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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消化系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之品質與成效

溫明珠1　黃文信1　陳靜如2　程蓓瑩1　洪嘉佩1　蔡宜家1 
林美怡1　李桂珠3　江錦瑛3　黃高彬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內視鏡暨超音波診斷治療中心　3感染管制組
2大葉大學　護理學系

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Endoscope reprocessing) 是指內視鏡清潔與消毒的再
處理流程，若處理不當容易引發嚴重的醫療照護相關染，是目前全世界重要的醫

療安全議題之一。某醫學中心消化系內視鏡暨超音波診斷治療中心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針對消化系內視鏡以管路沖洗法、拭子擦拭法進
行定期監測，採檢件數共 178 件，其中有 11 件呈陽性。調查發現主要原因為技
術人員未落實執行內視鏡清洗消毒標準作業流程、教育訓練機制不完善及設備不

足。經由修定內視鏡再處理標準作業流程，進行技術人員內視鏡清潔與消毒再處

理標準步驟的再教育，2016 年每季內視鏡例行細菌培養報告皆為陰性。由結果
可知，適當改善內視鏡再處理的管理機制，可有效降低相關的感染事件，維護病

人的安全。（感控雜誌 2017:27:199-208）

關鍵詞：消化系內視鏡、再處理流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前　言

根據美國緊急醫療研究機構 
(Emergency Care Research Institute, 
ECRI) 統計年度十大醫療技術危害主
題中，內視鏡及外科手術器械未經

適當再處理過程所造成的感染，自 
2011 年起皆為每年改善重點，2016 
年仍高居第一位醫療安全議題，軟

式內視鏡使用前清潔不全，會造成

致命的病原體散佈，為造成感染原

因之一。美國醫療機構爆發有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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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鏡逆行胰膽管造影感染耐碳青黴

烯類腸桿菌科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事件，因是
十二指腸鏡結構複雜導致增加清潔的

困難度，因而容易產生耐酸青黴烯類

腸桿菌科 (CRE) 的感染[1]。
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Endoscope 

reprocessing) 是一個步驟繁瑣的過
程，包括擦拭外管和抽吸酵素清潔

劑、手工清潔、高層次消毒 (high-
level disinfection, HLD)、清洗機清
潔、乾燥和儲存，其中確實的手工

清潔是高層次消毒的必要條件[2]。
Zachary & Rekhazp 針對 2012~2015 
年間歐美國家因十二指腸鏡引發的感

染事件進行系統性回顧，發現執行不

確實的內視鏡再處理流程已達數年，

文獻中並指出內視鏡檢查後的併發症

為 0.5% 至 3.4%，其症狀包括發燒、
腹瀉、腹痛等[3]，但研究中並未多
著墨在因內視鏡引發的感染與再處理 
(reprocessing) 流程品質相關性的探
討，故建立有效的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準則已是刻不容緩。

內視鏡廣泛於臨床檢查上被使

用，其內部結構複雜、管腔細長，以

利進入消化器官進行各項檢查[4]，
在使用過程中內視鏡壁會沾黏血液、

體液產生細菌，進而形成生物膜，而

生物膜存在影響消毒劑的穿透力，因

此每次使用後需落實清潔和消毒過

程，以避免各種感染的發生[5-6]。
另外技術人員的認知及教育訓練

是可確保清洗消毒品質的有效方法，

有關十二指腸鏡的結構與感染的相關

性研究中指出，即使是使用內視鏡自

動清洗機，人工清洗步驟仍是非常重

要，而徹底的清潔是成功消毒的關

鍵，只有經訓練合格的人員才能進行

內視鏡的再處理，人員必須熟悉每個

內視鏡的特殊設計，確實執行標準化

和有效的再處理程序，以避免感染發

生[7]。
以往，國內外內視鏡再處理流

程多參考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

於  2008 年制訂的規範，有漏水測
試 (leak testing)、清潔 (clean)、消
毒 (disinfect)、沖洗 (rinse) 及乾燥 
(dry) 等項目[8]。自 2013 年起爆發
多起的 CRE 事件後，讓醫療界必須
重視這個問題。因此，美國內視鏡

護理學會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Nurses of Associates, SGNA) 於 2015 
年重新修訂內視鏡再處理規範，台

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隨即於當年 
9 月 1 日制定並公告「十二指腸鏡清
潔、消毒滅菌標準程序」，提供國

內內視鏡檢查單位有標準流程可依

循。處理流程包括了前置清潔 (pre 
cleaning)、漏水測試 (leak testing)、
手工清潔 (manual cleaning)、灌洗管
腔 (rinse after cleaning)、檢視 (visual 
inspection)、高層次消毒 (high-level 
disinfection)、漂洗 (rinse after high 
level disinfection)、乾燥 (drying/
alcohol and forced air) 及存放 (storage) 
[9]。SGNA (2015) 並指出只有合格的
技術人員才能進行內視鏡處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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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必須熟悉每個內視鏡的特殊

設計和清洗消毒的流程，因此要加強

人員培訓，回覆示教，並對技術人員

進行定期稽核[10]。
本文目的在於了解技術人員對於

內視鏡清洗消毒流程的認知與實際執

行情況，因國內並無相關文獻探討，

期望能提供符合實際需求的操作步驟

及建議，以減少因再處理不完全所引

發的醫院感染並提升檢查室醫療照護

的品質。 

材料與方法

一、背景介紹

為中部某醫學中心的消化系內

視鏡診斷暨治療中心，共有 7 間檢
查室，採用軟式內視鏡，每月內視

鏡檢查約 2,000 人次，清洗室全自動
超音波內視鏡清洗機 Olympus OER-
AW 共 6 台，使用 0.2 µm 濾心，上
消化道及下消化道器械清洗水槽各一

座，內視鏡清潔液為四重酵素清潔

劑，消毒溶液為 0.55% 鄰苯二甲醛 
(O-phthalaldehyde)，執行內視鏡再處
理人員共 18 名，專職內視鏡清洗消
毒人員 1 名，人員平均年資 3.4 年，
每位人員皆有機會執行內視鏡清洗消

毒作業。

二、資料收集

收集標本期間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院內
視鏡採檢方法以管路沖洗法進行採

檢，以 10 mL 無菌水注入內視鏡管
道內浸潤，收集於無菌容器內。將

收集之無菌水以 1,900 g 離心 30 分
鐘 (KUBOTA 8100，3000 rpm)，
吸取沉澱物 1 mL 至 trypticase soy 
broth (TSB)，於35℃、5% CO2 溫箱
培養  48 小時後判讀。再以拭子擦
拭法利用無菌棉棒以無菌水沾濕，

擦拭內視鏡消毒後管路口，塗於 
blood agar 上，用 loop 操作四區劃
法，於 35℃、5% CO2 溫箱培養 48 
小時後判讀。在 2013 年共採檢 56 
件，3 件陽性，總陽性率為 5.36%、
2014 年共採檢 60 件，5 件陽性，
總陽性率為 8.33%、2015 年 (9 月底
前) 共採檢 62 件，3 件陽性，總陽
性率為 4.84% (圖一)，其中經由管
路沖洗法菌種種類有 Pseudomonas 
spp、Klebsiel la pneumoniae、及
Sphingomonas  spp.，拭子浸潤法
菌種種類有 Stenotrophomonas spp. 
Enterococcus spp.、Ochrobactrum 
anthropi、Brevundimonas diminuta、
Enterobact cloacae。

三、原因分析

2013 年至 2015 年 9 月內視鏡培
養報告出現陽性反應時，感染管制團

隊介入協助分析與檢討內視鏡再處理

流程，並提供前三個月使用患者名

單，予感染管制師進行追蹤當中未有

相關感染事件發生。

針對內視鏡再處理流程的不完

善原因進行魚骨圖分析，缺失包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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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面、政策面以及設備面，詳見圖

二。本院於 2010 年接受美國醫療機
構認證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JCIA) 評鑑
後，制定軟式內視鏡清洗消毒的作業

標準流程及消毒溶液使用規範，並逐

年進行修訂。即便如此，新進人員訓

練多由資深人員進行口頭傳授，加上

工作量大，人員無法意識到感染管制

的重要性，對於清洗消毒流程亦無法

正確執行；在政策缺乏方面，醫院未

制定內視鏡清洗消毒相關教育訓練課

程及稽核制度，內視鏡人員無可遵循

的標準規範；設備缺失方面，因內視

鏡結構複雜，管腔細長[4]，體內組

織及黏液在內視鏡內部容易染汙而產

菌，可能因而形成生物膜[11]，因此
每次使用後需嚴格的清潔和消毒，以

避免感染的傳播[5]；加上單位清洗
機負荷過重、清洗刷使用方法不對及

清潔液未遵循仿單使用，導致內視鏡

再處理不完善進而影響感染管制。綜

合上述從人員面、政策面以及設備面

進行清洗消毒品質改善要因分析。

四、內視鏡再處理改善策略

因十二指腸鏡清洗消毒程序較

上、下消化道內視鏡複雜及繁瑣，故

參考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所公告

之「十二指腸鏡清潔、消毒滅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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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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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3~2015 年內視鏡細菌培養陽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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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為依據，做為其他軟式內視鏡

清洗消毒程序的基準 (表一)；檢視舊
有的清洗消毒流程發現與內視鏡醫學

會制定標準步驟有所差異，在清洗步

驟中缺少酵素紗布擦拭外管、以酵素

沖洗管道和刷洗管路按鈕、打氣/打
水按鈕及操作管路橡皮蓋，改善策略

則包括重新修訂十二指腸鏡清洗消毒

標準業流程並於 2015 年 10 月起集合

本單位工作人員與主責感染管制師，

進行小組會議討論後，10 月 20 日共
同制定「十二指腸鏡清洗消毒」的

標準作業流程及稽核表，10 月 23 日
進行前測，10 月 28 日針對前測缺失
進行教育訓練，10 月 30 日再進行後
測，並規範每月定期進行清洗消毒技

術考核，加強教育訓練與清洗消毒認

知，設定缺失率閾值為 5% 以下。另

表一　十二指腸鏡清洗消毒程序制訂前後比較

　　　　　　　　　　　　　　　項　　目 制訂前  制訂後
一、前置清洗

 1. 內視鏡從病人身上取出後立即用酵素紗布將外管擦拭乾淨 4 4

 2. 抽吸酵素清潔液，直到 suction tube 回流乾淨為止 4 4

 3. 進行打氣/打水 15 秒，排除回滲之黏液與血液  4 4

 4. 關閉主機及光源機電源，拆離內視鏡主機，蓋上防水蓋 4 4

二、清洗

 1. 檢視內視鏡外觀是否破損，使用酵素紗布清潔內視鏡外管及操作部 5 4

 2. 拆解所有按鈕及處置管路橡皮蓋、遮護套 4 4

 3. 用 20 ml 針筒抽吸酵素清潔液，沖洗處置管路與吸引管路，至乾淨為止 5 4 
 4. 用 10 ml 針筒抽吸酵素清液連接起立板專用清洗管，沖洗至管腔乾淨為止 5 4 
 5. 使用清洗短刷將按鈕、處置管路橡皮蓋、先端遮護套及處置管路開口、 5 4 
  打氣/打水開口、吸引管路開口刷洗乾淨
 6. 使用滅菌的內視鏡專用長刷刷洗各管道直到乾淨為止 5 4

