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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台灣南部兩所國中生對於愛滋病的認知、態度、行為，及

其對愛滋病防治行為的相關因素。為描述性研究設計，採方便取樣，針對參與愛

滋病防治教育宣導之國中生進行問卷調查。共收案 269 人，其愛滋病認知平均正
確率為 78.33%，其中正確率偏低題目為：共用刮鬍刀、蚊子叮咬等傳播途徑及
愛滋篩檢空窗期的認知。對愛滋病的態度偏負向的題目依序為：認為愛滋是不名

譽的疾病、羞於與同儕討論愛滋病等歧視態度。在愛滋防治的行為中，偏負向的

行為依序為共用刮鬍刀、及保險套使用等。愛滋病知識得分越高的國中生，其態

度 (r = .17, p = .009)、行為 (r = .18, p = .004) 越正向，愛滋病態度與行為呈顯
著的正相關 (r = .28, p < .001)。本研究發現會影響青少年愛滋病防治行為決策的
因素包括愛滋病的認知、態度、及曾經由網路尋求愛滋相關訊息等三部分。目前

的教育方式大都受限於教學時間與授課內容，建議相關衛生機關與教學單位，應

思考運用多元、開放性、提供符合青少年需求且資訊來源正確的網路連結平台等

介入措施，來促進國中青少年的正向愛滋防治行為，以達青少年愛滋防治之效。

（感控雜誌 2022:32:1-13）

關鍵詞： 國中生、HIV、知識、態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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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降低愛滋病新發感染者為全球公

共衛生政策的重要議題。青少年時期

處於生理發育與心理性別的認同探索

期，許多因素皆可能導致愛滋感染率

增加[1]。2019 年起在台灣愛滋預防
性藥物的政策下，新診斷之愛滋感染

數有整體趨緩狀況，但 15~24 歲年輕
族群比率是 21.4%，2020 年更上升至 
22.7%，截至 2021 年 6 月台灣愛滋感
染人數累積至 43,077 人，年輕族群 
(15~24 歲) 更是佔了 23.72% [2]。全
球青少年死亡排行的第八大原因為愛

滋病所導致的相關死亡，在低收入或

中等收入國家更佔青少年死亡排行的

第四大原因[3]。感染族群的年輕化
隱藏著的是長期用藥導致的副作用及

其它醫療費用的增加，青少年愛滋防

治的重要性不可被輕忽。

台灣愛滋病傳播途徑中經性行

為傳染佔八成以上[2]，青少年階段
也正處於第二性徵發展期，會經歷性

好奇及心理上的叛逆期，若無足夠

認知，就可能導致青少年性病之風

險增高；相較於 2013 年，2015 年台
灣 15~17 歲男性青少年性行為的發生
率上升 (11.8%)，其中 21.2% 男性與 
12.5% 女性青少年自述最近一次性行
為未採取避孕的措施[4]。故青少年
愛滋防治政策應以降低性不安全行為

傳播風險為主。

學校為學生最常接受愛滋病防治

觀念的地方，學校推動的愛滋病教育

多數侷限於課室教學[5]。目前台灣
愛滋防治相關教育課程多安排於國中

二年級階段，會以傳染病防治、健康

兩性交往的角度進行授課，知識獲取

的成效可能會受到教授者影響[6]，
現今對於國中生愛滋防治認知態度行

為的狀態缺乏較多的數據，國內國中

學生愛滋病相關研究多數是原民鄉國

中生[7]或花東地區的研究[8]，其愛
滋病相關的態度行為認知，也可能城

鄉間不同或各學校愛滋防治推動的狀

況有所差異，國中是升學壓力最高的

時期，也是性教育的啟蒙的關鍵階

段，如能了解其對愛滋相關的認知、

態度、防治行為與相關因素，才能針

對關鍵期給予有效的教育介入，希望

藉此研究來提供未來安排青少年愛滋

教育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為描述性研究設計，方

便取樣。於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間，針對南部某兩所學校國中
一年級以上學生進行愛滋病認知、

態度及行為的問卷調查，研究設計

經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編號：
KMUHIRB-SV(I)-20170031)。問卷收
集採匿名、自填方式，問卷填寫後再

進行愛滋病防治教育課程。納入條

件：參與愛滋防治教育課程且願意填

寫問卷的國中一年級以上學生。排除

條件：無法自填問卷，或不願填寫問

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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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卷包括： (1)  基本資料
表、(2) 參考相關國中生愛滋相關研
究問卷後所修訂的自擬青少年愛滋病

認知、態度、防治行為問卷[7-9]。
愛滋病認知問卷為 13 題的是非

題，包括疾病傳播途徑、疾病概念

與治療。愛滋病態度 6 題及防治行
為共 7 題，則採 Likert scale 四分法
計分[7,9]，分數範圍為 0 分到 3 分。
研究中所使用之量表皆進行信、效

度的檢測。信度分析方面採因素分

析法，愛滋態度量表原為 6 題，以
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保留

特徵值大於 0.5 的共同因素，以最大
變異法，經因素分析後萃取出 2 個構
面，分為歧視 (第 1、2 題) 與疾病防
治態度 (第 3~6 題)，題數維持 6 題，
Cronbach’s α為 .78。愛滋防治行為
量表原為 7 題，經上述因素分析法後
萃取出 1 個構面 (1~5 題)，並刪除特
徵值小於 .05 的題項的題目 (第 6~7 
題)，保留題數為 5 題，Cronbach’s 
α為 .70。經因素分析後愛滋病態度
總分為 0~18 分；愛滋病防治行為總
分為 0~15 分，分數越高，表對於愛
滋病態度、愛滋行為越正向。效度方

面，採專家內容效度，經由感染內科

主治醫師 2 位、感染科、胸腔科及隔
離病房護理長各 1 位，共五位專家，
進行量表之內容效度檢測，其青少

年愛滋病認知內容相關效度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值為 .9，青少年
愛滋病態度、防治行為內容相關效度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值分別為 

.8 與 .7。
研究資料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15.0 版進行分析。以描述性統
計方法分析國中生對於愛滋病疾病

認知、態度及防治行為狀況，並採 
One-way ANOVA, t-test 等分析人口學
資料對於青少年愛滋病認知、態度、

防治行為的影響，以皮爾森相關性分

析愛滋病認知、態度、防治行為間的

關係、最終以複迴歸分析來檢測愛滋

防治行為之預測因子。

結　果

本研究共 289 人次參加課程，
有效問卷 269 份，回收率為 93%。男
為 55.4%，國二學生居多 (46.0%)，
與父母同住為主 (63.9%)。61.0% 在
學校有上過愛滋病課程、71.4% 覺得
學校教育足夠、96.7% 沒有抽煙喝酒
的經驗。68.6% 的國中生是在課室
教學中獲得愛滋病相關訊息來源 (複
選題)，其它依序為電視 (62.2%)、
網路 (49.1%)、同學 (18.8%) 及親友 
(16.3%)。國中生基本人口學資料與
愛滋病認知、態度與行為的總分上，

達顯著性差異的包括：國一學生愛滋

病認知總分低於國二、國三年級學生

(p < .001)；在愛滋病防治行為部分，
曾於網路上獲得愛滋相關資訊的國中

生於愛滋防治行為得分顯著高於未曾

從網路獲取愛滋資訊者 (p = .008) (表
一)。

本研究對象愛滋病知識平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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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為 9.48±1.84 分，整體知識的答
對率為 78.33%。愛滋病認知題項中
答對率低者依序為「愛滋病會經由共

用刮鬍刀傳染」、「被蚊子叮咬會

感染愛滋病」等疾病傳播認知、與

「愛滋感染可以立即被檢測出來」的

分數偏低 (表二)。愛滋病態度平均總
分為 13.11±3.18，其中分數最低題
項為「愛滋病是不名譽的疾病」，其

次為「我羞於和同儕討論愛滋病」、

及「說服性伴侶使用保險套是很困難

的」(表三)。愛滋病防治行為平均總

表一　基本屬性與愛滋病認知、態度行為與成效分析 (N = 269)

變項                    基本屬性                認知總分               愛滋態度總分                愛滋行為總分
 人次 百分比 Mean±SD t/F 值 Mean±SD t/F 值 Mean±SD t/F 值
性別    -1.27  -.22  2.39
　　男 149 55.4% 9.60±1.89  13.06±2.67  11.50±2.45
　　女 120 44.6% 9.31±1.75  13.15±3.56  10.70±2.91
年級    11.96***  2.54  .085
　　國一 76 28.0% 8.64±1.90 國一<國二 13.28±2.45  10.97±2.62
　　國二 125 46.0% 9.69±1.74 國一<國三 13.44±3.22  11.09±2.72
　　國三 70 26.0% 10.03±1.63  12.34±3.79  11.16±2.91
家庭結構    .87  .24  .04
　　與父母同住 172 63.9% 9.42±1.83  13.12±3.29  11.08±2.74
　　單親 55 20.4% 9.44±1.85  13.03±2.71  10.98±3.01
　　與祖父母同住 20 7.4% 9.33±2.20  13.70±3.08  11.20±2.59
　　其他 22 8.2% 10.10±1.48  13.14±3.19  11.07±2.73
飲酒情形    -.85  -.43  -.43
　　有 9 3.3% 10.00±1.31  12.25±5.90  11.13±2.75
　　無 260 96.7% 9.45±1.85  13.15±3.08  11.06±2.74
抽菸情形    1.22  -.59  .20
　　有 9 3.3% 10.25±1.28  12.00±5.55  11.25±2.82
　　無 260 96.7% 9.45±1.85  13.16±3.10  11.06±2.74
學校曾上過愛滋課程    -1.71
　　有 164 61.0% 9.64±1.84  13.18±3.33  11.11±2.74 .42
　　無 105 39.0% 9.23±1.84  12.99±2.97  10.96±2.76
覺得學校教育足夠    .38  .39  .24
　　是 192 71.4% 9.53±1.87  13.19±3.03  11.23±2.60
　　否 77 28.6% 9.39±1.75  13.01±3.57  10.69±3.04
愛滋資訊來源-網路    .84  .98  2.69**
　　是 132 49.1% 9.58±1.83  13.31±2.90  11.51±2.64
　　否 137 50.9% 9.38±1.84  12.92±3.43  10.62±2.77
***p < .001；** p < .01；* p < .05

4

感染控制雜誌

青少年愛滋病教育



分為 11.06±2.74，其中「為預防愛
滋，我不共用牙刷或刮鬍刀」分數最

低，「未來發生性行為時我會全程使

用保險套」、及「我想知道更多關於

愛滋病相關訊息」次之 (表四)。

將國中生愛滋知識、態度、防治

行為與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愛

滋病知識與態度 (r = .17, p = .009)、
行為 (r = .18, p = .004) 呈顯著性正相
關，表示愛滋病知識得分越高的國中

表二　國中青少年愛滋病認知狀況 (N = 269)

項目 人數 答對率

疾病傳播途徑

　　愛滋病會經由共用刮鬍刀傳染 98 36.6%
　　被蚊子叮咬會感染愛滋病 (反向) 164 61.2%
　　與愛滋感染者一同飲食會被傳染 (反向) 180 67.2%
　　愛滋病毒會經由共用廁所傳染 (反向) 196 73.1%
　　愛滋病毒不會經由擁抱傳染 202 75.4%
　　愛滋病只會經由性行為傳染 (反向) 207 77.0%
　　保險套的使用會降低愛滋病的傳染機會 216 80.6%
　　感染愛滋病毒的孕婦會經由垂直感染，傳染給胎兒 229 86.7%
疾病概念與治療 
　　愛滋病感染後可立即被檢驗出來 (反向) 177 66.3%
　　目前沒有藥物可以完全治癒愛滋病 183 68.3%
　　當發生不安全性行為時，可經由接受藥物預防性治療，降低被感染機率 184 68.4%
　　愛滋病毒會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 241 90.3%
　　不論男女老幼、職業類別或種族，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感染愛滋病 257 96.3%
整體知識平均答對率  78.3%

表三　國中青少年於愛滋病態度狀況 (N = 269)

項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Mean±SD
愛滋歧視 
　　愛滋病是不名譽的疾病 22(8.2%) 65(24.2%) 127(47.2%) 54(20.1%) 1.79±.86
　　抽血檢驗愛滋病非常丟臉的 7(2.6%) 9(3.3%) 119(44.2%) 133(49.4) 2.41±.68
愛滋防治態度

　　我羞於和同儕討論愛滋病 13(4.8%) 49(18.2%) 117(43.5%) 87(32.3%) 2.05±.84
　　說服性伴侶使用保險套是很困難的 7(2.6%) 24(8.9%) 134(49.8%) 101(37.5%) 2.24±.72
　　與性伴侶討論使用保險套是很難為 11(4.1%) 23(8.6%) 123(45.7%) 112(41.6%) 2.25±.78
　　使用保險套會造成性伴侶不信任 6(2.2%) 20(7..4%) 121(45.0%) 121(45.0%) 2.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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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態度、行為越正向。愛滋病

態度與行為也呈現顯著性正相關 (r = 
.28, p < .001)，顯示愛滋病態度越正
向者，其行為越正向。為進一步確

認青少年愛滋病行為影響因素，將影

響愛滋病行為的相關因素，包括：

愛滋病知識、態度、及以網路為愛滋

資訊來源等變項，以複回歸分析中的

強迫選擇法，結果發現愛滋病防治行

為的預測因子為愛滋病知識、態度與

網路為愛滋資訊來源，解釋變異量為 
10.2% (表五)。

討　論

本研究中在傳染途徑認知中，

「共用刮鬍刀」、「蚊子叮咬」、

「一同飲食」的認知偏低，此結果

與相關國內外的研究結果相似[7,9-
12]。然而，也有研究間呈現不同結
果。台灣 2016 年針對花東地區 2,000 
多位已修畢健康與體育課程的國中二

年級生進行調查，發現約八成的國中

生能正確知道一般日常生活接觸及

蚊子叮咬不會導致愛滋病毒的傳染

[8]，而反觀本研究對象的國中生收
案對象為國中一年級以上的學生，所

以可能與是否有接觸過相關資訊與課

程有相關，因此導致結果的差異。

在疾病概念與治療部分，得分較

高的選項：「母嬰垂直感染」、「愛

滋病破壞免疫系統」與 2011 年國中
生研究結果相似[9]，「不論任何人
都有感染機率」的認知則高於原鄉國

中生[7]；相反的，檢驗空窗期、疾
病不可治癒性、預防性投藥等認知，

表四　國中青少年於愛滋病防治行為狀況 (N = 269)

項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Mean±SD
為預防愛滋，我不共用牙刷或刮鬍刀 27(10.0%) 51(19.0%) 94(34.9%) 97(36.1%) 1.97±.98
為了預防，未來發生性行為時我會全程使用保險套 19(7.1%) 49(18.2%) 111(41.3%) 90(33.5%) 2.01±.90
我想知道更多關於愛滋病的相關訊息 11(4.1%) 29(10.8%) 135(50.2%) 94(34.9%) 2.16±.77
若有懷疑感染，我會主動尋求醫療協助 7(2.6%) 21(7.8%) 96(35.7%) 145(53.9%) 2.41±.75
為了預防愛滋，我不共用針頭或針筒 7(2.6%) 18(6.7%) 76(28.3%) 168(62.5%) 2.51±.74

表五　國中青少年愛滋防治行為預測因子分析 (N = 269)

變項 B 值 95% CI Beta 值 p 值 VIF
常數 6.187 4.108~8.266   
愛滋病知識 .220 .039~.400 .154 .018 1.034
愛滋病態度 .185 .078~.291 .212 .001 1.033
網路資訊來源 .835 .182~1.489 .148 .012 1.007
註：Model  summary: R = .319, R2 = .102;  F = 9.13; p < .001

