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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腎臟科病人血流感染趨勢及
死亡危險因子分析

陳孟清1　王復德1,2,3　陳瑛瑛1,3

臺北榮總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大學

血流感染是腎臟科病人常見的感染部位，將增加住院天數、費用支出及死

亡風險。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腎臟科病人醫療照護相關血流感染率趨勢，建立死

亡預後因子回歸模式，提供血流感染概況與致病菌分布情形，作為擬訂防治策

略之參考依據，提升感染管制品質。本研究採回溯性觀察研究法，收集某醫學

中心 2007 至 2013 年腎臟科病人醫療照護相關血流感染個案資料並進行流行病
學調查，病人住腎臟科 48 小時後以及轉出至其他科別 48 小時內發生血流感染
者，皆納入分析，但排除 20 歲以下個案。結果：7 年期間共有 309 人次血流感
染，血流感染密度自 2007 年 2.46‰ 下降到 2013 年 1.97‰；致病菌株共 341 
株，革蘭氏陰性菌最常見 (46.0%)，次為革蘭氏陽性菌 (41.3%)，再次為黴菌 
(10.9%)，感染菌種以 S. aureus 最多。粗死亡率 32.0%，其中於感染後 30 天
內死亡佔所有死亡者的 70.7%，經多變項邏輯回歸分析，具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 影響因素包含每增加 1 歲及每多住院 1 天，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風險
增加分別是 3.4% 及 2.6%，感染前 7 天內接受 CVVH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治療、有休克現象及使用抗生素者於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風險分別
增加 21.5、4.4 及 3.7 倍。（感控雜誌 2017:27:247-258）

關鍵詞：血流感染、死亡危險因子、腎臟科、感染管制

前　言

腎臟的主要功能為調節體內水

份、酸鹼值及電解質平衡、移除血

液中代謝的廢棄物與外來化學物質 
(foreign chemicals)，經由尿液排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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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糖質新生作用 (gluconeogenesis) 
以及藉由產生 erythropoietin 與 renin 
等賀爾蒙，促進紅血球生成及調節血

壓。腎臟可能因細菌感染、結石、

尿道阻塞、腫瘤及毒性物質而造成損

傷，當腎臟嚴重損傷而有水腫、高血

鉀、酸中毒等變化，將引起呼吸喘、

噁心嘔吐及心律不整等臨床症狀，統

稱為尿毒症[1]；尿毒症病人是容易
發生感染的族群，因其不論是抗體的

產生、細胞免疫及白血球吞噬功能都

較差，若合併年邁、營養不良、糖尿

病、接受透析治療、使用免疫抑制劑

等將更加重免疫不全的狀況；尤其接

受透析治療更是造成感染的危險因

素，病原菌可能藉由透析液及透析管

路進入血流中，加上病人體內對細菌

入侵並無足夠的防禦能力，將使病人

成為易感宿主[2]。
依據疾病管制署  2016 年第  4 

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視季報，

國內加護病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部位中，血流感染自  2010 年起躍
升為第一位，菌種以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Enterococcus faecium 及 
Klebsiella pneumoniae 最常見[3]，
國外研究顯示，血流感染常見菌種

為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及 
Staphylococcus aureus [4,5]。Fram D. 
等人分析血液透析病人之血流感染趨

勢，發現感染前曾住院者發生血流感

染的風險是未住院者的 6.6 倍[6]。另
外，年齡、中心導管留置及其留置天

數長、接受透析治療、入住加護病房

天數延長、使用免疫抑制劑及抗生素

皆是造成血流感染的重要危險因子

[7-9]，研究指出血流感染個案平均增
加之住院天數為 19 天，平均醫療成
本增加為 16,356 歐元，2003 年研究
也有類似結果，血流感染個案平均增

加之住院天數為 11.9 天，增加之醫
療費用平均為 4,888.42 美元，死亡率
增加 24.6%，而每一導管相關的血流
感染個案估計也會增加 16,550 美元
的醫療費用[10-12]。國內研究則發現
血流感染者平均之住院天數較未感染

者長 7.8 天[13]，顯示血流感染將增
加住院天數、醫療支出及死亡風險。

約有 15~33% 感染者於感染後 30 天
內死亡[8,9,14,15]。

腎臟疾病病人免疫功能差，是病

菌的易感宿主，而血流感染將增加病

人住院天數、醫療支出及死亡風險，

醫療人員應掌握單位內血流感染趨勢

變化，並有高度的敏感度及知識。本

研究目的在探討腎臟科病人醫療照護

相關血流感染率趨勢，並期望了解腎

臟科醫療照護相關血流感染個案基本

屬性、常見菌種、抗藥性菌分布，並

應用多變項邏輯回歸分析測量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的影響因素。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某醫學中心腎臟科血流感染

個案為對象，病人住腎臟科 48 小時
後以及轉出至其他科別 48 小時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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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血流感染者，皆納入分析，但排

除 20 歲以下個案。該院有兩個腎臟
科專科病房，床數共 57 床，須重症
照護者則轉入內科加護病房，科別仍

歸屬於腎臟科，每月約有 1,700 住院
人日數，140 人次入院，診斷以尿毒
症、急慢性腎衰竭及電解質不平衡

為主。需接受血液透析治療者使用之

暫時性血液透析管路包含股靜脈導

管 (femoral venous catheter, FVC) 及
頸靜脈導管 (jugular venous catheter, 
JVC) 由腎臟科醫師置入，該院於 
2010 年起推動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 
(CVC bundle)，內容包含置管前洗
手、正確使用含酒精的碘消毒溶液消

毒、穿戴完整個人防護裝備 (包含髮
帽、口罩、無菌衣及手套) 並鋪設最
大無菌面；長期透析導管 (permanent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perm catheter) 
主要由麻醉科醫師放置，動靜脈瘻

管 (arteriovenous bridge grafts/fistula, 
AVB/AVF) 手術由心臟血管外科醫師
執行。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回溯性觀察研究法 
(retrospective study)，收集 2007 至 
2013 年間腎臟科病人醫療照護相關
血流感染個案資料並進行流行病學調

查、分析感染率趨勢變化、感染菌種

及抗藥性菌種分布情形；血流感染

個案之判定，由專任感染管制護理

師依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8 年公布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定
義[16]，進行監測並紀錄，感染個案
同時經感染症專科醫師確認。資料收

集內容包含

(一) 病人基本屬性：性別、年
齡、潛在疾病、主要診斷、感染前住

院天數、是否為加護病房、感染時是

否發生休克現象 (收縮壓 < 90 mmHg) 
及出院狀態。

(二) 感染前 48 小時內留置之侵
入性管路及留置天數：中心靜脈導

管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頸靜脈導管、股靜脈導管、p e r m 
catheter、呼吸器等。

(三 )  感染前  7  天內接受之侵
入性醫療措施：周邊動靜脈導管、

血液透析、連續性靜脈血液過濾術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等。

(四) 感染前 7 天內使用之藥物：
抗生素及類固醇等。

(五 )  微生物檢驗結果：感染
菌種及其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

並記錄分離出之抗藥性菌種，包含 
ORSA (Oxacillin resistant S. aureus)、
ORCNS (Oxacillin resistant coagulase 
n e g a t i v e  s t a p h y l o c o c c i )、V R 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CRAB (Carbapenem-resis tant  A. 
baumannii)、CRE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三、定義

依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2008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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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定義[16]：
( 一 )  醫 療 照 護 相 關 感 染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因感染的病原體或其毒素而導致

的局部或全身性不良反應，且這項感

染在入院時未發生或未處於潛伏期階

段。

(二 )  血流感染  (b loods t r eam 
infection, BSI) 

具有下列條件任一項者：

1. 至少 1 套的血液培養出確認之
致病原，且此致病菌與其它部位之感

染無關。

2. 有發燒 (> 38℃)、寒顫、低血
壓 (收縮壓≤ 90 mmHg) 任一症狀，且
至少兩套不同時段之血液培養分離出

微生物為皮膚常在性菌叢，且此微生

物與其它部位之感染無關。

(三)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

病人收案為原發性血流感染的前 
48 小時內有中心靜脈導管留置，且
此血流感染與其它部位之感染無關。

四、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以 Microsoft Excel 及 
PSPP 軟體進行各變項分佈檢定。描
述性統計以頻率、百分比、中位數與

範圍呈現分佈情形。

血流感染密度  (‰)  計算公式
為： (血流感染人次數 /住院人日
數)×1,000，抗藥性菌的分離率計
算公式為：(抗藥性菌數 /該菌株總

數)×100，例如，ORSA 分離率公式
為 (ORSA 菌株數/所有 S. aureus 菌株
數)×100。再依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
及非死亡個案分為 2 組，以分析死亡
預後危險因子，單變項分析中，血流

感染之病人屬性與死亡預後危險因

子之類別變項使用卡方統計分析，

包括 Chi square、Fisher’s exact test 檢
定，連續變項的中位數則以 Mann-
Whitney U test 檢定；再以多變項邏
輯回歸進行分析，檢定結果以  p  < 
0.05 判定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結　果

腎臟科 2007 到 2013 年間共發
生 309 人次血流感染，血流感染密
度自 2007 年 2.46‰ 下降到 2013 年 
1.97‰ (圖一)。感染致病菌株共 341 
株，革蘭氏陰性桿菌最常見 46.0%，
次為革蘭氏陽性球菌 41.3%，再次為
黴菌 10.9% (圖二)。革蘭氏陰性菌中
最常分離的菌種依序為 A. baumannii 
(18.5%)、K. pneumoniae (17.8%)、
Escherichia coli (12.1%)；革蘭氏
陽性菌以  S. aureus  (61.0%) 為最
多，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12.1%) 及 E. faecium (9.2%) 次之，
而黴菌以 Candida albicans (48.6%)、
C. tropicalis (21.6%)、C. glabrata 
(16.2%) 最常見  (表一)；革蘭氏陰
性菌佔所有分離菌株比例由  2007 
年 34.6% 增加至 2013 年 48.9% (p 
= 0.095)，革蘭氏陽性菌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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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 2007 年 56.4% 減少至 2013 年 
35.6% (p = 0.044) (圖二)。感染菌種
前三名依序為 S. aureus, A. baumannii 
及 K. pneumoniae；常見抗藥性菌種
中，ORCNS 佔 76.5% 、ORSA 佔 
51.2%、VRE 佔 48.2%、CRAB 佔 
37.9%、CRE 佔 7.7% (圖三)。

所有感染者的年齡中位數為 75 
歲，男性佔 61.8%，有糖尿病史者
佔 44.0%，感染前住院天數中位數為 
12 天，住加護病房者佔 15.9%；感染

前 7 天內有休克現象者佔 13.9%。感
染前 48 小時內有長期透析管 (perm 
cath) 留置者佔 26.9%；有一種以上短
暫性中心靜脈導管 (CVC, JVC, FVC) 
留置者佔 56.8% (175 人次)，其中
分離菌株以 S. aureus 為最多佔 32% 
(56/175)，CVC 留置天數中位數為 9 
天，FVC 留置天數中位數為 5 天，
JVC 留置天數中位數為 8 天；使用呼
吸器者佔 17.8%。感染前 7 天內接受
抗生素治療者佔 52.1%，使用周邊動

圖一　腎臟科病人醫療照護相關血流感染趨勢

 

p=0.095

p=0.044

p=0.790

p=0.855

Chi-square 

*Chi-square for trend

圖二　分離菌株比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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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導管者各佔 13.6% 及 54.7%；接
受血液透析者佔 67.6% (表二)。

感染個案中，粗死亡率 32.0% 

(99/309)，其中於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
佔所有死亡者的 70.7% (70/99)。依
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及非死亡個案分

表一　血流感染常見菌種

菌種/年度
菌株數 (百分比)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革蘭氏陽性菌 (n = 141) 31 27 19 17 13 18 16 141
　Staphylococcus aureus 22 (71.0) 12 (44.4) 14 (73.7) 9 (52.9) 7 (53.9) 12 (66.7) 10 (62.5) 86 (61.0)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3 (9.7) 10 (37.0) 0 1 (5.9) 2 (15.4) 1 (5.6) 0 17 (12.1)
　Entercoccus faecium 2 (6.5) 1 (3.7) 0 5 (29.4) 2 (15.4) 2 (11.1) 1 (6.3) 13 (9.2)
革蘭氏陰性菌 (n = 157) 19 24 23 33 15 21 22 157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4 (21.1) 7 (29.2) 4 (17.7) 4 (12.1) 3 (20.0) 4 (19.1) 3 (13.6) 29 (18.5)
　Klebsiella pneumoniae 4 (21.1) 5 (20.8) 4 (17.7) 10 (30.3) 1 (6.7) 0 4(18.2) 28 (17.8)
　Escherichia coli 2 (10.5) 3 (12.5) 1 (4.4) 0 3 (20.0) 6 (28.6) 4(18.2) 19 (12.1)
黴菌 (n = 37) 4 6 9 6 2 4 6 37
　Candida albicans 2 (50) 3 (50) 5 (55.6) 1 (16.7) 1 (50) 2 (50) 4 (66.7) 18 (48.7)
　Candida tropicalis 0 2 (33.3) 1 (11.1) 2 (33.3) 1 (50) 1 (25) 1 (16.7) 8 (21.6)
　Candida glabrata 2 (50) 0 1 (11.1) 2 (33.3) 0 0 1 (16.7) 6 (16.2)
厭氧菌 (n = 6) 1 1 0 1 2 0 1 6
　Lactobacillus species 1 (100) 0 0 1 (100) 0 0 0 2 (33.3)

圖三　常見抗藥性菌株比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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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感染個案基本屬性及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個案危險因子分析

變         項
所有感染
個案 

(n = 309)

死亡個案危險因子分析

感染後 30 天內
死亡個案 
(n = 70)

感染後 30 天內
非死亡個案 

(n = 239)

勝算比
(95% 信賴區間) p 值

基本屬性

　性別 (男) 191 (61.8) 40 (57.1) 151 (63.2) 0.78 (0.45~1.34) 0.361
　年齡 (歲) 75 (22~96) 79 (31~96) 72 (22~94) 0.058a

　感染前住院天數 12 (2~171) 29.5 (3~171) 10 (2~112) < 0.001a

　入住加護病房 49 (15.9) 26 (37.1) 23 (9.6) 5.55 (2.90~10.61) < 0.001
　糖尿病 136 (44.0) 31 (44.3) 105 (43.9) 1.01 (0.59~1.73) 0.958
　惡性腫瘤 20 (6.5) 8 (11.4) 12 (5.0) 2.44 (0.96~6.23) 0.092
　感染前 7 天內曾休克 43 (13.9) 29 (41.4) 14 (5.9) 11.37 (5.54~23.34) < 0.001
感染前 48 小時內侵入性管路
　CVC 75 (23.3) 38 (54.3) 37 (15.5) 6.48 (3.61~11.66) < 0.001
　CVC (天) 9 (1~32) 8.5 (1~23) 9 (1~32) 0.438a

