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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降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感染
洪淯喬1

張藏能1,2,3 黃建賢1,2,3 陳威宇1,2 李淑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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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 為第四常見醫學中心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部位，病人若發生手術部位
感染，除了增加醫療費用，住院天數延長外，甚至會影響到病人生命安全，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共有 113 人次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有 5 位病人
發生手術後傷口感染情況，感染率 4.42% (5/113)，相較於同期同儕醫學中心感
染率 1.53% 偏高，故於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推動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care bundle, SSI bundle)
計畫。
計畫內容指引參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1999 年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年所公佈的降低 SSI 建議措施，檢視本院目前執行現況，擬訂改變措施
有：一、病人術前沐浴落實提醒病人並呈現於護理交班單且主動提供含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抗菌劑，二、使用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進行
皮膚除毛，三、增加使用計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四、術後 2 天血糖監
測對象改為全部手術病人皆監測且控制 ≤ 180 mg/dL，五、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
統一改為術後第二天。
執行期間共有 93 人次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其中有 2 位病人於術後發生
手術後傷口感染，感染率由之前 4.42% 下降至 2.15% (p < 0.001)，結論本研究
使用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並加上嚴格術前和術後的血糖控制，推行經驗
表示是能有效降低 SSI 的發生。（感控雜誌 2020:30:215-227）
關鍵詞：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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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降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感染

前

言

外科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 是指手術後發
生於手術過程所涵蓋之任何部位的
感染，依據美國研究顯示 SSI 的發
生率依不同手術傷口分類差異約為
2%~20%，占所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的 17%~30% [1]。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為心臟血管外科常見手術之
一，一般會取胸內乳動脈或腿部大隱
靜脈進行血管重建，手術傷口大多位
於胸部及大腿內側[2]。國外研究指出
CABG 術後傷口感染危險因子有手
術中大量輸血、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 30、病人有周邊血管疾
病、年齡 ≥ 65 歲、慢性病 (高血壓和
糖尿病)、手術期間抗生素使用不合
理及手術時間 > 4 小時等[3-5]。發生
傷口延遲癒合、傷口裂開、再次手
術、敗血症等合併症，除了增加醫療
費用，住院天數延長外，甚至影響病
人生命安全；更增加死亡風險 2~11
倍，且其中 77% 的死亡原因可直接
歸因於 SSI [1]。國外研究提到病人接
受心臟手術後，如果發生 SSI 不僅增
加 6 倍的醫療費用，更延長 4 倍的住
院治療時間[6]。
2003 年一份統合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至少 20% 的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是可以被預防的，其中 SSI 更
有 34% 是可以預防的[7]。美國疾病

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1999 年公佈預
防 SSI 臨床實證指引後，美國健康
照護促進學會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 IHI) 也提出預防 SSI 的
實證策略，研究調查 56 家醫院依循
IHI 指引，結果實施 3 個月後 SSI 發
生率減少 27% [8]。台灣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與各學會機構近年參考國
內外文獻及實證研究，積極推行組合
式照護，依照手術前、手術中及手術
後分段實行，其內容包括：糖尿病人
血糖控制、預防性抗生素、適當皮膚
準備、維持正常體溫、傷口照護及術
後感染率監測等，期望降低 SSI 發生
率。
根據台灣臨床成效指標 (Taiwan
clinic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TCPI)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統計資
料，本院 CABG 術後傷口感染率
4.42% (5/113)，高於同儕醫學中心平
均感染率 1.53% (42/2,740) [9]，和美
國一家醫院平均感染率 3.67% [10]，
故引發本研究動機，期望運用 SSI
bundle 降低 CABG 病人手術部位感
染發生率及術後合併症，以維護病人
手術安全。

材料與方法
一、參與單位及研究對象
本研究進行的醫院為台北市某
醫學中心，總床數 832 床，包含急性
一般病房 518 床、加護病房 62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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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位心臟外科主治醫師每月執行
CABG 約 6~7 例。接受 CABG 病人
術前會入住心臟外科病房進行手術前
準備，包括抽血檢驗及檢查、手術
部位使用拋棄式手動剃刀進行除毛、
沐浴乳進行手術部位皮膚清潔、觀賞
手術過程影片簡介及接受呼吸運動與
咳痰訓練等；手術中為避免術後傷口
感染，於開刀房時除毛範圍會擴大由
腋下至大腿，術中體溫的維持，因手
術過程中需使用人工心肺體外循環機
將病人體溫下降至 20℃~33℃，故在
體溫的維持上並無強制規範；術後會
入住外科加護病房，若無其他合併症
隔天移除氣管內管預防呼吸器相關
肺炎，護理師協助做胸背部震動 (拍
痰)、姿位引流等肺部復健運動，幫
助痰液排出並鼓勵病人深呼吸或咳
嗽、病人活動時使用輔助工具減少傷
口疼痛及軟便劑的使用，術後血糖控
制範圍，監測天數及對象，術後傷口
換藥時間依每個主治醫師習慣而有所
不同，若病人情況穩定，通常在術後
第四天會轉出加護病房。
研究對象為 2015 年 0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接受 CABG 無合併其
他術式病人；執行前準備期為 2016
年 05 月至 2016 年 08 月，執行期為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執行
後期為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2
月。
二、研究設計
執行前準備期 (2016 年 05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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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8 月)
1. 成立「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 (SSI bundle)」團隊：成員包
括心臟外科醫師、感染科主任、心臟
外科專科護理師、麻醉科、感染管制
小組、開刀房、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
外科病房護理師。
2. 選定降低 SSI 建議措施與優
化流程：經由團隊成員開會討論，
共同檢視本院目前執行現況與美國
CDC 1999 年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年所
公佈的降低 SSI 建議措施[11-12]，選
定本研究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
護措施，包括術前沐浴、適當除毛、
皮膚消毒、血糖控制及傷口照護等，
並優化作業 (表一)。
3. 教育宣導：於 2016 年 6 月召
集相關人員，進行計畫內容說明及工
作職責分配，並分別於 2016 年 7 月
及 8 月由感染科主任進行 SSI bundle
相關措施之教育訓練於外科部、心臟
外科、麻醉科、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
外病房晨間會議，以提升醫護人員
對 SSI bundle 的認知，並在相關單位
張貼「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
措施」海報與發放提醒小物品。另由
感管師統一指導心臟外科專科護理
師、麻醉科、外科加護病房及心臟外
科病房護理師，填寫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研發的「降低手
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
[13]。
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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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降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感染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計畫前後措施修改對照表

措施
主動提醒病人於手術前沐浴
病人到院後確認病人是否於手
術前沐浴
若病人到院後尚未沐浴，主動
提供沐浴劑
2. 適當除毛 如需去除毛髮時，使用之工具
3. 皮膚消毒 有皮膚消毒後應待其自然乾燥
之監測或提醒機制
4. 血糖控制 手術後 2 天檢測病人範圍
1. 沐浴

5. 傷口

計畫前措施
不一定
是

計畫後措施
護理師落實主動提醒
確認並呈現於護理交班單

否

提供含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之沐浴劑
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
開刀房增加計時器

拋棄式手動剃刀
否

有糖尿病病史或由臨床 全部手術病人
醫師判斷高風險病人
術後 2 天血糖控制 ≤ 180 mg/dL 無明確規範
術後開立醫囑
術後傷口換藥時間
依個別醫師決定
術後第二天

12 月)
1. 病房護理師提醒病人術前沐
浴並主動提供並教導使用抗菌沐浴劑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確實記錄與交班。
2. 除毛髮工具由原先使用之「拋
棄式手動剃刀」改為「拋棄式刀頭之
電動除毛機」，除毛統一由心臟專科
護理師執行，避免造成病人皮膚受
損。
3. 麻醉科醫師全程參與照顧手
術麻醉病人：包含術前麻醉訪視、美
國麻醉醫師學會身體狀況分類等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score, ASA score) 評估、手術中生命
徵象監測等。
4. 本院 CABG 皮膚消毒是選擇
使用酒精性優碘，依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數位學

習課程-最大無菌面防護及消毒方式
理論與實務說明建議，消毒溶液乾燥
時間至少 1~2 分鐘[14]，故於開刀房
內新增加計時器由開刀房護理師設定
2 分鐘，提醒開刀醫師等待皮膚消毒
劑自然乾燥。
5. 手術前每位病人皆會進行血糖
監測，若血糖 > 180 mg/dL，臨床醫
師則會視情況使用胰島素治療；手術
後 2 天血糖監測對象，由原本有糖尿
病病史或由臨床醫師判斷高風險病人
改為全部手術病人皆監測，雖然指引
建議若病人無糖尿病病史，且手術前
與手術後第 1 日之血糖檢測結果未超
過閾值，則手術後第 2 日可不用持續
監測，為避免臨床醫療人員判斷上的
混淆，故改為全部病人且術後監測 2
天；藉由科部會議宣導讓各主治醫師
了解，並加入術後醫囑內容 (每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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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飯前測量血糖一次×2 天) 且控制
於 ≤ 180 mg/dL。
6. 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統一改為
術後第二天，除非傷口敷料滲液情形
大於敷料面積 1/2 時，由專科護理師
於主治醫師查房時提醒。
7. 每 2 個月召開會議，報告計畫
執行進度，並針對 bundle 措施執行
率較低者進行問題分析；若有手術後
發生感染病人，則由團隊成員共同討
論其感染原因，進行相關改善。
執行後期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2 月)
感管師將研究相關資料進行分
析，召開會議報告研究結果，針對
bundle 措施及發生 SSI 病人進行討
論，評估後續繼續執行方案。
三、資料收集及統計方法
1. 由專科護理師及感管師於執
行前準備期時以回溯病歷方式，收
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08 月接受
過 CABG 病人之基本資料，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則以
「降低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
查檢表」及查閱病歷方式，收集內
容包括年齡、性別、糖尿病史、抽菸
習慣、出入院日期等，及手術記錄
如 ASA score、手術時間及組合式照
護措施執行記錄等；感管師每月依照
衛生福利部疾管署所制定的「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監測定義-外科部位感
染」收案標準[15]，追蹤接受 CABG
病人，依是否有無植入物，監測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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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或一年內有無手術傷口感染情
況。
2. 資料整理後以 SPSS 統計軟
體進行檢定；年齡、手術時間、住
院天數等連續變項以平均值±標準
差呈現與進行 t 檢定；是否有糖尿病
史、抽菸習慣、ASA score 等類別變
項以個數和百分比呈現和進行卡方檢
定，再以多變項羅吉式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 SSI 之危險因子，所
有 p 值小於 0.05 視為具統計學上顯
著差異。此外，分析「降低手術部位
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查檢表」內容中
的措施執行率。

結

果

執行前準備期 (2016 年 05 月
至 2016 年 08 月) 共 113 位病人接
受 CABG 與執行期 (2016 年 09 月
至 2017 年 12 月)共 93 人，在基本
資料相比部分 (表二)，2 組平均年齡
為 (64.10 歲 vs. 53.10 歲)、男性比率
(78.8% vs. 84.9%)、糖尿病者 (50.4%
vs. 48.4%)、抽菸比率 (15.9% vs.
44.1%)、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 (52.2% vs. 21.6%)、ASA score
兩組以 3~4 分為主、手術平均時間
(3.70 小時 vs. 4.08 小時)、平均住院
天數 (17.11 天 vs. 16.78 天)、住加護
病房天數 (3.89 天 vs. 3.40 天)；執行
期病人平均年齡較年輕、術前飯前血
糖 > 180 mg/dL 比率也低，抽菸比率
高，達統計顯著性意義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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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基本資料
執行前準備期
N = 113 (%)
64.10±11.01

執行期
N = 93 (%)
53.10±9.16

p

年齡, M±SD
< 0.001**
性別
男
89 (78.8)
79 (84.9)
.283
女
24 (21.2)
14 (15.1)
糖尿病
57 (50.4)
45 (48.4)
.781
抽菸
18 (15.9)
41 (44.1)
< 0.001**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59 (52.2)
20 (21.6)
< 0.001**
ASA Score
1
0 (0.0)
0 (0.0)
2
0 (0.0)
0 (0.0)
3
72 (63.7)
66 (71.0)
.299
4
41 (36.3)
27 (29.0)
5
0 (0.0)
0 (0.0)
6
0 (0.0)
0 (0.0)
手術時間 (時), M±SD
3.70±1.12
4.08±1.15
.009
總住院天數, M±SD
17.11±9.12
16.78±8.04
.785
加護病房天數, M±SD
3.89±3.47
3.40±1.10
.197
感染率 (%)
4.42
2.15
< 0.001**
**p < 0.001；M = mean；SD = standard deviation；ASA score 1：正常健康人；2：具有輕度系
統疾病的人；3：具有重度系統疾病的人；4：具有重度系統性疾病，其嚴重度足以威脅生命
的人；5：不接受手術恐怕無法存活下去的垂危病人；6：即將要捐贈器官的腦死病人

研究期間共 7 位病人發生手術後
傷口感染，年齡平均為 63.85±7.71
歲、男性 3 人，女性 4 人、手術日至
感染日平均天數為 25.14±15.25 天、
感染菌種有 2 位感染 Enterobacter
cloacae 及 Candida albicans，其餘為
單獨菌種，糖尿病佔 86% (6/7)；發
生 SSI 的病人，其中有 5 位在執行前
準備期、2 位在執行期，感染率分別
為 4.42% (5/113) 與 2.15% (2/93)，以

卡方檢定具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 (p
< 0.001) (表二)，再以多變項羅吉式
迴歸分析造成 CABG 手術部位感染
危險因子 (年齡、性別、抽菸、糖尿
病、ASA Score、感染前住院天數、
加護病房天數及手術時間)，變項中
只有感染前住院天數具統計學上顯著
意義 (p < 0.05)，odds ratio (OR) 值為
1.088，每增加一天則增加感染風險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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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由感管師每月回收上
個月查檢表單，依查檢表內容針對手
術前沐浴且使用 2% CHG 抗菌沐浴
劑、手術前除毛且使用棄式刀頭之電
動除毛機、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術
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及術後 2 天
全部病人皆監測血糖，計算執行率
其結果如表三，在等待消毒劑自然
乾燥及術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未
100%。

討

論

本研究依本院 CABG 感染現況
選定降低 SSI 措施與優化流程 (1) 病
人術前沐浴落實提醒病人並呈現於護
理交班單且主動提供含 2% CHG 抗
菌劑；(2) 使用拋棄式刀頭之電動除
毛機進行皮膚除毛；(3) 增加使用計
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4)
術後 2 天血糖監測對象改為全部手
術病人皆監測且控制 ≤ 180 mg/dL；
(5) 手術後傷口換藥時間統一改為術
後第二天，藉由以上措施與團隊共
同努力執行，執行期間只有 2 位病人
發生傷口感染情況，感染率為 2.15%
(2/93)，與執行前準備期的感染率
表三

4.42% (5/113) 相比有顯著下降。本研
究結果與國外研究針對 CABG 病人
執行 SSI bundle 如手術前、術中和術
後實施嚴格血糖控制、適當使用抗生
素、CHG 沐浴，並透過教育訓練，
術後傷口感染率顯著下降[16]結果相
似。
執行前準備期與執行期 2 組病
人資料在平均年齡 (64.10 歲 vs. 53.10
歲)、抽菸比率 (15.9% vs. 44.1%) 及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比
率 (52.2% vs. 21.6%) 結果上有顯著差
異，依據文獻所提到的 CABG 術後
傷口感染危險因子，有手術中大量
輸血、體重指數 (BMI) > 30、病人有
周邊血管疾病、年齡 ≥ 65 歲、慢性
病、手術期間抗生素使用不合理及手
術時間 > 4 小時等[3-5]，並無提到抽
菸，而平均年齡以執行期較年輕，
此結果進一步分析發現在執行前準
備期中有 8 位病人年齡 > 80 歲，執
行期並無 > 80 歲的病人，可能是因
執行前準備期高齡人數較多導致；
術前飯前血糖監測 > 180 mg/dL 比率
執行期也較低，可能是因為執行 SSI
bundle，醫療團隊對於病人在血糖的
控制上更加落實。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試措施執行率 (執行期 2016 年 9 月~2017 年 12 月)

組合式照護措施
1. 手術前沐浴且使用 2% CHG 抗菌沐浴劑
2. 手術前除毛且使用棄式刀頭之電動除毛機
3. 等待消毒劑自然乾燥機制，使用計時器
4. 術後第 2 天才執行傷口換藥
5. 術後 2 天全部病人皆監測血糖且控制≦18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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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93
93
75
84
93