6

感染控制雜誌

青少年愛滋病教育



皆低於本研究結果之平均值，其中

「疾病不可治癒」的認知低於其他研

究[9]、而「愛滋病檢驗空窗期」認
知雖較高[7,11]，但也有約三分之一
的學生認知錯誤。

針對暴露後預防性投藥對於預防

愛滋的相關認知部分，由於以往台灣

校園愛滋病課程中尚未納入性行為後

的暴露後預防性投藥的知識，故本研

究中針對不安全性行為後預防性投藥

的低認知率，應該作未來針對校園愛

滋教育中必須加強學生此預防措施認

識之提醒。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雖隨著時間

演進，青少年對於蚊子叮咬、一同飲

食會傳染愛滋病的誤解、共用刮鬍刀

為傳染途徑等認知並沒有獲得明顯的

變化，且不論國內外青少年的性行為

傳播及母子垂直傳播的正確認知，皆

高於其他共食、共用衛浴及經蚊子

叮咬途徑不會傳播病毒之認知之狀況

[13,14]，推論其原因是目前國中二年
級開始安排接受愛滋病防治教育，

其課程是以介紹性病等話題來引導，

此可能導致其他血體液傳播途徑被

輕忽 (共用刮鬍刀、刺青)，且對於一
般體液 (唾液、汗水、排泄物) 不具
有傳染力之認知偏低的狀況，故研究

結果建議教育課程中應可加強其他會

導致愛滋病血體液傳播途徑 (共用刮
鬍刀、刺青)，及一般唾液、汗水、
排泄物、及蚊子叮咬不具傳染力等知

識的教授，以更全面性的讓學生了解

愛滋病之傳播途徑，如此才可避免因

知識理解的片段性，而造成對疾病的

恐懼與歧視。本研究發現愛滋疾病篩

檢的相關知識傳授相對缺乏，青少年

對於愛滋病篩檢及愛滋病檢測的比率

非常低[15]，篩檢的知識與諮詢管道
是未來針對國中愛滋防治中不可或缺

的。

本研究中 71.4% 國中生認為愛
滋病教育訓練充足，優於韓國與寮國

[13,14]，台灣曾調查 7,000 多名國小
至高中職學生的性教育成果，結果

顯示對於愛滋病的認知作答正確率

由國小 43.4%、國中 73.0% 至高中職
的 80.6%，逐年增加[10]。本研究國
中生愛滋病的訊息來源課堂為最多 
68.6%、其次為電視及網路。此與相
關文獻中提出近八成以上國中生是由

學校獲取性知識[8]，或以電視為愛
滋病知識來源[7]的描述相似。青少
年會隨著年紀增加而與同儕討論性相

關議題的比例會增加[10]，故除課室
教學外，創造青少年可放心諮詢或討

論的對象是重要的。電視媒體是國中

生常見獲取愛滋資訊的來源，目前疾

病管制署設有許多的愛滋防治宣導的

短片，但對於愛滋媒體訊息多是片段

的新聞事件或短片，雖於國民健康署

的青少年網站性福 e 學園內有相關不
同就學階段 (國小至國中) 的愛滋病
防治教案可提供老師參閱，但對學生

部分還是較欠缺整合性的知識平台，

建議未來可以針對青少年架構一個整

體及完整性的愛滋教育/關懷的媒體
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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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愛滋病態度中最低得分

題項皆以歧視為主，此結果與國內外

的研究結果相似，例如：台灣十多年

前國中生愛滋認知調查中，多數的學

生認為愛滋病是因為複雜的性關係所

導致[10]，且文獻中指出國高中生願
意和愛滋病者同一班級上課的僅約五

成[7,13]，態度中分數偏低題項為與
同學討論愛滋病會不自在，且同學愛

滋病時我會遠離他[7]，此狀況於更
年長的青少年也同樣會出現歧視的狀

況，阿拉伯的研究中指出 28.7% 的
青少年認為愛滋感染者應該被隔離，

且 11% 的人認為愛滋感染者應被送
到遠方遠離健康人[16]。目前針對青
少年的愛滋歧視與關懷的教育，多是

知識認知的傳達與陳述，無法與現實

生活中的狀況或生活經驗進行連結，

且教育的成效會取決於講授者本身對

於愛滋自身觀點而影響，但國內外教

師皆仍存在對疾病的標籤化的問題

[6,17]，在社會大眾與教育整體氛圍
下，歧視的問題仍是愛滋防治最大的

挑戰。

愛滋病防治行為中「不共用牙刷

與刮鬍刀」的分數最低、「不共用針

頭或針筒的」的分數最高，此與國內

相關研究結果類似[7,11]，但共用刮
鬍刀會導致感染的認知低於國外的研

究[16]，此反映出愛滋病防治認知、
態度及行為具有國情上的差異。於台

灣愛滋病感染的途徑中是以性行為為

主要傳播途徑，其次為毒癮針具共用

[2]，目前校園愛滋防治中除安全性

行為外，也常與毒品防制的議題一併

宣導，其常以愛滋病的無法治癒性來

強調避免接觸毒品與安全性行為的重

要性，其雖可有嚇阻之功效，但若是

沒有說明清楚，相對也有可能會導致

愛滋知識片面化與歧視。

國內外皆面臨青少年的對愛滋

病感染風險認知偏低的問題[18]，依
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調查顯

示 59.5% 的青少年愛滋感染者沒有意
識到自己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篩檢

比率很低[19]，且約有 39.5% 的高中
生有性行為之經驗，其中 9.7% 的學
生有 4 個或更多的性對象，僅有約五
成 (53.8%) 的人表示於最近一次的性
行為時曾使用過保險套[20]。本研究
中超過八成的青少年知道保險套的使

用可以預防愛滋病，但態度中 87.3% 
的國中生認為「說服性伴侶使用保險

套是很困難的」、及防治行為細項中

「未來發生性行為時我會全程使用保

險套」皆屬偏負向的愛滋防治行為。

台灣研究顯示 77.9% 的國中生有信心
於性行為發生中可以使用保險套，但

僅 37.6% 的人員表示於購買保險套時
不會不自在[7]，且有 6.1% 的國中生
如果近半年有性行為時不會使用保險

套[11]。
相對於台灣於 2010 年針對 9,328 

位青少年進行研究，其中 12.14% 的
青少年有性經驗，第一次性經驗的

年齡為 13~17 歲，使用保險套的比
率未過半[21]，使用主要理由是為了
避孕、而為了預防性病為最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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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由上可知，青少年對於感染愛
滋病風險的低估，可能導致青少年

會採取其他避孕方式；青少年對於安

全性行為可降低性傳染病的概念、購

買保險套的便利性及對保險套的接受

度等因素，甚至因經濟尚未自主導致

保險套購買的經額無法支付等因素，

皆有可能影響性行為使用保險套的意

願。台灣保險套的購買雖無年齡限

制，但社會大眾對青少年購買保險

套時的不認可態度，可能會導致降

低使用意願，疾病管制署於 2015 年
起補助 14 所大專院校設置保險套販
賣機，以提升保險套取得的便利性

[18]，此保險套設置於校園的政策於
推動時，也曾引起社會大眾及家長們

的爭論，然而保險套販售機所提供的

使用便利性不是為鼓勵性行為，而是

保護青少年免於懷孕與性病傳染的觀

念也必須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才能達

到愛滋防治的成效。

本研究中愛滋病知識得分越高的

國中生，其態度、行為越正向，此結

果與國內其他研究結果相似[11]。本
研究中愛滋病防治行為的預測因子，

除了愛滋病知識、態度外，還包括曾

利用網路獲取愛滋資訊者，且顯示曾

有從網路獲取愛滋資訊的國中生的愛

滋防治行為較未曾從網路獲取愛滋資

訊者正向，雖迴歸分析的解釋變異量

僅為 10.2%，但行為意圖的改變實屬
不易，故除知識、態度外，網路對青

少年的影響仍須重視，且本研究中發

現雖然由網路獲取資訊的國中生，於

愛滋病知識與態度的分數未達顯著，

但利用網路獲取資訊者的知識得分較

高，且態度也較正向，推測會主動於

網路獲取愛滋病知識自主學習者，表

示為相對會對此訊息需求較高者。網

路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份，此狀況在青少年族群更為明

顯；如何利用現有課堂的教材，引導

提供相關網絡連結，或 QR CODE 載
點的提供，讓學生以手機更便利的獲

取相關與正確的資訊平台，網路資訊

平台的設計內容，應該跳脫官方網頁

疾病介紹的頁面之框架，以符合青少

年需求、吸引青少年學習的動機。在

國外已開始嘗試設計用數位遊戲化或

視覺化虛擬實境的方式進行青少年的

愛滋教育的介入措施，利用網路的不

間斷性、及社群互動的方式，來提升

青少年的接受度及行為防治[22]，網
路遊戲或社群也許是未來青少年教育

中可發展的方向。

曾有學者分析 2003~2012 年的
校園性教育介入後對性知識改變的狀

況，結果顯示，性教育對於國中生改

變成效大於大專與高中生[23]，國中
階段為愛滋病防治教育的主要的黃金

關鍵時期，相關研究指出失學的青少

年會出現活躍性生活、具多個性伴

侶、且採保護安全性行為低，而容易

發生性傳染性疾病就醫之狀況[24]。
愛滋病教育可改變青少年愛滋病防

治的行為意圖[11]。且青少年的愛滋
病知識，是其採取高風險性行為的預

測因子[25]，且唯有知識提升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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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變態度與行為。台灣的愛滋教育

在政府的愛滋病防治政策下，許多學

校利用文宣、海報圖文競賽或教育講

座的方式，也開始有嘗試有連結愛滋

民間團體的教育宣導，愛滋種子教育

師資訓練規劃等方式[18]。目前的教
育方式大都受限於教學時間與授課內

容，我們的研究結果提出宜強化的教

學主題，也建議相關衛生機關與教學

單位，應思考運用多元、開放性、提

供符合青少年需求且資訊來源正確的

網路連結平台等介入措施，來促進國

中青少年的正向愛滋防治行為，以達

青少年愛滋防治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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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Awareness, Attitude, Behavior among 
Students in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outhern Taiwan

Hsiang-Chun Wu1,2,5, Ming-Chu Feng1,5,6, Po-Liang Lu4,5, Yen-Hsu Chen4,5,  
Li-Hua Chen3,5, Wung-Hung Wen3,5, Hsiu-Fen Hsieh3,5

1Department of Nursing, Kaohsiung Municipal Siaogang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Nursing , Kaohsiung Municipal Cijin Hospital

3Department of Nursing ,  
4Internal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5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6College of Nursing,Fooyi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attitude, and behavior 
regarding AIDS among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AIDS prevention behavior. This is a descriptive study 
using a convenience sampl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from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in southern Taiwan who participated in education 
promoting AIDS prevention. A total of 269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and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 of AIDS awareness for participants was 78.33%. 
The knowledge items with low accuracy rates were transmission routes, including 
sharing of razors and mosquito bites, as well as the AIDS screening window period. 
The items with high scores on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AIDS were viewing AIDS 
as a shameful disease, being embarrassed to discuss AIDS, and discrimination 
toward those among peer groups. Among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ehaviors, 
negative behaviors included sharing of razors and the use of condoms. The higher 
the AIDS knowledge score, the more positive the attitude (r = .17, p = .009) and 
behavior (r = .18, p = .004) toward AIDS preven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ore positive the attitude toward AIDS, the more positive the 
AIDS prevention behavior (r = .28, p < .001). Adolescents’ AID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s well as whether they have sought AIDS-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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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will affect their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ehavior. Current education methods are limited by class time and course content. 
In the future, both health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ider multiple, open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online platform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 
AIDS prevention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Key words: adolescent, AIDS, knowledge, attitud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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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精神科急性病房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感染管制作為

王士娟1　林均穗2　葉家佑1,3　何明芳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精神科　2感染管制科
3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迄今影響全球醫療系統超過二年，隨病毒株不斷變

異及高度傳染力，致我國發生多起醫療機構院內感染。精神科病房環境為封閉且

病人認知理解力欠佳，執行防疫實屬極大考驗，故制定一套符合實務感染管制措

施有其重要性。本文以臺灣某醫學中心急性精神科病房為例，透過跨領域團隊合

作精神融入感染專科之護理思維，於單位內啟動「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小
組」，並以加強工作人員及住院病人的健康管理、精神科病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主

軸，設計系列防疫作為，如：落實手部衛生與呼吸道衛生、設置工作人員個人防

護裝備穿脫區域、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為核心，期望藉此經驗，為其他精神醫

療機構傳染病感染管制指引。（感控雜誌 2022:32:14-23）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急性精神科病房、感染管制

DOI: 10.6526/ICJ.202202_32(1).0002

前　言

回 溯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 C o r o n a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2 0 1 9 ,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 疫情席
捲全球，威脅了人類的健康與福祉，

全球確診病例來到 2.52 億人次且死

亡人數高達 510 萬以上[1]。新冠肺
炎為一高度傳染性疾病，自 2019 年
底於中國武漢地區出現諸多不明肺炎

感染之病人，經初步流行病學調查，

目前已知傳播方式為：近距離接觸感

染者咳嗽、打噴嚏所產生之大飛沫、

氣溶膠 (aerosols) 或接觸被汙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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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表面所致人傳人的情況，途徑為：

飛沫傳播 (droplet transmission)、空氣
傳播 (airborne transmission) 與環媒傳
播 (fomite transmission)，發病潛伏期
為 1~14 天且發病前 2 天即可能具傳
染力，主要臨床症狀為發燒、乾咳及

倦怠感且約 30% 病人會出現呼吸急
促，甚至可能出現嗅覺或味覺之感知

覺異常狀況[2-5]。 
我國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出現

第一例境外移入確診案例 (confirmed 
case from abroad)，另於 1 月 28 日
出現第一例本土確診案例 (domestic 
confirmed case)，為境外移入所致家
庭群聚感染，疾病管制署為防止疾病

擴大進入社區，有效切斷疾病傳播

鏈，起初推動邊境及登機檢疫措施，

限制外籍人士入境，並擬訂「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全方位因
應指引」，如：防疫旅館、社區管

理、公眾集會、大眾運輸、大型營業

場所、社交距離、生活防疫指引等

[6]。上述措施在疫情前期有效阻斷
及控制境外移入案例，但醫療機構

內部是否有完善感染控制作業值得

探究，鑒於今年 2021 年 1 月 12 日某
地區醫院，發生新冠肺炎院內感染 
(nosocomial infection) [7]及鄰近國家
之精神醫療機構出現群聚感染狀況，

促發筆者省思，精神專科照護處境於

封閉性環境中，倘若不慎出現群聚感

染，將產生傳播感染鍊不易控制之情

形，現本土研究鮮少提及精神專科感

染管制作為，故本文闡述以跨領域團

隊合作思維，召集各專科專家於病房

內組成「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
小組」，設計精神科病房感染管制作

為，以下將以時序方式詳述系列感染

管制作為予以參酌。

從 SARS 疫情中奠基之 
防疫應變政策

西元  2 0 0 3  年，我國處遇嚴
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之肆虐，
以致經濟和醫療莫大的衝擊，當時院

內感染造成醫療體系超載負荷狀況產

生，故突顯醫療機構感染管制作為之

重要性，更促使全台機構對傳染性疾

病照護及防護之省思，時過 17 年，
我國迄今處遇新冠肺炎，由政府端統

籌並採取公開透明化、即時發布相關

疫情訊息及防護指引，徹底展現了

「圍堵」及「減災」併重的策略性政

策，一同守護前線醫療體系使之提高

照護能量。除此之外，更強化早期監

測與篩檢、謹慎之國內外境內進出管

制、隔離之防疫觀點，並依疾病嚴重

度予以分級、分流及分艙概念收治，

最終減少傳播，予維護醫療體系持續

性運轉之效能[8-11]。

精神專科醫療防疫重要性

當今世界於新冠肺炎肆虐下，長

期照護及精神醫療機構之病人極需重

視及提出討論，老年人因患有多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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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倘若感染此傳染病後，所引發

重症及死亡風險更高[12]。而精神科
病人相較於一般人於認知功能部分缺

陷以致溝通困難，難意識到身體上的

症狀，進而影響遵守預防措施的確實

性[13]，若未及時偵測到感染的發生
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如何降低該

群體病人感染之風險須慎重省思。

綜觀我國精神醫療體系，目前

雖尚未發生精神科醫療機構群聚感染

事件，但精神科病人通常需較長時間

住院治療、照護環境較為侷限多採用

公共用餐區、團體治療室及浴室等，

護理模式別具獨特性，而急性期病人

可視為高度被傳染之危險群體，因精

神狀態欠穩、洞察力不佳且治療處置

多以團體方式進行，使增加近距離接

觸，若未確實採取感染管制作為則會

提高致病風險[14]。 
以鄰近國家精神醫療院所為

例，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Central 
Disaster Management Headquarters) 曾
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新冠肺炎定期報
告中，提及慶尚北道清道郡某醫院之

精神科住院病房出現群聚感染狀況，

至 3 月 30 日該醫院確診數達 133 人
[15]，由此可做為借鏡，審慎精神科
感染管制作為有其十足重要性存在。 

建構感染管制作為之重要觀點

醫療從業人員在提供病人照護

的同時，面對新冠肺炎傳播的風險

相對提升，而造成院內感染的三大

要素包含：感染源 (來自病人、工作
人員、訪客等)、宿主及傳播途徑等
[16]，故需建構病人分流、工作人員
健康管理、住院病人健康管理、陪探

病管理、教育訓練與衛教宣導及標準

防護措施 (如：手部衛生、呼吸道衛
生與咳嗽禮節、環境清潔消毒)，以
預防致病原藉由感染者、環境等因素

傳播，以維護醫療場域正常運作[17-
19]。

精神科病房對新冠肺炎 
感染管制措施之文獻回顧

精神科急性病房因病人特性及其

環境設置的因素，使得在處遇感染管

制作為將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如何持

續在照護中維繫具有治療且安全性之

環境予以持續治療，此處以文獻回顧

方式來探索合宜之對應防護作為，以

下逐一呈現其建議：首先為確認入院

者健康無虞，故由 Chen et al. (2020) 
建議可採取反轉錄酶-聚合酶鏈反應
檢測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及監測體溫正
常，方可辦理住院[20]。針對住院環
境評估，由 Huang et al. (2021) 指出，
有效避免新冠肺炎之傳播關鍵可採取