　血液透析導管種類及天數

　　JVC 24 (7.8) 5 (7.1) 19 (7.9) 0.89 (0.32~2.48) 1
　　JVC (天)      8 (1~20) 5 (1~16) 8 (2~20) 0.543a

　　FVC 109 (35.3) 22 (31.4) 87 (36.4) 0.80 (0.45~1.42) 0.444
　　FVC (天)       5 (1~52) 6 (1~52) 5 (1~29) 0.384a

　　Perm cath 83 (26.9) 20 (28.6) 63 (26.4) 1.12 (0.62~2.02) 0.714
　　AVB/AVF 62 (20.1) 9 (12.9) 53 (22.2) 0.52 (0.24~1.11) 0.087
　任一種短暫性中心導管 
　    (CVC, JVC, FVC) 175 (56.8) 48 (68.6) 127 (53.1) 1.92 (1.09~3.39) 0.022

　呼吸輔助器 55 (17.8) 33 (47.1) 22 (9.2) 8.80 (4.63~16.72) < 0.001
　呼吸輔助器 (天) 11 (1~111) 10 (1~75) 11 (1~111) 0.454a

感染前 7 天內侵入性治療
　靜脈留置針 169 (54.7) 32 (45.7) 137 (57.3) 0.63 (0.37~1.07) 0.086
　動脈導管 42 (13.6) 22 (31.4) 20 (8.4) 5.02 (2.54~9.92) < 0.001
　血液透析 209 (67.6) 50 (71.4) 159 (66.5) 1.26 (0.70~2.26) 0.441
　CVVH 12 (3.9) 11 (15.7) 1 (0.4) 44.37 (5.62~350.55) < 0.001
感染前 7 天內使用之藥物
　抗生素 161 (52.1) 59 (84.3) 102 (42.7) 7.20 (3.60~14.40) < 0.001
　類固醇 25 (8.1) 5 (7.1) 20 (8.4) 0.84 (0.30~2.32) 0.741
表格內數據為人數 (%) 或中位數 (全距)，使用 Chi-Square Test (a Mann-Whitney U Test)
勝算比 (95% 信賴區間)、p 值及係為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及非死亡個案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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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 組，分析死亡預後危險因子，單
變項分析中，死亡組感染前住院天

數較長、住於加護病房及感染時有

休克現象者比例較高；感染前 48 小
時內有中心靜脈導管及使用呼吸器

者比例較高；感染前七天內曾使用

動脈導管、使用 CVVH 及抗生素比
例較高，且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p < 
0.05) (表二)；進一步以多變項邏輯回
歸進行分析，具統計上顯著差異之變

項 (p < 0.05) 包括每增加 1 歲，死亡
風險增加 3.4%；每多住院 1 天，死
亡風險增加 2.6%；感染前 7 天內接
受 CVVH 治療、有休克現象及使用
抗生素者於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風險
分別增加 21.5、4.4 及 3.7 倍；而在
控制其他變項後，動脈導管留置與染

後 30 天內死亡雖呈負相關，但未達
統計學上差異 (表三)。

討　論

本研究族群為腎臟科病人，其

中感染前曾接受血液透析及腹膜透

析的比例共佔 73.4%，透析病人免
疫力低下，不論是尿毒症、病菌經

由血液透析的過程進入體內或慢性

腎衰竭的合併症等，讓此類病人容

易受到感染[17]。因此在照顧上更
應有高度的敏感度，掌握血流感染

趨勢變化；過去研究指出推動 CVC 
bundle care 可降低導管相關感染率
[18-20]。本院於 2010 年起推動 CVC 
bundle care，於本研究期間血流感染
密度呈現下降趨勢，尤以 2010~2011 
年降幅最多 (2.31‰ 降至 1.48‰)，雖 
2012 年有些微上升，但至 2013 年為
止，血流感染密度維持在 2‰ 以下，
Menegueti MG 等人同樣也發現推動 
bundle care 之初可見感染密度顯著下

表三　死亡危險因子邏輯回歸分析

　 迴歸係數 標準誤
勝算比  

(95% 信賴 區間)
p 值

年齡 (每增加 1 歲) 0.034 0.015 1.034 (1.004~1.066) 0.029
感染前住院天數 (每增加 1 天) 0.026 0.007 1.026 (1.011~1.041) 0.001
病患性別 (男/女) -0.314 0.379 0.731 (0.347~1.536) 0.408
抗生素使用 (有/無) 1.307 0.447 3.695 (1.539~8.873) 0.003
糖尿病 (有/無) 0.105 0.363 1.110 (0.546~2.260) 0.773
感染前 7 天內曾休克 (有/無) 1.471 0.440 4.353 (1.839~10.305) 0.001
呼吸輔助器 (有/無) 0.526 0.562 1.692 (0.562~5.094) 0.349
動脈導管 (有/無) -0.279 0.902 0.757 (0.129~4.433) 0.757
中心靜脈導管 (有/無) 0.773 0.436 2.166 (0.921~5.093) 0.076
CVVH (有/無) 3.067 1.170 21.476 (2.167~212.817) 0.009
入住加護病房(有/無) 0.314 0.896 1.370 (0.236~7.933)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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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下一年度則有回升情形，需

持續進行工作人員之教育與宣導，

可持續維持 bundle care 成效[18]；進
一步分析感染個案中有短暫性中心

導管 (CVC, JVC, FVC) 留置的比例由 
CVC bundle care 推動前 (2007~2010 
年) 的 61.3% 減少至推動後 48.2% 
(2011~2013 年) (p = 0.026)，CVC 
bundle care 推行之成效可見一斑。

感染菌種方面，Fram D. 等人分
析巴西血液透析病人之血流感染趨

勢，發現革蘭氏陽性菌最常被分離出

來 (72%)，其中又以 S. aureus (32.1%) 
為最多，而革蘭氏陰性菌所佔比例

約 25% [6]，美國的研究同樣顯示血
流感染革蘭氏陽性菌所佔比例最高 
(65%)，次為革蘭氏陰性菌 (25%)，
以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及 
S. aureus 為最多[4]，國內 2016 年第 
4 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視季報中，
醫學中心加護病房血流感染菌種以 A. 
baumannii, E. faecium, K. pneumoniae 
最常見[3]。本研究分離菌株前三名
依序為 S. aureus, A. baumannii, K. 
pneumoniae 與國內外文獻有相似之
處；本研究期間革蘭氏陰性菌的菌

株數持平 (p = 0.095)，而革蘭氏陽
性菌菌株數則是呈現下降趨勢 (p = 
0.044)，其中 S. aureus 分離率在資料
收集期間每年居冠，但總分離率由 
2007 年 40% 下降至 2013 年 22%，
另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總
分離率由 2007 年 5.5% 下降至 2013 
年 0%，推測與本院於 2006 年全院推

動手部衛生活動及 2010 年推行 CVC 
bundle care 有關，強調置管部位的皮
膚及醫療人員的手部清潔，可減少

皮膚暫存的菌落數，Vandecasteele SJ 
等人指出，S. aureus 為造成血流感染
的重要菌種，因其可存在於皮膚、

鼻腔、咽喉等部位，約有 20% 的成
年人長期帶原，亦容易形成生物膜 
(biofilms) 存在宿主的組織或植入物
上，於免疫功能正常者，可能僅為無

症狀帶原，但於透析病人等免疫不全

者身上將造成感染現象，而有血管內

裝置 (vascular access) 更是一大感染
的危險因子[2]，因此，仍應審慎評
估導管留置管的適應症及必要性，避

免不必要的管路置放，以減少感染的

發生。

過去學者針對血流感染之死

亡危險因子分析中，巴西學者分析 
2010~2013 年共 93 位血液透析合併
血流感染的病人，發現感染後 15 天
內死亡或住院的危險因子，包含每增

加 1 歲風險增加 1.05 倍，感染菌種
為 S. aureus 及分離出抗藥性菌種者，
其死亡或住院的風險分別增加 8.67 
及 2.75 倍[21]。韓國研究也同樣發
現，感染前住院天數長及血流感染發

生時有休克現象為感染後 30 天內死
亡的危險因子[22]，此外年齡大於 70 
歲、合併肝臟疾病、惡性腫瘤及肺炎

等皆為死亡之危險因子[8,9,14,15]。
本研究同樣發現，感染後 30 天內死
亡的顯著危險因子包含年齡大、感

染前住院天數長、感染前 7 天內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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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VH 治療、有休克現象及曾使用抗
生素。

結　語

本 研 究 分 析 某 醫 學 中 心 
2007~2013 年血流感染趨勢，顯示感
染密度有下降趨勢，感染菌種以 S. 
aureus 最常見，分離率亦呈下降趨
勢。經多變項邏輯回歸分析，年齡、

住院天數、使用抗生素、接受 CVVH 
治療及感染時有休克現象者是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的顯著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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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the Nephrology Wards of a Medical 

Center
Meng-Ching Chen1, Fu-Der Wang1,2,3, Yin-Yin Chen1,3

1Infection Control, 
2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3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s) are common in patients in nephrology 
wards, and result in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increased medical expenses, 
and increased risk of mortal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BSI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the nephrology ward from 2007 to 2013,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The chi-square or Fisher exact test was used for 
categorical data; the Mann-Whitney U test, for data with nonnormal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assessing risk factors and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In the study, 309 patients with BSIs were included. The density of 
BSI was decreased from 2.46 to 1.97 per 1000 patient-days.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the most common causative organism. The overall mortality rate 
was 32%, and the 30-day all-death mortality rate was 70.7%. O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shock, use of antibiotics, and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Key words: Bloodstream infection, risk factors of mortality, nephrology,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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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菌 (Elizabethkingia spp.) 對臨
床的影響及相關感染管制的預防

陳賢孟　李育霖　劉尊榮　陳昶華*

彰化基督教醫院　感染科

伊莉莎白菌 (Elizabethkingia spp.) 廣泛存在於院內的環境，隨著被伊莉莎
白菌感染個案報導的增加，再加上伊莉莎白菌本身的多重抗藥性及被伊莉莎白

菌感染後病患的高死亡率，相關的伊莉莎白菌感染與院內感染已成為越來越重

要的議題。根據文獻記載，主要造成人類感染的伊莉莎白菌有 Elizabethkingia 
meningoseptica, E. anophelis 與 E. miricola 等三種。儘管伊莉莎白菌的微生物
鑑定上缺少高鑑別度的鑑定方法，感染伊莉莎白菌的病患之間享有一些共通的危

險因素 (risk factors)，包括感染多發生在長時間住院、曾使用廣效抗生素、加護
病房患者、使用呼吸器、免疫力較差、或有多重共病症的患者。除血液和肺部感

染外，伊莉莎白菌還可以造成其他器官的感染，藥物敏感試驗有效的抗生素包含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rifampin、piperacillin-tazobactam 等。在伊莉
莎白菌院內的傳播以接觸傳染為主，因此伊莉莎白菌的感染控制重點需加強環境

清潔消毒，洗手，及落實接觸隔離。（感控雜誌 2017:27:259-266）

關鍵詞：伊莉莎白菌、感染控制、臨床表現

前　言

伊莉莎白菌 (Elizabethkingia spp.) 
是一種非移動性，非挑剔性，具有氧

化酶及過氧化氫酶，且不發酵葡萄糖

的格蘭式陰性桿菌。在過去被歸類

到 Chryseobacterium sp.，直到西元
2005 年才由 Kim 等人藉由 16S rRNA 
基因定序並根據其基因演化型及表

現型 (phylogenetic and phenotypic) 
的資料，改名為 Elizabethkingia，
並和  C h r y s e o b a c t e r i u m  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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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F l a v o b a c t e r i a c e a e  [ 1 ]。E . 
meningoseptica 早在 1959 年就被
分離出來，最初是因為在住院中的

嬰兒產生群突發腦膜炎，因此命名

為 Flavobacterium meningosepticum 
[ 2 ]，其後許多研究發現這隻菌廣
泛存在於土壤、海水、淡水，甚至

在醫院的各種環境都可以生長得很

好，也隨著細菌鑑定技術的演進變

成 Chryseobacterium meningoseptica，
以及現在的  E l i z a b e t h k i n g i a 
meningoseptica。E. meningoseptica 包
含 A-F 等六個血清型，其中又以 C 血
清型為主要造成腦膜炎的菌株[3]。繼 
E. meningoseptica 之後，又有其他種
類的伊莉莎白菌被分離出來，包括已

被證實會造成人類的感染 E. miricola 
[4]，2011 年從蚊子中腸 (midgut) 分
離出來的 E. anophelis [5]，2015 年從
玉米分離出來的 E. endophytica，以
及 E. bruuniana 和 E. ursingii 等[6]。

雖然伊莉莎白菌包含許多菌種 
(species)，但其表現型 (phenotype)
都很類似，靠生化方法 (biochemical 
reaction) 沒有足夠的鑑別度區分不同
菌種間的差異，再加上有些菌種是最

近幾年才被分離出來，相關的微生物

學資料不足夠，在微生物鑑定上仍有

困難。例如，Han MS 等人報導，以
目前臨床較常使用的 Vitek 2 系統或
是 MALDI-TOF 等儀器鑑定出來是 E. 
meningoseptica 的菌株中，高達六成
其實是 E. anophelis [7]。因為菌種微
生物資料不足夠，在微生物鑑定上仍

很困難。接下來，介紹較常造成人類

感染的三種伊莉莎白菌。

伊莉莎白菌屬的介紹

一、E. meningoseptica
E. meningoseptica 是常見的環

境菌，以往認為它的致病力不高，

例如 du Moulin GC 等人的研究指
出在呼吸道有 E. meningoseptica 移
生的病患中，僅不到百分之三的

病患會引起肺炎 [ 8 ]，而在囊性纖
維化 (cystic fibrosis) 病人的研究中
也發現 E. meningoseptica 移生不會
影響到肺功能 [9]。然而，近年  E. 
meningoseptica 造成的院內感染正在
快速增加 (表一)。包括國內的研究發
現從西元 1999 年到西元 2006 年，
E. meningoseptica 菌血症的發生率從
每十萬次住院有 6.8~13.1 次感染上升
到 26.6~39.9 次感染，在八年之間上
升超過兩倍[10]。E. meningoseptica 
菌血症的發生率增加的現象也在其

