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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灣某教學醫院
多重抗藥性菌株的相關因子分析
陳怡蘋1

蔡曉雯2

董雅玲3

朱蓓蓓3

1

2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檢驗科

張簡淑贈3

醫療品質管理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

6

盧柏樑5,6,7 張科3,4,5,7
3

感管室

4

內科

5

感染內科

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7

醫學院醫學系

多重抗藥性菌株 (multiple 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威脅人類健
康增加治療難度。本研究目的為調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特殊病房 MDROs 的
相關因子。採回溯性研究在該院確診為 MDROs 感染者，期間自 2015 年 6 月
至 2019 年 8 月，對照組為同時段同病房未感染 MDROs 住院病人，計 110 名
病例組和 110 名對照組病人。MDROs 包括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carbapenem-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REC)、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特殊病房共檢驗
出 MDROs 110 株，MRSA 有 43 株、VRE 11 株、CRAB 28 株、CRPA 21
株、CR-KP 與 CR-EC 共 7 株，其中 VRE, CRAB, CRPA，有逐年上升趨勢；
而 MRSA 趨勢為下降。經單變項相關因子分析，發現年齡、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藥物、抗 MRSA 藥物和使用呼吸器為 MDROs 感染相關因子，再
進行羅吉斯回歸分析，結果為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感染到
MDROs 相關風險勝算比為未使用此類藥感染者的 2.6 倍 (95% CI = 1.4~5, p =
0.003)；使用抗 MRSA 類藥物相關風險勝算比 6.3 倍 (95% CI = 2.7~14.9, p <
0.001)，共同使用此 2 類藥物的病人其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險為未使用這兩類
管制藥病人相關風險勝算比 11.5 (95% CI = 3.9~40.8, p = 0.023)。因本研究為單
一區域醫院、MDROs 菌株數量和年份之條件有限，故無法推論至其他醫院，但
依本研究之發現仍指出 MDROs 感染和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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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病房抗藥性菌株的相關因子分析

MRSA 類藥物有顯著相關。MRSA 於社區中已普遍存在，此次研究中也發現在
MDROs 中 MRSA 佔比最多，若日後有相關研究建議進行基因分型，以釐清其可
能傳染源。（感控雜誌 2021:31:109-122）
關鍵詞： 多重抗藥性菌株、抗生素、住院日數、侵入性導管

前

言

多重抗藥性菌株 (multiple 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是微生物
對一種以上抗生素所表現出抗藥性，
威脅到人類的健康。世界衛生組織長
期監控抗生素使用情形，在 2000 年
即提出「戰勝抗生素抗藥性」報告，
顯示抗藥性非近期出現的短暫現象，
而是急迫且重要健康照護議題。根據
國衛院所進行的「台灣微生物抗藥性
監測計畫 (1998 年~2015 年)」調查顯
示[1]，近十年來多重抗藥性細菌盛
行率逐步上升，已是臨床治療上一
大挑戰。在長期照護中心對居民進
行 MDROs 移生菌的主動監測研究顯
示[2]，在環境中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是
最常見的 MDROs 移生菌，其次是
Multiple 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和耐碳青黴烯
肺炎克雷伯菌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MDROs 監測策略係對病人進行主動
的培養監測與抗藥性菌株監控，這些
結果可提供醫院所需資訊，協助醫院

感控措施介入，減少交叉傳播達到
「病人安全」。
依 MDROs 在國內外研究，證
實臨床 MDROs 在過去幾十年[3-5]
中有增加，文獻指出在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感染者
的危險因素為使用內視鏡設備或接
觸某些抗生素如 cephalosporins、
ﬂuoroquinolones 及侵入性治療皆有密
切相關[6]。根據先前研究，在具有
革蘭氏陰性 MDROs 感染的病例中，
多變項分析顯示過去十二個月內使
用抗生素及使用導尿管，使得感染
機率增加了三倍以上，說明優化抗
生素管理和減少導尿管使用為預防
MDROs 感染的重要措施[7]。另一篇
研究提及在入院前進行主動篩檢培
養，之後於住院期間每週進行一次培
養，即主動監測等感控措施與指紋圖
譜 (fingerprint) 在特殊病房控制 VRE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 傳
播發揮了重要作用[8]。
在探討多國 MDROs 流病學資料
後，發現我國區域醫院相關研究較少
[9-11]，本研究動機為分析來自某區
域醫院特殊病房病人的多重抗藥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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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其檢出率、分布及發展趨勢，進而
探討多重抗藥菌感染的相關因子，以
做為制訂感染管制措施的重要參考指
標。

材料方法
收案定義、名詞定義及收案時間
收案的時間：收案期間為 2015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特殊病房病
人。病例組與對照組的地點：研究對
象來自一區域教學醫院的特殊病房包
括內、外科加護病房共 20 床，慢性
呼吸照護病房 15 床，新生兒中重度
病房 10 床。病例組的個案：病例組
為具有 MDROs 包括 VRE、MRSA、
CRKP、CREC、CRAB、CRPA 的個
案，總計有 110 名病例組病人。對照
組的個案：對照組為不具有 MDROs
的個案，總計有 110 名對照組病人。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 MDROs 共
110 株，檢體來源包括痰液 62 株佔
56.4%、尿液 17 株 (15.5%)、膿瘍 9
株 (8.2%)、血液 15 株 (13.6%)、及
其他分泌物 7 株 (6.4%)。在分析不
同年份和 MDROs 感染者的陽性率，
使用了 WHONET 軟體，以年度做區
分，收案以同病人當年度第一次出
現 MDROs 為收案，第 2 次就非收案
案例，且若病人多部位檢體結果相
同，則收案一次，如當天入院及檢驗
出 MDROs 病人仍列入收案。感染密
度定義為該年在特殊病房分離出的
MDROs 感染及移生人次/該年特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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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住院人日數×1,000。使用呼吸器
病人係指病人需使用呼吸器且是經由
氣切套管或氣管插管者。本研究將年
齡層分為 0~18 歲，19~60 歲及 61 歲
以上相對應為分類成兒童、成人及年
長者族群。本研究通過 IRB 編號為
KMUHIRB-E(I)-20190148。
儀器和試劑
採用法國生物梅里埃公司 (Bio
Mcrieux) 生產的 VITEK2 Compact 和
半自動細菌鑑定儀 ATB，鑑定及藥敏
卡條均為 Bio Mérieux 生產，卡片為
VITEK®2 Compact GN (bioMérieux,
VITEK 2 AST-N339 REF419341,
Marcy l’Etoile, France) 及 Compact
GP (bioMérieux VITEK 2AST-P627
REF414124, Marcy l’Etoile, France)
用以鑑定 CRKP, CREC (carbapenem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and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確
認試驗均按 2015 年版 CLSI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Wayne, PA, USA) 規定進行判斷及統
計分析，標準菌株為 ATCC25922、
ATCCBAA-1705、ATCCBAA-170，
培養基為康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
危險因子數據收集及定義
病人感染 MDRO 前的用藥分類
如下，將列入相關因子進行統計：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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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蘭氏陽性菌用藥為 Erythromycin、
Moxifloxacin、Amp/Sulbactam。抗
革蘭氏陰性菌用藥為 Cefmetazole、
Amp/Sulbactam。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為cefoperazole/
sulbactam、ceftazidime、cefepime、
piperacillin/tazobactam、meropenem、
imipenem、levofloxacin、
ciprofloxacin、colistin、amikacin；
抗 MRSA 類藥為 vancomycin、
teicoplanin、tigecycline、
daptomycin、linezolid。變項「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在
計算 Odds Ratio 時，是以「抗革蘭
氏陰性菌用藥」作為參考值；變項
「抗 MRSA 類藥」在計算 Odds Ratio
時，則是以「抗革蘭氏陽性菌用藥」
為參考值；變項為「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和抗 MRSA 類藥物」，
則以抗革蘭氏陽性菌用藥及抗革蘭氏
陰性菌用藥為參考值。本院抗生素管
理對於抗 P. aeruginosa 藥及抗 MRSA
藥物或後線藥物均由感染科醫師進
行管制審查，而在 2015 至 2019 年期
間，抗生素藥物管制及審查政策均未
改變。

分析方法
採用 WHONET 5.6 專業軟件進
行藥敏統計，再以歸人方式及使用
Excel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另外採用
SPSS 24.0 (IBM, New York, USA) 軟
體，組間比較採用卡方 (X 2) 檢驗，

利用二元邏吉思 (Logistic) 回歸分析
確定感染 MDROs 病人的相關因子，
Odds Ratio 不包含 1 或 p < 0.05 為具
統計學意義。

結

果

圖一顯示 2016 年 MRSA 和
CRAB 感染密度為所有年度中最高，
2017 年為這 5 類菌種感染密度最低
的年度，2018 及 2019 這兩年感染密
度以 MRSA 和 CRPA 最高。以上數
據呈現出 MRSA 是 MDROs 檢出率
最高的菌株 (有 43 株，占 39.1%)，
除 2019 年外，其餘年度皆呈現下降
趨勢；CREC，CRKP，因個案數僅
7 例，且只出現在 2018，2019 這兩
年，無明顯統計上意義。
MDROs 在特殊病房比率及分布
共計檢出 MDROs 110 株 (表
一)，依檢體別，以 MRSA 43 株佔
最多，其中以痰液檢體 21 株為最多
(占 MRSA 48.8%)，VRE 共 11 位，
其中尿液檢體 5 株 (占 VRE 45.3%)，
CR-KP 及 CR-EC 共 7 株，以痰液
檢體 3 株占最多 (占 CR-KP, CR-EC
42.9%)，CRAB 共 28 株，以痰液檢
體 21 株為最多 (占 CRAB 75.0%)，
CRPA 共 21 株，以痰液檢體 14 株佔
最多 (占 CRPA 66.7%)，故 MRSA、
CRAB 和 CRPA 菌株檢體別以痰液
占最多。依病房別 (表二)，特殊病房
中佔最多菌株者為內科加護病房，
計有 60 株，其中以 MRSA 25 株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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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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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 多重抗藥性菌株 (multiple drug resistant organism, MDROs)

2015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 110 株 MDRO 在臨床檢體分布及比率
VRE

MRSA
CR-KP, CREC
CR-AB
CRPA
n
%
n
%
n
%
n
%
n
%
痰液
3
27.3
21
48.8
3
42.9
21
75
14
66.7
尿液
5
45.3
6
14
1
14.3
2
7.1
3
14.3
膿胞
1
9.2
7
16.3
1
14.3
0
14.3
0
0
血液
2
18.2
6
14
2
28.6
4
0
1
4.7
其他
0
0
3
7
0
0
1
3.6
3
14.3
總計
11
100
43
100
7
100
28
100
21
100
# 三位個案係因做支氣管鏡而痰液檢驗出 VRE
VR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RKP, EC: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PA: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最多，其次 CRAB 15 株，特別是
有 7 株 CR-KP, CR-EC 全都在內科
加護病房出現；而呼吸照護病房 26
株，其中以 CRPA 11 株為最多；外
科加護病房 19 株，以 MRSA 9 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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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新生兒中重度病房的 5 株皆
為 MRSA。針對 110 株 MDROs 依不
同年份，以卡方檢定對趨勢進行統
計分析 (Chi-squared test for trend)，
發現 VRE、MRSA、CR-KP、CR-

114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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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 110 株 MDRO 在 ICU, RCW, CNU 分布及比率
VRE

n
%
ICUA
3
27.3
ICUB
7
63.6
RCW
1
9.1
CNU
0
0
總計
11
100
ICUA：外科加護病房
ICUB：內科加護病房
RCW：呼吸照護病房
CNU：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MRSA
n
%
9
20.9
25
58.1
4
9.3
5
11.7
43
100

CR-KP, CREC
n
%
0
0
7
100
0
0
0
0
7
100

CRPA

n
4
6
11
0
21

%
19
28.6
52.4
4.7
100

人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險為沒使用
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2.9 倍 (95% CI =
1.5~5.8, p = 0.002)；而使用抗 MRSA
類藥的人，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
險為沒使用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7 倍
(95% CI = 1.7~28.7, p = 0.006)；同時
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
和 MRSA 類藥病人其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險為沒使用這兩類管制藥病
人的 20.1 倍 (95% CI = 7.1~56.8, p <
0.001)；另為使用呼吸器為沒有使用
呼吸器的 3.4 倍 (95% CI = 1.4~7.9, p
= 0.005)。其他變項如性別、死亡、
住院大於 7 天、曾使用內視鏡、中心

