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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 Serratia marcescens 中心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重症病人之死亡預測
因子與分離株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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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0 年間 Serratia marcescens (S. marcescens) 已成為常見的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致病原之一，伴隨革蘭氏陰性菌分離比率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中逐
年增加，而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位居加護病房首要議題，S. marcescens 對
重症病人之影響不容輕忽。本研究採回溯性研究，分析 2011 年至 2018 年 6 月
間，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病人之臨床資料、檢驗數據、和分離株之藥物敏感性測試結果。經多變項邏輯
斯分析顯示，14 天死亡之相關危險因子包括：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疾
病 (odds ratio (OR) 5.58, 95% conﬁdence interval (CI) 1.09~28.03, p = 0.036)、
敗血症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 及 Pitt bacteremia score (OR
3.11, 95% CI 1.17~50.40, p = 0.008)，主要且唯一的保護因子為移除中心導管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此外，自確認中心導管血流相關感
染發生後，每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風險則上升 2.5 倍。而分離菌株的抗生素
敏感性測試結果，發現對 ceftazidime 的感受性僅有 70.3%，但對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94.6%)、amikacin (97.3%)、gentamicin (91.9%)、ertapenem
(97.3%)、imipenem (100.0%) 等幾類抗生素，則依舊保有極高的敏感性，可做
為經驗性抗生素的選擇。（感控雜誌 2019:29:2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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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 向來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之重要議題，除導致較高死亡率、延
長住院天數、增加額外醫療費用，
對加護病房重症病人之影響不容小覷
[1-3]。Mishra 等人於 2017 年發表的
研究中指出，免疫不全狀態及中心導
管留置天數超過 10 天，分別為加護
病房病人併發 CLABSI 之獨立危險
因子[4]；同年台灣北部某醫學中心
之研究，同樣指出加護病房病人留
置中心導管至產生 CLABSI 之平均
天數為 8 天，較高的 Pitt bacteremia
score、或自產生 CLABSI 後至導管
移除天數較長等兩項因子，皆為增
加 14 天死亡率之獨立因子[5]。不同
於過往以革蘭氏陽性菌 (gram-positive
bacteria, GPC) 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大宗，近年來，革蘭氏陰性菌 (gramnegative bacteria, GNB) 之分離比率
日益增加[6-7]，當中又以腸桿菌科
(Enterobacteriaceae) 研究最為興盛，
根據已發表的研究指出，多重抗藥性
菌株感染者的死亡率近 60% [8-10] 。
Serratia marcescens (S.
marcescens 黏質沙雷氏桿菌) 為嗜氧
革蘭氏陰性桿菌，隸屬腸桿菌科，儘
管其毒力 (virulence) 對健康個體致病
性相對偏低，但對免疫力相對低下
或罹患嚴重疾病的病人，依舊有致

命可能，過去 20 年間也陸續有多篇
報導指出，曾於醫院環境或醫療器
材上分離出該菌種，並導致規模大
小不等之群突發 (outbreak) 事件[1112]。臨床上，S. marcescens 所引起
的多樣化疾病，如：腦膜炎、呼吸道
感染、泌尿道感染、膽道感染、腹膜
炎、傷口感染及血流感染，使其成為
不容忽視的院內致病原 (nosocomial
pathogen) 之一[13-14]。根據先前
研究顯示，病人接受長時間的免疫
抑制治療、近期內使用過抗生素、
導管留置、具潛在疾病如慢性阻塞
性肺病或糖尿病，都是易於得到 S.
marcescens 感染之危險因子；而營養
狀態不佳、罹患惡性腫瘤疾病、或
初始表現即為嚴重疾病之病人，在
確診 S. marcescens 菌血症後有較高
之死亡率，約為 20~40% [15-16]。此
外，針對台灣 S. marcescens 抗藥性的
監測，有研究匯集了 2002 年至 2010
年間不同區域、不同醫院規模及不
同部位分離之檢體，比較逐年趨勢
後發現，S. marcescen 對 ceftazidime
(93.8%) 與 imipenem (99.3%) 的感受
性持續良好，但 fluoroquinolone 類
如 levoﬂoxacin (72.7%)、ciproﬂoxacin
(63.8%) 的效果已大幅降低[17]。
然而，回顧既有文獻，尚無單
一針對重症病人 S. marcescens 中心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研究，評估其死
亡率相關之危險因子與其菌株抗藥
性分析，進而能提供臨床上對此族群
病人適切的照護指引。以南部某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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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參考。

