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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雜誌

前　言

鑒於多重抗藥性微生物感染的問

題日趨嚴重，除了抗生素治療的選擇

性減少，伴隨而來的感染、死亡、住

院天數及醫療費用增加，使相關防治

的議題也日益受到重視。其中主動監

測培養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ASCs) 常被應用於加護單位，以期能

儘早發現多重抗藥性微生物帶菌者，

藉由手部衛生、隔離防護、環境清潔

等措施，進而控制多重抗藥性微生物

的流行及群聚感染[1-10]，少數文獻

方才應用於特定條件之高危險群 (如

年齡大於 65 歲、在外院接受過治

療、從發生 MRSA 群聚且未獲控制的

醫學中心轉入、曾與 MRSA 帶菌或感

染者接觸、曾住過長期照護機構)、工

作人員 (如和帶菌者接觸卻未採防

護、曾在外院接受治療或工作)、全院

或器官移植單位[11-14]。文獻中應用

主動監測培養以降低移生或感染的指

標 細 菌 以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最常見

[1,3,6-8,15,11,14,16]，其他包括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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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MDRA) [5,12]、Multidrug-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MDRE)[10]，及產

生 廣 效 性 乙 內 醯 胺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 的細菌

[4]等亦都有人應用。

ASCs 的採檢時機與方法

有關主動監測培養的採檢時機在

各文獻的做法未有定論，有入院時採

檢[4,8,11,16]，有入院後每週 1 次採檢

[12]， 有 入 院 時 及 每 週 1 次 採 檢

[5,7,10]，也有入院時、每週 1 次及出

院時採檢[2]。Wernitz 等人的研究顯

示，在一個多重抗藥性微生物陽性率

高的單位進行高頻次採檢的監測時，

至少監測人數中要有 22% 的陽性率才

符合成本效益[15]。

在主動監測培養的採檢部位方

面，當指標細菌為 MRSA 時，最常見

為鼻腔、腋下、腹股溝皮膚及破損皮

膚[7-8,11,14,16]；指標細菌為 VRE 或

產生廣效性乙內醯胺 的細菌時，最

常見為肛門或肛門直腸周圍[2,4]；至

於指標細菌為 MDRA 時，最常見為

肛門、肛門直腸周圍、傷口、痰液

( 有 使 用 呼 吸 器 者 含 氣 管 內 抽 吸 )

[5,12]。

至於檢驗方法的選擇常需考量時

效性及成本，傳統的細菌培養需時

2~3 天才有初步結果，但可同時檢驗

多種細菌，或先在培養基內投以抗生

素，以抑制非指標細菌的生長，再進

行次培養、鑑定，是常見的檢驗方法

[4,6,8-10,13,11,16]。若以防疫角度來

看，盡快得知檢驗結果可以避免不必

要的隔離或隔離延遲[17]，因此下列 2

類較快速的檢驗方法亦可見被應用

[14,16,17]：

1. 快速培養基：將採樣檢體直接

接種於此快速鑑定培養基中，利用菌

落顏色變化或生長情形，可於接種後

第18小時獲得結果。此方法具一般的

微生物鑑定能力之實驗室即可操作。

目前較常用的有下列產品：

(1) CHROMagar MRSA (Becton

Dickinson, Franklin Lakes, NJ, BBL)：

可偵測檢體中是否有 MRSA 存在，培

養基內含 cefoxitin 抑制除 MRSA 外的

細菌，且只有 MRSA 呈現淡紫色的菌

落。其他可快速偵測 MRSA 的類似培

養基有 Spectra MRSA (Remel)、MRSA

Select (Bio-Rad, Hercules, CA) 等。

(2) CHROMagar VRE (Becton

Dickinson, Franklin Lakes, NJ, BBL)：

可偵測檢體中是否有 VRE 存在，培

養基內含 8 ug/ml 的 Vancomycin、

oxgall (抑制除腸球菌外的革蘭氏陽性

菌) 與 sodium azide (抑制革蘭氏陰性

菌)，因腸球菌可水解 esculin，故

VRE 在此培養基可形成黑色菌落。

(3) Chrom CRAB (啟新，台灣)：

可偵測檢體中是否有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存在，CRAB 可呈現紅色的

菌落。

(4) CHROMagar Candida (Be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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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inson, Franklin Lakes, NJ, BBL)：