EC、CRAB、CRPA 的 p 值分別為 <
0.001、0.895、0.287、0.017 和 0.003
(表三)，表示 VRE、CRAB 和 CRPA
有逐年增加上升趨勢及 MRSA、CRKP.EC 無逐年上升。
表四顯示就年齡別而言，19~60
歲 (成人) 的人得到 MDRO 的相關風
險為 0~18 歲 (兒童) 的 10.5 倍 (95%
CI = 3.5~31.4, p < 0.001)；而 > 61 年
齡 (年長者) 以上的人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險為 0~18 歲 (兒童) 的 19.2
倍 (95% CI = 7.1~51.9, p < 0.001)。
在抗生素使用種類方面，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的病
表三

CR-AB
n
%
3
10.7
15
53.6
10
35.7
0
0
28
100

2015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 110 株 MDROs 在不同年份趨勢比較

VRE
MRSA
CR-KP.CREC
CRAB
CRPA

2015
13.8%
33.3%
0.00%
66.0%
0.11%

2016
2.6%
35.3%
0.0%
23.1%
10.0%

2017
3.7%
46.2%
0.0%
37.5%
13.8%

2018
3.8%
33.3%
2.1%
36.4%
16.0%

2019
20.0%
33.3%
1.3%
40.0%
23.8%

P
< .001
0.895
0.287
0.01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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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特殊病房病人 MDROs 感染相關因子的二元羅吉斯回歸分析

變項名稱
性別
女
男
年齡
0~18
19~60
61 以上
抗生素
抗革蘭氏陽性或陰性菌用藥#
抗 P. aeruginosa 類藥
抗 MRSA 類藥
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univariate analysis
OR (95% CI)
P-Value

multiple variates analysis
OR (95%CI)
P-Value

Ref.
0.74 (0.44~1.3)

0.271

Ref.
10.5 (3.5-31.4)
19.2(7.1-51.9)

< 0.001*
< 0.001*

2.8 (0.7~10.5)
2.3 (0.6~9.8)

0.129
0.249

0.002*
0.006*
< 0.001*

Ref
2.6 (1.4~5.0)
6.3 (2.7~14.9)
11.5 (3.9~40.8)

0.003*
< 0.001*
0.023*

Ref.
2.9 (1.5~5.8)
7 (1.7~28.7)
20.1 (7.1~56.8)

和抗 MRSA 類藥
住院小於 7 天
Ref.
住院大於 7 天
1.4 (0.4~4.6)
0.554
存活
Ref.
死亡
7.4 (0.9~61.3)
0.063
沒有使用導管
Ref.
內視鏡
1 (0.6~1.6)
0.891
中心靜脈導管
1 (0.6~1.8)
0.885
導尿管
1.2 (0.7~2.1)
0.417
呼吸器
3.4 (1.4~7.9)
0.005*
Ref. = reference. 95% CI = 95% conﬁdence interval. OR = odds ratio.
*統計上有意義；#見危險因子數據收集及定義說明

靜脈導管和導尿管，統計上沒有顯著
差異 (p > 0.05)。
經 MDROs 感染單變項相關
因子分析後，再進行多變項分析，
即將年齡 (族群)、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MRSA 類藥和呼
吸器的 MDROs 感染風險因子，
以羅吉斯回歸分析得到：使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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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2.4 (0.9~6.2)

0.071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感染
到 MDROs 相關風險 (勝算) 為沒使
用此類藥感染者的 2.6 倍 (95% CI =
1.4~5.0, p = 0.003)；使用抗 MRSA 類
藥物相關風險 (勝算) 6.3 倍 (95% CI =
2.7~14.9, p < 0.001)；同時使用此 2 類
藥物的病人其得到 MDROs 的相關風
險為沒使用這兩類管制藥病人相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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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勝算比 11.5 倍 (95% CI = 3.9~40.8,
p = 0.023)。表示此同時使用這 2 種
藥物為感染及移生 MDROs 之菌株
的相關因子。從整體來看 MDRO
菌株與同時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抗 MRSA 藥物這兩項因
素有關。
在表五，單變項分析 VRE、
MRSA 與抗生素使用種類之相關性
顯示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病人得到 VRE、MRSA 的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此類管制藥病人
的 0.7 倍 (95% CI = 0.27~1.9，p >
表五

0.05)；而使用抗 MRSA 類藥病人，
得到 VRE、MRSA 相關風險為沒使
用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5 倍 (95% CI =
1.8~13.7，p = 0.002)，共同使用此 2
類藥物病人其得到 VRE、MRSA 的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這兩類管制藥病
人相關風險勝算比 4.9 倍 (95% CI
= 1.6~11.7, p = 0.023)。單變項分析
MRSA 在抗生素使用種類方面，使用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的
病人得到 MRSA 的相關風險為沒使
用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1.7 倍 (95% CI
= 0.7~5.2, p > 0.05)；而使用抗 MRSA

重症病房患者 MDR0s 感染因子的二元羅吉斯回歸分析

變項名稱
VRE, MRSA
抗革蘭氏陽性菌用藥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

抗 MRSA 類藥
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和抗 MRSA 類藥
MRSA
抗革蘭氏陽性菌用藥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
抗 MRSA 類藥
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和抗 MRSA 類藥
CREC.CRAB.CRPA
抗革蘭氏陰性菌用藥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
抗 MRSA 類藥
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和抗 MRSA 類藥
CRPA
抗革蘭氏陰性菌用藥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
抗 MRSA 類藥
同時使用抗 P. aeruginosa 和抗 MRSA 類藥

單變相分析
OR (95% CI)
P-Value
Ref
0.7 (0.27~1.9)
5.0 (1.8~13.7)
4.9 (1.6~11.7)

0.504
0.002*
0.023*

Ref
1.7 (0.7~5.2)
2.7 (1.3~7.0)
2.8 (1.5~8.0)

0.183
0.004*
0.019*

Ref
4.7 (1.7~5.9)
2.8 (2.1~5.2)
7.4 (2.2~14.2)

0.002*
0.004*
0.027*

Ref
3.2 (2.3~5.4)
1.9 (1.8~5.0)
3.2 (2.7~5.7)

0.041*
0.015*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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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藥病人，得到 MRSA 相關風險為
沒使用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2.7 倍 (95%
CI = 1.3~7.0, p = 0.004)。共同使用此
2 類藥物的病人其得到 MRSA 的相關
風險為沒使用這兩類管制藥病人相關
風險勝算比 2.8 倍 (95% CI = 1.5~8.0,
p = 0.019)。
單變項分析 CREC、CRAB、
CRPA 與抗生素使用種類之相關性
顯示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病人得到 CREC、CRAB、
CRPA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此類管制藥
病人的 4.7 倍 (95% CI = 1.7~5.9，p =
0.002)，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而使
用抗 MRSA 類藥病人，得到 CREC、
CRAB、CRPA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
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2.8 倍 (95% CI =
2.1~5.2, p = 0.004)。共同使用此 2 類
藥物病人其得到 CREC、CRAB、
CRPA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這兩類管制
藥病人相關風險勝算比 7.4 倍 (95%
CI = 2.2~14.2，p = 0.027)。
單變項分析 CRPA 在抗生素使
用種類方面，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藥物的病人得到 CRPA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此類管制藥病人的
3.2 倍 (95% CI = 2.3~5.4, p = 0.041)；
而使用抗 MRSA 類藥物的病人，得
到 CRPA 的相關風險為沒使用此類管
制藥病人的 1.9 倍 (95% CI = 1.8~5.0,
p = 0.015)。共同使用此 2 類藥物病
人其得到 CRPA 相關風險為沒使用這
兩類管制藥病人相關風險勝算比的
3.2 倍 (95% CI = 2.7~5.7, p =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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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在先前相關的文獻中所討論的會
造成 MDROs 感染的危險因素有 (1)
過去 90 天內有住院 2 天以上病史 (2)
來自安養中心病人 (3) 在過去 90 天
接受抗生素治療[12]。另一篇研究討
論細菌性呼吸器肺炎引發死亡的危險
因素為年齡，多重抗藥性菌株和高
APACHE II 分數[13]。因鮑氏不動桿
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和嚴重
敗血症而接受氣管插管者有顯著增加
得到 MDROs 感染的風險比 (hazard
ratio)，反之，創傷病人具有明顯的
降低風險比。還有另一篇研究中所
討論造成 MDROs 感染的危險因素分
析，如慢性腎衰竭、居住在養護中
心、患有共病等[14]，而本研究發現
和 MDROs 有相關的單變項危險因子
為呼吸器、年齡、抗 P. aeruginosa 類
藥物、抗 MRSA 類藥物，多變項分
析則是抗 P. aeruginosa 類藥物、抗
MRSA 類藥物與先前研究略有不同，
我們的結果顯示抗微生物藥物所造成
的影響較呼吸器及年齡因子為大。
依照圖一顯示 MDRO 數量在
2017 年之後呈現下降，其中又以
2017 年 MDRO 的數量降幅較大，
推測可能與 2015、2016 年本院推動
ASP (antibiotic stewardship program)
抗生素管理計畫，導致 2017 年後
MDRO 數量有下降趨勢。而由台
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15]，資
料顯示 2009 至 2018 年第 4 季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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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區域醫院加護病房之 VRE、
CRKP、CREC 比率呈現增加，
MRSA 比率呈現減少；醫學中心加
護病房之 CRAB、CRPA 比率呈現增
加。上述資料和本研究比較，相同
之處如 VRE (p < 0.001)、CRAB (p
= 0.017)、和 CRPA (p = 0.003) 有逐
年增加上升趨勢及 MRSA 無逐年上
升，不同處則是 CREC 和 CRKP 在
本研究中無上升趨勢，如此結果可
能是因為地區特性或本研究 CREC
及 CEKP 個案數僅 7 例，且只出現在
2018，2019 這兩年，統計上不易顯
現差異。
在上述研究分析中，MRSA 是
MDROs 中數目最多的菌株，痰液占
最多 (48.8%)，先前研究文獻中也指
出內科加護病房和慢性呼吸照護病房
的病人 MRSA 感染的檢體類別大部
分都是痰液，也常造成肺炎[16]。其
次在本研究中發現，軟組織和膿包
佔 MRSA 比例偏高 (16.3%)，而追蹤
MRSA 的軟組織感染個案來自於門、
急診比例佔全部的 52.9%，來自於住
院比例佔全部的 47.1%，主要科別是
外科系病人 (一般外科病房、整形外
科、骨科)。這些外科系 MRSA 傷口
感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術後傷
口感染，在和相關科室討論後，針對
手術部位感染率進行檢討，導入組合
式照護，除原有疾管署規範之 13 項
手術部位感染組合式照護措施，再
加入本院經標竿學習與文獻查證後
自訂之 7 項照護措施，手術部位感染

率由改善前 0.61% 改善後降為 0.23%
[17]。
現今臨床研究上 MDROs 危險因
素常是有無使用抗生素，較少單獨討
論這 2 類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抗 MRSA) 抗生素[18,19]，我們的
研究顯示，MDROs 中的 MRSA 及
VRE 與抗 MRSA 類藥物的使用在
統計上有意義；而病人有 CREC、
CRAB、CRPA，也與病人先前使用
了抗 MRSA 類藥物及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藥物因此篩選出 CREC、
CRAB、CRPA 有關。先前論文指出
呼吸器相關性肺炎是特殊病房中最常
見的感染[20]，也是特殊加護病房抗
生素處方首要原因，本研究觀察到
CRPA 在痰液檢體佔最多 (66.7%)，
病房以慢性呼吸照護病房有 11 株 (佔
CRPA 52.4%) (表一、二)，這些長時
間使用呼吸器個案，若發生感染就會
提高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藥物的機會，其後產生 CRPA 感染的
風險也會增加。
從整體來看病人發生 MDRO
菌株感染與移生，與同時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抗 MRSA
藥物這兩項因素有關；再分析不同類
菌株，表五第 1 大項 (VRE、MRSA)
及第 2 大項 (MRSA) 菌株的發生分
別與抗 MRSA 藥物有關，表五第 3
大項 (CREC、CRAB、CRPA) 及第
4 大項 (CRPA) 菌株的發生分別與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抗 MRSA
藥物有關；即革蘭氏陽性菌抗藥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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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的產生與抗革蘭氏陽性菌藥物使用
有關；但革蘭氏陰性菌抗藥性菌株的
產生則與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抗 MRSA 藥物都有關。意指不論
是整體而言或依照菌株分類上來看，
都呈現出 MDROs 與抗生素使用有
關。
因本研究為單一區域醫院，
MDROs 菌株數量和年份之條件有
限，可能無法完全推論至其他醫院，
但依本研究之發現仍可建議不同等級
醫院，針對 MDROs 菌株和臨床資料
如使用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及
抗 MRSA 藥物進行分析，而本研究
方法及結果將可提供作為他院研究參
考。另一值得思考的議題，多研究指
出 MRSA 已在社區中普遍存在[21]，
而此研究中也發現 MRSA 為每年度
MDROs 中佔最多，但因研究限制無
法執行基因分型，若日後有相關研究
建議進行基因分型，以釐清其可能傳
染源。

