感染及

發病率的重要議題與挑戰。

本篇主要參考 Li J 等人於 2017 
收集近年有關對年長者結核病的概括

性研究文獻[2]，及臺灣長照機構執
行現況，進行結核病策略歸納整理，

期待能給予長期照護機構在管理與實

務執行上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建議，

達到減少機構結核病群聚的目標。

國內外長期照護機構結核病發生

現況

臺灣結核防治年報 [ 3 ]指出，
2 0 1 6  年臺灣結核病新個案數為 
10,328 人 (每十萬人口 43.9 人)，年
齡分布主要以 ≥ 65 歲者為多，約佔
總個案數的 56%，有 83% (456/547) 
的死亡者年齡大於 65 歲，隨年齡增
加死亡率亦隨之升高。而長照機構內

因集體生活，若加上室內通風不良促

成環境上傳播，則可能造成結核群聚

事件。2012 年臺灣南部某一人口密
集機構就曾因環境因素 (例如：各寢
室有隔間卻未達天花板、缺乏合格空

調設備、通風設備設計不良及未開窗

使空氣流通等)，服務對象與員工暴
露在同一空間，發生結核病群聚事件

[4]。2013~2016 年疾病管制署於台北
市與新北市進行雙北地區人口密集

機構結核病疫情調查指出，疑似結

核病群聚事件共有 37 家機構通報，
長期照護服務類型機構佔 94.6%，
共 35 家。而通報確診個案中 65 歲以
上個案占 8 成；其中有約一半個案 
(51.4%)，因結核病死亡，進一步分
析發現群聚事件件數也有逐年上升的

趨勢[5]。西方國家雖為結核低負擔
區域，但其長照機構也面臨相似的問

題，研究顯示長照機構中的長者與一

般社區老年人相較，有高出 2.3 倍的
風險得到結核病[6]，探究原因包含
免疫力低下、共病症等，且因老年人

更容易發生肺外結核，其不典型臨床

表徵以及對藥物的不良反應，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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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上的困難度[7]。
雖然相關研究皆已明確指出機

構中老年人有較高的機率罹患結核病

[4,7-9,10]，但因各國結核負擔度與經
濟狀況不同，因此對長照機構結核防

治的做法也不盡相同。我國疾病管制

署依據長照機構類型提供相關的感

染管制措施與指引 (人口密集機構感
染管制措施指引，長期照護機構感

染管制手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於 
2013 年亦針對長期照護機構提出結
核病感染管制措施建議[11]，但針對
潛伏結核感染的篩檢指引，全美仍未

有一致的標準[6]；加拿大各省的長
照機構目前也尚無一致的結核病篩檢

標準[10]。顯示各國對老年人的結核
病防治工作在執行面仍有不同討論與

挑戰，也將持續為現在與未來防治重

點。

臺灣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措施

與評鑑查核作業

綜觀臺灣長照機構，依據衛生福

利部 2025 健康國民白皮書[12]，截
至 2014 年底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
長照機構家數共計 1,597 家，床位計 
105,588 床，佔床率 80% 以上。而老
人福利機構數近十年來從 2007 年的 
1,002 家成長至 2016 年的 1,082 家，
機構類型分為：老人福利 (安養、養
護、長期照護)；護理之家 (一般、精
神與產後)，國民之家 (安養、失能、
失智養護)。現行住宿型機構式服務

資源有社政、衛政與退輔會三大系

統，不僅機構形態差異大，管理權責

單位分散，雖有一致的查核基準，但

落實情形仍具差異，以下整理國內現

行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措施與查核

機制：

一、感染管制措施

長照機構結核防疫可參照疾病

管制署編制的「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

制措施指引」及「長期照護機構感染

管制手冊」，依其規模特性，進行內

化修訂成適合單位之作業程序。現行

感染措施是建立在三個優先等級，第

一優先為管理階層控制、其次為環境

控制與呼吸道防護三大基本架構來規

範[13]，目的為了要降低機構工作人
員、服務對象及訪客等感染結核菌的

危險性。

(一) 管理階層控制
擬定感染管制計畫：主要為降低

健康照護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的暴露

機會。

1. 服務對象的健康管理：服務對
象入住時皆須進行健康評估及提供近

三個月內胸部 X 光檢查報告，且後
續每年安排胸部 X 光檢查，胸部 X 
光片建議由胸腔專科醫師判讀，且宜

與前片做對照，並有完整紀錄，其紀

錄比照醫院病歷至少保存 7 年。
2. 工作人員的健康管理：任用

前 (建議 3 個月內為主) 與在職時的
定期健康檢查 (每年皆須有胸部 X 光
檢查)，並留有紀錄。檢查異常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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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應落實追蹤措施。

若有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等傳

染性疾病徵兆之工作人員應主動告知

單位主管，配戴外科口罩，並採取適

當的治療及防護措施，甚至安排休

假、治療至無傳染之虞時方可恢復上

班 (結核病有效治療兩週且個案臨床
表現顯示病情改善或胸部 X 光有進
步，醫師判斷後則可解除隔離)。

3. 訂有訪客管理規範：建議進出
訪客應填寫訪客記錄單，包含姓名、

聯絡方式、探訪對象及日期等，以及

是否有傳染病症狀及描述。

4. 制定群突發或異常群聚事件之
監測處理辦法 (適當隔離措施與轉介
後送機制)：對於疑似或確診的活動
性肺結核，應安排至獨立隔離空間，

內有獨立空調及衛浴設備，並應有符

合感染管制原則的動線清潔消毒等標

準作業流程。

5. 提供持續教育訓練：專業人員
應持續有結核病預防及感染管制措施

之教育訓練。服務對象與一般民眾也

能提供「認識結核病 (如何感染、常
見症狀、篩檢服務、藥物治療)」等
衛教內容，尤其因為老人族群導致診

斷不易，能做自我呼吸道檢測即「七

分篩檢法」為重要一環，持續咳嗽兩

週 (2 分)，咳嗽有痰 (2 分)、胸痛 (1 
分)，沒有食慾 (1 分) 及體重減輕 (1 
分)，達五分以上或咳嗽兩週以上，
建議趕快就醫檢查。(目前疾病管制
署宣導以症狀監測為主，強調結核病

常見症狀包括咳嗽 2 週、咳嗽有痰、

胸痛、食慾不振、體重減輕等。如

持續咳嗽超過 2 週，務必主動就醫檢
查，並記得配戴口罩。)