「分艙分流」，使減少全體間交互感

染以致罹病，可分為「新入院病人觀

察區」、「疑似接觸者隔離區」和

「一般病人區域」。除此之外，進行

全面性的疫情調查，落實 TOCC 問診
含：旅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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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 
和群聚史 (cluster)。然則，倘若病人
因精神症狀影響未能配合疫調者，另

可藉由國家健康保險管理局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所提
供之資料，查找到病人兩週內的旅遊

史[21]。近觀精神科對新冠肺炎防疫
文獻，Hsu et al. (2021) 闡述病人因疾
病對於遵囑性不佳，可透過持續性衛

生教育介入，如：重複教學及示範口

罩正確配戴方法，並重申手部衛生及

適切之社交互動距離等，以達完善的

防疫[22]。
專業之醫護人員部分建議，

Yang et al. (2020) 闡述可藉感染管制
專家給予專業知能補充，使人員在整

體自我健康防護意識得以提升，以維

繫感染控制品質，如：每日進行自我

體溫監測及評估感染風險，對於臨床

作業流程另可以線上視訊會議進行滾

動式修正[23]。彙總上述防護作為，
可見涵蓋病人端、醫療人員端及環境

端外，本文藉上述文獻探討內容為執

行基礎，另啟動防疫應變小組使疫情

資訊快速更新，擬定防疫管理作業規

範等逐一呈現某醫學中心精神科急性

病房管染管制作為。

精神科病房系列感染管制作為

對 2021 年 1 月份，我國桃園某
醫療機構發生新冠肺炎群聚感染事件

後，以臺灣某醫學中心急性精神科病

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例，整體系列性防

疫作為為主軸，內容除再次強化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制定「精神醫療

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並以對應時序性策略，進行詳盡

闡述：

一、設置新冠肺炎即時訊息聯絡網

本院於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於 
2020 年 1 月 3 日成立 COVID-19 防
疫應變指揮中心，1 月 4 日架設院
內網頁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專區」，強化「即時」疫
情資訊的傳遞，將相關資訊歸納整

合，如：疫情新知、疾病管制署宣導

素材、相關教育訓練等類別，提供院

內員工有一便利取得資訊之渠道，並

使用醫院設計通訊軟體 APP 同時宣
達病房最新因應策略及調整後臨床作

業流程，若針對臨床照護作業疑慮，

可跨專業諮詢感染科及查詢全院護理

類相關資訊規章，以確保臨床作業執

行正確及安全 (圖一)。

二、形成「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
變小組」

以跨領域專業團隊邀請：精神

專科醫師、感染專科醫師、專責感管

師、精神急性病房護理長各一名及兩

名精神科資深護理師，形成應變小

組，固定召開防疫會議及參酌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精神科醫療

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進行防疫措施擬定，逐一分析病

房可能隱藏之危機，並以加強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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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住院病人的健康管理、精神科病

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主軸呈現，以下可

見本病房於 2019 迄今感染管制作為
之時間軸展現，見圖二。

三、加強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以醫院開發手機應用軟體 APP 
為監測工具，人員於工作日需每日自

我體溫監測並鍵入軟體中，若出現咳

嗽、喉嚨痛、發燒 (耳溫大於 38℃) 
或上呼吸道症狀等，應立即通報單位

主管，並採取防護措施及儘速就醫，

不得出勤，單位需協助調動人力出

勤；軟體可回顧近三個月體溫變化。

人員前往不同科別或行政部門時需

落實「實聯制」以做到全面地檢視人

員前往不同單位的足跡，達到當疫情

擴散時有效匡列。非固定病房之醫療

照護人員，如：工務人員和外包業務

廠商，需於病房會客區先行掃描 QR 
Code 填寫 TOCC 史，確認 Google 表
單無誤後方可進入病房。

四、病房內照護分艙分流

隨社區感染於我國肆虐，經「急

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小組」研擬
對應防護措施，暫緩精神科人員跨區

或跨病房支援，以降低不同病房間交

互感染情況發生。將新入院病人視為

高度風險個案，惟本病房於本院規劃

為綠區 (暫無疑慮之病人)，考量空間
設置因素，無法完全區隔空間，故於

圖一　設置新冠肺炎即時訊息聯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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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本病房 2019~2021 年感染管制作為之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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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控原則下彈性調整，新病人需

於單獨病房觀察兩週不跨區活動，由

固定資深護理人員集中照護，清楚規

範人員進出護理站、穿脫個人防護裝

備動線與清潔區，規劃一般病人活動

區域，減少病房內部病人群聚風險疑

慮。

五、住院病人健康管理流程

1. 衛教與協助病人落實防疫原
則：

精神專科從業人員除做好自我

管理，針對病人亦有強化防疫認知之

必要，以達到雙方彼此的保護，故於

病房廣播系統設定三餐用餐及口服給

藥處置前，予提醒「落實洗手之時

機」、「進行活動時，需保持合宜社

交距離」、提醒正確佩戴及定期更換

「醫用口罩」等內容宣導，以提升精

神科病人在「生活防疫原則」遵守

性。

2. 收治新病人管理作業規範：
2021 年 5 月 14 日我國疫情嚴峻

故開始實施「醫療營運降載」，本院

暫緩門診收治住院病人，並統一由急

診室先行確認體溫及 TOCC，如評估
精神科住院必要，則照會精神科醫

師，經診視確認有無立即住院治療急

迫性，如有則需完成生理抽血、胸部 
X 光、體溫及接受 PCR 檢查陰性後
方可收治，並於精神科病房內單獨病

房觀察兩週，以確認病人安全。

3. 住院病人健康管理：
病人每日早晚監測體溫 (有無耳

溫大於 38℃) 並進行問診，確認若出
現呼吸道或類似新冠肺炎症狀則通報

疑似新冠肺炎並予以採檢作業準備，

若篩檢結果陰性，則續原病房治療。

在精神科團體治療及用膳，則配合我

國政令規定進行，減少參與人數 (空
間人數≦5 人)，及增加團體治療場
次，兼顧病人團體治療之需要及達安

全社交距離之原則，避免飛沫傳播疑

慮。

六、陪病防疫管理流程

如評估病人需「陪病者」協助

日常照護，則需於急診進行 PCR 篩
檢，持陰性報告後才可陪病，照護

過程中如有更換陪病者則需自費檢

驗 PCR 且再次取得結果陰性方可更
換，並配合衛生政策每日固定時間，

發放免費醫用口罩提供陪病者佩戴；

每日監測體溫及 TOCC 史、監測有無
呼吸道及類流感、類新冠肺炎症狀。

最後，進入病房前室後，再次確認陪

病者，體溫及 TOCC 並輸入於護理作
業系統中。

七、其他防疫原則

1. 落實手部衛生與呼吸道衛生：
於工作環境中增設「感應式酒精

洗手器節點」及標示落實手部衛生步

驟，並由「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
變小組」中，兩名精神科資深護理師

不定時稽核手部衛生執行確實性；工

作人員用餐時，採一人一室及分批分

流進行，過程中不與他人交談，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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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沫傳播之疑慮，使用桌子前後皆需

確實以 75% 酒精消毒。
2. 設置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穿

脫區域：

先行知悉醫院感染控制之穿脫

個人化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規範，依照接觸病
人之嚴重程度區分為紅、黃及綠區；

紅區 (屬於已確診新冠肺炎之專責病
房)、黃區 (有呼吸道症狀或疑似新
冠肺炎病人) 及綠區 (暫無疑慮之病
人)。然而，精神科病房於本院屬於
「綠區」，隨著疫情再次竄升及有無

症狀病人之虞慮，故針對新入院之病

人提高防護意識，建立個人化防護裝

備穿脫區域，每班消毒環境，並標示

清楚穿脫步驟標語及流程海報，強化

人員執行確實性，並由小組人員不定

時稽核。

3. 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
由清潔人員每日早晨進行常規環

境清潔消毒，加強經常接觸性之環境

及設備清潔，如：護理站、電話、鍵

盤、滑鼠、車類手把、觸碰螢幕、儀

器設備等，以稀釋次氯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 之 1,000 ppm 進行清潔
消毒作業，泡製方法為 1 mL 的 5% 
次氯酸鈉加入 49 mL 的清水稀釋。
若為肉眼可見之血液、體液、排泄、

嘔吐、呼吸道等分泌物汙染處，則需

以即棄式布類，沾濕高濃度次氯酸鈉 
5,000 ppm 擦拭後，立即丟棄於感染
性垃圾桶。

結論與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長達近兩年之

久，精神專科臨床實務中，精神科醫

療從業人員本專精於病人精神症狀之

評估及照護，鮮少接觸相關感染管制

作為，我國現尚未見精神醫療機構群

聚事件，但礙於精神科乃屬多元複雜

之專科且合併多元複雜影響因素如：

封閉式的活動空間、諸多的團體活

動、治療課程及病人在認知理解程度

較為欠佳等，倘若輕忽感染控制及未

有妥善的防疫策略，將可能產生快速

傳播及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

本文分享臺灣某醫學中心精神科

急性病房現況感染管制作為，包含：

成立具有跨專科的「急性精神科病

房-防疫應變小組」並與院內專責感
管單位，滾動式擬定符合時勢現況之

策略，期望此經驗，建立安全的感染

管制作為，以降低精神科病房群聚發

生之可能性，作為未來其他醫療院所

參考，間接可減緩精神科醫療從業人

員對於應變疫情之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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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Control Procedures for COVID-19 
in the Acute Psychiatric Ward: Experiences 

from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Shih-Chuan Wang1, Chun-Sui Lin2, Jia-You Ye1,3, Ming-Fang Ho1

1Department of Nursing,  
2Infection Control Committee Section Manager,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uo,  

3School of Nursing,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Since two years, global medical systems have been impact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During this period, the virus has undergone 
several mutations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fectious, leading to multiple ca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Implementing 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in psychiatric wards is a challenging task because of the closed 
environment of the ward and the compromised cognitive function of its patient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 set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ui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focusing on infection 
control. In this pilot study, an Acute Psychiatric-Ward Pandemic Response Tea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nursing standards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control department in the acute 
psychiatric ward of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The team worked to enhanc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medical staff and inpatien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ensuring 
more precise infection control in the psychiatric ward and construing a series 
infection prevention procedures. The article describes implementing hand hygiene 
and respiratory hygiene, setting up areas for staff to put on and take of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infection control oper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se experiences could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other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that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Key words: COVID-19, Acute Psychiatric Ward,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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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感染敘利亞倉鼠之病毒複製 
病理變化與細胞激素反應之研究

楊秀菊　衛亭均　許志豪　何欣霓　杜鴻運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由新型冠狀病毒  (新冠病毒，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所引起之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2019 (新冠肺
炎，COVID-19)，於 2019 年 12 月底
爆發全球性大流行[1]。根據相關報
導，在中國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

其中曾去過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

無症狀患者，檢測出新冠病毒 SARS-
CoV-2，並且迅速蔓延至全球 223 個
國家，造成超過 395.4 萬人死亡，至
今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仍在攀升中

[2]。為了對抗新冠肺炎 COVID-19 
和防範未來的相關冠狀病毒流行，因

此迫切需要一個合適並易於操作之動

物模式，來開發新疫苗和研究治療方

法。

於  2003 年爆發大流行的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病毒  SARS-CoV 與 

2019 年新冠病毒 SARS-CoV-2 的
細胞受體，同為血管收縮素轉化

酶 2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而敘利亞倉鼠  (Syrian 
hamsters) 的 ACE2 胺基酸序列與人類 
hACE2 的胺基酸序列具有高度相似
性[3-6]，在感染 SARS-CoV-2 後，敘
利亞倉鼠會出現呼吸道症狀、體重減

輕，並在 14 天內自然恢復[4,7]，與
人類 COVID-19 的輕度病程相近。此
外已有多個實驗室發表關於敘利亞倉

鼠感染新冠病毒後之病理變化、臨床

表現和相關傳播之途徑[4,7-13]；而
目前也有實驗室將 hACE2 送入小鼠
中，產生之人源化 ACE2 轉殖基因小
鼠之動物模式；當 hACE2 轉殖小鼠
感染 SARS-CoV-2 時，會出現瀕臨死
亡，類似人感染新冠病毒時之重症狀

況[12,13]，這反應出 COVID-19 重症
患者的臨床表現。然而，轉殖鼠技術

之高門檻及昂貴人力卻使得此模式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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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及。此外，高達 56% 的 SARS-
CoV-2 感染者，即使檢測出感染但
卻沒有症狀[14]，因此敘利亞倉鼠成
為研究冠狀病毒 SARS-CoV [5,6]和 
SARS-CoV-2 [4,7-11]輕症與無症狀感
染者之最佳動物模式。

目前已有數家藥廠開發出新冠

疫苗，包含輝瑞 (Pfizer-BioNTech)、
莫德納  (Moderna)、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和嬌生 (Johnson & 
Johnson) 等大廠，而大多數科學家對
於疫苗的保護效果持有正面樂觀的態

度，但無法保證目前的疫苗能有長期

的保護效果；且對於目前已知之新冠

病毒變異株的保護力尚不得知，因此

了解新冠病毒感染倉鼠模式中之病理

變化、免疫反應與血清生化等是非常

重要的。

本研究中，我們利用病毒感

染細胞產生病毒斑  (median tissue 
culture infectious dose, TCID50)、即
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 (quantitative 
PCR, qPCR)、原位雜交反應 (in situ 
hybridization) 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 IHC) 等
方法來測定病毒於宿主感染中之變

化。在感染後第 3 天的倉鼠肺臟，
檢測到極高的病毒量及病毒 RNA；
在免疫細胞激素表現上，促進發

炎細胞因子，如巨噬細胞炎症蛋

白 (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 
MIP-1) 和趨化性界質 (regulated on 
activation, normal T 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 RANTES) 皆上升，然而免

疫抑制因子 (interlleukin-10, IL-10) 和 
(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
L1) 也有上升；在組織切片中觀察到
中性球、巨噬細胞和免疫細胞有明顯

的浸潤發炎、透明質酸形成及肺水

腫，且肺部黏液分泌也有增加；血清

生化結果顯示，感染組的澱粉酶、脂

肪酶和肝臟損傷指標 GOT/GPT 比值
均升高，同時感染組於肝臟和胰臟中

病毒 RNA 量也上升。了解新冠病毒
感染倉鼠模式之病理變化，臨床症狀

和病程進展，將有助於開發新疫苗及

相關藥物之治療方法。

以不同病毒量之新冠病毒感染 
敘利亞倉鼠之生理數值和病毒量

6~8 週齡之敘利亞雄性倉鼠，
在第 0 天分別以 105, 5×105 和 106 
TCID50 的病毒量，從鼻腔感染新冠
病毒，並每日觀察倉鼠的健康狀態、

體重、呼吸和存活率，連續 14 天。
感染後之倉鼠，出現活動力不佳、嗜

睡、拱背和體重下降之生理狀況，於

第 3 天時，感染組與對照組的體重開
始出現顯著差異，而感染組體重持續

下降到第 6 天，下降率達 10% (與對
照組差距最大時)，隨後體重才緩慢
回升，直至第 14 天，才與對照組相
去不遠 (圖一A)，而使用三種不同感
染病毒量組別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在第 3 天時，每組各犧牲 5 隻
倉鼠，測得肺臟中病毒量為 105 組 
= 2.958±1.217×108 TCID5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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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3.57±0.608×108 TCID50、106 
組 = 7.226±1.818×108 TCID50，而

對照組未測得病毒量產生；接著

以 qPCR 檢測肺臟中 SARS-CoV-2 
N 基因的複製數，結果顯示 105 組 
= 6.333±3.123×106 copies/µg RNA, 
5×105 組 = 3.179±0.493×106 copies/
µg RNA, 106 組 = 2.210 ± 0.277×106 
copies/µg RNA (圖一B和C)，綜合
以上結果，即使以不同病毒量感染

倉鼠，其肺臟中病毒量皆高於  108 
TCID50，而 SARS-CoV-2 N 基因的複
製數約為 106~107 copies/µg RNA，不

管偵測 TCID50 病毒量，或是 SARS-
CoV-2 N 基因的複製數均有相似的結
果。

以不同病毒量新冠病毒感染 
敘利亞倉鼠之肺臟病理變化

在感染後第 3 天及第 14 天各犧
牲 5 隻 105, 5×105 和 106 TCID50 組
別的倉鼠，並取肺臟，包埋切片後

進行組織染色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 H&E stain)、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和過

圖一　以不同病毒量新冠病毒感染敘利亞倉鼠之體重變化、肺臟病毒量及病理徵狀[34]
 在第 0 天，倉鼠分別感染 105, 5×105 和 106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並在第 3 