結

語

本研究顯示南台灣某教學醫院
多重抗藥性菌株的危險因子和使用
抗 Pseudomonas aeruginosa 類和抗
MRSA 類藥物有顯著相關，而且若病
人併用兩種藥物，之後為 MDROs 感
染的機會變更高。上述分析，除了
提醒醫師應慎選抗生素以免增加病
人 MDROs 感染機會，也可做為不同
等級醫院研究 MDROs 危險因子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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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 MDROs 中 MRSA 佔比最多，
若日後有相關研究建議進行基因分
型，以釐清其可能傳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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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drug-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threaten human health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clinical treat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factors of MDRO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ern Taiwan.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une 2015
to August 2019, and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DRO infection were enrolled.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o were not simultaneously
infected with MDROs in the same ward. There were 11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MDROs includ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carbapenem-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R-EC),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and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 A total of 110 strains of MDROs were tested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ncluding 43 strains of MRSA, 11 strains of VRE, 28 strains of CRAB,
21 strains of CRPA, and seven strains of CR-KP and CR-EC. Among them, VRE,
CRAB, and CRPA showed an upward trend every year, whereas MRSA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age, anti-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anti-MRSA drugs, and respirators to correlate with M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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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anti-Pseudomonas
aeruginosa drugs for MDROs was 2.6 the odds ratio of those infected without such
drugs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4~5, p = 0.003); the odds of using antiMRSA drug-related risk odds ratio was 6.3 (95% CI = 2.7~14.9, p < 0.0001), and
the relative risk of MDROs for patients who used these two types of drugs together
was 11.5 (95% CI = 3.9~40.8, p = 0.023) compared to patients who did not use
these two types of controlled drugs. Becaus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single
regional hospital, the number of MDRO strai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year were
limited. Whether or not this result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hospitals remains unclear.
However,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correlation factors of MDRO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use of anti-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antiMRSA drugs. MRSA was ubiquitous in the community, and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it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MDROs. In future related studies,
genotyping should be performed to clarify the possible source of infection.
Key words:

risk factors, multiple drug-resistant 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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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是全世界最嚴重的蟲媒傳染病毒性疾病，每年約有 5 億人次的登革
病毒感染，50 萬人因重症而住院，2 萬 5 千人因而死亡。台灣雖非登革熱本土
流行的地區，但每年由境外移入、進一步導致散播感染的案例，也多在一千人次
左右；2015 年的大流行，更造成四萬人以上的感染、228 人死亡。登革熱的防
治，可說是全世界極為重要的課題。
疫苗的發展，向來是控制病毒性傳染病很重要的一環。過去登革熱疫苗的
研發，一直不是很成功；直到近年來，TV005 活性減毒四價疫苗的問世，帶來
了令人振奮的成果。過去的研究顯示，接種一劑 TV005 疫苗的成年人 (18 到 50
歲)，約有 90% 的人可以同時對四種血清型的登革病毒產生抗體，疫苗的耐受性
也很不錯。但過去 TV005 疫苗，鮮少針對年齡 50 到 70 歲的族群進行試驗，在
此一年齡族群的免疫生成力與安全性資料都不足。而在台灣，大約超過 40% 感
染登革熱的人是屬於 50 到 70 歲族群的人；因此，深入瞭解 TV005 疫苗在 50
歲到 70 歲的人群上之效果與安全性，對於台灣地區是否可以引進 TV005 疫苗，
以為登革熱防治之用，是刻不容緩的。
因此 TV005 疫苗在台灣進行了第二期、雙盲性、多中心、安慰劑對照之臨
床試驗，初步發現 250 名接受試驗用藥注射的受試者，大部分之局部設定記錄不
良事件 (local solicited AE) 及全身性設定記錄不良事件 (General solicited AE) 均
為輕微 (mild)，最常見的全身性設定不良事件為皮疹，其次為倦怠，第三為肌肉
痠痛。因此若後續免疫生成力有良好的成果，將有機會為台灣高齡民眾提供安全
及有效的疫苗。（感控雜誌 2021:31:123-128）
關鍵詞： 登革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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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介紹
登革熱 (Dengue fever) 是目前全
世界最重要的蚊媒傳播病毒性疾病
(mosquito-borne viral disease)。在全世
界有超過 100 個國家，登革熱已成為
地區性傳染病 (endemic countries)；
超過 40% 的人口，暴露在感染登革
病毒的風險下；而每年約有 5 億人次
的登革病毒感染，50 萬人因重症而
住院，2 萬 5 千人因而死亡[1]。登革
熱主要靠斑蚊來傳播，主要分佈在東
南亞與中南美洲。
登革熱由登革病毒 (Dengue
virus) 所導致；登革病毒有四種血清
型 (serotype)，而每一種血清型，都
可以引起臨床症狀[2,3]。感染登革
病毒之後，約有 70% 的人不會出現
(或僅出現可被忽略的) 臨床症狀；
餘下約 30% 的人，其臨床表現多為
自限性的 (self-limited) 登革熱，但
有少部分的人會進展嚴重的肌肉酸
痛、頭痛、皮疹或是登革休克症候群
(dengue shock syndrome)，甚而導致
死亡[4]。人類感染某一種血清型的
登革病毒之後，可以對該 (同) 種血
清型 (homotypic) 的登革病毒產生長
期的保護性免疫力；然而，僅對單一
血清型登革病毒的免疫力，卻是在感
染其他異型血清型 (heterotypic) 登革
病毒時，產生重症的危險因子[5]。
更有甚者，研究也顯示，由施打疫苗
所引發出的抗登革病毒免疫力，如果
在四種血清型之間的免疫力有不均衡

時 (unbalanced immunity)，也有導致
在感染無免疫力的特定血清型登革病
毒時，演變成重症的危險。

台灣的登革熱疫情
台灣雖非登革熱的 endemic
country，但由於鄰近許多往來密
切的國家均為登革熱的 endemic
countries，因而每年均因境外移入、
繼而散播，而導致不少感染個案的
產生。2010 年到 2015 年，分別有
1,888、1,700、1,477、857、15,705、
43,832 人感染；而 2016 年至 2017
年 2 月初，則有 706 人感染[6]。其
中 2015 年的大流行為近 10 年來最嚴
重，甚至導致了 228 個死亡案例。登
革熱在台灣的流行病學有其特殊之
處：其一，超過 40% 的感染者，年
齡在 50 歲以上；其二，主要的感染
血清型為第一、二型；其三，死亡
患者以 60 歲以上居多；其四，根據
2007 年血清盛行率之調查，台南市
之成年人整體血清盛行率為 20%，其
中 18~24 歲為 6%，25~34 歲為 4%，
35~44 歲為 9%，45~54 歲為 4%，
55~74 歲為 36%，顯示我國老年族
群之登革抗體血清陽性率比新加坡
來的低 (45~54 歲為 71%，55~74 歲
為 90%)，得到登革感染的機率仍高
[7]；其五，截至目前為止，感染個
案主要集中在台南以南，包含台南、
高雄、屏東等區域，此與病媒蚊的分
布有極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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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登革疫苗
由於登革熱的疾病負荷 (disease
burden) 極為嚴重，要有效的控制其
疫情，疫苗的使用至關重要。有關登
革疫苗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70
多年前，Albert Sabin 的研究[8]。一
直以來，登革疫苗的研發，以活性
減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為
主；其主要原因為製備較為容易、在
其它許多病毒性傳染病的防治上已有
成功的經驗、可以同時誘發中和抗體
與細胞性免疫、以及通常只需要一劑
即可誘發長期的免疫力[5,9]。然而，
由於上述人類對登革病毒免疫反應
的特殊性，一個成功的登革疫苗，必
須同時提供對四種血清型登革病毒有
效而均衡的免疫力；這使得登革疫苗
的發展，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礙。直到
2006 年才有第一個較為成功的疫苗
臨床試驗，即現今 Sanfoi Pasteur 所
研發的 CYD-TDV 疫苗，以及後續由
Takeda 所研發的 DENVax 疫苗，才
開始露出了曙光[10,11]。然而，這兩
個疫苗，仍然存在著缺點：在 WHO
2018 年針對 dengue vaccine 提出的立
場文件 (positive paper) 即指出[12]，
CYD-TDV 雖然對曾得過登革熱的群
眾有良好的免疫反應，但對沒有感染
過的族群而言，在接受 CYD-TDV 注
射後若發生登革病毒初次感染，可
能會增加疾病的嚴重度。因此若以
CYD-TDV 疫苗注射作為國家登革熱
防治方法之一，則建議要進行施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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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清學檢查，進一步只施打於有登
革血清反應的族群。若是施打前的血
清學檢查不可行，則建議此疫苗只適
用於九歲以上人口血清盛行率高於
80% 的國家。因此有效的血清學檢驗
也是重要的配套措施，現有的登革血
清檢驗如：dengue Ig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雖可
有效檢測出過去的感染，但是可能
無法作為疫苗施打現場 (point of care)
的檢驗工具，目前現有的快速篩
檢 (rapid diagnostic tests)，在敏感性
(sensitivity) 方面尚無法提供跟 ELISA
一致的效果。因此就快速的血清學檢
查方面仍需等待進一步的發展。
另一方面，需要多劑疫苗注射，
才能誘發對所有的四型登革病毒足夠
的保護性免疫力 (特別是第一、二型
的免疫力產生，明顯較差)；在第二
劑甚或第三劑疫苗注射後，仍然有疫
苗病毒株病毒血症 (vaccine viremia)
的發生。目前 CYD-TDV 在 WHO 的
建議為三劑疫苗的期程，每劑間隔六
個月 (month 0, 6, and 12)；最後，對
部分血清型病毒無法產生細胞性免
疫。

研究中的新疫苗
由美國國家過敏及感染症研
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Bethesda,
Maryland) 所研發的疫苗，如 TV003
及 TV005，可能可以帶來突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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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以 TV005 疫苗為例。此疫苗
每劑包含了 rDEN1∆30 [103 plaqueforming unit (PFU)]、rDEN2/4∆30
(104 PFU)、rDEN3∆30/31 (103
PFU)、rDEN4∆30 (103 PFU) 等四種
可以表現 non-structural proteins 的重
組病毒株，可以誘發針對所有四型血
清型中和性抗體的均衡保護性免疫
力，也可以誘發細胞性免疫[5]。其
中各單型別重組病毒株均已在動物及
人體實驗上，證實其免疫生成效力及
安全性。在過去組合成四價疫苗時，
主要的問題在對第二型登革病毒免疫
反應較低。因此 TV005 疫苗的特色
在增加 rDEN2/4∆30 的劑量。在目前
已發表的 TV005 疫苗相關文獻中，
接受 1 劑 TV005 疫苗注射的 18 到 50
歲成年人，約 90% 的人可以同時針
對四種血型登革病毒產生保護性免疫
力；在接受第一劑疫苗注射後 6 個月
或 12 個月，再接受第二劑疫苗注射
的受試者，其保護性免疫力陽轉的比
率並沒有比僅接受一劑時來的高，而
且沒有任何受試者在接受第二劑疫苗
後發生疫苗病毒株病毒血症[9,13]。
Angelo MA 等人的研究報告更指
出，接受 TV005 疫苗注射的人，可
以產生十分類似於天然感染 (natural
infection) 的細胞性免疫[14]。而此疫
苗的安全性也相當高：約 60% 左右
的人或出現輕微而暫時的皮疹，50%
左右出現輕微頭痛，28% 出現輕微疲
倦，17% 出現噁心，10% 出現輕微
肌肉疼痛，7% 出現後眼窩痛，僅有

3%~7% 的人發生輕微而暫時的中性
球低下 (neutropenia) 與肝功能異常；
沒有人發生明顯的登革熱症狀，更沒
有人發生登革出血熱或登革休克症候
群。TV005 疫苗，目前也在巴西、
泰國、越南等登革熱盛行國家進行評
估。

TV005 在台灣高齡族群的
臨床試驗初步成果
TV005 疫苗已發表的文獻中，
其免疫生成力與安全性，主要都在
18 到 50 歲的成年人評估[15]；對於
50 歲以上的成年人，TV005 疫苗的
效果與安全性仍未有完整的研究。
有鑑於台灣登革熱疫情的特殊性，在
大規模採用 TV005 疫苗為臨床使用
前，有必要針對 50 到 70 歲族群的成
年人，進行此疫苗的效果與安全性評
估。
因此 TV005 疫苗在台灣高齡
族群進行第二期、多中心、雙盲
性、安慰劑對照、以試驗組與對照
組 5:2 比率之塊狀隨機分配 (blocked
randomization) 進行分組之臨床試
驗。由於世界衛生組織 (WHO) 與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均建議登
革熱疫苗研究應追蹤至 1,080 天；因
此，此研究結果尚在進行之中，初步
發現 250 名接受試驗用藥注射的受試
者，大部分之局部設定記錄不良事件
(local solicited AE) 及全身性設定記錄
不良事件 (General solicited AE) 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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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 (mild)，最常見的全身性設定不
良事件為皮疹，其次為倦怠，第三為
肌肉痠痛。因此若後續免疫生成力有
良好的成果，將有機會為台灣高齡民
眾提供安全及有效的疫苗。

