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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病人
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洪靜如1　陳瑛瑛1,2　王永衛1,3　王復德1,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3內科部感染科
2國立陽明大學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感染者由於免疫
功能不全，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風險相對增加。本研究採回溯性研究，分析

某醫學中心 2005~2013 年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分布，結果：HIV 病人入院共 1,130 人次，發生 41 人次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感
染率為 3.63%；感染人次有逐年增加，但感染率無顯著上升趨勢 (p = 0.620，
χ2 for trend)。感染個案以男性居多佔 85.4%，感染時病程已進展至 AIDS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者佔 92.7%，入院時出現伺機性感染
者佔 73.2%，住院期間 CD4+T 細胞值小於 200 cell/mm3 佔 76.9%，感染前 7 
天曾發生休克 (血壓 < 90 mmHg) 佔 7.3%；常見感染部位前 3 名依序為血流感
染 (41.5%)、泌尿道感染 (39%)、呼吸道感染 (12.2%)；感染菌種前 3 名分別為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7.4%)、Escherichia coli (17.4%)、Staphylococcus 
aureus (13%)。進一步分析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預後之危險因子，單變項分析結
果顯示具統計學上顯著差異之變項為休克及感染後住院天數 (p < 0.05)；多變項
分析控制年齡、性別、感染後住院天數、伺機性感染、休克、CD4+T 細胞值、惡
性淋巴瘤及加護病房等所有變項後均不具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結論：
血流感染為 HIV 病人最常發生之感染部位；A. baumannii 及 E. coli 為最常見之
感染菌種。（感控雜誌 2018:28:49-61）

關鍵詞：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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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愛滋病
毒)  所引起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愛滋病) 自從 1981 年美國疾病
管制中心發佈首例病例報告以來，感

染人數持續上升，每年全球的死亡人

數有增無減，已成為各國最受重視

的公共衛生議題之一。依據聯合國

愛滋病防治組織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 on HIV/AIDS, UNAIDS) 統
計，全球目前約有 3,670 萬名 HIV 
感染存活者，2015 年新增感染者約 
210 萬人，110 萬人因感染愛滋病而
死亡[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資
料則顯示，自 1984 年台灣發現首例 
HIV 感染者以來，截至 2016 年 10 
月 HIV 感染人數已達 34,060 人，其
中 15,355 人病程進展至愛滋病，約 
5,400 人死亡[2]。

台灣於  1 9 9 7  年引進高效能
抗反轉錄病毒療法  (highly act 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有效
控制 HIV 感染者血漿病毒量、提高
輔助性 T 細胞 (又稱 CD4+T 細胞，
cell differentiation, CD) 數量，並降低
發生伺機性感染與腫瘤的風險，HIV 
感染者死亡率由 1996 年前的 64%，
大幅下降至 2010 年的 4% [3]。根據 
Harrison 等人在 2010 年發表的研究
估計美國 HIV 患者感染後存活年限
從 1996 年的 10.5 年，大幅增加到 

2005 年的 22.5 年[4]。隨著 HIV 感染
者的存活率上升、存活年限延長，多

數 HIV 感染者於病程進展中常因伺
機性感染、愛滋病藥物治療副作用或

其他非與 HIV 感染有關的疾病 (如心
血管疾病、肝臟相關疾病等) 需住院
治療。HIV 感染者為免疫缺乏的族
群之一，文獻顯示在免疫缺乏的族群

中，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發生的情形
較高[5]。先前國外的研究也指出 HIV 
感染者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約為 
4.2~10%，高於一般病人[6-8]。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是醫療品質之

重要指標，感染發生時，不僅會延長

病人的住院天數，增加醫療成本，甚

至會提高死亡的風險[9]。國內針對 
HIV 感染者有關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的文獻不多，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是

藉由回顧臨床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IV 病人的資料，分析感染的分佈與
趨勢變化及影響預後之危險因子，以

作為照護病人和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發生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回溯性研究法，研究

單位為北部某醫學中心，總床位數 
2,980 床；以 2005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止共 9 年期間，所有住院治療
之 HIV 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的個案為研究對象，排除入院 4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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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內即發生感染之個案。該醫學中