可快速偵測檢體中是否有 Candida 存

在，且可區分 C. albican、C. krusei 與

C. tropicalis；C. albican 呈現淡綠色的

菌落、C. krusei 呈現淡紫色或玫瑰粉

紅的平坦菌落、C. tropicalis 呈現深藍

色的菌落[18-20]。

2. 分子生物法：利用聚合 鏈連

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偵測抗藥基因 (如 MRSA 的 mecA 基

因、VRE 或 VRSA 的 van 基因、IDI-

MRSA PCR 分析與 GenoType MRSA

Direct PCR 分析等) 或經 FDA 認證的

real-time PCR 分析 (RT-PCR，如 BD

GeneOhm MRSA PCR 與 GeneXpert)。

採樣檢體直接萃取 DNA 後以 PCR 偵

測約只需 2~4 小時左右即有結果。但

此法需要足夠的實驗室操作空間與專

業的操作技術及較昂貴的儀器與耗材

費用，因此不是一般實驗室均有能力

操作。且因每一個檢驗材料費用約

25~30 美元，需較長時間才能證明其

成本效益[21]。

研究顯示 CHROMagar MRSA 的

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 71~98.2% 與

67~97%，Spectra MRSA 的敏感性和

特異性分別為 95.4% 與 99.7%，IDI-

MRSA PCR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

90% 與 96%，GenoType MRSA Direct

PCR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 69% 與

96%，BD GeneOhm 的敏感性和特異

性 分 別 為 93~97% 與 89~96%，

GeneXpert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

86~98% 與 90~95%[22,23]。

ASCs 成效

雖然主動監測培養所施行的病人

群特性、採檢頻次、檢驗方法、經濟

效益的評估方式及控制研究的干擾變

項設計不盡相同，但多篇文獻仍肯定

主動監測培養在降低多重抗藥性微生

物移生或感染的成效。McGinigle 等以

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方式，探討 16 篇研

究應用主動監測培養於成人加護單位

降低 MRSA 相關的罹病、死亡及費用

的成效。研究方式為對病人鼻腔等部

位進行採檢，當發現病人有移生情形

時，即採行隔離防護，有近半數的研

究對移生病人給予 mupirocin 藥膏和

chlorhexidine 洗澡以去除移生情形。

結果有 13 篇顯示應用主動監測培養可

降低 35~60% 的醫療照護相關 MRSA

感染[1]。Rodriguez-Bano 等人在加護

單位也應用主動監測培養，配合加強

手部衛生、隔離防護或環境清潔，可

以 顯 著 降 低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及

VRE 流行的情形[2-3,12]。Bowler 等人

則是應用主動監測培養篩檢 MRSA 帶

菌者，在給予全身性、局部性抗生素

和以茶樹油沐浴後，顯著降低 MRSA

帶菌率和感染率[14]。和臨床有疑似

感染才進行檢驗比較，主動監測培養

可以提前 2.7 天得知陽性結果，且多

重抗藥性微生物偵測率提升 50%，以

及早採行隔離防護，阻斷多重抗藥性

微生物的散播，此應為主動監測培養

之所以能降低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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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染的原因[4-5]。

雖然多數文獻支持主動監測培養

在降低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移生或感染

的成效，但也有文獻持相反的結果，

如 Nijssen 等分別在加護單位及器官移

植單位進行主動監測培養，監測結果

未告知工作人員，也未對帶菌病人採

行接觸隔離，在 MRSA 及 Multidrug-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MDRE) 陽