未來目標
TV005 在台灣高齡族群的臨床
試驗，目前顯示受試者接受疫苗後的
180 天施打安全性佳，而全期計畫將
持續追蹤受試者至接受疫苗後 1,080
天。期待未來可以進一步了解免疫生
成性及持久性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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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Dengue Vaccine
Sung-Ching Pan, Szu-Min Hsieh, Jann-Tay Wang, Wang-Huei Sheng, Shan-Chwen Cha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Dengue is the most prevalent mosquito-borne viral disease worldwide, causing
500,000 severe infections and leading to 25,000 deaths every year. Although
Taiwan is not endemic to dengue, approximately 1,000 infections emerge every
year because of epidemics induced by imported patients. In 2015, there was a
major outbreak, with over 40,000 infections and 228 deaths. Prevention of dengue
is a global health concer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and safe vaccine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control viral diseases. After overcoming many hurdles, the dengue
vaccine TV005, a live attenuated tetravalent vaccine, was developed. Approximately
90% of adults aged 18-50 years could develop protective immunity against all four
serotypes of the dengue virus after a single dose of the TV005 vaccine. However,
the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TV005 among people aged 50-70 years are yet
unclear. In Taiwan, people aged 50-70 years account for over 40% of those affected
by dengue every year.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the TV005 vaccine among people aged 50-70 years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V005 can be introduced in Taiwan as a major intervention to control
dengue. Currently, TV005 is undergoing a phase-II, double-blind, multicenter,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in Taiwan. In the initial report of 250 participants, most
local and general solicited adverse events were mild.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s were skin rash, malaise, and muscle ache. In the future, if the trial can reveal
good immunogenicity among participants, can provid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use of
TV005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aiwan to prevent dengue.
Key words:

dengue virus,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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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手套根據用途可分為「手術用手套」、「病人檢查用手套」，二者隨
著用途不同，製作和包裝的細緻度也有差異。本文簡述手套的演變與由來，整理
各材質特色和優劣，供單位選用和採購之參考；譬如乳膠手套彈性佳，但是，部
分人長期穿戴會對其蛋白質成分發生過敏，且因不耐油的特性，勿使用油性護手
產品。丁腈手套比較沒有蛋白質引起過敏的問題，但價位稍高。PVC (Polyvinyl
Chloride) 手套價格低，但含較高的增塑劑且不耐熱。PVC 與乳膠不具有防靜
電、抗酸鹼性能。文獻顯示含粉手套會有引起過敏的問題和影響傷口癒合，食品
藥物管理署原訂 2021 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輸入、製造，禁用含粉手套，未來無粉
手套若被驗出粉量超標，將視為不良醫材，並明訂有罰則，不過，因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國際醫材供應鏈，此政策暫緩，待疫情過後另訂實施期程。另外，也重申
世界衛生組織強調使用手套時應遵循的規範，穿脫手套前後應執行手部衛生，手
套不能取代洗手或刷手；照護不同病人或同一病人從污染的身體部位轉換到乾淨
的部位或不同環境時，應手部衛生後更換手套。（感控雜誌 2021:31:129-136）
關鍵詞： 手套、醫用手套、無粉手套、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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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醫用手套是醫療人員防止微生
物傳播，和避免受到化學物質或尖銳
器傷害的重要防護用具，隨著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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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已研發有不同聚合物材質的手
套，如果能依材質特色和優缺點配發
給適用的單位，讓物資發揮最大的功
效。本篇就手套的用途、特色、材
質、使用規範和相關法規進行整理。
通訊作者：陳宜君
通訊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
連絡電話：(02) 2312-3456 轉 6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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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的分類與差異
用於工業製造、清潔、試驗化
學、食品加工等屬於非醫用手套；而
醫用手套則包括用於各類手術、置放
中央導管、配製全胃腸外營養液等的
「手術用手套」(surgical gloves)，以
及直接或間接接觸患者的血液、體
液、分泌物、排泄物及被體液明顯污
染的物品時的「病人檢查用手套」
(examination gloves) [1]。檢查用手套
通常不區分左右手，也只有初略分
大中小等尺碼；通常不會獨立包裝，
譬如是盒裝，方便抽取。手術用手套
則因為進行長時間高精細度的手部動
作，相較於其他用途的手套有靈敏度
的要求。手術用手套為了保持無菌，
是雙層包裝；且依左右手型設計，以
求能有較高的貼合度，而且分類非常
精細，一般以手掌虎口位置的橫切
面長度按英寸為尺碼，以 0.5 英寸遞
增。針對一群美國外科醫生的研究
發現，最多男性醫生佩戴的尺碼為
7.0，其次為 6.5；最多女性醫生佩戴
的尺碼為 6.0，其次為 5.5 [2]。

醫用手套的演進與浪漫愛情故事
醫用手套的使用文獻可追溯到
1758 年 Johann Julius Walbaum 使用
綿羊的盲腸覆蓋於手指上進行手術操
作[3]，當時是為了讓產科醫師的手
放進產婦陰道接生時，能有滑順的外
層，不致傷到陰道組織，並未成為外

科手術操作的趨勢。後來出現了使用
棉、絲、皮革和橡膠製成的手套，直
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四大創院教
授」之一，也是美國有「近代外科學
之父」之稱的威廉•斯圖爾特•哈
斯泰德 (William Stewart Halsted)，凡
事追求完美的嚴謹態度要求刷手最後
一個步驟，要將清潔後的雙手浸泡在
有腐蝕性的氯化汞 (mercuric chloride)
溶液裡。因為反覆浸泡消毒水，使
他指定的刷手護理師卡羅琳•漢普
頓 (Caroline Hampton) 雙手出現嚴重
的皮膚炎，哈斯泰德憐香惜玉熱心想
要為她找到好方法。恰好不久前查
爾斯•固特異 (Charles Goodyear) 在
1844 年以硫化技術 (vulcanization) 開
發出較輕、延展性和穩定性較佳的橡
膠材質，接受了哈斯泰德的委託，做
出幾副類似晚宴配戴的長手套，除了
醫護爭相使用，許多外科醫師發現病
人的感染率明顯下降[4]。而哈斯泰
德更因為手套，擄獲了刷手護士卡羅
琳的芳心而結為連理。到了 1893 年
Dr. Joseph Bloodgood 意識到手術與病
源菌傳播之間防護的必要，開始常規
使用於手術過程穿戴乳膠手套，開啟
了醫用手套使用之新紀元，隨後二十
世紀初期，醫療人員已習慣於照護和
手術期間穿戴手套。
經過這麼多年，醫用手套從傳
統的天然乳膠 (rubber) 手套，已發展
出不同聚合物材質，譬如丁腈橡膠
(nitrile butadiene rubber, NBR)、聚氯
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聚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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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 (polyethylene, PE) 等，各有其特色
和優劣，經網路查詢整理簡易比較
表，如表一[5-8]，市售產品仍可能因
製成方法或成分濃度不同，而不見
得符合本比較表，選購時仍須實際體
驗產品特質與考量使用單位之需求，
譬如手術室著重抓握力，有表面紋理
特殊處理之需求。乳膠手套優點是可
降解 (degradation)，彈性佳，但是其
表一

蛋白質成分，部分人長期穿戴會致使
皮膚過敏；乳膠手套不耐油，因此不
要使用油性護手產品，以免造成手套
的衰退或損壞。丁腈手套可降解，不
含蛋白質，穿戴不會過敏，特性是耐
穿刺、耐油和防靜電，但價位稍高。
PVC 手套不可降解，優點是價格
低，但含較高增塑劑且不耐熱。PVC
與乳膠不具有防靜電、抗酸鹼性能。

常見材質手套特色一覽表
手套特性

丁腈手套

PVC 手套

PE 手套

乳膠手套

降解
可
(polymer degradation)

不可

可

彈性、貼合度

其次

-

佳

耐磨、耐穿刺性

較佳

差

防靜電

有

無

無

粘接力

較佳

-

佳

電絕緣

差

差

佳

差

耐油性

較佳

-

-

差

耐熱

較佳

差

熱融點與分
子量呈正比
90~135℃

耐低溫

差

佳

耐酸鹼腐蝕

極佳，氰基含量越 差
高抗腐蝕越強，與
彈性成反比

佳

缺點

價格較高

注意事項

彈性稍低，脫除要 不得用於高溫作 手感似蠟
自腕部向下慢慢退 業場所
下，不能從手指頭
的地方拉扯

PVC：Polyvinyl Chloride
PE：Polyeth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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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含塑化劑受熱易
揮發有害氣體

佳

差

部分人會有過敏反
應
1. 應選擇無粉與低
蛋白質的材質
2. 不要使用油性護
手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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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手套的使用時機
醫用手套在執行醫療照護工作
時，提供保護、屏障功能，避免接觸
到病人體液而受到污染[9-10]。研究
發現即使脫除手套後，仍有 4.5% 至
13% 醫療照護工作者的手受多重抗藥
性細菌污染[11]，2009 年世界衛生組
織推動手部衛生時強調手套使用遵循
的的規範[1]：
1. 可能接觸到血液或其它感染
性物質、黏膜及受損皮膚時，應戴手
套。
2. 使用手套不能取代洗手或刷
手，使用手套前後應執行手部衛生。
3. 照護病人後應脫掉手套、手部
衛生，不可戴同一副手套接觸另一位
病人。
4. 照護不同病人或同一病人從污
染的身體部位移動到乾淨的部位或不
同環境時，應移除手套，並手部衛生
後更換新的手套。
其中，戴手套前應手部衛生的理
由之一，是手套可能發生滲漏[9]，
同時手部衛生後以乾淨狀態的手取
用，避免病原菌藉由受污染的手，污
染盒內的其他手套和外盒，使抽取式
盒裝成為病原菌之儲存窩[11]。

採購符合規範的醫用手套
二十世紀醫用手套在大部分國
家或地區都是按照醫療器械進行註冊
或管控，依不同材質有其對應的標準

規範，在台灣，醫用手套屬於食品藥
物管理署列管的醫療器材之一，將醫
療器材由低到高分為第一到第三等級
來管理，常見的醫療器材分級及品項
如下，包含第一等級 (低風險) 醫療
器材，如：棉花棒、紗布、機械式輪
椅、一般醫用口罩 (外科手術口罩除
外)、機械式助行器等；第二等級 (中
風險) 醫療器材，例如：日戴型或日
拋型隱形眼鏡、血糖機、血壓計、體
溫計、耳溫槍、衛生棉條、保險套、
低週波治療儀等；第三等級 (高風
險) 醫療器材，例如：矽膠乳房植入
物、冠狀動脈血管支架、心律調節器
等。醫用手套屬於第 1、2 級，本國
標準規範如表二[12]。為確保醫療器
材產品之品質與安全性，依據藥事法
第四十條規定，生產醫療器材之製造
廠，須符合醫療器材優良製造規範，
且該醫療器材產品亦須向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也須取得當地
衛生局核發之藥商許可執照，經核准
後方可製造、輸入及販售[13]。
近年來電子商務、拍賣網站群
組興起，網路通路販售醫療器材有一
定的門檻，品項僅限第一等級醫療器
材及衛生套、衛生棉條、免縫膠帶等
第二等級醫療器材。應先取得藥商
資格，向衛生局登記郵購買賣通路類
型、郵購買賣通路連結及諮詢專線，
並具有實體通路營業場所，才可在網
路販售已開放且經核准的醫療器材。
因此，民眾如透過網路通路販賣家中
無需使用之醫療器材，涉違反藥事法

感染控制雜誌

林慧姬、林佩蓉、黃鈺庭等
表二

133

台灣手套分類分級項目[12]

分類分級代碼：I.4460
中文名稱

手術用手套

英文名稱

Surgeon’s glove

等級

1, 2

鑑別

手術用手套是由天然或合成橡膠製成，供開刀房人員配戴以免傷口受污染，且
不包括手套用的潤滑劑或粉末者，屬第 1 等級；若含有可經生物分解而吸收，
並合乎美國藥典 (U.S.P.) 規定之粉末者，如玉米澱粉，則屬第 2 等級。本鑑別
產品應應符合 ISO 10282、ASTM D 3577、EN 455 或其他具等同性之國際標準
中對於「水密性」及「張力強度」之性能規格要求；如宣稱無粉，應依 EN ISO
21171 或 ASTM D 6124 或其他具等同性之國際標準，進行殘餘粉末測試，每隻
手套殘餘粉末不超過 2.0 mg。