 7. 將起立板放平，刷洗起立板前端處置孔和凹槽至乾淨為止 5 4

三、自動清洗機程序

 1. 將內視鏡放置於清洗機內，執行測漏 4 4

 2. 內視鏡及起立板管腔接頭連接清潔管道轉接器，將吸引按鈕、打氣/打水 4 4

  按鈕及處置管路橡皮蓋、遮護套放入附件清洗籃
 3. 蓋上上蓋，設定自動清洗消毒機，執行自動清洗消毒功能 4 4

 4. 每次進行清洗前檢測高層次消毒液濃度 4 4

四、內視鏡存放

 1. 取出內視鏡，使用滅菌乾毛巾仔細擦乾 4 4 
 2. 將內視鏡垂直存放於內視鏡儲存櫃，按鈕及其附件須拆開分別存放 5 4

 3. 每日以 75% 酒精擦拭內視鏡儲存櫃內外部，並紀錄櫃內溫溼度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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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清洗消毒設備重新檢視正確使用

方式，以預防因不正確使用導致清洗

消毒效果不好 (表二)。

結　果

在進行人員教育訓練之前，於 
2015 年 10 月 23 日檢視人員對十二
指腸鏡清洗消毒流程的正確性，缺失

率高達 41.2%。2015 年 10 月 28 日
進行第一次人員教育訓練，2015 年 
10 月 30 日缺失率降為 23.5%，因應
結果再次進行討論及加強教育訓練，

2015 年 11 月起，逐月的稽核缺失率
由 11.32%，降低於閾值 5% (圖二)，
在稽核過程中針對缺失步驟立即予

以指導及修正。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例行的細菌培養結果皆為陰
性，不再有任何致病菌之異常事件產

生。

討　論

美國於 2013 至 2015 年發生多起
病人使用消毒不完全之十二指腸鏡，

造成 CRE 感染死亡的案例，文獻指
出內視鏡的再處理需要經過確實清潔

和高層次消毒，內視鏡處理不完全的

相關因素有：內視鏡的結構及設計複

雜、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足夠專業知識

及教育訓練、未依規範及標準進行清

潔和消毒步驟，隨後 SGNA 重新制定
內視鏡後處理的準則及感染預防標準

[11]。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隨即
於當年 9 月 1 日制定並公告「十二指
腸鏡清潔、消毒滅菌標準程序」，提

供國內內視鏡檢查單位有標準流程可

依循[9]。
內視鏡再處理不完全引發的感

染，在臨床上並無顯著及特異性的症

狀，所以較難確認是與使用內視鏡有

表二　十二指腸鏡再處理改善策略

 項目 　　問　　　　　　　　　　題 　　策　　　　　　　　　　　　略 
  1. 缺乏標準規範 重新修訂軟式內視鏡清洗消毒標準業流程

  2. 缺乏內視鏡清洗消毒流程圖 制定內視鏡清洗消毒標準業流程圖並張貼

  3. 缺乏教育訓練課程 規劃安排在職教育訓練課程

  4. 缺乏稽核制度 制定內視鏡清洗消毒程序稽核表

  5. 感控稽查 感染管制小組定期執行內視鏡培養

  1. 由資深人員進行口頭教授新進人員 訂定新進人員培訓制度

  2. 清洗消毒認知觀念不足 訓練種子教師進行在職教育訓練

  3. 清洗消毒操作步驟不熟悉 定期進行內視鏡清洗消毒技術考核

  4. 工作量大 評估人力應用

  1. 清洗機不足 增設自動清洗機

  2. 清洗刷未單一使用 清洗刷採滅菌後方可重複使用

  3. 清潔液未遵循仿單使用 重新檢視仿單並遵循清潔液使用規範

  4. 內視鏡結構複雜 製做簡易操作手冊及圖示教育

政

策

方

面

人

員

因

素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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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也難以統計其發生率，因

此內視鏡再處理在過去常是被忽略

的。內視鏡相關感染與不適當的再處

理步驟和人為操作錯誤有關，再處理

步驟的任何偏差都可導致微生物的殘

留和增加感染的風險，故建議內視鏡

再處理時，必須依照製造商操作說明

及標準規範來執行，以降低感染的風

險[8]。
本單位進行稽核過程中發現最常

見的缺失項目為「酵素紗布清潔內視

鏡外管」、「未確實清洗管路按鈕及

處置管路橡皮蓋」、「20 ml 針筒抽
吸酵素清潔液」，以及「刷洗起立板

前端處置孔和凹槽」。內視鏡清洗消

毒是以機器為主，高層次消毒前的人

工清洗非常重要，根據文獻指出人為

操作導致的失誤率高達 30%~55%，
機器操作失誤率則顯著低於人為操作

[12]。
本文藉由內視鏡再處理不完全

引發的異常事件檢視了所有的相關因

素，針對人、政策及設施進行探討，

發現在每日龐大的內視鏡檢查量中，

未能建立符合國際潮流規範及標準來

進行內視鏡再處理流程，將可能導致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問題，並造成病人

嚴重危害，所以必須定期進行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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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十二指腸鏡清洗消毒程序、稽核缺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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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標準流程的監測、加強教育訓練

和提升相關感染認知，進而增加步驟

的依從性[2]。
因此建議每年依醫院政策適時修

訂內視鏡再處理標準作業流程，使內

視鏡再處理規範符合國際潮流；在清

洗消毒作業中內視鏡由固定專職人員

清洗、內視鏡技術師定期安排專業知

識分享，並由單位種子教師經每月定

期稽核來維持內視鏡清洗消毒流程完

整，故期望藉由本文提供其他醫院做

近一步探討，以提升內視鏡再處理品

質維護病人安全。

結　論

落實院內零感染及保護病人受檢

安全是感染管制及檢查室人員的最終

目標，本文藉由改善內視鏡再處理流

程之品質探討確實將內視鏡細菌培養

結果維持為陰性。因內視鏡使用前後

的清潔、消毒及滅菌是一個複雜的工

作，除制定標準作業流程以外，進行

相關消毒劑之認知教育更是必要的。

故藉由制訂十二指腸內視鏡清洗消毒

程序及定期稽核，讓技術員對於流程

更熟悉，降低因不熟悉而遺漏步驟的

情況發生。加強技術人員再處理的教

育訓練是感染管制中重要的一環，在

檢查單位應適當對技術人員進行專業

教育訓練及查核機制，更需進行持續

及有效性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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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igestive Endoscopy

Ming-Chu Wen1, Wen-Hsin Huang1, Ching-Ju Chen2, Pei-Ying Cheng1, Chia-Pei Hung1,  
Yi-Chia Tsai1, Mei-Yi Lin1, Kui-Chu Lee3, Ching-Ying Chiang3, Kao-Pin Hwang3

1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Center of Endoscopy and Ultrasonography and  
3Infection Control Department,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2Department of Nursing, Da-Yeh University

Endoscope reprocessing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cleaning, disinfecting, and 
sterilizing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es. It is a critical safety issue worldwide, as 
inappropriate reprocessing leads to an outbreak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From January 2013 to September 2015, a total of 178 microbial cultures were 
examined in a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enter of a 
medical center. Of them, 11 specimens were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microbial 
reaction, including Pseudomonas spp. (n = 5, 41.7%). After completing the revise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endoscopic reprocessing and staff re-education, 
the incidence of microbial infection was no longer reported in the quarter of 2016. 
Therefore, improvement in the management, based on patient’s safety,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reduce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e-related infections.

Key words: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e, endoscope reprocessing,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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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院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的
十一年變遷

莊意芬1　黃婉瑩1　湯培欣1　王曉琪1　連麗芬2　林宜君3,4　鄭健禹3,6　鄭舒倖3,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感染管制小組　2血液透析室　3感染科

台北醫學大學　4醫學系　5公衛系　6陽明大學醫學系

台灣民眾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慢性腎臟病發生率及盛行率。透析相關的感染是

常見的併發症，因此，醫療人員有必要對於此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深入了解。

本研究收集本院透析病人自 2006 至 2016 年的資料作為分析。根據台灣疾
病管制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定義，將血流感染及動脈或靜脈感染予以收案。研究

期間血液透析共 466,861 人次，共 276 人發生 345 次透析相關感染，感染個案
平均年齡 69 歲，平均感染密度為每千人次 0.74。血流感染密度為 0.56‰；動靜
脈感染密度為 0.17‰。住院病人血液透析感染之相對危險值是門診血液透析病人
的 12.46 倍 (95% 信賴區間 [CI]，10.08~15.41) (p < 0.001)。抗 methicillin 金黃
色葡萄球菌 (MRSA) 占所有病原菌的 23.1%。2011 年 (含) 以前 MRSA 的占率
平均 31.6%，2012 年以後 MRSA 占率平均 13.5%，勝算比為 2.95 (95% CI，
1.73~5.03) (p < 0.001)。各種透析血管通路的感染密度，動靜脈瘻管 0.11‰、
動靜脈人工血管 0.81‰、長期中心靜脈導管 4.26‰、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
導管 5.57‰。動靜脈人工血管的感染風險是動靜脈瘻管的 7.4 倍 (95% CI，
4.13~13.25)、長期中心靜脈導管是 39.1 倍 (95% CI，23.18~65.86)、暫時性雙
腔中心靜脈導管是51.1 倍 (95% CI，29.57~88.49) (p < 0.001)。

本研究建議末期腎臟病病人應及早建立動靜脈瘻管，透析單位可推廣氯胍消

毒注射部位以降低 MRSA 感染；以及病人因急性病症住院時要格外留意血液透析
相關感染的發生。（感控雜誌 2017:27:209-221）

關鍵詞： 血液透析、動靜脈瘻管、動靜脈人工血管、長期中心靜脈導管、暫時雙

腔中心靜脈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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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據美國腎臟資料登錄系

統 (United State Renal Data System; 
USRDS) 2016 年報告 (2014 年登錄
資料)[1]，台灣末期腎臟病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之發生率高居世界第
一，達每百萬人 455 人，遠高於第
二名墨西哥 (每百萬人 421 人)、及第
三名美國 (每百萬人 370 人)；盛行率
方面，亦是世界第一，達每百萬人 
3,219 人，遠高於第二名日本 (每百萬
人 2,505 人)、第三名美國 (每百萬人 
2,076 人)。末期腎臟病需要規律與長
期的透析治療 (dialysis)，不僅嚴重影
響病人的健康與生活品質，且每年花

費全民健康保險 (簡稱健保) 甚鉅，
2014 年花費 330 億新台幣[2]。

血液透析 (hemodialysis) 是台灣
民眾的末期腎臟病的首選治療，大於 
90% 的台灣末期腎臟病病人選擇在醫
院或診所接受血液透析。反觀北歐的

丹麥、冰島、芬蘭、挪威、瑞典等，

50-75% 的病人是接受腎臟移植；而
香港的透析病人，72% 選擇腹膜透析
(peritoneal dialysis)；紐西蘭的血液透
析病人，18.3% 在自己家裡執行透析
[1]。