他的研究中被報導[10,11]。這些被 E. 
meningoseptica 感染的病人中有一些
共通的危險因素 (risk factors)，包括
長時間使用廣效性抗生素 (prolonged 
broad spectrum antibiotics use)、有
使用呼吸器 (ventilator)、有使用免
疫抑制劑 (immunosuppressant)、有
較多的共病症 (comorbidity)、曾住
過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s)、
以及有植入中央靜脈導管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等。幾乎所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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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ngoseptica 菌血症的病人都是院
內感染造成，且除了菌血症之外，其

他各種部位包括眼睛、肺部、心臟、

泌尿道、骨頭、副睪的感染都曾被報

導過[3]。E. meningoseptica 菌血症的
死亡率可高達四到五成，雖然造成死

亡的相關原因仍不明確，醫界認為跟

病人本身的免疫力及臨床狀況較差會

有關係，例如在一篇回顧性研究中發

現沒有使用抗生素的病人其存活率甚

至比使用抗生素的病人還高[10]。不
過，也有研究顯示沒有使用正確的抗

生素治療仍會造成 14 天內的死亡率
增加。另外，若是腹膜透析相關的 E. 
meningoseptica 腹膜炎，及早移除導
管 (例如 Tenckhoff 管路) 對於預後也
會有幫助[12]。

由於  C L S I  ( C l i n i c a l  a n 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並沒有

對伊莉莎白菌訂出明確藥物敏感度

的判讀標準，醫界與學界多數研究 
E. meningoseptica 的抗生素敏感性測
試的判讀標準，會參考 P. aeruginosa 
或 non-Enterobacteriaceae spp. 的臨
界值 (breakpoint)。E. meningoseptica 
因為擁有  blaB 或是  blaGOB 基因，
會對許多的β - l a c t a m  產生抗藥
性，甚至，有些 E. meningoseptica 
會帶有 class A extended-spectrum 
β- lactamase，而對第三代或是第
四代的頭孢子素產生抗藥性。以往

研究指出，rifampin、piperacillin-
t a z o b a c t a m、 l e v o f l o x a c i n、
m o x i f l o x a c i n、 d o x y c y c l i n e、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等抗生
素的藥物敏感試驗有 80% 以上對 E. 
meningoseptica 有效[10]。此外，雖
然 E. meningoseptica 屬於革蘭氏陰性

表一　近年 E. meningoseptica 造成院內感染的群突發

年代 國家 傳染源 控制方法 資料來源/作者
2012 新加坡 水龍頭加氣裝置 1. 加強洗手 Balm MN 等[17]
  (aerator) (起泡器) 2. 加強感控教育
   3. 更換水龍頭加氣裝置
   4. 設置洗手專用水槽
2012 英國 水槽 1. 洗手槽使用單一擦拭布 Moore LS 等[16]
   2. 濕洗手後再以酒精洗手
   3. 更換水龍頭
   4. 水龍頭每天放水三次
2012 台灣 奶嘴 1. 更換為不鏽鋼奶嘴儲存箱 Tai IC 等[18]
   2. 用壓力鍋消毒
2013 印度 呼吸氣潮濕瓶 1. 潮濕瓶以壓力鍋消毒 Chawla K 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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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過去仍有許多使用 vancomycin 
治療成功的個案，而其確切的機轉仍

不明[13]。關於 vanomyin 的藥物敏
感度是參考 CLSI 針對 Staphylococci 
的臨界值，但 Fraser SL 等人也發
現在測試  E. meningoseptica  對於 
piperacillin-tazobactam 及 vancomycin 
的藥物敏感度時，使用紙錠擴散試

驗 (disk diffusion) 的結果並不可靠，
Fraser SL 等人建議若需要做藥物敏
感試驗，需進行增殖培養基稀釋法 
(broth microdilution)，結果會比較正
確[14]。

在感管預防的部分，由於  E . 
meningoseptica 是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中常見的微生物，從呼
吸器  (ventilator) 相關的設備、置
入的導管 (indwelling catheter)、餵
食器材 (feeding equipment)，到門
把 (doorknob)，甚至是病歷的封面 
(cover of the chart) 都曾經被分離出
來; 特別是在供水相關的系統，其分
離出來的菌株和病人的感染關連最

大，包括洗手槽 (water tank)、水龍頭 
(tap)、盥洗設備 (toilet utensils) 等。
造成院內傳播最主要的途徑，還是透

過工作人員雙手接觸造成的傳播，

若是出現院內感染的群突發，除了

更換可能被 E. meningoseptica 汙染的
設備 (如水龍頭、灌食設備等)，加強
環境消毒 (如每天三次用 hypochlorite 
及 isopropanol 噴灑)，盡可能移除管
路置入，加強照護人員的洗手，及落

實隔離措施，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若是上述方法仍然無效，首先要檢

查相關照護人員對感控措施的遵從

度 (compliance)，另外若是供水系統
被 E. meningoseptica 汙染造成的群
突發，可以考慮每天水龍頭放水三

次，來減少 E. meningoseptica 的移
生。至於在加護病房或是群突發的

區域，進行主動篩檢隔離 (proactive 
isolation)，對於感染控制是否有幫
助，目前仍缺乏明確的文獻證明

[3,15-17]。
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在

微生物鑑定上開始有不同的結果。

Han MS 等人的研究指出伊莉莎白
菌屬造成的菌血症裡，大多數是 E. 
anophelis 所引起，只是被誤判為 E. 
meningoseptica，也因此 E. anophelis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7]。接著介紹 E. 
anophelis。

二、E. anophelis
E. anophelis 最早是在 2011 年

時，從非洲地區蚊子的腸道分離出

來，因而命名為 anophelis。儘管如
此，E. anophelis 的各種細菌特性與
臨床表現都與 E. meningoseptica 很類
似，常用的微生物鑑定技術如 Vitek 
II GN 或是 MALDI-TOF 容易將 E. 
anophelis 判讀為 E. meningoseptica，
因此確切的鑑定大多需要 16S rRNA 
定序。E. anophelis 造成人類感染的
首例於西元  2013 年被報導，發生
在一名非洲八歲女童的 E. anophelis 
腦膜炎。其後陸續有人類感染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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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phelis 的個案產生，主要仍是院
內感染引起，在台灣、香港、新加

坡、或美國都曾有院內群突發的產

生[5]。E. anophelis 可存在於院內
的各種環境，其感染的危險因子主

要發生在使用呼吸器 (ventilator)、
使用中央靜脈導管 (central venous 
catheter)、以及在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s) 住院過的病人身上，且
病人多為老人或嬰幼兒，有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血液腫瘤疾病 
(hematology-oncologic disease)、或
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等共病症者。和 
E. meningoseptica 類似的地方是 E. 
anophelis 感染也有高死亡率，大約 
20%~30%，甚至在美國伊利諾州發
生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死亡率高達 
70% [20]，而主要死亡原因醫界推測
是跟病人本身的狀況不好以及其共

病症有關。和 E. meningoseptica 不同
的是，在產生 E. anophelis 菌血症的
病人裡，E. meningoseptica 多是原發
性菌血症 (primary bacteremia)，而 E. 
anophelis 多是肺炎引起的續發性菌
血症。除了院內感染 E. anophelis 肺
炎及 E. anophelis 菌血症之外，懷孕
母親的絨毛膜炎也可能會垂直傳染 E. 
anophelis 造成新生兒的腦膜炎，另
外有零星個案指出社區感染的肺炎及

膽道炎都曾分離出 E. anophelis [5]。
關於 E. anophelis 的抗生素敏感

性研究並不多，Han MS 等人指出 
piperacillin、piperacillin-tazobactam、

以及 rifampin 等藥物敏感試驗 80% 
以上是有效的。目前仍缺乏  E . 
anophelis 致病機轉以及感染途徑的
資料，故確切的傳染模式並不清楚。

雖然因為其在蚊蟲中被分離出來的歷

史而曾懷疑蚊蟲叮咬造成感染，但後

續研究指出此類感染途徑的機會並

不高[21]。在感控措施的預防上仍待
研究，不過依照 E. anophelis 的微生
物特性，可能和 E. meningoseptica 一
樣是經由環境及工作人員的接觸傳

染。根據目前的文獻資料，除了 E. 
meningoseptica 及 E. anophelis，伊莉
莎白菌中會造成人類感染的菌種，常

見的菌種還有 E. miricola。接著介紹 
E. miricola。

三、E. miricola
E. miricola 最早是西元 2003 年

時，在俄羅斯的和平號太空站被

發現 (Mir space station)，也因此得
名。早期和 E. meningoseptica 同屬 
Chryseobacterium 並於西元 2005 年
時一起被歸類到 Elizabethkingia。它
的特性和 E. meningoseptica 類似，造
成的菌血症主要也是發生在有多種

共病症 (comorbidity)、使用過廣效性
抗生素 (broad spectrum antibiotics)、
或是有中央靜脈導管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的患者身上，且具有多重抗
藥性。除了 E. miricola 菌血症之外，
也可能造成泌尿道感染。然而和 E. 
meningoseptica 或是 E. anophelis 相
比，E. miricola 多屬於零星之個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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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目前為止沒有院內群突發的報

導，因此 E. miricola 對院內感染之影
響仍需要更多的資料佐證[7,21-23]。

伊莉莎白菌院內感染管制方法

伊莉莎白菌所造成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已成為目前國內外重要的課題。

在感染控制上，仍應回歸到最基本感

染三要素的預防，亦即打斷感染源，

易感宿主，和傳播途徑所構成的感染

鏈。伊莉莎白菌屬廣泛存在於院內環

境，特別是在加護病房、水源、及呼

吸器上，因此包括加強清潔消毒、更

換被伊莉莎白菌汙染的水設備、在水

源加上過濾的裝置、定期放水、定期

呼吸器面板擦拭以及消毒潮濕瓶並使

用無菌水源都可以減少伊莉莎白菌汙

染。易感宿主大多是長時間使用抗生

素、長時間使用呼吸器、加護病房患

者，以及有靜脈導管置入的病人，因

此減少風險的方法則是盡快移除管

路 (含氣管內管)，及早停用抗生素，
且針對有上述風險者，若出現感染

徵狀，應及時採檢 (例如抽取血液培
養)，長期使用呼吸器者可以考慮定
期篩檢痰液中的伊莉莎白菌，若伊莉

莎白菌呈現陽性就予以隔離。傳播途

徑則是最基本的加強洗手和接觸隔離

防護，然而洗手的遵從度及正確性往

往不容易確實掌握，Balm MN 等人
的研究更指出，第一線醫護人員對於

洗手及隔離措施的落實與否，才是發

生伊莉莎白菌群突發的關鍵[17]。倘

若經由上述原則處理後，伊莉莎白菌

的院內感染仍無法控制，務必需要再

度檢視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遵從性，還

有可考慮設置特殊病房將所有患者集

中 (cohorting)，來達到確實的接觸防
護 (contact precaution)。

結　語

關於伊莉莎白菌的感染管制，

過去常因為微生物鑑定技術很難確

切鑑定出菌種，造成感管防治上無

法確定傳染源，然而隨著科技的日

新月異，已經有一些方法能更精準

地辨識。而在目前抗生素被廣泛

使用下，除了伊莉莎白菌以外，還

有 oxa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 u re u s、 c a r b a p e n e m - r e s i s t a n t 
Enterobacteriaceae、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等抗
藥性細菌感染的個案越來越多，使抗

生素的治療更顯捉襟見肘，因此在感

染管制方面，唯有落實既有的感管政

策，並加強教育宣導，才能在瞬息萬

變的抗藥性細菌的世代中以不變應萬

變從容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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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Impact and Infection Control 
of Elizabethkingia spp.

Hsien-Meng Chen, Yu-Lin Li, Chun-Eng Liu, Chang-Hua Chen*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 Taiwan

Elizabethkingia spp. exists in various hospital environments and this has 
been an emerging issue because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these organisms 
and the associated high mortality rate. Three main species can cause infection 
in humans, namely E. meningoseptica, E. anopheles, and E. miricola, which 
share som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them infect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hospitalization,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 use, admission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ventilator use, immunocompromised status, and comorbidities. 
Elizabethkingia spp. can cause many kinds of infection in patients, although 
most cases reported were of bacteremia or pneumonia and can be treated 
with TMP-SMX, rifampin, or piperacillin-tazobactam. Contact is the main route 
of nosocomial sprea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infection control,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cleaning, hand washing, and contact isol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an outbreak.

Key words: Elizabethkingia spp, infection control, clinic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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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型分子檢測法進行腸病毒偵測

鍾婉瑜　李敏西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腸 病 毒 有 高 達 一 百 種 以

上的血清型，除了小兒麻痺病

毒  (Pol ioviruses)，腸病毒  71  型 
( E V 7 1 )，還有一些克沙奇  B  型 
(Coxsackievirus B) 的一些型別會併發
引起中樞神經受損等傷害外，其餘

型別大致上都鮮少發生併發症[1,2]。
國內於 1998 年爆發 EV71 嚴重疫
情後，台灣疾病管制署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建立了三個腸病毒檢測平台：1. 定
點醫師聯絡網，每週收集一次手足

口症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 和泡疹性咽峽炎 (herpangina) 
的案例，但最近已改由全民健保研究

資料庫[3,4]的即時疫情和疾病監測取
代。2. 成立合約實驗室，透過從腸病
毒症狀疱疹性咽峽炎 (herpangina) 和
手足口症患者身上收集喉頭拭子來鑑

定病毒型別；3. 針對通報疑似腸病毒
的重症病例，透過流行病學的研究調

查，採集喉頭拭子，血清和接觸者資

訊，進行分子檢測及血清 IgM 抗體
檢驗。

目前坊間最常使用的傳統檢測腸

病毒以及分型的方法為病毒分離及免

疫螢光法 (Virus isolation/IFA, VI-IFA)，
消耗大量人力，財力以及時間，需要

耗時 7~14 天才能完成檢測，所以在
急性爆發期無法提供快速的實驗室

診斷報告。依據疾病管制署 2017 年 
7 月公告最新標準[5]，在下列疫情狀
況下，建議幼兒園、托嬰中心等學前

教托育機構採取停課措施：1. 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當年度發生腸病

毒 71 型流行疫情：當機構內同一班
級在一週內有兩名以上 (含兩名) 幼
童經醫師診斷為腸病毒感染 (手足口
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時，該班級應停
課 7 天。2. 當年度無腸病毒 71 型流
行疫情，但機構所在的鄉鎮市區，若

當年度曾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

布有「腸病毒 71 型檢驗陽性個案」
或「年齡在 3 個月以上的腸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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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發重症個案」時，當機構內同一班