天及第 14 天犧牲 (n = 5)，取其肺臟進行檢測。(A) 每日觀察並記錄其體重變化至第 
14 天。(B) 第 3 天時檢測各組中倉鼠肺臟病毒量 TCID50。(C) 第 3 天以 qPCR 測得各
組中肺臟 SARS-CoV-2 N 基因的複製數，(D) 5×105 TCID50 組別在第 3 天和第 14 天
時以 H＆E 進行肺臟切片染色。比例尺：20 um。(E) 5×105 TCID50 組別在第 3 天和
第 14 天時以 RNA 原位雜交，偵測肺臟切片新冠病毒 RNA。比例尺：20 um。統計分
析數字結果均以 mean±SEM 呈現，以 one-way 或是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方法分析，並佐以 Tukey post hoc test 或是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做事
後檢定。**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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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酸-席夫染色 (Periodic Acid Schiff 
Stain, PAS)。在感染後第 3 天，已出
現嚴重免疫細胞浸潤，堆滿肺泡間隙

和肺泡空腔中，主要為單核球、中性

球和巨噬細胞，另外也觀察到細支氣

管有黏液、巨噬細胞和免疫細胞之碎

片，肺間質中充滿淋巴球與中性球浸

潤，這與急性肺炎症狀一致。在第 
14 天時，肺部炎症持續存在，但肺
間質中免疫細胞浸潤已相對減少，然

而肺泡間隔仍增厚，肺泡細胞出現增

生、支氣管化生、纖維母細胞增加及

巨噬細胞聚集 (圖一D)，上述特徵與
肺炎的恢復期相同。此外，在第 14 
天之氣管，心臟及腎臟，並無發炎或

是免疫細胞浸潤現象。

此外，以 IHC 免疫組織染色，
染肺臟 SARS-CoV-2 核蛋白 (SARS-
CoV-2 nucleoprotein) 的表現量，在第 
3 天與對照組相比，三種不同感染病
毒量的組別均染到 SARS-CoV-2 核蛋
白的高表現 (圖二A)；而 PAS 染色為

圖二　以不同感染病毒量 SARS-CoV-2 感染敘利亞倉鼠之 SARS-CoV-2 核蛋白和黏液表現
[34]

 在第 0 天，倉鼠分別感染 105, 5×105 和 106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並在第 3 
天及第 14 天犧牲 (n = 5)，取其肺臟進行切片。(A) 肺臟切片以 IHC 進行染色，檢測
肺臟 SARS-CoV-2 核蛋白的表現。(B) 肺臟切片以 PAS 染色，檢測肺組織中黏液的表
現。比例尺：200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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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多醣類的染色方法，在臨床報

告中重症 COVID-19 的患者中常會分
泌大量黏液，因此以此法染色倉鼠肺

臟切片中的黏液表現。在對照組的肺

臟中，巨噬細胞顯示出非常清晰的細

胞質，而感染組的肺臟切片，巨噬細

胞和吞噬細胞吞噬了黏液多醣體和細

胞碎片，使其染成紅色 (圖二B)，這
些結果顯示 SARS-CoV-2 感染的確導
致肺和支氣管內黏液分泌增加。

感染新冠病毒後之倉鼠於不同期

間肺臟與其他臟器之病毒量變化

雄性 6~8 週齡的敘利亞倉鼠，
在第 0 天以 5×105 TCID50 的病毒量
從鼻腔感染 SARS-CoV-2 病毒，分別
在第 3、6、9 天犧牲，對照組每次犧
牲 3 隻，感染組每次 5 隻，並收集血
液、肺臟、肝臟、胰臟、心臟、腎

臟、周邊血液單核球細胞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和骨
髓 (Bone marrow, BM)，結果顯示，
肺臟中的病毒量在第 3 天表現量最
高，在第 6 天時較低，而在第 9 天
則偵測不到病毒  (圖三A)。接著以 
qPCR 對相同的肺臟樣品進行 SARS-
CoV-2 N 基因檢測，肺臟中病毒 RNA 
在第 3 天測得約 106 copies/µg RNA，
在第 6 天降至 105 copies/µg RNA，
但在第 9 天時仍有 102 copies/µg RNA 
存在  (圖三B)；相較之下，肺外之
其他臟器的病毒量表現出不同的趨

勢，在肝臟中第 3 天約 104 copies/µg 

RNA，而在第 6 天增加到 105 copies/
µg RNA (圖三C)，胰臟在第 3 天為 
104 copies/µg RNA，第 6 天時病毒 
RNA 量維持在 104 copies/µg RNA (圖
三D)，而在心臟、腎臟、PBMC 和 
BM 中的表現量約為 10~102 copies/µg 
RNA (圖三E~H)。以上結果顯示，在
感染後 9 天，病毒進入肺臟後，其他
器官中也發現了病毒 RNA 的複製，
並且以肝臟和胰臟最為嚴重。

倉鼠感染新冠病毒期間 
之肺臟病理學變化

倉鼠感染 5×105 TCID50 之新冠
病毒量，在第 3 天時倉鼠的肺間質出
現嚴重的淋巴球浸潤，及大量的中性

球充斥於肺泡空腔，此現象為急性

肺炎之表徵。在第 6 天嚴重肺炎仍持
續出現，並於肺泡空腔出現玻璃質

膜 (圖四A，藍色虛線圓圈)，當肺泡
微血管因感染嚴重出現之血管通透性

增加，使得細胞破碎後之蛋白質液體

漏至肺泡中，這些蛋白質之物質凝集

形成玻璃質膜，堆積於肺泡空腔；

這與瀰漫性肺泡損傷表現一致。在

第 9 天肺間質發炎減緩，免疫細胞浸
潤減少，但在呼吸道和肺泡空腔中存

在明顯之肺泡細胞增生和巨噬細胞聚

集，以上結果顯示，急性肺炎於感染

後第 6 天開始消退減緩，但肺間質細
胞仍舊增厚 (圖四A)。此外，肺臟切
片進行免疫組織染色 (IHC) 及多醣體 
(PAS) 染色，免疫染色以抗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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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染新冠病毒之核蛋白，感染後

第 3 天可見到大量 SARS-CoV-2 核蛋
白的存在，在第 6 天時 SARS-CoV-2 
核蛋白的表現顯著降低，但此時的

免疫細胞還充滿了肺泡空腔，在第 9 
天時已經幾乎檢測不到 SARS-CoV-2 
核蛋白 (圖四B)；顯示在感染後第 3 
天，浸潤的免疫細胞非常有效的清除

了病毒。而 PAS 染色結果，無論於
感染後第 3，6，9 天，感染組細支氣
管附近的巨噬細胞被染成紅色，是因

巨噬細胞將細胞碎片、黏液和可能的

病原體進行吞噬，而對照組之巨噬細

胞成現明顯之細胞質透徹輪廓，這表

示 SARS-CoV-2 引起了大量細支氣管
內黏液的分泌 (圖四C)。

SARS-CoV-2 感染之倉鼠 
其肺外臟器之病理學變化

除了肺臟為主要新冠病毒之攻擊

臟器，倉鼠的肝臟、胰臟、心臟和腎

臟同樣採集並切片。SARS-CoV-2 感
染的肝臟切片中並未出現發炎和細胞

浸潤，但與對照組相比，感染後第 3 
天及第 6 天均出現肝細胞增大、結構
排列不規則、雙或多細胞核及細胞

質中的液泡變大 (圖五A)，而在免疫

圖三　敘利亞倉鼠在新冠病毒感染期間肺臟與其他臟器病毒量變化[34]
 倉鼠在第 0 天感染 5×105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在第 3、6、9 天犧牲，對照

組每次犧牲 3 隻，感染組每次 5 隻，並取其臟器檢測 SARS-CoV-2 N 基因的複製數。
(A) 肺臟 (B) 肺臟 (C) 肝臟 (D) 胰臟 (E) 心臟 (F) 腎臟 (G) 周邊血液單核球細胞 (H) 骨
髓細胞。統計分析數字結果均以 mean±SEM 呈現，以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方法分析，並佐以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做事後檢定。**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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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敘利亞倉鼠於新冠病毒感染期間之肺臟切片病理變化[34]
 倉鼠在第 0 天感染 5×105 TCID50 之 SARS-CoV-2 病毒，在感染後第 3、6、9 天犧

牲，對照組每次犧牲 3 隻，感染組 5 隻，並取其肺臟進行切片。(A) 肺臟切片以 H&E 
進行染色，藍色橢圓虛線為玻璃質膜形成之範圍 (於感染後第 6 天出現)，黃色雙箭頭
之範圍則為肺泡細胞增厚，尚未完全消退。(於感染後第 9 天)。(B) 免疫組織染色染新
冠病毒之核蛋白，褐色為 DAB 呈色後之核蛋白表現。(C) 多醣體 PAS 染色，肺臟切
片以 PAS 染色，多醣體會染成紅色，檢測肺臟中黏液分泌之表現。比例尺：20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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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中，第 3 天和第 6 天均顯示多量
之 SARS-CoV-2 核蛋白的表現 (圖五
B)。在胰臟、心臟、腎臟切片中，並
未見到明顯的急性胰臟炎、心血管異

常或急性腎損傷 (圖五A)，而 IHC 染
色中，無論第 3 天或第 6 天也未檢測
到 SARS-CoV-2 核蛋白的表現 (圖五
B)，顯示 SARS-CoV-2 感染倉鼠時，
肝臟亦為病毒複製之臟器之一；而組

織結構異常，極有可能為病毒攻擊肝

細胞所致。而在其他組織中，雖然以 
qPCR 檢測到少數的病毒 RNA 存在 
(圖三D、E和F)，但並未產生明顯的
發炎或組織損傷，也未偵測到 SARS-
CoV-2 核蛋白的表現 (圖五B)。

倉鼠感染新冠病毒後之血漿抗棘

蛋白中和抗體效價

S A R S - C o V- 2  新冠病毒棘蛋
白 (spike protein) 可以辨識並結合 
hACE2 (spike protein receptor)，因
此了解敘利亞倉鼠是否會產生干擾  
SARS-CoV-2 與人類細胞表面 hACE2 
結合的中和抗體非常重要。在收集對

照組和感染組之倉鼠血漿，以 ELISA 
anti-neutralizing antibody kit 偵測抗棘
蛋白中和抗體之抗體效價，觀察感染

組之倉鼠是否產生中和抗體。首先，

分別以 105、5×105 和 106 TCID50 病
毒量感染的倉鼠在第 3 天與對照組相
比，倉鼠的血漿中均未檢測到中和

圖五　SARS-CoV-2 感染之倉鼠其肺外臟器之病理學變化[34]
 倉鼠在第 0 天感染 5×105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在第 3 天和第 6 天犧牲，對

照組每次犧牲 3 隻，感染組 5 隻，並取其臟器進行切片。(A) 肝臟、胰臟、心臟及腎
臟包埋後切片，以 H&E 進行染色。(B) 肝臟、胰臟、心臟及腎臟切片以抗新冠病毒核
蛋白之抗體進行免疫組織染色，褐色為 DAB 呈色後之核蛋白表現。比例尺：20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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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蛋白的抗體效價 (圖六A)；接著以 
SARS-CoV-2 病毒量 5×105 TCID50 感
染倉鼠，分別於第 3、6、9 天犧牲，
在第 6 天開始偵測到中和抗體的存
在，五隻倉鼠中有兩隻顯示存在抗棘

蛋白的抗體，抗體濃度分別為 49.597 
µg/ml 和 69.993 µg/ml (圖六B)。在
第 9 天時，所有感染組之倉鼠血漿
均測得中和抗體  (圖六B，濃度為 
87.448±11.96 µg/ml)，而對照組所
測得的抗體濃度為 11.805±7.245 µg/
ml。顯示倉鼠感染 SARS-CoV-2 後，
在第 6 天開始能夠產生具有中和棘蛋
白之中和抗體。

高量細胞激素 IL-1β、IL-6、
IL-12、IFN-γ、MIP-1α 和 

RANTES 表現於新冠病毒感染之
倉鼠肺臟

根據臨床研究顯示，感染新冠

病毒之 COVID-19 患者體內所引發的
細胞激素風暴 (cytokine storm)，是導
致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15,16]，因此
我們設計了多個 qPCR 的寡核酸引子
來檢測倉鼠細胞激素的表現，結果顯

示 IL-1β、IL-6、IL-12、IFN-γ、
MIP-1α和 RANTES 在第 3 天上升 
(圖七A、C、E、G、J和L)，這與 
COVID-19 患者所表現的細胞激素風
暴相似[17,18]；然而在第 3 天病毒感
染初期，IL-17、IFN-γ、MCP-1 和 
TNF-α的表現量卻低於我們預期，
因此需要評估是否有免疫抑制基因的

出現，而抑制了這些細胞激素的正常

表現量。結果顯示 IL-10 和 PD-L1 在
第 3 天顯著升高 (圖七D和K)，這表
示 SARS-CoV-2 感染可能會誘導免疫
抑制因子的表現，以減弱免疫反應。

SARS-CoV-2 感染倉鼠後之 
血液中生化數值變化

為了要了解倉鼠感染  S A R S -
CoV-2 所發生的血清生化數值相關變
化，我們使用 FUJI FDC4000i 全自
動乾式生化分析儀，檢測了血漿中

的數個生化數值。澱粉酶 (amylase, 
amyl) 和脂肪酶 (lipase, LIP) 的變化
反映了胰臟損傷和急性胰臟炎，與對

照組相比，感染組的澱粉酶和脂肪酶

隨著感染時間而稍微上升，但在統

計上並無顯著差異 (圖八A和B)，而
在心臟損傷的檢測結果顯示，肌酸

磷酸酶 (MB 同功酶) (creatine kinase-
MB, CK-MB) 和肌酸磷化酶 (creatine 
phosphokinase, CPK) 的數值顯示與對
照組相比沒有差異 (圖八C和D)，天
門冬胺酸轉胺酶 (glutamic oxalacetic 
transaminase, GOT)/丙胺酸轉胺酶 
(glutamic pyruvic transaminase, GPT) 
的比值是衡量肝損傷和肝毒性的指

標，在第 3 天感染組與對照組沒有差
異，在第 6 天感染組有顯著增加，
但在第 9 天回降與對照組相差無異 
(圖八E)，而評估肝和膽疾病的鹼性
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直接膽紅素 (direct bilirubin, D-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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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SARS-CoV-2 感染敘利亞倉鼠血漿之中和棘蛋白抗體效價[34]
 (A) 分別以 105, 5×105 和 106 TCID50 的病毒量感染倉鼠，在第 3 天每組犧牲 5 隻，

並取其血漿偵測是否產生對病毒棘蛋白受體結合之中和抗體。(B) 以 5×105 TCID50 
的病毒量感染倉鼠，並於第 3、6、9 天，對照組犧牲 3 隻，感染組犧牲 5 隻，並
取其血漿偵測是否產生對病毒棘蛋白受體結合之中和抗體。統計分析數字結果均以 
mean±SEM 呈現，以 one-way 或是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方法分
析，並佐以 Tukey post hoc test 或是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做事後檢定。***P < 
0.001。

圖七　新冠病毒感染敘利亞倉鼠肺臟中細胞激素的基因表現[34]
 倉鼠在第 0 天感染 5×105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於第 3、6 和 9 天犧牲，

對照組每次犧牲 3 隻，感染組 5 隻，並取其肺臟以 qPCR 檢測細胞激素的基因表
現。(A) IL-1β，(B) IL-4，(C) IL-6，(D) IL-10，(E) IL-12，(F) IL-17，(G) IFN-γ，
(H) iNOS，(I) MCP-1，(J) MIP-1α，(K) PD-L1，(L) RANTES，(M) TGF-β，(N) 
TNF-α。統計分析數字結果均以 mean±SEM 呈現，以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方法分析，並佐以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做事後檢定。*P < 0.05；***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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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麩胺酸轉移酶 (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GGT) 則沒有顯著變化 (圖
八F~H)，腎損傷和急性腎病的指標
尿素氮 (urea nitrogen, BUN) 和肌酸酐 
(creatinine) 也沒有顯著差異 (圖八I和
J)。

討　論

我們以β-coronavirus/SARS-

CoV-2/Taiwan2020-004 (病毒原始
株：來自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COVID-19 確診病人 004 號病毒) 
感染敘利亞倉鼠，觀察不同病毒量感

染後的倉鼠，肺部病毒量 (TCID50) 皆
於第 3 天時最高，並且病毒 RNA 量 
(qPCR) 和肺部切片染病毒核蛋白的
表現也相同一致。嚴重發炎反應和急

性肺炎的病徵出現在感染後第 6 天，
與倉鼠體重下降最低點的時間也相

圖八　感染 SARS-CoV-2 敘利亞倉鼠血液中之血清生化數值[34]
 倉鼠在第 0 天感染 5×105 TCID50 的 SARS-CoV-2 病毒，在第 3、6 和 9 天犧牲，對