透析血液通路 (vascular access) 
的感染是血液透析病人常見的併發症

之一，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發作[1]。
根據文獻，每位末期腎臟病病人每年

平均住院兩次，其中，10% 是因為
透析血液通路感染[1,3]。雖然，動靜

脈瘻管 (arteriovenous fistula) 是臨床
診治指引中，最被建議的透析血液通

路[4-7]，然而，每個人會因為臨床情
況、血管硬化、預期壽命、個人喜

好等等選擇最適合的通路，包含動

靜脈人工血管 (arteriovenous graft)、
長期中心靜脈導管 (permanent central 
venous catheter)、暫時性雙腔中心
靜脈導管 (temporary double lumen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等。因此，醫
療人員有必要針對不同場域、與不同

血液通路的透析相關感染的流行病

學，深入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是藉

由回朔性的分析，了解不同透析血液

通路的感染密度與常見菌種，以增進

醫療人員的照護知能、並且有能力提

供民眾充分的衛教資訊。

方　法

本院為北台灣一家 930 床的區域
醫院，2016 年間住院約 25 萬人日，
平均院內感染率每千人日 2.5 人次。
透析中心共 55 床，透析人次 2016 年
約 5 萬人次。透析中心的腎臟內科醫
師，因為臨床情況的緊急程度、血管

硬化程度、預期壽命之長短、加上尊

重病人的選擇，選用不同的透析血液

通路。我們收集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間，在本院門診
及住院透析病人的資料作為分析。

根據台灣疾病管制署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定義 [ 8 ]，我們將兩類的
感染收案，定義為「血液透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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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一) 檢驗證實之血流感染 
(blood stream infection)：收案標準至
少須符合下列標準其中之一者：標準

一：至少 1 套的血液培養出確認之致
病原，且此致病原與其他感染部位無

關。(僅與透析血管通路可能或證實
相關)；標準二：(1) 在與其他感染部
位無關的條件下，須有下列任ㄧ項症

狀或徵象：發燒 (> 38℃)、寒顫、低
血壓 (收縮壓≦90 mmHg)；且 (2) 至
少 2 套不同時段之血液培養分離出
皮膚上常見的微生物 (如 diphtheroids 
[Corynebacterium spp], Bacillus [非
B. anthracis] spp, Propionibacterium 
spp,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包括 S. epidermidis], viridians group 
s t reptococci ,  Aerococcus spp 或
Micrococcus spp)。(二) 動脈或靜脈
感染 (arterial or venous infection；簡
稱動靜脈感染)：收案標準至少須符
合下列標準其中之一者：標準一：經

手術取得之動脈或靜脈，培養分離出

微生物，且未做血液培養或血液培養

為陰性者；標準二：在手術過程或以

病理組織切片檢查發現動脈或靜脈感

染之證據者；標準三：在沒有其他確

認的原因下，至少有下列任一項症狀

或徵象：發燒 (>38℃)、病灶處有疼
痛、發紅或發熱。且在未做血液培養

或血液培養為陰性之條件下，血管內

留置導管之前端以半定量培養法，菌

落數超過 15 者；標準四：血管病灶
處有膿液引流，且未做血液培養或血

液培養為陰性者。

統計分析方面，我們以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 (血流感染、動靜脈感染) 
人次為分子，以透析人次及導管人次

為分母，分別計算感染密度，以千

分比表示。再者，將不同透析血管

通路的感染密度、住院或門急診的感

染密度、感染菌種分布與變遷，分

別描述。最後，以卡方趨勢檢定 (chi 
square、chi square for trend) 分析相對
危險值、勝算比及其 95% 信賴區間 
(95% confidence interval；95% CI)。P 
值小於 0.05 視為有統計學上意義。

結　果

研究期間血液透析共 466,861 人
次 (2006 年 35,707 人次至 2016 年 
54,639 人次逐年上升)，其中門診透
析佔 91.1%；住院中透析佔 8.9%。
研究期間血液透析病人共 276 人發生 
345 次透析相關感染，48 人於 11 年
間發生二次以上透析導管相關感染，

平均感染密度為每千人次 0.74 人次 
(‰)。感染個案平均年齡 69 歲 (範
圍 26~96)，男女比1：1.1。共病症方
面，併有高血壓者占 72%，糖尿病者
占 66%，陳舊性腦中風者占 27%，
癌症者占 13% (表一)。

以診別 (門診或住院) 分析，門
診血液透析感染感染共 155 人次，
感染密度 0.36‰ (155/425,220)，其
中血流感染 99 人次 (63.9%)、動靜
脈感染 56 人次 (36.1%)；住院血液
透析感染個案共 190 人次，感染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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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4.56‰ (190/41,641)，其中血流
感染 164 人次 (86.3%)、動靜脈感
染 26 人次 (13.7%)。以感染部位分
析，血流感染 263 人次 (76.2%)，感
染密度為 0.56‰；動靜脈感染 82 人
次 (23.8%)，感染密度為 0.17‰。歷
年之感染密度，以門診與住院區分

如圖一  (a) 所示，以血流感染或動
靜脈感染區分如圖一 (b) 所示。住
院病人血液透析感染之相對危險值 
(risk ratio)，是門診血液透析病人的 
12.46 倍 (95% CI，10.08~15.41) (p < 
0.001)，而且，住院血液透析者的血
流感染佔率高達 86%，也顯著高於門

診血液透析者的 64% (p < 0.001)。
以感染菌種分析，總共 363 株

病原菌被分離鑑定，其中，革蘭

氏陽性菌占 59.0%，革蘭氏陰性菌
占 35.0%，黴菌占 5.5% (表二)。住
院血液透析感染的病原菌為革蘭氏

陽性菌者占 40.0%，而腸內菌如大
腸桿菌、肺炎克雷伯氏菌、綠膿桿

菌、鮑氏不動桿菌等革蘭氏陰性菌

占了 33.8%；反之，門診血液透析感
染的病原菌，則多半是皮膚的革蘭

氏陽性菌叢如葡萄球菌占 66.7%。
其中，抗 methicillin 金黃色葡萄球
菌 (methicill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表一　本院 2006 至 2016 年發生血流感染及動靜脈感染的血液透析病人的基本資料

  門診 住院 總計

感染人次 155 190 345
年齡 (範圍) 67 (26~90) 72 (26~96) 69 (26~96)
性別 (男：女) 72:83 95:95 167:178
透析人次 425,217 41,644 466,861
共病症*   
 糖尿病 65.1% 68.0% 66.7%
 高血壓 67.4% 76.0% 72.0%
 癌症 11.6% 15.0% 13.4%
 肝硬化 10.5% 9.0%   9.7%
 痛風 12.8% 4%   8.1%
 陳舊性腦中風 26.7% 27.0% 26.9%
感染相關血管通路   
 動靜脈瘻管 14.2%   8.4% 11.0%
 動靜脈人工血管 28.4%   6.3% 16.2%
 長期中心靜脈導管 47.7% 29.5% 37.7%
 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   9.7% 55.8% 35.1%

*186 人資料完整可供分析

212

感染控制雜誌

血液透析相關感染



(b)

(a)

圖一　 本院 2006 至 2016 年歷年之血液透析相關感染密度 (a) 總感染率，及以門診與住院
區分、(b) 以血流感染及動靜脈感染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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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eus ,  MRSA)  占所有病原菌的 
23.1%，是最常見的致病菌。又以
各種透析血液通路分析 (表三)，具 
methicillin 感受性的金黃色葡萄球
菌 (methicilln-susceptible S. aureus 
MSSA)，在動靜脈瘻管及動靜脈人工
血管的占率等於 (22.0% vs 22.0%) 及
高於 MRSA (34.5% vs 21.8%)，但是
在長期中心靜脈導管及暫時雙腔中心

靜脈導管的佔率則低於 MRSA (12.5% 
vs 28.7% 及 11.5% vs 18.3%)。至於綠
膿桿菌、鮑氏不動桿菌以及念珠菌，

則多出現在長期中心靜脈導管及暫時

雙腔中心靜脈導管的感染。

隨著時序之變遷，2011 年 (含) 

以前  MRSA 的占率平均  31.6%，
到了  2012 年以後  MRSA 占率平
均 13.5%，兩者勝算比為 2.95 (95% 
CI，1.73~5.03) (p < 0.001)，有統計學
上的差異。以全部的 S. aureus 分析
仍有相同的趨勢，勝算比為3.03 (95% 
CI，1.94~4.71) (p < 0.001) (圖二)。

至於與感染相關的透析血管通

路，動靜脈瘻管 38 人次 (11.0%)，動
靜脈人工血管 56 人次 (16.2%)，長
期中心靜脈導管 130 人次 (37.7%)，
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 121 人次
(35.1%) (表一)。由於血液透析中心
的血管通路登錄系統有幾年不是非

常完整，僅能就確實掌握的六年資

表二　本院 2006 至 2016 年的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的病原菌分析：以住院與門診分析

菌種名稱/分離株數 n (%)             住院             門診            總計

Gram-positive n % n % n %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46 21.9 38 24.8 84 23.1
 Methicillin-susceptible S. aureus 15 7.1 45 29.4 60 16.5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16 7.6 12 7.8 28 7.7
 Enterococcus faecalis 7 3.3 7 4.6 14 3.8

Gram-negative       
 Escherichia coli 18 8.6   5 3.3 23 6.3
 Klebsiella pneumoniae 16 7.6   7 4.6 23 6.3
 Pseudomonas aeruginosa 12 5.7  8 5.2 20 5.5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7 8.1 1 0.6 18 5.0
 Enterobacter cloacae 8 3.8 3 2.0 11 3.0

Fungi       
 Candida spp. 12 5.7 6 3.9 18 5.0

Others 43 20.5 21 13.7 64 17.6

Total 210 100 153 100 3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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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院 2006 至 2016 年的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的病原菌分析：以不同透析血液通路分析

菌種名稱/分離株數 n (%)
             動靜脈            動靜脈          長期中心      暫時雙腔中          

總計
              瘻管             人工血管       靜脈導管      心靜脈導管 

Gram-positive n % n % n % n % n %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9 22.0 12 21.8 39 28.7 24 18.3 84 23.1
 Methicillin-susceptible S. aureus 9 22.0 19 34.5 17 12.5 15 11.5 60 16.5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 1 2.4 3 5.5 13 9.6 11 8.4 28 7.7
 Enterococcus faecalis  0.0 3 5.5 5 3.7 6 4.6 14 3.9

Gram-negative 
 Escherichia coli 5 12.2 3 5.5 6 4.4 9 6.9 23 6.3
 Klebsiella pneumoniae 4 9.8 5 9.1 9 6.6 5 3.8 23 6.3
 Pseudomonas aeruginosa 2 4.9 1 1.8 8 5.9 9 6.9 20 5.5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 2.4 1 1.8 5 3.7 11 8.4 18 5.0
 Enterobacter cloacae 2 4.9 0 0.0 3 2.2 6 4.6 11 3.0

Fungi
 Candida spp. 2 4.9 0 0.0 10 7.4 6 4.6 18 5.0

Others 6 14.6 8 14.5 21 15.4 29 22.1 64 17.6

Total 41 100 55 100 136 100 131 100 363 100

圖二　本院  2006 至  2016 年歷年之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病原菌  methici l l 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methicillin-susceptible S. aureus (MSSA) 之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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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各種透析血管通路的感染