級在一週內有兩名以上 (含兩名) 幼
童經醫師診斷為腸病毒感染 (手足口
病或疱疹性咽峽炎) 時，該班級應停
課 7 天。停班課政策的標準是依靠臨
床診斷而不是實驗室診斷，可能導致

不必要的停課，並造成整個社會的負

擔。因此，當務之急是實驗室發展出

快速檢測腸病毒型別的方法，以防止

過度的停課，以及不必要的恐慌。

腸病毒感染的檢測方法

目前開發快速檢測腸病毒的

方法，主要是利用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的分
子檢測及血清 IgM 抗體檢測，主要
應用在住院病人以及門診病人上[6-
9]，和傳統 VI-IFA 方法相比，可節
省更多時間且靈敏度更高，但只能針

對單一血清型別 (表一)。
除此之外，目前正發展一個

新型的分子檢測方法 -保留簡併
性雜交寡核苷酸引子  (COnsensus -
DEgenerate Hybrid Oligonucleotide Primer, 
CODEHOP)，可以同時檢測和鑑定
所有的腸病毒型別以及親緣相近的一

些病原體。此外，CODEHOP 可以擴
增腸病毒序列中具有高度變異性的基

因 (VP1) 而不是保守區域 (5’NTR)，
因此相較於以往的分子檢測法，更有

效率可以區別腸病毒的血清型[9]。
腸病毒血清型傳統是以動物抗血清來

分型，最近研究發現：依據腸病毒的 
VP1 基因序列做親緣分析與血清抗體
分型得到的結果非常一致[10]。因此 
VP1-CODEHOP 分子檢測法，可以利
用臨床檢體來診斷腸病毒血清型，取

代早期利用 5’-UTR PT-PCR 的分子
檢測方法[12]。

表一　目前腸病毒感染的檢驗方法比較

方法 優點 缺點

Virus isolation/IFA 可以提供病毒做進一步 低靈敏度；耗時；需要專業的人力操
 分析 作；需要儲備多型單株抗體

Nested RT-PCR  靈敏度高 ；節省時間 需要專業的人力操作；不同血清型或

  基因型需設計多組不同引子

CODEHOP RT-PCR 靈敏度高 ；節省時間 需要專業的人力操作；需要定序

Serology: neutralizing antibody 靈敏度高 ；特異性高 需要專業的人力操作；需要配對血清

Serology IgM 快速診斷 偽陽性高；發病前三天高偽陰性；不

  易同時檢測不同血清型

酵素免疫分析法 ELISA =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免疫螢光染色法 IFA =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 RT-PCR =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保留簡併性雜交寡核苷酸引子 CODEHOP = COnsensus-DEgenerate Hybrid Oligonucleotide 
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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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ODEHOP 進行腸病毒偵測

國衛院與長庚兒童醫院從 2006 
年開始進行嬰幼兒世代追蹤研究，

收集了北台灣孩童的臨床檢體[12-
14]。在世代追蹤研究中，如果參與
計畫的兒童發生疑似腸病毒的臨床

症狀 (HFMD 和 herpangina)，則將這
些參與計畫的孩童採樣取得咽喉拭子

樣本，進行病毒分離。在腸病毒流行

季節有時候，小兒科醫生也採集一些

非特異性免疫反應，例如：發燒的兒

童的咽喉拭子，用來進行病毒分離。

參與世代追蹤計畫的孩童同時也定期

採集血清檢體，採集的時間分別為：

新生兒出生時 (臍帶血)，以及 6, 12, 
24, 36, 48, 60 和 72 個月。從 2008 年
到 2012 年，總共提供 431 例咽喉拭
子，其中 346 例也提供了在發病前後
採集的配對血清樣品。

此研究進行傳統  VI-IFA 方法
以及 VP1-CODEHOP 方法的比較。
2008~2012 年此  5  年間，共蒐集
了 431 名診斷為 HFMD (105 例)，
Herpangina (255 例) 和其他 (包括非

特異性發燒或有呼吸道疾病)  兒童 
(71 例) 的咽喉拭子。在 431 例中，
經過 VI-IFA 和 VP1-CODEHOP 檢測
陽性的檢體數量為 208 例 (48%) 和 
250 例 (58%) (表二)。總體而言，比
較兩法之間的一致性和不一致的比

例分別為 87.5% (377/431) 和 12.5% 
(54/431)  (p < 0.0001，McNemar 測
試)。

在使用  VI-IFA 方法檢測到腸
病毒的 208 例中，有 6 例是 VP1-
CODEHOP 陰性，其中 4 例提供配
對進行血清血清中和試驗驗證，3 例
與VI-IFA 一致，1 例無法確認。在 
VP1-CODEHOP 陽性的 250 例中，有 
48 例是 VI-IFA 陰性，其中 35 例提
供配對進行血清血清中和試驗驗證，

均與 VP1-CODEHOP 一致。在兩項
檢測法測出陽性的 202 例中，192 例
血清型結果一致，而 10 例則血清型
結果不一致，其中有 8 例進一步完成
血清中和試驗驗證，2 例與病毒分離
一致，5 例與 VP1-CODEHOP 一致，
1 例無法確認。總體而言，在 VI-IFA 
和 VP1-CODEHOP 檢測結果不一致

表二　2008~2012 年比較兩種腸病毒檢測方法的陽性率[15]

                                      VI-IFA                                      VP1-CODEHOP
 n/N % n/N %
2008 18/61 29.5% 22/61 36.1%
2009 21/49 42.9% 26/49 53.1%
2010 89/160 55.6% 112/160 70.0%
2011 40/86 46.5% 47/86 54.7%
2012 40/75 53.3% 43/75 57.3%
Total 208/431 48.3% 250/431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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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例中，47 例提供配對血清進行
驗證，與 VI-IFA 和 VP1-CODEHOP 
一致的病例分別為 5 例 (11%，95% 
信賴區間 1~19%) 和 40 例 (85%，
95% 信賴區間 75~95%)。綜合比較結
果顯示，VP1-CODEHOP 比 VI-IFA 
對於偵測腸病毒有更高的靈敏度和可

信度。

總體而言，在  2008~2012 年
台灣北部利用  V I - I FA 和  V P 1 -

CODEHOP 兩種檢測法分別偵測到 
13 種和 15 種腸病毒血清型。值得
注意的是，只有 VP1-CODEHOP 法
檢測出克沙奇  B2 (CVB2) 和伊科 
30 (Echo30) 兩種血清型。表三呈現 
2008~2012 年北台灣用兩種方法檢
驗出排名前 5 名的腸病毒血清型，
顯示兩種測驗的總體血清型大致相

似。此外，CVA2，CVA4，CVA6，
CVA10，CVA16 和 EV71 是最流行的

表三　2008~2012 年北台灣用兩種方法檢驗出排名前 5 名的腸病毒血清型[15]

檢測方法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2008 年病毒分離法 CVA2 (39%, 7) EV71 (22%, 4) CVA10 (17%, 3) CVA5; CVA16; CVB4; 
 (N=18)    CVB5 (6%, 1)
2008 CODEHOP  CVA2 (41%, 9) EV71 (32%, 7) CVA10；Rhino (9%, 2) CVA5; CVA16; CVB4; 
(N=22)    CVB5 (5%, 1)
2009年病毒分離法  CVA6 (43%, 9) CVA10 (29%, 6) CVA4 (19%, 4) CVA5; CVB1 (5%, 1)
(N=21)
2009 CODEHOP CVA6 (38%, 10) CVA10 (23%, 6) CVA4 (15%, 4) CVA5 (12%, 3) EV71 (8%, 2)
 (N=26)
2010年病毒分離法  CVA16 (45%, 40) CVA6 (25%, 22) CVA4 (12%, 11) CVA5 (9%, 8) EV71 (3%, 3)
(N=88)
2010 CODEHOP  CVA16 (41%, 46) CVA6 (30%, 34) CVA4; CVA5 (10%, 11)  EV71 (4%, 4)
(N=110)
2011年病毒分離法  CVA10 (43%, 17) CVA9 (13%, 5) CVA16 (10%, 4) CVA4; CVA5 (8%, 3)
(N=40)
2011 CODEHOP  CVA10 (45%, 21) CVA4 (12.5%, 6) CVA5; CVA9 (11%, 5)  CVA6; CVA16 (6%, 3)
(N=47)
2012年病毒分離法  EV71 (65%, 26) CVA2 (25.0%, 10) CVB3 (8%, 3) CVA10 (3%, 1)
(N=40)
2012 CODEHOP  EV71 (63%, 27) CVA2 (26%, 11) CVB3; CVA10 (5%, 2)
(N=43)
2008~2012年病毒 CVA16 (22%, 45) EV71 (16%, 34) CVA6 (16%, 33) CVA10 (13%, 27) CVA2; CVA4 (9%, 18)
分離法 (N=207)
2008~2012 CODEHOP CVA16 (20%, 50) CVA6 (19%, 47) EV71 (16%, 40) CVA10 (12%, 31) CVA2; CVA4 (9%, 21)
 (N=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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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型，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年份造成

流行。

演化樹親緣分析

利用 VP1-CODEHOP 法可以獲
得擴增的 VP1 基因的部分序列，將
檢體得到的部分 VP1 序列去做演化
樹分析，亦可得到基因分型結果。台

灣常見的血清型 CVA2，利用 VP1-
CODEHOP 法總共偵測到 21 個案
例，其中包括 2008 年的 9 個，2011 
年的 1 個，還有 2012 年的 11 個。根
據演化樹分析區分了三群不同的基因

群。第一群包括 2008 年檢測到的 9 
株病毒在演化樹分析上與 2003 年在
日本流行的 CVA2 病毒株親緣相近。
第二群包括 2012 年檢測到的 7 株病
毒在演化樹分析上與 2005 年在俄羅
斯流行的 CVA2 病毒株親緣相近。第
三群包括 5 株在 2011~2012 年檢測到
的病毒株與 2012 年在香港造成重症
且伴隨神經併發症的 CVA2 病毒株親
緣上非常相近 (圖一) [14]。但是，所
有 CVA2 案例在本研究中皆為輕症，
沒有伴隨嚴重的神經併發症。

本研究中，EV71 血清型利用 
VP1-CODEHOP 法總共偵測到 40 個

圖一 利用 VP1-CODEHOP 得到的部分 VP1 序列和 CVA2 參考株做演化樹分析得到的 
CVA2 演化樹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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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其中包括 2008 年的 7 個，
2009 年的 2 個，2010 年的 4 個，還
有 2012 年的 27 個，全部案例均無引
發神經併發症。根據演化樹分析結

果，EV71 可區分出兩大基因型 (B 和 
C) (圖二)。分析結果 28 株為 B5 基因
型，其中 2008 年為 5 株，2012 年檢
測到的大多數基因型 B5 病毒可進一
步分類為亞型 B5c 型，與 2008 年檢
測到的基因型 B5 型病毒在演化樹上

已有差異。令人驚訝的是，在 2008 
年，2009 年和 2012 年零星發現的 6 
株病毒株為基因型 C2 型，而 C2 型
在  1998 年曾造成台灣大規模的流
行，但從 1999 年至 2007 年在台灣並
無發現[14]。另外 6 株被分析為基因
型 C4 型和 2008 年後在中國大陸流行
的 C4 病毒株具有高度親緣相關 (圖
二)。本研究中利用部分 VP1 序列作
的 EV71 演化樹分析的結果與其他相

圖二 利用 VP1-CODEHOP 得到的部分 VP1 序列和 EV71 參考株做演化樹分析得到的 
EV71 演化樹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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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利用全長序列做演化樹分析的

結果完全一致[16,17]。

結　語

腸病毒有超過 100 種血清型，使
得實驗室診斷非常具有挑戰性。傳統 
VI-IFA 是耗時且耗力的，而且無法
檢測出新的血清型。VP1-CODEHOP 
檢測比 VI-IFA 更靈敏和省時，且可
直接應用於臨床樣本的檢測和血清分

型。在這項研究中，我們對於 431 例
案例進行兩種方法的比較，如預期 
VI-IFA 的檢出率低於 VP1-CODEHOP 
(48% vs. 58%)。在用配對血清進行中
和試驗驗證後，我們進一步證實了 
VP1-CODEHOP 的高準確度。

總體而言，VP1-CODEHOP 比 
VI-IFA 具有多重優點。但是，病毒
分離法不能完全被取代，因為病毒

分離仍然是進行病毒學研究以及完整

基因序列及基因研究所必需的。因

此，最好方式為 VP1-CODEHOP 作
為腸病毒偵測的第一道檢測。然後，

利用 CODEHOP 檢測到臨床樣本陽

性的病例或獨特的血清型再進一步選

擇進行病毒分離。最近世界衛生組織 
(WHO) 已正式推薦 VP1-CODEHOP 
為腸病毒偵測的工具[18]。

在台灣，EV71 是目前最具破壞
性的腸病毒型別。由於 EV71 疫苗和
抗病毒藥物尚在研究階段，減少病童

和健康兒童之間的接觸成為目前預

防 EV71 感染和神經併發症的最重要
的防預措施。 目前台灣防止腸病毒
嚴重感染的相關策略，為根據臨床診

斷對幼兒園和小學學齡兒童實施進行

停課 5~7 天的措施。2010~2013 年期
間，台灣地區約有 4,000~6,000 個班
級停課，以防止腸病毒流行 (表四)。
令人驚訝的是，2010 年和 2013 年僅
僅發現了零星偶發的腸病毒相關的重

症病例，但在這兩年之內，停課了 
5,000 多個班級。5~7 天的停課可能
會對一個家庭造成嚴重的困擾，並會

對社會造成負擔，社會成本的增加。

如本報告所呈現，VP1-CODEHOP 法
可第一時間用於判斷停課時間長短的

依據。目前，VP1-CODEHOP 法可於
一般具常規設備的分生實驗室完成檢

表四　台灣 2010~2013 年腸病毒停課統計[20]

年代 重症病例* EV71 重症病例* 疾管署合約實驗室 疾管署合約實驗室  停課班級數

   腸病毒病例 EV71 確診病例
2010 16 12 (75%) 2,636 51 (1.9%) 5,857
2011 59 59 (100%) 2,172 349 (16.1%) 3,114
2012 153 144 (94%) 1,744 923 (52.9%) 6,033
2013 12 6 (50%) 1,454 22 (1.5%) 5,736
資料來源：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不同年分所使用的檢驗方法不盡相同，實驗數據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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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其單次材料成本低於 20 美元，
與每年因不必要的停課而引起的直

接和間接社會成本相比，建立 VP1-
CODEHOP 決策平台會具有成本效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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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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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人 類 乳 突 病 毒  ( h u m a n 
papillomavirus, HPV) 疫苗自 2006 年
上市以來，在 2014 年已經在全球 64 
個國家列為國家疫苗施打計畫[1]，
估計約涵蓋有 11.8 億名婦女在這個
施打計畫中，其中只有 1% 的婦女是
來自於低收入或中低收入的國家。然