(二) 環境控制
包含環境清潔、消毒與通風來

降低傳染機會。結核菌是藉由空氣傳

染，任何人都可能因處於有結核菌的

空氣中而受到感染，因此 2017 年疾
病管制署於人口密集機構指引中特別

針對通風新增四項建議如下：

1. 空調應定期維護及保持濾網、
出風口之清潔。

2. 建議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規定辦理。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中明

確規定，二氧化碳濃度須小於 1,000 
ppm，空氣品質才算良好[14]。

3. 隔離空間或隔離室應具有獨立
的通風或空調設備。

4. 若有負壓隔離室，應維持適當
的氣體交換和空氣過濾，以移除空氣

中汙染微粒。

(三) 呼吸道防護
主要目的是避免健康照顧者吸入

感染性飛沫核，保護在區域內健康照

護人員的安全。一般外科口罩保護、

避免醫療人員近距離接觸或照護住民

時 (1 公尺以內)，受到咳嗽、噴嚏或
因治療產生大顆粒飛沫的感染。暴露

危險或照護疑似個案則建議配戴高效

率口罩 (N95 等級)。當服務對象接受
隔離治療期間，則建議進入此住房的

所有人員 (包括：工作人員、家屬、
訪客) 均應戴高效率等級的口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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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服務對象接受一個完整療程之結核

藥物治療並經診療醫師宣告治癒。

二、感染管制評鑑與查核

為建構完整的查核機制，提升長

照機構的感染管制查核品質，首要工

作即是整合分散的評鑑作業。因此，

衛生福利部於 2010 年著手完成長期
照護機構評鑑整合建議方案 (草案)，
2011 年進行一般護理之家試評及檢
討，2012 年正式實施於一般護理之
家評鑑。2013 年進一步實施老人福
利機構評鑑作業，2014 年進行榮民
之家評鑑。此外，感染管制查核則在

減少重複及管理負擔下，建立評鑑當

年不進行查核的共識。2017 年整合
實施老人福利機構 (長期照護機構及
安養機構) 感染管制查核，並針對長
期照護相關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之

適任能力進行評核試辦作業。老人福

利機構實地查核項目包含：感染管制

品質改善、人員管理、環境管理及防

疫機制建置四大項。以下針對結核防

治的查核重點項目做整理：

(一) 人員管理：除上述機構內的
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外，若有外包及

報備支援人員需請所屬單位提供健康

檢查證明資料，建議實習期達 3 個月
以上之實習人員做健康檢查。

(二) 環境管理：查看機構住房及
公共空間是否通風良好，無異味。內

部環境清潔、消毒之區域包括：整個

機構住房、活動區、用餐區等。

(三) 防疫機制建置：人口密集

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應包含咳嗽監

測。提供的口罩指：一般醫用面 (口) 
罩、外科手術面 (口) 罩或外科手術 
D2 防塵面 (口) 罩。重視配置洗手設
施與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依據疾病管制署網站公布 2016 
年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報告

指出[15]，缺失事項以「環境清潔
衛生」(34.0%) 佔多數，其次為「訂
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理流程」

(22.0%)。進一步探討「環境清潔衛
生」缺失事項，以機構「未確實落實

環境清潔而致異味 (59%) 佔最多，而
環境清潔不只是氣味問題，更重要的

抗藥性細菌之傳播已被證實可經由污

染的環境表面和病人照護儀器設備而

傳播[16]，顯見環境管理的重要。另
一缺失「訂有疑似感染傳染病者之處

理流程」，分析結果皆未依機構屬性

訂定有關腸胃道、呼吸道、皮膚感染

等相關作業規範及處置流程，並定期

更新。傳染病皆有其特定傳染途徑，

如結核病為呼吸道傳染，若機構無法

制訂相關作業規範及流程，讓工作人

員遵從並落實執行，則難以有效防治

及阻斷其傳播。

國外結核病防治策略架構

國外結核防治部分，參考 Jun Li 
等人回顧資料庫搜尋自 1990~2015 年
有關結核防治策略、指引及介入措施

等研究[2]，歸納結核防治的策略架
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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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染源阻斷策略 (Preventing 
transmission)：感染管制介入
為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來預防

傳染源。

(一) 行政管理 (如：早期發現疑
似感染個案、快速隔離、確診個案予

以適當治療)、工程及環境控制 (如：
提供負壓隔離房、高效率空氣微粒子

過濾網、紫外線控制) 以及個人防護
(如：適當口罩設備)。

(二) 維持公共環境空氣流通以
及避免壅擠是降低傳染之重要關鍵因

素。

二、早期發現 (Early detection)
(一) 被動發現策略，並導入都

治策略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使個案能持續接
受監督與治療。

1. 加強個案照護的可近性：特
別是針對高風險群  (老年人、有吸
菸史、高傳染性接觸者等)、有共病
症 (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糖尿
病、肝疾病等)、非典型症狀 (如：體
重減輕、虛弱、食慾不振等) 應提高
警覺。

2. 使用新技術增加篩檢準確度：
如丙型干擾素血液檢測 (Interferon-
Gamma Release Assay, IGRA) 相
較於傳統使用的結核菌素皮膚試

驗 (tuberculin skin test, TST) 更具專
一性，且不會受到卡介苗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 接種的影響干
擾判讀。

3. 縮短延遲診斷時差：針對高危
險群造冊追蹤，潛伏結核感染的主動

篩檢及治療。

(二 )  主動發現策略  (系統性
篩檢)：包含潛伏結核感染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 LTBI) 篩檢及結
核病篩檢。

1. LTBI 篩檢主要使用結核菌素
皮膚試驗 (TST) 及丙型干擾素血液檢
測 (IGRA)。

2. 胸部 X 光檢查：通常用於接
觸調查或合併於年度健康檢查。

3 .  細菌學檢查：T S T / I G R A 
陽性者或胸部  X  光異常者  (如：
GeneXpert)。

4. 其他：使用更積極的診斷方
式，如纖維支氣管鏡收集檢體培養或

切片也可考慮使用。

三、適當治療  ( A p p r o p r i a t e 
treatment)
若沒有即時給予介入治療，即便

早期偵測也無太大的意義，針對年長

者給予預防性的投藥，直接降低潛伏

感染數量已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單一介

入方式。

(一) 潛伏結核感染治療：包含
投與 isoniazid (INH) 或 rifampin (RIF) 
預防性治療。

臺灣目前有三種  LTBI 的治療
處方：投予 isoniazid 九個月 (簡稱 
9H)；速克伏 (isoniazid 及 rifapentine 
合併使用，療程約三個月，簡稱 
3HP)；及四個月的 rifampin (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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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niazid 抗藥的結核病個案的接觸
者，簡稱 4R)。