否
0
0
18
9
0

N = 93
遵從率 (%)
100
100
81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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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指出，針對 119 名接受
CABG 的病人實施術前沐浴使用 2%
CHG 的預防措施，對照 244 名未使
用 2% CHG 術前沐浴的病人，結果
發現有使用 2% CHG 病人術後發生
傷口感染的發生率 (1.69%) 明顯低於
未使用 2% CHG (13.56%) [16]，執行
措施與本研究一樣，而本院更落實提
醒並主動提供抗菌沐浴劑 2% CHG，
列為 CABG 術前常規，給予病人於
手術前一晚沐浴使用，減少皮膚上
細菌的移生，並列入護理交班於執行
率達 100%；雖有其他研究提到術前
使用 CHG 沐浴，結果顯示對降低術
後發生傷口感染並無助益，甚至在
2016 年美國外科感染學會-手術部位
感染指引中，提到術前使用 CHG 沐
浴雖然可降低皮膚表面細菌，但確未
有證據顯示可降低術後發生傷口感染
的發生，其中有提到可能影響傷口感
染的因素太多，如手術傷口分類的不
同、病人本身疾病因素、術前有無使
用抗生素、有無正確教導病人使用
CHG 會影響殺菌效果等皆有可能影
響[17]。
國外血管手術研究，指出若提
高 SSI bundle 執行率是可以有效降
低 SSI 發生率，執行措施有合理使
用抗生素、需進行除毛者使用理髮
器，禁止使用剃刀，SSI bundle 執行
率由 10% 提升到 60%，感染率下降
40% [18]。國內 2016 年運用跨團隊
照護模式降低 CABG 術後感染率，
執行措施有修訂案手術部位皮膚準備

流程、建立預防性抗生素劑量依病
患體重調整、統一醫師術後傷口換
藥方式與流程、術後血糖控制 ≤ 180
mg/dL，結果顯示提高措施執行率，
CABG 感染率明顯下降[19]。本院採
購電動除毛機全面改用後，不但減輕
醫護同仁在幫病人除毛怕皮膚破損的
壓力且操作起來更簡單，更於開刀房
內增加使用計時器由護理師設定 2 分
鐘，提醒醫師確實等待皮膚消毒劑自
然乾燥，措施執行率可達 81~100%，
將電動除毛機列為皮膚除毛工具及使
用計時器等待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列
為 CABG 手術常規。
國外研究針對 1,000 名進行心
肺手術病人進行有關手術後血糖控
制與手術傷口感染的相關研究，發
現有 74 位病人術後發生手術傷口感
染，而本身有糖尿病及術後有高血糖
為手術傷口感染的危險因子[20]；本
研究在執行前準備期-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為 52.2% (59/113)，
一半以上的病人術前飯前血糖 > 180
mg/dL，但藉由執行 SSI bundle 適時
的使用降血糖藥物，在執行期-術前
飯前血糖 > 180 mg/dL 比率已降低為
21.6% (20/93)，術後 2 天病人血糖皆
控制 ≤ 180 mg/dL，執行率達 100%
(93/93)，降低了血糖對術後發生手術
傷口感染的風險，藉由此結果更讓臨
床第一線人員了解血糖控制的重要
性，將術前血糖控制 ≤ 180 mg/dL，
列為術前評估項目之一，術後醫囑內
容則加入每天早上飯前測量血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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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
國外研究在 998 名接受 CABG
手術的病人，以多變量分析發現糖尿
病、體重指數 (BMI > 30)、輸血等與
手術部位感染有顯著相關[21]。國內
研究 CABG 病人之胸部傷口感染危
險因子則有糖尿病、術後心輸出量降
低、術後因出血再ㄧ次手術、平均住
院天數、使用人工心肺機的時間和手
術時間[22]，另在心臟手術後與手術
部位感染相關的危險因子研究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術前已有感染情況
和急診手術與 SSI 有顯著相關[23]。
而本研究結果以多變項羅吉式迴歸
分析，在 CABG 手術部位感染危險
因子僅有感染前住院天數具有統計學
上顯著意義，與國內研究提到的危險
因子平均住院天數仍有差異，另在年
齡、性別、加護病房天數、糖尿病及
手術時間等皆無相關，可能是因本研
究在變項、病人人數較少及研究時程
較短所致，雖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不相
同，但卻可由本研究結果得知感染前
住院天數可能為 CABG SSI 危險因子
之ㄧ。

研究限制與建議
預防手術部位傷口感染近幾年來
建議指引不斷的更新，如術前術後抗
生素的使用、皮膚的準備、體溫的監
測、血糖的監測等，指引措施已趨近
完整，但臨床是否有落實執行卻無從
得知，感管師只能依「醫療照護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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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監測定義-外科部位感染 (SSI)」
標準收案，若有特別術式感染人數增
加的情況，才會介入了解，此次藉由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所舉辦「推動組合式照護措施降低手
術部位感染先驅計畫」，運用於本
院 CABG，執行期間本研究限制為
(1) 受限本院資訊系統無法將查檢表
內容資訊化，需運用人力填寫且因此
研究為跨部門合作所以在執行前期需
耗費用更多時間溝通，讓團隊成員之
間達成共識，故將此研究推廣至全部
手術術式有困難，期望未來能將 SSI
bundle 標準化，資訊電腦化推動至本
院全部術式；(2) 在 SSI bundle 各項
措施執行率未達 100% 的措施有等待
皮膚消毒劑自然乾燥機制及術後第二
天傷口換藥，探討其原因為手術情況
緊急而未確實執行等待皮膚消毒乾
燥，另因主治醫師換藥時間習慣為術
後第一天，若未來能將 SSI bundle 各
項措施比照手術安全查核表一樣，嚴
格執行各項措施並列為常規稽核，期
望執行率能達 100%；(3) 因 CABG
於本院開刀人數每月約 6~7 例，與
國外大型研究相比本研究人數較少且
研究時間較短，故在相關危險因子的
分析上結果，僅感染前住院天數具統
計上顯著性意義，若能將研究期間延
長，應可累積足夠病人數來進行分析
研究，研究結果能更具參考性。但經
此研究結果顯示運用 SSI bundle 是可
能降低 SSI，尤其是新增術前沐浴主
動提供 2% CHG 及電動除毛器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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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各國的研究中都是可以看到成
效的，可做為其他術式的參考依據。

結

語

預防手術部位傷口感染一直以來
都是很重要醫療品質監測標準，近幾
年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不斷的
推動許多的組合式照護，病人若發生
SSI 除了會產生許多的併發症之外，
甚至會影響病人生命，若能以 3~5 個
具實證基礎的措施於臨床照護上不但
可以降低病人 SSI 發生率，更能維護
病人生命安全以提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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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are Bundle:
Effectiveness of Reducing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in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Yu-Chiao Hung1, Tsrang-Neng Jang1,2,3, Chien-Shien Huang1,2,3,
Wei-Yu Chen1,2, Shu-Hua Lee1

1

Committe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2

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3

School of Medicine, Catholic Fu-J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 is the fourth most common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in medical centers. It increases the medical cost, prolongs the
hospital stay and affects the patients’ safety.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6,
113 patients underwent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and 5 of them had
postoperative SSIs. The infection rate was 4.42% (5/11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infection rate of 1.53% in the Taiwan Medical Center in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from Sept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7, the SSI care bundle (SSI Bundle) program
for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was promoted. The program guidelines were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1999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6. Exam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hospital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DC and WHO recommendations,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were changed: (1) actively providing a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antibacterial agent for the patient to bathe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presenting it on the care shift list, (2) using a disposable or electric razor for
hair removal, (3) using a timer in the operation room to make sure the disinfectant
has dried before starting the surgery, (4) monitoring blood glucose for all patients
within 2 days after surgery, and (5) wound dressing done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surgery.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 total of 93 patients underwent
coronary bypass surgery. Two of the patients had SSIs after surger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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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rate decreased from 4.42% to 2.15% (p < 0.001).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uses SSI care bundle measures combined with strict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ood sugar control. The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SI.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care 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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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經皮中央靜脈導管照護方式
對於導管感染率的影響
劉又禎1 陳宜綸2 黃新純2

歐陽美珍2 陳志誠2

蘇立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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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廣泛使用於新生兒，可提供輸液、靜脈營養，及藥物治
療；和周邊靜脈導管比較，它可用於施打較高濃度的輸液，因經皮中央靜脈導管
有長達一個月的置放時間，而周邊靜脈導管需每三天更換一次注射部位，故還可
減少病人打針次數，然而，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常見的併發症有感染、滲漏、靜脈
炎以及阻塞等問題，且導管感染會導致病人敗血症以及延長住院天數。此研究自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0 月，比較介入措施前後經皮中央靜脈導管所引起的併
發症的差異，介入措施如下：施打前增加清潔皮膚步驟，水溶性優碘確實停留 2
分鐘，施打後固定每七天的消毒工作以最大無菌面防護方式進行。其結果顯示，
介入措施後的血流感染密度有顯著下降 ，從 2.7‰ 下降至 0‰ ，此研究的介入措
施可降低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率，進而減少住院天數及醫療支出，以及提升新生
兒加護病房中的照護品質。（感控雜誌 2020:30:228-238）
關鍵詞： 經皮中央靜脈導管，血流感染，消毒

前

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
顯示，新生兒死亡原因中有 36% 是
來自感染[1]，由於新生兒的免疫系
民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受理
民國 109 年 5 月 4 日修正
民國 109 年 6 月 17 日接受刊載

統尚未發育成熟，易遭受到伺機性感
染，根據文獻指出，台灣新生兒加
護病房伺機性感染盛行率高達 17.5%
[2]，而存活大於 3 天的非常低出生
體重早產兒中，21% 至少有一次晚發
通訊作者：陳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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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敗血症[3]。早產兒因體溫調節未
成熟，一出生即需住進保溫箱中，而
保溫箱是一個高濕度高溫度的空間，
易滋生細菌黴菌，再加上許多的醫療
措施及營養輸液，易增加被感染的機
會[4]。
早產兒因腸胃道未成熟，需要長
時間給予靜脈營養和輸液，而此輸液
需由經皮中央靜脈導管來給予。經皮
中央靜脈導管是一種聚氨甲酸酯材質
的人工血管，從 1973 年開始使用在
新生兒身上[5]，置放時間可長達一
個月，根據文獻指出，施打經皮中央
靜脈導管的打針次數少於一般周邊靜
脈注射[6]，施打方式是經由週邊靜
脈穿刺後將導管推入至上腔靜脈接近
右心房或下腔靜脈接近劍突處，可用
來給予較高濃度的輸液，然而，經皮
中央靜脈導管常見的併發症有感染，
靜脈炎，滲漏以及阻塞等問題[5]，
發生敗血症會延長住院天數及增加死
亡率[3]，加上導管感染在早產兒伺
機性感染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因此
如何減少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一直是
避免早產兒伺機性感染一個很重要的
課題。
根據 2018 年台灣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制定新版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監測定義[7]，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以中心導管置入當日為第 1 天，病
人在檢驗證實之血流感染的感染日期
當日，已使用中心導管超過 2 個日曆
天，且在感染日期當日或前 1 日，病
人仍有留置中心導管，由於新生兒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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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培養報告存在偽陰性，所以依臨床
狀況懷疑敗血症時，例如發燒、C 反
應蛋白或白血球上升、餵食量下降、
呼吸暫停或急促、心跳下降或加快等
等，在排除其他可能感染源之後，
即可診斷為因導管引起的血液感染
[8]。感染密度的計算方式為感染總
人次 導管使用總人日數×1,000‰
[9]。在美國 Johns Hopkins 醫學中心
的新生兒加護病房中，因經皮中央靜
脈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密度為 2.01‰
[10]。
消 毒 液 種 類 的 選 擇 上 有
0.5% alcoholic chlorhexidine、
2% chlorhexidine 及 10% povidone
iodine，文獻證實在成人的導管消毒
中，使用 2% chlorhexidine 比 10%
povidone iodine，更有效降低血流感
染發生率[11]，但目前 chlorhexidine
因經皮吸收安全劑量及接觸性皮膚
炎的疑慮下，無法使用在 2 個月以
下的新生兒身上[12]。根據本院過
去的病歷資料顯示，2018 年新生兒
加護病房中，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引
起之血流感染有 8 個，其菌種有 4
個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2 個
Malassezia furfur，1 個 Staphylococcus
aureus，及 1 個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血流感染密度為 2.7‰，本
研究的目的在比較改變導管照護步驟
之後，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引起的血流
感染率以及其他導管併發症的成效，
以作為未來經皮中央靜脈導管的標準
照護流程，進而提升新生兒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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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管照護品質。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針對南部某醫學中心入住新生
兒加護病房之新生兒，納入條件為存
活大於 3 天，有接受經皮中央靜脈導
管，並且由 2 位新生兒科總醫師及同
一位專科護理師協同操作完成的個
案，排除條件為在未拔除導管前即轉
出新生兒加護病房，以及全程並非依
照介入措施實行或並非由同一專科護
理師做消毒工作的個案。本研究經由
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且基於
研究對象的人權尊重及倫理考量，研
究者事先說明研究目的及過程，經父
母簽署同意書後加入本研究。研究執
行時間 2019 年 3 月至 10 月。資料收
集及分析內容包含病人基本資料，如
出生週數、出生體重、出生一分鐘及
五分鐘的 APGAR score、施打時矯正
週數、放置部位、放置天數、消毒次
數、血液培養報告、導管培養報告、
懷疑血流感染時的臨床症狀及血液
報告、其他導管併發症 (滲漏、靜脈
炎、阻塞)。
二、研究方法
2019 年 3 月至 10 月符合納入排
除條件的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均由新生
兒科總醫師及同一位專科護理師協同
施打完成，導管施打前後的消毒工作
皆由同一位專科護理師操作以減少偏

差，並且每日記錄新生兒加護病房環
境中的溫度及濕度。介入措施前採病
歷回朔方式收集 2018 年 1 月到 12 月
的資料，介入措施包含導管置放前及
置放後的消毒步驟。介入措施前消毒
方式如下：置放導管前以最大無菌面
防護步驟進行，包含施打人員穿戴頭
套、口罩、無菌衣，無菌手套，並且
以 povidone iodine 做皮膚的消毒，隨
後鋪上大範圍無菌鋪單或無菌治療
巾；置放導管後每週固定的消毒步
驟和一般周邊靜脈導管相同的消毒方
法。介入措施後消毒方式如下：置
放前的消毒步驟在消毒前用生理食鹽
水或沐浴乳清洗預注射處皮膚，水溶
性優碘紗布消毒皮膚後至少停留 2 分
鐘，並以最大無菌面防護步驟進行，
置放完成時以超音波確認位置避免因
反拔導管而再次打開注射處，以無菌
Y 紗代替人工皮以維持無菌膠膜包覆
範圍無菌如圖一；置放導管後每週固
定以最大無菌面防護的消毒步驟，在
消毒前拆除膠帶及人工皮，剩下無菌
膠膜的狀態下用生理食鹽水清潔及優
碘消毒皮膚，再鋪上無菌治療巾，打
開無菌膠膜執行消毒導管步驟，介入
措施前、後的置放前、後消毒流程顯
示如圖二、三[7]。
三、資料分析方法
利用 t 檢定分析連續變相和利用
卡方檢定分析類別變相資料，比較介
入措施前後嬰兒的出生週數、出生體
重、出生一分鐘及五分鐘的 AP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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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導管接合處以無菌 Y 紗取代非無菌人工皮 (黑箭頭標示處為 Y 紗)

圖二

介入措施前、後置放經皮中央靜脈導管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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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介入措施前、後置放後經皮中央靜脈導管之消毒流程

score、施打時的矯正週數、置放部
位、置放天數的差異，並利用卡方檢
定比較介入措施前後新生兒加護病房
內，經皮中央靜脈導管感染率，以及
其他併發症例如滲漏、靜脈炎、阻塞
的發生機率。導管併發症發生率的計
算方式為發生總人次 導管使用總
人日數×1,000‰。使用 SPSS version
25 分析軟體。

結

果

2018 年介入措施前病歷回溯資

料共計 114 位有 151 件導管數，介
入措施後共有 102 位，導管數有 120
件，經分析嬰兒的出生資料，除了
置放股靜脈的比例在介入措施後有
顯著升高之外，在出生週數、出生體
重、出生一分鐘及五分鐘的 APGAR
score、施打時矯正週數、及置放天
數上並無統計上差異如表一。另導
管感染率以及導管滲漏、靜脈炎、
阻塞發生機率分析結果如圖四。介
入措施前有 8 個人發生 8 次導管引起
血流感染，血流感染密度為 2.7‰ 導
管-日，而介入措施後無導管引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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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介入措施前後病童的基本資料分析

介入措施前
介入措施後
(導管數 = 151)
(導管數 = 120)
出生週數 (週)
31.5±4.92
31.3±4.87
出生體重 (克)
1,569.0±895.20
1,590.7±870.47
一分鐘 A/S
5.7±2.42
5.7±2.63
五分鐘 A/S
7.7±2.04
7.6±2.23
導管置放時矯正週數 (週)
33.3±4.80
34.3±7.75
置放股靜脈比例 (%)
1.9%
7.8%
置放天數 (日)
19.5±10.46
19.9±10.09
A/S: APGAR score，數值表示為平均值±標準差，＊表示 p < 0.05

p值
0.85
0.75
0.94
0.93
0.52
0.041*
0.86

*

圖四 比較介入措施前後比較導管引起的併發症，＊表示 p = 0.037 (p < 0.05 視為有統計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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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染，血流感染密度為 0‰，前後
比較有顯著差異 (p = 0.037)，而介入
措施前有 16 個人發生 18 次導管阻塞
(6.4‰ 導管-日)、有 7 個人發生 7 次
導管滲漏 (2.3‰ 導管-日)、有 6 個人
發生 6 次靜脈炎 (2.0‰ 導管-日)，介
入措施後有 14 個人發生 17 次導管阻
塞 (6.2‰ 導管-日)、有 5 個人發生 5
次導管滲漏 (1.8‰ 導管-日)、有 7 個
人發生 7 次靜脈炎 (1.5‰ 導管-日) 等
併發症，導管阻塞、滲漏、靜脈炎發
生率在介入措施前後並無差異，如圖
四。