密度，依序為動靜脈瘻管 0.11‰、動
靜脈人工血管 0.81‰、長期中心靜脈
導管 4.26‰、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
管 5.57‰。分別與動靜脈瘻管感染的
風險比較，動靜脈人工血管的感染風

險是 7.4 倍 (95% CI，4.13~13.25)、
長期中心靜脈導管的感染風險是 39.1 
倍 (95% CI，23.18~65.86)、暫時性
雙腔中心靜脈導管的感染風險是 51.1 
倍 (95% CI，29.57~88.49) (全部 p < 
0.001)。 

討　論

台灣末期腎臟病病人幾乎全部

都選擇在醫療院所接受血液透析，在

自己家裡執行透析並不盛行[1]，因
此，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特別值得關

心，且需要妥善控制。本文首度指

出，台灣的區域醫療院所，血液透

析相關感染密度平均為每千人次 0.74 
人，其中住院中透析 4.56‰，是門診
透析 0.36‰ 的 12 倍。

過去文獻指出，高雄某醫學中

心統計五年內[9]，暫時性雙腔中心
靜脈導管的導管感染密度為每千人

日 8.46，血流感染密度為每千人日 
4.88。美國 2014 年的報告指出[10]，
透析病人因為任何感染導致住院，從 
2005 年到 2014 間從每人年 0.50 下降
到 0.44；因為透析血管通路感染而
住院，從每人年 0.14下降到 0.04。再
者，歐美的回顧型文獻指出[11,12]，

透析病人的導管相關的血流感染率介

於每導管千人日 2.5 到 6.6 之間。本
文則是將原發性血流感染與動靜脈感

染一併納入分析，不只討論血流感

染，而且涵蓋每一種的透析血管通路

的感染，更能描繪透析相關感染的全

貌，但是透析相關的感染密度則與文

獻無法比較。

在台灣，血液透析 (hemodialysis) 
是末期腎臟病病人的首選治療，大於 
90% 的台灣末期腎臟病病人選擇在醫
院或診所接受血液透析，而澳洲與紐

西蘭的血液透析病人，分別有 9.4% 
及 18.3% 在自已家裡執行透析[1]。
在家裡執行夜間透析 (nocturnal home 
hemodialysis)，不但不會影響白天的
作息，時間較為彈性；而且延長每次

透析時間到 6-8 小時，速度放慢，頻
率也能增加到每周 5-7 天，有助於血
壓的控制、能使心臟的負擔減小，也

證實了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的併發症

與死亡率[13-15]，是除了腎臟移植、
腹膜透析外，先進國家推廣的血液透

析方法。但是其技術門檻較高，病人

及其家屬必須經過密集的訓練，要能

夠學會無菌技術、熟練上針及應付透

析機器的各種警示狀況，亦有文獻指

出，在家裡執行夜間透析會因為透析

的頻率增加，密集的上針可能會增加

感染的機會[16]。
本研究指出透析相關感染之菌

種以 S. aureus 最為常見，具抗藥性
的 MRSA 在住院及門診血液透析感
染菌種排名分別為第一名及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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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本研究的感染有 89% 發生在人
工血管通路有關，也與國內外相關

的文獻報導相似[6,9,11,16-19]。推測
這個以接觸傳播為主的皮膚正常菌

叢，帶原者可能是病人、家人或醫

護人員[19]，可能是經由上針、或是
照護血管通路等過程中造成感染。S. 
aureus 容易在人工材質表面上形成生
物膜 (biofilm)，無法經注射抗生素而
消失，這使得治療更為困難，必須移

除人工血管通路[20]。本文亦指出，
MRSA 自 2012 年後逐漸變少，時序
上跟本院透析中心停止優碘，引進氯

胍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應用於注
射前的皮膚消毒有關。氯胍清除金黃

色葡萄球菌的能力，優於優碘及酒

精，證實可以降低中心靜脈導管之感

染[6,21]。
動靜脈瘻管是臨床診治指引中

最被建議的透析血液通路[4-7]，但
不是每一位病人都能成功建立動靜

脈瘻管，例如糖尿病的末期腎臟病

病人，血管的健康程度遠不如其他

腎衰竭的病人，因此使用動靜脈人

工血管或中心靜脈導管的比例較高

[3]。而本院透析中心的病人利用動
靜脈瘻管的比率 68.7% (動靜脈人工
血管占 18.6%、長期中心靜脈導管占 
8.6%、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占 
4.1%，資料未於結果呈現)，大約與
美國相當[1]。本文指出透析血液通
路的感染密度，以動靜脈瘻管 0.11‰ 
最低，動靜脈人工血管的感染風險是

它的 7.4 倍、長期中心靜脈導管是它

的 39.1 倍、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
管是它的 51.1 倍。相似的文獻中，
加拿大學者泰勒[22]指出，初次透析
後六個月內，動靜脈瘻管擁有最低的

血流感染率，動靜脈人工血管是它的 
1.5倍、長期中心靜脈導管是它的 8.5 
倍、而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是它

的 9.9 倍。再者，美國的疾病管制中
心[12]指出，透析患者發生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發生率，動靜脈瘻管每百人

月 0.5 人次、動靜脈人工血管每百人
月 0.9 人次、長期中心靜脈導管每百
人月 4.2 人次、而暫時性雙腔中心靜
脈導管每百人月 27.1 人次。各個研
究都能再現動靜脈瘻管的感染率最

低，動靜脈人工血管次之、然後是長

期中心靜脈導管、而感染率最高的是

暫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因此，也

再次證實動靜脈瘻管仍是透析病人的

最佳選擇。

本研究成果尚有以下不足，第

一、各國家各地區的透析中心，其個

案的共病症如糖尿病、或免疫低下患

者的比重不同，因此，本研究的感染

密度欲與其他單位比較，須格外謹

慎；第二、本院鮮少病人接受切片來

診斷末期腎臟病的根本原因，因此，

病人的基本資料有關宿疾的部分，無

法呈現；第三、有些指引建議暫時性

雙腔中心靜脈導管盡量不要置放在鼠

蹊部位以避免感染[4,23]，但是本研
究並未描述導管放置的部位。一方面

正確的放置部位資料收集困難，另一

方面已有系統性回顧的文獻指出，鼠

217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第二十七卷五期

莊意芬、黃婉瑩、湯培欣等



蹊部或內頸及鎖骨下注射的感染率並

無差異[24]，而且台灣及加拿大的腎
臟醫學會、專業感控組織如 APIC 的
臨床診治指引都沒有強調避免鼠蹊

部[5,6,7]；第四、由於研究區間橫跨
十一年，有些年代紙本病歷已無保

存，在幾經努力之後，為求資料正確

無誤，我們不得已捨棄一些病人的共

病症的分析，及其中五年的導管人次

的計算。但是相信本研究材料已然夠

豐富且具代表性，因此仍戮力完成寫

作以饗同儕。

總結以上，本研究描述了十一

年來的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為每千人

次 0.74 人，住院是門診的 12 倍，暫
時性雙腔中心靜脈導管是動靜脈瘻管

的 51 倍，使用氯胍消毒注射部位能
使 MRSA 感染降低。因此建議末期
腎臟病病人應及早建立動靜脈瘻管；

MRSA 盛行的透析單位可推廣氯胍消
毒注射部位；以及，病人因急性病症

住院期間，醫護人員也要格外警覺血

液透析相關感染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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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en-Year Experience of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Yi-Fen Chuang1, Wan-Ying Huang1, Pei-Hsing Tang1, Hsiao-Chi Wang1, Li-Fen Lian2,  
Yi-Chun Lin3,4, Chien-Yu Cheng3,6, Shu-Hsing Cheng3,5

1Infection Control Committee, 2Hemodialysis Center,  
3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aoyuan General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oyuan, 

Taiwan. 
4School of Medicine, and 5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6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aiwan was reported to have the highest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Thus, healthcare workers need to have in-depth knowledge 
on dialysis-related complications, such as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between 2006 and 2016, and we evaluated 
various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including bloodstream and vascular access-
related inf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aiwan. Totally, there were 466, 861 person-times of hemodialysis during these 
years. Hemodialysis-related infections occurred 345 times in 276 subjects, and the 
incidence density was 0.74 per 1000 patient-times, including 0.56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 cases and 0.17‰  of vascular access-related infection cases. The risk 
ratio (RR) of inpatients was 12.4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08~15.41) 
compared with that of outpatients (p < 0.001). Approximately 23.1% of the 
identified pathogens wer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which was prevalent before 2012 and became less predominant afterward (31.6% 
vs. 13.5%; odds ratio, 2.95 [95% CI 1.73~5.03]; p < 0.001). The infection densities 
of various vascular accesses were as follows: 0.11 per 1000 catheter-times for the 
arteriovenous fistula, 0.81‰  for the arteriovenous graft, 4.26‰  for the permanent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and 5.57‰  for the temporary double lumen CVC. 
The following are the RRs of these vascular accesses: arteriovenous graft, 7.4 (95% 
CI 4.13~13.25); permanent CVC, 39.1 (95% CI 23.18~65.86); and temporary 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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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95% CI 29.57~88.49) (p < 0.001).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and skin preparation using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are recommended with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MRSA 
infection. Lastly, healthcare workers should be aware that ESRD subjects 
hospitalized for acute illnesses are at risk of acquiring hemodialysis-related 
infections.

Key words: Hemodialysis, arteriovenous fistula, arteriovenous graft, permanent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temporary double lumen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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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與傳統梅毒檢驗流程的異同

及對臨床梅毒診斷可能帶來的影響

何承懋1,2　何茂旺3

台中慈濟醫院　1臨床病理科　2感染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3內科部感染科

梅毒是一個古老的疾病，雖然 penicillin 能有效的治療梅毒，但隨著性行為
的開放，被通報的個案數並沒有減少。近年來隨著實驗室軌道系統的發展，以自

動化的免疫分析來測試梅毒螺旋體抗體，來取代目前以 RPR/VDRL 來做為梅毒
初步的篩檢方式被提出來，即所謂的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的梅毒檢驗。雖
然美國疾病管制局仍保留傳統的梅毒診斷流程，但也將反順序的梅毒檢驗列為替

代方式。目前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實驗室已經導入自動化的軌道系統，在充分利用

自動化軌道系統以減少檢驗人力的考量之下，可預期反順序的梅毒檢驗將會被更

多的實驗室採用。而了解傳統和反順序梅毒診斷流程的異同，將是所有臨床醫護

人員所不可或缺的知識。（感控雜誌 2017:27:222-232）

關鍵詞： 梅毒、反順序、診斷、免疫分析

梅毒的歷史

「syphilis」這個名稱來自於一
首由義大利詩人及哲學家 Girolamo 
Fracastoro 於 1530 年所發表的敘述
詩「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

(Syphilis or the French Disease)，內
容描述一位牧羊人因為觸怒太陽神

阿波羅而遭受到罹患梅毒 (syphilis) 
的懲罰[1]。但這個古老疾病的起源
一直充滿爭議性：有一種說法是梅

毒是由和哥倫布同行的水手由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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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帶回舊大陸的，在 1493 年哥倫布
第一次由美洲返回西班牙數年後，