心為愛滋病指定醫院，提供 HIV 病
人匿名篩檢、個案管理、門診、住院

及手術治療等醫療服務；每年新診斷

之 HIV 感染病人平均約 40 位，住院
治療之 HIV 病人平均每年約 127 人
次，自 2010 年起到 2013 年共有 403 
位愛滋病管理個案持續於該醫學中心

進行治療及追蹤。

資料收集

所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案係由

該醫學中心經過感染管制專業訓練之

感染管制護理師，依據美國疾病管制

中心 2009 年公佈之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定義進行收案，並使用標準化資料

表收集相關的臨床資料及統計數據。

對符合收案條件的 HIV 個案，研究
者進一步查閱病例紀錄，收集相關資

料包括︰年齡、性別、出入院日期、

感染日期、感染部位、感染菌種、

感染前當次住院天數、潛在性疾病、

CD4+T 細胞、入院時是否出現伺機性
感染、感染前是否有接受侵入性醫療

措施 (例如：使用血管內導管裝置、
呼吸器、導尿管) 及感染後 30 天內存
活情形等資料。考量危險因子與 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發生之間的前

後時序性，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後

才進行的治療、侵入性醫療措施及併

發症等皆排除。

名詞定義

1.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HIV 

infection)：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又
稱愛滋病毒感染所引致的傳染病，主

要傳染途徑為性行為、血液或母子垂

直感染。

2 .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症 候 群 
(AIDS)：簡稱愛滋病，愛滋病毒破壞
人體免疫系統，造成抵抗力降低，進

而出現各種伺機性感染症狀。

3.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依據美國
疾病管制中心 2009 年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定義，指住院病人於入院 48 小
時後因醫療行為造成微生物侵入體內

或住院期間才獲得的感染，但不包括

入院前已開始或入院時已處於潛伏期

的感染。

統計分析

所有資料以 Microsoft Excel 軟
體程式建檔並以 PSPP 0.8.3 版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以

次數、頻率、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

差、中位數與全距呈現各變項 (包括
性別、年齡、住院天數、醫療裝置使

用天數) 的分布情形，以及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率、感染部位及菌種分布。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人次/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病人入院人次)×100。

推論性統計則依個案的死亡預後

分為病例組及對照組，病例組為 HIV 
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後 30 天
內死亡的個案，對照組為 HIV 病人
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後 30 天內未
死亡的個案，再以個案之屬性與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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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單變項分析，類別變項以卡方檢

定或 Fisher’s exact 檢定，連續變項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 Mann-Whitney 
U 檢定；進一步進行多變項邏輯氏迴
歸，以勝算比 (odds ratio, OR) 及 95% 
信賴區間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來測量影響 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死亡預後之危險因子，若 p 值 < 
0.05 即判定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結　果

一、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趨勢
2005 年至 2013 年期間共有 30 

位 HIV 病人發生 41 次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其中有 7 位 (23.3%) 病人
曾發生至少 2 次以上感染；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率為 3.63% (41 感染人次
/1,130 HIV 病人入院人次)；從圖一
可得知，2005 年至 2013 年期間 HIV 
病人發生感染個案每年平均約 4~5 人
次，自 2011 年之後每年 6~7 人次感
染，其中以血流感染人次最多且有增

加趨勢，其次為泌尿道感染但每年感

染個案平均僅 1~2 人次；感染率則在 
2011 年上升至 6.59% 為歷年最高，
但 9 年期間的感染趨勢並無統計上之
顯著增加 (p = 0.620，χ2 for trend)。