性率分別為 5.7% 及 24% 的情況下，

經以脈衝式膠體電泳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分析陽性檢體後，未發

現有交叉傳染情形，因此結論主動監

測培養並非必要之措施，尤其是在沒

有發生群聚感染的單位[6,13]。

上述研究主要以世代研究方式進

行，由於很多因素會影響主動監測培

養在減少多重抗藥性微生物傳播的成

效，在單位及病人特性方面包括：工

作人員對隔離防護遵從性高、佔床率

高、住院天數長、未延遲監測報告、

入住時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盛行率高

時，主動監測培養較能彰顯其成效。

採行隔離防護的時間點也是影響因素

之ㄧ，對入住加護單位的病人先進行

主動監測培養及隔離防護，其在減少

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移生或感染個案的

成效會比主動監測培養但待培養陽性

才採行隔離防護或對已知移生或感染

的病人進行被動監測來的好[2,24]。故

當研究方法未完整呈現相關影響因素

的控制時，即無法窺知造成研究結果

互斥的原因，因此在施行及比較主動

監測培養的成本效益時，若能考慮控

制上述影響變項，將能提升結果的可

信度。

主動監測培養普遍被認為是耗費

人力及物力的措施，因此對醫院經營

者來說，相關費用的分析便顯得十分

重要。研究顯示於 MRSA 陽性率近 5

成的單位進行主動監測培養，可以因

減少醫療照護相關 MRSA 感染而降低

醫療費用支出[7]。同樣的，當 MRSA

盛行率介於 2~20% 時，針對全數病

人，而非有危險因子的病人，進行主

動監測培養較具有效益[8]。另外，

Wernitz 等發現若於入院時進行全面性

主動監測培養時，每年要減少 2.9 或 4

個醫療照護相關 MRSA 感染或篩檢結

果至少要有 22% 陽性率，主動監測培

養才符合成本效益[15,25]。以上研究

所計成本含檢驗、隔離、供病人清洗

以消除移生的消毒皂、人力成本及病

室清潔不等；效益則依降低的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個案數所節省的醫療費用

計算。

文獻也提到醫療照護機構在執行

主動監測培養時，會面臨採檢、檢

驗、隔離工作負荷的增加、採檢部

位、檢驗方法的選擇等問題[17]。另

外，由於全面性的進行主動監測培養

會使隔離病人數增加4倍，也須考量

病人的安置。根據研究，當病人處於

隔離狀態時，工作人員與病人的接觸

頻次會減少 50%，每日病程紀錄未完

成率、跌倒、壓瘡的發生率會增加、

滿意度會下降、隔離感增加、失去控

制感導致焦慮及憂鬱，尤其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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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接受安寧照護或復健的病人會帶

來負面的影響[21]。其他在進行主動

監測培養時要注意的事項，還包括在

採檢時間點上，當病人入院後，到進

行主動監測培養的時間過久，會造成

多重抗藥性微生物判讀為院外帶入或

早期院內移生/感染的困難。採檢遵從

率低也會導致移生/感染率的低估[9]。

另外，Thouverez 等的研究發現可能因

為採檢方法的影響致約 47% 的 ESBL-

E 無法以主動監測培養偵測出來[10]。

故針對上述衍生的問題，醫療照護機

構應在執行主動監測培養前，先進行

規劃，提出因應措施，方能使主動監

測培養計畫順利進行，並獲致正確的

結論。

結　論

根據上述研究，多數文獻支持主

動監測培養可以降低多重抗藥性微生

物的流行，主要是針對加護單位，於

病人入住加護單位時先進行主動監測

培養及隔離防護，直到培養結果確認

為陰性再解除隔離，會有較好的預防

成效。當施行於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盛

行率高的單位或每年減少 2.9 或 4 個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時，主動監測培養

方具成本效益。美國疾病管制局在

2006 年所出版的「健康照護機構多重

抗藥性微生物的處置」指引中，也建

議在特殊狀況下，包括採行常規的感

管措施並提升工作人員之遵從情形

後，仍無法降低多重抗藥性微生物的

發生或流行、重大多重抗藥性微生物

感染流行的第 1 例個案或群聚感染發

生時，應針對高危險群，如加護單

位、燒傷、腫瘤、骨髓或幹細胞移

植、從抗藥性微生物高盛行率的單位

轉來、有抗藥性微生物帶菌或感染病

史或曾與抗藥性微生物帶菌或感染者

同住一室之病人進行主動監測培養，

必要時再定期採檢，以評估感管措施

之 成 效 ， 直 到 疫 情 獲 得 改 善 為 止

[26]。由此可知，主動監測培養並非

必要之常規措施，醫療照護機構應定

期監測手部衛生、隔離防護及環境清

潔的執行情形。若在上述措施執行良

好的情況下，仍無法控制多重抗藥性

微生物的流行時，方才配合主動監測

培養，以發現潛在帶菌病人，採行隔

離防護，以防止病原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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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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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have been used to control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among newly admitted patients. Initial
isolation of all patients, with withdrawal of isolation if the results of surveillance
cultures are negative, has been found to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incidence rates of colonization of MRDOs. A screening program was found to be
cost effective only when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were used in a unit with high
prevalence of MDROs or 2.9 infections were prevented per year.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need to monitor compliance of hand hygiene, contact precaution, and
regular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should not be used
routinely unless the epidemiology of MDROs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good
adherence of aforementioned infection preven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MDROs, by identifying MDROs carriage, or by implementing
contact pre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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