而，子宮頸癌的高罹患與致死率卻是

在這些尚未有疫苗保護的開發中國

家，因此如何將疫苗推廣至開發中國

家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某些已開發國家正為了

疫苗的安全性或有效性的疑慮，正慢

慢地降低施打的意願，因此，本文將

簡介目前全球對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

施打狀況與過去文獻對疫苗效果的研

究做回顧。癌症的發生率已逐年攀

升，於 104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顯
示子宮頸癌仍是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之

一；在女性族群則是排名第七位。

於 2008 年獲頒諾貝爾獎的德國科學

家 Harald zur Hausen 證實子宮頸癌的
發生與人類乳突病毒感染具有高度的

相關性[2]，人類乳突病毒是造成子
宮頸癌的主要致病因子。感染 HPV 
除了子宮頸癌外，也可能造成其他

癌症，包括：頭頸癌、咽喉癌、陰

道癌、肛門癌、陰莖癌。HPV 是一
種 DNA 病毒，容易入侵不成熟的子
宮頸上皮細胞，造成不正常的細胞分

裂，發展成癌前病變，若無及時治療

將惡化成為癌症。幸運的是，目前已

有三種預防型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可供

使用。

預防型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種類

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y Administration, FDA) 分別
於 2009 年及 2006 年核准葛蘭素史克
藥廠 (Glaxo Smith Kline, GSK) 的二
價保蓓疫苗 (CervarixTM) 及默克藥廠 
(Merk) 的四價嘉喜疫苗 (Gardasil®) 
上市，此外，也在 2014 年核准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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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藥廠的九價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Gardasil®9。目前，全球已有 120 個
國家核准使用，超過 8 千萬的女性
已經接種過疫苗。這三種疫苗都是

使用類病毒微粒 (virus-like particle, 
VLP)，是由  L1  膜鞘蛋白組成，
來避免人類乳突病毒的感染 [ 3 ]。
CervarixTM 包含有 HPV16 及 HPV18 
的類病毒顆粒，利用桿狀病毒表達

載體系統在昆蟲細胞中製造完成；

同時使用佐劑 AS04 (MPL 及氫氧化
鋁鹽)。Gardasil®則包含有由酵母菌
製造的 HPV16 及 HPV18 的類病毒
微粒，以及會造成生殖器疣的 HPV6 
及 HPV11 的類病毒顆粒，使用的佐
劑則為 AAHS (amorphous aluminum 
hydroxyphosphate sulfate salt，鋁
鹽)。Gardasil®9 則包含有第 6、11、
16、18、31、33、45、52 及第 58 
型人類乳突病毒 (HPV) 的外鞘蛋白 
(L1) 所形成的類病毒微粒 (表一)。

CervarixTM 與 Gardasil® 疫苗的
免疫試驗

由於過去二價 CervarixTM 與四
價 Gardasil® 疫苗的臨床試驗，是採
用不同的實驗方法來評估疫苗是否有

效，其中包括：安慰劑的選擇、注

射部位、以及收案標準，所以，不

易由先前的研究報告來比較其疫苗

效果。在 2009 年的 Mark H. Einstein 
臨床報告中[4]，採用觀察者盲目研
究，年齡層在 18~45 歲的健康婦女
人口，使用相同的方法進行評估的

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兩種疫

苗都是根據廠商所建議的時間施打

三次，二價 CervarixTM 是在第 0, 1 
和 6 個月；四價 Gardasil 疫苗則是
在第 0, 2 和 6 個月。在這次的研究
當中，是採用 Pseudovirion-Based 
Neutralization Assay (PBNA) 測試其

表一　三種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特性比較

                       種類 2 價 (Cervarix™) 4 價 (Gardasil®) 9 價 (Gardasil® 9) 
特性 保蓓 嘉喜 嘉喜

抗原 基因重組人類乳突病毒  基因重組人類乳突病毒  基因重組人類乳突病毒 
 L1 類病毒顆粒 L1 類病毒顆粒 L1 類病毒顆粒
抗原表達來源 昆蟲細胞 酵母菌 酵母菌

HPV 基因型 16,18 6,11,16,18 6,11,16,18 
   31,33,45,52,58
受保護的疾病 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與生殖器疣  子宮頸癌與生殖器疣  
  (俗稱菜花) (俗稱菜花)
佐劑 AS04 (MPL+鋁鹽) 鋁鹽 鋁鹽

施打劑量/施打年齡 2 劑 (9~14 歲) 2 劑 (9~14 歲) 2 劑 (9~14 歲)註 
 3 劑 (15 歲以上) 3 劑 (15 歲以上) 3 劑 (15 歲以上)
註：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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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抗體免疫反應。這次臨床試驗

中，共有 1,106 婦女參加，分為兩組
每組各有 553 人受試，根據年齡分
為三組：18~26 歲 (37.7%)，27~35 
歲 (32.2%)，36~45 歲 (30.1%)，最
終完成試驗的人數 CervarixTM 有 459 
人，在 Gardasil®則有 461 人。利用 
PBNA 分別測試 HPV16 及 HPV18 
的中和抗體效價，在第一次免疫完

後的第七個月，所有一開始已經測

試過是血清及  DNA 都是未曾感染
過 HPV 的受試者，經由血清分析可
偵測到 HPV16 及 HPV18 的中和抗
體。其中，只有兩位接受 Gardasil®
年齡落在 27~35 歲的婦女，並無偵
測到 HPV18 的抗體。在接受兩種疫
苗的接種婦女年齡落在 18~26 歲，
偵測 HPV16 及 HPV18 的中和抗體幾
何平均效價，在 CervarixTM 的組別約
高於 Gardasil®組別 3.7 倍及 7.3 倍；
年齡落在 27~35 歲的婦女，血液中 
HPV16 及 HPV18 的中和抗體幾何平
均效價，在 CervarixTM 的組別約高於 
Gardasil®組別 4.8 倍及 9.1 倍。最後
一個年齡層，年齡落在 36~45 歲的
婦女，血液中 HPV16 及 HPV18 的中
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在 CervarixTM 
的組別約高於 Gardasil®組別 2.3 倍
及 6.8 倍。這些結果顯示在三組不同
年齡層的組別中，利用幾何平均效價

評估中和性抗體的效價，都可觀察

到 CervarixTM 的中和抗體效價都高於 
Gardasil®，說明不同的佐劑確實影
響中和抗體的效價。

疫苗在子宮頸陰道中的抗體 

由於子宮頸內的抗體為預防病

毒感染的第一道防線，因此，分析子

宮頸內的抗體濃度也相對重要。在子

宮頸陰道中的分泌型抗體，利用兩

種方法測試：PBNA 及 VLP-specific 
Enzyme-Linked Immuno Sorbent Assay 
(ELISA) [4]。如果分析子宮頸陰道檢
體中的中和抗體，對 HPV16 為陽性
的比例在 CervarixTM 的組別是 81.3% 
高於  Gardasil®組別的  50.9%。在 
HPV18 的 CervarixTM 組別為 33.3%，
也是高於 Gardasil®組別的 8.8%。由
於子宮頸陰道中可能存在某種抑制

物，例如：動情周期的影響，可能會

降低 PBNA 偵測方法的敏感度。因
此，在兩組疫苗中所得到的結果，不

論是在 HPV16 或是 HPV18 都可觀察
到由 ELISA 測得的抗體陽性機率都
比 PBNA 來的高。即使是分析全部的 
IgG 中，對 HPV 具專一性的中和性
抗體所佔的比例，只要是在子宮頸陰

道檢體中都可看到類似結果，ELISA 
測得的陽性機率比 PBNA 來的高。
幾何平均比例在 CervarixTM 的組別都
高於 Gardasil®約三倍以上。而且，
可以發現當血液中 HPV 具專一性的
中和性抗體佔全部的 IgG 的比例高
時，其子宮頸陰道檢體中的 HPV 具
專一性的中和性抗體比例也會同時提

高。推測子宮頸陰道檢體的中性抗體

是血液中傳送過去，因此兩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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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線性相關。在第七個月時偵測

血液中全部的記憶型 B 細胞，在分
析 HPV16 時，兩個組別結果都很類
似，約有九成呈現陽性反應。若是分

析 HPV18 的組別，CervarixTM 的組別 
(88.7%) 則高於 Gardasil® (66.1%)，
當偵測對 HPV 具專一性的記憶型 B 
細胞，不論是在 HPV16 或 HPV18 的
組別，都是在 CervarixTM 的組別高於 
Gardasil®約 2.7 倍。

2 劑與 3 劑疫苗的免疫原性比較

HPV 疫苗的施打是否有達到預
期的保護力，除了追蹤 HPV 的感染
與早期癌病變的案例，血液中的抗體

效價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特別是最近的研究指出，在 15 歲以
下的女孩，施打 2 劑或 3 劑可以達到
類似的保護力[5,6]，因此，我們嘗試
從臨床免疫原性的數據來比較三種

疫苗的研究結果。在二價的保蓓疫苗

上，參與免疫原性的臨床試驗國家，

包括：加拿大、德國、台灣、泰國、

墨西哥。都可以發現施打 2 劑於年齡
界在 9 到 14 歲女孩所引發的抗體效
價與施打 3 劑在年輕成年女性 (15 歲
至 25 歲) 身上可引起相類似的抗體效
價，兩者之間並無明顯差異。至於四

價的嘉喜疫苗則有加拿大、墨西哥等

參與臨床試驗，同樣也發現在年輕女

孩身上施打兩劑疫苗所引發的抗體效

價與施打 3 劑在成年年輕女性所產生
的抗體效價相類似。因此，目前世界

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uniziation, 
WHO) 及美國疾病管制局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都建議不論是二價或四價疫苗，若施

打的年齡低於 15 歲則只須施打兩劑 
(0 個月、6 個月)，兩劑間隔時間不
少於 5 個月。若施打的年齡大於 15 
歲則應施打三劑 (0 個月、2 個月、
6 個月)。至於九價疫苗 Gardasil®9 
[7]，美國 FDA 也核准 2 劑的施打次
數於 9 到 14 歲的青少年身上；美國
疾病管制局也同時鼓勵臨床人員開始

實施此免疫時程。

疫苗的安全性相關研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6 年的
報告，全球目前已使用超過 2 億劑的
疫苗，Glob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Vaccine Safety (GACVS) 已經針對此
疫苗的安全性做系統性的分析，至

今尚未發現有任何安全性的問題。

GACVS 從法國 National Agency for 
Medicines and Health ProductSafety 針
對 2 百萬名少女分析施打疫苗是否
會產生自體免疫疾病，結果發現在

有施打疫苗跟沒有施打疫苗的組別

並無差異。唯一例外的是在施打疫

苗 3 個月之後，產生 Guillain-Barre 
syndrome 的比例有略微增加 (約十萬
分之一)，這是在其他小規模的安全
性研究尚未發現的，所以未來如果

有更多的大規模研究，才更能確定

此疾病與 HPV 疫苗的相關性[8]。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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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丹麥和瑞典追蹤 1 百萬名女
孩四年，其中有近 30 萬名有施打過 
HPV 疫苗 Gardasil，研究的結論指
出，沒有證據顯示疫苗跟自身免疫疾

病、神經性疾病及靜脈血栓栓塞有關

[9]。在某些地區從有發生施打 HPV 
疫苗後，發生複雜性區域疼痛綜合

症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CRPS) 和姿勢性直立心搏過速症候
群 (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syndrome, POTS)，CRPS 是肢體的慢
性疼痛，POTS 是姿勢改變時的異常
心跳加速，通常伴隨頭暈、目眩、頭

痛、噁心和疲勞，更嚴重會影響生

活品質。但是，因為 CRPS 和 POTS 
常伴隨其他的疾病產生，所以診斷

不易。歐洲醫藥品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特別針對 
HPV 疫苗施打與 CRPS 和 POTS 的

相關性做研究，發現在一般的女孩

之中，每年約有百萬分之 150 會出
現 CRPS 和 POTS，這個比例跟施打 
HPV 疫苗的女孩並無不同，所以，
EMA 的結論是不需要改變目前 HPV 
疫苗施打的策略，從研究結果得知，

施打 HPV 疫苗的好處大於這些已知
的副作用[10]。然而，2013 年在日本
因為出現約 50 個人在媒體上控訴，
HPV 疫苗施打後導致出現 CRPS，進
而迫使政府宣布不鼓勵施打 HPV 疫
苗的政策，所以，日本的 HPV 疫苗
的施打率已經降到 1%，雖然，在此
之前已經有超過 8 百萬人，已經施打
過 HPV 疫苗，在日本，是否這些不
良反應與 HPV 疫苗有關，需要進一
步研究。在台灣，施打 HPV 疫苗已
經超過 1 百萬劑，常見的不良反應以
暈針、頭暈、嘔吐、局部發紅及腫脹

圖一 主要國家在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涵蓋率。依據新生兒出生資料在應施打人數中實
際完成三劑施打的比率 (摘要自參考文獻[1] Bruni L. 等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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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較多，這些症狀都會在 3~4 天
內慢慢緩解，尚無嚴重不良反應的報

告[11]。

結　語

HPV 疫苗已經上市超過 10 年，
目前尚未有保護力下降的報告，美

國、歐洲和世界衛生組織對其安全性

的評估也持正面態度，顯示 HPV 疫
苗確實能夠有效防止子宮頸癌前病

變的產生，進而減少子宮頸癌的發生

率，促進婦女的健康，所以，提高 
HPV 疫苗的施打率，是各國施政的
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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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式膀胱鏡之再處理機制

膀胱鏡是泌尿科作業中最常執

行的檢查程序之一，軟式內視鏡的技

術發展減少了患者的不適，使其應

用更加多元。為確保患者間使用的

安全，美國泌尿科醫學會 (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AUA) 及泌
尿科護理師與同業學會 (Society of 
Urologic Nurses and Associates, SUNA) 
聯合公布了軟式膀胱鏡再處理機制之

白皮書，特別強調膀胱鏡檢查的術後

再處理流程，讓不同醫療單位間建立

一致性的標準操作流程，為所有的病

人提供一致的醫療水平。

依據 Dr. EH Spaulding 於 1968 
年提出之醫療器械處理分類原則，

接觸黏膜不進入無菌組織的器械歸

為 Semi-critical 醫療器械，如：膀胱
鏡、呼吸治療器械、麻醉器械、支

氣管鏡、腸胃道內視鏡等，需高層

次消毒 (High-level disinfection, HLD) 
或滅菌 (sterilization)。其再處理步驟
如下：1. 前置清潔 (Precleaning)：膀
胱鏡從病人身上取出後必須防止分