歐洲發生了一次 Great Pox 的大流行 
(相對於當時另一個可怕的傳染病天
花；smallpox)，而這個 Great Pox 的
疫情一般被視為就是梅毒[1,2]；但也
有學者經由骨骼上的變化認為在哥

倫布找到新大陸之前，梅毒早就存

在於歐洲大陸[2]；而最近造成東部
非洲野生狒狒生殖道潰瘍而被發現

的螺旋體更加深了梅毒起源的爭議

[3]。在 17 和 18 世紀淋病和梅毒因
為同樣是經由性行為傳播，曾經一

度被認為是同一種疾病，直到法國

的性病學家 Philippe Ricord 經由一系
列從梅毒硬下疳 (syphilitic chancres) 
來的接種實驗才將兩者區分，他並

且在 1983 年的專題論文 (Traite des 
maladies veneriennes) 中，描述了
一級 (primary)、二級 (secondary)、
三級  ( tert iary) 等梅毒不同階段的
感染[1]。在 1905 年德國動物學家 
Fritz Schaudinn 及皮膚科醫師 Erich 
Hoffmann 在臨床病人硬下疳的檢體
中發現了一種 Gram (-)、細長、會動
的螺旋狀細菌，也就是梅毒的致病

原，當時稱之為 Spirochaeta palida 
[1]。而 1906 年 von Wassermann 則提
出了最早的梅毒血清學診斷方式，而

目前廣泛使用的非特異性梅毒血清學

檢驗方式 (Nontreponemal Tests，如 
PRP: rapid plasma reagin 及 Venereal 
Disease Research Laboratory VDRL)
即是由此改良而來。1912 年 Henry J. 

Nichols 及 William H. Hough 兩位醫
師，將一位接受 salvarsan 治療但仍
進展成神經性梅毒病人的腦脊椎液接

種到兔子的睪丸上，首次證實了梅毒

螺旋體可以侵犯中樞神經系統，而

這株梅毒螺旋體 (後來被稱為 Nichols 
strain) 就成為實驗室廣泛採用的為梅
毒梅毒螺旋體標準菌株[4]。

在 18 和 19 世紀時，梅毒的治
療都是使用水銀 (汞) 來以毒攻毒，
一直到 1910 年左右，Paul Ehrlich 提
出一個有機砷化合物 Salvarsan (又稱
arphenamine 或 606)，相較於毒性極
大的傳統汞治療，salvarsan 這個藥
物效果較好且副作用少，因此當時

被稱為神奇子彈 (magic bullet) [1]。
而能真正有效治療梅毒的神奇子彈

則是  1928 年佛萊明發現的盤尼西
林 (penicillin) [5]。然而一直到 1943 
年，John Mahoney 才將 penicillin 應
用到臨床上成功治療第一個梅毒病

人，並讓梅毒成為一個真正可以治

癒的疾病[6]。一直到目前為止，盤
尼西林仍是梅毒最可靠且有效的治

療藥物，其它的替代藥物如四環素

類藥物 (doxycycline、tetracycline)、
巨環類藥物 (azithromycin) 或頭孢子
素 (ceftriaxone) 等，其效果都沒有盤
尼西林可靠；懷孕婦女若需要治療梅

毒，盤尼西林更是唯一被證實有效的

治療藥物[7]。近幾年台灣盤尼西林
的缺藥情形嚴重 (特別是肌肉注射的
Benzathine penicillin G)，對於臨床梅
毒病人治療的完整性造成了極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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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值得衛生及防疫單位高度重

視。

梅毒螺旋體

梅毒螺旋體菌體寬約 0.2 µm，
長為 6~20 µm，DNA 大小約 1.14 
Mb，相較於一般的細菌明顯較小 (如 
E. coli DNA 大小 4.6 Mb，Bacillus 
subtilis DNA 大小 4.2 Mb)，因此缺乏
很多生存代謝所需要的酵素：如三羧

酸循環 (tricarboxylic cycle) 及電子傳
遞鏈的相關酵素，也無法有效率的自

行合成核酸、胺基酸及脂肪酸，因此

到目前為止梅毒螺旋體尚無法在哺乳

動物體外被有效的培養繁殖 (即使利
用組織培養也很難超過 7 個世代)，
最好的繁殖方式是將病原菌注入免子

的睪丸中培養，平均分裂一次的時間

約需 30~33 個小時[8]。梅毒螺旋體
對環境變化的忍受度很低，只要溫

度、濕度或滲透壓的些微改變及絕大

部份的消毒劑都可以去活化梅毒螺旋

體[8]。

流行病學

在 20 世紀初期 (即盤尼西林被
廣泛使用在臨床治療之前)，梅毒一
直是造成臨床上神經和心血管疾病的

重要原因。然而隨著盤尼西林的使

用，梅毒被有效的治療及控制，然

而在 1960 年代以後，梅毒病例卻有
增加的趨勢[9]。在台灣由疾病管制
署的資料可知梅毒的通報案例也是

明顯增加：2000-2003 年每年約三千
到四千多件，2004~2007 年每年超
過五千件，2008~2013 年每年超 6 千
件，2014~2015 年每年超七千件，到
了 2016 年則有 8,715 件，代表雖然
有效的治療方式，但隨著性行為的開

放，梅毒被通報的個案數反而是增加

的。

臨床表現及診斷

梅毒可經由性行為、血液、及

經胎盤而傳染，只不過傳染力隨梅毒

罹病時間而逐漸降低，整體來說一

期及二期梅毒傳給性伴侶的機會大

約是 60% [10]。感染後的臨床表現及
疾病進程可見圖一[11]。目前臨床上
對於梅毒的診斷，主要是由血清學檢

測 (syphilis serology test, STS) 的結果
並配合臨床判斷來決定。梅毒血清學

檢查大致可分成二大類：非特異性梅

毒螺旋體檢驗 (nontreponemal test) 及
特異性梅毒螺旋體檢驗 (treponemal 
test) (圖二) [12,13]。非特異性梅毒
螺旋體檢驗目前主要是用來做為有

沒有感染梅毒的初步篩檢，常用的

有快速血漿反應素試驗 (rapid plasm 
reagin, RPR) 或性病研究實驗室試驗 
(Veneral Disease Research Laboratory 
test, VDRL)；針對血清的檢驗，兩
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受檢的血清在使

用 VDRL 測試前必須先加熱至 56℃ 
30 分鐘去補體，且要用顯微鏡觀察
判讀，故目前大多被不用加熱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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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眼判讀即可的  RPR 所取代；因 
RPR 沒有被認可用在腦脊髓液的檢
體類別，所以目前懷疑神經性梅毒的

病人腦脊液仍是使用 VDRL 來做檢
驗。而特異性梅毒螺旋體試驗目前是

用來做為確認試驗，常用的有：梅

毒螺旋體血液凝集試驗 (Treponema 
pallidum haemagglutination, TPHA)、
梅毒螺旋體粒子凝集試驗 (Treponema 
pal l idum par t ic le  agglu t ina t ion , 
T P PA )、梅毒抗體間接螢光染色

法 (fluorescent treponemal antibody 
absorption test, FTA-ABS)、梅毒
螺旋體乳膠凝集試驗  (Treponema 
pallidum latex agglutination, TPLA)、
梅毒螺旋體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 
immunoassay, EIA) 或梅毒螺旋體化學
冷光免疫分析法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s, CIA) 等。不論何種血
清學檢查，用單一次的血清學結果去

判斷梅毒的活性是不可靠的，最好有

前後二次血清價數四倍或以上增加

暴露

潛伏期 10-90 天

中樞神經
系統侵犯
25%-60%

80% 清除

無症狀 有症狀
5%
腹膜炎
腦神經炎
眼睛侵犯
腦膜血管性梅毒

早期神經性梅毒
一期梅毒(硬下疳)

二期梅毒

早期潛伏性梅毒(無症狀)
(一年內的感染)

晚期潛伏性梅毒(無症狀)
(一年以上的感染)

三期梅毒

 心血管性梅毒 梅毒 (Gumma)
 10% 15%
 感染 ≥ 10 年 感染 ≥ 5 年

三期梅毒(晚期神經性梅毒)

 精神錯亂性全身癱瘓 脊髓癆
  (General paresis) (Tabes dorsalis)
 2-5% 2-9%
 感染 ≥ 15 年 感染 ≥ 15 年

硬下疳出現
後4-10週

24

%

復

發

圖一　在免疫正常個體未經治療的梅毒自然病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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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或者治療後血清價數有四

倍或以上的下降，必要時配合臨床

的表現，才可確定疾病的活性[12]。
VDRL 及 RPR 的偽陽性 (biologic 
false-positive) 機率約為 1~2%，原因
有懷孕、施打疫苗、自體免疫疾病

及其他感染症 (如心內膜炎、HIV、
立克次體或其它螺旋體的感染)  等
[11]。臨床上除了上述利用血清學檢
驗結果對梅毒活性的判讀要小心之

外，做為初步篩檢的 RPR 和 VDRL 
對於不同階段的梅毒病人其診斷的

敏感性也不同，對於第一期、第二

期、潛伏期及第三期梅毒，R P R /
VDRL 的陽性率分別為  86/87%、
100/100%、98/96% 及 73/71%；而做
為確認試驗的 TPHA/FTA-ABS，對
不同分期的梅毒病人其檢驗陽性率分

別為 86/84%、100/100%、100/100%
及 99/96% [14]。其中第一期梅毒在
最常用的傳統血清學檢測其敏感性都

是低於九成，因此血清學陰性但具硬

下疳病灶的病人，可利用暗視野顯微

鏡 (darkfield microscopy) 來觀察硬下
疳滲出液中的梅毒螺旋體，約有 15% 
暗視野顯微鏡結果陽性的病人其血清

為陰性[15]。另外使用 PCR 去偵測梅
毒螺旋體的 DNA 是診斷第一期梅毒
的另一個選擇[12]。

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梅毒檢驗

近年來隨著實驗室逐步邁向自

動化軌道系統，一直有學者提議以自

動化的免疫分析 (immunoassay) 來測
試梅毒螺旋體抗體 (IgG 或是 IgG & 
IgM)，來取代目前以 RPR/VDRL 來
做為梅毒初步的篩檢方式，即所謂

的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的梅毒
檢驗 (圖三)，而其各種結果的臨床解
釋，則見表一[13,16,17]。反順序的
梅毒檢驗之所以可行及被提出在於免

疫分析 (不管是酵素免疫分析或化學
冷光免疫分析) 對梅毒的偵測和非特
異性梅毒螺旋體檢驗 (如 RPR) 有相
似的敏感性且專一性較高，且經由自

動化的系統大量且快速的執行梅毒的

初步篩檢，可以大量的節省檢驗人

力，對於檢體量大的臨床實驗室確實

有其誘因[16]。而相較於傳統的 RPR/
VDRL 和 TPHA，免疫分析 (酵素免
疫分析 IgG-ELISA 或化學冷光免疫
分析 CLIA) 對各種不同時期梅毒的
對於一期、二期和潛伏梅毒的診斷敏