分類分級代碼：I.4470
中文名稱

手術用手套乳劑

英文名稱

Surgeon’s gloving cream

等級

1

鑑別

手術用手套乳劑是一種意在穿戴手術用手套前用以潤滑使用者手部的軟膏。

分類分級代碼：I.4480
中文名稱

潤滑手術手套之可吸收性粉末

英文名稱

Absorbable powder for lubricatinga surgeon’s glove

等級

3

鑑別

潤滑手術手套之可吸收性粉末是由玉米澱粉製成並合乎美國藥典 (U.S.P.) 可吸收
粉末之規定的粉末，是配戴手術手套前用以潤滑使用者手部的粉末，可經生物
分解而吸收。

分類分級代碼：J.6250
中文名稱

病患檢查用手套

英文名稱

Patient examination glove

等級

1

鑑別

病患檢查用手套是基於醫療需要，載在檢驗者的手或手指上，用來防止病患與
檢驗者之間污染所用之可丟棄型器材。本鑑別產品應依材質特性個別符合 ISO
11193-1、ASTM D 3578、ASTM D 5250、ASTM D 6319、EN 455 或其他具等
同性之國際標準中對於「水密性」及「張力強度」之性能規格要求；如宣稱無
粉，應依 EN ISO 21171 或 ASTM D 6124 或其他具等同性之國際標準，進行殘
餘粉末測試，每隻手套殘餘粉末不超過 2.0 mg。

出處【醫療器材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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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規定，依法得處3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就產品標示而言，包裝盒應清
晰印有所含證書名稱、備案號、產品
技術要求編號、原產國、生產日期及
效期等訊息。在採購前可以在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www.fda.
gov.tw) 查詢到相關法規、核准上市
的醫療器材，以及不良事件的通報
(http://qms.fda.gov.tw/tcbw/)。

禁用含粉手套成為全球趨勢
為了方便手套的穿脫和吸除汗
液，製造商開始於手套內加入粉末，
初始是使用孢子 (lycopodium spores)
或花粉 (ground pine pollen) 等，然而
在 1920~1930 年代，發現孢子會造成
傷口形成肉芽腫與傷口沾黏，後來改
用石松粉 (lycopodium powder) 及滑
石粉等逐漸改良，以玉米澱粉使用至
今。不過若在手術中，玉米澱粉仍進
入病人的體內，刺激傷口組織造成肉
芽腫或沾黏、感染，導致誤診、需要
再次手術以去除肉芽腫或處理沾黏等
風險。粉末也會吸附手套上的乳膠蛋
白，導致醫護人員發生過敏。
除了手套的粉末造成過敏之外，
乳膠本身和其添加物也可能是過敏
原；臨床已知至少有 20 種天然乳膠
特異性過敏原 (latex-speciﬁc allergens)
會誘導第一型過敏反應發生[14]，而
乳膠手套製程中的化學添加物，則
會誘導第四型遲發性過敏反應發生

[15]，粉末與乳膠蛋白結合後，產
生免疫佐劑 (immunoadjuvant) 效應
[16]，放大乳膠過敏的反應；沾附乳
膠蛋白的粉末懸浮於空氣中，吸入後
亦會造成乳膠過敏[17-18]。也可能出
現哮喘、紅班，嚴重時可起水泡、壞
死或呈現潰瘍。國際間曾發生多起過
敏等不良反應事件，因此製造商研發
不加粉的醫用手套，目前大部分手套
會用乳膠氯化的加工方式來彌補未加
粉的潤滑性問題。氯化除了令手套表
面更順滑和容易穿脫外，還能一併除
去導致過敏反應的可溶出蛋白質。不
過，氯化會對乳膠的其他性能構成影
響[15]，已有廠商進階研發出聚氨酯
(polyurethane, PU) 高分子塗層無粉處
理技術。
近幾年，由於無粉手套已經很容
易取得，提出取締有粉手套的聲音在
醫學界不絕於耳。德國早在 1998 年
就全面禁用醫用含粉手套，2016、
2017 年，英國和美國、沙烏地阿拉
伯、香港、也陸續全面跟進[8]，日
本、菲律賓歷經 2 年緩衝期，今年
起也全面下達禁令。台灣食藥署近
年諮詢專家認為風險大於利益，原
訂 2021 年元旦起全面禁止輸入、製
造，禁用含粉手套，未來無粉手套若
被驗出粉量超標，將視為不良醫材，
開罰新台幣 6 萬至 5,000 萬元；未經
核准進口、製造或假借無粉手套之名
輸入含粉手套，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1,000 萬元罰金。不過因
為手套主要原料大多從泰國、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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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進口，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國
際醫材供應鏈，全台醫用手套不僅大
缺貨，價格更水漲船高，不少公立醫
院也向食藥署反應買不到手套。因
此，禁用含粉手套政策將暫緩，待疫
情過後另訂實施期程。
在手套的材質特色和法規有較清
楚的認識，有助於適切選用和符合經
濟效益的採購，本文僅摘要整理，建
議讀者善用文中提到的網站和文獻訊
息，能有較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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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Medical Gloves
Hui-Chi Lin1, Pei-Jung Lin1, Yu-Ting Huang2, Sung-Ching Pan1,3,
Jing-yuan Liang2, Yee-Chun Che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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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gloves are classified as “surgical gloves” and “patient examination
gloves”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Gloves vary in production and packaging
based on the use. This article brieﬂy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and origin of gloves,
tabul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aterial, for
reference by the unit for selection and purchase. For example, latex gloves exhibit
good elasticity. However, they cause allergic reactions in some people owing
to the protein components when worn for a long time and are not oil-resistant,
hindering the use of oily hand products. Nitrile gloves are relatively free of protein
allergens but slightly expensive. Polyvinyl chloride and latex gloves do not exhibit
antistatic properties or acid or alkali resistance.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powder-containing gloves cause allergies and affect wound healing. The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d stipulated that the import and manufacture of
powder-containing gloves would be prohibited from January 1, 2021 and those of
powder-free gloves would be penalized if the amount of powder detected exceeds
the standard medical materials. However, due to the global coronavirus disease
pandemic hampering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supply chain, this policy was
suspended.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reiterat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emphasis on the rules underlying glove use, such as hand hygiene measures before
and after putting on and taking off gloves. Wearing gloves cannot replace washing
or scrubbing the hands. When caring for different patients or switching from a
contaminated to a clean body part in the same patient or between environments,
gloves should be replaced, and the hands should be washed.
Key words:

gloves, medical gloves, powder-free gloves, hand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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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變遷、全球逐步走向資訊化的環境，手機已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且貼身密切接觸的物件。台灣的醫療系統順應時代潮流跟著資訊化，在邁向
智慧醫療的過程中，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因可即時獲取及記錄病人資訊，
是醫療人員極佳的輔助工具。但醫療環境中充滿許多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如未
落實手部衛生，碰觸過病人或其周遭環境的雙手後續再使用行動裝置，也未定期
清潔該電子設備，都極有可能使其存有傳播致病菌、對自身健康產生危害或進而
引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潛在風險。最重要的是，須落實手部衛生五時機，以減
少手機污染的風險，並搭配定期替手機執行適當清潔消毒的措施。（感控雜誌
2021:31:137-143）
關鍵詞： 手機、行動裝置、微生物

前

言

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充滿了微生
物，而致病菌並非只會出現在病人所
處的醫療環境中 (如醫院、診所等)，
在公共場所 (如學校、賣場、大眾運
輸系統上等) 也可能存有其蹤跡。為
保持自身及家人健康，養成良好的清
潔及手部衛生習慣相當重要。手機在
民國 110 年 3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10 年 3 月 29 日修正
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接受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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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生活中是必備物件，集聯絡、
資訊瀏覽及傳遞、行事曆提醒、日常
生活消費等功能於一身，現代人對手
機的依賴極深，甚至會將其帶至廁所
及浴室，此行為已含有微生物潛存風
險；且使用手機時會與眼、鼻、口、
手等部位有近距離接觸，或是用餐時
又持續使用該未經清潔的手機，上述
行為將成為微生物入侵人體的快速通
通訊作者：陳宜君
通訊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
連絡電話：(02) 2312-3456 轉 6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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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路徑[1]。對於在醫療院所中工作
的人員，有些人雖未進入醫療區域，
但仍可能接觸到沾染院內感染相關微
生物的環境，若未落實手部衛生，
將微生物再經由雙手傳遞至其他病人
及其環境，嚴重的話可能使病人引發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進而影響到病人
安全。因手機常置放於身上、個人背
包或提袋中，雖會使用手機來處理公
務，但被視為私人物品，醫療工作者
極易忽略其成為微生物載體的風險，
為避免手機成為醫院內微生物傳播的
工具，故藉此提醒醫療人員應維持良
好的手部衛生遵從性及須定期清潔個
人頻繁使用的行動裝置[2,3]。

出現於行動裝置上之微生物
手機裝置上的電池在使用或充電
時會產生溫度，在此溫度範圍內 (常
見充電溫度為 20~45℃)，手機對微
生物來說是適宜繁殖增生的環境；加
上現代人機不離身的使用習慣，讓手
機成為微生物附著的溫床[1,4]。微生
物除了藉由雙手接觸直接傳播之外，
也能因雙手觸摸過帶有微生物的環境
及物品，間接傳播到其他地方。大部
分的微生物，對健康人來說不會引發
感染或產生嚴重危害，但若傳播到免
疫功能不佳與身體皮膚屏障受損者身
上，極有可能發生感染及危害病人安
全，若是手機上沾染到具抗藥性之微
生物，並在工作時傳播至病人區，不
僅增加病人治療的困難度，工作結束

後更隱含將致病菌傳播到家庭、社區
的風險[5]。
文獻結果顯示，研究的實驗室人
員及醫療人員的手機有較高比例其表
面含有微生物，被檢測出的細菌包括
為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S t a p h y l o c o c c u s a u re u s ( 亦 有 測
出抗藥性之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Bacillus spp.、Micrococcus species、
Pseudomonas species、腸道菌 (包
括 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aceae、Klebsiella pneumoniae)
等，也曾發現黴菌 (Molds) 及病
毒 (腺病毒、流感病毒)。同一支手
機的培養結果，可能同時存有一種
或多種微生物，許多手機上存留的
大多數微生物對健康人不會造成危
害，但亦有文獻提到，微生物如
Escherichia coli、Pseudomonas species
或 Staphylococcus aureus 可能導致免
疫不佳病人引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6,7]。且在醫療院所工作的人員，視
其工作範圍與病人區接觸的程度，手
機會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物依附風險，
而使用抗菌產品進行簡單的清潔後，
超過六成手機上的移生微生物菌落
數降至 0，其中腸道菌更是能夠達到
100% 消除[5,7-9]。