討論與結語
本研究結果顯示，改善置放導
管前後的消毒步驟可以有效降低新生
兒加護病房中經皮中央靜脈導管的血
流感染密度，本研究是第一篇將最大
無菌面防護觀念運用在經皮中央靜脈
導管置放後消毒步驟，並詳細分析其
降低導管引起之血流感染率的文章。
文獻中曾經報導過導管引起的血流感
染的危險因子有不熟練的導管照護團
隊[13]、早產[14]、置放天數、置放
部位、施打時及施打後每週的無菌消
毒工作，以及消毒藥水的選擇[15]。
此研究在介入措施前後皆由新生兒
科總醫師和同一位專科護理師執行施
打，臨床實作經驗豐富，一年大約
有 200~250 人次接受經皮中央靜脈
導管的置放。出生週數越小的嬰兒，
皮膚的保護層越薄，表皮上的細菌容

易延著導管進入體內，再加上免疫系
統未發育成熟，所以很容易遭受到感
染[3]。另外，置放時間越長，導管
引起的血流感染率也會提升，根據文
獻顯示，置放時間小於 21 天，導管
引起的血流感染率可以大幅的下降
[16]，在本研究當中，介入措施前後
的導管平均置放天數皆小於 21 天，
並無統計上差異。此外，導管平日照
護人員的手部衛生也是引起導管感
染重要的一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09 年制定醫療照護機構的手部衛
生指引中提到，手部清潔時機在接觸
病人前、執行清潔/無菌操作前、暴
觸病人體液風險後、接觸病人後、接
觸病人周遭環境後[17]，本次介入措
施前後都在同一加護病房執行，根據
單位內每個月評核護理人員手部清潔
執行率資料顯示，在 2018 年及 2019
年皆為 100%，因此在介入措施前後
的手部清潔執行率並無差異。置放在
股靜脈的導管因接近排泄物的出口，
根據文獻報導，比置放在其他部位更
容易引起血流感染 [18]，本研究介入
措施後置放在股靜脈的導管比例有顯
著上升，但導管引起血流感染率反而
下降，由此可知本研究的介入措施，
可以有效的降低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
率。新生兒的經皮中央靜脈導管施打
部位在上肢容易出現一些併發症，例
如導管位置錯誤，由頸靜脈往上走向
腦部而不是回到上腔靜脈、氣胸、心
包膜填塞、肋膜積水等[19]，若發生
這些併發症，對嬰兒有致命危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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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在下肢的導管引起的併發症除了
容易感染之外，有可能會進入到腰靜
脈，而這個問題可以透過超音波或
脊椎的側面 X 光來診斷[20]，由此可
知，導管置放在上肢有可能出現的併
發症比起下肢來的致命，因此本新生
兒加護病房 90% 以上的導管是置放
在下肢。而在消毒藥水的選擇上，雖
然 chlorhexidine 消毒效果比 povidone
iodine 來的佳，但目前並無證據顯示
能夠常規使用在新生兒身上，尤其在
早產兒身上也缺乏安全性報告，所
以在介入措施當中並沒有做消毒液
的改變，只有加強確實做到 povidone
iodine 停留 2 分鐘。
介入措施前，本院的經皮中央
靜脈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率為 2.7‰
導管-日，略高於美國 Johns Hopkins
醫學中心的 2.01‰ 導管-日[10]，根
據 2018 年的病歷顯示，導管感染集
中發生在 4~10 月份，本院感控規定
加護病房內空調溫度應控制在 25 度
以下、平均濕度 50%，根據新生兒
加護病房設置溫濕度計記錄顯示，
在 4~10 月平均溫度為 23.4 度、平均
濕度 61.1%，比起 11~3 月平均溫度
22.7 度、平均濕度 61.5%，夏天的溫
度略高，根據文獻指出，導管感染發
生率會有季節性變化，和夏天病菌易
滋生加上病人流汗導致無菌膠膜容易
滑脫有關聯[21]，因此本文特別針對
夏天時的導管感染率做分析研究，發
現介入措施可以有效減低經皮中央靜
脈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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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導管感染率是利用
病歷回溯分析，並且將 Malassezia
furfur 納入因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引起
之血流感染計算，因其在臨床上出
現 Malassezia furfur 引起之敗血症症
狀，使用抗黴菌藥物之後有明顯改
善，和 2018 年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制定新版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
測定義計算方式有些許差距，是本研
究的其中一項限制，此外，導管照護
人員在 2018 年由本單位護理人員照
護，2019 年納入本研究的個案由一
位專科護理師擔任照護工作，並且由
新生兒科總醫師監督，介入措施前後
的照護人員並不一致，是本研究的另
一項限制。另外，本研究所提到的靜
脈炎併發症，指的是化學性靜脈炎和
機械性靜脈炎，並非細菌性靜脈炎，
大部分以熱敷的方式即可改善臨床狀
況，少數需拔除重新置放。而針對
手部衛生遵從率與正確率方面，在
本加護病房提出的報告中，2018 年
和 2019 年皆為 100%，然而，對於導
管照護遵從性並無常規性評核，因此
沒有 2018 年和 2019 年導管照護遵從
性的評估資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
一。
本研究結果發現，介入措施可
以有效減低經皮中央靜脈導管引起的
血流感染率，但介入措施開始只追蹤
8 個月，研究結束後至 2020 年 1 月
並無感染個案發生，因此自 2020 年
2 月開始，透過實際操作以及影片教
學，逐漸將消毒工作從專科護理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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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加護病房的護理師來操作，根據
感控統計，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因中央靜脈導管引起的血流感染密
度為 1.8‰，導管感染時間皆發生在
移交後，雖然在研究結束後以介入措
施同樣的方式來執行消毒工作，但仍
發生感染個案，推測原因是護理師在
執行消毒工作的正確性及遵從性仍不
足，目前正加強監督評核護理師的消
毒工作中。
最大無菌面防護包含大面積無菌
鋪單、無菌衣、無菌手套、頭套、口
罩，在導管置放時，介入措施前後都
是採用最大無菌面防護的消毒方式，
研究也證實，可以降低導管的感染率
[22]，但是在置放後的消毒工作，在
介入措施前是使用一般標準周邊靜脈
導管的照護方式來消毒經皮中央靜脈
導管的注射處，嬰兒照護面積小，容
易掙脫，在消毒過程中未戴無菌手套
的手及未穿無菌衣的肢體易碰觸到消
毒區，實行最大無菌面防護更能確保
消毒過程中無菌，而介入措施最大的
改變是把最大無菌面防護的觀念運用
在導管置放後的消毒工作上，結果證
實置入和照護流程的修訂，可以有效
降低導管引起之血流感染率，本院也
依據此研究結果修改護理類標準作
業規範，全面實施在新生兒加護病房
中，期待能讓護理品質更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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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catheter
care on percutaneous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and catheter-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Yu-Chen Liu1, I-Lun Chen2, Hsin-Chun Huang2, Mei-Chen Ou-Yang2, Chih-Cheng Chen2,
Li-Ting Su2, Hsin-Yu Chang2, Hui-Ju Chiang3, Shu-Hwa Chen1
1

Department of Nursing, 2Pediatrics, 3Committee of Infection Control,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nd
Chang Gu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Taiwan

Fluid supplement,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and medication necessitate
an intravenous acces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Compared to peripheral
intravenous accesses, PCVCs are better tolerated for hypertonic fluids and
stimulating medications. In addition, the patients experience less puncture frequency
than with peripheral intravenous accesses with an indwelling time of 3 days
only. The complications of PCVC include 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RBSI), broken catheter, phlebitis, and occlusion. CRBSI may lead to sepsis and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to October 2019.
The incidence of the complications of PCVC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compared. The intervention was to clean the skin, followed by applying povidone
iodine on the skin for at least 2 minutes, and to use maximum sterile barrier
precautions during weekly dressings on the PCVC injection site.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CRBSI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during
dressing change at the PCVC injection site, from 2.7/1,000 catheter-day to 0/1,000
catheter-day, which shortened the hospitalization days, reduced healthcare cost,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neonatal care in the NICU.
Key words:

PCVCs, bloodstream infection, 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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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者及愛滋感染者的 C 型肝炎
感染現況與治療
蘇培元1 蘇維文1 陳昶華2
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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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肝膽科

2

感染科

近幾年 C 型肝炎的治療有著非常突破性的進展，新型口服抗病毒藥物
(Direct antiviral agent, DAA) 不僅療效優異、且副作用低。C 型肝炎感染中有兩
個特殊族群：藥癮者與愛滋感染者，這兩個族群的傳染途徑因經由靜脈注射毒品
而有些重疊，C 肝基因型的分布因此有著類似的地方，除常見的 1, 2 型外，3, 6
型是這兩個族群的特點，因此治療藥物的選擇也有類似之處。本文先探討國外有
關這兩大特殊族群合併 C 型肝炎的流行病學近況，接著加入近幾年本土先進們
的研究成果，再介紹 DAA 治療的臨床試驗結果與實際臨床成效。Reinfection 在
這兩個特殊族群也是偏高，可能是經由再次注射毒品或性行為傳染，積極治療
C 型肝炎與結合安全針具與安全性行為是降低再感染的首選方法。（感控雜誌
2020:30:239-248）
關鍵詞： 藥癮、愛滋、C 型肝炎

前

言

C 型肝炎在這幾年中，因為有
新型口服抗病毒藥物的突破性發展，
使得治療 C 型肝炎有著副作用低且
療效又好的方法，病人接受度與完治
率也都大幅提升。因此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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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 2030 年全球 C 型肝炎須達到的
治療目標，就是要降低 90% 的新發
生 C 型肝炎個案、治療完 80% 已知
的感染 C 型肝炎病人，與降低 65%
因 C 型肝炎導致的死亡[1]。根據一
份調查全球 C 型肝炎盛行率的研究
指出，在 2015 年時，全球感染 C 型
肝炎且帶病毒的人口數約有七千多萬
通訊作者：蘇培元
通訊地址：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連絡電話：(04) 7238595轉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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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占全球總人口數 1% [2]。過去
的本土資料顯示，台灣 C 型肝炎感染
的盛行率約為 4%，此盛行率高於亞
洲鄰近國家[3]。且根據衛福部出版
的「國家消除 C 肝政策綱領」中指
出[4]，預估全國 anti-HCV 陽性人數
約為 62 萬人，其中 HCV ribonucleic
acid (RNA) 病毒陽性人數約為 40 萬
人。這些結果顯示台灣仍有許多 C
型肝炎病人仍待被篩檢出來與治療
[5]。

藥癮者的 C 型肝炎感染現況與治療
感染現況
C 型肝炎病毒傳染是經由血液
或無保護之性行為傳染，因此會有某
些易暴露於這些環境的高風險族群，
例如靜脈注射毒品的藥癮者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PWID)、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感染
者、血液透析病人等。在靜脈注射毒
品病人部分，台灣常見毒品使用為
海洛因 (Heroin)、K 他命 (Ketamine)
與安非他命類 (amphetamine type
stimulant) 等。毒品海洛因使用途徑
為靜脈注射，使用者常常會共用針具
與稀釋液，間接成為傳播 C 型肝炎病
毒的絕佳管道，因此在這類靜脈注射
毒品病人，其感染 C 型肝炎病毒的比
率非常高。根據 Jason Grebely 等統
計 2015 年的資料顯示，全球在最近
曾施打毒品的人中，血中有 HCV 病
毒血症 (viremia) 的比例約為 39.2%，

這群人的分布的以東南亞占最多數
[6]。台灣過往的資料顯示，目前在
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的族群或看守所
藥癮族群裡，C 型肝炎抗體陽性的比
率約為 78% 至 91.4% [7-9]，其中有
HCV 病毒血症者約占八成，此盛行
率高於世界其他國家，據伍美馨等人
分析在草屯療養院接受美沙冬替代療
法的族群中，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
道自己有感染 C 型肝炎[7]，因此如
何加強這群特殊族群 C 型肝炎的篩檢
與治療，是未來在達成 2030 清除 C
型肝炎目標下很重要的一環。
這群靜脈注射毒品病人中，C 型
肝炎病毒的基因型與一般民眾的基因
型分布不大相同。在台灣，一般民眾
的基因型以第一型與第二型占最主要
部分，而據謝孟軒等人分析在南部看
守所 562 位藥癮犯的資料顯示，C 型
肝炎病毒基因型以第六型占最多數
(41%)，之後依序為第一型 (32.3%)、
第三型 (12.8%) 與第二型 (5.6%)
[8]。鄭群翰等人分析在 58 位台東馬
偕醫院接受 C 肝治療的藥癮病人，其
基因型以第一型 (41.4%) 居多、依次
為第三型 (25.9%) 與第六型 (24.1%)
[10]。因此在治療這群特殊族群的藥
物選擇上，應考慮能顧及第三型與第
六型的抗病毒藥物為主。
藥物治療
C 型肝炎的治療在近幾年有長
足的進步，從過去注射長效型干擾
素搭配口服雷巴威林 (Ribavirin)，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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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當前的新型全口服抗病毒藥物
(Direct antiviral agent, DAA)。不僅副
作用低，療效也達九成以上。DAA
因抑制不同蛋白酶而有不同種類，
主要為三大類藥物：NS3/4A protease
inhibitors (Grazoprevir, Glecaprevir),
NS5A inhibitors (Elbasvir, Ledipasvir,
Pibrentasvir, Velpatasvir) 與 NS5B
inhibitor (Sofosbuvir)。目前的 DAA
均為合併兩種以上不同機轉藥物的
組合，例如 Zepatier (Grazoprevir and
Elbasvir), Harvoni (Sofosbuvir and
Ledipasvir), Maviret (Glecaprevir and
Pibrentasvir) 與 Epclusa (Sofosbuvir
and Velpatasvir)。不同藥物能治療
的基因型不盡相同，現在多以能治
療全基因型的藥物為主流，例如：
Maviret 與 Epclusa 對於基因型第一至
第六型皆有不錯的療效。
C-EDGE CO-STAR 是第一個
Phase III 針對藥癮病人進行的臨床
試驗，296 位受試者有 277 位 (96%)
完成 Zepatier 十二週治療，治療成
功率 (sustained virologic response,
SVR) 為 91.5%，其治療的 C 型肝
炎病毒基因型以第一、四、六型為
主[11]。SIMPLIFY 是另一個 Phase
4, open-label, single-arm 的多中心
臨床試驗，共收錄 103 位 PWID 病
人，完成 Epclusa 治療者有 100 位
(97%)，SVR 為 94%，治療的基因
型則以第一至三型為主[12]。至於
在 Real world 實際臨床報告中，依
據 Behzad Hajarizadeh 等人在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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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eta-analysis 研究指出，在觀察型
研究裡，這些 PWID 族群的 SVR 為
88.8% (95% CI 85.8~91.9)，低於臨床
試驗的 93.9% (95% CI 92.5~95.3)，原
因可能是觀察型研究的 loss to followup 比率較高所致[13]，因此實際在治
療此類病人時，如何密切與病人保持
聯繫與適時追蹤，是提高治療成功率
的關鍵。
治療後再感染
這群注射毒品病人治療完成 C
型肝炎後，仍可能因在施打毒品而再
次感染 C 型肝炎。其再次感染比率
為每 100 person-year (PY) 中，可高達
5 至 6 人再次感染[14]。Hajarizadeh
等人綜合 28 篇文獻指出，如果治療
後最近仍在施打毒品者，再次感染
比率會高於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的
族群，為 5.86/100 PY 比上 3.81/100
PY [15]。如何降低這群病人再次感
染 C 型肝炎呢？有下列兩點建議：
第一點，治療即預防：根據澳洲與歐
洲冰島兩國治療這群藥癮病人的成
果指出，澳洲將這群接受治療比率
從 2015 年的 10%，拉高到 2017 年的
41% 後，族群中 HCV RNA 陽性的比
率從 2015 年的 43% 降至 2017 年的
25% [16]。冰島的治療成效也指出，
積極治療這群病人兩年後，其新發生
的 C 肝個案數，與積極治療前比較，
可降低 55%，HCV RNA 陽性的比率
可降低 73% [17]。因此我們更應積極
努力治療這群病人，才有辦法降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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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C 型肝炎感染人數。第二點，美
沙冬替代療法與安全針具使用：Lucy
Platt 等人的 Cochrane Review 指出，
如若結合美沙冬替代療法與安全針具
使用，平均可降低 74% 再次感染的
風險。目前台灣在這部分做法已達成
熟，仍應積極宣導安全針具與避免共
用的觀念，並持續鞏固美沙冬替代療
法的療程，才能有效降低再感染 C 肝
的比率。