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收案病人 (含內科、外科、心
臟內外科、神經內外科) 為例，該院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革
蘭氏陰性菌所致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事件中，總計分離 270 株致病原；
Enterobacteriaceae 合計 132 株，比
率自 2011 年之 30.8% 逐年攀升，其
中 S. marcescens 佔 37 株，於革蘭氏
陰性菌菌株之佔比，於 2016 年驟升
至 23.5% 後，自 2017 年迄今皆高於
30% (圖一)。故本研究將針對該醫學
中心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病人此族群，透過分析病人臨
床資料和分離菌株之特性，試圖找出
影響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子，並統
計、比較菌株對各類抗生素之抗藥
性，期望能協助臨床作為往後照護病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篇研究採回溯性研究，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台灣
南部某醫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 (117
床，含內科加護病房 30 床、外科加
護病房 25 床、心臟科加護病房 20
床、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10 床、神經
內科加護病房 13 床、神經外科加護
病房 14 床、燒燙傷加護中心 5 床) 確
診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之病人，其臨床、治療與培養相
關資料。納入的病人條件需包括：年
紀大於或等於 18 歲，入住加護病房
且留置 1 條或以上之中心導管，並由

90
Enterobacteriaceae in GNB CLABSI

Serratia marcescens in Enterobacteriaceae CLBSI

81.3

80

69.6

菌種分離比率 (%)

70
60

52.0

46.9

50

52.9

41.7

40

34.8

30

23.5

20
10

31.3

7.7

5.4

6.1

11.7

8.0

0
2011

圖一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01-06

2011 年至 2018 年 6 月 Enterobacteriaceae 與 Serratia marcescens 佔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革蘭氏陰性菌分離株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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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感管護理師與一位感染科醫師共
同討論，確認排除續發性血流感染
之可能後，記錄病人年齡、性別、
潛在疾病與慢性病、入住加護病房
時之主診斷、中心導管置入位置、
是否使用合適的經驗性抗生素、是
否根據培養結果使用合適性的抗生
素、確認感染後中心導管是否移除及
自確認感染後至導管移除之天數。
而該醫學中心自 2014 年 1 月起，於
所有加護病房全面施行中心導管組
合式照護措施 (care bundle of central
line)，病人是否接受到該照護，同
樣列入分析評估。此外，參考先前
研究建議與發現，針對病人潛在疾
病與健康狀況，計算查爾森共病症
指標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得分大於 8 分以上者，10 年之預估
存活率為 0% [18]；而病人入住加護
病房後，24 小時內計算 APACHE II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score，得分超過 20 分
以上者，該次住院之死亡率預估超過
40%；Pitt bacteremia score 的計算，
則以臨床採集到第一套陽性血液培
養當日及其前 48 小時內，按病人體
溫、血壓、呼吸器有無、是否心跳停
止、和意識狀態等五項指標，取總
和最高者為紀錄，得分大於 4 分以上
者，臨床上歸屬於高疾病嚴重度。
二、名詞定義
1.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根據 2008 年美國疾病管制署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於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公佈之定義，中心導管係指
用於輸液、抽血或監測血行動力學，
且有導管內腔之血管內導管，其管路
末端須位於或接近心臟或主要血管；
病人自一套或以上之血液培養確認致
病原，且發生血流感染之當下或感染
前 48 小時內曾使用中心導管。
2. 組合式照護 (care bundle)：
由美國 CDC 建議之具實證結果的
五項措施，包含選擇適當的置入部
位 (optimal catheter site selection)、
手部衛生 (hand hygiene)、選擇適當
且有效的皮膚消毒劑 (chlorhexidine
skin antisepsis)、最大無菌面防護
(maximal sterile barrier precautions) 及
每日評估是否移除導管 (daily review
of line necessity)。
3. 經驗性抗生素 (empirical
antimicrobial therapy)：在懷疑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事件發生時，於採檢
血液相關檢體後，48 小時內所給予
之任一種新的抗生素。
4. 合適性抗生素 (appropriate
antimicrobial therapy)：於中心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事件分離出之病原體，對
於所給予之任一種抗生素，經體外測
試 (in vitro testing) 或過往數據證實具
感受性。
三、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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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以 Excel
2016 和 SPSS 20 版統計軟體進行
彙整及分析。質性變數 (qualitative
variables) 以數值 (number) 和百分
比 (percentage) 表示，定量變數
(quantitative variables) 則以平均數
(mean) 和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呈現；連續變項 (continuous variables)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 Mann-Whitney
U 檢定分析，類別變項 (categorical
variables) 以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或 Fisher’s exact 檢定探討差
異性，再由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
析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 n a l y s i s ) 確 認 與 S . m a rc e s c e n s
CLABSIs 14 天內死亡之相關因
子，計算矯正後勝算比 (adjusted
odds ratio, OR) 與 95% 信賴區間
(conﬁdence interval, CI) ，經雙邊檢定
(two-sided test) 之 p 值若小於 0.05，
即判定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結