感性分別是 100%/98%、100%/100%
和 100%/100%，而整體的特異性則
為 100%/99%，因此特別是第一期的
梅毒感染，使用自動化的免疫分析來

執行反順序的診斷流程會比傳統使用

非特異性梅毒螺旋體檢驗 (如 RPR) 
其敏感性會較高[14]。為此美國 CDC 
從 2006 年到 2010 年在五個不同地區
的臨床實驗室，比較傳統及反順序兩

種梅毒的診斷流程在實際臨床使用

上的差異性，在這次的研究中，總

共有 140176 個檢體被比較，其中有 
3.4% (n = 4834) 的檢體其初步免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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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反順序流程) 為陽性，而這當中
有 56.7% (n = 2743) 使用非特異性的
梅毒血清學檢測 (如 RPR) 其結果為
陰性，而這些不一致的檢體再使用特

異性的梅毒血清學檢測 (如 TPPA 或 
FTA-ABS)，有 31.6% (n = 866) 呈現
陰性結果，也就是使用反順序的診

斷流程所造成的偽陽性結果[17]。特
別是在梅毒盛行率較低的地區，使

用 reverse algorithm 會有較高的初篩
偽陽性而可能導致不必要的醫療浪費

[17]，因此是否要全面性的使用 EIA

來取代 RPR 一直存在著爭議[16]。
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 

2016 年四月，因應梅毒檢驗方法產
品的多元化與發展，修訂梅毒通報定

義，將梅毒通報個案區分為第一期梅

毒、第二期梅毒、第三期梅毒及潛伏

性梅毒，只要符合以下的檢驗條件都

該通報：(1) 未曾接受梅毒治療或病
史不清楚者，其血清學非特異性梅毒

螺旋體試驗 (non-treponemal test) 及特
異性梅毒螺旋體試驗 (treponemal test) 
陽性﹔(2) 臨床檢體 (病灶滲出液、組

非特異性梅毒血清學檢驗

( 如 RPR、VDRL)

陰性

( 沒有感染梅毒的
實驗室證據 )

陽性

( 具有梅毒螺旋體
的抗體 )

陰性

( 沒有梅毒感染；
RPR 為偽陽性 )

特異性梅毒血清學

檢驗 ( 如 TPPA、
FTA-ABS )

陽性

圖二　傳統梅毒檢驗流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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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特異性梅毒

血清學檢驗

( 如 RPR、VDRL)

特異性梅毒

血清學檢驗

( 如 TPPA )

陰性

( 沒有感染梅毒的
實驗室證據 )

陽性

( 具有梅毒螺旋體
的抗體；符合具活性的

梅毒感染或是以前

曾被梅毒感染過 )

陽性

( 具有梅毒螺旋體
的抗體；可能是以前

曾被感染過或是

潛在的早期梅毒感染 )

陰性

( 通常沒有梅毒的
感染，但若有被感染

的風險，2-4 週後
再檢驗一次 )

特異性梅毒血清學

檢驗 ( 酵素/化學冷光
免疫分析 )

陽性

陰性

圖三　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梅毒檢驗流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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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反順序梅毒血清學檢測的建議結果報告判讀[13]

測
　
　
　
試
　
　
　
結
　
　
　
果

測　　試　　順　　序

實驗室結果

解釋
進一步措施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特異性梅毒螺

旋體檢驗

(如免疫分析)

非特異性梅毒

螺旋體檢驗 
(如 RPR)

特異性梅毒螺

旋體檢驗

(如 TPPA)
Non-reactive – – 沒有梅毒感染

的 實 驗 室 證

據。

如果最近確定有不安全

性行為，建議 2-4 週後
再檢驗一次。

Reactive Non-reactive Non-reactive 無法確定具有

梅毒螺旋體的

抗體。無法確

認是否有被梅

毒 螺 旋 體 感

染，有可能是

感染初期，也

可 能 是 偽 陽

性。

需要進行臨床評估，包

括症狀、徵候及過去病

史。如果最近確定有不

安全性行為，建議 2-4 
週後再檢驗一次。

Reactive Non-reactive Reactive 具有梅毒螺旋

體的抗體。可

能是以前曾被

感染過或是潛

在的早期梅毒

感染。

需要進行臨床評估，包

括症狀、徵候及過去病

史。如果之前有因梅毒

而接受治療且近期沒有

不安全性行為，不需要

進一步的臨床處置。如

果之前沒有因梅毒接受

治療過，依潛伏性梅毒

的建議方式治療。如果

最近確定有不安全性行

為，建議 2-4 週後再檢
驗一次。

Reactive Reactive – 具有梅毒螺旋

體的抗體。符

合具活性的梅

毒感染或是以

前曾被梅毒感

染過。

需要進行臨床評估，包

括症狀、徵候及過去病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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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等) 以暗視野顯微鏡、螢光抗體檢
驗或核酸檢驗檢測出梅毒螺旋體；

(3)  腦脊髓液性病研究實驗室試驗 
(CSF-VDRL) 陽性；曾經接受梅毒治
療者，其血清學非特異性梅毒螺旋體

試驗 (non-treponemal test) 效價≧ 4 倍
上升。而其中的特異性梅毒螺旋體試

驗 (treponemal test)，則包含了梅毒螺
旋體血液凝集試驗 (TPHA)、梅毒螺
旋體粒子凝集試驗 (TPPA)、梅毒抗
體間接螢光染色法 (FTA-ABS)、梅毒
螺旋體乳膠凝集試驗 (TPLA)、梅毒
螺旋體酵素免疫分析法 (EIA) 或梅毒
螺旋體化學冷光免疫分析法 (CIA)。

治療及追蹤

Penicillin 目前仍是治療梅毒的
首選藥物，雖然臨床上有許多的細菌

對 penicillin 早已有抗藥性的產生，
但梅毒螺旋體對 penicillin 仍保有高
度的感受性，因此除非是對 penicillin 
有過敏的病人才以紅黴素來替代，但

是近年來梅毒螺旋體對紅黴素已經逐

漸有抗藥性的產生[18]。而最近幾年 
penicillin 的缺藥情況嚴重 (包括靜脈
注射的 Aqueous crystalline penicillin 
G 以及肌肉注射長效型的 Benzathine 
penicillin G)，對於梅毒的治療及防治
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值得有關單位重

視。成功的治療通常是臨床症狀的解

除 (如果有症狀的存在) 加上非特異
抗體效價在治療 6-12 個月後有四倍
以上的下降[19]，而 primary syphilis

在成功治療一年後、secondary 在治
療二年之後而晚期的梅毒在治療五

年之後其 RPR 通常會轉變成 non-
reactive，然而仍有少數病人在完成
治療之後其 RPR 的效價仍會長時間
的維持在 1：1 到 1：2 的低效價，但
是通常不會超過 1：4。若是有超過
通常要考慮治療失敗、再次的感染或

是其它原因所引起[20]。

結　語

總之，隨著自動化平台中梅毒

特異性抗體免疫分析的檢驗方法被引

進，臨床醫療人員除了熟知傳統梅毒

的檢驗流程之外，也應了解如何利用

反順序 (reverse algorithm) 梅毒檢驗流
程，來處置臨床病人以及其優缺點：

如對一級梅毒的血清學診斷較傳統 
RPR 敏感及在梅毒低盛行率地區可
能產生較高的偽陽性問題。而臨床實

驗室在引進自動化的梅毒特異性抗體

檢驗之前，除了成本和人力的考量，

也應了解所在地區梅毒的流行病學並

充份和臨床醫護人員溝通，以免產生

不必要的爭議或醫療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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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in Syphilis Diagnosi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Reverse Testing 

Algorithm and Its Impact on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Cheng-Mao Ho1,2, Mao-Wang Ho3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Pathology and 2Infectious Disease,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3Deapartments of Infectious Diseas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Syphilis is a historic disease. Its prevalence rate remained high despite treatment 
with penicillin. With the advent of automatic systems used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the reverse algorithm has been suggested, which involve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yphilis screening test (RPR/VDRL) with the immunoassay. To date, the 
reverse algorithm is approv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s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syphilis diagnosis. As more automatic systems are available in the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Taiwan, the reverse algorithm for syphilis diagnosis is mostly 
commonly used.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reverse 
algorithms for syphilis diagnosis would be essential for all medical staffs.

Key words: Syphilis, reverse algorithm, diagnosis, immuno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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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 
分析報告—地區級以上醫院實驗室 
通報常見致病菌臨床菌株之 
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資料分析

張上淳1　楊佳興2　朱建華2　王立信1　王振泰1　王復德1　吳肖琪1　呂學重1

李聰明1　周明淵1　莊銀清1　陳垚生1　黃高彬1　楊采菱1　簡麗蓉2　曾淑慧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院內感染資料分析小組　2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

TNIS 系統實驗室臨床菌株通報
統計功能簡介

為監測醫院常見重要細菌針對特

定抗生素之感受性情形，台灣院內感

染監視資訊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TNIS 
System) 於 2009 年 12 月新增實驗室
菌株通報及統計功能，由醫院通報微

生物實驗室每季分離之菌株總數及對

特定抗生素藥敏測試具感受性之菌株

數 (包含院感及非院感之菌株)，藉以
瞭解全國醫院常見重要細菌之抗藥性

情形。各通報醫院可於 TNIS 系統查
詢及下載自家醫院所通報資料，進行

各項分析及院內比較；另可利用本署

回饋之全國性統計結果，進行同儕比

較。

該通報功能規劃之初，係參

考美國院內感染監測系統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之通報項目、TNIS 系統院感個案
通報情形及專家學者認定重要需

監測之菌種及抗生素種類，綜合

評估選定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含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omplex)、
Enterobacter cloacae、Enterococcus 
faecalis 與 E. faecium (具 Enterococcus 
分型能力之醫院 )、Enterococcus 
spp .  (不具  Enterococcus  分型能
力之醫院 )、E s c h e r i c h i a  c o l i、
Klebsiel la pneumoniae、Proteus 
mirabilis、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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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細菌以及對
這些菌種屬重要或檢測比率較高之抗

生素作為通報項目，請醫院按季通報

實驗室分離之菌株總數及其對各項指

定抗生素藥敏試驗結果 (susceptible 
和 non-susceptible) 之菌株數，不需通
報個案明細資料。

TNIS 系統採志願性通報，因此
通報醫院可以由前述列舉的菌種中，

自行選擇細菌及抗生素項目進行監測

通報；系統另設計全院、加護病房、

非加護病房、急門診、體檢等不同監

測單位選項，以及未分類、血液、尿

液等不同檢體種類，提供醫院可依該

院資料現況，擇定監測通報的範圍。

本報告分析之數據係醫院通報之全院

所有臨床檢體 (即檢體種類選擇「未
分類」) 分離菌株數及藥敏試驗結果
分布；考量在臨床實務上，抗藥性病

人經常多次採檢，若將實驗室所有的

分離菌株皆納入統計，恐會高估整體

抗藥性比率，因此請醫院通報經歸人

統計後之數值。此處所指的歸人統計

原則為：同一季期間內，由同一名病

人分離到的同一種細菌僅視為 1 筆，
不論其檢體種類、感受性檢驗結果為

何，以當季第 1 筆檢驗結果為準。此
外，因進行研究或特殊原因而進行主

動監測所分離出之菌株，不納入通報

統計。

為鼓勵各級醫院參與 TNIS 系統
實驗室菌株通報，提升資料完整性，

疾病管制署將全院之 A. baumannii、
E n t e ro c o c c i、S .  a u re u s  菌株總

數，和分別對抗生素  imipenem、
vancomycin、oxacillin 感受性菌株
數之通報，列入 2010~2011 年醫院
手部衛生認證獎補助計畫之指標