愛滋感染者的 C 型肝炎感染
現況與治療
感染現況
因為 HIV 與 HCV (hepatitis C
virus) 病毒傳染途徑均為由血液與
無保護性行為傳染所致，因此感染
HIV 病人也是感染 C 型肝炎的高風
險族群。依據 WHO 在 2017 年發
佈的資料顯示，在全球感染 HIV 者
約三千六百萬人，其中約二百三十
萬人有合併感染 C 型肝炎，此盛行
率約為 6.2% [18]。如果再從感染
HIV 途徑來分析的話，從注射毒品
來的族群 (PWID) 裡，HIV-HCV coinfection 的比率最高，約為 82.4%，
其次是 MSM (males who have sex
with males) 族群占 6.4%、異性性行
為感染 (heterosexually exposed) 族群
占 4.0%，最後才是一般族群 (2.4%)
[19]。因此 WHO 亦建議所有 HIV 感
染者均應檢測是否合併感染 HCV。
在台灣本土的流行病學研究

中，李欣純等人分析 2000~2005 間，
484 位在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的 HIV
病人顯示 HIV-HCV co-infection 的
比率約為 56.7% [20]。而李佳雯等
人分析 2016 年底台灣疾病管制署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裡全台 HIV 病人的資料顯示，不
同世代的 HIV-HCV coinfection 盛
行率，從 2004~2007 世代的 43.4%
(1,288/2,974)，降至 2012~2016 世代
的 18.6% (707/3,793)。若從感染 HIV
途徑做區分的話，由 PWID 得到 HIV
的族群中，HIV-HCV coinfection 比率
在兩個世代族群均是最高 (96.4% 與
94%)，其次為異性性行為感染 HIV
的族群 (9.4% 與 10.9%) 與 MSM 感染
HIV 的族群 (5.9% 與 3.5%) [21]。不
過如果觀察近幾年國外的感染趨勢顯
示，在 HIV+MSM 族群中，新進感染
HCV 的比率有漸漸上升的現象。美
國 San Diego, California 地區，發現
此新感染 HCV 比率從 2000~2014 的
0.82/100 PY 上升至 2015 的 3.01/100
PY [22]。法國的資料也顯示，在
HIV+MSM 族群中，新感染 HCV
比率從 2012 的 0.35/100 PY 上升至
2016 的 0.92/100 PY [23]。這樣的現
象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由洪健清教授
等人分析台大 2011~2017 年 HIV 病
人資料顯示，HIV-HCV co-infection
的 比 率 有 漸 增 現 象 ， 從 2 0 11 的
11.2% 增加至 2017 的 14.3% [24]，或
許可能與近幾年經由 MSM 得到 HIV
感染的人數增加有關[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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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 肝 炎 病 毒 基 因 型 在 H I VHCV co-infection 的族群裡，會因不
同傳染途徑而有不同分布。林錫勳等
人分析 2006 年 990 位經由 injection
drug users 得到 HIV 的病人中，最
常見的基因型依次為 1a (29.2%), 6a
(23.5%), 3a (20.2%) 與 1b (13.2%)
[26]。孫幸筠等人分析 1994~2010 台
大 892 位 HIV 感染者，其中 21 位為
新感染 HCV 且有 viremia，這群人
的基因型分布依次為 1b (33.3%), 2a
(52.4%), 3a (9.5%) 與 6a (4.8%) [27]。
孫幸筠等人繼續分析 2010~2016 年
間，138 位 HIV 陽性且感染急性 C 型
肝炎的病人中，HCV 基因型最常見
者為 2a (54.7%) 與 1b (26.6%) [28]。
因此治療 HIV-HCV co-infection 時，
除了依感染途徑有不同基因型考量
外，仍以能治療全基因型的口服抗病
毒藥物 (pangenotypic DAA) 為佳。
疾病關聯性
在 HIV 病人身上，如若同時合
併 HCV 感染，對身體器官的影響可
能會加劇。過去已知 HIV-HCV coinfection 會比 HIV monoinfection，
增加 5 倍肝癌與 10~20 倍肝硬化的
風險[29]。Lo Re III V 等人比較美
國 4,280 位 HIV-HCV co-infection 與
6,079 位 HCV-monoinfected 病人，追
蹤 10 年發現 HIV-HCV co-infection
組發生肝臟失代償的比率高於 HCVmonoinfected 組 (7.4% vs. 4.8%, p <
0.001) [30]。而在對腎臟的影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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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已知 HIV 感染者會增加發生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與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的機會。
而 HIV-HCV co-infection 發生 CKD
與 advanced CKD (stage 3-5) 的比率
比又 HIV-monoinfection 高，在透
析存活率中，coinfection 也較 HIVmonoinfection 或 HCV/HIV 均無感
染者來的低[31]。此外，HIV 感染
者發生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
的風險會比非感染 HIV 者高，且
HCV 也會增加胰島素阻抗性、DM
與 CVD 的風險，O. Osibogun 等人的
meta- analysis 分析發現，HIV-HCV
co-infection 發生 CVD 的風險，會
比 HIV-monoinfection 增加 24~33%
[32]。
藥物治療
從 2015 年至今，治療 HIV-HCV
co-infection 的藥物選擇也是從干擾
素時代，進展到新型口服抗病毒藥
物。目前台灣可取得的 DAA 幾乎都
有針對這族群做的 phase III 臨床試
驗報告。在這些報告與實際臨床 real
world 的資料均顯示，DAA 的療效與
副作用，在 HIV-HCV co-infection 與
HCV monoinfection 的兩組中，均無
明顯差別，治療成功率 SVR 多數均
大於 95%，且副作用與治療中斷率
均遠低於傳統干擾素[33]。DAA 的
選擇中，不同基因型有不同考量，
Zepatier 以治療第一、四型基因型
為主，Harvoni 是第一、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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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Maviret 與 Epclusa 則是全基因
型。
許多 HIV 病人會同時使用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的藥
物，這些 ART 與 DAA 之間可能
會產生藥物交互作用 Drug-druginteractions，台灣常用的 Single tablet
regimen (STR) 與 DAA 之間的交互
作用如下：Atripla 不能與 Zepatier、
Maviret、Epclusa 共用，因其含有
Efavirenz；Genvoya 不能與 Zepatier
共用；Atripla、Complera 與含
Sofosbuvir 的 DAA 併用時，要持續
注意腎功能變化，因其含有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33]。
治療後再感染
HIV-HCV co-infection 接受 DAA
治療成功後仍須定期追蹤，尤其是
經由 MSM 傳染得到的族群比例可
能更高，根據歐洲資料顯示，這群
人的 HCV reinfection 發生率約 7.3 to
15.2 /100 PY [34]。而本土資料中，
依據 Miao-Hui Huang 等人分析 219
位新進感染 HCV 的 HIV 病人，其中
128 位已治療或自發性清除病毒的人
中，平均追蹤 1.6 年中有 18 位再次
感染 HCV，其 reinfection 比率高達
8.2/100 PY [35]。因此美國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治療指引，建議仍然性活躍
的 MSM 族群，應至少每年檢測 HCV
RNA，以確認是否再次感染 C 型肝

炎[33]。

C 型肝炎感染在感染管制的重要性
兩年前，台灣桃園市出現五例急
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確定病例，追蹤
調查後，綜合個案疫情調查及病毒核
酸序列相似度，研判為台灣首例的 C
肝群聚感染事件，感染原因為診所重
複使用針具。經疫調確認其共同暴露
源為某診所，均有自費注射維他命、
葡萄糖等營養點滴的紀錄。進一步到
該診所調查，發現有廢棄醫材與使用
藥品放置一起、未明顯區分情況。台
灣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得落
實安全注射行為，明定病人使用過注
射針和針筒不可重複使用。重複使用
針具是目前台灣醫界認為無法忍受與
不可思議。不幸中的大幸是，如前文
所述，那些 C 型肝炎感染者，只要聽
從醫囑，會有很好的治療預後。
去年大陸江蘇省某醫院傳出血液
透析病人陸續感染 C 型肝炎。根據追
蹤調後，綜合個案疫情調查，確認感
染病毒病人共 69 例。血液透析病人
由於共用透析器材及接觸密切，被認
為是感染 C 型肝炎的高危人群。此類
感染事件先前在大陸曾有過報導，包
含 2009 年∼2011 年間山西、安徽、
河南、遼寧等地多家醫院都被曝出血
液透析病人感染 C 型肝炎。查報告均
指出，醫院在血液透析管理方面存在
漏洞，或器材導管等醫療用具多次使
用，或操作過程不規範。台灣年度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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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得落實血液透
析單位之肝炎預防措施，明定 1. 透
析室之所有員工有 B、C 型肝炎之檢
查紀錄；2. 對未感染 B、C 型肝炎之
員工有定期追蹤檢查紀錄。B 型肝炎
透析病人需分區及分床 (透析機 C 型
肝炎透析病人需有集中照護之安排，
且班與班之間機器必須徹底消毒，以
及每日最後一班結束後之消毒。3. 班
與班之間必須完成病人照護區環境
(含透析機表面) 清潔消毒後，才提供
給下一位病人使用。4. 門診透析病人
均定期監測，並有建立肝炎監測及急
性病毒性肝炎通報機制，異常者有追
蹤處置。所幸目前。血液透析管理方
面，台灣已經相關的管理監測及通報
機制，異常者均需要追蹤處置，如前
文所述，萬一感染 C 型肝炎，只要聽
從醫囑，也會有很好的治療預後。

表一

結

語

經由以上所述，C 型肝炎、HIV
與藥癮病人，三者之間有著共通傳播
途徑，而 HIV 與藥癮病人合併 C 型
肝炎感染者其流行病學與臨床治療
上有些許相似處 (表一)，目前已有療
效非常好的治療 C 型肝炎的 DAA 藥
物，以及服用方便的 HIV 複方單顆
治療藥物選擇，加上廣泛普及的安全
針具與安全性行為的宣導，使的這三
大族群的治療變的較容易方便。如何
在政府資源有限且毒品仍舊泛濫的情
況下，將這些藥物與預防措施更加廣
為使用與宣導，是目前仍待努力的方
向。
目前 C 型肝炎有根治的辦法，
對於已經感染的人給予治療 C 型肝炎
的藥物 (DAA) 根治的辦法，是最佳

藥癮、愛滋感染與一般 C 肝族群者比較

族群
C 肝盛行率
(台灣)

藥癮
PWID
78~91.4%

C 肝病毒常見基因型
1, 3, 6
(台灣)
DAA 療效
佳
服藥順從度
較差
再感染機率
高
(Reinfection rate)
3.8~5.9 /100 PerYear (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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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感染
HIV
18.6%
(PWID: 94~96.4%;
MSM: 3.5~5.9%)
1a, 1b, 2a, 3a, 6a

一般族群
General population
4%

佳
佳
高
8.2 /100PerYear (台灣)

佳
較佳
低
< 1 /100 PerYear

1a, 1b,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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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台灣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
業，得落實安全注射行為與得落實血
液透析單位之肝炎預防措施。在醫院
內得到 C 型肝炎感染風險降到最低，
盡可能避免病人在院內 C 型肝炎感
染，預防 C 型肝炎感染，也是重要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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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Treatment of Hepatitis
C Infection in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nd HIV-Infected Patients
Pei-yuan Su1, Wei-Wen Su1, Chang-Hua Chen2
1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2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tis
C. The novel direct antiviral agent (DAA) has not only excellent efﬁcacy but also
few side effects. There are two special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 infection: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and HIV-infected patients. Administered with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drugs, both groups have the same transmission routes and thus similar
hepatitis C genotypes. Besides the common genotypes (types 1 and 2), types 3 and
6 are characteristic in these two groups, and hence their drugs are similar.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urrent prevalence status of hepatitis C between these two
special populations in foreign countries, presents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of
domestic pioneers in recent years, and introduces clinical trial results and the actual
clinical efﬁcacy of DAA treatment. Reinfection is also higher in these two special
groups, which may be transmitted by reinjection of drugs or sexual behavior. Active
treatment of hepatitis C combined with safety needle and safe sexual behavior are
the ﬁrst line to reduce reinfection.
Key words:

People who inject drugs, HIV, 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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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種紫外線模式
運用於醫院環境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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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醫療體系的感染預防與感染控制是阻絕或降低交叉感染的重要防
線，醫院環境的潔淨程度已經是目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重要的議題之一。醫院環
境的潔淨程度在許多研究後顯示跟改善醫療照護感染有正面相關。然僅靠既有的
環衛清潔人力，以單純勞力維護環境清潔與消毒，要維持醫院全面性高品質的安
全環境及阻絕病菌散播是困難的，在許多國家醫院感染控制，運用漂白水「手動
清潔」，和紫外線 UV-C 消毒，四級氨消毒劑，脈衝氙紫外線等等研究仍有可再
討論的空間。整個防疫是需要策略的，醫療端佈下天羅地網來加以因應，全方位
的整體防疫策略期望在面對總總未知的疫情控制與醫院環境安全品質的提昇能有
所助益。（感控雜誌 2020:30:249-258）
關鍵詞： 醫院環境消毒清潔模式、 紫外線、環境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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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OVID-19 的疫情全球
大蔓延，顛覆了人類習以為常的生活
模式，此時此刻似乎在提醒著人類該
如何反思為何疫情會全球蔓延。2019
年全球最大熱帶雨林、有地球之肺美
稱的亞馬遜森林，遭遇了紀錄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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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頻繁的火災，焚毀土地約 90 萬公
頃，這因人類慾望、需求導致行為所
引起的環境破壞及可能造成未來疫情
的影響程度是人類所無法想像的。幾
個世代來，黃熱病只在亞馬遜盆地流
行，2016 年黃熱病已傳播到亞馬遜
以外，人類無國界的全球化世界，已
造成全球暖化和生態系統的破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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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原地域性的疾病有機會突破自然生
態的防護網 (層)，進而跨域遷移擴散
並造成全球化的疫情大流行。然而面
對這些未知或已知的疫情時，首當其
衝的就是衛生醫療及後勤支援體系或
後勤供應商或維護單位。等都舉足輕
重，每個政策的制定及流程的執行也
都環環相扣缺一不可，醫療機構是醫
治這些病人的重鎮，而內部的感染預
防與感染控制更是阻絕或降低交叉感
染的重要防線。台灣自 2007 年 7 月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修正條文第三十二
條的修訂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
查核辦法，進行醫療機構之感染控制
措施查核，迄今已經約 13 年，目前
感染控制重點之一是提升醫院環境的
清潔程度，減少環境中的致病菌，保
持環境清潔乾淨，期待可以預防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1]，此外，醫院環境
的清潔程度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有關
聯性，讓醫院環境的潔淨程度，成為
目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重要的議題之
一[2]。

維持與提昇醫院環境清潔的重要性
醫院環境的潔淨程度的重要性
已經有許多研究，盧醫師等研究指
出某區域教學醫院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運用多面向感染管制策
略用來提升醫院環境清潔成效進行研
究[3]，研究期間總床數達 1,017 床，
擬定了政策並三個執行階段，分別
在五個病房單位，進行宣導與推廣，

使用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 (adenosine
triphosphate bioluminescence
technique) 做為環境清潔成果的確效
工具。經策略執行及實務改造後發現
提升環境清潔的成效。但由於多重抗
藥性菌可在環境表面久存，三個執行
階段裡可見不合格項目前三名都發現
電燈開關名列其中。維持或提昇醫院
安全的環境清潔品質是重要的，甚至
須由最常接觸卻又常忽略的小處著
手，然現況若僅倚靠醫院既有的環衛
清潔人力，並單純的以勞力付出來維
護環境清潔與消毒，那要維持醫院全
面性高品質的安全環境用來阻絕病菌
散播將會是困難的，且背後所付出的
人力資源、物資及代價都是昂貴的。

紫外線 (UV-C) 在醫院環境清潔
的運用
面對多重抗藥性菌中困難梭狀
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以下簡稱
困梭菌) 是最困難清潔消毒的菌種之
一。2014 年美國國家醫療保健安全
網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接獲超過十萬例因醫療照
護感染困梭菌的個案通報。環境污染
是導致醫療照護感染困梭菌的危險
因素之一；然而環境清消的成效仍受
限於人為依標準規範執行的落實度。
困梭菌孢子在醫院環境中可持續存在
多達 5 個月之久，因此環境清消更是
一大重點及考驗。在一間綜合癌症中
心裡進行了一項紫外線與漂白水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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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梭菌孢子的消毒成效的研究[4]，
研究評估加上隨後採用波長為 254 奈
米 (nm) 的紫外線 (UV-C) 消毒儀，
對於困難梭狀桿菌感染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患者的住院病
房環境表面的消毒成效。環境清消方
式規定每天用漂白水進行房間消毒
和 UV-C 消毒浴室，病人出院後，浴
室和房間都會先用漂白水進行終期消
毒，隨後立即用 UV-C 消毒儀在浴室
進行消毒 10 分鐘，在病房則使用三
個 UV-C 消毒儀消毒 45 分鐘。病房
檢測困梭菌陽性率有 23%，其中馬桶
座和床上活動桌是最常見的地點。在
所有採檢點中，經 UV-C 照射後再採
檢困梭菌陽性比率呈現顯著減少困梭
菌孢子的存在，另該研究也發現在尚
未使用 UV-C 消毒與使用 UV-C 消毒
的同期相較下，CDI 病例也呈現減少
的現象。另該篇報告提及尚有四組臨
床研究，分別以 1. 四級氨消毒劑、
2. UV 紫外線和四級氨消毒劑、3. 漂
白水、4. 漂白水和 UV 紫外線進行研
究探討，其中發現以「UV 紫外線和
四級氨消毒劑」這組在病室終期消毒
後，明顯減少了病人暴露於多重抗藥
性菌下的感染率。所以有此看來藉由
紫外線 (UV-C) 消毒似乎可輔助環衛
人員的清消不足。