(二) 結核病治療：整體而言，
年長結核確診者之治療方式與年輕人

無異。但可視其身體狀況，其他共病

症以及藥物的副作用等進行調整。由

於長者診斷不易、治療預後差與高危

險傳染等特性，經驗療法於長者是建

議給予的，都治同樣也扮演重要的角

色。另外為避免長者低順從性，需適

時調整用藥與劑量，避免副作用與藥

物的交互作用，因此與家屬溝通甚為

重要。

四、系統性管理  (Programmatic 
management)
主要是使整個防治策略能透過下

列方式更有效率的被執行。

(一) 國家應有獨立單位來掌握統
計及監視傳染病疫情，且應積極從政

策面來制定標準與規範，提供最新國

際疫情、流行病趨勢、診斷治療方式

與個案管理。

(二)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對其區
域受結核感染者也應有完整的建檔

資料，轄區內機構若有服務對象受感

染，包含其接觸的工作人員及家屬等

也必須掌握，並能做後續追蹤管理。

(三) 能對服務對象、家屬及探訪
者進行認識結核病傳染的衛教宣導，

進而提高一般民眾的健康意識並鼓勵

持續性的追蹤。

(四) 第一線工作人員 (探訪者及
結核病個管師) 的教育訓練，特別是

對個案管理與關懷，更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

結　語

長期照護機構中因人員群聚生

活及接觸頻繁，使得 65 歲以上的住
民感染結核病的機率比生活於社區居

的同年齡者高。由於結核病的潛伏期

長，研究顯示長照機構裡的老年人有

約 20% 為潛伏結核感染者 (LTBI)，
而潛伏結核感染者，終生有 10% 的
機會進展為結核病。因為並非所有

入住病患皆會進行 LTBI 的檢驗，因
此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4]，顯見
年長者結核的防治與處理更需謹慎且

積極。目前最新修訂之第六版結核病

防治指引[17]，也持續提升防治之廣
度及深度，策略涵括以病人為中心的

整合性照護與預防，強調早期診斷，

有效治療所有結核病人包括抗藥性結

核；全面執行藥物感受性試驗，系統

性篩查接觸者與高危險人群；提供

高危險人群潛伏結核感染治療；TB/
HIV 協同防治，妥善處理共病症以
及提供疫苗預防結核，使防治更加完

善。

臺灣現行結核防治在衛生政策的

重視與推行下，深知長期照護機構的

預防是不可輕忽的一環，2018 年疾
病管制署針對長照機構 (護理之家、
安養及養護) 結核病防治已提出更進
一步的計畫，主要提供潛伏結核感染

檢查，針對陽性者提供都治預防性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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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療服務。目前也已運用此防治模

式，針對機構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

進行全面性的潛伏性感染檢查，篩檢

並掌握潛伏性感染者，提供適當治療

與關懷送藥服務，積極阻斷日後這些

潛伏性感染者，在機構內發病與傳播

的風險。

感染結核病後並非終生免疫，再

接觸到還是可能再被感染及發病，因

此，每個防疫環節都不能鬆懈。機構

平時應加強咳嗽禮節與防護，留意服

務對象健康飲食及生活作息，加上保

持室內通風及主動篩檢高危險群等積

極措施，才能繼續保持機構內低結核

菌感染風險，減少日後發病的機會。

【疾病管制署加入聲明-現行政策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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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Framework in Preventing 
Tuberculosis and Challenges in Taiwa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Pei-Yun Lin1, Hung-Tang Lin1,2, Hsiu-Tzy chiang3, Jung-Yien Chine4,  
Yen-Hsu Chen5,6, Po-Ren Hsueh7

Lin Hospital, 1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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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4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7Departments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Internal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5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Kaohsiung Municipal Ta-Tung Hospital, 6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demand of long-
term care facilities is also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s report, the number of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1,002 in 2007 to 1,082 in 2016. A total of 10,328 new TB cases were reported in 
2016; 56% of the patients were older than 65 years. Elderly people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were recognized to have 2.3 times more likely to contact tuberculosis 
than those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Aging itself, waning immunity, comorbidities, 
and atypical presentations of disease made timely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more difficult. Other studies indicated that residents in congregate settings could 
promote transmission and potentially lead to outbreaks. Thus, infection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were crucial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y settings.

Therefore, this review article aimed to identify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TB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statu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TB control strategies were mainly established on three levels. The top level 
was in administration control, the second was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the third 
was personal protection. The idea was to minimize susceptible contacts and risk 
of exposure. Good cough and sneezing etiquette should be practiced in the facility 
settings, and caring staff should be educated on infection control. Furth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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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good air ventilation and active screening for susceptible population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were also important in minimizing the transmission risk.

Key words: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uberculosis, prev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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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襲性白色念珠菌感染動物模式 
的研究進展

林迪威　潘建雄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侵襲性念珠菌病  ( I n v a s i v e 
c a n d i d i a s i s )  及念珠菌菌血症 
(candidemia) 是院內主要的感染症，
這種疾病引發的原因常是與免疫功能

低下或體內環境改變有關，隨著重症

醫學治療的發展 (血液透析，中央靜
脈導管放置，全靜脈營養)，及免疫
功能不全病患族群的增加 (如接受化
學藥物治療和免疫抑制劑、器官移植

等相關治療)，在世界各醫院的侵襲
性念珠菌病的案例逐年增加[1]。念
珠菌為一種真菌，型態有兩種，分別

為絲狀的菌絲體及球狀的芽孢體，在

人體或周圍環境中都可能有念珠菌屬 
(Candida species) 存在。常見的人類
致病念珠菌種包括 Candida albicans 
(白色念珠菌 )，C.  t ropical i s，C. 
glabrata，C. krusei。在院內真菌感染
中，念珠菌屬感染約占 70%，而念
珠菌引起的感染病例中，白色念珠菌

約占 50% 至 70% [2]，嚴重時會引起
致命的侵襲性念珠菌病或念珠菌血症

的感染，各國發生率也不同 (表一)，

表一　各國念珠菌菌血症發病率

國家 發病率 參考文獻

全亞洲; ICU a 2.2~41 [8,9]
 pd 2.2 
中國; ICU a 3.2 [10]
  
印度; ICU a 6.51 [9]
  
土耳其; ICU a 12.3~42.7  [9,10]
 pd 2.31 
歐洲; ICU a 2.6~16.5  [10]
 pd 0.07~0.33 
德國; ICU a 0.24  [10]
 pd 0.07 
法國; ICU a 6.7 [10]
  