果

該院於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共有 37 件 S. marcescens 所
致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事件，均
為不同病人之單一微生物菌血症
(monomicrobial bacteremia) 事件。
37 位病人中，於 14 天內死亡
有 9 人。以單變項分析，比較發
生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後 14 天內存活與死亡病人之
屬性，死亡者發生率較高的變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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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疾病
(25.0% vs. 66.7%, p = 0.023) 和敗血
症 (25.0% vs. 55.6%, p = 0.032) 與 Pitt
bacteremia score 大於 4 分 (21.4% vs.
66.7%, p = 0.012)，死亡者移除中心
導管 (100.0% vs. 22.2%, p < 0.001) 的
比例較低且自感染發生至導管移除之
天數較長。病人之年齡、性別、潛在
疾病、查爾森共病症指標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PCAHE II
score、是否接受組合式照護 (care
bundle)、留存 1 條以上之中心導管、
不合適之經驗性抗生素治療、明確
的合適性抗生素治療、菌株是否對
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azidime) 具抗藥
性，則皆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 (表一) 。雖然 Pitt bacteremia
score 在單變項分析中未達統計上顯
著差異，但因死亡組較存活組之平均
值有 3 以上的差異 (3.7 ± 1.5 vs. 7.0
± 4.8)，因此納入多變項邏輯斯回歸
分析。
透過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析，
與 14 天死亡率相關之獨立因子包
括：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
疾病 (OR 5.58, 95% CI 1.09~28.03,
p = 0.036)、入住加護病房時為敗血
症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Pitt bacteremia score > 4 (OR
7.33, 95% CI 1.40~38.34, p = 0.018)
及移除中心導管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而自確認中心
導管血流相關感染發生至導管移除之
天數，雖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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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Serratia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14 天死亡危險因子單變項分析

變項
存活 (n = 28)
年齡 (歲)
62.3±18.5
≥ 65
13 (46.4)
男性
20 (71.4)
入住加護病房之主診斷
心血管系統疾病
5 (17.9)
神經系統疾病
7 (25.0)
呼吸系統疾病
7 (25.0)
腸胃系統疾病
3 (10.7)
惡性腫瘤
1 (3.6)
敗血症
7 (25.0)
外傷
10 (35.7)
APACHE II score
17.8±7.9
潛在疾病
心血管系統疾病
5 (17.9)
神經系統疾病
4 (14.3)
呼吸系統疾病
1 (3.6)
腸胃系統疾病
4 (14.3)
肝膽系統疾病
2 (7.1)
慢性腎病變
4 (14.3)
糖尿病
10 (35.7)
惡性腫瘤
5 (17.9)
查爾森共病症指標
4.0±2.7
≥8
3 (10.7)
Pitt bacteremia score
3.7±1.5
組合式照護措施
20 (71.4)
導管置入位置
內頸靜脈
12 (42.9)
鎖骨下靜脈
7 (25.0)
股靜脈
10 (35.7)
一條以上中心導管留置
5 (17.9)
不適當的經驗性抗生素
9 (32.1)
明確的合適性抗生素治療
27 (96.4)
中心導管移除
28 (100.0)
確認感染後留存導管天數
2.4±3.2
菌株對 ceftazidime 具抗藥性
10 (35.7)
註：*表示於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析中 p < 0.05