氙氣紫外線在醫院環境清潔的運用
關於困梭菌清潔消毒的方法之一
是氙氣紫外線，Priya Sampath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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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等研究，在 2014 年針對一家擁
有 2,059 床，平均 50,000 例入院和
每年 330,000 病人日的大型三級照護
醫院，以漂白水消毒作為減少 CDI
的執行措施，然全院與醫療相關的
CDI 率仍高，每 10,000 病人日即佔
有 9.23%。因此該院於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3 月半年的期間，採用脈
衝氙氣紫外線進行消毒，用以減少
困梭菌感染的試驗[5]，脈衝氙氣紫
外線別於一般的 UVC 紫消燈，主要
在脈衝頻率大於 60 Hz 時，可發出波
長為 200~300 nm 的高強度廣譜殺菌
光。實驗以血液、骨髓移植及醫療
外科 3 個單位為介入單位，於病人
出院和終期消毒後增加了紫外線消
毒的步驟，並另選與其病人類似族
群的 3 個單位做為實驗對照單位。
2013 年 1 月~2014 年 9 月未增加脈
衝氙氣紫外線消毒時，介入組的 CDI
為每 10,000 病人日 21.3%，對照組
的 CDI 則每 10,000 病人日 26.1%，
做為評估基準時兩者相似差異不大，
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的介入組
為每 10,000 病人日 25.6%，對照組的
VRE 每 10,000 病人日 46.0%，2014
年 10 月~2015 年 3 月導入脈衝氙氣
紫外線進行消毒，於終期消毒後及病
床鋪床前以 5 分鐘為循環，並在 3 個
位置進行 3 次脈衝氙氣紫外線消毒，
介入組的 CDI 降至每 10,000 病人日
11.2%，對照組的 CDI 則每 10,000 病
人日 28.7%，與介入前的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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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E 的介入組為每 10,000 病人日
12.3%，對照組的 VRE 每 10,000 病
人日 32.5%，由此實驗結果發現於終
期消毒後及病床鋪床前增加脈衝氙氣
紫外線做環衛清潔人員消毒的輔助工
具，減少了醫院的 CDI 和 VRE。

UV-C 研究的統合分析
而傳染病的傳染途徑有接觸感
染、飛沫或空氣傳染和其他傳染途
徑…等，某些傳染病的傳染方式並非
僅止於一種傳染途徑，如：水痘是
最具傳染性的疾病之一，主要可經由
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
具有多重的傳染途徑，另困梭菌主要
傳染方式為接觸感染，困梭菌屬營養
苛求性細菌，環境中若無法再提供養
分時，就會轉變成孢子的形態，並存
活於乾燥物體表面或土壤中有幾月之
久，困梭菌可存活在環境中如此之
久，有學者就針對困梭菌在空氣傳播
的潛力進行相關研究[6]，以可攜式
環境空氣採樣機進行空氣採集試驗，
發現環境、病人糞便檢體及空氣中的
困梭菌分離菌株是相同或高度相關
的，因此似乎表明困梭菌也可能藉由
多重的傳染途徑進行傳染，因此對多
重傳染途徑的環境清消而言更是一大
挑戰，單純僅就上述研究以 UV-C 消
毒儀或脈衝氙氣紫外線消毒來看，
環境清消的策略仍有討論的空間。
使用 UV-C，在減少醫院困梭菌的傳
播並減輕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負擔

的成效，一直眾說紛紜。陳等 (預計
投稿 2020 今年台灣實證醫學會年會)
對 UV-C 方法減少困難梭狀桿菌的影
響，進行系統的文獻整理[7-17]，和
統合分析，評估 UV-C 技術對困難梭
狀桿菌效果。在 1994 年迄今，總共
涵蓋 13 個研究，使用 UV-C 技術，
並且評估其對困難梭狀桿菌效果。
在統合分析的 random effect model
後，發現有使用 UV-C 比沒有使用
U V- C ， 困 梭 菌 感 染 率 勝 算 比 值 為
0.978 (95% 信賴區間，0.709~1.349，
p = 0.883) (圖一)。在使用 UV-C 與否
的困梭菌感染率，在統計學上沒有呈
現顯著差異。UV-C 技術，對於預防
困梭菌感染，需要進一步研究驗證其
效果。

維持與提昇醫院環境清潔的
紫外線的理論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在面
對這些平常肉眼所看不到也摸不著的
細菌與病毒，如何主動出擊建立一
套有效的防疫策略與機制才能贏得
勝利實須加以費心及著墨。紫外線對
生物細胞具有強的抑制作用，一般
常被利用來殺死細菌或病毒，依國際
照明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llumination) 定義紫外光波長介
於 100~400 nm 之間，紫外線光譜分
為三個波段，第一個波段 UVA 介於
315~400 nm，第二個波段 UVB 介
於 280~315 nm 及第三個波段 U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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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統合分析後，發現有使用 UV-C 比沒有使用 UV-C，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率勝算比值為
0.978 (95% 信賴區間，0.709~1.349，p = 0.883)

介於為 100~280 nm，其中波長介於
240~280 nm 的紫外線 (ultraviolet) 容
易為 DNA 吸收，造成其結構改變，
進而影響 DNA 正常功能，影響微生
物生長，而波長約在 260 nm 之紫外
線殺菌力最強，因此 UV-C 成為絕大
部分作為殺菌的主要武器。惟每種
微生物對於 UVC 的耐受程度及足以
被殺死的劑量都不盡相同 (表一)，再
加上照射劑量 Duv (µW－sec/cm2) 是
等於照射強度 I (µW/cm 2) 及照射時
間 t (sec) 的乘積，因此微生物的耐受
性、照射強度及照射時間是決定紫外
線殺菌能力的關鍵因素，然而在時間
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金錢的醫療體制
裡，UVC 在滅菌或消毒過程是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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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且有效的，在這相對的快速要求
結果下，對於 UVC 的安全設計或人
為的操作不當，對人類所帶來的健康
危害是存在的，在歐盟人造光輻射指
令 EU-Directive-2006-25-EC 提到，
UVC 是最危險的，取決波長和能量
與其關係最大暴露時間可能只有幾秒
鐘。就紫外線傷害而言美國勞動部
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提到紫外線對於皮膚傷害有
紅斑、加速老化、致癌…等及對於眼
睛傷害有光角膜炎癌、白內障…等危
害，紫外線各不同波段特性及危害比
較如圖二所示[18]，因此除了照射強
度所須考量對人員的安全影響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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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UR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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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GI 等級標準值對四種不同類型微生物殺菌能力[19]
UV Dose
µJ/cm2
1
10
20
30
50
75
100
150
250
5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20,000
2
κ, cm /µJ

Anthrax (炭疽病)
Kill, %
0
0
0
0
1
1
2
2
4
8
15
22
28
39
49
57
63
74
81
96
1.67×10-4

圖二

Inﬂuenza (流感)
Kill, %
0
1
2
3
6
9
11
16
26
45
69
83
91
97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187×10-3

Smallpox (天花)
Kill, %
0
2
3
4
7
11
14
20
32
53
78
90
95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1528×10-3

TB (結核病)
Kill, %
0
2
4
6
10
15
19
27
41
66
88
96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132×10-3

紫外線各不同波段特性及危害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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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減少照射時間又不提昇照射強度且
能提昇病房運轉效能似乎是個提昇環
境安全品質的一個重要議題。整個防
疫策略可佈下天羅地網來防治，詳如
圖三所示。

提昇醫院環境消毒清潔模式
在環境面對接觸感染及飛沫或
空氣傳染的多重傳染途徑的清消裡，
避免危害控制方法可從發生源、傳

圖三

染途徑及暴露者來加強防護，接觸
感染的控制環衛清潔人力可以依發生
源、傳輸路徑及暴露者應有的標準
程序來落實維護環境清潔與消毒，
並輔以 UV-C 紫外線消毒儀來提昇品
質，而針對飛沫或空氣傳染控制方法
可視傳染狀況選用局部排氣或整體換
氣來助於降低生物氣膠濃度以降低感
染風險，其中控制條件除了通風的換
氣率 (air change rate) 還包含了氣流
型態、流向及溫、濕度等相關因素

醫院全方位環境清消之防疫策略圖[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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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以考量。在藉由通風換氣降低
生物氣膠濃度後，可於室內空氣上
層、風管側或空調箱側裝設紫外殺菌
照射 (ultraviolet germicidal irradiation,
UVGI) 裝置[19]做為空調系統的殺菌
武器，UVGI 的等級標準值 (UVGI
Rating Value, URV) 與四種不同類型
微生物殺菌能力如表一所示。然就紫
消燈的照射劑量而言，除照射強度足
夠外，另一條件照射時間在空調系統
裡由於不論風管或空調箱內都可能
因風速太快，影響了照射時間的不
足，因此以空調系統而言可搭配高效
率空氣過濾器 HEPA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HEPA filter) 來進
行空氣淨化，HEPA 對於 0.3 µm 粒
子具有 99.97% 的過濾效率，而生物
氣膠物種細菌的粒徑範圍剛好介於
0.3~30 µm，對此而言高效濾網捕集
細菌的效果是良好的，如此再輔以
UVGI 進行殺菌處理，可彌補因風速
較快可能導致照射時間的不足的缺
憾。另外當 UVGI 設置於空調箱內，
其照射空間並非於病房或工作區內，
因此病人、工作人員、家人和客人不
致暴露於 UVGI 下，即不致可能引發
導致皮膚紅斑 (曬傷) 及眼睛角膜炎
等傷害。

提昇醫院環境消毒清潔模式的
防疫策略
整個防疫策略可佈下天羅地網
來因應這些無法視覺化的傳染途徑，

詳如圖三所示，地網可針對接觸或
飛沫或空氣傳播並以不影響人員危
害的消毒方式執行，如：1. 環衛清潔
人員依標準程序來落實維護環境清
潔與消毒，以降低接觸感染。2. 病房
或工作場所內，於終期消毒後及病床
鋪床前，直接以 UV-C 紫外線消毒儀
或脈衝氙氣紫外線輔以消毒，以降低
飛沫或空氣傳播傳染，唯直接照射方
式進行消毒，須注意人員不經意時遭
直接照射造成危害。天羅可針對飛沫
或空氣傳播及以不影響人員危害的消
毒方式執行，如：1. 病房或工作場所
內設置 UVGI 並採間接照射方式進行
消毒，以不影響人員危害且能長時進
行消毒或殺菌。2. 病房或工作場所內
的空調系統內設置高效濾網過濾並以
UVGI 直接照射方式進行消毒，不但
對人員無直接照射影響危害且能長時
進行消毒或殺菌。
綜合天羅地網全方位的整體防疫
策略期望在面對種種未知的疫情能有
所助益，除輔助環衛清潔人力的不足
外，更期望對於醫院環境安全品質的
提昇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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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arious ultraviolet models used
in environmental cleaning
Chin-Chuan Lai1, Chang-Hue Chen2, Lai Yu-Cheng1,
Chien-Wen Lai3, Hsu Chih-Jen4, Huei-Wen La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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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in the medical system are important
to reduce cross-infection. Environment clean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of reducing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It has shown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However, it is difﬁcult
for the personnel in charge of cleaning to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and disinf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nce a high-quality clean environment in the hospital. In
many institutions,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programs use non-touch disinfection
methods, such as ultraviolet C disinfection, four-level ammonia disinfectant, and
pulsed xenon ultraviolet. Infection prevention strategies are important to improve
and maintain a clean hospit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lean, ultraviolet C disinfection, safet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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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動力療法對皮膚傷口感染之應用
胡安仁1 洪逸安1 洪崧壬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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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科

現今許多慢性疾病如代謝性疾病像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中風長期臥床，
在後期易影響皮膚的狀況造成免疫力下降，傷口癒合速度變慢，增加了細菌感染
的機率。然而因抗生素的濫用導致抗藥性細菌的產生，將使治療變得困難，而皮
膚又為人體第一道免疫防線，因此增加皮膚的防禦屏障與有效的治療變得更加重
要。世界衛生組織推出一項全球行動，如何透過較安全且有效的使用救命藥物，
阻止超級細菌的傳播。除了傳統藥物治療細菌感染外，近年來有文獻指出利用光
動力療法 (photodynamic therapy) 作為治療皮膚感染性或是慢性傷口以及腫瘤具
有良好的效果。近年有文獻回顧或是治療案例指出利用光動力治療 (結合光敏劑
藥物與可見光) 用來治療青春痘，對於不適合口服藥物治療的病人，是很好的輔
助治療。不但可以降低口服或是外用治療的副作用，另外對於減少抗藥性細菌的
產生，都是未來可以發展的皮膚治療方式，所以光動力治療應用在各種皮膚疾病
的治療上，是值得更深入的探討。（感控雜誌 2020:30:259-270）
關鍵詞： 皮膚、多重抗藥性細菌、光動力療法

前

言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2014 年指出，
具有抗藥性的超級細菌 (super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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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性的威脅，在 2017 年更公布
了 12 種抗藥性細菌名單，按危險程
度分為三級，其中第一級分別為鮑氏
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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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腸道菌屬細菌 (Enterobacteriaceae)
三者皆為格蘭氏陰性菌，且對於碳
青黴烯類抗生素 (Carbapenem) 具
有抗藥性，而第二級中，糞腸球
菌 (Enterococcus faecalis) 抗萬古黴
素 (vancomycin)；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抗甲氧西林
(methicillin) 與萬古黴素；幽門螺旋
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 對克拉黴
素 (clarithromycin) 具有耐藥性；彎
曲桿菌屬 (Campylobacter) 對氟喹諾
酮 (ﬂuoroquinolones) 產生抗藥性；淋
病奈瑟菌 (Neisseria gonorrhoeae) 對
頭孢菌素 (cephalosporin) 與氟喹諾酮
產生抗藥性，而第三級則是肺炎鏈球
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對青黴
素 (penicillin) 產生抗藥性；流感嗜血
桿菌 (Haemophilus influenza) 對氨芐
西林 (ampicillin) 產生抗藥性；志賀
氏菌屬 (Shigella) 對氟喹諾酮產生抗
藥性。上述菌種除了對於醫院中加護
病房病人具有危急影響外，對於慢性
代謝疾病患者如糖尿或是心血管疾病
患者也是具有莫大潛在的危害。由於
抗藥性微生物的產生速度遠比新抗生
素開發來的快，除了管控抗生素的治
療，制定一套開藥標準外，若能找出
新的療法代替傳統抗生素治療將可降
低因抗生素而導致細菌產生抗藥性的
速度，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研究論文探
討光動力療法用於治療抗藥性細菌的
感染與治療，相信這是未來值得發展
的輔助治療。

皮膚與微生物的關係
皮膚佔人體體積 16%，是人體
免疫的第一道防線，是個充滿複雜而
動態的生態系統，棲息著細菌，古
細菌，真菌和病毒。這些微生物 (統
稱為皮膚微生物群) 與皮膚共生，對
於皮膚生理和免疫力的扮演重要的角
色。而這些微生物群落在健康皮膚及
疾病狀態具有密不可分的相關性，在
正常菌叢中，也有些屬於伺機性微生
物，在人體免疫力低下時具有潛在性
的致病力，與皮膚免疫系統息息相關
[1]。
當胎兒在母體的子宮內為無菌
狀態，當經陰道或是剖腹生產分娩
後的幾分鐘後，微生物開始於新生
兒的皮膚定植。並隨著成長過程與
環境、飲食、性別發育等種種因素
造成皮膚與微生物間的變化，例如
有研究發現經由自然產的嬰兒皮膚
菌群與母體的陰道菌群相似，如乳
桿菌屬 (Lactobacillus)、普雷沃氏菌
屬 (Prevotella)；而剖腹產的新生兒
則是與皮膚細菌群落相似，如葡萄
球菌屬 (Staphylococcus)、棒狀桿菌
屬 (Corynebacterium)、丙酸桿菌屬
(Propionibacterium) [2]。
皮膚的組成主要分為表皮層、
真皮層和皮下組織，許多微生物主要
分布於皮膚表皮層與相關附屬器結構
(毛囊、皮脂腺和汗腺)。有些微生物
於平常狀態下會代謝宿主蛋白質而產
生一些生物活性分子、游離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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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皮膚的角質細胞與免疫細胞可以產
生抗微生物肽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MPs)、苯酚可溶調節蛋白 (phenolsoluble modulins, PSMs)、免疫介質如
補體與介白素1 (cytokine IL-1)，用於
抵抗外來微生物及抑制病原體入侵。
相反的，當宿主的免疫狀況不同也會
影響微生物的分布與組成[3]。
在皮膚微生物中，通常分為兩
組，一為常駐微生物，通常為相對穩
定與皮膚共生，參與了皮膚細胞的
代謝與免疫等作用；二為暫時性微
生物，不會長存於皮膚，當免疫力低
下時，會生長快速並且引起疾病，
常見於皮膚微生物如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或是金黃
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丙酸痤瘡桿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常存在於皮脂腺豐富區域，
因過度增生導致皮膚發炎，造成青
春痘生成[4]。在不同部位皮膚環
境，也會具有不同的菌叢生存，如較
潮溼的皮膚部位較常出現棒狀桿菌
屬 (Corynebacterium spp)，而皮質腺
較豐富的區域為丙酸痤瘡桿菌存在
較多。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使
菌叢的種類及比例改變[5]。所以微
生物組成的改變可能導致免疫系統
反應性的改變，進而導致發炎性疾
病的發展。如異位性皮膚炎 (atopic
dermatitis)，特別好發在嬰幼兒與兒
童，約影響 10~20% 的人類，其臨床
症狀為皮膚紅疹濕疹變化，合併嚴重
搔癢與乾燥脫屑。每年患病率逐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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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可能原因是過度清潔與保護，造
成皮膚微生物菌叢改變，而導致皮膚
免疫失調。儘管正常微生物菌叢具有
特定抑制性的調節酵素去抑制金黃色
葡萄球菌的生長，但在異位性皮膚上
發現，金黃色葡萄球菌依然能藉由
表達 ﬁbronectin-binding proteins A and
B，使其能增加黏附於皮膚的角質層
上，造成異位性皮膚炎的患者急性惡
化的成因之一。而治療異位性皮膚炎
準則中，當皮膚有明顯細菌感染時，
常會合併口服或是外用抗生素，因近
年有研究論文指出皮膚抗藥性細菌不
斷增加，會降低傳統抗生素治療的療
效[6]。