義大利; ICU a 0.26~1.65  [10]
 pd 0.33 
Special groups (a, per 1,000 admissions; pd, 
per 1,000 patient days)
ICU = Intensive Car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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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念珠菌菌血症 (candidemia) 的死亡
率約 40% [3]。另外，白色念珠菌感
染也常見於長期使用抗生素治療感染

患者，因服用抗生素除了會殺死致病

菌種，也會殺死人體內正常的菌叢，

並改變腸胃道菌叢的平衡，使得真菌

過度生長，並引起念珠菌病[4]。念
珠菌血症的念珠菌來源，可能是腸胃

道黏膜或皮膚，但過去研究指出，腸

胃道念珠菌才是引發念珠菌血症的主

要來源[5]。在臨床診斷的血液培養
方法，即使是嚴重的全身性侵襲性念

珠菌感染患者，血液培養的陽性率仍

只有 25~60% [6]，單純依靠血液培養
診斷有其困難。其他快速診斷方式如 
ELISA 或 PCR 方法仍在研發中[7]。

侵襲性念珠菌感染診斷上的延遲

以及治療藥物的局限性是念珠菌菌血

症導致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目前抗

黴菌藥物是治療念珠菌感染的主要方

法，但對侵襲性念珠菌感染治療效果

有限及考量到抗藥性念珠菌病例的增

加，其他治療方式也有相關研究，如

念珠菌疫苗或免疫治療方式等[11]。
考量到侵襲性念珠菌感染者多為老年

人、慢性病或器官移植者，因此對於

侵襲性念珠菌感染的致病機轉與早期

診斷的研究，對臨床感染管控有其重

要性。

小鼠是最常用於研究白色念珠

菌致病機轉的動物模式，做法分成血

液直接感染或透過口腔及消化道黏膜

感染。過去侵襲性念珠菌病動物模式

多是直接血液注射，但此法並不符合

臨床疾病進程多是由消化道的念珠菌

而來的情形。相對而言，消化道黏膜

感染動物模式較符合人類感染情形，

但也困難許多。因為白色念珠菌不是

小鼠胃腸道的共生菌，因此一般是需

要以廣效抗生素除去胃腸道菌叢才能

讓白色念珠菌移生 (colonization) 在胃
腸道或者需要使用癌症化療藥物破壞

胃腸道黏膜或免疫抑制藥物才能讓胃

腸道白色念珠菌引起侵襲性念珠菌病

[12-14]，過程繁瑣及花費昂貴的抗生
素及化療/免疫抑制藥物。同時這些
做法都會造成原有的正常胃腸道菌叢

破壞，而無法研究白色念珠菌增生/
侵襲造成的胃腸道菌叢改變，也不適

合用來評估侵襲性黴菌診斷標記或治

療效果。

實驗方法

在科技部整合型計畫支持下，

我們利用免疫缺陷小鼠成功建立與

人類臨床進程相似的侵襲性念珠菌

的動物模式。因為免疫正常小鼠有

健全的 T 細胞、B 細胞及 NK 細胞，
可以有效防止侵襲性念珠菌症的發

生，因此我們選擇缺少這些免疫細

胞的免疫缺陷小鼠 (Rag2-/-IL2γc-/-; 
RAG) 作為實驗組， 在沒有外加廣效
抗生素去除腸道菌相的條件下，經口

服管餵 1×107 cfu白色念珠菌野生株 
(SC5314) 及無法產生菌絲的突變株 
(HLC54) 感染免疫缺陷小鼠後，發現
只有野生株會造成小鼠死亡，突變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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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小鼠則沒有任何小鼠死亡 (圖一
A)。對照組免疫正常小鼠感染白色
念珠菌都存活。顯示侵襲性念珠菌症

與宿主免疫系統及白色念珠菌毒力 
(菌絲形成) 有關，與臨床觀察結果符
合。我們也比較了其他念珠菌感染指

標包括體重、胃腸道念珠菌量及組織

侵襲程度。體重減輕代表胃腸道黏膜

受損及發炎，結果與死亡情形一致；

只有免疫缺陷小鼠感染白色念珠菌野

生株才有明顯體重下降，時間約在 
9~12 天 (圖一B)。而在胃腸道念珠菌
量監測，免疫缺陷小鼠感染白色念珠

菌野生株從第一天糞便中就有約 105 
cfu/g 的菌量直到死亡為止 (圖一C)。
免疫缺陷小鼠感染突變株後第一天有

約 105 cfu/g 的菌量，但快速減少到

第 12 天就完全測不到，顯示突變株
毒力較弱無法致病，最後被免疫缺陷

小鼠清除。而免疫正常小鼠，即使感

染白色念珠菌野生株也一樣不發病，

且到第 12 天就完全清除。組織侵襲
及發炎程度是以胃腸道及肝腎等作組

織培養或切片作 PAS 染色，結果顯
示胃腸道有最多白色念珠菌的是免疫

缺陷小鼠感染白色念珠菌野生株，而

菌量最多的組織是胃。而在有些免疫

缺陷小鼠的肝或腎組織培養也有少量

白色念珠菌落產生，顯示有可能是透

過血液過去，但菌量不多因切片未發

現白色念珠菌，只看到有發炎細胞增

加。而野生株感染免疫缺陷小鼠的胃

組織切片下可看到有明顯白色念珠菌

聚集在黏膜及胃上皮組織間，伴隨

圖一　白色念珠菌感染免疫缺陷小鼠後造成胃腸道殖生並引起侵襲性念珠菌症。

免疫缺陷小鼠 (RAG) 與免疫正常小鼠 (B6) 經口服管喂食 1×107 cfu 白色念珠菌野生株 
(SC5314) 或非致病突變株 (HLC54) 後，每 2~3 天監測體重及生命徵候 (依動物福祉考量，
體重下降超過 20%，視同死亡)，死亡率 (A) 與體重變化情形 (B) 如圖所示。糞便經稱重後
以無菌 PBS 緩衝溶液稀釋培養於 YPD 培養基 48 小時後計算念珠菌菌落 (cfu) 的數目，並
以 cfu/g stool 表示 (C)。統計分析是以 2-way ANOVA 及 1-way ANOVA 分析：p < 0.05, p < 
0.01 及 p < 0.001 分別以 *, ** 及 ***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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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量嗜中性球發炎細胞聚集 (圖二
A&B)，顯示有明顯胃腸道侵襲的現
象。相反的野生株白色念珠菌感染免