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 HIV 病人
屬性

所有病人中，發生感染部位依

序為血流感染 17 人次 (41.5%)、泌
尿道感染  16 人次  (39%)、呼吸道

 
圖一　2005 年至 2013 年 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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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5 人次 (12.2%)、其他部位感
染 2 人次 (4.9%) 及皮膚感染 1 人
次 (2.4%) (圖一)。感染菌種共 46 株 
(表一 )，其中革蘭氏陰性菌  27  株 
(58.7)、革蘭氏陽性菌 10 株 (21.7%) 
及真菌類 9 株 (19.6%)；前 3 名菌
種依序為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8 株 (17.4%)、Escherichia coli 8 株 
(17.4%)、Staphylococcus aureus 6 
株  ( 1 3 % )；泌尿道感染菌種中以 
Escherichia coli 6 株最為常見，而
血流感染菌種則以  Acinetobacter 
b a u m a n n i i  5  株最多。由表二得
知，感染個案以男性居多有  35 人
次 (85.4%)，平均年齡為 44.9±10.9 
歲，感染前住院天數之中位數為 35 

天，潛在性疾病以惡性淋巴瘤 6 人
次 (14.6%) 最多，感染時病程已進展
至 AIDS 有 38 人次 (92.7%)，入院時
個案已出現伺機性感染者有 30 人次 
(73.2%)，其中以肺囊蟲肺炎 8 人次
最多、其次為巨細胞病毒感染 7 人
次，再次為淋巴瘤 6 人次。住院期
間 CD4+T 細胞值小於 200 cell/mm3 
有 30 人次 (76.9%)，感染前 7 天內使
用抗生素治療者有 32 人次 (78%)，
發生休克 (血壓 < 90 mmHg) 有 3 人
次 (7.3%)。感染個案中最常接受的
侵入性導管前 3 名為周邊靜脈注射 
30 人次 (73.2%)、導尿管及鼻胃管各 
19 人次 (46.3%) 及中心靜脈導管 7 人
次 (17.1%)；其中與侵入性裝置有關 

表一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菌種分布

感染菌種 菌株總數 百分比
  分布部位菌株數

   UTI BSI 其他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8 17.39 1 5 2
Escherichia coli 8 17.39 6 2 0
Staphylococcus aureus 6 13.04 0 2 4
Candida albicans 4 8.70 2 1 1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 8.70 3 1 0
Klebsiella pneumoniae 3 6.52 2 1 0
Enterococcus spp. 3 6.52 3 0 0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2 4.35 0 2 0
Yeast-like 2 4.35 1 0 1
Enterobacter spp. 1 2.17 0 0 1
Aeromonas hydrophila 1 2.17 0 1 0
Candida tropicalis 1 2.17 0 1 0
Citrobacter freundii 1 2.17 0 1 0
Morganella morganii 1 2.17 0 1 0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1 2.17 1 0 0
總計 46  19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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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前 48 小時有導管留置) 之導尿
管相關泌尿道感染 8 人次 (19.5%)、
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6 人次 
(14.6%)。

三、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之危險因子
HIV 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後於 30 天內死亡有 7 人。比較 HIV 
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後 30 天

內死亡與存活病人之屬性，單變項

分析顯示具統計學上顯著差異之變

項為感染前 7 天發生休克 (血壓 < 90 
mmHg) (p = 0.003) 及感染後住院天數 
(p = 0.005)，而感染前住院天數、伺
機性感染、CD4+T 細胞或侵入性措施
則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 
(表三)。進一步將所有的變項進行多
變項分析，在控制年齡、性別、感染

表二　HIV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人之屬性分佈

變項 個案數 (n = 41) 百分比

性別 (男) 35 85.4
年齡 (平均值±標準差) 44.9±10.9 
感染前住院天數 (中位數，全距) 35 (3~221) 
感染後住院天數 (中位數，全距) 32 (2~222) 
單位

　一般病房 36 87.8
　加護病房 5 12.2
潛在性疾病

　惡性淋巴瘤 6 14.6
　糖尿病 2 4.9
　惡性腫瘤 2 4.9
入院時出現伺機性感染 30 73.2
感染時病程已進展為 AIDS 38 92.7
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 7 17.1
住院期間 CD4+T 細胞 < 200 (cell/mm3) 30 76.9
感染前 7 天抗生素使用 32 78.0
休克血壓 < 90 mmHg 3 7.3
侵入性導管或裝置使用