照組每次犧牲 3 隻，感染組 5 隻，收集血漿檢測血液中生化數值的表現。(A) Amylase 
澱粉酶，(B) Lipiase 脂肪酶，(C) Creatine kinase-MB, CK-MB 肌酸磷酸酶 (MB 同
功酶)，(D) Creatine Phosphokinase, CPK 肌酸磷化酶，(E) glutamic oxalacetic 
transaminase, GOT 天門冬胺酸轉胺酶/丙胺酸轉胺酶，(F)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鹼性磷酸酶，(G) Direct Bilirubin, D-BIL 直接膽紅素，(H) 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GGT 麩胺酸轉移酶，(I) Urea nitrogen, BUN 尿素氮，(J) Creatinine, 
CRE 肌酸酐。統計分析數字結果均以 mean±SEM 呈現，以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方法分析，並佐以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做事後檢定。*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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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隨後體重緩慢回升及其他症狀開

始改善，至第 14 天體重回升至與感
染前一致。SARS-CoV-2 的主要目標
是肺臟，但肝臟、胰臟、心臟、腎

臟、周邊血液單核球細胞，甚至骨髓

中也出現了少量病毒。然而，除了肝

臟外，其他組織都沒有出現發炎或是

明顯的病理損傷。在 14 天的觀察期
中，倉鼠體重減輕、組織中的病毒量

和恢復時間與病毒感染量無關；於

病理結果中，在第 3 天和第 14 天之 
PAS 染色均顯示細胞碎片的吞噬作用
和黏液分泌，這反映了 COVID-19 患
者有黏液分泌過多導致呼吸困難的情

況。而在第 14 天，在病毒或病毒核
蛋白表現皆低於最低檢測值的情況

下，肺中仍出現細胞浸潤，這顯示殘

留的病毒或受損細胞之細胞碎片可能

持續引發發炎反應，讓巨噬細胞繼續

將殘留之戰場收拾乾淨。綜合上述結

果，我們所觀察到新冠病毒感染倉鼠

的生理症狀表現及病理變化，與最近

多個實驗室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一致

[4,7-11]。
在感染 SARS-CoV-2 的早期階

段，宿主細胞便會啟動初級免疫反

應，在感染後第 3 天，我們檢測到 
IL-1β、IL-6、IL-12、MIP-1α和 
RANTES 的高度表現量，但未檢測
到 TNF-α、MCP-1、iNOS 和 IL-17 
等在病毒感染中初期發炎的前驅發炎

因子，這與臨床上 COVID-19 患者在
血液中檢測到的細胞激素變化部分

相似[18,19]；在病理切片上顯示，感

染 SARS-CoV-2 的倉鼠肺臟中有大量
的細胞浸潤、瀰漫性肺泡損傷、急性

支氣管炎、液體滲出物和微血管炎，

這與肺臟中細胞激素的基因表現於

第 3 天和第 6 天的結果不完全相符，
因此需要評估是否有其他免疫抑制基

因可能已被病毒啟動，從而抑制了某

些重要的細胞激素產生。在本次實驗

中，我們分別測定 IL-10 和 PD-L1，
IL-10 是一種抗發炎細胞因子，主要
由單核細胞產生，而 PD-L1 則為目
前已知之免疫查核點之一，會抑制後

天性免疫反應，結果顯示於感染後第 
3 天，IL-10 和 PD-L1 確實高度表現 
(圖六D和K)。這可能與 COVID-19 患
者中觀察到的淋巴細胞減少、巨噬細

胞功能障礙和 IFN-γ 產生延遲有關
[20,21]。

本次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出現

在肝臟和胰臟，於倉鼠的血漿中我們

檢測到澱粉酶、脂肪酶和 GOT/GPT 
增加 (圖八A、B和E)，之前研究顯示 
COVID-19 的患者出現 GOT、GPT 
和膽紅素升高[22-25]，而脂肪酶上升
率在 2.8%~16.8% 之間[26-30]，與本
次實驗感染倉鼠血漿中澱粉酶和脂肪

酶與對照組相比些微升高，但無顯

著差異的結果相似；另外在肝臟和胰

臟中有檢測到病毒 RNA 增加 (圖三
C和D)，雖然沒有觀察到發炎和細胞
浸潤的現象，但在肝臟中有檢測到異

常的不規則結構和細胞質中大液泡，

與重症 COVID-19 患者肝細胞中觀察
到的異常不規則結構和大液泡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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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這顯示病毒可能攻擊肝臟導致
組織受損；因此，SARS-CoV-2 與肝
細胞之間相互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在胰臟臨床表現上，與 COVID-19 相
關的急性胰臟炎仍有 17~18%，但是
沒有證據證明是否為病毒攻擊而導致

胰臟炎或其他胰臟損傷[26,31]，在本
次研究中，在第 3 天和第 6 天檢測到
感染組的倉鼠胰臟中病毒 RNA 的複
製數約為 104，但在組織病理上並沒

有觀察到細胞浸潤及病毒核蛋白的表

現，推測可能為胰臟中的酶消化了核

蛋白，導致無法檢測到核蛋白的表

現。有研究顯示患有肝炎、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腎臟疾病等慢性病患

者，感染 COVID-19 後重症的比例較
高[32,33]，因此儘管 COVID-19 相關
之肝臟和胰臟損傷較輕微，但它可能

會影響感染後癒後結果和疾病進程。

結　語

本研究已發表於國際期刊

「Journal of Inflammation Research」
[34]。新冠病毒感染倉鼠的週期約為 
14 天，收集之倉鼠感染後的體重增
減，和組織中病毒量變化，病理分

析，免疫細胞激素，及血清生化反應

等的數據，成功建立 SARS-CoV-2 感
染敘利亞倉鼠的動物模式。由於此次

在倉鼠肝臟及胰臟上之病理變化與血

清生化結果首次發表，可為輕症與

無症狀者 COVID-19 患者的臨床病徵
為參考。雖然倉鼠適合作為 SARS-

CoV-2 感染研究的實驗動物，但由於
目前基因體、抗體、蛋白質學仍以人

類與小鼠為最大宗，其他物種之檢測

方式相對侷限，因此 SARS-CoV-2 與 
COVID-19 患者之輕症及重症之間仍
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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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致病性黴菌研討會  
(2021 Symposium of Medical Mycology) 

紀實

陳盈之　周怡君　曾國鋆　蔡德君　鍾佩蓉　謝禮雲　陳妤　羅秀容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台灣黴菌實驗室

前　言

近年來，由於免疫不全患者增

加及國人壽命延長，黴菌感染人數日

益增長，不僅成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更帶來併發症與高致

死率，加上目前抗黴菌藥物選項有

限，黴菌防治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

題。繼 2002 年，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陳宜君醫師、疾病管制署李淑英博

士及本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羅秀容

研究員共同成立「台灣黴菌研究團隊 
(Taiwan Mycology Group)」進行相關
研究及推廣工作，同時定期每二年舉

辦成果發表會 (Symposium of Medical 
Mycology)。2016 年，我們也成立台
灣黴菌實驗中心 (Taiwan Mycology 
Reference Center)。今年，國衛院及

財團法人謝維銓教授感染醫學文教基

金會共同主辦之「2021 致病性黴菌
研討會 (2021 Symposium of Medical 
Mycology)」於 8 月 13 日線上舉行。

本研討會邀請國內專家、碩博班

學生，針對黴菌感染之基礎研究、農

業用藥的影響、診斷治療以及抗藥性

監測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藉此提

供學者與學生在致病性黴菌相關研究

學術交流的平台。

以下介紹每個演講主題的內容：

人類致病性黴菌的診斷和管理：挑

戰、解決方案和展望 (講者：陳宜
君)

全球每年約有三億人口遭受黴菌

感染，然而此情況仍持續被漠視。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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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全球病患念珠菌院內感染數據，相

較於其他國家，台灣有較高的感染比

例，尤其是加護病房的病患。另一方

面遭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中有 14% 
的病患受到煙麴黴感染，有 12% 受
到酵母菌型黴菌感染，其中 40% 病
患死亡。倘若能及早發現並給予抗黴

菌藥物治療，將可提高患者治癒機

率。因此，醫師的積極診斷為主要治

療方針的第一步。

然而，能對抗所有黴菌的十

全十美的抗黴菌藥物並不存在，抗

黴菌藥物之使用仍然存在諸多難

題。例如，在血液感染分析中念珠

菌屬占比超過 90%，而約 8% 的菌
是非念珠菌屬，其中的大宗為隱球

菌屬 (Cryptococcus) 與絲胞酵母屬 
(Trichosporon)，常用的抗黴菌藥物
對此兩種菌屬抑制效果不佳。除此之

外，酵母菌屬中仍有對常用抗生素不

敏感的少見菌種以及多重抗藥性菌

種的存在，例如耳念珠菌 (Candida 
auris)。因此，準確的菌種鑑定可作
為醫師在藥物選擇上的利器。另一方

面熱帶念珠菌 (Candida tropicalis) 對
藥物產生逐年適應的現象也為第一線

的臨床診斷治療添加更多變數。在絲

狀黴菌所遇到的困難則是，台灣醫院

目前極少進行絲狀黴菌的微量肉湯稀

釋法 (broth microdilution, MIC)，因此
在不了解感染菌株的情況下給予抗黴

菌藥物未必能在第一時間有效抑制感

染程度。

綜觀多年以來醫療院所院內感染

之情形足以了解到，當患者被診斷為

黴菌感染者時，進行對該菌株的了解

包含菌種鑑定、MIC 分析等，可以
適時提供醫師作為精準醫療診斷的參

考。醫師也應針對患者感染的菌種與

患者本身的過敏情況選擇適合用的藥

物，應避免等到藥物治療失敗之後再

檢查與更換藥物，縮短患者感染時日

已提高治癒機率。

念珠菌屬對唑類抗藥性和耐受性 (講
者：陳抱宇)

目前常被選用治療念珠菌病

的抗黴菌藥物有烯類  (polyenes)、
唑類  ( a z o l e s )  及棘白菌素類 
(echinocandins)。其中唑類抗黴菌藥
通常用於治療淺表性和侵襲性念珠菌

病 (invasive candidiasis)，唑類藥物具
有滲透強可抵達深層感染部位、能以

口服和靜脈注射給藥且安全性高等優

點，因此被廣泛使用在醫院。在過去

十年期間，隨著唑類藥物在臨床和農

業的廣泛使用，對唑類藥物有抗藥性

的熱帶念珠菌 (C. tropicalis) 逐年增
加。除此之外，全球熱帶念珠菌研究

中也發現具有抗唑類藥物的菌株在亞

洲居多。

台大醫院陳抱宇醫師分享自台

灣患者所分離出且具有抗唑類藥物

之熱帶念珠菌大多屬於克隆複合體 
3 (clonal complexes 3, CC3)，經研究
發現共有三種機制可促使 CC3 菌株
呈現抗藥性，第一種是 ERG11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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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導致唑類對 ERG11 結合力下
降。第二種是大量表現 ERG11，第
三種是 ATP 結合盒運輸蛋白 (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s) 的大量表
現。

以肉湯微量稀釋法  ( b r o t h 
microdilution method) 進行黴菌對藥
物的感受性測試，發現當藥物對菌

株並無明顯抑制而有殘留且逐漸生

長之現象，稱之為拖尾效應 (trailing 
growth)，此現象會影響最低抑制濃
度的判斷，進而影響臨床用藥治療

的成效。尤其是熱帶念珠菌，其拖

尾效應之現象較其他念珠菌頻繁，

常見於克隆複合體[2]，這分子機制
與與克隆複合體 3 不同，是與主要
的易化因子超家族 (major facilitator 
superfamily) 的大量表現有關。因
此，需進一步探索念珠菌對唑類拖尾

效應的其他潛在機制和臨床意義。

台灣醫院致病性黴菌監測計畫 (講
者：羅秀容)

國衛院羅秀容博士於  2014 及 
2018 年「台灣黴菌抗藥性監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 TSARY)」發
現，分離自病人檢體的熱帶念珠

菌  (Candida tropicalis) 對氟康唑 
(Fluconazole) 有抗藥性，且其基因
型與農場環境樣本分離出的具抗藥

性熱帶念珠菌相同。因此，針對醫

院加護病房環境是否存在具抗藥性

之熱帶念珠菌進行環境採樣與菌株

分離，開啟了  2020 年台灣醫院環
境黴菌抗藥性監測計劃。分離結果

中以念珠菌屬 (Candida) 占最多、
其次是絲孢菌屬  (Filobasidium)、
紅酵母菌屬  (Rhodotorula)、隱球
菌屬 (Cryptococcus)、絲孢酵母屬 
(Trichosporon)⋯等共 19 個屬。

進一步分析菌種可發現近平

滑念珠菌 (Candida parapsilosis) 為
最大宗，其次依序為 Filobasidium 
u n i g u t t u l a t u m、 R h o d o t o r u l a 
mucilaginosa、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熱帶念珠菌⋯等。在 21 
株熱帶念珠菌中，其中包含基因型為

具氟康唑抗藥性菌株，且其同時具有

抗伏立康唑 (Voriconazole) 之能力。
顯示醫院環境中確實存在有抗藥性基

因型之熱帶念珠菌且不排除病人是熱

帶念珠菌的原始來源。

白色念珠菌與金黃色葡萄球菌共感

染的致病性及相互作用 (講者：王紹
鴻)

血流感染 (bloodstream Infection) 
是造成罹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在急診室中的患者更是高達 5% 的機
率有血流感染的情形，主要的病原

體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另一方面，若血流感染是由
念珠菌與其他病原菌一同造成，便會

提高患者之罹病率與死亡率。嘉義大

學王紹鴻博士首先分析臨床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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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患同時感染白色念珠菌和金黃色

葡萄球菌時其存活天數低於單獨感染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病患。在體外試驗

中，王博士發現生物膜形成 (biofilm 
formation) 主要是由白色念珠菌產
生，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共同感染可以

增加生物膜的活性。透過斑馬魚胚胎

實驗測試具有不同生物膜活性的白色

念珠菌，結果證明生物膜的形成會增

加胚胎被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後的死

亡率，同時增加金黃色葡萄球菌抵抗

抗生素的能力。王博士的研究闡述了

當血流感染發生時，同時被白色念珠

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下，白色念

珠菌生成的生物膜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的抗藥、感染及致死率上都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黴菌在鼻竇炎中的角色 (講者：盧彥
廷)

聖馬爾定醫院盧彥廷醫師分享，

鼻竇炎 (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 為
一種多因性發炎造成的鼻部疾病。正

常鼻黏膜由完整的上皮障壁、黏膜障

壁及呼吸道中有多樣且均衡的微生物

相組成，如有任一組成被破壞，則會

引起一連串的免疫反應，進而產生鼻

竇炎的症狀，如粘液/粘度增加、粘
膜腫脹和纖毛功能受損等。而環境因

素中的局部微生物相，是影響鼻竇炎

發展的主要因素，也隨著診斷技術的

進步逐漸被重視。鼻腔為上呼吸道接

觸外在環境的第一道關卡，也成為人

體微生物聚積的重要位置。特別是在

不依賴培養的測序技術發展之後，越

來越多的研究藉此探討鼻腔微生物組

與鼻竇炎之間的關聯。謝謝盧醫師的

分享，介紹這一個新議題的新知，讓

我們了解鼻竇炎患者有菌叢失調的情

況，在細菌微生物相上與健康群眾有

顯著的差異。然而，對於鼻竇炎患者

鼻腔內黴菌菌相的部分則需要未來更

多的研究證據佐證。

探討 1999~2018 台灣黴菌抗藥性監
測計畫中分離的絲孢酵母屬 (講者：
蔡芳慈)

絲孢酵母屬 (Trichosporon) 的類
酵母黴菌 (yeast-like fungi)，在臨床
上造成如白色毛幹結節病、過敏性肺

炎，極少數情況下可引起侵入性感

染。此黴菌的特點是能形成芽生孢

子、菌絲體以及與菌絲分離的無性

繁殖體：關節孢子 (arthroconidia)。
絲孢酵母屬的感染容易發生免疫

功能低下的患者，其可引起侵入性

毛孢子菌病 (Trichosporonosis)，嚴
重者會造成死亡因此在感染症防

治上相當重要。台灣黴菌抗藥性

的監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TSARY) 自 1999 至 2018 共分離出 
6 種絲孢酵母屬，包含 T. asahii、
T. faecale、T. montevideense、T. 
beigelii、T. debeurmannianum 與 T. 
scarabaeorum。儘管在臨床上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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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生素進行治療，但仍有 42% 至 
90% 高死亡率，在許多文獻中也提到
這樣的非念珠菌型酵母菌在惡性血液

疾病患者感染中十分常見，這也是未

來我們對於病原菌感染與治療重視的

方向之一。

統計歷年  TSARY 計畫收集絲
孢酵母屬的菌株中，T. asahii 菌種
佔多數。血液檢體中有約  71% 是
屬於 T. asahii 菌種，而尿液檢體分
離菌株中，T. asahii 菌種佔的的比
例約  5 9 %。在受絲孢酵母屬感染
的病患中，大於  65 歲的年長者是
佔 56.5 % (39/69)，屬於易感的年
齡群。利用微量肉湯稀釋法測試