疫正常小鼠胃組織切片，則沒有看到

白色念珠菌或發炎細胞聚集。由上面

實驗結果表示，發病小鼠體重明顯下

降及肝腎培養出白色念珠菌，顯示有

侵襲性念珠菌病的發生，與人類發病

由胃腸道白色念珠菌引起侵襲性念珠

菌病情形相同。

結　果

免疫缺陷小鼠  (RAG) 與免疫
正常小鼠 (B6) 經口服管喂食 1×107 
cfu 白色念珠菌野生株 (SC5314) 或
非致病突變株 (HLC54) 後，每 2~3 
天監測體重及生命徵候  (依動物福
祉考量，體重下降超過 20%，視同
死亡)，死亡率 (A) 與體重變化情形 

(B) 如圖所示。糞便經稱重後以無菌 
PBS 緩衝溶液稀釋培養於 YPD 培養
基 48 小時後計算念珠菌菌落 (cfu) 的
數目，並以 cfu/g stool 表示 (C)。統
計分析是以 2-way ANOVA 分析：p 
< 0.05, p < 0.01 及 p < 0.001 分別以 *, 
** 及 *** 代表。

免疫缺陷小鼠與免疫正常小鼠

經口服管餵食 1×107 cfu 白色念珠菌
野生株後，在感染後第 12 天犧牲小
鼠，將胃部組織以福馬林固定進行染

色或 PAS 染色，照片如圖所示。從
圖A 及 B 中，可以明顯看到免疫缺陷
小鼠有發炎細胞聚集到胃部黏膜及黏

膜下組織，同時也可看到白色念珠菌

菌絲 (箭頭所示) 侵入到胃部黏膜。
而免疫正常小鼠感染第 12 天後，胃
組織並無發現白色念珠菌或發炎細胞

聚集的情形。

A. B.

圖二　白色念珠菌感染免疫缺陷小鼠後造成胃腸道黏膜破壞並引起發炎細胞浸潤。

免疫缺陷小鼠 (圖A, B) 經口服管餵食 1×107 cfu 白色念珠菌野生株後，在感染後第 12 天犧
牲小鼠，將胃部組織以福馬林固定進行 PAS 染色 (圖A&B)，顯微鏡低倍 (A; 100 倍) 及高倍 
(B; 400 倍) 照片如圖所示。從圖A 及 B 中，可以明顯看到免疫缺陷小鼠可看到白色念珠菌菌
絲 (箭頭所示) 侵入到胃部黏膜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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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過去研究指出，念珠菌感染病

患引起的念珠菌血症，可能是腸胃道

組織受到念珠菌的侵襲導致，但在黏

膜感染念珠菌病的致病機轉仍不清

楚。在體外實驗研究中發現，與 Th1 
(IFN-γ，MIP-1β) 功能亞群相比，
白色念珠菌的特異性  CD4 T 細胞 
Th17 亞群 (IL-17 和 IL-22) 對於念珠
菌病有較強的抑制作用。最近的 HIV 
病人白色念珠菌感染研究分析顯示，

與 CMV 特異性 CD4 T 細胞相比，
白色念珠菌特異性 CD4 T 細胞在體
內更易感染 HIV 病毒，在 HIV 感染
者體內，白色念珠菌的特異性 CD4 
T 細胞會優先耗盡。這些數據表明，
HIV 感染者早期失去對念珠菌感染免
疫控制的潛在機制可能與黏膜念珠菌

病有相關[15]。而我們的免疫缺陷小
鼠動物模式正可以模擬 HIV 病人體
內因缺乏 CD4 T 細胞所導致的念珠
菌黏膜感染，並研究其致病機轉與可

能的早期診斷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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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紫外線 C 發光裝置 
於有無及時介入觀察病室終期消毒

【義大癌治療醫院  趙雪嵐/鍾幸君  摘譯】

流程的影響

醫院環境是造成醫療照護感染

的因素之一，環境清潔消毒不確實而

經接觸傳播增加病人感染的風險性。

本篇研究醫療環境終期消毒應用自動

紫外線燈發光裝置 (ultraviolet C, UV-
C) 及透過觀察者於現場觀察人工清
潔方式，進行成效分析。研究時間

是 2016 年 1 月到 4 月於美國一所有 
699 床的三級醫學中心進行之。研究
人員與院方清潔管理部門共同合作研

究。第一階段環境採檢點於清潔人員

進行 (1) 病室終期標準清潔消毒後，
(2) 紫外線燈照射後；第二階段採檢
與第一階段同，另增加執行標準清潔

前，且有觀察員在旁觀察人工清潔的

過程。採檢選擇 11 項醫療環境高接
觸表面，包括床欄、呼叫鈴、電話、

床上活動桌、陪客椅，病室門把手，

抽屜把手、電燈開關、水龍頭、馬桶

握桿和馬桶座。採檢時間於環境清潔

消毒待乾燥後、紫外線燈照射後 5 分

鐘後立即進行。該研究自動紫外線 C 
波長 254 奈米 (nm)，有 12 座發光發
光裝置，殺菌力 22,000 µWs/cm2，平

均照射時間 15 分鐘，病室及浴室各
放置一台，所有環境表面，櫃子及抽

屜都打開以達到全面有效照射範圍。

統計菌落數 (total Colony forming unit, 
CFU) 及平均值，菌落數 < 5 CFU 檢
測為標準閾值、兩獨立樣本無母數檢

定分析。

研究結果兩階段共納入  22 病
室收集 594 樣本數，第一階段 (無觀
察) 於標準清潔消毒後，其菌落數平
均值 10.98 (95% CI, 3.57~18.39) 、紫
外線燈照射後下降到 1.07 (95% CI, 
0.88 ~3.02)。第二階段 (有觀察) 於
標準清潔前，其菌落數平均值 28.91 
(95% CI, 18.26~39.55) 到準清潔消
毒後下降 1.62 (95% CI, 0.52~2.72)、
紫外線燈照射後再降 0.08 (95% CI, 
0~0.15)。兩階段標準清潔消毒後總
菌落數從 1,509 CFU 到紫外線燈照射
後 137 CFU 下降 1.04 log10 達統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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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意義 (p < 0.001)。比較危險相關係
數 (Relative risk, RR) 顯示經紫消燈
照射後，總體污染風險較低於消毒

後，換言之，使用紫燈消毒比沒有使

用可降低 2 倍 汙染機率 (1/0.48) (p < 
0.001)。第二階段分析，於人工清潔
消毒過程有觀察者從旁觀測，其總

體污染風險比清潔前降低 6.1 倍 (p < 
0.001)，而 < 5 CFU 標準閾值分析也
驗證人工消毒後比消毒前有顯著意義 
(p < 0.001)；但消毒後與紫消燈照射
後之間並沒顯著差異 (p = 0.21)。本
研究結論仍說明紫外線燈是可有效減