死亡 (n = 9)
59.3±17.3
3 (33.3)
5 (55.6)
1 (11.1)
3 (33.3)
6 (66.7)
2 (22.2)
0 (0.0)
5 (55.6)
0 (0.0)
20.3±6.4
2 (22.2)
1 (11.1)
2 (22.2)
2 (22.2)
2 (22.2)
1 (11.1)
2 (22.2)
4 (44.4)
4.9±2.3
1 (11.1)
7.0±4.8
8 (88.9)
6 (66.7)
3 (33.3)
0 (0.0)
3 (33.3)
2 (22.2)
8 (88.9)
2 (22.2)
5.3±3.8
1 (11.1)

p值
0.490
0.376
0.633
0.624
0.023*
0.380
0.032*
0.386
0.771
0.809
0.075
0.574
0.205
0.809
0.452
0.106
0.973
0.066*
0.288
0.214
0.624
0.327
0.571
0.384
< 0.001*
0.022*
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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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風險則上升
2.5 倍 (OR 2.50, 95% CI 0.117~50.40,
p = 0.080)。37 株 S. marcescens 之
12 種常用抗生素體外 (in vitro) 藥敏
測試結果，如表二所示。其中 26 株
(70.3%) 對 ceftazidime 具感受性，
對 cefepime (48.6%)、levofloxacin
(40.5%)、tigecycline (35.1%)、
cefmetazole (35.1%) 之感受性均低於
50%，而多數對 amikacin (97.3%)、
gentamicin (91.9%)、piperacillin/
tazobactam (94.6%)、ertapenem
(97.3%)、imipenem (100.0%) 仍具良
好感受性。進一步比較 14 天存活與
死亡組別之菌株，對常用抗生素敏感
性未存在顯著組間差異，但存活組別
僅於 cefmetazole (35.7% vs. 33.3%) 與
levoﬂoxacin (42.9% vs. 33.3%) 兩種抗
生素上具較高感受性，其餘皆有相對
較高之抗藥性。
表二

討

論

這是篇單一針對加護病房重症病
患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所做的研究。
本院成人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率，自 2011 年至 2017 年底
平均為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3.38 件，
2018 年截至 6 月之數據統計，更降
低至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1.45 件，
低於 2017 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
訊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TNIS) 報導之醫學中心
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平
均值 (扣除兒科加護病房)：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3.8 件[19]，期間內也未
曾有過特定菌種之血流感染群突發
(outbreak) 事件。然而，不同於 CDC/
NHSN 的報告，2011 至 2014 年美國
醫療院所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致病

Serratia marcescens 分離株 (n = 37) 對不同微生物製劑之敏感性百分比

抗微生物製劑
Imipenem
Ertapenem
Amikacin
Piperacillin/Tazobactam
Gentamicin
Co-trimoxazole
Ceftazidime
Cefepime
Levoﬂoxacin
Ertapenem
Cefmetazole
Ampicillin/Sulbactam

具感受性菌株數
37 (100.0%)
36 (97.3%)
36 (97.3%)
35 (94.6%)
34 (91.9%)
33 (89.2%)
26 (70.3%)
18 (48.6%)
15 (40.5%)
13 (35.1%)
13 (35.1%)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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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存活組別 (n = 28)
28 (100.0%)
27 (96.4%)
27 (96.4%)
26 (92.9%)
25 (89.3%)
24 (85.7%)
18 (64.3%)
13 (46.4%)
12 (42.9%)
10 (35.7%)
9 (32.1%)
1 (3.6%)

14 天死亡組別 (n = 9)
9 (100.0%)
9 (100.0%)
9 (100.0%)
9 (100.0%)
9 (100.0%)
9 (100.0%)
8 (88.9%)
5 (55.6%)
3 (33.3%)
3 (33.3%)
4 (44.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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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前三名分別為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Staphylococcus
aureus、Enterococcus fecalis [20]，本
院多年來以革蘭氏陰性菌為加護病
房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主要致病
原[21]，2011 年至 2017 年 6 月平均
值為 56.7%，其中 Enterobacteriaceae
自 2015 年起，取代非發酵性革蘭
氏陰性桿菌 (non-fermentative gramnegative bacilli, NFGNB) 成為大宗 (圖
一)，同時間 S. marcescens 於 GNB
CLABSI 分離菌株之佔比亦逐年上
升，自 2015 年的 8% 增加至 2016 年
的 23.5%，2017 年更來到 34.8%，對
重症病人可能發生的影響不可不慎。
比對 Marcos 等人於西班牙的研究，
同樣提及革蘭氏陰性菌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比率的變化，已由 1991 年
的 4.7% 躍升至 2008 年的 40.23%，
但其觀察年份相對較早，且未發現任
一菌種居多數[22]。
本研究的 37 位病人當中，9 位
(24.3%) 於血流感染發生後 14 天內
死亡。比較存活與死亡組別潛在疾
病別的差異，其中恰未有任何病人
具自體免疫疾病或免疫抑制 (如移植
後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愛滋病) 之問
題，而死亡的病人中，具惡性腫瘤
病史 (44.4%) 之比率雖較存活組別偏
高，但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106)，此與先前 S. marcescens 菌血
症研究中，惡性腫瘤為 14 天死亡之
獨立因子之結果不同[15]。分析可能
造成差異之原因，首先，兩篇研究的