抗藥性細菌與皮膚感染
抗藥性細菌的威脅除了對抗生素
產生的抗藥性外，對於免疫力低下的
病患如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病患造成嚴重感染程度較高，且死
亡風險較大。英國抗藥性研究組織
(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發布總結報告，針對濫用抗生素所導
致的細菌抗藥性問題，提出全球性的
警告。報告中指出，若再不採取行
動，預計 2050 年全球將會有 10 億人
口死於感染超級細菌，相當於每 3 秒
就會造成 1 人死亡。抗藥性細菌對抗
生素的耐藥性主要有四個機制：
一、細菌利用產生酵素使藥物分
解或失去活性；
二、使藥物的作用位置發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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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三、改變細胞的特性，如改變細
菌細胞膜的滲透性，使藥物無法進入
細胞內；
四、將藥物利用主動運輸的方式
排出細胞外。
在過去研究顯示 1992 年至 1996
年間蒐集了皮膚傷口患者的細菌培
養，對抗生素抗藥性進行了比較，發
現金黃色葡萄球菌和綠膿桿菌對於
抗生素 Oxacillin 與 ciproﬂoxacin 的抗
藥性從 24% 增加到 50%；綠膿桿菌
對抗生素 ciprofloxacin 產生抗藥性則
由 9% 上升至 24%，顯示對於抗藥性
的細菌，現有的抗生素將逐漸失去療
效，因此如何尋找新的治療方式是很
重要與急迫的[7]。
皮膚潰瘍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疾
病，與綠膿桿菌的感染有關，有研
究顯示有 50% 以上的慢性傷口中可
以檢測到綠膿桿菌，因為產生生物
膜的關係，增加治療困難，增加抗生
素的劑量並不會促進傷口癒合。有
研究試驗指出利用δ-Aminolevulinic
Acid 感光藥物合併光動力療法，
能有效地使綠膿桿菌失去活性並且
破壞生物膜；另外，針對皮膚慢
性潰瘍傷口中有分離出抗藥性金
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經過 5-aminolevulinic acid (ALA)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治療 1~3
天後，發現傷口分泌物減少外，並
且減少皮膚潰瘍的面積範圍，顯示

ALA-PDT 治療顯著降低傷口的菌落
數，另外也有促進皮膚傷口癒合的功
效[8]。
然而皮膚傷口上的感染，常見為
革蘭氏陽性菌，分別為金黃色葡萄球
菌與化膿性鏈球菌，另外也有少見的
腸球菌，革蘭氏陰性和厭氧菌的造成
皮膚傷口感染[9]。有文獻指出利用
染劑 (如亞甲基藍 (methylene blue) 與
白光照射後可使 MRSA 失去活性。
另外吲 菁綠 (indocyanine green) 與
氦氖激光 (helium-neon laser) 可使金
黃色葡萄球菌及化膿性鏈球菌失去
活性[10]。也有研究嘗試利用亞甲基
藍與金結合做為奈米粒子，針對金
黃色葡萄球菌進行抗菌測試，經紅光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660 nm)
24 J/cm2 照射，發現高達 90~99% 的
抑菌效果[11]。因此若能開發新的抗
菌療法，減少對抗生素治療的依賴，
例如利用光動力療法減少傷口上的細
菌菌落，不僅可減少抗藥性細菌的產
生，還能降低抗藥性細菌的突變。所
以光動力抗菌治療是具有未來發展的
潛力。

光動力療法
利用陽光做為醫療方式，最早
起源於在古希臘、埃及與印度。在古
埃及，除了以太陽神作為宗教的信仰
外，再醫學上曾利用大阿米芹 (Amni
majus) 中具有光敏性的物質加上陽光
照射來治療牛皮癬；在公元前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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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印度，從植物補古脂 (Psoralea
corylifolia) 中含有光敏劑的物質如補
骨脂素 (psoralen) 配合陽光照射，用
來治療白斑 (vitiligo) 的色素脫失的
病兆；1974 年時發現補骨脂素和紫
外線照射 (PUVA) 的組合可有效治療
牛皮癬，PUVA 治療現已用於多種皮
膚病，例如牛皮癬、銀屑病、皮膚
T 細胞淋巴瘤、濕疹、白癜風和圓禿
[12]。
在 1898 年時，Raab 與他的學生
做原生動物 (草履蟲) 毒性測試時發
現染劑吖啶 (acridine) 在光照下會使
草履蟲在 2 小時內死亡，沒接觸光照
則在 15 小時內死亡，發現 Acridine
與光的結合會增加微生物死亡，發現
了此染劑具有光敏感的特性，對此他
們建立了光動力作用 (photodynamic
reaction, PDR) 一詞，往後在醫療
上，開啟光動力療法 (photodynamic
therapy) 的應用。最早在 1900 年
代，成功利用光動力來治療皮膚癌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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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直到 1960 年代時，學者
Lipson 與 Baldes 利用血卟啉衍伸物
(haematoporphyrin derivative, HPD) 的
螢光表現去偵測腫瘤；1975 年學者
Thomas Dougherty 成功的利用 HPD
應用於皮膚腫瘤的治療；1993 年藥
物 Photofrin 首次於加拿大批准用於
膀胱癌的治療，開啟了光動力療法於
系統性癌症上的治療[13]。近年來，
新的研究指出利用抗菌性光動力療法
(antimicrobial photodynamic therapy,
aPDT) 具有對於抗藥性微生物的治療
成效[14]。
光動力作用 (圖一) 的基本三大
要素為光源 (light source)、光敏劑
(photosensitizer)、氧氣。當光敏劑吸
收適當之光源後激發活性氧物質，導
致細胞破壞，造成細胞凋亡或細菌
死亡。且在沒有光源作用，光敏劑的
毒性低，並不影響人體[15]。光動力
作用機轉又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光敏
劑在吸收光能後，並將能量傳遞給生

光動力機制

264

光動力療法對皮膚傷口感染之應用

物分子，在能量轉移的過程中，產生
活性氧分子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例如：超氧陰離子自由基，
進一步破壞癌細胞或是殺菌的功效；
第二種為光敏劑在基本三重態時將能
量轉移至氧分子，產生強氧化能力的
單重態氧 (singlet oxygen)，導致細胞
的蛋白質、酯質光傷害而變性，使腫
瘤細胞或是病原菌凋亡，而達到臨床
的治療功效[16]。
在光源的選擇上，除了考量不
同光敏劑的最佳吸光範圍外，還須注
意不同的疾病治療，根據病兆的深度
與組織的穿透深度，要選擇適當的波
長。目前 PDT 的光源主要分為兩大
類：雷射與非雷射光，雷射光具有三
大特性：1. 單一波長，2. 具有高度的
相干性，3. 具有共同指向性，不易散
射，因此能量較強，臨床治療療效較
佳；在非雷射光 (如 LED) 的光源選
擇，可以提供較大範圍的吸收波長，
可以應用梗多光敏劑的選擇，且成本
較低。以光源的波長選擇來說，可見
光的藍光在穿透組織的效率較低，而
紅光與紅外光可以穿透較深，通常
600 至 800 nm 的波長常作為光動力
的光源範圍。但超過 800 nm 波長的
光源，無法產生足夠的活性氧化物，
因此不建議作為光動力療法的光源。
然而波長太短容易會導致發炎反應，
而造成光傷害。所以會依據不同部位
的腫瘤特性或深度，或是傷口大小深
度等情況，去選擇最佳的光源。甚至
在體內組織器官中，已發展出光纖的

方式與雷射光結合，可將光源能量傳
遞到胃腸道和肺等器官，去達到腫瘤
治療的效果[17]。
光敏劑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
不同的光敏劑對光源有特定吸收峰，
將能量從光能轉移為化學能，使氧氣
與水激發成活性氧物質[18]。理想的
光敏劑條件為：化學純度高、室溫
下穩定、吸光值於 400~800 nm 間、
容易被人體組織細胞吸收作用、對
作用的腫瘤癌細胞或是微生物具有高
度選擇性、低成本等。目前有許多
藥物應用於光動力療法，最早為血卟
啉 (hematoporphyrin, Hp)，經細胞代
謝後形成 protoporphyrin IX (PpIX) 的
光敏劑，經由 630 nm 紅光照射產生
光動力作用。此類藥物主要分別為：
5-aminolevulinic acid (ALA) 為親水性
分子；methyl aminolevulinate (MLA)
具較高的親脂性，可以增加組織的吸
收。另外也有非卟啉 (porphyrin) 類或
是天然物的光敏劑，如 Phenothiazine
類 (亞甲基藍 methylene blue、甲苯
胺藍 toluidine blue)，為三個六碳環
組成，具有較低的氧化電位和較高
的穩定性，分別於 656 nm 與 625
nm 具有最佳的吸收波峰；黃嘌呤
(Xanthenes) 類如 Erythrosine (赤蘚
紅)、Eosin (曙紅)、Rose Bengal (孟
加拉玫紅) 為三個芳香環組成，其中
氧原子位於環的中心；此外核黃素
衍生物 (riboflavin derivatives) 如維生
素 B 2，具有高度的生物相容性，對
人體無不良反應或副作用，經光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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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能有效降低 97% MRSA 的生
長；吲 菁綠 (indocyanine green) 是
由兩個芬香環間以不飽和鍵連接著，
為醫學上常用的花青染料，於 780
nm 處有吸收峰，透過奈米粒子結合
與光動力治療，可以有效殺死肺腺癌
A549 細胞；薑黃素 (Curcumin) 為植
物薑黃 (Curcuma longa) 的根莖萃取
出的天然化合物，當合併藍光的照射
作用，可明顯減少丙酸痤瘡桿菌的存
活，做為光動力抗菌治療的應用[1920]。相信未來不斷會有新的光敏感
被開發，作為新的臨床治療技術發
展。
光動力治療的最終產物為活性
氧分子。自然界大部分的分子在室
溫下皆以基態的形式表現，氧 (O 2 )
除了可以三重態的方式存在自然界
中，其最外層的價電子具有單獨的平
行自旋軌道，具有很強的氧化能力
[21]。然而，基態氧也可藉由能量的
吸收轉變成單態氧或電子轉移形成
超氧化物 (O2•-)、過氧化氫 (H2O2) 與
羥基自由基 (•OH)，皆稱作活性氧物
質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透
過這些活性氧物質的產生，造成細胞
膜損傷、粒線體裂解、蛋白質變性失
去活性、DNA 分解或脂質過氧化，
達到臨床療效[22]。當組織有缺氧的
情形，則不易形成有效的活性氧物質
(ROS)，就會造成光動力治療的療效
不佳。

光動力療法在臨床皮膚疾病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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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動力療法已應用在許多
臨床皮膚疾病，如皮膚腫瘤，發炎性
皮膚疾病、慢性皮膚感染或是慢性皮
膚傷口等，以下分為三的部分作為介
紹。
皮膚與惡性腫瘤的應用
日光性角化病 (actinic keratosis)
為皮膚癌的原位癌，是早期鱗狀細
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的臨床表現。利用藥物 5-氨基酮戊
酸 (5-aminolevulinic acid) 的光動力療
法，能有效治療日光性角化病，已被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視為核可的
治療。另外針對皮膚的基底細胞癌
(basal cell carcinoma) 與鱗狀細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也有成功
治療病例的文獻報告。另外在 methyl
aminolevulinate (MAL) 作為日光性角
化症的光動力治療的同時，發現可以
減少皮膚癌症增生基因的表達，還可
以促進抗光傷害與光老化的基因表
達，也可促進傷口癒合的基因表達，
如轉化生長因子β1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1)[23,24]。
發炎性皮膚疾病應用
另外光動力治療也具有免疫調節
與抗發炎的作用，可以降低 T 輔助 1
(Th1) 淋巴細胞的活性，減少促炎物
質的分泌細胞因子 (例如 IL-1，TNF
和 IL-6)。另外在小鼠動物模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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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PDT 可以誘導皮膚產生抗發炎因
子 IL-10 的產生，去達到免疫調節的
效果[25]。
酒糟性皮膚炎 (rosacea) 是為一
種皮膚慢性發炎合併血管異常擴張的
疾病，主要發生部位為臉部，臨床
常見的症狀為於明顯紅斑與潮紅合
併血管擴張、嚴重時會合併皮膚產生
明顯的發炎反應如丘疹、膿皰，甚
至形成慢性的肉芽腫，目前致病機
轉仍未知。有臨床研究利用 methyl
aminolevulinate 合併紅光 37 J/cm2 的
照射，能有效的治療酒糟性皮膚炎
[26]。
化膿性汗腺炎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HS)，由皮膚中的頂漿腺
(apocrine glands) 反覆慢性發炎所引
起的臨床疾病。容易好發於腋下、腹
股溝、臀部及肛門周圍的皮膚，造成
皮膚紅腫與疼痛，嚴重則會出現化膿
與潰瘍。傳統治療以口服抗生素為
主，嚴重的案例，則會合併外科清創
治療。有臨床研究嘗試亞甲基藍染料
(methylene blue) 合併脈衝光 (intense
pulsed light with a 630 nm ﬁlter) 雷射
光源照射治療，治療後追蹤半年發現
能有效改善皮膚發炎紅腫與疾病的嚴
重度，且術後並無明顯疼痛、紅斑或
過多的色素沉澱的副作用產生[27]。
禿髮性毛囊炎 (folliculitis
Decalvans, FD) 為頭皮的毛囊開口角
化異常合併免疫功能失調所造成的慢
性發炎，會引起疼痛以及發生化膿性
傷口。好發於中年人。致病原因仍是

未明，常常合併後續的細菌感染。
有學者利用 MAL 合併每周紅光 (630
nm) 37 J/cm2 照射治療，在 10 位禿
髮性毛囊炎的患者共四周的療程，發
現其中 90% 的患者在治療後皆有改
善，但仍需後續的追蹤與維持性治療
[28]。