抗黴菌藥氟康唑 (fluconazole)、伏
立康唑 (voriconazole)、兩性黴素 B 
(amphotericin B) 對絲孢酵母屬的最
小抑制濃度。部分的 T. asahii 分離株
對氟康唑與兩性黴素 B 的 MIC 數值
高於標準值，顯示其對此兩種藥物

具有抗性；其中分離自 1999 年的 T.  
faecale 分離株則對氟康唑呈現高抗
藥性 (64 µg/mL)。大部分的分離菌株
對於伏立康唑為敏感性。

本研究可以更加瞭解歷年來台灣

患者絲孢酵母菌的感染現況以及對抗

黴菌藥物的感受性，藉由 MIC 數據
可做為臨床用藥方針的良好策略。

農業環境中三唑類農藥之監測調查 
(講者：初建)

由藥毒所初建博士分享，在不

同作物耕作模式之環境中，三唑類農

藥殘留情形，於臺灣地區芒果生產專

業區、農作物旱作區及水稻生產專業

區，採集 265 件土壤樣品進行 20 種
三唑類農藥多重殘留檢測。結果顯

示三唑類藥劑檢出種類在不同的耕作

環境中並不相同，芒果生產專業區

土壤中檢出率依序為三泰隆 (97%)、
四克利 (29%)、巴克素 (24%)；土
壤中藥劑殘留量以巴克素 46.3 mg/
kg 最高。旱作區土壤檢出率依序為
菲克利 (93%)、普克利 (80%)、待克
利 (59%)；土壤中殘留量則以菲克
利 0.74 mg/kg 最高。水稻區土壤檢
出率依序為以菲克利 (36%)、依普座 
(9%)、待克利 (7%)；土壤中殘留量
則以普克利 1.04 mg/kg 為最高。初博
士的分享清楚闡述農藥的長期使用施

用於田間，勢必累積於環境中，對環

境生態造成影響。

三唑類 (triazole) 農藥對大鼠生殖與
內分泌干擾的影響 (講者：呂水淵)

根據報導，咪唑類和三唑類農

藥為用於全世界穀物、蔬菜、水果和

花卉生產的殺菌劑。此外，它們也

用於治療人類真菌病，包括孕婦陰

道真菌病。三唑類抗真菌劑可以結

合並抑制真菌羊毛甾醇-14 脫甲基酶
活性 (CYP51)，能有效控制多種真菌
種類。三唑類殺菌劑能引起生殖和內

分泌干擾，其共同特徵是 (1) 隨著雄
烯二酮的增加和雌酮降低，改變雄性

42

感染控制雜誌



胎兒血液激素節律性；(2) 顯示內分
泌干擾活動；(3) 後期胎兒吸收的發
生率增加是由於雌激素降低，而補充

雌激素可以改善前者並消除後者；

(4) 後代的性別分化受到影響；(5) 造
成參與類固醇激素合成的 CYP17 等
關鍵酶紊亂；(6) 睾酮的恆定與否是
三唑類引發生殖毒性作用方式中的關

鍵事件；(7) 產生神經行為缺陷。基
於三唑類對生殖毒性和內分泌干擾活

性的影響，呂博士推斷三唑類主要干

擾激素恆定，導致大鼠內分泌受到干

擾和中度生殖毒性，而生殖毒性與內

分泌干擾活性之間的潛在機制仍有待

研究。有趣的是透過化學結構式顯

示，三唑類可能與睾固酮共享官能團 
1,2,4-三唑類並表現出內分泌干擾活
性。

環境科學與醫學之跨域學習應用-以
微孢子蟲為例 (講者：陳榮盛)

新興傳染病已成為預防和控制

疾病面臨重大挑戰，其中最令人擔憂

的是最近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 病
毒。然而，許多傳染病的起源可能與

環境、動物和植物有關。因此，傳

染病是一個複雜的公衛問題，透過

臨床環境、動植物病原體的綜合分

析，並提供相關風險和控制信息的關

鍵途徑，也可以為政府制定更好的公

共衛生政策並提供完整健康之建議和

策略。公共衛生是一項的重要議題

包括：人畜共通病、新發現的傳染

病、社區公共衛生、環境抗生素污

染、空氣品質、食品安全、水質安全

和 QMRA 風險評估。陳榮盛博士發
表了許多關於台灣多處水樣來源中角

膜條微孢子蟲 (Vittaforma corneae) 引
起角膜炎的文章。微孢子蟲無所不

在，曾分別在人體、動物、昆蟲、水

生環境和土壤中被發現，目前已知超

過 1,500 種，其中會造成人類疾病的
有 15 種。了解微孢子蟲生存環境 (游
泳池、溫泉、水庫及河流) 和臨床流
行率、生物多樣性、定量微生物可作

為風險評估以及爆發時可能的傳播途

徑。希望能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製定傳

染病的防治建議和策略。

熱帶念珠菌與腸道上皮細胞的交互

作用和如何誘導黏膜免疫反應 (講
者：江皓森)

發炎性腸道疾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種消化道
慢性發炎的疾病，主要可分為潰瘍性

結腸炎 (Ulcerative colitis) 和克隆氏症 
(Crohn’s disease)。在北美、歐洲、澳
洲等白種人中盛行率較高，然而近年

在台灣有上升的趨勢。

黴菌微生物群，如：酵母屬 
(Saccharomyces )，德巴利酵母屬 
(Debaryomyces)，念珠菌屬 (Candida) 
常與  IBD 有關。在亞洲國家熱帶
念珠菌 (Candida tropicalis) 與 IBD 
相關性僅次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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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和其他熱帶地區醫院，熱

帶念珠菌被認為是導致菌血症的主要

黴菌感染源之一。熱帶念珠菌演化為

具抗藥性菌株的速度高於其他真菌物

種，儼然成為醫院感染監測的重要目

標。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腸道內的共

生念珠菌可能成為念珠菌菌血症的感

染來源。雖然腸道上皮的屏障功能隔

離了管腔中念珠菌與下層細胞組織，

然而當上皮屏障被破壞時，居住在腸

道中的共生真菌可以藉此脫離原本的

位置並到達血液中。

江皓森博士的研究發現，將小

鼠餵食熱帶念珠菌並使用硫酸葡聚

醣 (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 模擬
腸道發炎。結果顯示餵食熱帶念珠

菌的小鼠有較高的結腸炎發生率，

且體重較對照組小鼠輕，在糞便中 
lipocalin-2 脂質載運蛋白濃度和組
織病理切片等臨床分數都有增高的

趨勢。除此之外，腸上皮細胞 caco-
2bbe cells 與熱帶念珠菌共同培養的
實驗結果進一步說明，熱帶念珠菌

會透過調解緊密連接蛋白 occludin 和 
claudin-1 來降低腸道屏障，導致細胞
死亡。江博士的研究證實，熱帶念珠

菌通過調節小鼠腸道屏障功能而加劇  
DSS 誘導的結腸炎病症。

探討黴菌調節腸道粘液平衡之機制 
(講者：蔡雨寰) 

白色念珠菌是一種存在於人體腸

道黏膜中的黴菌病原體，念珠菌的腸

道移生與發炎疾病有關，如克隆氏症 
(Crohn’s disease)。同時也是導致住院
患者粘膜和血流感染的主要病原體，

其中腸道定植的白色念珠菌被認為是

罪魁禍首。然而，對白色念珠菌和哺

乳動物腸道之間的相互作用知之甚

少。蔡博士表示接續的研究將聚焦在

對黴菌細胞壁加工如何影響粘膜與全

身免疫系統之平衡。

表徵腸道粘液的抗黴菌活性 (講者：
曾國堯)

白色念珠菌是造成院內感染為數

最多的菌種，其可能源自於免疫功能

低下患者的腸道移生菌。此假設顯示

腸道可以減弱白色念珠菌的毒性，當

免疫功能低下時此減弱白色念珠菌毒

性的機制會下降。之前的研究顯示白

色念珠菌會促進小鼠小腸釋放粘液，

而小腸絨毛頂部分泌的粘液與接種的

真菌有關。腸粘液會降低白色念珠菌

菌絲的附著力，同時增加真菌細胞膜

的通透性，並改變白色念珠菌線粒體

的分佈。

曾國堯進一步發現熱誘導的蛋

白質變性會消除粘液對白色念珠菌生

物膜的抑制，顯示黏液中的熱敏感物

質，如蛋白質等分子為主要有效物

質。曾國堯的研究數據提出了腸道粘

液具有阻止白色念珠菌菌絲移生的功

能，而粘液中的有效分子可能成為調

節白色念珠菌腸道移生的治療劑。

腸道中白色念珠菌的菌絲相關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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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與誘發腸道免疫反應相關機制 
(講者：顧子奇)

顧子奇分享了腸道中白色念珠

菌影響免疫反應的可能機制。白色念

珠菌侵襲素 (invasion) Als3 在入侵人
類細胞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念珠菌素 
(Candidalysin) 為白色念珠菌分泌毒
素，經 ECE1 轉譯出，其具有損傷上
皮細胞並促進噬中性球聚集和活性之

能力。顧子奇在研究中發現當小腸中

絨毛 M 細胞被視為感染目標以及嗜
中性白血球浸潤發生時，白色念珠菌

會同時表現 Als3 與念珠菌素，而未
表現 Als3 和念珠菌素的白色念珠菌
突變體仍然能夠感染絨毛 M 細胞以
外的其他細胞。 實驗結果顯示 Als3 
促進了組織培養中念珠菌素介導的 
c-Fos 訊息傳遞和細胞溶解。這些結
果證明了 Als3 和念珠菌溶素可能協
同侵入絨毛 M 細胞和引發小腸上皮
細胞的下游發炎訊號。他的研究結果

強調了菌絲相關毒力因子 Als3 和念
珠菌素所扮演的角色和機制。

唑類敏感性和抗藥性熱帶念珠菌在

小鼠體內移生引起的腸道微生物群

變化 (講者：潘建雄)

熱帶念珠菌是非白色念珠菌中

最普遍的致病性菌種，常對免疫功能

低下的個體造成致命的侵襲性念珠

菌病，同時也是人類腸道和皮膚中

的共生菌。熱帶念珠菌以生物膜形成

和抗藥性的潛力而聞名，但這些毒

性因素在真菌和微生物群之間的相互

作用尚不清楚。根據報導，抗藥性

相關基因，如 CDR1、CDR2、MDR1 
和 ERG11，有助於黏附、菌絲生成
和生物膜的形成進而增加真菌毒性並

影響腸道微生物群。為了瞭解此現

象，潘博士團隊使用缺乏功能性 T、
B 和 NK 細胞的免疫缺陷小鼠 (rag2-
/-il2γc-/-; RAG) 來模擬免疫缺陷個
體中熱帶念珠菌在的胃腸的移生與傳

播。

以管餵方式進行小鼠口腔感染

數日，大多數的熱帶念珠菌臨床分離

株會移生在 RAG 小鼠的腸道中，但
具免疫活性的 C57BL/6 小鼠中並沒
有發現熱帶念珠菌的移生現象。同時

發現熱帶念珠菌的移生受到腸道微生

物群的調節，尤其是厭氧菌。即使在

免疫不全 RAG 小鼠，腸道微生物群
的存在仍然有效地抑制了熱帶念珠菌

的生長並維持共生。我們發現唑類敏

感性菌株 MYA3404 在小鼠中的移生
會造成 Akkermansia 屬腸道菌顯著增
加，但唑類抗藥性分離株的移生則不

會。一旦 RAG 小鼠接受廣泛性抗生
素的治療，腸道中移生的熱帶念珠菌

就會急劇增加。當然，真菌的過度生

長也會調節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我

們希望藉由研究唑類敏感性或抗藥性

熱帶念珠菌的增加，所造成微生物群

的變化差異，有助於預測唑類的抗性

或研究熱帶念珠菌的發病機制。

抗細胞激素自體抗體的產生構成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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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感染基礎 (講者：顧正崙)

最近，抗細胞激素自體抗體被

認為會藉由干擾免疫系統細胞激素

功能而導致重症感染的一種新型態

免疫缺失疾病。抗 IFN-γ和抗 GM-
CSF 自體抗體是兩種常見的抗細胞激
素自體抗體，分別會導致嚴重分枝桿

菌感染和肺泡蛋白沉積症 (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 的主要病因。最
近的研究表明，這些抗細胞激素的自

體抗體也會導致黴菌相關的感染。

馬爾尼菲籃狀菌 (Talaromyces 
marneffei) 會引起嚴重的伺機型感
染，主要分布於東南亞和華南地區。

馬爾尼菲籃狀菌主要感染人類免疫

缺陷病毒 (HIV) 患者，同時也感染
缺乏已知免疫抑制的個體。顧博士

團隊針對具有嚴重感染馬爾尼菲籃

狀菌的 HIV 陰性患者，發現在 58 名
受試者當中針對 IFN-γ的中和性抗
體有廣泛性的表現  (94.8%)，自身
抗體的存在與 HLA-DRB1* 16:02 和 
DQB1*05:02 等位基因密切相關。顧
博士的團隊證明，在馬爾尼菲籃狀菌

流行的地區，由於患者產生中和抗體

影響 IFN-γ的功能，導致患者易受
馬爾尼菲籃狀菌感染。進一步也指出 
IFN-γ對於控制這樣的黴菌感染有不
可或缺的功能。

格特隱球菌 (Cryptococcus gattii) 
會在部分暴露的個體中引起致命性的

感染。最近的研究發現，針對 GM-
CSF 抗細胞激素自體抗體與隱球菌

病和諾卡氏菌感染有關。我們已經確

定了 12 名具有高強度抗 GM-CSF 自
身抗體的隱球菌患者，其中大部分

患者中樞神經系統被影響，四分之三 
(9/12) 患者為格特隱球菌感染。顧博
士的團隊證實，抗 GM-CSF 抗細胞
激素自體抗體是造成格特隱球菌感染

的主要危險因素，尤其是針對中樞神

經系統所造成的侵襲。

光滑念珠菌的 SAGA 複合體與 PKA 
路徑 (講者：林琦然)

光滑念珠菌 (Candida glabrata) 
是一種非白色念珠菌的伺機型致病

菌，然而目前對其抗藥、致病及附

著於黏膜表面等機制尚未清楚。

中興大學林琦然博士分享了 SAGA 
(Spt-Ada-Gcn5 acetyltransferase) 複
合體藉由調控組蛋白 (histone) 的乙
醯化進而調控光滑念珠菌壓力反應 
(stress response)、生物膜形成 (biofilm 
formation) 及致病力 (virulence)。
林博士研究發現  SAGA 複合體中 
Ada2、Ada3 和 Gcn5 的表現與否會
影響光滑念珠菌的致病能力及抗藥

性，ada2、ada3 與 gcn5 三基因不論
是各別、兩兩或三者一起突變都會降

低 H3K9 的乙醯化程度，同時發現突
變株對抗菌藥物、氧化壓力及細胞壁

干擾劑較為敏感。經由反轉錄聚合反

應測試顯示，Epa adhesins 在突變株
具有較高的表現，Epa adhesins 可受
到 PKA pathway 中的 Phd1 調控。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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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前對 SAGA 複合體如何調控光滑
念珠菌的抗藥、氧化壓力、致病力還

有不少未知的機制，但林博士說明了 
PKA pathway 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

MSS2 基因是白色念珠菌維持粒
線體功能、侵入性生長毒力因子和 
Chitosan 抗生素抗藥性所必需的 (講
者：柯采伶)

白色念珠菌是人類最普遍的真菌

病原體，尤其常見於免疫功能低下的

患者。

研究探討粒線體相關基因 MSS2 
在白色念珠菌裡扮演的角色，發

現  M S S 2  可調控粒線體並與抵抗 
Chitosan 之能力有關。

研究指出 mss2Δ 在處理 0.2% 
chitosan 時，生長速率明顯下降，
MSS2 的表現量也下降，且無法在以
甘油作為唯一碳源的培養基上生長。

進一步分析發現，mss2Δ 之 ATP 
生成能力顯著受損，此反應與野生株

處理 Chitosan 後的反應相似，經由這
些實驗數據推論 Chitosan 可透過抑制 
MSS2 基因的表現，進一步抑制粒線
體功能。

有趣的是，研究中發現 mss2Δ 
在固體瓊脂培養基上的侵入性生長能

力顯著受損，但在液體培養中卻無此

現象。此外，mss2Δ 無法形成堅固的
生物膜，且對於小鼠的致病力也顯著

下降。這些結果表明 Chitosan 可透過

抑制 MSS2 的表現，進而抑制白色念
珠菌粒線體功能。這些研究成果不僅

能暸解白色念珠菌對幾丁聚醣的反應

機制， 更能提供未來以抑制粒線體
功能進行真菌感染治療的藥物開發，

提供新的可能性。

木糖還原酶的多樣性在熱帶念珠菌

的演代和流行病學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講者：曾國鋆)