少微生物數量，提升整體清潔程度；

而透過夥伴觀察 (buddy system) 執行
終期清潔消毒過程，與紫外線燈應用

並無明顯成效。因此病室終期消毒期

間有無介入觀察消毒流程比紫外線燈

使用較有效能及省成本是有待評估

的。

【譯者評】多篇文獻證實使用

紫外線燈 C 波照射是有效降低醫院
環境染污，包括抗藥菌種、CDI 等
[2-5]，與本研究結論相同。然而，清
潔人員於執行終期清潔消毒過程中

有觀察人員在旁觀測，有助於成效提

升，可於第二階段結果得到驗證。本

篇作者提出夥伴系統 (buddy system) 
概念，我們並不陌生，如同醫院推行

的組合式照護措施 (care bundle)，如
中心靜脈導管和導尿管的放置過程，

某些藥物配製程序，藉由一位訓練有

素的工作伙伴從旁觀察標準程序，當

操作人員未依照準則執行時，適時提

醒或立即要求停止，為確保人員依據

標準流程步驟逐一完成，也避免出錯

等，確實提升成效。因此，醫院於清

潔環境過程中，訓練觀察人員定期或

定點稽核，強化清潔工作者落實標準

作業程序，是有助於提升整體環境清

潔度。再者，紫外線燈消毒效果與燈

體的殺菌強度、環境面積大小、範圍

乾淨度及照射時間等皆有相關，因此

基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原

則，也建議可透過醫院負責該設備的

單位給予相關功能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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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da auris 在ㄧ家大型教學醫院內
的傳播、防治以及基因流行病學分析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洪毓澤  摘譯】

Candida auris (CA) 感染是一種
新興的黴菌感染症。CA 具有多重抗
藥性並常導致較高的死亡率。CA 會
形成菌膜，汙染環境表面且可抵抗四

級胺化合物、紫外線等消毒方式，進

而在醫療院所內傳播。雖然 CA 的基
因體流行病學已曾被報導過，但在個

別的醫院單位中如何傳播資料仍然很

少。在本研究中，一個病人入住一間 
24 床的癌症病房，6 日後被診斷有 
CA 黴菌血症，當時與之同房的還有
另一位病人。在此情境下，研究者試

圖去定義出 CA 於該病房擴散、汙染
的程度。

Rochester General Hospital (RGH) 
是位於紐約州的羅徹斯特，擁有 528 
床的教學醫院。該院有  20 床內科
加護病房、20 床外科加護病房、14 
床新生兒加護病房以及全美第十忙

碌的急診室。2017 年平均占床率為 
96%，其中 42% 的床位為雙人床，
59% 的住院病人是與人共用病室。

指標個案所住的 24 床癌症病房，平
均住院天數為七天 (2~112 天)。護病
比為 1 比 6。有 10 床為單人房。該
醫院使用 peracetic acid with hydrogen 
peroxide (PA-HP) 進行清潔、消毒，
PA-HP 在每個清潔班換班時都會換
新的。如果病室有因  Clostr idium 
diffici le  或  carbapenem-resis tant 
Enterobacteriaceae 隔離的病人，則
會再額外使用紫外線 (UV) 消毒。該
病房在之前一季的手部清潔遵從率為 
90%。

一位  59 歲女性，最近剛在外
院因大腸癌轉移完成化療，因小腸

阻塞及發燒住入 RGH。住院第二天 
(HD-2)，所有 4 套血液培養都呈現 
yeast 陽性。HD-3，鑑定為 Candida 
haemulonii，開始使用 caspofungin。
HD-7，確定為 CA。曾經使用的中心
靜脈導管以及幾套尿液培養也都呈現 
CA。剛到院時，她有一個大腸造口
並在急診室待了 24 小時 (一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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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期間，她不曾大便失禁但有嘔吐、

咳嗽有痰等症狀。曾有一次尿失禁在

房間地板及床墊上。她變得臥床，需

要旁人照護。曾去開刀房接受 2.5 小
時的出口性胃造口手術 (二樓)，去放
射科接受腎造口術及兩次放射治療 
(一樓)。黴菌血症在抗黴菌藥治療第
三天便已清除，但一直到病人住院

第 21 天死亡時，caspofungin 使用 17 
天後，始終發現有 colonization 的情
形。

在與相關主管機關討論後，該

院採取以下措施。(1) 指標個案與其
同室病人立刻移往單人房，加強接觸

隔離。(2) 原本的病房使用 PA-HP 及
紫外線進行清潔。護理人員接受關於 
CA 的簡報，訓練後續的防治與監測
流程。(3) 對該病房全面清潔。將病
人從原本的病房移至已經 PA-HP 及
紫外線進行清潔過的空房。依序進行

直至所有的病人都移至已清潔過的病

房。

對於指標個案與其同室病人，

在鼻孔、腋下及鼠蹊部採檢。所有其

他同病房的 17 位病人則是每周採檢
一次，直到出院或是結果為陰性。

對於指標個案與其同室病人所住的兩

間新房間，在 10 個高接觸的環境表
面及病室外的兩個水槽進行採檢。時

間為每日例行清潔中間 (約 4:00~5:00 
PM)，還有清潔之前跟之後 (約 8:00-
9:00 AM)。在公共區域的部分，由熟
悉病房的工作人員選出他們認為最

可能被汙染的區域進行採檢。其中包

括護理站、休息室的冰箱、員工休息

室、出入口的門把、影印機、電話、

水槽以及工作站的移動電腦。這些區

域在每日例行清潔中間的時間採檢，

並在一個月後重新採檢。

採檢時，以一致的方式使用 
2×2 公分的棉棒 (sponge sticks, 3M, 
Maplewood, MN) 或是潤濕的人造
絲棉棒 (rayon-tipped swabs, Copan 
Diagnostics, Murietta, CA)。檢體立刻
種在選擇性培養基上 (sabouraud with 
genta-mycin and chloramphenicol)，
之後培養五天。鑑定使用 Vitek 質
譜分析儀 Vitek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 flight 
mass spectroscopy (MALDI-TOF MS; 
FDA database), 以及 Bruker MALDI-
TOF (RUO database)。所有檢體
在  RGH 的實驗室處理過後，再送
往兩間受委託實驗室進行確認  the 
Wadsworth Center NY 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以及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Repository and Surveillance 
Network (Silver Spring, MD)。