皮膚感染與慢性傷口應用
痤瘡也是常見的皮膚疾病，主
要好犯在青少年及成年人，除了影
響臉部外觀，也會造成心理情緒壓
力。造成痤瘡的致病機轉包括皮脂腺
(sebaceous glands) 活性過度分泌皮脂
(sebum)，毛囊開口的角化異常，加
上丙酸痤瘡桿菌 (P. acnes) 的增生，
最後導致皮膚發炎。在過去研究論
文中，嘗試利用脂質體 (liposome) 載
體，包覆著抗生素與光敏劑，增加藥
物在皮膚的穿透性，透過丙酸痤瘡桿
菌的脂質酶分解，可以選擇性在丙酸
痤瘡桿菌濃度較高發炎較厲害的部位
被釋放中，增加局部光敏劑的濃度，
再經由雷射照射去激發光動力抗菌作
用，發現具有顯著抑制丙酸痤瘡桿菌
的活性[29]。另外也有利用直接藍光
的照射治療，透過本身丙酸痤瘡桿菌
內生性的光敏劑紫質 (porphyrin) 去吸
收藍光去誘發光動力抗菌作用，去達
到抑制丙酸痤瘡桿菌增生的效果，改
善臨床上有發炎性痤瘡的症狀[30]。
因糖尿病容易造成免疫系統下
降，血液循環變差，傷口癒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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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慢，也增加了細菌感染的機率如
MRSA、綠膿桿菌感染。在過去臨床
研究中，發現利用薑黃素 (curcumin)
合併藍光 22 J/cm 2 能量照射，可以
有效的治療糖尿病患的慢性傷口與
細菌感染，增加傷口癒合的情況
[31]。另外也有臨床實驗，將 4%
的 5-aminolevulinic acid methyl ester
(MAL) 做成傷口敷料，作用於腿部
慢性潰瘍的傷口，合併使用每三周
一次的紅光 (630 nm) 18 J/cm2 進行照
射，共八次的療程，發現在 24 周的
療程中，大部分腿部慢性潰瘍都能得
到不錯的治癒效果[32]。
另外也有病例報告，利用局部
光敏劑藥物 ALA 結合光動力抗菌治
療與口服抗生素來治療頑固型非結核
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fortuitum)
所引起的多發性皮膚囊腫。在合
併 LED 紅光 (633 nm) 100 J/cm2 照
射，每十天進行一次 ALA-PDT 治
療，經過兩次的治療後，皮膚紅腫
以及膿腫有明顯的改善[33]。針對下
肢慢性靜脈潰瘍傷口合併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與鐮刀菌
(Fusarium spp) 的感，除了口服抗生
素的治療外，同時合併 1% 亞甲基藍
(Methylene Blue) 與紅光 (630 nm) 37
J/cm 2 的光動力抗菌治療，三周療程
後病情好轉，在 6 個月後病灶完全癒
合[34]。
在未來仍有許多前瞻性研究開
發新的光敏劑應用於皮膚的抗菌試
驗，如 [2-((4-pyridinyl)methyl)-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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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alen-1-one chloride] 搭配光源
380~480 nm 的光動力抗菌作用，並
在體外豬皮動物模式與人體皮膚實驗
中，可使 MRSA 明顯減少 5 log10 的
菌落數，不會對正常皮膚細胞造成太
大的傷害[35]。將有更多有效與安全
的光敏劑，針對抗藥性菌種的治療，
應用在臨床研究與人體試驗。

結

語

由於現今超級細菌的問題日益
嚴重，原本像仙丹般的抗生素如今已
無法對付抗藥性細菌的感染，近年來
有許多輔助性抗菌治療的研究，希望
透過較安全且又有效的治療方式，阻
止抗藥性病菌的擴散傳播。然而光動
力抗菌療法，具有很好未來發展潛力
與臨床應用，不僅可降低抗生素的用
量，還可以增加皮膚傷口的復原速度
以及調節局部免疫反應，且副作用較
傳統口服藥物來的低，期望未來能將
光動力療法更廣泛應用於皮膚相關的
疾病，幫助更多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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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
Anren Hu1, Yi-An Hong1, Sung-Jen Hung2
1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Tuz 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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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 many metabolic diseases in their later stage affect the skin and
cause a decline in the immunity, resulting in slower wound healing and increasing
the risk of bacterial infection.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commonly known as “super bacteria”) due to the abuse of antibiotics makes their
treatment difficult. The skin is the first line of immunity for the bod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treatment and defense against infection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aunched a national action in June this year, which will prevent these
“super bacteria” by safe and effective use of life-saving drugs. The use of traditional
drugs to treat bacterial infections have been reported; photodynamic therapy has
shown a good effect in treating skin wounds and tumors. For example, in recent
years, drugs have been used in the clinic (photoresponsive) combined with visible
light to treat acne, and the need for oral medications not only cures but also reduces
the burden on the body. Therefore, photodynamic therapy should be discus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Key words:

Skin,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photodynam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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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對感染症的預防
—新型冠病毒疫苗開發
周彥宏
國家衛生研究院

疫苗，是利用接種以使人或動
物體內產生免疫反應的生物製劑，主
要用途為預防感染性疾病。目前已
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種可溯源至人
痘接種術 (variolation) [1]。一千五百
年前，中國晉代葛洪即發明以瘈犬
之臟，治瘈咬之症。為免疫學發靭之
始祖。唐代則有「江南趙氏始傳鼻苗
種痘之法」，且「種痘者八九千人，
其莫救者，二三十耳。」。清代醫
書[2]描述認為，11 世紀起於北宋時
期即開始種天花痘，宋仁宗時 (西元
1023~1063 年)，曾以天花痘痂吹入鼻
腔內，而抵禦天花，而據推測可能使
用的是毒性較低的天花，使欲免疫天
花之受試者接觸患者的膿狀囊皰，但
此做法無法確保有效，且風險仍高，
死亡率達 1~2% [3]，隨後這項技術沿
絲路傳播開來。18 世紀初種痘技術
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18 年，
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夫人孟塔古•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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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Mary Montagu) 乃將人痘接種法
傳入西歐。1760 年，丹尼爾•伯努
利成功地讓世人發現，儘管種痘技術
有其危險，仍能為一般預期壽命 (life
expectancy) 延長三年。英國醫師愛
德華•金納 (Edward Jenner) 聽聞民
間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預防人類天花，
於 1796 年 5 月 14 日對一名兒童接種
由感染牛痘的農婦手中抽取的膿汁作
為疫苗，三個月後，他將天花接種至
兒童身上，並証實該名兒童對天花免
疫，這個方法因此傳遍整個歐洲，因
此在使用拉丁字母的語言中，皆以拉
丁文中，代表「牛」的「vacca」作
為字源，紀念愛德華•金納使用牛痘
作為疫苗實驗的里程碑。
路易•巴斯德及其同事 (Émile
Roux 及 Duclaux) 於 1881 年 5 月 5
日成功研發綿羊的霍亂疫苗，並於
1885 年 6 月 6 日讓一位兒童接受狂
犬病的疫苗注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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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種類很多，大致可歸納為
二大類[5]：一為治療型疫苗。即利
用抗體或免疫因子可以中和並阻斷傳
染疾病的感染。接種的對象為已受感
染的病患。當病患於狀況緊急時，直
接協助患者施打治療型疫苗以壓制病
原的活動力。具保護性抗體或免疫因
子可來自於亦即一種由具備該疾病抵
抗力的個體中，抽取血液並且純化出
該種抗體，或是經由生化合成。二為
預防型疫苗。活毒疫苗、死毒疫苗，
類毒素。同時利用基因重組技術製造
疫苗，以及化學合成之疫苗，如次單
位抗原疫苗即利用菌體內之抗原成分
以取代整個菌體，而研製成肺炎球菌
疫苗及百日咳可溶性疫苗。結合疫
苗，核酸 (DNA, RNA) 疫苗，重組載
體疫苗等。可以引發自體的免疫反應
包括抗體及免疫細胞反應。
由於抗體不可重複使用，會受到
體內自行代謝分解，個體仍須自行產
生抗體，以自發的免疫反應辨識外來
物，才能予以記憶並持續製作抗體抵
禦病況，才能真正地痊癒。

預防型疫苗
一、活毒疫苗：活體疫苗乃是
利用經過減毒後之病原細菌，或病毒
加以培養製造而成，此種疫苗又分為
毒力減弱之活菌疫苗，與減毒之活
病毒疫苗兩類。(一) 減毒之活病毒疫
苗 (attenuated living virus vaccine)：
1. 乾燥痘苗：利用痘苗病毒 (vaccenia

virus) 接種於小牛或綿羊皮膚上，待
其發痘，刮下痘疱，經過各項處理及
凍結乾燥，而成米黃色之乾燥製劑。
天花痘苗自 1798 年發展成功，到目
前已將近二百年，今世界衛生組織宣
布天花已自世界絕跡。2. 小兒麻痺症
疫苗：小兒麻痺症疫苗有不活化之病
毒疫苗 (inactivated polivirus vaccine)
與減毒之活病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polivirus vaccine) 兩種。前者係沙克
氏疫苗 (Salk vaccine)，乃小兒麻痺症
疫苗最初發展成功的死體疫苗，內含
三型 (1, 2, 3) 以甲醛殺死之病毒，需
以注射為給藥途徑。後者為沙賓氏疫
苗 (Sabin vaccine)，係一種減毒的活
病毒口服疫苗。3. 麻疹疫苗：係以減
毒後之麻疹病毒，經數代組織培養與
雞胚胎接種等手續製造而成。過去使
用之麻疹疫苗，由於部分病毒減毒欠
徹底，致使用後易產生發熱發疹等反
應，經改良後之麻疹疫苗，其副作用
已大為減少。4. 黃熱病疫苗：係利用
減毒之 17D 病毒株，經雞胚胎培養
製造而成之活病毒疫苗。5. 腮腺炎疫
苗：亦為減毒之活病毒疫苗，經雞胚
胎培養製造而成。(二) 毒力減弱之活
菌疫苗：卡介苗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1908 年，法國巴斯德
(Pasteur) 研究所加默特 (Calmette) 及
介林 (Guerin) 以牛型結核桿菌，培養
於含有膽汁之人工培養基中，經過數
百次繼代培養後，使細菌原有之毒力
已經減弱，對人不再引起結核病。利
用卡介二氏菌種以 Santon 培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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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膜，並將菌體壓成半乾菌塊，繼之
研製成原液，並經無菌、耗氧率、安
全及效力等試驗而成。
二、死毒疫苗：此種疫苗，可
分為死菌性疫苗，與不活化病毒性疫
苗。(一) 死菌性疫苗：1. 霍亂疫苗：
利用霍亂弧菌以石炭酸殺菌完全後，
混合而成。2. 傷寒及副傷寒疫苗：由
傷寒桿菌 (Salmonella typhi)、A 型副
傷寒桿菌 (Salmonella paratyphi A) 及
B 型副傷寒桿菌 (Salmonella paratyphi
B)，加熱完全殺菌後，以 4:1:1 將上
述病菌混合而成，並以 0.5% 石炭
酸為防腐劑。3. 鼠疫疫苗：係由鼠
疫桿菌 (Yersinia pestis) 以甲醛殺菌
及添加 0.5% 石炭酸為防腐劑。4. 百
日咳疫苗：百日咳桿菌 (Bordetella
pertrussis) 以硫柳汞 (thimerosal) 殺
菌，並以生理鹽水稀釋。(二) 不活
化病毒疫苗：1. 日本腦炎疫苗：係
以日本腦炎病毒感染小白鼠所得之
腦乳液，經乙醇及硫酸魚精蛋白純
化處理，再以甲醛使之不活化等過
程製成並含有 0.01% 硫柳汞為防
腐劑。2. 狂犬病疫苗：鴨胚胎疫苗
(duck embryo vaccine, DEV) 為目前
較常使用之狂病病疫苗，此種疫苗
係以巴斯德腦固定毒 (Pasteur rabbit
brain fixed virus) 感染鴨胚胎，再經
丙酸內酯 (Propiolactone) 消除其活
性後而製成。近年來利用細胞培養
研製之狂犬病疫苗正發展中。3. 流
感 (inﬂuenza) 疫苗，將低毒性的流感
病毒株 (又稱疫苗株) 在感染雞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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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量複製，經甲醛使之不活化等
過程製成。由於流感病毒的蛋白質
血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 HA)：鳥
類 H1~H18、人類 H1~H3，以及神
經胺酸酶 (neuraminidase, NA)：鳥類
N1~N11、人類 N1~N2，等多種基因
型。因此根據流感病毒所帶的 HA 型
及 NA 型 (例如 H1N1, H3N2…等) 每
年 WHO 會在 6~7 月開會根據公衛資
料預測下一年流行的流感基因型來告
知疫苗大廠生產此型的流感疫苗。近
年來利用細胞培養研製之流感疫苗為
發展趨勢。4. 腸病毒 71 型疫苗：將
腸病毒 71 型疫苗株在感染細胞後大
量複製，經甲醛使之不活化等過程製
成。目前台灣發展之腸病毒 71 型疫
苗已進入臨床試驗三期。預計年底將
會完成。
三、類毒素：類毒素乃係利用細
菌培養過程中，所產生之外毒素，以
醛溶液等處理法，使其原有之毒力減
弱，但仍具有抗原性之毒素，如破傷
風類毒素與白喉類毒素等。(一) 破傷
風類毒素：利用破傷風梭形菌所得之
破傷風毒素，以甲醛處理，使其充分
無毒化製成粗毒，再以此粗毒用磷酸
鋁吸著精製而成。(二) 白喉類毒素：
本品係由培養白喉桿菌所得之白喉毒
素，經甲醛處理，精製後，再以磷酸
鋁吸著而成。
利用基因重組技術製造疫苗，以
及化學合成之疫苗。分述如下：
四、結合疫苗：利用細菌表面多
醣結構，有時這些結構對免疫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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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上效果不佳，藉由將這層結構連
結上許多特殊物質，例如特殊結構的
蛋白質、毒素或醣類，可以增進免疫
系統的判斷力，這種方式已成功用在
B 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Hib)。
五、次單位抗原疫苗：即利用菌
體內之抗原成分以取代整個菌體，而
研製成肺炎球菌疫苗及百日咳可溶性
疫苗，或是 B 型肝炎疫苗僅含有該
種病毒的表面蛋白質 (Surface protein)
之疫苗。
六、DNA 疫苗：對人或動物
組織，藉由改造過的病毒或細菌感
染，以插入目標基因或調節基因表現
(gene expression) 的手法，引起免疫
系統的活化，若這些細胞因此在表面
呈現異於接種者本身的物質，將會被
免疫系統辨識後受到攻擊，儘管此項
技術仍在試驗中，卻有可能成為未來
治療癌症、遺傳疾病的重要療法。
七、重組載體疫苗：以微生物載
體的生理運作為基礎，基因轉殖其他
目標感染性微生物的蛋白質之 DNA
到此微生物載體，這種方式研發出的
疫苗，可能對感染過程複雜的疾病有
表一

所幫助。例如將細菌的 DNA 切成片
段，組合至酵母菌的染色體中，利用
酵母菌製作該片段之細菌蛋白質作為
疫苗，可免除致病細菌對人體的實
質傷害，達到免疫效果。例如腺病毒
(adenovirus) 載體基因轉殖流感病毒
的 HA 基因製作成的疫苗，用於預防
流感病毒的感染。重組腺病毒載體具
備在接種者細胞組織內不複製性及高
引起免疫反應特性。，致使此技術已
廣泛運用於多項傳染病的預防 (表一)
[6]。
同時國際上針對這次新型冠狀
病毒也積極展開研發，目前正在研
發的疫苗種類如下 (表二)。(https://
www.who.int/publications/m/item/
draft-landscape-of-covid-19-candidatevaccines)
為了因應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國家衛生研究院啟動兩個主軸
究計劃：
一、治療型抗體：1. 符合 GMP
法規且國內唯一核可生產馬血清之生
物製劑廠，產製治療型馬血清，提供
急重症患者在非常緊急狀況下治療。
利用新型冠狀病毒表達的 spike 蛋白

臨床上試驗之各種傳染病的重組腺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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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全世界目前 13 種在臨床試驗階段的新冠肺炎疫苗 (更新至 06.0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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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來免疫馬，使其血液產生抗新型
冠狀病毒的抗體，利用符合 GMP 法
規製程生產馬血清作為治療用。2. 擬
人化單株抗體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抗體的結構 (圖一) ，其中
抗體由一對重鏈 (heavy chain) 及一
對輕鏈 (light chain) 組合而成，其中
變異區 (variable region, Fab) 為與抗
原結合的部位。保留恆常區 (constent
region, Fc) 則可以與帶有 Fc 接受體
(Fc receptor) 的淋巴細胞結合。利用
新型冠狀病毒表達的 spike 蛋白質或
胜肽免疫小鼠引起的抗體反應，經由
篩選所獲所得具有中和病毒並阻斷其
感染的單株抗體，候選的單株抗體保
留其 Fab 部位，在 Fc 部位基因重組
成人類 Fc 胺基酸序列，所獲得的擬
人化單株抗體，可用於治療新冠肺炎
病毒患者。
二、預防型疫苗：1. 合成胜肽
疫苗。屬於上述所提的疫苗種類的次
單位抗原疫苗。此技術是利用 SARS
冠狀病毒可以引起生成具保護性的

中和抗體的已知 spike 蛋白質中的片
段 (分子小的蛋白質稱之為胜肽) 辨
識位。利用合成方式取得作為疫苗抗
原，經加入免疫促進佐劑使得到疫
苗。可先於小動物試驗，順利即可在
二至三個月得到結果，並前進臨床試
驗。2. 重組病毒疫苗：(1) 利用腺病
毒 (adenovirus) 載體轉殖帶有新冠肺
炎病毒的蛋白質抗原基因：接種後可
引起保護性抗體及細胞免疫反應，達
到阻斷病毒的感染。(2) 水疱性口炎
病毒 (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VSV)
載體轉殖帶有新冠肺炎病毒的蛋白質
抗原基因：接種後可引起保護性免疫
反應。3. DNA 疫苗：合成新冠肺炎
病毒的蛋白質抗原 DNA 作為疫苗，
注射於受試者來引起保護性免疫反
應。4. 次單位疫苗：在大腸桿菌表達
新冠肺炎病毒的蛋白質抗原作為疫
苗。
以上這些平台技術開發之新冠
肺炎病毒疫苗開發皆已完成小動物藥
理測試，目前正進行疫苗免疫後的新
型冠狀病毒攻毒測試以驗證對新型冠
狀病毒的保護效力，有望在二個月內
取得實驗結果並在通過法規驗證後於
半年內進入臨床前試驗及臨床人體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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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的抗生素藥物使用比率的運用
【南基醫院 林星蓮/彰基醫院 陳昶華 摘評】