病人族群在基本特性上即存在差異，
早年研究收錄的 71 位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病人，具惡性腫瘤病史
者共 26 位 (36.6%)，而本篇 37 位 S.
marcescens CLABSI 病人中僅有 9 位
(24.3%)；進一步確認 9 名惡性腫瘤
病人之狀況，皆為局部限制性腫瘤，
且已手術並追加放射線或化療藥物治
療，至收案日前均規律於門診追蹤，
無轉移或復發跡象被記載，計算個別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僅兩位達
8 分或以上，屬相對較輕微、控制良
好的潛在疾病狀態。綜合以上發現，
或許可說明為何本研究中，「具惡性
腫瘤病史」非 14 天死亡危險因子之
原因。
在治療方面，本研究單變項分
析結果中，暴露不適合之經驗性抗生
素 (32.1% vs. 22.2%) 對病人 14 天內
死亡率不具顯著影響 (p = 0.571)，對
照 2005 年台灣學者及 2015 年南韓學
者所發表之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研究，同樣顯示：不適合之經驗性
抗生素並未影響病人死亡率，但此
兩篇研究皆非單一針對加護病房菌
血症病人進行分析[15-16]。此外，
2017 年 Pouwels 等人於英國對加護
病房腸桿菌科菌血症病人所做之研
究，其結果指出：合適的經驗性抗
生素，未能顯著改善該族群病人於
加護病房之死亡率 (Hazard ratio, HR:
1.08; 95% CI: 0.59~1.97) [23]；然而，
該研究收錄的 195 件腸桿菌科菌血
症事件裡，共分離出 219 株病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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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scens 僅佔 19 株，且雖已排除
社區型 (community-acquired) 感染個
案，但並未區分菌血症病人之感染源
(原發、續發、或中心導管相關)，因
此，在結論的解釋與運用上，與本篇
研究仍未盡相同。
而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子中，
唯一且主要的保護性因子為：中心導
管的移除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 (表二)。以本篇研究中 14
天存活之 28 位病人為例，全數皆於
確認 CLABSI 後 14 天內移除導管，
且平均天數為 2.4 天，超過 4 天 (含)
以上移除管路者僅佔 4 位 (14.3%)，
其中 1 位 (1/4, 25%) 後續於該次住
院中死亡。根據 Zhang 等人於 2016
年之研究，顯示 Enterobacteriaceae
容易於病人確診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前，即在導管內面形成生物
膜 (biofilm) [24]；而 Gominet 等人
於 2017 年發表之評論文章，提及中
心導管的使用本身就是微生物移生
(colonization) 與後續造成嚴重感染的
風險因子，微生物於導管內面形成之
生物膜 (biofilm)，除提供對抗宿主免
疫反應、抗微生物製劑的能力外，同
時能使其有機會傳播 (disseminated)
至身體任何部位，故導管所致血流
感染問題，主要仍需仰賴導管移除
(catheter removal) 與全身性抗生素
(systemic antimicrobials) 給予[25]。基
於上述及本研究結果，盡速移除不必
要之中心導管、尤其在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發生後，即使只是此一簡單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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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作為，都能為病人預後帶來正面效
益。
此外，在抗生素敏感性部份，
2014 年國內曾發表一多中心的 S.
marcescens 抗藥性監測報告，該研
究涵蓋不同區域的 11 家醫學中心
與 15 家區域醫院，收集其 2002、
2004、2006、2008 年及 2010 年，
該年份 7 至 9 月間實驗室培養所得
菌株，共計 403 株 (不分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與否、不分病房屬性、
不分部位)，其中加護病房 (不分
部位) 之 S. marcescens 檢體佔 93
株 (23.1%) [17]。以本研究 37 株 S.
marcescens 與該研究加護病房 (不分
部位) 之 93 株 S. marcescens 檢體對
照，在 amikacin (97.3% vs. 83.9%)、
gentamicin (91.9% vs. 54.8%)、cotrimoxazole (89.2% vs. 59.1%)、
piperacillin/tazobactam (94.6% vs.
82.3%) 四種藥物上，具有較高的
感受性，但在 ceftazidime (70.3%
vs. 92.5%)、cefepime (48.6% vs.
82.8%)、levofloxacin (40.5% vs.
70.7%) 三種抗生素上，則明顯呈現
較高的抗藥性，然而對於 imipenem
仍維持良好感受性 (100.0% vs
100.0%)。細部區分 14 天存活與死亡
組別之菌株，在常見的 12 種抗生素
敏感性試驗裡，並無顯著組間差異
(表三)，也非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
子 (單變項分析結果，未逐一列出)，
整體趨勢上，存活組別的感受性反而
較低；以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azi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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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在總感受性上雖仍有 70.3%，
但存活組別感受性僅 64.3%，明顯
低於死亡組別的 88.9%，且此差異
並不影響病人 14 天內死亡率 (p =
0.160)。然而，血流感染為加護病房
重症病人之首要死亡原因，具中心導
管者通常為疾病嚴重、複雜度較高
的一群，臨床醫療工作者選擇經驗
性抗生素時，常會先投予較廣效、
可涵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常見菌種
(如 Pseudomonas spp.)，並預期至少
有 80% 以上敏感性之抗生素，再根
據培養結果與臨床反應，做藥物的更
換或降階 (de-escalation)；綜合過往
研究與本篇之發現，S. marcescens 對
ceftazidime、cefepime、levofloxacin
的感受性已有顯著下降趨勢，但於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與 carbapenem
類抗生素，則依舊保有極高的敏感
性，可做為經驗性抗生素的優先選
擇。