多位點序列分型  (mul t i 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目前已廣泛的
被使用在超過 100 種以上的微生物作
為親源關係鑑定的方法。經多年期台

灣黴菌抗藥性監測計畫發現熱帶念珠

菌已成為台灣常見的致病性念珠菌，

隨著全球暖化的持續發生，熱帶念珠

菌在未來可能成為全球重要的致病菌

之一。熱帶念珠菌的 MLST 是根據分
析 ICL1、MDR1、SAPT2、SAPT4、
XYR1 及 ZWF1a 等 6 個基因序列作為
判斷親源關係的依據。國衛院感疫所

曾國鋆先生分享了 XYR1 在相同染色
體中具有二段複本，經由 Distance 及
演化關係分析發現，將 XYR1 二片斷
分別作為 MLST 分析 (modify MLST) 
的依據所獲得的親源結果較接近於粒

線體染色體 DNA 分析所得到的親源
關係。然而目前全球使用者所使用的 
MLST 已有為數不少的資訊，若改用 
modify MLST，如何整合前後兩者的
資訊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因疫情關係，第一次改成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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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報名人數與參加人數都比歷

年多，本次研討會共一百多人參與，

包含了臨床醫師、醫檢師、藥劑師、

研究機構工作人員及碩博士學生。線

上研討會同樣進行了許多深入的交流

與互動，不僅更加瞭解黴菌感染議題

的發展與脈動，同時建立彼此的學術

網絡，為日後撒下了合作的種子，對

於未來防治黴菌感染也將更具信心。

很高興看到台灣致病性黴菌研究團隊

越來越茁壯，今年有新增一些有趣的

議題，更高興有農方專家一起共襄盛

舉，大家以自己專長與興趣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

最後，特別感謝這次研討會講員

與專家無私的分享，以及許多對黴菌

感染有興趣的參與者，共同為我國防

疫工作及基礎研究奉獻寶貴的時間、

經驗與智慧。感謝主辦單位的支持與

籌辦本次會議的全體同仁，在會前籌

備及會場現場作業中表現出嚴謹與盡

責的精神，使研討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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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施打 mRNA COVID-19 疫苗與
心肌心包膜炎

【馬偕兒童醫院  林稜/龔妍心  摘評】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根據
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發佈 ≥ 16 歲青少年的 
Pfizer-BioNTech BNT162b2 mRNA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此緊急使用
授權於 2021 年 5 月 10 日擴大使用
年齡至 12~15 歲。截至目前 (2021 
年 11 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授權可使用的三種 
COVID-19 疫苗之中，只有此疫苗可
於 12~17 歲青少年施打。台灣亦於 
2021 年 8 月通過 Pfizer-BioNTech 疫
苗的緊急使用授權，而 9 月開始校園
集中施打 12 歲至 17 歲之青少年。美
國於 2021 年 06 月開始，施打 Pfizer-
BioNTech 疫苗後發生心肌炎及心包
炎的個案陸續被報導，特別是施打第

二劑過後的男性青少年。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的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在 2021 年 06 月 23 
日審查當時可取得的數據，並總結了

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利益大於發生
心肌炎的風險，並建議 ≥ 12 歲的青
少年及成人持續 COVID-19 疫苗的施
打。 

一篇在 2021 年 7 月發表在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的研究探討了 
12~18 歲青少年施打 Pfizer-BioNTech 
BNT162b2 疫苗之後，發生 (可能) 
心肌心包膜炎之臨床病程與疾病預

後。此研究設計是橫斷研究 (Cross-
sectional study)，收錄了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20 日之間在 8 個美國醫
學中心，25 位年齡介於 12~18 歲之
間的青少年，在施打 Pfizer-BioNTech 
疫苗後被診斷可能發生心肌心包膜炎

的情形，而診斷是根據美國疾病管制

與預防中心的診斷標準。在這份研究

中回溯收集了以下的資料：人口統

計資料，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

狀病毒 2 型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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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偵測與血清試驗、實驗室檢查結

果、影像檢查結果、治療以及症狀緩

解的時間。

大部分的個案 (88%) 發生在接
種第二劑之後，而胸痛 (100%) 是最
常見的症狀。患者平均就醫時間是

在施打疫苗後的兩天 (值域，< 1~20 
天)。全部的青少年抽血檢查都有心
肌旋轉蛋白 (Troponin) 增加的情形。
心電圖的異常發現並不常見，而大

約 92% 的青少年在症狀發現時心臟
功能檢查結果是正常的。有 16 位患
者 (64%) 接受了心臟核磁共振檢查，
其中有 15 位 (94%) 延遲顯影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的情形，這
與心肌心包膜炎的診斷是一致的，而

檢查結果顯示了儘管心電圖並沒有異

常發現，還是可在核磁共振檢查中發

現心肌發炎的證據。大部分的患者使

用 Ibuprofen 或同等效果的非類固醇
抗發炎藥物做為症狀緩解治療。而有

一位病人在使用 Ibuprofen 或非類固
醇抗發炎藥物之後，接受了口服類固

醇治療；有兩位病人接受了靜脈注射

免疫球蛋白治療，全部的病人皆在七

天之內症狀得到緩解。此研究中的數

據指出了接種完 mRNA COVID-19 疫
苗所產生與心肌心包膜炎相關的症狀

是相對輕微且暫時性的。

另外一篇 2021 年 8 月發布在 
Circulation 期刊的研究則表示，根據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資料估

計，年齡介於 12 到 39 歲之間且施打
第二劑 mRNA 疫苗發生心肌炎/心包

膜炎的比率是約百萬分之 12.6。而 
12~17 歲青少年接種第一劑後男性的
比例約百萬分之 9.8，女性為百萬分
之 1.1；接種第二劑後男性的比例上
升至百萬分之 66.7，女性為百萬分之 
9.1。在個案當中，心肌炎患者常以
胸痛表現，通常是在施打第二劑疫苗

後的 2~3 天發生，心肌旋轉蛋白也有
升高的情形。最常見的心電圖異常是 
ST 段上升，而心臟核磁共振檢查結
果則與心肌炎的診斷一致。但這些個

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這些表現是由急性 
COVID-19 感染或是其他病毒感染所
造成。 

其中一位個案的心肌病變精準

檢測套組是陰性的，但自體免疫抗體

對抗特定的自體抗原和自然殺手細胞

是增加的。目前關於接種疫苗之後發

生心肌炎的機轉尚不清楚，推測可

能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2 型 (SARS-CoV-2) 之棘蛋白 (spike 
protein) 與自體抗原的分子相似，在
某些特定的個體中觸發了免疫路徑失

調，對於 mRNA 的免疫反應以及免
疫路徑活化，細胞激素表現失調等可

能的原因。男性族群較常發生心肌炎

的原因目前還是未知，但一些可能的

解釋包括了性荷爾蒙的不同對於心肌

炎的免疫反應的不同，以及或許對於

女性的心臟疾病未能做出全面性的診

斷。大多數心肌心包膜炎的病人無論

有無接受治療，症狀皆會得到緩解

以及診斷因子與影像學上的改善。

COVID-19 疫苗施打的利益及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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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需衡量當時疫情狀況、各個年齡和

性別族群染病、因疾病住院、入住加

護病房或死亡的機會，而做政策的決

定。

【譯者評】目前青少年施打 
mRNA COVID-19 疫苗後發生心肌心
包膜炎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待後續更

多的研究釐清 mRNA COVID-19 疫苗
接種與心肌炎之相關性。根據數據顯

示心肌心包膜炎的嚴重度整體來說相

對較不嚴重，大部分病人未接受治療

也可以得到緩解及改善，但是此併發

症在施打第二劑後的男性青少年發生

率顯著的上升，依然會帶來民眾擔心

與焦慮。施打前仍需謹慎評估疫苗所

帶來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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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維菌素的科學與謊言

【馬偕兒童醫院  施秉翊/黃瑽寧  摘評】

自從 2020 年 6 月抗寄生蟲藥伊
維菌素 (Ivermectin) 在細胞實驗中，
被證明具有體外對抗 SARS-CoV-2 
病毒的作用[1]。之後，全球各地註
冊了大約 86 項臨床試驗，想證實伊
維菌素對治療 COVID-19 的效果。
2020 年底開始，一些統合分析 (meta-
analysis) 報告，宣稱伊維菌素對存活
率、住院、臨床恢復和病毒清除有效

[2,3]。在 2020 年 11 月時，Hill 等人
於 Research Square 學術著作預印本
網站，發表了一篇統合分析，宣稱伊

維菌素可顯著改善 56% 存活率[4]，
有利於臨床恢復，並減少住院治療。

這些統合分析製造出樂觀的結

果，讓社會大眾對使用伊維菌素治

療或預防 COVID-19 疾病產生高度興
趣，但 WHO 到目前為止，仍只建議
在臨床試驗中使用此藥。

很多人會誤以為統合分析結果

即是拍版定案，乃學術金字塔最高等

級的金科玉律，但其實並非如此。

一篇統合分析所得出的數據，關乎

於原始引用之臨床研究的品質與完

整性。在統合分析的最高殿堂考科

藍 (Cochrane) 網站強調，並不是每個
隨機研究都是好研究，研究者可利用

考科藍所提供的 RoB2 工具 (version 
2 of the Cochrane risk-of-bias tool for 
randomized trials)，將所謂隨機研
究歸類為「高偏倚風險 (high risk of 
bias)」或「低偏倚風險 (low risk of 
bias)」。當統合分析所引用的原始臨
床研究皆屬於高偏倚風險時，這樣的

統合分析就可能誤導結果。

舉例來說，在伊朗執行的 Niaee 
等人所報告的伊維菌素研究中[5]，
雖然看似隨機給藥，但治療與不治

療兩組在基準特性上，就有肉眼可見

的顯著差異，證明參與者其實並沒

有被適當地隨機分配，進而使結果偏

倚化。另外來自土耳其的 Okumus 等
人的一項研究[6]，甚至連隨機分配
的方式都沒提供給讀者，對參與者或

研究人員是單盲或是雙盲都不得而

知，也難逃觀察者偏差 (observation 
bias)。最後，來自伊拉克的 Hashim 
等人的研究[7]，同樣沒有提供隨機
分配過程之細節，這些皆屬於高偏倚

風險研究，不應納入統合分析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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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甚至有少數的研究，日

後被確定有潛在的學術倫理問題而

被下架。例如， 2021 年 7 月 15 日來
自埃及 Elgazzar 等人的一項研究，被 
Research Square 學術預印本網站撤
下，原因是「違反道德倫理」[8]。
據報導，該研究大約 79 名參與者的
數據其實是重複的，有些甚至在試驗

開始之前即已經死亡，並且在正文中

還發現抄襲的內容。同樣，Raad 等
人在黎巴嫩進行的一項研究，也於 
2021 年 9 月份進一步分析患者資料
時，發現有多個參與者的數據重複

[9]。然而在發現這些學術倫理問題
之前，Elgazzar 和 Raad 的研究，早
已被多篇統合分析納入，並正面宣稱

伊維菌素對 COVID-19 的治療效果，
包括本文第一段所引述 Hill 等人的
統合分析。若不剔除這些高偏倚的

論文，Raad 的研究可貢獻伊維菌素 
11.8% 的住院預防效果，而 Elgazzar 
的研究則可貢獻 12.6% 的存活率，與
剔除後的數據差別甚鉅。

由這些實例可證明，支持使用伊

維菌素治療 COVID-19 的研究數據，
並非皆可信任的。在這些具有學術倫

理問題的研究曝光後，Hill 等人撤回
了原始發表的統合分析，並於 2021
年 7 月刊登了新的統合分析結果。作
者透過搜尋八個醫學資料庫，選出

評估伊維菌素治療 COVID-19 的臨床
試驗，並從善如流使用 Cochrane 偏
倚風險工具 (RoB 2) 和 CONSORT，
剔除不適用的論文。三個篩選步驟

包括：一、使用卡方檢定比較各個治

療組的基礎特性，並以此為根據來評

估隨機分配過程的有效性。二、檢查

隨機分配日期，以確保患者在相近的

日期被隨機分配到各治療組。三、評

估每個研究中心的治療組招募是否平

衡。此外，若作者有提供患者個別的

數據，必須進一步檢查是否存在重複

參與者，檢查異常的雷同資料，或無

法理解的偏差數據。經過上述審核步

驟後，再針對不同偏差風險的臨床試

驗，重新進行了統合分析。

結果顯示，從存活率結果來看，

12 項研究共 2,628 名參與者，包括 4 
項低偏倚的好研究，4 項存在一些瑕
疵的研究，3 項高偏倚風險的研究，
以及 1 項有學術倫理問題的研究。
若將所有 12 項研究不分青紅皂白的
納入統合分析，伊維菌素治療竟可

讓存活率顯著增加 51% (p = 0.01)。
但是，當排除可能存在倫理問題的 
Elgazzar 研究後，伊維菌素對生存率
的提高效果僅剩 38% (p = 0.05)，若
繼續排除高風險偏差的研究後，伊維

菌素治療對存活率則無顯著差異 (提
高 10%，p = 0.66)。最後，排除有瑕
疵的一項研究後，伊維菌素對存活率

仍無幫助 (增加 提高 4%，p = 0.90)。
這證明伊維菌素對於存活率提升的錯

誤印象，其實是建立在具有高偏倚風

險或違反學術倫理的研究上。

我們都可以理解，與 COVID-19 
治療相關的臨床試驗，必須面臨

許多困難的挑戰。為了快速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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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全世界針對潛在可能有
效的治療藥物，進行了非常多小規

模研究，但這些研究不見得會公諸

於世。舉例來說，在巴西進行的一

項 600 名參與者的 Nitazoxanide 藥物
臨床試驗，早已於 2020 年 10 月完
成，卻尚未公布任何研究結果，或許

因為效果不顯著，而就懶得發表了。

這就是所謂出版性偏差 (publication 
bias)，當資料庫只有正面結果的研究
被發表，同樣也會影響統合分析的可

信度。另外，非隨機試驗也可能被過

度解讀，例如在一項非隨機回溯式世

代研究中，瑞德西韋藥物被證明能恢

復臨床症狀的改善，並讓死亡風險降

低 62%。然而，在世衛組織的隨機
安慰劑對照試驗 (SOLIDARITY trial) 
中，瑞德西韋治療對死亡率而言，幾

乎看不出任何幫助。總結來說，任何

來自少數研究的初步報告，即便看似

充滿希望，也都需要謹慎解釋，並

在日後更多的證據中，進一步找到真

相。

Hill 等人的前後兩次分析結果
[10]，印證了在引用 COVID-19 藥物
臨床試驗時，需要先進行嚴格的品質

評估。事實上，即便以現有的偏倚風

險評估工具來篩選論文，依然是不足

夠嚴謹的，因為這些工具只能識別試

驗的研究方法是否偏差，但這基礎也

是建立在對研究者的信任，至少相信

個別數據是真實的，並且沒有故意隱

藏任何信息。事實上，既然有這麼多

學術倫理瑕疵的論文被抓包，未來作

者在論文發表時，必須提供個別患者

的數據資料，可能會成為基本條件。

若作者未能提供個別數據，則讀者應

對該研究的可信度抱持著較高的懷

疑。此外，所有註冊的臨床試驗，都

應該強制報告它們的發現，不論結果

是有效或無效。這些都是伊維菌素與 
COVID-19 的風暴中，我們所學習到
的功課。

【譯者評】先前有許多研究顯

伊維菌素在預防和治療 COVID-19 上
有其效果，但經過再次分析後，伊維

菌素對生存的顯著影響，其實是來自

於納入品質不佳的研究所造成的偏

差。未來在撰寫統合分析研究時，應

遵循嚴格篩選步驟與分析，才能進而

得出正確的結果。而身為讀者，則必

須有判斷一份研究品質好壞的能力，

這對於促進任何臨床治療的準確結

論，乃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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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病毒肆虐．疫起守護家園

陳穎珊1　蔡淑妙1　葉惠慈1　羅志賢2

馬偕紀念醫院　1護理部　2重症醫學科

下達軍令．全員備戰

2019 年 12 月於中國武漢爆發新
冠肺炎疫情後，2020 年 3 月起歐美
各國急速疫情蔓延，世界衛生組織也

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正式宣布全球大
流行，由於疫情嚴峻，病毒也悄然於

本國侵略，疾病管制署也認定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本院醫護人員在因應衛福部與院方政