　周邊靜脈注射 30 73.2
　導尿管 19 46.3
　鼻胃管 19 46.3
　中心靜脈導管 7 17.1
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 8 19.5
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6 14.6
備註 * 有 2 人次於住院期間未檢驗 CD4+T 細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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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後30天內死亡預後之單變項分析 (n = 41)

變項 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 感染後 30 天內未死亡 勝算比 95% 信賴區間 p 值
 n = 7 (%) n = 34 (%)
年齡 47±6.9 44.4±11.6   0.244
感染後住院天數 13.3±9.3 (中位數 11) 43±46 (中位數 34)   0.005*
性別
　女 0 (0) 6 (17.6)
　男 7 (100) 28 (82.4)   0.567
單位
　一般病房 6 (85.7) 30 (88.2) 1
　加護病房 1 (14.3) 4 (11.8) 1.25 0.12-13.24 1.000
感染病程進展為 AIDS
　否 0 (0) 3 (8.8)
　是 7 (100) 31 (91.2)   1.000
伺機性感染
　無 7 (20.6) 4 (57.1) 1
　有 27 (79.4) 3 (42.9) 1.19 0.03-1.08 0.061
手術
　否 3 (42.9) 26 (76.5) 1
　是 4 (57.1) 8 (23.5) 4.33 0.79-23.57 0.165
CD4+T 細胞
　< 200 (cell/mm3) 3 (42.9) 6 (18.8) 1
　≧200 (cell/mm3) 4 (57.1) 26 (81.2) 0.31 0.05-1.75 0.322
感染前 7 天抗生素使用
　無 2 (28.6) 7 (20.6) 1
　有 5 (71.4) 27 (79.4) 0.65 0.10-4.08 0.637
惡性淋巴瘤
　無 6 (85.7) 29 (85.3) 1
　有 1 (14.3) 5 (14.7) 0.97 0.09-9.84 1.000
休克血壓 < 90
　否 4 (57.1) 34 (100)
　是 3 (42.9) 0 (0)   0.003*
中心靜脈導管
　無 4 (57.1) 30 (88.2) 1
　有 3 (42.9) 4 (11.8) 5.63 0.91-34.88 0.082
導尿管
　無 3 (42.9) 19 (55.9) 1
　有  4(57.1) 15 (44.1) 1.69 0.33-8.73 0.685
導管使用天數
　中心靜脈導管 23±12 (中位數 30) 8±6.8 (中位數 7.5)   0.081
　導尿管 14.5±11 (中位數 14.5) 12.1±13.1 (中位數 6)   0.692
　呼吸輔助器 6±7 (中位數 6) 15±3.8 (中位數 14)   0.079
註：*表示 p < 0.05，有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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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住院天數、伺機性感染、休克 (血
壓 < 90 mmHg)、CD4+T 細胞值、惡
性淋巴瘤及加護病房等變項後均不具

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

討　論

HIV 感染者免疫系統受破壞，
導致病毒、細菌、黴菌、原蟲等可

輕易侵入，易受嚴重的感染，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機率也相對增

加。目前國內各醫學中心及區域

醫院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密度約介於 
1.8‰~2.8‰，而加護中心感染密度
則介於 5.5‰~7.5‰ [10]。許多國外
研究結果顯示 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率約為 4.2%~10% [6-8,11]。
本研究 HIV 病人感染率為 3.63%，
略低於國外文獻結果，較同時期全院

住院病人感染率 3.26% 為高，但無
統計學上差異 (p > 0.05)。Reis 等人
針對感染科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的回溯性研究顯示，HIV 病人較非 
HIV 病人易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p 
< 0.05) [11]。可見 HIV 病人發生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的可能性較高，照護上

更需多加監測與防範。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HIV 感染者
感染部位以血流感染 (41.5%) 最多，
其次為泌尿道感染 (39%)。許多文獻
也指出血流感染為 HIV 病人最常發
生的感染部位，約佔所有感染部位