自抗生素過度使用和抗生素抗
藥性問題，使人們重新關注抗生素使
用量 (antibiotic use) 這個重要議題。
改變抗生素使用方式對於提高患者的
安全性和減緩抗生素抗藥性的產生
與傳播極為重要。van Santen 等[1]介
紹美國以國家力量正努力於住院、
門診和長照護理機構中，加強抗生
素管理計劃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programs)，以減少過度使用抗生素的
後果，包括不良藥物事件和不必要的
抗生素費用。
沿 用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ealth Organization)，一般機構的抗
生素管理計劃會使用標準化 defined
daily dose (DDD) 方法，來測量抗
生素使用量。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
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美國醫療照護安全網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使
醫院能夠透過抗生素使用和抗生素抗
藥性 (antimicrobial use and resistance)
模組 (module) 報告抗生素使用量數
據，在醫院機構內，按患者護理地
點，分析抗生素使用量數據，並讓各

醫院機構抗生素使用量數據，可以跟
國家地區基準值進行比較。
醫院和衛生系統中的抗生素管理
計劃，使用美國醫療照護安全網應用
模組來計算特定抗生素未調整抗生素
使用量的比率，對於這些抗生素報告
的分子是抗生素使用治療天數，分母
為患者總住院天數，這樣的比率在沒
有風險調整與校正的情況下，無法使
用在醫院內部和醫院之間進行比較。
美國傳染病學會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和美國
醫療衛生流行病學學會 (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 在
2007 年指南[2]建議經過調整與校正
後 (risk-adjusted) 的抗生素使用量可
以進行機構內與機構間的比較。美
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製定標準化
的抗生素藥物使用比率 (standardized
antimicrobial administration ratio,
SAAR)，在經過標準化運算、風險調
整校正的抗生素使用基準的 SAAR，
可以進行機構內與機構間的比較。
美國醫療照護安全網選用抗生
素使用量選項，收集各醫院機構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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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病歷資料，匯總抗生素使用量數據
並上傳美國醫療照護安全網，作為各
醫院機構病人每天的抗菌治療天數
基數。SAAR 涵蓋五種抗菌劑類別：
1. 廣泛用於醫院感染/多種抗生素抗
藥性細菌的抗生素；2. 廣泛用於社區
感染的廣效型抗生素；3. 抗甲氧西林
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藥物；4. 主要
用於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的藥物；5. 其
他所有抗生素。SAAR 是觀察與預測
的使用比率，其中預測的使用是根據
統計模組估算的；SAAR 為 1 表示觀
察到的使用量和預測的使用量相等。
統計學上，大多數醫院機構級別的
SAAR 與 1 相比有顯著差異：成人醫
療單位比 1 低 52%，比 1 高 41%。
成人和小兒加護病房中位數 SAAR
的範圍為 0.667~1.119。SAAR 是一
個觀察到預測的比率，其運算公式基
本上分子是抗生素使用天數，而分母
是預測統計模組的抗生素總天數；
SAAR 值通常 > 0。統計學上高於 1
的 SAAR 表示抗菌藥物的使用比預
期的多；低於 1 的 SAAR 表示抗菌
藥物的使用低於預期。美國全國品質
論壇 (national quality forum) 同意使用
SAAR 指標，提高抗生素管理計劃績
效和公共衛生監測。
SAAR 是美國全國品質論壇認
可的臨床監測抗生素管理計劃績效指
標，亦即是抗生素質與量的衡量標
準，SAAR 結合 1. 將個別抗生素和
病人照護病房，使用更適當類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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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 觀察到的抗生素使用量統計的
方法 (即抗生素的使用天數)。
衡量 SAAR 計算所報告的預計
抗生素天數中，是使用考慮患者護理
位置和醫院機構特徵差異的預測模組
來估算預測天數。將 SAAR 標準化後
將醫院機構報告與全國預測的數值進
行比較，進行 SAAR 間接應用。將
醫院機構抗生素使用量數據與國家抗
生素使用量數據進行比較，並進一步
評估和提出需要的改善措施。這是一
個綜合抗生素使用量度量標準，可用
於比較多個風險調整後的醫院和使用
不同的電子病歷系統。但是，SAAR
標準並未提供抗生素使用量適當性或
確定性標準，並且在初期使用時，該
SAAR 不應用於公開報告或其他問責
目的。
各個特定位置的 SAAR 在機構
級別提供抗生素使用量數據，從而使
抗生素管理計劃看到 SAAR 的有意義
差異，如果醫院機構等設施僅專注於
單獨設施級別的抗生素使用量，則可
能會錯過重要訊息與差異。抗生素管
理計劃可以運用 SAAR 計算的過程與
分析其相關異常的抗生素使用結果，
進行優化抗生素管理計劃。在優化抗
生素管理計劃後，期待達到最大程度
地減少過度使用抗生素引起的不良事
件。
【譯者評】美國疾病管制與預
防中心製定 SAAR，使醫院能夠同
步、及時分析抗生素使用量，並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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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使用量數據與美國國家基準進行
比較。SAAR 是一種標準化且經過風
險調整校正的方法，來解析抗生素使
用量。
van Santen 等 描述使用電子病歷
抗生素數據，建立抗生素使用量監測
標準，可以在風險調整校正後，將其
抗生素使用量進行比較。美國醫療照
護安全網認為，SAAR 提供更優化抗
生素管理計劃的方法。
台灣在推行抗生素管理計劃的
過程中，向來沿用世界衛生組織的
DDD 標準，主要是假設各個族群與
醫院機構等…基本的狀況都相同，計
算醫療機構使用抗生素的劑量。然而
也有另一種評估抗生素使用適當性的
方法，在推行抗生素管理計劃探討抗
生素使用適當性，有需要針對特定疾

病使用抗生素的時期長短是否正確，
van Santen 等理論的基礎，是假設給
予的抗生素是適當的，進而分析抗生
素的使用時程，如此可以更加精準的
比較各個不同醫院機構當中，抗生素
使用過度或太少，還有抗生素相關副
作用等等，這些都是抗生素管理計劃
基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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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室中呼吸道病毒的分布與醫療行為之
相關性
【彰基醫院 陳婉真/彰基醫院 楊順成 摘評】

醫護人員在照顧病人的過程中
常暴露在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危險下，
病房內的環境表面被呼吸道病毒汙
染後，醫療照護人員或病人接觸到
這些被污染的地方可能會進一步傳播
病毒。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在流感病
人的病房中及照護的醫護人員的呼
吸區 (breathing zone) 可以偵測到流
感病毒顆粒 (respirable influenza virus
particle)，但除了那病房有受感染的
病人外，是什麼原因使這些病毒顆粒
出現在這些地方目前仍不清楚。人類
的行為 (包括醫護人員及病人) 及病
毒汙染環境之間的關係需要被進一步
釐清。此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討
住院的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人其
病室中，空氣及環境表面的病毒存
在，其次要釐清醫療照護人員的醫療
行為與病毒汙染環境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於 2017 年 3 月到 2017 年
6 月及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4 月在
芝加哥一家醫院進行。所有參與的病
人都在觀測期前三天內被確診為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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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病毒感染。研究會在病人所在的病
室中進行三小時的觀察及檢測，通常
在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之間進行。
病人的病室每天都會使用 Virex Plus
(Diversey, Fort Mill, SC) 消毒。對照
組則是另四家不同的醫院挑選五間乾
淨的空病室，分別在不同的兩天採檢
環境表面檢測病毒。空氣採樣會在病
室固定地點距離地面 1 公尺到 1.6 公
尺的範圍內採樣檢測是否有病毒存
在。醫護人員在接觸此病人時也會
做呼吸區的空氣採樣。空氣採樣共
收集三種大小的粒子：aerodynamic
diameter da < 1 µm; 1 < da < 4 µm; and
da > 4 µm。環境採樣則使用 Copan
swabs (Copan Diagnostics, Murrieta,
CA)。在觀測的一開始，他們採集
以下物體表面的病毒染污狀況當作
基準：托盤桌 (tray table)、點滴的
顯示幕 (IV monitor)、床欄、電腦鍵
盤及電腦滑鼠。觀測結束後除了採
集前述的物體表面外，另採集了以
下地方：病床控制面板 (exterior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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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panel)、點滴架掛勾處 (IV pole
hanger)、電話、叫人鈴/電視遙控器
及病室內的聽診器。他們在試驗開始
之前及結束後都會在這些物品的表面
的不同處採集檢體，固定在病房內使
用的電腦也會採集樣本。本研究採集
的這些部位是醫護人員最常接觸的地
方，其中三處 (電腦鍵盤，滑鼠及點
滴顯示幕) 是只有醫護人員會碰觸的
地方。所有表面採集都以水平及垂直
的方向收集。樣本經適當處理後會針
對特定病毒利用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的方
式去偵測是否有病原體之存在。在三
次的檢驗中有兩次以上定量聚合酶連
鎖反應的門檻循環值 (cycle threshold
value, Ct value) ≤ 35 則認定為陽性。
本研究總共有 52 個呼吸道感
染的病人參與此試驗，患有 A 型流
行性感冒病毒 (influenza A virus) 感
染有 23 人，B 型流行性感冒病毒
(inﬂuenza B virus) 感染有 8 人，鼻病
毒 (rhinovirus) 感染有 15 人，1 人感
染副流感病毒 (parainfluenza virus)，
1 人感染冠狀病毒 (coronavirus)，3
人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1 人感染腺病毒
(adenovirus)。進一步將病人分為三組
做比較，分別是：流感病毒組，鼻病
毒組及其他病毒組。之所以會選擇這
些病毒作為檢驗的標的是因為過去的
研究指出這些病毒會持續存在於環境
中。因為病毒株之複雜性，所以本研
究排除腺病毒。三個病人接受呼吸器

治療 (兩個感染鼻病毒一個感染副流
感病毒)，大部份病人的嚴重度屬於
輕微感染，35% 的病人有免疫力低下
的問題，其中四個病人屬於極度嚴重
感染，當中三人有惡性腫瘤。50 個
病人 (77%) 病人有咳嗽。
本研究結果顯示靜止空氣的平均
採樣時間為 (mean duration) 是 161 分
鐘 (55 至 197 分鐘)。47 個空氣樣本
中，43% 的樣本在任三種尺寸的空氣
分子被測到有病毒存在，平均病毒濃
度是 7,300 virus copies/m3。不同大小
的空氣分子中偵測到的病毒濃度跟病
毒存在的比例在統計上並沒有顯著差
異。這三組不同病毒感染的病人，在
他們的病房採集的空氣，病毒陽性率
及病毒濃度都沒有顯著差異。醫護人
員周圍的空氣採樣平均進行了 (mean
duration) 13 分鐘 (2~41 分鐘)。在 23
個醫護人員周圍空氣採樣中 22% 呈
現陽性，平均濃度是 3×10 6 copies/
m 3，範圍介於 1.7×10 4 到 6.8×10 7
copies/m3。相較於靜止空氣，醫護人
員周圍空氣採樣的病毒濃度差異性較
大，只有在兩個較小尺吋的空氣分子
(da < 1 µm 及 1 < da < 4 µm) 有測到
病毒。病室裡靜止空氣有測到病毒，
則醫護人員周圍的空氣亦較易測到病
毒，但其勝算比 (odds ratio) 沒有達
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OR 2.5，95% 信
賴區間 0.3~23.5)。靜止空氣的病毒
濃度跟醫護人員周圍空氣的病毒濃度
病沒有顯著的關聯。當觀察期間有大
於五個醫護人員接觸此空間，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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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較易測到病毒 (OR 5.3，95% 信
賴區間 1.2~37.8)。病人在觀察期間
有無咳嗽與靜止空氣或醫護人員周
圍空氣的病毒濃度沒有相關。試驗
前最常測到病毒的地方是電腦鍵盤
(67%) 及床欄 (52%)，但測到的病毒
種類之間沒有差別。試驗後病毒常
被測到的地方在電腦鍵盤 (68%)，叫
人鈴 (57%) 及滑鼠 (50%)，且跟試驗
前比起來，物體表面三組不同病毒
的陽性率都有顯著差異 (all virus p <
0.01，influenza p < 0.01，rhinovirus
p < 0.01)，不同表面測到的病毒量有
顯著差異，點滴顯示幕測到的病毒量
非常低 (特別是鼻病毒)。在某些表面
發現病毒量跟醫護人員的接觸次數有
中度相關 (0.3≦ρ≦0.6)，而病人的
接觸次數跟表面病毒量無關。當靜
止空氣中有測到病毒 (OR 15.3，95%
CI 3.3~112.2) 及咳嗽次數≧十次 (OR
1.45，95% CI 0.3~5.7)，則試驗後表
面驗到病毒的機會亦較高。只有鍵盤
的病毒量在試驗前及試驗後有顯著的
正相關。在對照組的 42 個環境採樣
中只有一個在電話採樣的檢體驗到 A
型流感病毒，由此可知當沒有感染的
病人時病毒是不會普遍存在於醫院環
境中。
本研究在醫護人員周圍的空氣
測到病毒的比例較低 (醫護人員周圍
的空氣 22% vs. 病人頭部附近的空氣
43%) 可能跟採集時間較短有關 (10
分鐘 vs. 3 小時)。過去的研究證明在
住有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人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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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裡病毒會散播在環境中落在物體表
面且醫護人員可能吸入病毒。這個研
究顯示咳嗽與否與空氣中及人員周圍
空氣測到的病毒量無相關，但由於研
究設計是只記錄在觀察期間的咳嗽
狀況，這可能會對結果造成影響。一
般認為呼吸治療 (例如噴霧治療) 會
產生氣霧 (aerosol) 而增加病毒傳播
的風險。這個研究發現呼吸治療不會
增加病毒在空氣中被偵測到的機會
(OR 0.7, 95% CI 0.2~2.8)，但醫護人
員頻繁接觸病人 (> 五次，例如做理
學檢查或常規照護) 與靜止空氣中偵
測到病毒是有相關的 (OR 5.3, 95% CI
1.2~37.8)。然而需要醫護人員較頻繁
探視的病人也代表病況較嚴重，這也
會增加病毒散播到空氣中的機會，這
結果代表病毒可以在照護過程中散播
到空氣中。醫護人員常接觸到的地方
容易染到病毒，但沒有找到病人接觸
的地方跟病毒量有相關，不過這也可
能是因為我們只有在醫護人員接觸病
人時才會記錄病人接觸了哪些地方，
而非長時間紀錄。這個研究顯示呼吸
道病毒會散布在病室中，醫護人員在
照護病人及接觸病人所在的環境時就
可能會接觸到這些病毒，但他們沒有
針對研究中的醫護人員最後續追蹤，
所以無法得知他們是否因暴露在病毒
下而產生呼吸道感染。
【譯者評】從 2019 年末開始
全球遭受新興傳染病--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肆虐，面對新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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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要了解其特性需要時間深入研
究，在這之前我們需要參考其他呼吸
道病毒之研究來擬訂防範策略[2]。
這篇研究探討了醫護人員，病患及環
境受呼吸道病毒影響的程度，特別強
調了醫療行為會使醫護人員暴露於受
感染的風險之中，徹底執行洗手五時
機 (接觸病人前，接觸病人後，執行
清潔/無菌技術前，暴露病人體液風
險後，接觸病人周遭環境後) 是重要
避免感染的方式。另外呼吸道病毒急
性感染的病人確實會散布病毒於周遭
環境中，使環境表面受病毒汙染，
因此亦建議生病的人戴口罩。在新
加坡一家醫院的研究[3]指出在確診
SARS-CoV-2 感染的病人的病室中，
空氣換氣出口處，馬桶及廁所洗手槽
驗到病毒，說明 SARS-CoV-2 會經由
飛沫與糞便污染環境，再次強調醫院
環境清消及手部衛生的重要性。過去
在 SARS 及 MERS-CoV 爆發感染時
也有一樣的發現，病毒會汙染周遭環
境表面，人們經接觸這些地方再碰觸

眼睛，鼻子或嘴巴等有黏膜的部位會
被感染，強調需要落實手部衛生及適
當的個人防護設備來保護醫護人員免
於感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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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
2007 至 2017 年第 4 季監視報告結果則顯示，醫學中心和區

域醫院加護病房，自 2010 年開始，各年度皆以血流感染最常
見，已經連續第八年，蟬聯冠軍，血流感染的來源絕大多數源
自於導管，本期第一篇原著，介紹不同的經皮中央靜脈導管
照護方式對於導管感染率的影響，此外，台灣院內感染監視
資訊系統在手術部位感染，平均約約佔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
4~5%，本期的另一篇原著，介紹運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組合
式照護降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術後感染。兩篇都是很重要的一
個研究。
本期的綜論有三篇分別介紹，第一篇是藥癮者及愛滋感染
者的 C 型肝炎感染現況與治療，第二篇，是介紹探討醫院環
境清潔消毒模式以提昇環境安全品質，第三篇，是介紹抗藥性
細菌對於皮膚的影響及防治。
一篇專欄，是說明疫苗對感染症的預防—新型冠病毒疫苗
開發。
兩篇新知，第一篇，提到標準化的抗生素藥物使用比率的
運用，第二篇，是介紹病室中呼吸道病毒的分布與醫療行為之
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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