行動裝置之清潔方式
現代人幾乎手機不離身，定期
清潔頻繁使用的手機等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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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此物件成為微生物的隱形傳
播來源。文獻中提到的有效抗菌作
法包括使用 70% 酒精、漂白水、含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或 triclosan (三
氯沙) 等產品進行清潔，若只用衣服
或未加消毒液的紙巾等物品擦拭手機
表面，雖可去除表面髒污，但並無法
有效去除微生物，而使用清水或生理
食鹽水擦拭的清潔效果也相對較差。
目前亦有手機製造商研發於螢幕上覆
蓋銀離子塗層，藉由離子釋放來干擾
微生物增生，提升手機之抗菌效果；
或是使用 UV 光短時間地照射行動裝
置以進行殺菌[7,8]。
手機雖然是醫療人員的醫療輔
助用品，但因其未被歸納為醫院內部
之醫療財產，故沒有相關之清潔流程
規範；且電子產品有其精密設計，不
論使用液狀或膠狀清潔產品，將有損
壞手機螢幕及外殼材質風險，有人因
此不願進行清潔；亦有人擔心抗菌產
品中的成分或機器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9]。總結來說，以 70% 酒精徹底清
潔手機是相對來說較為安全、快速且
便利的方式[7]。雖然多數的醫療人
員已具備手機有微生物傳播風險的認
知，但實際上會執行手機清潔者仍佔
少數。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並非
使用抗菌產品清潔之後，就能達到一
勞永逸的殺菌效果，除了要改變個人
清潔習慣、落實手部衛生五時機，且
要喚起醫療人員對維持手機清潔的
注意，才能共同維護乾淨的醫療環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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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及行動裝置清潔之執行
時機
雙手是病菌散播的重要途徑，
正確的手部衛生技術可以有效移除皮
膚上的暫時性菌叢，而住院中病人身
上帶有的皮膚菌叢 (如 Pseudomonas
species 或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
與一般民眾可能不同，有引發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的潛在風險。微生物會在
病人活動時移生到其周遭或接觸過的
環境，醫療人員頻繁在病人區中執行
治療，不可避免一定會碰觸到病人及
其周遭環境，若未執行手部衛生，微
生物即藉由醫療人員的雙手傳播，會
導致其他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染病或產
生交叉傳染，故在醫療環境中，落實
手部衛生能有效阻斷微生物傳播，
是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基本措施
[10,11]，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醫療機構中，除了護理師之
外，許多職別的醫療人員並非固定於
特定單位，可能在不同的單位執行醫
療行為，如醫師可於數個同專科病房
探視自己的病人、呼吸治療師於多種
科別之加護病房調整病人的呼吸器設
定，或是放射師連續至病房及加護病
房替病人照 X 光等。一旦手機成為
微生物的運送載體，就有可能突破病
房間的屏障界線，擴大病菌的傳染範
圍[9]。缺乏對微生物散播的認知及
手部衛生遵從性不佳，都是造成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的重要原因[3]。即使
是放在每天都清洗的制服口袋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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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視病人時有比較大的機會將手機暴
露於病人區，故會導致微生物移生；
手機雖放在背包、提袋等距離病人區
比較遠的地方，若是沒有定期進行適
當的清潔，只要工作時有接觸到醫療
環境、下班後又使用手機，仍然可能
受到微生物移生染污[6]。某些人會
習慣將手機帶進廁所、甚至在如廁中
使用，此舉會增加微生物附著於行動
裝置上的風險，若未進行清潔步驟，
又接續發生一邊進食、一邊使用手機
的行為，微生物將有機會藉此進入人
體中，可能造成影響自身健康的後果
[1]。若已於醫療院所工作一整天或
如廁後，當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機等行
動裝置前先執行手部衛生，不論方式
為濕洗手或乾洗手，都需確實搓揉充
足的手部衛生秒數及正確搓揉方式，
才能達到最好的清潔雙手效果。

討

論

現今之醫療機構，針對會使用
於病人身上之醫療儀器，除了評估感
染風險，也需建立管理措施，包括
醫療儀器使用後，需先進行清潔消
毒、再接續給其他病人使用等，以避
免致病菌藉此傳播給其他病人。但
對於醫療人員每天隨身攜帶的手機及
平板電腦等，尚無相關清潔及消毒規
範，個人可能因此忽略維持其清潔的
重要性。若隨身物品沾染到醫療區域
的微生物，在醫院中會有傳染給免疫
不全病人或是將病菌帶入開刀房、加

護病房、骨髓移植病房等的風險，後
續亦會產生將致病菌傳入社區的隱憂
[3]。
此外，醫療人員習慣將手機或平
板電腦帶在身上或放置於工作車上，
方便於探視病人時可即時記錄、查詢
病人相關病況，觀察其使用行為，可
能順手將行動裝置放在病床上、或在
接觸病人及其環境後接著使用；或休
息期間將行動裝置帶入廁所內，但忽
略浴廁中也會存在病菌，使用後只清
潔雙手、但卻沒有清消行動裝置。上
述情境都是微生物傳播至乾淨區的隱
形危險行為，且部分人員對於使用
消毒液來清潔消毒科技產品，有擔
心損害電子功能 (如面板) 的疑慮。
若藉由行動裝置傳播的微生物是新
興傳染性疾病 (如 COVID-19 之新型
冠狀病毒) 或是針對廣效性抗生素具
有拮抗性基因之抗藥性細菌 (如帶有
Klebsiella pneumonia carbapenemase
的腸道菌)，將引發更無法預期的醫
療災難。
張貼海報宣傳為極佳的教育手
法之一，可有效加強醫療人員清潔行
動裝置的概念，正確清潔動作的執行
率也在觀看海報後有所提升，但須搭
配良好的手部衛生習慣，才能阻斷微
生物的散播[2,8]。有鑑於目前醫療環
境中存有許多抗藥性細菌及新冠肺炎
疫情尚未平息，開始有第一線醫療人
員認知到行動裝置是傳播的高風險載
體，在醫療環境中會將手機裝在夾鏈
袋內使用，如此可避免直接接觸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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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環境，並定期使用酒精清潔消毒夾
鏈袋外層。

結

育訓練及實際操作，能使其有更強烈
的動機，一起落實手部衛生，以維護
病人安全及乾淨的醫療環境。

語
參考文獻

為避免行動裝置成為傳播微生
物的載體，醫療人員應加強宣導認
知，了解定期手機清潔的重要性，在
醫療照護區落實接觸隔離措施及環境
清潔，手部衛生則是大家最為熟知但
也最容易忽略遺漏的重點，如有效執
行的話，可以杜絕微生物藉由雙手傳
播至其他物體。若在接觸病人後、確
實執行手部衛生再使用手機，可降低
在手機上存有抗藥性微生物的風險，
如個人清潔衛生習慣不佳，其接觸過
的周遭物品，將可能導致格蘭氏陽性
菌留存其上[12]。建議各院應加強宣
導，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定時清潔消
毒的重要性 (如手機等)，必要時提供
相關消毒液以供使用，進而提升遵從
性。
現今手部衛生已列入醫療人員必
須學習的感染管制基礎教育項目，藉
此加強醫療人員的認知程度，但提升
手部衛生的遵從性將持續是感染管制
的重要議題。微生物的散播不會只限
制於病人區內，也會經由病人及主要
照顧者的雙手傳遞至公共區 (浴廁、
共用冰箱、飲水機等)，不僅是醫療
人員，也應將阻斷微生物傳播及落實
手部衛生的觀念推廣到病人及主要照
顧者，醫療人員若正向給予病人及主
要照顧者衛教與指導，透過適當的教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第三十一卷三期

1. Rozario SR, Rahman H, Fakhruddin ANM, et
al: Preval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on mobile phone surface. J Microsc Ultrastruct
2020;8:14-9.
2. Crofton CC, Foley SJ: An investigation of
radiographers’ mobile phone use and the success
of an awareness campaign at reducing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risks. Radiography (Lond)
2018;24:57-63.
3. Debnath T, Bhowmik S, Islam T, et al: Pres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on mobile phones
of healthcare workers accelerates the spread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regarded as a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in Bangladesh. J Microsc Ultrastruct
2018;6:165-9.
4. Tailor B, Nikita N, Naicker A, et al: What bacteria
are present on the mobile phones of students? New
Zealand J Medical Lab Sci 2019;73:98-102.
5. Martina PF, Martinez M, Centeno CK, et al:
Dangerous passengers: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 on hands and mobile phones. J Prev Med
Hyg 2019;60:E293-E299.
6. G a l a z z i A , P a n i g a d a M , B r o g g i E , e t a l :
Microbiological colonization of healthcare
workers’ mobile phones in a tertiary-level Italian
intensive care unit. Intensive Crit Care Nurs
2019;52:17-21.
7. Bhardwaj N, Khatri M, Bhardwaj KS, et al: A
review on mobile phones as bacterial reservoirs
in healthcare environments and potential device
decontamination approaches. Environ Res
2020;186:109569.
8. Koscova J, Hurnikova Z, Pistl J: Degree of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f mobile phone and
computer keyboard surfaces and efficacy of
disinfection with chlorhexidine digluconate and
triclosan to its reduction.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8;15:2238.
9. Cavari Y, Kaplan O, Zander A, et al: Healthcare
workers mobile phone usage: A potential risk

142

醫療環境中之行動裝置與微生物傳播

for viral contamination. Surveillance pilot study.
Infect Dis (Lond) 2016;48:432-5.
10. Jumaa PA: Hand hygiene: simple and complex. Int
J Infect Dis 2005;9:3-14.
11. Landers T, Abusalem S, Coty MB, et al: Patientcentered hand hygiene: the next step in infection

prevention. Am J Infect Control 2012;40:11-7.
12. Nieto-Carhuamaca A, Castañeda-Japan J,
Dámaso-Mata B, et al: Bacterial resistance in cell
phone cultures of medical students. Infez Med
2019;27:374-9.

感染控制雜誌

劉瑋琳、張瑛瑛、張育菁等

143

Mobile devices in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Microorganisms
Wei-Lin Liu, Yin-Yin Chang, Yu-Ching Chang, Yee-Chun Chen
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Cell phones are indispensable personal objects in modern life. Mobile devices
are instrumental to smart health and treatments. Healthcare workers can acquire
information of vital signs and patient condition and make medical decisions rapidly
in emergent situation using mobile devices. However, numerous microorganisms
are invisible in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Their transmission may occur after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between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These
microorganisms move to the hands, body surface, or mobile devices, which are
frequently used. If healthcare workers ignore hand hygiene and adequate cleansing
of mobile devices, microbes can spread and cause hospital-associated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immune deﬁciency. Good compliance with hand hygiene and regular
cleaning of mobile devices are crucial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Key words:

mobile device, cell phone, micro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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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後造成
血流感染趨勢及危險因子探討
【臺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 汪倢西/張瑛瑛/陳宜君 摘評】

內 視 鏡 逆 行 性 膽 胰 管
攝影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在
臨床中已使用多年，為現今診斷與
治療膽道、胰管疾病的重要醫療技
術。ERCP 是一種侵入性技術，過
程中雖然不進入血管系統或無菌組
織，但須接觸不完整的黏膜組織，依
據 1968 年 Spaulding 所提出的感染
危險性分類，屬於次重要醫療品項
(semi-critical items)，具有潛在的感
染危險性。在美國每年約有 500,000
例 ERCP 檢查，併發症發生率為 4%
至 10.3%，死亡率為 0.05% 至 1%。
研究指出，執行 ERCP 後最嚴重的
併發症包括血流感染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發生率為 2.2% 至
21% 間，而敗血症是最常見的死亡原
因，因此探討執行 ERCP 後 BSI 者的
相關因素和診斷相當重要。
本 文 節 錄 一 篇 由 Ay h a n ı m
Tümtürk 等人，於 2020 年發表在醫
學期刊之回溯性研究，探討土耳其某

醫學中心所進行 ERCP 處置後 BSI 發
生率，描述其感染者的臨床及實驗檢
查結果，並比較感染者與非感染者之
特徵，找出危險因子和盛行率，並對
照其他相關文章討論預防措施。
研究族群包括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醫院所施行 4,237 次
ERCP 檢查之病人，在執行 ERCP 後
30 日內感染 BSI 的感染率為 2%，
共 91 人次感染，發生於 86 位病人
中 (依據美國 CDC-NHSN 血流感染
定義，具發燒 > 38℃且血液培養陽性
者列為術後感染對象，且若具其他部
位感染則進行排除)。收集的研究對
象須符合執行處置前血液培養未分離
出菌株或不具菌血症感染者，且皆未
使用預防性抗生素。研究探討 ERCP
後 BSI 病人 (86 人) 及隨機選取處置
後無 BSI 病人 (172 人) 的年齡、適應
症、血液培養分離的微生物等，進行
危險因子及死亡率比較。
ERCP 後 BSI 病人最常見的潛
在共病症為過去曾經接受過 E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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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 (52%)，其次為膽結石 (48%)、
膽管支架 (48%)、膽囊炎/膽管炎
(37%) 和糖尿病 (31%)。血液檢體
所分離之菌種，以革蘭氏陰性菌
佔多數 (79%)，前三名菌種分別
為 Escherichia coli (32 株，35%)、
Klebsiella pneumoniae (18 株，19%)
及 Pseudomonas aeruginosa (17 株，
18%)。而 ERCP 後發生 BSI 者死亡
率會升高 (P < 0.001; OR: 25.8, 95%
CI: 5.857~113.274)，86 位處置後發生
BSI 病人中，30 天內死亡的有 20 位
(23%)，其平均年齡 (71.9 歲) 高於倖
存者 (63.3 歲) (P = 0.039)，包括 11 例
患有惡性膽道狹窄 (55%)。死亡病人
分離的致病菌依序為 K. pneumoniae
(共 4 位，佔 20%)、P. aeruginosa (共
4 位，佔 20%) 和 E. coli (共 2 位，佔
10%)。透過實驗室檢查，白血球計
數 (WBC)、C 反應蛋白 (CRP)、膽紅
素 (bilirubin) 和鹼性磷酸酶 (ALP) 較
高者也會增加死亡率。
86 位病人包括男性 55 人
(64%)，年齡從 20 歲至 95 歲，平
均年齡為 65.36 歲，平均天數約為
接受處置後的 6 天內發生血流感
染。比對 ERCP 處置後 BSI 病人與
無感染者之危險因子，性別無顯著
關係，以年齡較大者及膽胰管阻塞
無法順利將肝內膽管之引流液排出
時，會增加感染風險，而病人診斷
具膽道癌 (P < 0.001; odds ratio [OR]:
5.7, 95% CI: 2.925~11.017)、膽囊炎
/膽管炎 (P = 0.01; OR: 2.09, 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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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3.682)、胰臟炎 (P < 0.003) 皆
與 BSI 達顯著關係。肝內∕外膽管診
斷切片篩檢風險較高 (P = 0.03; OR:
2.9)。
最後，此篇研究作者與其他相
同研究報告進行比對，多數研究結果
皆有相近性，如本篇之 ERCP 後 BSI
的發生率為 2%，與 Kwak et al.、
Anderson et al.、Du et al. 等人之研究
相近 (3.1%、2.24%、3.56%)，以及
本篇處置後 BSI 者在 30 日內死亡達
23%，與 Novello et al. 的研究所提，
2,010 位病人進行 ERCP 後，總共 51
例感染敗血症 (2.5%)，其中 16 例病
人 (31%) 在術後 30 天內死亡；由此
可知血流感染會增加死亡率。
【譯者評】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是全球
關注之健康議題，不僅牽涉醫療品質
也影響病人安全。根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2019 年區域級以上醫院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監視年報資料顯示，
血流感染仍占第一位。BSI 已是醫學
中心多年來面臨的問題，觀察多面向
尋找改善因素。本研究及其他文獻已
證實執行 ERCP 後有發生 BSI 的風
險，且發生感染將導致病人的住院時
間延長、增加醫療花費及死亡率增加
等。因此值得省思，如何提高 ERCP
處置的安全。文章中提及血流感染的
菌種與危險因子，並將膽道癌、膽道
阻塞及年齡大者列為監測對象，建議
高感染風險者應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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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章未明確指出該使用何種抗生
素，因此選用何種抗生素、使用的時
機和劑量也成為新議題。預防 ERCP
後的醫療相關感染，包括操作技術、
內視鏡再處理及病人術前評估等；可
依據臨床上的表現來檢討接受處置的
時機或必要性，再來針對高感染險病
人使用預防性藥物，及更嚴謹的觀察