總共採集到 180 個檢體，其中 
48 個來自 18 位病人，132 個來自 32 
處環境表面。在指標個案最初 6 天居
住的 5506 房並沒有分離出 CA。指
標個案後來移居的 5512 房，在躺椅
上分離出了 CA。採檢時間為移居後
第二天的每日例行清潔中間。移居後

第 9 天，在 5512 房的躺椅上再次分
離出了 CA。採檢時間為每日例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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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之後，但在清潔之前的採檢並未分

離出 CA。移居後第 3 天，在 5512 房
外的水槽分離出了 CA。除此之外，
在其他的環境表面及病人都沒有培養

出 CA。每次實驗室通知有培養是陽
性，病房就會將環境及器材重新清潔

一次。

總共有 4 個菌株可供定序，一
個來自環境 (躺椅)，3 個來自指標個
案的尿液及血液。全部在基因上是一

致的，僅差別 4~8 單一核苷酸多型
性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與 2013 印度 CA-6684 株 
(2013 Indian CA-6684 strain) 最為相
近，約差別 200 SNPs。所有 RGH 菌
株都有 K143R 變異，但這變異不為 
2013 印度 CA-6684 株所有，而為印
度 2105 VPCI 株 (Indian 2105 VPCI 
strain) 所有。CA-VPCI 跟 RGH 菌
株約有 1000 SNPs 的差別。RGH 菌
株跟巴基斯坦株  (Pakistan B8441 
strain) 約有 3,000 SNPs 的差別，跟
日本株 (Japan strain B11220) 及南非
株 (South Africa strain B11230) 約有 
10,000~20,000 SNPs 的差別，跟委內
瑞拉株 (Venezuela strain B11247) 約有 
> 100,000 SPNs 的差別。K143R 變異
可能導致 RGH 菌株對 fluconazole 有
高抗藥性 (MIC > 256 µg/mL)，但應
該並非唯一的因素。因為擁有單一 
K143R 變異的念珠菌株對 fluconazole 
的 MIC 是 64 µg/mL。此外，若同
時有 K1434 + Y132F 兩處變異，對 
fluconazole 的 MIC 可以 > 256 µg/

mL，但 RGH 菌株並沒有同時有兩處
變異。

【譯者評】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在醫院內發現一種新興傳染症後，

採取了多面相的防治措施。包括了加

強環境消毒，併用 PA-HP 及紫外線
消毒，提升醫護人員教育訓練，保持

良好的手部衛生遵從率。此外，也尋

求外部機構的協助，幫忙鑑定菌株，

對環境做廣泛性的採檢。雖然無法僅

靠本研究就證明以上這些措施便可以

限制 Candida auris 的傳播，但本研
究的結果是 CA 僅在指標病人及少數
環境表面上發現，這正面的結果對於

之後防治措施提供了有用的經驗。

本研究也對 CA 做了分子生物學
的研究。但由於 CA 的基因變異性不
大，若是局部區域的流行，很難藉由

基因定序描繪出傳播路徑。以本研究

為例，所分離出的菌株和所在的區

域，紐約，應該都是屬於南亞株，但

南亞株之內的基因變異性就很低。

此外，在本研究中，3 次對躺椅
採檢就有兩次呈現陽性。這結果提醒

我們有些傢具很可能常成為環境清潔

消毒時的漏洞。尤其是躺椅，可能隨

著病人活動度的改變而移進移出病

房，或在病人間共用。再另一個研究

中也顯示，椅子是最可能沒有被徹底

清潔的位置。

關於 Candida auris 此種新興傳
染病，針對在機構內的傳播、防治以

及基因流行病學，本研究提供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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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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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三屆亞太地區愛滋病及相關感染
會議 (Asia-Pacific AIDS & Co-infection 

Conference, APACC) 心得
賴新豪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

亞太地區慢性肝炎個案 (包括慢
性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 占了全球總
數 40%，其中合併愛滋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感染的
個案亦不在少數，本次筆者參加此會

議，摘錄其中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對於亞太
區肝炎及愛滋病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防治政
策，及日前亞太區域國家對愛滋防治

的成果。

WHO 2012 年統計四種可治療
性病 (淋病、梅毒、披衣菌及陰道鞭
毛蟲感染) 全球約有三億五千六百萬
人，其中亞太地區就佔了一億四千兩

百萬人，約四成的病人都集中亞太地

區，而肝炎及愛滋亦是性病的範疇，

故亞太區域的政策是我們需要進一步

了解的。

根據  WHO 2016 年的統計報
告，全球  H I V  感染個案來到約
三千六百七十萬人而亞太區域感染個

案約一百五十萬人；全球 HIV 感染
個案約有兩百三十萬人合併 C 型肝炎
感染、兩百七十萬人合併 B 型肝炎感
染，而其中 HIV 合併 C 型肝炎感染
的病人約有 82.4% 是因為毒品注射感
染、10.4% 因性行為感染 (6.4% 因為
男男不安全性行為)。

WHO 在亞太地區的多年努力，
於 2017 年已經成功達到此區域的人
口只有 < 1% 的人口帶有 B 型肝炎表
面抗原，目前 WHO 接下來要進行的
政策是要減少因母子垂直傳染而感染

愛滋病毒、梅毒及 B 型肝炎個案，
目標在 (1) 2020 達到每十萬個新生兒
小於五十個感染 HIV、< 5% 因哺育
母乳感染之新生兒及 < 2% 因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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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感染之新生兒 (2) 2030 年達到每十
萬個新生兒小於五十個感染梅毒 (3) 
2030 年達到小孩的 B 型肝炎表面抗
原盛行率小於 0.1%。

目前 WHO 於亞太的政策是，全
面於懷孕孕期追蹤時檢驗 HIV、梅毒
及 B 型肝炎表面抗原，若皆陰性，則
於出生 24 小時內、第六週及十週後
施打 B 型肝炎疫苗；若 HIV 或梅毒
陽性則給予治療，孕婦 B 型肝炎表面
抗原陽性，則新生兒於出生後施打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之後照時程施打 B 
型肝炎疫苗。

慢性 C 型肝炎方面，治療則是
視各個國家而定，目前有制定政策治

療 C 型肝炎的國家有台灣、澳洲、
中國、日本、吉里巴斯、馬來西亞、

蒙古、紐西蘭、新加坡、萬那杜、越

南、瓦利斯和富圖納；而其中有國家

補助或保險支付的有台灣、澳洲、香

港、日本、澳門、馬來西亞、蒙古、

紐西蘭及新加坡。

另一方面為增加篩檢及提供治

療：(1) 愛滋計畫：關鍵族群 (Key 
population) 加強特殊族群的鍵結，以
增加 HIV 篩檢率 (2) 健康服務：針對
一般大眾及老人家，鍵結診所及老