策之下，旋即成立了抗疫防護組織與

專案，針對新冠病毒感控動線規劃、

在職教育訓練、疾病隔離治療、防護

穿脫演練、環境標準清消、分艙分流

照護、應變演練計畫以及照護標準等

設定等向度，展開一系列縝密的規劃

與防範。

成立專案．安定軍心

面對這前所未見的病毒，醫護

人員不能倒下，我們單位成立防護專

案小組，由護理主管、專責醫生領

軍，護理組長、小組長輔助，分組

帶領同仁日以繼夜的演練、指導、再

修正，我們製作防護愛心包，縮短

同仁穿脫備物的時間、我們製作新型

冠狀病毒防疫手冊，將眾多防疫相關

訊息造冊整理，專人定時更新，以利

同仁查閱、製作臨床照護秘笈，將多

次臨床重症經驗統整與分享，於交接

班進行討論及共識、也藉由院內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網站，能及時掌

握時勢並與時俱進的吸收照護知識，

運用所學知能，結合以全人為中心的

理念，進而拓展至臨床實務。照護疑

似或確診個案的護理師們，因需要長

時間穿戴防護裝備，皮膚造成壓傷、

悶熱、飢餓、身體不適等症狀，卻依

然堅守崗位，甚至因擔心自己若不幸

受到感染，將病原帶回家中影響摯愛

的家人，不敢返家選擇暫時外宿，護

理師們防疫抗戰的勇氣、使命感與責

任感，持續展現專業自信度與從容

度，令人相當敬佩。本單位原為心臟

加護病房，一夕之間改為防疫專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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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房，教育訓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任務，護理師們的心情錯縱複雜，需

要克服對疾病未知的恐懼、需要改變

原有常規的照護模式、需要面對全新

的負壓隔離室、需要擔心感染的風險

與病人病況的瞬間改變，正負向情緒

夾雜的壓力，我們透過互助、互信、

互賴，努力撐過來了！此時，護理部

似是沒有黑夜的永晝，使命激勵我們

成長，長出堅強無畏的力量，專案訓

練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醫護人員的

防護流程正確性與概念大弧度提升，

我們面對病毒於照護上，亦加責無旁

貸、展現專業度，醫護團結並且能迅

速發現問題所在，予以排除錯誤、解

決問題，使病人處於安全周到且專業

的治療環境。

護病同心．其利斷金

然而，照護訓練的執行程度與疫

情擴大的速度持續進展，抗疫期間，

起初團隊的擔心與不確定感，經過多

次感控專家親臨指導、雙向溝通與共

識後，我們越來越熟稔，初次尚不熟

悉防護流程，以致穿脫防護衣相當耗

時，頻繁出入病室，無形中增加了醫

護人員感染的風險；同時我們看見了

病人受病的不安與無助、家屬來回詢

問病情的焦慮，深深感受到生命無

常，變動不斷，醫護人員是疫情防治

的重要骨幹，於臨床奮不顧身全力遏

止疫情擴散，於臨床我們主動向病人

自我介紹、環境介紹、告知身上管路

重要性及提供護師鈴，以降低不安與

焦慮；醫護團隊以淺顯易懂的詞句，

主動提供各項病情說明；跨團隊展現

善意的同理與關懷，聆聽病人及家屬

的憂慮；我們也善用電子產品，幫助

病人視訊一解思念之苦；我們也在穿

著安全裝備下，陪伴病人下床執行呼

吸復健運動，看到我們照護的病人，

在照護 152 天後，健康轉至呼吸照護
中心，內心的激勵與鼓舞是欣喜，更

激勵我們是照護 121 天新冠肺炎病人
裝置葉克膜的經驗，醫護人員同心救

治、協助病人床上運動、維持基本清

潔沐浴、複雜管路與儀器的照護，病

人時常意識清楚跟我們點點頭及一抹

微笑，我們更藉由院牧與社服的力

量，陪伴家屬一同竭誠地祈福，願人

們能安然度過這場「難」，「難」終

將逝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霎時，

家屬的心情平緩不少，泣著淚，與我

們道謝，其實，真正得到勇氣與撫慰

的人，是我們~站在第一線抗疫的白
衣戰士們。

跨科合作．展現韌力

醫護人員願意主動積極參與防疫

工作，最重要的後盾來自醫院多面向

資源供應、護理主管的支持及後援、

超前部署的教育訓練及專業技能與素

養的培育，更實質來自於獎勵金及社

會支持等，都是激發我們正向情緒及

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我們是最接近

死亡的白衣戰士，充滿韌性，給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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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限希望；同時也是力造重生的一

介凡人，懷抱柔軟；陪伴病人度過苦

痛，在抗疫期間，我們展現合作的氣

度與默契，共同常保感恩之心與互助

之情，感恩之心，乃是良藥，治癒的

不單是患者的身，更是我們醫護者的

心，期待，我們戰勝病毒、穩住健

康、平安喜樂，最後，我要誠摯感謝

醫護人員的家眷，因為您們無私的奉

獻與支援，讓我們可以勇敢、無後顧

之憂的抗戰，您們是勇士們背後偉大

的後援部隊，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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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下終究要面對 
長照照護上未知變數

黃慶玉1,2　林郁翔3

1臺北市私立宜恩住宿長照機構 
2臺北市私立大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3臺北市私立仁泰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COVID-19 疫情下終究要面長照
照護上未知變數

本機構在臺北總共有兩家老福

機構及一處設立中之新住宿機構。

COVID-19 疫情在 5 月 15 日大爆
發，身為長照服務的一員，熟知長照

機構感控流程以及台北市床位不足的

情形。知道只要長照機構發生染疫狀

況，並非一般防疫旅館可以協助。恰

巧，我們正好通過台北第一家私立住

宿長照機構籌設許可，因此主動聯繫

社會局、衛生局告知有需要本機構協

助防疫或者需備援場地的話，我們可

以盡力配合。

首要面對的是員工的不安，即

便已經是解除隔離出院長輩，但面對

未知的傳染病大家難免會害怕。我們

先在內部招開員工會議，告知員工目

前我們有足夠的人力、場地及設備，

希望徵求願意打仗的夥伴。在跟員工

說明後，有數名夥伴也主動報名。甚

至有多位護理人員及照服員報名市府

支援備援人力計畫。每一個人充滿熱

血，像是要幹一番大事一樣的心情。

隨即我們開始訂購相關防疫物資，包

含手套、口罩、面罩、隔離衣⋯等物

資，並開始盤點新機構空間，請工務

加速新機構施工。同時在主管單位徵

詢下告知願意當長照機構備援場地，

這一切就在剛拿到籌設許可的 15 天
之後。新機構也在未拿到裝修許可前

先行趕工，為了就是在疫情期間趕出

足夠空間提供作備援場地。心路歷程

如下：

真正契機的開始是 5 月 24 日信義區
機構染疫

5 月 26 日社會局盤點資源並告
知可能需要調派人力。我們也立即告

59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第三十二卷一期

讀者園地



知員工此事。同時針對現有機構跟新

機構開始檢視防疫流程及資源。

6 月 17 日士林長照機構染疫，
衛生局詢問是否可協助立即接收隔離 
30 位住民，但當時新機構僅完成隔
間。因此告知至少需再一週時間才能

完成基本收住設施。當晚，衛生局致

電希望我們調派護理師跟照服員協助

安置隔離者，我們也提供兩位護理人

員三位照服員名單。

6 月 17 日我們既有機構也收住
一名染疫解隔離長者。在台北爆發機

構染疫後，機構面臨隔離、清消、復

業等漫長時間。因應染疫長者在機構

未復業前無處可去，我們在原機構清

出數間隔離房，也在事先進行多次隔

離衣穿脫，感控流程演練。並添加遠

端監控設備如感知床墊、遠端體溫監

控設施。為了就是可以協助染疫長輩

安置。

7 月 8 日我們僅花了一個半月的
時間，完成新機構最基本收治硬體設

施以及設備。但因為尚未拿到裝修許

可，因此主管單位也不敢貿然使用，

僅持續催促本機構儘速拿到消建安資

料。

7 月 14 日，社會局安置第二位 
COVID-19 染疫出院長者，有了收住
第一位長者的經驗，當社會局承辦詢

問，大園最快何時可以收住第二位？

我們只回答，隨時，我們已經準備好

了。

7 月 27 日士林另一家長照機構
染疫，社會局請本機構協助調派人力

並外借場地作隔離場所，本機構於晚

上八點調派人力前往協助整理場地，

但最終全數住民移往醫院隔離。

8 月 9 日士林長照機構隔離完
成，未染疫住民即將可解除隔離，但

原機構尚未復歸。社會局再次詢問新

機構是否完成申請，但在流程尚未完

成下，社會局再次協調公辦民營場地

並請本機構調派人力進駐作為暫時安

置場地。最終因疫情緩解，聯合醫院

有較多資源下，解除隔離長輩則由醫

院協助照顧。

持續專業的需求、幸福的陪伴是

長照人的期望

本機構在疫情嚴峻，且無報酬情

況下，願意協助安置染疫解隔離者，

其實經過很多思考。在全台北疫情嚴

峻的時候，我們願意嘗試不可能的任

務。因為除了要面對世紀傳染病，還

須考量家屬的恐懼，員工的安危。我

們也藉由強化機構設備，落實隔離及

遵守感控流程，還有經歷無數次的演

練而完成了任務。雖然，我們新的宜

恩住宿長照機構，因工程審查不及，

未能趕上此次戰疫；但原有的大園及

仁泰老福機構，以及全體工作伙伴，

均共同參與了此次防疫工作，未來，

本機構仍會盡力扮演疫情中支撐抗疫

的無名小螺絲釘，以現有資源協助抗

疫。如再有任何需要，我們依然願意

挺身而出，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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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手札，心情回顧， 
安寧病房陪病者確診事件經驗分享

李怡頡1　盧進德1,2

羅東博愛醫院　1內科部感染科　2院長室

COVID-19 疫情已悄悄來到蘭陽
敲門了

2019 年 12 月 COVID-19 自中國
武漢地區爆發以來，疫情擴散至全世

界，造成了人類生活及醫療型態莫大

的影響。2020 年初在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的超前部屬下，從內而外，阻絕

疫情於邊境，精準社區公共衛生疫

調，確實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匡列，

TOCC 健保卡讀卡資訊警示，提升醫
院防疫及感染管制措施，開發口罩預

約系統及後勤支援，及擴展核酸檢測

量能等，我們台灣平安渡過了好幾波

疫情的挑戰，在 2020 年獲得舉世注
目的防疫成果。

然而在 2021 年，從部桃醫院群
聚感染，航空機師群聚事件，疫情

開始聞到了不尋常的味道。5 月母親
節過後，5 月 11 日萬華茶藝館，蘆

洲獅子會，及羅東遊藝場爆發群聚感

染，展開了台灣地區規模最大流行疫

情，也讓身在羅東地區的我們，瞬間

提高了防疫警戒及加強了院內防疫感

染管制措施。5 月 15 日週六傍晚，
感染管制組群組簡訊傳來：「5 月 13 
日急診通報一名病人 COVID-19 陽
性，是安寧病房陪病家屬。」心裡驚

呼：「COVID-19 已經來敲門了。」
一邊回著訊息一邊整裝回醫院調查和

瞭解狀況。

啟動緊急應變措施，順應往前

經過疫情調查瞭解，感染者 5 月 
6 日早上曾去遊藝場 30 分鐘，返回
安寧病房陪病，5 月 7 日喉嚨分泌物
增加，身體痠痛，5 月 7 日安寧病房
病人過世，感染者離開病房，5 月 13 
日來院急診就診，5 月 15 日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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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衛生局疾管科連絡後，需匡列 5 月 
3 日至 5 月 7 日在醫院內的接觸者。
院長隨即在週六當晚動員相關主管及

行政人員，召開防疫緊急會議，決議

防疫措施如下：

1. 匡列安寧病房醫事人員接觸
者，居家隔離  30 人及風險對象  7 
人，共 37 人。

(1) 安排接觸者至急診採檢。
(2)  安排接觸者居家隔離的住

所。

2. 安寧病房病人列為風險對象，
共 10 床，全數移至同一棟大樓的防
疫專責病房。

3. 安寧病房關閉，環境清潔消
毒。

當週剛好輪值感染科會診的我，

於晚上八點，與護理部督導一起到安

寧病房，一個一個的向病人及家屬解

釋轉床的原因和後續的檢疫流程，晚

上十點，總共 10 床病人及陪病家屬
順利轉入防疫專責病房。並於隔天週

日早上八點到防疫病房巡視病人狀

況，採檢工作及後續醫療照顧上，發

現了安寧病人特有的矛盾與困難，如

下：

1. 身心靈照顧矛盾：安寧病人需
要跨團隊人員長時間的陪伴與關懷，

與防疫病房隔離照顧，減少接觸的大

原則相反。所幸有賴後續內科部醫師

人力支援及護理部照顧流程改善，才

順利解決了照護上的困難。

2. 善終及遺體處置困難：安寧病
人一旦有疑似症狀採檢，就變成了疑

似個案，當時 PCR 宜蘭縣內無法自
行執行，等待外送 PCR 報告結果需
要 2~3 天，常常遇到安寧病人往生而 
PCR 檢驗尚未確認，依據法定傳染
病防治法，遺體處置需要裝置雙層屍

袋且盡速火化或深埋。然而縣內殯葬

業擔心及害怕處理法傳遺體，希望等

待 PCR 報告陰性後再以正常方式處
置遺體，因此導致遺體於醫院太平間

停滯長達 48~72 小時不等。所幸衛生
局與縣內殯葬業溝通，及疾管署指示

由病人主治醫師判定，對於臨終或已

往生病人，依據病情疑似程度，可以 
1 採陰性即可以解除隔離，得以順利
解決善終及遺體處置的困境。

後續的檢疫流程，5 月 8 日後入
住安寧病房的病人，為較低的感染風

險，於 5 月 18 日快篩陰性後，轉至
一般病房。5 月 3 日至 5 月 7 日間，
於安寧病房住院的病人，有較高的感

染風險，於 5 月 21 日快篩檢驗陰性
後解除檢疫，5 月 22 日轉出至一般
病房。事件發生 10 天後，5 月 25 日
安寧病房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

的全體醫事人員，PCR 採檢均為陰
性，回院恢復正常上班工作，本次安

寧病房陪病者確診事件，透過即時的

醫院感染管制應變，有驚無險的圓滿

落幕。

62

感染控制雜誌



編  者  的  話
2 0 1 9  年  1 2  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震驚發現了首例 

COVID-19 病例，同時 2020 年 3 月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肺炎 

COVID-19 為定位為「全球大流行」。從 2019 到 2022 年面對

三年疫情持續不斷肆虐及病毒超級變異，相信這已是一場人類

瘟疫大肆虐的生物交戰。當然感染管制工作無可避免不僅在我

們平時生活上，在醫院防疫、長期照護更面臨重要的角色。

本期內容共原著一篇、綜論一篇、專欄二篇、國內外新知

兩篇及讀者園地三篇，內容可謂相當豐富與精彩。在原著部

份，我們知道愛滋病毒感染在年齡層上已逐漸降低，面臨這樣

的難題有研究指出教育計劃確實可以有效減少青少年危險行

為，而本研究正是探討提供青少年對愛滋疾病的認知、態度和

行為來改善減少 HIV 發生，可提供在學校愛滋疾病教學方向

的參考。

第一篇綜論為精神科急性病房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感染管

制作為，說明精神科病人在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下，病房單位

如何以領導管理來規劃防疫作為以避免群聚發生。在專欄部

份，因為我們知道有關研發 COVID-19 治療藥物、疫苗在任何

一個新興傳染病是非常重要的利器。而本篇為透過新冠病毒感

染敘利亞倉鼠之病毒複製病理變化與細胞激素反應研究，在

診斷治療上真的是非常值得拜讀的一篇文章。特稿部份則是

由多位專家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線上致病性黴菌研討會 (2021 

Symposium of Medical Mycology) 紀實。透過作者的整理，讀

者可以懶人包方式快速流覽宛如現場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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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則是呼應目前最重要新冠疫苗的普及推行，然

而在青少年究竟打與不打 (主要是受心肌心包膜炎影響)，群眾

心理上一直有著某種層度的疑慮。因此透過最新的青少年施打 

mRNA COVID-19 疫苗與心肌心包膜炎認識，想必能為讀者稍

解疑惑。而另一篇新知說明伊維菌素在預防和治療 COVID 19 

上有其效果，但也告知讀者，對於促進任何臨床治療的準確結

論，必須有判斷一份研究品質好壞的能力乃至關重要。最後讀

者園地部份，從醫院的緊急隔離、治療到長照的照護與安寧

照護，相信對抗 COVID-19 病毒肆虐、一起守護家園已是我們

醫療人員一肩擔負起的重要使命，但終究 COVID-19 病人也會

到原來的社區及機構生活。因此，我們特邀相關醫療人員來心

路回顧分享 COVID-19 疫情期間長照機構收治新冠肺炎住民心

路、安寧病房陪病者確診事件經驗分享，是值得大家閱覽的小

品集。

相信本期一系列的內容必帶給讀者無論是臨床實務上重要

助益，也一起溫暖回顧 COVID-19 疫情期間大家的點點滴滴。

再一次感謝此期所有作者提供寶貴的資料與經驗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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