的 23.9%~36% [6,12-14]。然而對一
般病人而言，泌尿道感染為最常發生

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部位，造成此差

異的原因可能與 HIV 病人免疫力缺
乏及經常使用侵入性血管裝置有關，

也有研究指出相對於頻繁使用中心靜

脈導管，HIV 病人較不常見有導尿管
留置與呼吸器使用，且皮膚移生及感

染的比率較高[12]。依據 Padoveze 等
人的研究，HIV 病人主要發生的感
染部位為血流感染佔 44%，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密度為 18.4‰，較
非 HIV 病人 (7.39‰) 高但未達顯著
差異 (p = 0.24) [14]。另一項研究調
查義大利 17 個感染科病房發生血流
感染的 HIV 病人結果顯示，血流感
染密度為 2.45‰，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密度為 9.6‰，中心靜脈導管留
置為 HIV 病人發生血流感染主要的
危險因子[15]。本研究中，個案之侵
入性血管裝置使用比例亦較導尿管或

呼吸道管路高，其中以週邊靜脈導管

留置 73.2% 佔最多，中心靜脈導管佔 
17.1%，而血流感染中發生中心導管
相關血流感染者佔 35.3%；故針對預
防 HIV 病人血流感染，應注意侵入
性血管裝置之照護，包括確實執行注

射部位皮膚之消毒、無菌技術置管並

評估及早拔除不必要的管路等措施。

本院推行有中心導管及泌尿道感染組

合式照護並導入常規醫療作業，且持

續進行監測及回饋，執行對象擴及全

院病患，也包括 HIV 病人所使用之
侵入性裝置，未來在組合式照護持續

推動之下以期能降低 HIV 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個案的發生，減少感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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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國外研究顯示 HIV 感染者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風險包括侵入性

治療、侵入性管路裝置、CD4+T 細
胞不足與免疫力下降[7]。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特別

是 CD4+T 細胞，隨著患者感染的時
間越長 CD4+T 細胞的數量及功能均
逐漸下降，因為 CD4+T 細胞在人體
細胞性免疫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當它的數目及功能下降時連帶其

他免疫細胞功能也受影響。本研究之

感染個案 CD4+T 細胞值平均為 118 
cells/mm3 (1~762 cells/mm3)，CD4 < 
200 cells/mm3 者佔 76.9%。CD4 值及
血中病毒量可用來預測 HIV 感染的
階段，CD4 < 400 cells/mm3 易發生伺
機性感染及潛伏感染，CD4 值逐漸
減少至 200 cells/mm3 以下，即進入 
AIDS 末期階段[10,16]。Frank 等人
於 1997 年在美國的研究結果指出，
末期 AIDS 為造成 HIV 病人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增加的危險因子，且有 90% 
以上的病人 CD4 值 < 200 cells/mm3，

但 CD4 值與感染的發生無顯著相關
[8]。

移生是發生微生物感染的第一

步，免疫不全是造成細菌移生主要的

危險因子，HIV 病人因而也成為細
菌移生的理想宿主。微生物移生在免

疫不全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扮

演重要角色，大部分細菌移生於宿主

身上，並不會立即引起人體免疫反應

或造成感染，然而宿主與移生細菌間

的平衡關係一旦改變，如宿主的免

疫缺乏時，就會使感染的風險增加。

本研究顯示 A. baumannii、E. coli 及 
S. aureus 為最常見的感染菌種，其
中 A. baumannii 為血流感染最常見的
菌種，而 E. coli 為泌尿道感染最多
的菌種，與一般病患最常發生泌尿道

感染菌種相同。A. baumannii 為臨床
常見的移生菌，在免疫不全的病人身

上易進一步造成感染，有研究報告發

現加護病房中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 
HIV 病人死亡率高與移生或感染 A. 
baumannii 有關[17]。S. aureus 是 HIV 
病人身上最常見的移生菌種，近幾年

的研究資料指出，80% 以上發生 S. 
aureus 感染病人其鼻腔都有 S. aureus 
移生情形[18]。多篇研究亦指出 S. 
aureus 為引起 HIV 病人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最常見的致病菌，也是血流感