泌物乾燥，立即開始清潔，並用適

合的酵素洗滌劑沖洗管腔。2. 洩漏
測試 (Leak testing)：依製造商的說
明書，使用專門檢測洩漏的加壓設

備。3. 清潔 (Cleaning)：清潔是消毒
滅菌成功與否的關鍵步驟，能顯著

減少生物負荷，以促進消毒滅菌效

果。將膀胱鏡放在藥劑液面下，以

直徑適合的刷子通過內腔去除有機

物，降低氣溶膠微粒 (aerosolization) 
產生。並徹底用水清洗膀胱鏡的

所有部位，去掉可能影響高層次

消毒或滅菌的化學物質。4 .  消毒 
(Disinfection)：膀胱鏡要使用美國食
品和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批准的滅菌或
消毒劑進行高層次消毒，最新可用於

內視鏡的消毒藥劑可參考 FDA 的網
址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
deviceregulationandguidance/repr
ocessingofreusablemedicaldevices/
ucm437347.htm。5. 沖洗 (Rinsing)：
高層次消毒後，膀胱鏡應徹底用無

菌水，過濾水或自來水進行沖洗管

腔 (channels flushed)，以確保充分去
除消毒劑。若使用自來水沖洗後，需

用乙醇或異丙醇再沖洗 (rinse)。6. 乾
燥 (Drying)：乾燥是防止細菌傳播的
重要做法。內視鏡表面應該用柔軟的

無菌無絨毛巾擦乾，而管腔應該用空

氣吹乾，直到乾燥。7. 儲存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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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區域應設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以懸掛內視鏡，運輸容器不可用於儲

存，因細菌可能在黑暗、潮濕的環境

中增殖。目前為止，膀胱鏡再處理後

最大可接受的儲存時間沒有明確規

範，但 7~10 天是安全的。
常用的化學消毒劑包含：1. 戊

二醛  (Glutaraldehyde)：最廣泛使
用於軟式膀胱鏡再處理的藥劑。

2008 年，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DC) 
公告「Guideline for Disinfection & 
Sterilization in Healthcare Facilities」
提及，如果設備有適當的前置清洗，

在高層次消毒劑中暴露 20 分鐘即足
以達到高層次消毒效果。2. 鄰苯二
甲醛 (Ortho-phthalaldehyde, OPA)：
OPA 使用濃度為 0.55%，FDA 指出，
OPA 在 20℃下浸泡 12 分鐘或 25℃
下 5 分鐘時可達高層次消毒效果。然
而，據美國 CDC 統計膀胱癌患者，
大約每 100 萬次使用 Cidex OPA 再
處理的器械，所進行泌尿系統檢查

或手術，在約 4~9 次後，有 24 例產
生過敏反應，因此禁止 OPA 消毒的
內視鏡用於膀胱癌病人。3. 過醋酸 
(Peracetic acid)：STERIS 公司研發
之 1E 系統 (SS1E) 為液體滅菌劑處理
系統，可用於處理可重複使用、對

熱敏感器械，如內視鏡及其附件。

SS1E 使用過醋酸殺菌劑及已經過濾
並暴露於紫外線的自來水，處理後的

設備應立即使用，或以高層次消毒

處理後之相同方式儲存。4.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含有 7.5% 過

氧化氫 (Sporox™ and EndoSpor) 的預
先混合藥劑具高度酸性。經 FDA 批
准，可用於高層次消毒 (室溫下 30 分
鐘浸泡)。但軟式膀胱鏡製造商不建
議使用酸性消毒劑以免損壞儀器。5. 
其他製劑：滅菌的方法包括蒸汽滅菌 
(真空高溫，270~275℉)、環氧乙烷 
(Ethylene oxide, EO) 氣體和過氧化氫 
(Hyderogen peroxide) 等離子蒸氣，但
由於成本較高，使用方式或所需的滅

菌時間尚有爭議，因此並不常用。

為節省成本，膀胱鏡檢查時可使

用拋棄式護套，減少再處理時間並可

能延長膀胱鏡的使用壽命。在每次檢

查後，應確認護套完整性，並小心地

取出保護套將之丟棄，於每次使用後

進行洩漏測試，如果護套保持完整，

中層次消毒是足夠的，但護套被撕裂

或者膀胱鏡被嚴重污染，應進行高層

次消毒。

對於膀胱鏡檢查和其他醫療程

序，重複使用單次性醫療物品 (例如
管道、沖洗液，切片鉗) 是節省成本
的措施，但這種做法具有爭議。雖

然有研究證明可重複使用單次性醫療

設備，例如心臟導管，但需要更多

的研究數據才能確定風險及益處。鑑

於這種做法的爭議性質，FDA 已經
發布了指引，將重新使用單次性用品

的醫院或其他單位將視為設備「製造

商」，並將以相同的規範進行管理。

執行重複使用產品的消毒時，必須遵

守當初製造產品時的規範。第三方再

處理單位必須證明經再處理產品的安

282

感染控制雜誌



全性、有效性和完整性，不會受到再

處理程序的影響。急重症醫院普遍有

重複使用單次性醫療物品的現況，雖

然這些 FDA 的指引僅適用於急症醫
院，但 FDA 已表示將擴展到其他醫
療保健機構。未來將考慮與國家衛生

部、醫學檢查委員會和護理委員會尋

求制定具體的政策和法規。

【譯者評】前述 STERIS 產品 
SS1E 系統，使用過醋酸以達滅菌效
果，但是因為只限使用於特定機型之

內視鏡消毒洗滌機，且沖洗時要求使

用無菌水，價格昂貴，加上一次只能

進行一支內視鏡的消毒滅菌作業，故

有限制性。於滅菌方式中，雖然環氧

乙烷可低溫滅菌，處理不適宜高溫高

壓蒸氣滅菌之醫療設備，與儀器設

備相容性高，滲透性佳，亦無管徑及

管路長度限制，但烷基能引起生物

突變，其化學藥劑具有致癌性，雖然

滅菌後需經曝氣，但仍有殘留問題，

可能性對操作人員、病人和環境具有

潛在安全問題[2]，故使用上仍有疑
慮。每種化學藥劑皆有其優點及缺點

[3]，選用之前應審慎評估是否適用
於醫院的硬體設備及環境狀況，才能

發揮消毒滅菌流程之最大效益。

譯者有下列 4 點建議：1. 目前
台灣並無官方或學會制定的軟式膀胱

鏡之再處理規範。在眾多的議題中，

首先必須確認各種內視鏡與殺菌劑間

的相容性，以免傷害內視鏡，其他

包括：徹底清潔為關鍵步驟，可降低 

103~105 CFU/ml 減少生物負荷量[4]、
消毒劑濃度的品質管理、浸泡消毒時

間、消毒後除去殘留化學藥劑及保存

內視鏡的環境都是再處理機制之關鍵

步驟，必須全部落實，缺一不可。2. 
定期關注國內外相關機構公告的最新

內視鏡再處理流程相關資訊，以維持

最佳的儀器設備使用狀態。3. 使醫護
人員了解、確認並遵循再處理之標準

作業流程對病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4. 目前尚無絕對完美的內視鏡再處理
指引，若再處理標準作業程序有任何

缺失發生，需依據上述要點檢視所有

流程並持續改進，使醫護人員及病人

能獲得最佳保障。【臺中榮民總醫院  
戴君惜/施智源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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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氏不動桿菌的透過空氣傳播可能性：
醫學中心的前瞻性分子

流行病學研究

鮑氏不動桿菌是一種革蘭氏陰

性非發酵性球桿菌，在醫療照護環境

中可以引起多種危及生命的感染。該

菌可以在抗菌劑、水、生理鹽水中存

活超過 20 天，環境 pH 範圍落在 4.5-
8，溫度最高達 45℃，並可形成生物
膜。由於此菌對多種抗生素容易產生

抗藥性，故引起的感染症常導致顯著

的死亡率和致病率。在加護病房中，

超過 80% 的鮑氏不動桿菌感染者因
此死亡，而這樣的感染也與加護病房

留置天數超過 15 天以及總住院天數
超過 30 天相關。

在醫院，不動桿菌的感染通常是

透過雙手的傳播、使用受污染的醫療

儀器或是病人在入院時既有的移生。

然而，過去十年即便在感染管制措施

多方的努力之下，全世界不動桿菌的

發生率還是持續增加。部分原因是由

於該菌適應不同的物理和化學環境的

優異能力；但也可能是我們對不動桿

菌傳播動力學的了解不夠完全。該細

菌的空氣傳播機轉得到愈來愈多的關

注。然而並沒有資料顯示，加護病房

空氣中的不動桿菌可以存活多久，或

者空氣傳播的菌株是否可以對病人造

成感染。

在 2007 年初，醫院感染管制委
員會 (HICC) 制定了許多降低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管制感染的措施，包括對

院內致病菌的主動監測、推行標準化

的感染管制相關措施、手部衛生運

動，頻繁的員工教育，標準化及落實

消毒滅菌流程。結果，部分臨床單位

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下降了 5 倍以
上，許多常見的院內致病菌發生率也

大幅度下降。但在同一時期，加護病

房中不動桿菌的發生率卻增加了 2 倍
以上。因此，為了了解不動桿菌透過

空氣傳播的動力學，在兩個加護病房

內進行了前瞻 8 個月和回顧 23 個月
的研究。我們認為這項研究的結果，

可以針對不動桿菌可能經由空氣傳播

所造成的威脅，在預防感染所考慮的

特定措施中，提供有用的訊息。

在 Turgut Ozal 醫學中心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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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前瞻性監測研究，該中心是一

個具有 1,140 床教學醫院。挑選其中
兩個加護病房 (ICU-I 和 ICU-II) (共 
20 張床) 作為本研究的區域。該醫
院的所有加護病房，都使用符合德

國標準化學會 (Deutsches Institut fur 
Normung) 1946-4:1999 標準的高效
率過濾網 (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rresting, HEPA) 空調系統。利用空
氣採樣 IDEAL 3P 設備 (BioMérieux, 
Marcy-l'Étoile, France)，並參考英國
健康保護局的空氣取樣方法，可以 
100% 有效地收集 5 微米以上的顆
粒，進行空氣主動取樣。

在事先定義 ICU-I 和 ICU-II 的 4 
個採樣點，以 7 至 10 天間隔來採取
空氣樣本。此外，當這些單位的病人

被診斷有不動桿菌感染時，會於同一

天，在該病人的床邊和 ICU 的事先
定義的取樣區域進行空氣取樣。在距

離病人床邊 1 公尺處採取兩個樣本，
並在距離 2 公尺、3 公尺各採取一個
樣本。在每次採樣過程之前，會先收

集 HEPA 空調出風口下方的空氣樣本
做為控制組。共收集了 186 份空氣樣
本，其中 118 份來自加護病房區，68 
份來自病床邊。其中分離出鮑氏不

動桿菌佔 26 份 (13.9%)。在這些分離
菌株中，24 株對碳青黴烯類抗生素
(carbapenem) 具有抗藥性，剩餘的 2 
株對大多數抗生素呈現敏感性。

在收集的空氣樣本中，來自加

護病房抽樣區域 118 個中的 16 個
(13.5%) 和來自患者床邊 68 個中的 

10 個 (14.7%) 檢測出不動桿菌。感染
病人的床邊空氣中的鮑氏不動桿菌濃

度為 0.39 CFU/m3 (範圍為 0-6 CFU/
m 3)，其他加護病房區域的濃度為 
0.27 CFU/m3 (範圍 0-4 CFU/m3)。從 
HEPA 空調出風口下方抽取的所有控
制組空氣樣本，皆沒有培養出任何的

微生物。

對 26 株空氣分離菌株進行基因
分型，鑑定出 13 種不同的基因型。
DiversiLab 系統確立了 7 種空氣分離
菌株基因型之間的種源相關性，其中

包括 18 個空氣分離菌株和 9 個加護
病房病人臨床分離菌株。當中 17 株
空氣分離菌株與 6 株仍在住院病人
的臨床分離菌株相關。在 ICU-I 空氣
培養樣本中，在超過 27 天所檢測到 
1 株空氣分離菌株基因型，也被發現
與來自同一單位 53 天前進行治療的
患者的臨床分離菌株有基因關係。此

外，發現從 ICU-I 中央樣本分離的 1 
個空氣菌株基因型與後續分離出的 2 
個臨床菌株具有種源相關。一株是從

大約 20 天後的 ICU-I 的患者上分離
出來，而另外一株是從大約 102 天後
的 ICU-II 的患者所分離出來。

推測標準感染管制措施不能有效

阻斷不動桿菌的傳播，最有可能的原

因是，這種細菌可以在加護病房經常

消毒的表面以外的環境存活。因此，

空氣也可能是儲存不動桿菌的另一生

態系統，有別於單人病室、隔離室或

負壓隔離病室有更多的屏障，該菌可

以藉由空氣在加護病房中傳播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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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代大多數的加護病房，都是