術後異常症狀並儘早處理，皆可降低
感染。

參考文獻
1. Tümtürk A, Hatipoglu CA: Risk factors for
bacteremia following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J Surg Med 2020;4:4852.

感染控制雜誌

147

國內外新知

以電腦分子模擬的方式探討
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羊毛甾醇14α-脫甲基酶 (Erg11p) 變異
與 ﬂuconazole 抗藥性之間的關係
【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台灣黴菌實驗中心 周怡君/曾國鋆/陳盈之/謝禮雲/羅秀容 摘譯】

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為臨床上常見具有抗藥性的菌株，
這類具抗藥性菌株會導致很嚴重的
血液感染和高死亡率。Azole 類抗
黴菌藥物，被廣泛使用於白色念珠
菌臨床治療上。在 Azole 藥物中，
尤其是 fluconazole 常被用作治療念
珠菌感染的第一線藥物。Erg11p 是
參與 lanosterol 形成 ergosterol 一
連串的酵素反應中重要成員之一，
而 fluconazole 會結合在 Erg11p 上
進行抑制作用，進而導致細胞膜
ergosterol 無法形成，嚴重影響了白
色念珠菌細胞膜的完整性，導致白色
念珠菌細胞體內物質溢出造成死亡。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念珠菌
對 fluconazole 的抗藥性逐漸提高。
在 1980 年，首次報導白色念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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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fluconazole 具有抗藥性。根據美
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19 年的報告，臨床上發現具有抗
fluconazole 的念珠菌物種佔 44,800
例，死亡 2,200 人。在過去的研究
中發現，增加藥物輸出幫浦 (drug
efflux pumps)、藥物標的物的過度表
達 (overexpression of drug targets)、藥
物標的物的突變 (target alterations) 和
代謝路徑轉換 (metabolic bypasses) 等
皆與抗藥性有關。其中，發現白色念
珠菌 ERG11 突變對於 fluconazole 抗
藥性具有至關重要關聯性，作者以電
腦分子模擬技術提出 ERG11 突變和
ﬂuconazole 抗藥性機制新的見解。
近代，電腦分子模擬技術在全
球生物學研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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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蛋白質晶體結構改變可藉由電腦
模擬方式來預測觀察蛋白質的結構變
化和穩定性。目前，電腦模擬技術已
廣泛用於探討各種生物學研究相關機
制，例如藥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蛋
白質與蛋白質之間和 DNA 與蛋白質
之間的相互作用。Erg11p 的氨基酸
突變是導致白色念珠菌對 fluconazole
抗藥重要機制之一。所以針對 Erg11p
中胺基酸突變的研究將幫助我們確認
可能與白色念珠菌抗藥相關的關鍵氨
基酸。在開始進行嚴謹、費時費力的
實驗之前，藉由電腦分子模擬運算技
術可以預測其分子間交互作用關係，
挑出最有可能的實驗設計假設去進行
後續實驗的確認，進而降低人力、時
間和經費，對於探討蛋白胺基酸突變
和其藥物之間關係將具有重要意義。
在本文分享的文獻中，主要是使用電
腦分子模擬方法研究探討白色念珠菌
Erg11p 中點突變與 fluconazole 感受
性之間的關聯性。
首先，作者從蛋白質數據庫
(PDB) 中檢索了白色念珠菌 Erg11p
的晶體結構，再經由電腦分子動力學
模擬 (MDS) 分析發現 5V5Z 結構體
較穩定且與野生型 Erg11p 更相似，
故挑選了 5V5Z 當作晶體結構的基
礎模板，並作為此電腦模擬研究後
續 Erg11p 點突變蛋白的晶體結構依
據；對模擬好的脫輔基蛋白進行 25ns
MDS 分析，觀察其突變對於蛋白結
構的穩定性。與野生型相比，所有的
突變蛋白 RMSF 值均無顯著變化，這

表明突變蛋白質的三級結構只有很小
的變化。推論，突變引起的抗藥性可
能是因為 fluconazole 與 Erg11p 的結
合效率低下或結合腔結構發生變化而
引起的。
再來，作者將已經模擬出的
Erg11p 突變體結構和野生型 Erg11p
與抗黴菌藥物 fluconazole 進行分
子對接 (Molecular docking) 自由能
分析模擬試驗，結果顯示與原始
Erg11p_WT (Glide: -65.436 kcal/mol,
MM-GBSA: -54.33 kcal/mol) 相比，
Erg11p_THR285ALA (Glide: -62.650
kcal/mol, MM-GBSA: -60.78 kcal/
mol) 與野生型 Erg11p 相似，顯示
出最小的結合自由能值。已知的抗
藥性突變菌株 Erg11p_TYR447HIS
(Glide: -58.756 kcal/mol, MM-GBSA:
-35.04 kcal/mol) 和本文獻中的實
驗組 Erg11_LEU321PHE (Glide:
-60.177 kcal/mol, MM-GBSA: -43.11
kcal/mol) 和 Erg11p_SER457PRO
(Glide: -562.214 kcal/mol, MM-GBSA:
-36.12 kcal/mol)，自由能皆高於原始
Erg11p_WT，作者推測突變的 Erg11p
減少了非鍵相互作用 (non-bonded
interactions)，並提高了結合自由能，
可能與 ﬂuconazole 抗藥有關。
在過去啤酒酵母菌 (S. cerevisiae)
研究中發現，Erg11p 中的胺基酸中
的 water bridges 與 ﬂuconazole 相互作
用對於抗藥性有其重要性。為了分
析白色念珠菌 Erg11p 和 -fluconazole
相互作用是否也會因 water b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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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其穩定性，進行了 MDS 分
析，Erg11p_LEU321PHE、Erg11p_
SER457PRO 與 wild type 相比降低
了 water bridges 交互作用能力，推
測 water bridges 交互作用能力與白
色念珠菌對 fluconazole 耐受性有其
關聯性；另一方面，heme interaction
的強度會影響 fluconazole 與 Erg11p
的結合效率，故在 heme interaction
觀察上，與 wild type 相比 Erg11p_
LEU321PHE 的 heme interaction 明顯
下降，然而 Erg11p_SER457PRO 突
變體則完全丟失了 heme interaction
能力。綜合上述，實驗組 Erg11p_
LEU321PHE 突變導致減少了非鍵交
互作用 (non-bonded interactions)，
water bridges 和 heme interaction 而
降低了與 luconazole 的結合效率。另
一株實驗組 Erg11p_SER457PRO 則
因缺乏關鍵的 water bridges 和且完
全丟失了 heme interaction，導致與
fluconazole 的結合效率下降，完美呼
應了前面的自由能分析模擬試驗中最
低的 ﬂuconazole 結合效率模擬數據。
此篇模擬研究的結果，顯示
Erg11p_SER457PRO 突變可能在
fluconazole 抗藥性中發揮積極作用。
突變 Erg11p_LEU321PHE 可能具有
中等作用，而 Erg11p_THR285ALA
可能對 ﬂuconazole 抗藥性沒有任何重
要作用。經由電腦分子模擬演算後縮
小目標，後續再進行實驗來驗證，進
一步證實這些突變與 ﬂuconazole 抗性
有其相關性。這項研究將有助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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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11p 其他可能的抗藥突變，也可
以為未來在開發新的抗黴菌藥物和了
解白色念珠菌中不斷增加的抗藥性指
出光明道路。
【譯者評】過去對於這類因基
因突變造成的抗藥或多重抗藥菌株機
制實驗研究，總是像大海撈針，耗時
耗力也花費昂貴的實驗成本，電腦分
子模擬方式，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隨
著時代演進，電腦硬體和軟體的進階
升級，電腦運算分子模擬技術已廣泛
應用在生物醫學研究、藥物設計和抗
藥性研究中，本篇文章分享，可看出
經由分子模擬技術，可直接微觀藥物
和目標物間的穩定度和分子作用關
係，進而推斷出可能導致抗藥性的突
變位置和原因，對於研發新型抗黴菌
劑有很大的幫助。但電腦模擬需要強
大的資料庫，相信經由大家對於電腦
模擬技術的熟悉使用後，各領域增加
高量的資料庫數據，可以更加快新型
藥物研發和致病機制的了解。然而，
電腦模擬的推測，還是必需經由實驗
來做驗證，才能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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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確診病人執行胃鏡檢查之
感染管制措施經驗分享
李欣瑜1

張瑛瑛1 彭珍齡2

臺大醫院

前

1

感染管制中心

言

COVID-19 在 2020 年引起全世
界大流行，對於第一線臨床同仁特
別是照顧確診的重症 COVID-19 病
人，其身體及精神上都承受極大的
壓力，其傳染途徑主要藉由近距離
的飛沫及接觸傳染[1]，在無法完全
排除 SARS-CoV2 具有空氣傳播能力
下，且消化道內視鏡檢查皆視為氣
霧生成醫療處置 (aerosol-generating
procedures) [2]，醫護人員在過程中可
能會有吸入氣霧化病毒或是接觸到病
人血體液，增加感染的風險，仍建議
採取較高規格的空氣防護措施[3]。
因此，於執行內視鏡前，需進行妥
善的規劃，包含執行地點的動線安
排、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再教育、
執行內視鏡檢查所需的儀器設備、檢
查後進行內視鏡再處理所需的用物及

簡淑芬1

張育菁1 陳宜君1

2

綜合診療部內視鏡科

設備、環境清消及廢棄物處理等，皆
須事先規劃及演練，以順暢流程並避
免感染的發生。在此分享一位確診
COVID-19 重症病人負壓隔離病房於
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時，在感染管制
相關措施準備及內視鏡採檢結果的經
驗，提供讀者參考。

背

景

本院為台北市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重度收治應變醫院，此為一位 54
歲 COVID-19 確診病人，入住疫病專
責加護病房負壓隔離病室，因多重
器官衰竭，插管接受呼吸器、裝置
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及持
續性血液透析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治療，因胃排
空慢、消化狀態差，欲進行內視鏡鼻
十二指腸管 (nasoduodenal tub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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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
在執行內視鏡檢查前，由醫療
團隊召集團隊成員開會討論，成員包
含：病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護理
長、執行內視鏡檢查醫師、內視鏡科
組長，討論事項內容包含：病人檢查
的適應症、病房單位可提供的資源、
設備等，之後由內視鏡科團隊與感染
管制護理師共同討論執行檢查的流程
動線、執行檢查過程的個人防護裝
備、內視鏡再處理流程的地點等，以
及感染管制相關的建議措施。

