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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手術部位感染與皮膚微生物群相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洪元斌/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病科柯文謙 摘評】

美國每年約有一千六百萬手術進
行，約 1%~5% 病人會發生手術部位
感染，會延長約 7 天住院天數且增加
3,000~29,000 美元花費。避免手術部
位感染變成一個重要議題，作者希望
藉文獻回顧探討減少皮膚微生物菌叢
是否能避免手術部位感染[1]。
人類皮膚有許多微生物群相
(microbiome) 存在，已知一些微生物
可造成疾病，但同樣微生物在他人只
是移生而未造成疾病。皮膚微生物群
相與手術部位感染關聯性，因而衍生
許多有趣問題，包括手術部位感染微
生物從哪裡來？造成手術部位感染微
生物在手術前是否就位在切開部位？
這些皮膚微生物群相是否為手術部位
感染原因？如果能控制這些微生物群
相，是否能減少手術感染？
如何選用消毒液有效殺菌，
減少手術部位感染，作者舉例比
較含碘消毒液 (povidone-iodine
antisepsis regimen) 和含氯己定消
毒液 (chlorhexidine-alcohol skin
preparation regimen) 重要研究。2010
年 Darouiche 等人使用兩種不同皮膚

消毒方式，減少手術部位感染：針對
6 家醫院 849 位手術病人隨機接受含
碘消毒液 (當時的標準消毒方式) 及
含氯己定消毒液，發現手術後 30 天
內接受含碘消毒液病人，16.1% 發生
手術部位感染，而接受含氯己定消毒
液 9.5%，即採用含氯己定消毒液，
更有效殺掉皮膚微生物，可減少 40%
手術感染。另 1,147 個接受剖腹產病
人，接受氯己定消毒液病人相較於接
受含碘消毒液病人，發生手術部位感
染相對危險率 (relative risk) 是 0.55，
降低 45% 手術部位感染率。以上研
究都發現不同消毒液能成功降低手術
部位感染，代表手術部位微生物菌相
跟手術部位感染是息息相關。因此手
術部位消毒重要性，再由以下研究證
實。Gravett 等人前瞻性研究針對撕
裂傷需傷口縫合的 500 位病人隨機分
組，一組以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但未
刷傷口，另一組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
60 秒，並以 1% 含碘消毒液洗刷傷
口；追蹤發現 201 位以 1% 含碘消毒
液洗刷傷口病人，僅 11 (5.4%) 位發
生感染，另 194 位未刷傷口病人，30