建構為可容納許多病人的寬敞空間。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確定加護

病房中，被鮑氏不動桿菌感染的病人

可以將足量的細菌排放到空氣中。最

接近病人的空氣中含有較高濃度的細

菌。此外，我們發現從空氣中分離的

菌株與兩週前出院的病人和住院三個

月以上的病人分離的臨床菌株之間的

流行病學相關性。因此，我們認為鮑

氏不動桿菌極可能在其感染的病人、

環境 (包括空氣)/醫療照護者和新病
人之間建立傳染鏈。所以針對這三者

進行同時控制，對於降低病原體的傳

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的加護病

房已經依據目前的標準規範進行換

氣，但是仍然相當驚訝地在空氣中發

現臨床菌株。理想情況下，加護病房

中的空氣不應該存在任何生物體。

我們的研究指出，加護病房的空

氣主要是被來自於單位中具碳青黴烯

類抗藥性不動桿菌感染的住院病人所

污染。我們相信，因為不動桿菌菌株

的抗藥性而沒有被成功治療的病人，

將持續擴散病原體。另一方面，並沒

有發現剩餘的 8 個空氣菌株 (2 個是
碳青黴烯類抗生素敏感的) 和任何臨
床菌株之間的種源相關性。因為我們

只有檢測實驗室確診的感染者的臨床

菌株，這些不相關的菌株可能來自於

單位中其他被移生的病人/醫事人員
或未被診斷的病人。此外，這些菌株

也可以是因為照護超過 1 個單位的醫
療人員，或當加護病房門打開時，直

接藉由空氣進入加護病房內。

我們可以預期不動桿菌污染空氣

後的潛在後果。第一，一個以人類呼

吸道為主要生長區的病原菌，將對加

護病房的病人 (包含醫療照護工作者) 
形成很大的風險。第二，空氣循環使

得這種細菌非常可能找到更適合的環

境進行繁殖，包括一些曾為群聚事件

源頭的地區。第三，通過空氣傳播，

這種細菌可能污染皮膚，傷口和導管

置入部位，也可能導致自體感染。因

此，由於接觸預防隔離措施不能有效

地防止空氣傳播，因此最好將被感染

的病人隔離在單人病室，或優先入住

負壓病室中。另外，在標準化病房準

備程序中應包含至少 1 種對不動桿菌
有效的空氣消毒方法，以防止縱向空

氣傳播，特別是在感染或移生的病人

轉出病房後。因為病人周圍的空氣中

含有大量的病原菌，所以醫療照護人

員在照護期間，應該戴防護口罩。最

後，可以修改加護病房內通風系統的

氣流動力學，以減少不動桿菌可能

持續存在的房間內的低空中或其他空

間。

【譯者評】許多研究顯示，不

動桿菌有極佳的能力在病人和環境中

長期存活且迅速傳播，進而引起感染

和群聚事件，甚至形成病人、醫療工

作者和環境的微生物菌叢。有作者指

出，室內空氣可以被醫院環境中的鮑

氏不動桿菌所污染，且在一些研究中

已經證明了空氣分離菌株與感染者菌

286

感染控制雜誌



株之間的基因關係。

此研究顯示，鮑氏不動桿菌可

以停留在加護病房空氣中大約 4 週，
並可能導致進一步的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也因此，標準感染管制措施無法

有效阻斷不動桿菌的傳播。由於在理

想情況下，加護病房中的空氣不應該

存在任何細菌。依據這些培養出不動

桿菌的空氣樣本，未來的研究應該包

括，短時間同時針對所有相關病房進

行樣本採集，不僅來自於確診的感染

病人，也應該包含環境表面、室內空

氣、病人和醫療照護者的身體菌叢。

並且建議，應該尋求新的策略來減少

潛在的傳播途徑所導致的健康風險。

這份研究結果提供了關於不動桿

菌透過空氣傳播的部分看法，然而空

氣傳播動力學的議題，仍然需要進一

步的研究。因此，綜合相關研究將有

助於更加了解不動桿菌的空氣傳播途

徑與可能性。【台中慈濟/王瑞興  中
國醫藥大學附醫/張雅雯   王任賢  摘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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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指腸鏡的品質監視

發生內視鏡相關的感染常

歸因於不適當的內視鏡再處理 
(reprocessing flexible endoscopes) 流
程。Epstein L 等人曾進行碳青黴烯
類抗藥腸桿菌屬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與十二指腸
鏡 (duodenoscopes) 被 CRE 污染的事
件之研究[2]。因此，監視與評估內
視鏡之再處理，有助於降低群突發的

感染風險。開始監測培養之前，考慮

使用的相關設備，應由以下人員制

定實施計劃和應對措施 (例如病人通
知)，包括臨床實驗室主任、臨床工
作人員、感染管制的人員，以及醫院

流行病學專家和風險管理人員。本篇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的建
議[1]，在補充並不是修改製造商的
建議處理程序，分述如下。

一、十二指腸鏡再處理：該十二

指腸鏡設備應該每季檢查再處理的所

有步驟，並確保嚴格遵守製造商的

說明書，並特別注意以下事項：1. 檢
查和人工清洗 (inspection and manual 
cleaning)：檢查起立板 (elevator) 在
「開/升高」與「關閉/降下」位置沒
有肉眼可見的組織碎屑，並使用 10 
倍放大鏡，以提高檢測起立板結構

的周圍是否有組織碎屑。2. 乾燥：確
保十二指腸鏡和起立板的管腔在儲存

前已徹底乾燥。此時應該包括酒精沖

洗，並強制空氣乾燥，且這些流程與

製造商的說明書必須是一致的。如果

管腔起立板結構沒有完全乾燥，可能

發生細菌滋生，如形成生物膜是很難

去除，並可能導致持續性的污染。

3. 監控：雖然內視鏡常規培養不列入
目前美國建議的指引，然而最近十二

指腸鏡之相關疫情已導致一些設備要

考慮定期監測，以評估十二指腸鏡再

處理是否徹底消毒。a. 最佳監測頻率
尚未確立。國際指引曾有建議從每四

周監測到每年至少監測一次[3,4]，亦
可考慮每使用十二指腸鏡 60 次後或
每月監測一次 (圖一)。b. 十二指腸鏡
再處理且乾燥後進行培養，應包括

器械管道和十二指腸鏡的遠端 (即，
十二指腸鏡的起立板結構，起立板管

腔和起立板凹槽) (圖二)，但培養結
果呈陰性，仍無法完全排除十二指腸

鏡污染的可能性。c. 十二指腸鏡檢查
監測培養結果尚未確定以前，特別是

在每次使用後，都不應該繼續使用，

直到需改善的部分被解決。d. 應確保
每個內視鏡檢查過程被詳細與具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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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陰性-液態濃縮培養沒有混濁      陽性-液態濃縮培養有混濁 
CFU-colony forming units 
PBST-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with Tween®-80 solution 

 

檢測十二指腸鏡並考慮保存

此設備直到培養結果確認。

培養方法選項：（A）濃縮（B）

定量 

陽性 

低關注的微生物(Low-concem organisms) 

例如 :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micrococci,diptheroids, 
Bacillus spp.and other gram-positive rods 
培養方法: 濃縮 

1. 再處理和再培養 
2.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結果是陰性或低關注微

生物低於基準 
或 
培養方法: 定量 

1. 量化菌落，如果<10CFU/十二指腸鏡，再

次處理清除 PBST 和清消 

2. 如果沒有<10CFU /十二指腸鏡，回顧特定

設備的可接受程度，如果沒有低於可接受

的程度要再處理及培養 
3.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結果是陰性或低關注微

生物低於基準 

任何高關注的微生物(Any 
high-concem organisms) 
例如:Staphylococcus aureus, 

Enterococcus spp.,Streptococcus sp. 
viridians group, 
Pseudomonas aeruginosa, 

Klebsiella spp., 
Salmonella spp.,Shigella spp.,and  
Other enteric gram-negative bacilli 
1. 再處理和再培養 
2. 停止使用直到培養是陰性或低

關注微生物低於基準 
3. 考慮通知暴露於十二指腸鏡的

病人，須追蹤至上次培養陰性後

如果培養重複陽性(≧3 次)於任何

高關注微生物或>10CFU/低關注微

生物的十二指腸鏡，設備及培養技

術應考慮重新評估，並(或)將十二

指腸鏡送至製造商進行評估。 

陰性 

重新處理並清除

PBST 和清消 

圖一　執行 ERCP 60 次後或每月監測一次十二指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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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立板結構 

管腔

 

凹槽( 一)  

凹槽( 一)  

凹槽( 二)  

凹槽( 二)  

凹槽( 三)  

凹槽( 三)  

圖二　十二指腸鏡之起立板結構、管腔、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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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萬一出現汙染，才可即時辨識曾

經暴露十二指腸鏡的病人，所以應

對每個接受十二指腸鏡的病人進行

記錄和追踪。e. 非培養方法 (例如，
三磷酸腺苷生物發光測定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bioluminescence 
assays) 曾被用於評估十二指腸鏡再
處理的清潔度。然而，Hansen D 驗
證它能提供精確的十二指腸鏡再處理

的潔淨度[5]。
二、改善措施：十二指腸鏡

被高關注的微生物  (h igh-concern 
organisms) 或不可接受菌落數的低關
注微生物 (unacceptable CFU of low-
concern organisms) 汙染 都應該被重
新清潔消毒，並且再次進行培養檢

測，直到證明沒有高關注的微生物及

不可接受菌落數的低關注微生物後，

十二指腸鏡才能再度被使用。培養結

果陽性應該盡速審查，應通知感染管

制人員，並立即執行改善措施。

三、病人資料及通知：十二指腸

鏡異常時，應通知接受檢查的病人，

所以必須記錄每個病人使用的十二指

腸鏡，以便辨識暴露的病人。如果在

使用十二指腸鏡後發現高關注的微生

物，必須通知病人且與關鍵人員進行

協商，包括醫療照護者、感染管制人

員、醫院流行病學專家及醫院風險管

理專家。

四、人員培訓和能力：確保執

行十二指腸鏡再處理之人員有接受適

當的培訓，並取得資格認證。執行職

務時應由人員評估其能力，能力驗證

應包括使用設備的政策評估 (如筆試) 
及直接觀察，因此，鼓勵負責內視鏡

處理的人員參加考試取得內視鏡再處

理的認證。

【譯者評】筆者針對十二指腸

鏡清潔消毒的建議，1. 確保用於內
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檢查之十二指腸鏡的起立板
徹底清潔，並使用 10 倍放大鏡觀察
是否有組織碎屑。2. 確保起立板結
構及管腔儲存之前快速乾燥 (如，在
自動洗淨機中加裝 75% 酒精為最後
步驟)。3. 經由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檢測清潔完畢的十二指腸鏡的
起立板與管腔，能快速知曉清潔現況

並即時改善。分享本院十二指腸鏡的

政策，為重複高層次消毒二次，以及

加強人員執行 ERCP 感染管制的遵從
度，並列入單位每月稽核項目。另

外，筆者建議使用滅菌法做為再處理

流程的最終步驟[6]，可有效防止群
突發感染風險。【彰基醫院  林麗珍/
陳昶華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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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組噴射式低溫電漿 (multijet cold 
plasma) 在醫院的感染控制的運用

在醫療院所，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仍然是一重要的議題。在美國的醫

院每年約有一百七十萬的病患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而其中死亡率

約每年十萬人，且其中每年因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而增加額外百億的費用

[5]。在醫療院所中，一些抗藥性的
細菌 (multi-drug resistant bacteria) 如
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困難
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腸球
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spp., VRE) 及多重抗藥的格蘭氏陰
性菌 (Escherichia coli, Pseudomonas 
aeruginosa,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容易在環境
表面移生，因為清潔消毒不完全及醫

護人員的雙手交叉感染，造成高抗藥

性的菌種的傳播[2]。在臨床上，為
了減少高抗藥性的菌種造成臨床的疾

病，會使用各種的方式來消滅或減少

細菌移生，譬如使用高溫高壓滅菌、

過氧化氫消毒 (hydrogen peroxide, 
H 2O 2)、紫外線消毒  ( u l t r a v i o l e t 
light)、針對疾病使用抗生素，甚至

近期有一些新科技如奈米技術等。

近年，一些關於大氣壓低溫電

漿 (cold atmospheric pressure plasma, 
CAPP) 已被應用在各個領域中，例如
避免致病性的細菌形成 biofilm 妨礙
傷口的癒合、對細胞信號傳導的影響

進而幫助癌症治療、使細菌及黴菌在

乾燥的物品上失去活性、在皮膚科及

牙科的治療上等[3]。CAPP 是電子、
離子的反應所形成的電子海，其成分

通常為背景氣體電子/離子成分的百
萬分之一。通常，通過在兩個介電覆

蓋電極之間，施加高電壓，來產生和

維持大氣壓低溫電漿放電，其間通常

是氦 (He) 或氬 (Ar) 氣流[4]。
其中介電勢壘放電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 通常是封閉的
設備，與活細胞及組織治療有關，

限定應用在體外。一般 CAPP 對細
菌的影響是透過三種方式作用[4]，
(一) 活化氧及氮化物、(二) 帶電的
粒子、(三) 對基因及蛋白質的影響
[3]。詳述如下，(一) 當通電以後，
電漿有能力，產生大量的反應性原子

和分子，將少量的氧氣或或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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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電漿中，就會產生許多活性

氧成分 (reactive oxygen components, 
ROCs) 及氮分子 (reactive nitrogen 
molecules, RONs)，如臭氧 (O3)、原
子氧 (O)、超氧化物 (O2

－)、羥基自
由基 (hydroxyl radicals, OH)、一氧化
氮 (NO)、過氧化氫 (H2O2) 等，這些
都具有殺菌作用；(二) 帶電的粒子
會影響細菌細胞膜靜電的平衡，而

造成細胞膜不穩定，而導致細菌細

胞破裂；(三) 活性氧成分 (ROCs) 及
氮分子 (RONs)、臭氧 (O3) 等物質，
能夠分解單鏈 DNA 和雙鏈 DNA，
並且還導致構象變化 (conformational 
changes)，例如，形成胸腺嘧啶二聚
體 (thymine dimers, 相鄰的兩個胸腺
嘧啶以共價鍵相連，是 DNA 損害的
例子之一)。

在 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 近期刊登的一篇研究
中就探討使用多組噴射式低溫電漿 
(multijet cold plasma system, multijet 
CAPP) 是否在醫院的環境上有助於去
汙 (decontamination) 的效果[5]。

此研究中選擇了兩種革蘭氏陽

性菌 (MRSA及VRE) 及兩種革蘭氏陰
性菌 (E. coli 及 A. baumannii)。其中
測試物品的為醫院使用的聚氨酯床

墊 (polyurethane mattress) 及不銹鋼，
兩種物品的面積是同大小為 5 cm2。

在使用前，兩個表面切片都經過高壓

滅菌，以確認無微生物在表面上。然

後，將切片以無菌方式，轉移到培養

皿中，置於紫外光下 30 分鐘，以確

保它們在實驗前是無菌的。

以上的儀器，是由愛爾蘭國家

中的都柏林城市大學之國家電漿科

技中心所 (National Centre for Plasma 
Science Technology at Dublin City 
University) 研發。每個電漿噴射，分
別由竇型高電壓所驅動，驅動頻率

為 8 kHz，幅度為 1.5 kV 及總平均電
耗量為 15 W。而每個進入的乾空氣
的速率約為 13 L/min。每 9 個噴槍
為一平面約 7 cm2，表面溫度不超過 
45℃。噴槍的縷焰與測試的表面距
離，不超過 1 cm。測試的表面，將
放在噴槍下方 15、20、30、45 秒，
且所有的測試，都將重複進行。

對照組及實驗組，將用 eSwab 
(Copan, Italy) 來取樣，然後將拭子
放入具有 3 mL 磷酸鹽緩衝生理鹽
水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PBS) 
的 Falcon 圓底管 (BD Bioscience，
UK) 中，渦旋，並在 Columbia 血
液瓊脂平板上培養，來計算 MRSA 
和 A. baumannii 總活菌數的數量。
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s 
(ESBL) E. coli 及 VRE，分別用 ESBL 
及 VRE brilliance agar plates (Oxoid) 
來計算總活菌數的數量。如果需