感染管制相關措施
一、檢查地點的安排及動線規劃
因病人為 COVID-19 確診重症
病人，裝置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及持
續性血液透析治療，為減少病人運送
及造成疾病傳播的風險等，依據指引
[4,5]執行內視鏡檢查地點於原加護病
房負壓隔離病室執行檢查，因病室空
間有限，故預留一間鄰床病室做為準
備室，放置檢查所需的物品及儀器。
因考量使用後的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執行檢查的時間安排於當天最後一
台檢查[6]，檢查完畢後直接於病室
內進行內視鏡前置清洗及手工清洗流
程，再將內視鏡帶回內視鏡中心清洗
間，進行後續處理。有關個人防護裝
備穿脫流程於適當地點放置流程圖及
監視器對講系統，適時給予提醒，以
避免環境及人員之汙染，確保醫療作
業之安全，並於檢查結束後，單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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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醫護同仁盥洗空間，更換新的工作
服衣褲再離開單位[2]。
二、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
執行內視鏡檢查為暴露於氣霧
產生的高風險侵入性檢查，醫護人員
應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以降低病
菌傳播的風險，本院依據中央疫情流
行指揮中心建議之個人防護裝備，訂
定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因應此次
檢查流程，選擇的個人防護裝備包
含：高效過濾性口罩 (N95 口罩)、連
身型隔離衣及防水隔離衣、髮帽、護
面板、雙層手套、鞋套[7]，考量此
次內視鏡檢查因內視鏡技術師須於執
行檢查後於病室內進行內視鏡的手工
清洗，故著連身隔離衣外，穿著雙層
防水隔離衣進入病室，建議醫護人員
在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前將個人物品移
除，例如項鍊、手錶、名牌等物品。
在實際進行檢查前，依據本院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重新檢視並
制訂符合此次檢查流程的個人防護
裝備的穿脫步驟，安排欲進入病室
執行內視鏡檢查之醫護人員以情境模
擬方式，進行實際穿脫個人防護裝
備演練，再次以個人防護裝備穿脫程
查檢表確核人員的執行情形，並給予
回饋。進入隔離病室檢查前，藉由夥
伴系統 (buddy system) 一一確核人員
個人防護裝備穿戴情形，因內視鏡技
術師穿著連身隔離衣及雙層防水隔離
衣，故協助確認其在穿著個人防護裝
備後能不影響治療活動；在檢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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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內視鏡技術師先脫除外層防水隔
離衣，接著進行內視鏡手工清洗流
程，完成內視鏡手工清洗後，再脫除
內層防水隔離衣，並攜帶經手工刷洗
後的內視鏡準備出隔離病室，在前室
脫除連身型隔離衣及個人防護裝備。
有關脫除個人防護裝備流程，於病室
及前室內貼有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
圖，供人員在進出隔離室可以依照流
程操作，並藉由單位提供之隔離病室
監視器及對講系統 (圖一)，依步驟提
醒同仁在脫除個人防護裝備的注意事
項，建立同仁在穿脫防護裝備流程中
的信心，於過程中如有自我汙染之
虞，提醒同仁執行手部衛生，以確保
同仁於過程中免於感染維護工作職場
安全。
三、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準備
相關儀器設備的準備，事先規劃
並列出所需物品清單，並一一核對，

圖一 利用監視器及對講系統提醒人員感管
相關措施

使在準備物品時減少疏漏。
將乾淨的內視鏡裝至專用的運送
容器中，運送至病人病室單位，檢查
過程中建議使用的物品盡量使用單次
性醫材。內視鏡主機事先以拋棄式透
明塑膠套包覆主機外觀 (圖二)，減少
內視鏡主機於病人檢查過程中血體液
暴露，以利檢查結束後的清潔。
四、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目前雖沒有資料支持在執行內視
鏡再處理時必需於負壓環境執行，但
為避免原有內視鏡檢查單位環境汙染
及人員處置時之感染風險，完成內視
鏡前置清洗後，一併於負壓隔離病室
內執行內視鏡手工清洗，此次選用內
視鏡清洗盒為長 56.5 cm 寬 37 cm 高
24 cm，單次使用後即丟棄 (圖三)。
手工清洗也依據指引選擇浸泡於酵素
清潔劑下執行手工清洗，以防產生氣
霧微粒造成的風險[7]，使用過後的

圖二 拋棄式透明塑膠套包覆主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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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經前置清洗、手工清洗後，
放入事先準備好的感染性醫療廢棄物
塑膠袋，再將其攜出置入專用的密封
運送盒 (圖四)，由內視鏡技術師親自
運送回內視鏡中心清洗間，進行後續
處理，使用後的運送盒以當天泡製的
1,000 ppm 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自 動 化 內 視 鏡 再 處 理 機
(automatic endoscope reprocessor,
AER) 的部分，為避免造成內視鏡清
洗間的污染，故將其中一台自動化內
視鏡再處理機移動至單獨區塊，並進
行空間之簡易區隔 (圖五)，再將手工
清洗後的內視鏡放入自動化內視鏡再
處理機進行高層次消毒作業。
五、執行檢查後內視鏡主機及環境
清潔
內視鏡主機事先施予屏障保護
(barrier preotection)，以拋棄式塑膠
套包裹於外層，以利於檢查結束後清
潔，於檢查結束後，在病室內先拆除
拋棄式塑膠套，將使用後的內視鏡主
機推至前室，使用當天泡製的 1：50
(1000 ppm) 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8]，再推至準備室徹底清潔後，使
用紫外線燈照射消毒。
執行檢查後，因周圍環境、床邊
恐有被唾液、體液因噴濺而污染枕頭
及周邊醫療儀器表面，檢查結束後，
請原單位受過訓練、有經驗的清潔人
員立即執行周邊環境進行清潔及消
毒。

圖三 單次使用內視鏡清洗盒

圖四 將經手工刷洗的內視鏡置於專用運送
盒，立即由專人運送回內視鏡清洗間

圖五 將內視鏡清洗機空間進行空間簡易區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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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採檢結果
此次內視鏡再處理流程依據原訂
定指引操作，為確保內視鏡再處理品
質及減輕醫護人員心理負荷，故於執
行內視鏡再處理後，進行內視鏡及內
視鏡主機進行採檢。
內視鏡於檢查結束當天完成內視
鏡高層次消毒後，進行內視鏡 SARSCoV2 PCR 病毒檢驗採檢，結果均為
陰性。另內視鏡主機採檢，考量在操
作內視鏡檢查過程中經常碰觸機器的
按鈕及直接接觸於病室內的地面，採
檢點包含鍵盤、滑鼠、工作桌面、電
腦開關鍵、螢幕下按鈕，連接埠及控
制面板，電線，SARS-CoV2 PCR 病
毒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表一)。

工作人員的健康管理
於 COVID-19 疫情流行期間，
參與此次 COVID-19 確診病人檢查的
同仁包含內視鏡科主治醫師、內視鏡
科技術師、單位主責醫師、護理師及
葉克膜技術師共 5 人，依據疫情變化
本院當時員工健康監測辦法，每日全
院員工體溫監測及健康監測通報，於
表一

執行檢查後造冊管理，由單位負責人
進行健康監測，期間未發現有不適症
狀。每日健康監測的項目包含體溫、
呼吸道及腸胃道感染症狀，如咳嗽、
嗅味覺改變、連續腹瀉等徵兆，如有
異常須由單位健康監測負責人進行通
報，工作人員若出現發燒或相關症
狀，依醫師判斷進行檢驗，確認是否
有潛在 SARS-CoV-2 的感染[3]。

討

論

依據文獻建議 COVID-19 流行期
間，執行內視鏡再處理應由完成能力
考核，具相當經驗之人員操作，避免
由培訓人員和新進人員來執行[5]，
此次進行內視鏡檢查的成員分別為主
治醫師及有經驗的技術師，以利檢查
治療過程之流暢。
本院每年例行執行全院醫護同
仁情境模擬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脫訓
練，也固定培訓個人防護裝備種子教
師，上述措施皆包括內視鏡室人員訓
練，經由此次 COVID-19 確診病人執
行內視鏡檢查過程，再次檢視防護裝
備標準流程之實用性，發現經由例行
訓練，確實可以增進人員操作熟練度

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採檢結果

採檢位置
1 內視鏡
2 內視鏡主機之鍵盤滑鼠、工作桌面
電腦開關鍵、螢幕下按鈕
3 內視鏡主機之連接埠及控制面板
4 內視鏡主機之電線

SARS-CoV2 病毒檢驗
Not detected
Not detected
Not detected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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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心，並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在脫除
個人防護裝備過程中的自我汙染。此
次特別於實際執行治療前，再次進行
個人防護裝備演練，確認醫療人員個
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之熟練度及正確
性，並特別著重預防於脫除時的自我
汙染，在此次過程中並未發現內視鏡
人員有執行錯誤的地方，疫情來臨時
再次顯現平時訓練的重要性。
善用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圖張
貼於病室及前室，提供醫護人員可以
依步驟進行穿脫個人防護裝備，減輕
心理負荷，該單位也有提供病室內監
視揚聲擴音系統，以利於感染管制護
理師及其他醫護團隊成員，於門外依
據現場情形隨時提醒醫護人員個人防
護裝備脫除流程的注意事項，免於脫
除防護裝備時自我汙染。
執行檢查地點的選擇於病人入住
之加護單位負壓隔離病室內進行，與
指引相同[4,5]，但對執行內視鏡檢查
的醫護人員而言，並不是在原有熟悉
的環境中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故建
議檢查室人員可提前模擬執行狀況，
並實際至單位了解環境、設備及動線
等，以利檢查流程順利進行，並為可
能會遇到的狀況預作心理準備。
有關內視鏡再處理流程，依據文
獻及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內視鏡再
處理建議作業指南」，執行內視鏡再
處理作業，採浸泡酵素清潔劑下進行
內視鏡手工清洗，以防止清洗過程中
液體噴濺及氣霧微粒產生，整個內視
鏡再處理流程未因為 COVID-19 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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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而特別改變操作流程[9]，於檢
查結束後，分別對內視鏡及內視鏡主
機進行 SARS-CoV2 PCR 採檢送驗，
結果均為陰性，以確認內視鏡再處理
的品質。
此次內視鏡檢查感染管制相關
準備，感染管制中心在接獲確診重症
病人須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時，即與
相關單位開始規劃準備，包含檢查地
點的安排及動線規劃、醫護人員個人
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內視鏡檢查設備
及再處理流程的準備，藉由查檢表的
方式做確核及事先情境模擬演練流程
以減少疏漏，另外，其他醫療團隊成
員包含醫師、護理師、葉克膜技術師
等也於過程中給予協助，發揮跨團隊
合作，才能夠順利執行此次內視鏡檢
查。

致

謝

此次內視鏡檢查過程感謝內視
鏡科、加護病房醫護團隊共同規劃參
與，讓此次檢查能夠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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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此期共有一篇原著、兩篇綜論、兩篇國內外新知以及一篇
讀者園地。
原著「南臺灣某教學醫院多重抗藥性菌株的相關因子分
析」提出多重抗藥性菌株與抗生素使用間的微妙關係，在面對
抗藥性菌株壓力日漸增加下，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是我們必須重
視的議題，世界衛生組織更將「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及其全球
傳播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its global spread)」定為 2011
年世界衛生日 (World Health Day 2011) 的主題，顯示對其之重
視，在醫療及藥物發展的進步下，我們更應該注意其所帶來的
反撲包括抗藥性細菌。
本期三篇綜論，「登革疫苗的新發展」提供我們登革熱疫
苗在台灣高齡族群的臨床試驗初步成果，目前顯示接受疫苗後
的180天施打安全性佳，是個令人期待的結果。「醫用手套面
面觀」以幽默風趣的歷史闡述手套的發明，並詳細介紹各式不
同材質手套的優缺點及其適用時機，文中也再次提醒大家食品
藥物管制署即將上路的新規定-禁用含粉手套。「醫療環境中
行動裝置與微生物傳播」，現代社會中幾乎人人手機不離身，
當然也包括醫療人員，在看診或執行醫療業務使用行動裝置
時，如何兼顧取得資訊及維護手機的清潔，是新興現代社會必
須注意的議題。
國內外新知部分，本期收錄兩篇文章，分別討論內視鏡
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造成血流感染的危險因子，及建議的監
測對象，包括膽管癌、膽道阻塞及年齡較大等。另國衛院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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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探討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羊毛甾醇14α-脫甲基酶
(Erg11p) 變異與 ﬂuconazole 抗藥性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有趣。

最後，本期讀者園地收錄了 COVID-19 確診病人執行胃鏡

檢查之感染管制措施經驗分享，文中提出實際的處理經驗、討
論流程、動線規劃等，並輔以生動的照片，更可以讓大家身歷
其境，希望當他院遇到類似狀況時可以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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