感染控制雜誌

269
(15.5%) 位發生傷口感染 (P < .01)，
增加消毒液刷傷口能降低約三分之二
感染機會。2010 年 Bode 等人在鼻腔
手術前用莫匹羅星 (mupirocin) 藥膏
和氯己定肥皂清洗，有清洗病人發生
金黃色葡萄球菌深層手術部位感染，
相對危險降到 0.21。Mullen 等人針
對 673 位接受脊椎手術病人，術前接
受鼻腔清潔消毒病人，手術團隊也被
鼓勵接受鼻腔清潔消毒 (71%~94% 完
成)，對比 400 位接受手術但無其他
措施病人，手術部位金黃色葡萄球菌
感染率每百位發生 1.76 件感染降到
0.33 件感染，手術部位金黃色葡萄球
菌感染率有 81% 下降，整體感染率
73% 降幅。
相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痤瘡
丙酸桿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為厭氧桿菌，喜歡存於上背部或前
胸上半部，尤其皮脂腺分布旺盛部
位，可預期的是靠近上背或前胸上半
部手術，如肩膀手術，有痤瘡丙酸
桿菌感染機會。Sethi 等人研究 57 位
關節鏡手術病人，10.5% 消毒後劃刀
前皮膚培養出痤瘡丙酸桿菌，關傷
口時 31.9% 培養出這細菌。整體而
言 56% 病人至少一次皮膚培養出痤
瘡丙酸桿菌，但都未造成感染。痤
瘡丙酸桿菌常存於皮脂腺中，氯己
定消毒液無法深入清除它；但過氧
化苯 (benzoyl peroxide) 能深入皮脂
腺，常用於治療痤瘡。Sabetta 等人
研究塗擦過氧化苯能否減少肩關節手
術痤瘡丙酸桿菌培養率，5% 過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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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溶劑在肩關節手術在肩關節手術前
兩天每天塗抹兩次及手術當天早上
塗抹一次，共塗抹 5 次，皮膚消毒前
僅 16% 培養出痤瘡丙酸桿菌，低於
未塗抹藥劑另側三頭肌 32% 有痤瘡
丙酸桿菌 (P = 0.0001)。後續繼續以
氯己定消毒劑消毒，痤瘡丙酸桿菌培
養率降到 6.25%。近上背部皮膚脊椎
手術也是發生痤瘡丙酸桿菌感染部
位，Sampedro 等人將 112 位脊椎手
術病人中，22 位手術部位感染個案
脊椎植入物作培養，56% 組織培養及
45% 組織液培養中發現痤瘡丙酸桿
菌。Shiono 等對 80 位脊椎側彎接受
脊椎矯正手術病人，發現 15 個手術
檢體長出痤瘡丙酸桿菌；另 9 個檢體
培養出丙酸桿菌屬其他細菌。研究結
果意味著劃刀部位細菌，會造成手術
部位感染，這些細菌經皮膚消毒步驟
後劃刀前，持續存在。
另一個手術部位菌叢跟感染相
關性較多研究的皮膚葡萄球菌，尤其
是心臟手術和人工關節術後感染。
Tarmmelin 等人進行 65 位成年接受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常見表皮
菌耐甲氧西林抗藥性表皮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MRSE) 傷口感染路徑前
瞻性研究；發現胸骨處養出 MRSE
病人，傷口處有更高機會養出 MRSE
(相對危險性，2.4)。電泳分析可發現
兩處的 MRSE 有親緣關係，但空氣
或手術人員雙手 MRSE 培養率，則
跟傷口培養率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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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支持控制微生物群相，
能減低手術部位感染發生率，最佳指
標即上胸部和上背部處的痤瘡丙酸桿
菌，與肩膀或上脊椎手術傷口培養率
的關係。表皮葡萄球菌與開心手術關
聯性，也是另一個支持證據。所以開
刀前做有效消毒減少微生物群相，可
能減少手術部位感染。
【譯者評】手術部位感染是感
染管制重要議題，台灣院內感染監視
資訊系統監測報告中，歷年加護病房
常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前幾名，分別
為泌尿道感染，血流感染，肺炎及手
術部位感染。目前感染管制界在手術
部位或傷口相關感染，都有預防措施
與監測規範。2016 年起台灣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承辦台
灣疾病管制署為期三年之「推動組合
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
究計畫」，組合式照護模式，執行手
術前、中、後期介入措施，包括預防
性抗生素使用、血糖控制、維持正常
體溫、皮膚準備、與傷口照護，期能
改善醫院手術部位感染[2]。這計畫
不只包含本文所提手術消毒，更透過
組合式照顧做全面性手術感染預防。
本文所提預防手術感染研究，
重點是常見傷口細菌的防治，如
金黃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和痤瘡丙酸桿菌。在台灣 TNIS 及
TCPI 的監測資料顯現，2013 年至
2016 年醫學中心住院病人手術部位
感染率約 0.5%，常見感染部位 (感

染率) 為膝關節/髖關節置換術部位
(0.3~0.5%)、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部位
感染 (1.7~2.4%)、和大腸直腸手術部
位感染 (1.5~3.3%)。手術部位感染
菌株主要為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和 Escherichia coli [2,3]。這些菌株
差異，可能與 TNIS 及 TCPI 監測資
料，收錄醫學中心重症個案資料；本
文引用文章，是相對輕症病人，未探
討院內感染之革蘭氏陰性桿菌，如綠
膿桿菌等等；另研究手術對象多是無
潛在疾病病人。隨人口老化接受手術
患者有老齡化趨勢加上多種慢性共
病，1997 到 2012 年台灣健保資料庫
研究，也發現男性病人、住院天數
長、低收入或潛在疾病，如肺結核、
糖尿病或愛滋病等，更有機會在骨頭
移植後發生手術部位感染[4]。
本篇舉出多個手術傷口含氯己
定消毒優於含碘消毒液的研究報告，
不過反向研究結果未被探討。Peel 等
人比較 390 位氯己定消毒及 390 位碘
消毒髖關節或膝關節開刀病人，發現
含氯己定消毒病人術後感染率 (3.1%)
高於碘消毒液病人 (1.0%) (相對危險
率 3.06; 95% 信賴區間 1.26~7.46; P =
0.014) [5]。另 Ghobrial 等人對兩年期
間 6,959 位神經外科手術病人研究，
氯己定消毒病人 (0.954%, 36/3,774)
或碘消毒病人 (1.036%, 33/3,185)，手
術部位感染率無明顯差異 (P = 0.728)
[6]。這兩篇皆是近兩年大規模研
究，發現含氯己定消毒液優勢不再。
隨著手術技巧或感染管制作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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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消毒液重要性逐漸減少，確實執
行手術組合式照護措施更形重要，仍
需後續研究證明。
總結來說，此篇作者對手術感染
議題做文獻研究，參考文獻多為十幾
年前一般病人研究。目前臺灣對一般
手術感染防制定組合式照護，隨人口
老化及潛在疾病增加，對手術感染高
危險群是否須採不同防治措施，值得
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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