項目；目前除前述項目外，另增

加 A. baumannii 對 meropenem 以
及 K. pneumoniae 菌株總數與其對 
carbapenem 類 (ertapenem、imipenem 
和 meropenem) 抗生素藥敏試驗結果
菌株數之通報，納入醫院感染管制查

核基準之評量依據。為使全國感染管

制相關人員瞭解全國重要致病菌抗生

素抗藥性情形，遂按醫院層級彙整分

析完成本報告，惟因資料來源係由各

醫院依判讀結果進行通報，雖然判斷

標準多數係參採美國 CLSI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之
標準，但 CLSI 之判讀標準依年代有
不同的修正，各醫院所使用的藥敏測

試判定標準未必完全依據最新標準，

因此各醫院之判讀標準可能不盡相

同，故在引用本報告數據時，請將該

項因素列入考量。

2015 年地區級以上醫院實驗室
臨床菌株監測結果 (不包含精神

科醫院及慢性醫院)

一、通報情形

本報告係針對 TNIS 系統中，
精神科醫院及慢性醫院以外之地區

級以上醫院通報資料進行分析。依

據 2017 年 6 月 5 日 TNIS 系統下載
資料，2015 年有 105 家 (100%)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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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級以上醫院至少通報  1  種細菌
對 1 種抗生素的藥敏測試結果 (表
一 )。若分醫院層級來看，醫學中
心在 2015 年維持 100% 醫院參與 
A. baumannii、K. pneumoniae、E. 
faecium、E. faecalis、S. aureus 之
通報，區域醫院對這  5  種菌的通
報情形由高到低分別為  100% (A. 
baumannii)、100% (K. pneumoniae)、
100% (S. aureus)、94.0% (E. faecium) 
及 94.0% (E. faecalis)；而在未納入
查核基準評量依據的  4 種細菌  (E. 
coli、P. mirabilis、E. cloacae、P. 
aeruginosa)，醫學中心至少有 16 家
醫院 (72.7%) 參與通報，區域醫院則
達 75 家 (90.4%) 以上。2015 年同時
將地區醫院納入本報告分析對象，

全國 324 家地區醫院中有 199 家參
與實驗室臨床菌株通報 (61.4%)，各
菌種通報率在 56.5% 以上 (表一)，其
中 A. baumannii、K. pneumoniae、E. 

faecium、E. faecalis、S. aureus 之通
報率介於 57.7~61.4% 之間，未納入
查核基準評量依據的 4 種細菌通報率
則介於 56.5~57.7% 之間。

二、報表判讀說明

表二至表四分別為 2015 年醫學
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的實驗

室菌株監測結果列表：第一欄標示

出監測的菌種名稱與醫院通報的菌

株總數 (括弧內數字)，第一列至第三
列標示出監測的抗生素類別及名稱，

其他交叉欄列儲存格內，上方列的

數字代表指定菌種對應抗生素具感受

性的百分比，下方列括弧內的數字則

代表通報該菌種有該項抗生素藥敏測

試結果的菌株數佔總分離菌株數的百

分比。以表二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S. 
aureus) 為例，2015 年醫學中心總計
通報分離 45,806 株 S. aureus；有通報 
oxacillin 藥敏測試結果的菌株數為通

表一　2015 年參與 TNIS 系統通報實驗室菌株抗生素感受性資料醫院家數

菌種名稱                             通報家數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合計

Escherichia coli 16 76 187 279
Klebsiella pneumoniae 22 83 198 303
Proteus mirabilis 16 75 184 275
Enterobacter cloacae 16 75 183 274
Pseudomonas aeruginosa 17 76 183 276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22 83 198 303
Staphylococcus aureus 22 83 199 304
Enterococcus faecalis 22 78 190 290
Enterococcus faecium 22 78 187 287
至少通報一項菌種 22 83 19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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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分離菌株數的 98%，其中 49% 對 
oxacillin 具感受性，亦即有 51% 對 
oxacillin 的不具感受性 (藥敏測試結
果為 intermediate 或 resistant)。其餘
細菌的藥敏測試結果判讀方式請參考

上述說明，依此類推。

三、藥敏測試結果

以感染管制查核有列入評量

的 4 個項目來看 (表二、表三、表
四 )，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分離之 
A. baumannii 和 K. pneumoniae 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較前
一年度 (2014 年) 持平或略為上升 
1~6%，但地區醫院則為略降 1~6%；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分

離之 S. aureus 對 oxacillin 以及 E. 
faecalis 對 vancomycin 的感受性大致
持平，但 E. faecium 對 vancomycin 感
受性則分別下降 9%、8% 和 10%。

2 0 1 5  年 腸 桿 菌 屬 
(Enterobacteriaceae) 中，地區醫院除 
E. cloacae 對 cephalosporin 類抗生素
和 carbapenem 類抗生素 (ertapenem 
和 imipenem) 的感受性較醫學中心
及區域醫院為高之外，E. coli、K. 
pneumoniae 和 P. mirabilis 對表列抗
生素的感受性則大多為地區醫院低

於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若由菌種

來看，以 P. mirabilis 的差異最大，
感受性由低至高依序為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其中，地

區醫院和醫學中心在 Ampicillin、
cephalosporin 類抗生素、Ampicillin/

Sulbactam、aminoglycoside 類和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差
異達 16%~33%。另外，比較各層級
醫院進行 E. coli、K. pneumoniae、E. 
cloacae 對於 carbapenem 類抗生素藥
敏試驗時所使用的抗生素品項，醫學

中心及區域醫院以使用 ertapenem 檢
測的比率最高 (67%~86%)；地區醫院
則以使用 imipenem 檢測的比率最高 
(71%)。

2015  年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
分離之綠膿桿菌 (P. aeruginosa) 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相近，
介於 82%~87%之間，地區醫院則較
低，介於 76%~79%。P. aeruginosa 
對β-lacta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落在 
72%~87% 之間，對 Non-β-lactam 類
抗生素的感受性，除了對 amikacin 
的感受性較高，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及地區醫院分別為 97%、95% 
及 91% 外，對於 fluoroquinolone 類
和 gentamicin 的感受性則依醫院層
級遞減，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的感

受性介於 72%~88% 之間，地區醫
院的感受性明顯較低，感受性介於 
50%~66%。

2015 年區域級以上醫院分離之
鮑氏不動桿菌 (A. baumannii) 對各類
抗生素的感受性以上升為主，但在

地區級醫院卻以下降為主。不過，

若以特定抗生素來看，A. baumannii 
對 imipenem 和 meropenem 的感受性
範圍落在 21% 至 45% 間，且對各類
抗生素的感受性皆低於 TNIS 系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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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菌株統計功能所監測的其他革

蘭氏陰性細菌，而地區醫院的感受

性又較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為低。

此外；地區醫院分離之 A. baumannii  
對 tigecycline 的感受性較去年度減
少 6%，降至 78%，但仍高於醫學中
心的 71% (較去年減少 6%) 及區域
醫院的 73% (較去年增加 3%)；而對 
colistin 感受性則是在所有層級醫院
皆維持在 98% 以上。

2 0 1 5  年金黃色葡萄球菌  ( S . 
aureus) 對 vancomycin 的感受性在醫
學中心為 100%、區域醫院為 99% 及
地區醫院的 99%，而對 oxacillin 的感
受性則分別為 49%、46% 及 40%。
有鑑於國際間對 VISA (vancomycin-
intermediate S. aureus) 和  VRSA 
(vancomycin-resistant S. aureus) 的檢
驗方法訂有明確規範，因此本報告

中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在  2015 年
分離的  S. aureus  雖有  1% 被歸為
對 vancomycin 不具感受性，但仍待
進一步了解各醫院藥敏試驗方法及

結果分布情形。為及時監測我國對 
vancomycin 感受性降低之金黃色葡
萄球菌的發生情形，已請各醫院倘於

病人臨床檢體分離出 S. aureus 且對 
vancomycin 的藥敏試驗結果判讀為
「intermediate」或「resistant」者，
利用本署傳染病通報系統「其他傳染

病」項下之「VISA/VRSA 抗藥性檢
測」進行通報，並保留菌株送本署進

行鑑定或進行抗藥性基因檢測。

2 0 1 5  年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和地區醫院所分離之腸球菌 
(Enterococcus) 中，E. faecalis 對 
vancomycin 感受性分別為  99%、
99%、97%，與前一年度相比大致持
平；但 E. faecium 對 vancomycin 的
感受性下降幅度則在本報告所有監視

項目中居冠，分別減少 9%、8% 及 
10%，使感受性已分別下降至醫學中
心 44%、區域醫院 52%、地區醫院 
57%。此外，E. faecium 對 ampicillin 
的感受性在三個層級的醫院普遍偏

低，介於 9%~13%。
本系統為避免通報醫院增加過

多的工作，因而儘量減少通報抗生素

的品項，但或許有一些也是該加以注

意的菌種及其某些抗生素感受性未能

於本次報告中呈現，以後年度若有必

要，將再加以補強。

致　謝

感謝各級醫院辛勤地參與實驗室

臨床菌株通報作業，以及院內感染資

料分析小組給予寶貴的意見與指導，

方能完成本次的分析報告，在此獻上

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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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前使用 Chlorhexidine 擦澡來預防
手術部位感染：以系統回顧統合分析

手術部位感染 (SSI) 發生率約佔
手術患者的 2%-5%，而其中的 55% 
被認為是可以避免的。在美國手術

部位感染的花費估計每年要多花

一億六千萬到三億四千萬美元，有幾

個因素決定手術部位感染的風險，包

括手術過程的汙染程度、手術部位的

除毛、手術的時間、手術預防抗生素

的使用、還有同時存在的疾病。

清淨手術的手術部位感染率被認

為是感染預防的指標，清淨手術傷口

最主要的汙染來源就是移生在皮膚上

的菌種，而這些菌種在手術時影響到

傷口。目前，有許多的推薦是關於移

除皮膚上的移生菌，來達到預防手術

部位感染的發生。在這些推薦之中，

有的甚至是使用水和一般肥皂就能達

到移除皮膚菌種的目的，進而達到下

降手術部位感染的風險有 3 倍之多。
皮膚的抗菌劑 (antiseptic agent) 

已經被廣泛使用許多年，雖然使用這

些抗菌劑來擦澡可以降低細菌在皮膚

上的移生，但是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

上則有著不同的結果。從 1999 年以
來，美國 CDC 發行的預防手術部位

感染的指引建議在手術前一天和手術

當天使用皮膚抗菌劑做擦澡，而英國

則建議在術前擦澡一次，而不限一定

要抗菌劑。

為了要收集現有的研究證據，

有些系統回顧已經聚焦在術前擦澡與

手術部位感染的關係，但由於方法

的不同造成不同的結果跟研究偏差 
(bias)。與先前的系統性回顧不同，
這一篇主要是評估手術前的擦澡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與手術部位感染
的下降關係，以清淨手術的術式為研