人健康檢查並可以給予基本照顧 (3) 
減少母子垂直感染：減少三種疾病 
(HIV、梅毒及 B 型肝炎)，視情況加
入 C 型肝炎檢測 (4) 血庫：陽性捐血
者轉介及治療  (5) 走入社區、移動式
檢測站

目前亞太區域愛滋防治的三大

步驟：1. 簡單且頻繁 HIV 檢測 2. 即
時 HIV 治療及醫療院所連結 3. 暴
觸 HIV 前預防性投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根據倫敦、舊金
山及新南威爾斯在這三個步驟的執

行下，新的 HIV 感染者數目皆明顯
下降的成效，所以在亞太地區開始推

行。

簡單且頻繁的 HIV 檢測與即時 
HIV 治療及醫療院所連結

亞太地區推動由關鍵族群 (Key 
population) 主導對於愛滋病感染高危
險族群的檢測 (手指扎針快篩或口腔
黏膜篩檢)、治療和醫療院所連結及
預防性投藥給予，主要作法為招募高

危險族群人員經過相關教育訓練後再

派遣至社區提供醫療檢測的機構提供 
HIV 及性病相關諮詢及檢測，HIV 檢
測陽性患者給予治療，HIV 檢測陰
性的患者給予固定的檢測並考慮提供 
HIV 曝觸前後預防性用藥；由關鍵族
群帶領的醫療模式下，在泰國、越南

及寮國都有增加檢測及 HIV 檢測陽
性個案服用藥物的比例。

亞太地區至西元 2017 為止，除
了印度及馬來西亞外，對於自我 HIV 
檢測都有制定其政策以增加高危險行

為民眾檢測率，以期早期篩檢出 HIV 
感染者。

目前亞太區域中的菲律賓、越

南和寮國的  HIV 治療政策還是在 
CD4+T 細胞小於 500 才開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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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尼還停留在  CD4+T 細胞小於 
350 才開始治療，其他國家都建議診
斷即治療。

泰國紅十字愛滋研究中心 (The 
Thai Red Cross AIDS Research Center, 
TRC-ARC) 開始施行接收到轉診的病
人，當天給予雞尾酒藥物的方式，

於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約有 
79.4% 的感染個案於轉診日當天即給
予雞尾酒藥物治療，其中 92.2% 的病
患於三個月後定期追蹤及服用藥物，

91% 的病患於六個月後還有追蹤及治
療，93.9% 的病患於六個月後病毒量
小於 50，顯示越早給予雞尾酒藥物
的治療，並不會減少病患後續留在醫

療支持系統的比率且可以增加及加速

感染者抑制病毒複製的能力。

各國對於曝觸 HIV 前預防性投藥
之現況如下

泰國：The PRINCESS PrEP 
Program：採行關鍵族群為主導推動 
PrEP，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為
止有 2,215 人使用 PrEP，其中 85% 
的使用者為男男性行為者 (Man who 
have sex with man, MSM)。

台灣：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8 月由疾管署主導的 PrEP 試辦計
畫，有 302 人使用 PrEP，其中 24.5% 
是每天使用，75.5% 是有需要才使
用。

越南：和泰國一樣是採用關鍵

族群合併私人及一般民眾診所來一

起主導推動 PrEP，至 2018 年 5 月有 
1,125 人使用，每個月新增加個案約 
170 人。

馬來西亞：由大學醫院及私人和

社區診所共通推動 PrEP，目前有 150 
人 (MSM) 使用。

菲律賓：目前由社區中心負責推

廣 PrEP。
截至 2018 年 4 月為止，亞太地

區只有南韓、台灣、泰國、馬來西

亞、澳洲及紐西蘭有通過可以使用 
PrEP 藥物預防 HIV。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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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本期內容共有兩篇原著、一篇綜論、一篇專欄、兩篇新知

及一篇讀者園地。

原著第一篇內容為「中部某區域醫院住院病人 Methicillin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鼻腔帶菌之現況調查」，藉由主動篩檢

方式了解該時期全院住院病人狀況，依提醒臨床照護人員相關

感染管制措施，以降低感染發生。第二篇「比較使用兩種皮膚

消毒方式執行血液培養之效果」，考量病人安全、檢體採檢汙

染率及汙染菌種，兩種皮膚消毒方式並無顯著差異，建議臨床

可視病人情況選擇消毒方式。此研究結果可運用於臨床人員皮

膚消毒及採集血液培養之相關教育訓練。

綜論為「臺灣長期照護機構結核病的防治策略探析」，以

長照機構角色，從管理階層控制、環境控制、呼吸道防護、治

療及管理等角度探討預防結核病政策，並透過症狀監測進行自

我檢測，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長期照護機構不能錯過的文

章。

專欄文章部分，為國家衛生研究院「侵襲性白色念珠

菌感染動物模式的研究進展」，侵襲性念珠菌病 (Invasive 
candidiasis) 及念珠菌菌血症 (candidemia) 是院內主要的感染
症，這種疾病引發的原因常是與免疫功能低下或體內環境改變

有關免疫缺陷小鼠動物模式正可以模擬 HIV 病人體內因缺乏 
CD4 T 細胞所導致的念珠菌黏膜感染，並研究其致病機轉與可
能的早期診斷標記。

新知第一篇為「使用自動紫外線 C 發光裝置於有無及時
介入觀察病室終期消毒流程的影響」，研究醫療環境終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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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自動紫外線燈發光裝置 (UV-C) 及透過觀察者於現場觀察
人工清潔方式進行成效分析，研究結論仍說明紫外線燈是可有

效減少微生物數量，提升整體清潔程度，但紫外線燈消毒效果

仍會受限於其他因素。此篇提供各醫療機構在環境清消的作業

流程一個參考。第二篇為「Candida auris 在ㄧ家大型教學醫院
內的傳播、防治以及基因流行病學分析」，CA 具有多重抗藥
性並常導致較高的死亡率，本篇提醒部分家具可能成為清潔漏

洞而致感染發生，不得不看。

「參加第三屆亞太地區愛滋病及相關感染會議  (Asia-
Pacific AIDS & Co-infection Conference, APACC) 心得」為本期
讀者園地內容，分享愛滋防治三大步驟及相關政策，也討論了

各國對於曝觸 HIV 前預防性投藥之現況，可做為愛滋病防治
策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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