研究限制
首先，本篇研究設計採回溯性，
故資料記載上之偏差無法完全避免。
其次，本研究之對象為單一醫學中成
人加護病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
相關血流感染病人，基於此特殊族
群產生不易，於回溯的 2011 年 1 月
至 2018 年 6 月間，符合納入標準者
僅 37 人，樣本數相對較少。最後，
由於缺乏過往文獻對同一族群所做
之研究成果，本篇研究結果僅能與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族群 (不分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與否、不分原發
或續發)、或加護病房不分部位之 S.
marcescens 菌株做比較。

結

語

本研究為單一收錄成人加護病
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病人所做的分析，與 14 天內
死亡率相關之獨立危險因子為：入
住加護病房主診斷為呼吸道疾病、
敗血症及 Pitt bacteremia score，唯
一的保護因子為移除中心導管；此
外，自確認中心導管血流相關感染
發生後，每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
風險則上升 2.5 倍。在治療方面，由
於 ceftazidime 的敏感性僅剩下 7 成
左右，故在選擇經驗性抗生素時，
可優先考慮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minoglycoside 或 carbapenem 類，
盡早移除不必要之導管，再根據最
終的藥敏測試結果調整或降階 (deesca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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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ors of mortalit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mo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rratia marcescens central 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Shin-Huei Kuo1,3, Wei-Ru Lin1,2, Ya-Ting Jao2, Yen-Hsu Chen1,4,
Po-Liang Lu1,4, Ching-Tzu Hu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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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ly, central 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The increasing rate of gram-negative
pathogens in HAIs may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outcome of CLABSI. Over the
past decade, Serratia marcescens has emerged as a common pathogen in nosocomial
infections. Moreover, the therapeutic recommendation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 marcescens CLABSI are scarce.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14th da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 marcescens CLABSI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the isolate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medical record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a medical center in Southern Taiwan from
January 2011 to June 2018. Data of 37 patients with monomicrobial S. marcescens
CLABSI were included, and 9 (24.3%) had dead within 14 days of onset.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main diagnosis at admission to the ICU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s [odds ratio {OR} 5.5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28.03, p =
0.036), sepsis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 and a Pitt bacteremia score
of > 4 (OR 7.33, 95% CI 1.40~38.34, p = 0.018)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14-day mortality. The single and major protective factor was catheter
removal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 Moreover, the mortality risk
increased by 2.5-fold per day since the day of CLABSI confirmation in ca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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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 of the central line. Relatively lower susceptibility to ceftazidime (70.3%)
was observed, and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minoglycoside, or carbapenem were
considered suitable empirical drugs.
Key words:

Serratia marcescens, Central 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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