究對象。

此次文獻回顧的搜尋策略主要

包含三個資料庫：分別是 Medline, 
PubMed, Cumulative Index to Nursing 
& Al l i ed  Hea l th  L i t e r a tu re，及 
Brazilian Virtual health library。挑選
的準則必須是隨機試驗 (randomized 
study)，必須是清淨手術，術前擦澡
必須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比較
的對象是其他的消毒劑 (肥皂) 或是
沒有使用任何消毒劑，也要有手術部

位感染率的結果，語言或年紀則不

限，排除條件則是沒有使用臨床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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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的研究。

收集到的文章由兩個獨立的委

員來審閱已決定哪些文章可以採用，

若有意見不一致時則有第三個委員介

入討論，文章的研究方法必須符合標

準，必須達到 Jadad scale 分數三分以
上才能採用，統計分析則是使用統合

分析軟體來處理。

最終有八個臨床隨機試驗符合

標準納入分析討論，文章出版的年分

是介在 1983-2009，七個研究是在歐
洲所做，總共包括 10,655 個病人，
大部分是接受整形 (plastic) 及血管手
術，另外還有骨科還有頭頸部手術，

手術部位感染的定義也有差異，膿狀

分泌物則是共有的定義，術後觀察的

時間則是從 7~42 天不等。在所有的 
10,655 個病人，術後的手術傷口感染
率是 7.2% (771/10,655)。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做術前擦澡者感染率
為 7.1% (390/5,510)，安慰組為 9.1% 
(293/3,230)，而使用肥皂沒有使用抗
菌劑者感染率為 5.1% (122/2,387)，
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對照於安
慰組的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為 
0.91，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對照
於肥皂組的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為 1.06，這兩個數據都顯示使用 4% 
的 Chlorhexidine 來作為術前擦澡，
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上並沒有差異。

這個研究還是有一些限制，包括

擦澡過程沒有標準化、擦澡的次數、

抗菌劑的暴露時間、使用抗菌劑的量

等等。另外，病人所同時有的疾病 
(co-morbidity) 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另
外由於手術部位感染率相對較低 (2-
5%)，在這樣的低發生率要看到差異
需要數量龐大的受試者才能達到。

[譯者評] Chlorhexidine 目前在醫
療院所中廣泛被使用，包含手術室中

的刷手，一般病房的洗手還有中心靜

脈導管置放前的皮膚消毒，雖然廣泛

被使用，但是用在術前擦澡來預防手

術部位感染的這一項，由現有的研究

證據顯示尚未達到顯著的差異性，將

來可針對各個可能的影響因子做更細

微的臨床研究。故在使用時可參酌醫

療機構的政策及經濟效益評估來參酌

建立屬於醫院本身的使用政策。【衛

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陳宗家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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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偵測、治療新標的 microRNA  
之介紹

準確診斷一直是感染界努力的

方向，惟有早期正確的診斷、給予適

當的藥物，才能減少不必要的藥物使

用、減少抗藥性的產生，保障病人權

益、成功治療。過去我們使用白血

球、發炎指數等發炎反應來當作診斷

的參考，然而其準確性及專一性都不

太夠，無法準確告訴我們可能的致病

菌為何，血液培養往往要幾天的時

間，等到培養結果出來、病情變化常

讓大家措手不及；而目前為大家所熟

知的快篩，可以快速給我們診斷的參

考，如流感快篩，然而其敏感度卻不

佳，因此在臨床上我們亟需一個好的

診斷工具，可以快速又精準地告訴我

們致病菌為何，以期能及早給予專一

性的治療。

最近幾年，microRNA (miRNA)
的發現，似乎為這個棘手的問題帶

來一個可能的方向。人類跟細菌的

細胞都帶有遺傳物質，如大家熟知

的 DNA、RNA 等，透過 PCR 等定
序檢驗可以確認致病菌，因此現在一

些新的檢驗技術也朝這方向努力；然

而這些遺傳物質頗為脆弱跟敏感，因

此實際上檢驗時，必須做許多前置工

作，如純化、放大等等，才有辦法

檢驗，因此往往也不是一般醫療院

所所能檢驗。miRNA 是很小的一段 
RNA，一般翻成小分子核糖核酸或
微核糖核酸，本身只有長約 21 到 23 
個核苷酸，它可以結合到 messenger 
RNA 來調控基因的表現，不同細胞
有特定的 miRNA，不同病菌感染、
不同細胞受傷，表現出來的 miRNA 
濃度也不同，因此臨床上可以透過檢

測 miRNA 來達到診斷的目的；與過
去認識的遺傳物質不同的是，miRNA 
相對是穩定、不容易受到破壞，可

以降低臨床檢驗的門檻，且臨床上 
miRNA 與許多疾病、病菌有相關，
因此最近這幾年引起許多研究。

miRNA 種類很多，我們通常依
發現順序用數字來命名；最多研究，

是研究  miRNA 在癌症的診斷上、
甚至治療，許多癌症  (如肺癌、乳
癌、大腸直腸癌、胰臟癌)，會有特
定 miRNA 的異常，因此透過檢驗這
些 miRNA，可以準確診斷罹患癌症
的風險，類似現在的一些癌症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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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為精確；除了癌症，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也有許多 miRNA 的研
究，以用於這些疾病的診斷，以及監

測治療效果。感染方面，也有許多研

究試著找出 miRNA 在感染症上的應
用，比如 C 型肝炎病毒 (HCV)，有
研究指出與 miR-122 有關，我們可以
透過偵測血液中 miR-122 來取代過
去的 ASL、ALT 等，更早期發現肝
功能異常、更有效追蹤疾病復發；肺

結核的診斷一向為大家所困擾，某些 
miRNA 在結核感染病人的痰液或血
液會增加，如 miR-29a 等，甚至兒科
醫師感到棘手、診斷困難的川崎症，

也有些研究顯示某些 miRNA 可以當
作診斷的參考。

【譯者評】現在全世界抗藥性

的問題日益嚴重，如果能找到更好的

診斷工具，就能減少不必要的抗生素

使用，進一步減緩抗藥性的產生；

miRNA 的研究如雨後春筍，在許多
癌症研究上已經有成果、逐漸步上臨

床應用，感染方面的研究也蓬勃發

展，加上診斷技術的日新月異，希望

早日能發展出準確、快速、便宜的診

斷工具，提供給大家臨床使用。【新

竹馬偕醫院  林千裕/曾政尹/劉柏滉/
蘇世強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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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本期有兩篇原著，都是感染管制實務上很重要的議題，消

化內視鏡的清潔或稱再處理，至今尚未有標準的作業流程，只

靠清潔人員的傳承，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誤差，並造成消毒不合

乎要求，此篇文章提供實際的經驗，加以改善後，著有成效。

血液透析相關感染的探討，可以進一步改善血液透析的品質，

11年換來的經驗，重要性不言可喻。綜論則介紹反順序對梅毒
診斷的影響，以感染科醫師的專業，著力在梅毒診斷方法的提

昇。專欄是臺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的分析報告，含常見致病臨

床菌株之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資料，此資料非常可貴，除了瞭解

台灣大小型醫院抗生素感受性現況外，亦可提供衛生主管機關

擬定政策之參考。國內外新知也是感染管制重要的經驗分享。

最後，感謝各方好手的協助，寫出這麼多好文章，充實本期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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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英文名詞如化學試藥及藥物名稱等，於文中第一出現時應用全名，並用括弧附註縮寫簡稱或商品名，後文中
再出現同一名稱時，應用縮寫簡稱。

九、除標題及圖號碼外，凡數字皆應以阿拉拍數字書寫。度量衡單位應使用國際單位系統符號，如 cm、mm、
µm、L、dL、mL、µL、kg、g、mg、µg、ng、kcal、℃、% 等。

十、表格 (tables) 及插圖 (ilustrations)：
(1) 如有資料源自其他作者，須列出參考文獻。
(2) 每一圖表均在文中以鉛筆註記適當排印位置。
(3) 插圖說明 (legends for illustrations)：每一插圖須有完整的標題及說明。
十一、 參考文獻按照引用之先後順序排列，在本文引用時，以阿拉伯數字括弧表示於引用處之後，如[5]。
 原著之參考文獻以二十篇以內為原則，其餘稿件之參考文獻則以十篇以內為原則。
十二、 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作者為三名或三名以內全部列出，四名或四名以上時只列出前三名，其後加「等」

或「et al」英文姓名僅寫 last name，姓名其他部份用第一字母縮寫，且不加點不空格；起迄頁數重複部份
不重寫；如 105 至 108 頁寫成「105-8」。

(1) 期刊——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出版年代；卷數：起迄頁數。(英文篇名僅首字第一個字母大寫)。
(2) 書籍——作者：篇名。In：編者姓名，eds. 書名。版次 ed. 出版地：出版商。出版年代：起迄頁數。
                  (英文書名除介係詞外，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
(3) 網路——作者、(西元年、月、日)、主要題目、網站名稱、摘自網址。
範例：

1. 張瑛瑛，孫春轉，黃秀梅等：心臟手術傷口感染調查。感控通訊 1995;5:43-6。
　〈註：院內感染控制通訊 1∼3 卷，請特別註明期數。例如 1993;3(3):1-5。
2. 行政院衛生署：臺灣地區流行性感冒病毒之簡介。疫情報導 1995;11:240-5。
3. 盧光舜：消毒學 (第二版)。台北：南山堂出版社。1985:76-82。
4. 行政院衛生署 (1999，9 月 29 日)．心理衛生問題的災後處置策略：急性階段．台灣衛生網路．
 摘自 http://www.doh.gov.tw/focus/921/88092906/html。
5. Rhoades ER, Ringrose R, Mohr JA, et al: Contamination of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equipment with Gram-negative bacteria. Arch Intern Med 1971;127:228-32.
6. Benenson AS: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in Man.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90:235-8.
7. Barry AL, Thornsberry C: Susceptibility tests: diffusion test procedures. In: Lennette 
 EH, Balows A, Hausler WJ Jr, Shadomy HJ, eds. Manu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4th.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1985:978-87.
8. Yang KP, Simms LM, & Yin JC (1999, August 3). Factors influencing nursing-
 sensitive outcomes in Taiwanese nursing homes.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Available http://www.nursing world.org/ojin/tpc7/tpc7_5.htm

十三、國內外新知內容包括國外論文概述及譯者評兩部份。論文概述主要以所引用之第一則 (至多到第二則) 文獻
為主，內容無須標註參考文獻；譯者評則必須按順序列出參考文獻。

十四、投稿方式：
1. 請先備妥投稿文章之電子檔 (限 word 檔格式) 並投稿聲明書及著作權讓與書 (須含全部作者之簽名；限 

PDF 格式)。
2. 進入學會首頁，以會員身份登入後，點選頁面左側「感控雜誌投稿」進行線上投稿。
3. 若投稿之共同作者中有非會員，須先加入會員或感控之友後方能參與投稿。

十五、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網址：www.ni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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