要時，將進行 1 及 10 倍的連續稀
釋，以確定電漿離子處理後的總活

菌數 [Total viable count, TVC，平
板上每毫升樣品中可計數  CFU 數
量 (範圍，30~300 CFU)]。在暴露
於 multijet CAPP 之前，進行細菌計
數與列舉。並且計算細菌減少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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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reduced bacterial numbers)，統計
是用 GraphPad Prism 5.00 software 
(GraphPad, La Jolla, CA) 進行統計
學分析。使用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來進行分析。用
原子力顯微鏡，來觀察測試組及對照

組的表面。

實驗結果發現，multijet CAPP 
的殺菌效果，是根據清潔表面的材

質、微生物的種類、以及蛋白質的存

在與否而有所不同。在沒有人類血清

白蛋白 (Human serum albumin, HSA) 
的情況下，暴露時間為  45 秒時，
殺菌效果最顯著；在床墊上，45 秒
的暴露時間顯著降低了 log10 3 的 A. 
baumannii (log10 2.92; P < 0.05)，log10 

4 的 ESBL E. coli (log10 4.29)，MRSA 
(log10 4.14) 和 VRE (log10 3.83)。在
不銹鋼上，處理 45 秒後降低 log10 
3.16 的 A. baumannii，log10 4.69 的 
ESBL，log10 6.21 的 MRSA 和 log10 
4.36 的 VRE。有蛋白質的添加稍微
降低了 multijet CAPP 的效率，但是
這效率減低只有在 A. baumannii 的床
墊、VRE 的床墊及不鏽鋼材質上才
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P < 0.05)。用原
子力顯微鏡，評估 multijet CAPP，
對細菌形態的影響，發現在 multijet 
CAPP 之後的 MRSA 細胞，似乎被壓
擠和變形，而導致細胞質的外洩。這

些效果，也可以在 ESBL E. coli 的原
子力顯微鏡圖像中看到，這些情況，

都進一步表明 CAPP，可能誘導細菌
細胞的結構不穩定性，而導致細胞死

亡。

醫院內的一些儀器、物品常受

到醫院內的病原體的染污，並且透過

不同的方式，成為一個傳染窩，例如

透過患者與該表面的直接接觸、透過

醫護人員的手間接接觸、或是透過空

氣傳播。在一些文獻[6]中也指出，
即便很認真的清潔及終極消毒後，仍

有一些物體仍有 MRSA 的殘留，而
這樣的細菌，推測也包括了 VRE、
norovirus、C. difficile 等。這在感染
控制的問題上，確實帶來一隱憂，

所以環境清消的工作，期待有受過良

好培訓且有高積極度的清潔人員來執

行，以達到最佳的結果，但現實的執

行面上卻是背道而行。另一方面，許

多化學消毒劑會受到物體表面的影響

而降低其消毒的效果、或造成工作人

員、物品的損害，所以也期待消毒劑

是無毒、快速作用、簡易使用、而且

對環境沒有傷害的物質，但臨床用來

清潔消毒的物質如過氧化氫、漂白

水、紫外線燈等在進行清消時，需要

將病人轉出此區域，以避免清潔消毒

的物質造成的傷害。而使用這低溫電

漿的好處，是其操作並不需要專業人

士、作用時間只要小於一分鐘就可以

達到效果、不需要任何的耗材、等好

處，在臨床成為令人期待的清潔消毒

的方式。

【譯者評】CAPP 的研究顯示在
體外可以使細菌、病毒、真菌等微生

物不活化，因著它的可近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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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了一種替代的方式來進行清

潔消毒的的工具。雖然 CAPP 被使用
臨床設置的技術有很多種，但目前法

規與規定中，仍沒有相關的規範，此

外目前的研究尚未指出長期使用後的

副作用、CAPP 產生的離子產生的自
由基是否對人體會造成傷害，甚至是

對環境是否造成的負擔、應用到液體

或其他不同表面物體時，其效果如何

等，目前仍有待大型系統性的研究釐

清。CAPP 在臨床還是令人拭目以待
的新的清潔消毒的方式。【彰化基督

教醫院  許瑛敉／陳昶華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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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威斯康辛 
Elizabethkingia anophelis 群突發株 

演化動態及基因特色

從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美國威斯康辛總共累積了 
63 個 Elizabethkingia anopheils (E. 
anophelis) 菌血症病例，其中有 18 
名死亡。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社區

型式的 E. anophelis 群突發。威斯康
辛公共衛生部及威斯康辛州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介入協助調查此群突發的來
源。Perrin A 等把美國威斯康辛，
這 69 個突變菌株 (分離自 59 位病
人) 跟 45 個 E. anophelis 可比較型式
的菌株 (comparative strains)，並加入
其他 Elizabethkingia species，作親源
演化樹分析 (phylogenetic tree) [1]。
透過演化樹分析，清楚確立該次 E. 
anophelis 群突發菌株全部都是源自
相同的單一個菌株，也組成一個全

新的 sublineage。這個突變株隸屬的 
sublineage，推測在演化後，獲得優
勢的致病性及適應力，促使它在威

斯康辛的社區造成群突發事件。雖

然，Perrin A 等想探討 E. anophelis 

群突發菌株的基因特性，跟群突發

狀況的相關性，目前仍有困難。作

者也努力地用各種方式，來探討突

變株的特殊基因 (例如莢膜構造、陽
離子去毒性能力、及糖分代謝、等

等)，而這些基因特性在群突發的影
響，目前仍尚無法下定論。Perrin A 
等在進行這次演化分析以後，因為

分類學上的改變及型態學上鑑定的

困難，認為需要針對 E. anophelis 菌
株作重新的分類。例如：作者就發

現有幾株 E. anophelis 一開始先被鑑
定為 E. meningoseptica，其實是 E. 
anophelis。也許過去對 E. anophelis 
的鑑定，可能是被低估的。Perrin 
A 等的結果，看到此 E. anophelis 群
突發在時間跟空間上的改變，推測

此 E. anophelis 細菌在演變成群突
發的第一例之前，可能潛伏將近一

年的時間，在  2015 年之前，沒有
任何確定群突發的 E. anophelis 個
案。猜測在 E. anophelis 感染到人類
之前，細菌株有可能已悄悄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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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傳播，或者是菌株已經進行演

化多樣化 (diversification)。Perrin A 
等的研究使用了基因定序的方法來

再鑑定、檢視流行病學假說及群突

發傳染模式。通常為期短於 1 年的
群突發，其基因多樣性是較少的。

但是，此 E. anophelis 突變菌株之
間多樣性的程度甚大。Perrin A 等
使用了兩種獨立的方式來確認突變

菌株的變異：Gene-by-gene analysis 
[core genome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cgMLST)]，及 mapping-based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analysis。Perrin A 等從中發現，這
突變菌株的變異，很可能的原因是

編碼 adenine glycosylase 的 mutY 基
因 (負責鹼基切除修復) 被 ICEEa1 
元素崁入而遭阻斷 (disruption)，使
得基因修復功能喪失。另外，其中

一株透過 mutS 基因 [功能是負責編
碼跟 DNA 錯誤配對修復 (mismatch 
repair) 有關的核苷酸結合蛋白] 的
基因阻斷  (disruption)，進一步演
化成超突變表現型  (hypermutator 
phenotype)。突變菌株內的有益突
變 (beneficial mutation)，可能是在
傳染窩或傳染源，移生或感染時，

經由正向篩選 (positively selected) 而
產生出來。基於發現許多群突發菌

株的澱粉利用蛋白 (starch utilization 
SusD protein) 有變化，或運送蛋白 
(polysaccharide transport protein) Wza 
或 Wzc 有部分或全部的阻斷，Perrin 
A 等提出：群突發菌株中多醣體利

用 (polysaccharide utilization) 的缺
陷，或莢膜分泌有關蛋白的基因阻

斷 (disruption)，是正向篩選的結果。
E. anophelis 的第 6 子群組 (subcluster 
6)，在群突發時期最後幾週的時候，
因擁有這兩種特性而成功轉為優勢

菌株。Perrin A 等推測菌株失去莢膜
多醣體，反而會幫助細菌黏著、移

生，導致抗原性 (antigenicity) 降低，
因此讓 E. anophelis 細菌對表面有更
強的附著力，進而更容易造成散佈。

Perrin A 等建議由醫療及公衛系統
共同去建立一個對 E. anophelis 的感
染進行實驗室調查 (laboratory based 
active surveillance)，並且呼籲應提高
警覺注意於威斯康辛群突發菌株可能

會捲土重來。

【譯者評】Perrin A 等詳細描繪
美國威斯康辛 E. anophelis 群突發菌
株的基因結構，並且跟其他同屬的菌

株作交叉分析，發現群突發菌株被 
ICEEa1 元素融入 mutY 基因後，使其
喪失基因修復功能。而修復機制的缺

乏，使得一些具有被正向篩選的突變

菌株，演化成群突發菌株。從這研究

可以學習到，基因定序能協助觀察及

鑑定整個群突發的動態變化及追溯到

感染源頭。

目前因 MALDI TOF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資料庫未更新，而使得 
E. meningoseptica 未及時被判定為 E. 
anophelis，在台灣多家醫院也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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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上的困難，而造成 E. anophelis 
被低估，可能使我們錯失控制群突發

的先機。

Perrin A 的研究中，報導群突發
的病人皆來自社區，但在台灣則高

達 80% Elizabethkingia 的病例來自醫
院內，且 60% 是來自加護病房的感
染 [2]。威斯康辛群突發的調查雖然
未找出被汙染的物品，但從作者的報

導中，發現細菌株的附著力因著演化

的提升，推測會使被汙染的醫療用品

產生生物膜 (biofilm) 而使感染難以
控制。除了水源可能被汙染以外，積

極地調查院內醫療物品與醫療器材上

是否有被 E. anophelis 汙染的現象，
或許能發現群突發的一些蛛絲馬跡。

在未尋找出感染源頭以前，在照護過

程，建議除了必需要落實接觸隔離措

施，並加強人員手部衛生和環境清潔

消毒，以防止 Elizabethkingia 菌造成
感染的蔓延與持續。【彰化基督教醫

院  鍾承慧醫師/陳昶華醫師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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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第二十七卷六期



 

「感染控制雜誌」在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之支持以及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的努力

下，至今已邁入第二十七年; 在這些年間經由各大醫院同心協力輪流執行編

輯，秉持著推廣院感新知、提高臨床工作人員相關專業知識及促進各醫療機構

間的意見溝通和經驗交流，並在雜誌內容上不斷力求專業化、實用性及國際化。 

感控雜誌於二十一卷第一期起感控雜誌改以電子化方式出刊，另每期原著

及綜論均有中、英文摘要刊載於學會感控雜誌頁面，以方便讀者隨時點閱搜尋，

促使本雜誌不斷朝普遍化及國際化目標邁進。 

此外，為了瞭解讀者們對於感控雜誌之使用情形、滿意度與期待，特別於今

年學會年會中發出問卷，進行調查，非常感謝讀者們於今年年會中給予感控雜

誌的寶貴意見。在此呈現此次問卷調查的結果，讓所有讀者們瞭解，也將作為

本雜誌精益求精、改進的依據。       

            台灣感染管制學會感控雜誌 編輯部 

  

 

 

 

 

 

1.您服務的醫院級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教學醫院 地區醫院 長期照護中心 其它 

17% 31% 14% 27% 6% 5% 

2.您的職務為: 

醫師 護理人員 醫檢師 其他醫事人員 其他 

12% 71% 11% 1% 5% 

3.您從事院內感染工作為:  

專任 兼任 未參與 

61% 34% 5% 

 

「感染控制雜誌」公告 

調查表收集時間 : 2017年 03月 19日 
調查表回收統計份數 485份  
經回覆之問卷統計後顯示    
 近 9成讀者對雜誌編排內容及雜誌文章內容表示滿意。 
 有 9成以上讀者認為本雜誌對他(她)們的工作能有所助益。 
 有 9成讀者認為從本雜誌可有效提升感管相關專業知識。  
 近 7成讀者認為閱讀本雜誌可獲得即時且有效的防疫措施指引。 
 有 8成讀者認為本雜誌目前的內容比例恰當。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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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從事院內感染工作年資:  

少於一 一至三 四至五 六至十 高於十年 未參與 
8% 19% 18% 23% 30% 2% 

5.您是否有收到出刊通知: 

有 無 

70% 30% 

6.您收到出刊電子報後:  

(幾乎)每篇閱讀 挑有興趣 大約流覽 關鍵字查詢 

20% 47% 23% 9% 

7.您認為電子報是否有其需要及優勢: 

有 無 

84% 5% 

8.您對本雜誌之編排及內容: 

很滿意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35% 56% 8% 1% 

9.您較常閱讀雜誌的哪一部份(可複選) : 

原著 綜論 專欄 新知 

52% 53% 55% 68% 

10.本雜誌對您工作有否幫助: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無意見 無任何幫助 

40% 57% 3% 0 

11.本雜誌對您工作上的幫助(可複選):  

有效提升感管相關專業

知識 

具有臨床診斷疾病及用

藥的參考價值 

可獲得即時且有效的防

疫措施指引 

可深入瞭解疾管署相關

政策之目的，以有效落

實執行 

91% 50% 74% 57% 

12.目前本誌各部份所佔比例是否恰當 

目前比例恰當 

84% 

 

 

* * * * * * *  感謝您的支持與指教! * * * * * * *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第二十七卷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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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根據台灣疾管署資料，醫學中心加護病房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血流感染從 2010 年開始，已經連續第八年，蟬聯冠軍，
本期的原著，是探討一家醫學中心腎臟科血流感染的分析，與

其三十天內死亡因素分析，是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本期的綜論是介紹伊麗莎白菌 (Elizabethkingia sp.) ，伊
麗莎白菌原本是環境的微生物，在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5 
月，在美國造成的嚴重社區群聚感染，累積 63 名菌血症，其
中 18 名死亡，造成有史以來最大的社區群聚事件，在國內部
分醫院，也出現過 Elizabethkingia 群聚事件，回顧文獻整理出
感染控制的預防方法。

兩篇專欄，分別提到腸病毒診斷學，與 HPV 疫苗政策的
參考。

五篇新知，第一篇介紹軟式膀胱鏡之再處理機制，再者提

及鮑氏不動桿菌的透過空氣傳播可能性：醫學中心的前瞻性分

子流行病學研究，第三篇是內視鏡再處理的流程，第四篇，則

是低溫電漿在感控的運用，最後是闡述在伊麗莎白菌，鑑定困

難與伊麗莎白菌基因持續演化的現象。很值得期待的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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