染中最常被分離出的菌種[8,19,20]。
本研究個案有 92.7% 感染時病

程已進展為 AIDS，73.2% 於入院時
已出現伺機性感染症狀，以單變項

邏輯氏迴歸分析發生醫療照護相關

後 30 天內死亡之影響因子包括有感
染前 7 天發生休克及感染後住院天
數 (p < 0.05)。國內一項針對發生血
流感染的 HIV 病人研究也指出發生
血流感染的 HIV 病人死亡率 (36.4%) 
較非 HIV 病人 (20.9%) 高，休克與低
白蛋白血症為與死亡有關的危險因子

[21]。
Reis 等人於 2013 年在巴西的研

究顯示，HIV 病人發生醫療照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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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感染者 CD4 值 < 100 cells/mm3 佔 
55%，但 CD4 值與感染之 HIV 病人
死亡無顯著相關[11]。本研究分析感
染個案之 CD4 值與感染後 30 天內死
亡無顯著相關 (p > 0.05)，與先前國
外的研究結果相似。本研究分析個案

於感染時病程進展為 AIDS 及伺機性
感染與感染後 30 天內死亡亦無顯著
相關 (p > 0.05)。

結　論

HIV 感染者由於免疫力缺乏，
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機率也相對

增加，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涉及病人安

全，亦增加致病率及死亡率，故針

對免疫不全的 HIV 病人持續進行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是很重要的。本

研究發現血流感染為最常發生的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部位，感染菌種以 A. 
baumannii、E. coli 及 S. aureus 最常
見，感染前 7 天曾發生休克及感染後
住院天數對於感染後死亡具有顯著的

影響。目前仍沒有藥物能治癒愛滋

病，但雞尾酒療法的發明改善了 HIV 
病人存活率，使得疾病慢性化，醫護

人員在照護 HIV 感染者時，除了針
對疾病治療外，亦需了解此族群患者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危險因子、感染

菌種及感染分布的情形，以減少並預

防感染的發生。

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象是在單一醫學中心

內，於回溯之 9 年期間發生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之 HIV 個案僅 41 人次，樣
本數較為不足，尚需更多資料做進一

步分析與釐清，且本研究僅針對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IV 病人收集病
歷、實驗室報告及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資料進行回溯性分析，由於此特殊族

群的資料獲得不易，未來可增加 HIV 
病人未發生感染個案之匹配 (match) 
進行個案對照研究，以獲得更完整的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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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among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nfected Patients 
Admitted in a Medical Center

Ching-Ju Hung1, Fu-Der Wang1,2,3, Yin-Yin Chen1,3, Wing-Wai Wong1,2,3

1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in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3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infected patients are at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because of their weakened 
immune system. However, data on the occurrence of HAI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are limited.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incidence and epidemiology of HAIs in 
this popul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all HIV-infected patients admitted to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from 2005 to 2013. A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a chi-square or Fisher’s exact test. A multipl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tic 
indicators of HAI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bout 1,130 HIV-infected patients were admitted, 
and 41 episodes of HAI (3.6% per admission) were identified in 30 patients. The 
incidence of HAI slightly increased every year (p = 0.620; chi square test for trend).
The proportional frequencies of HAIs were as follows: 17 bloodstream infections, 
41.5%; 16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39%; 5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12.2%; 1 skin 
infection, 2.4%; 1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fection, 2.4%; and 1 venous infection, 
2.4%.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wer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7.4%), 
Escherichia coli (17.4%),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13%). The mortality rate of 
HAI was 46.7%. Shock (BP < 90 mmHg) and the length of postinfection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ath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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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stream infections were the most frequent infection by site. HAIs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 mortality rate. A. baumannii and E. coli were the leading 
pathogens responsible for HAIs. Shock and the length of postinfection stay were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mortality.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s,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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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抗藥性念珠菌的威脅：耳念珠菌

陳怡君　劉建衛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

耳念珠菌 (Candida auris) 為近年興起的念珠致病菌株，其具有多重抗藥之
特性，且在歐洲、亞洲、北美洲、南美洲及非洲的醫療院所造成感染症及群突

發事件，因而引起相當大的關注。C. auris 的鑑定對臨床實驗室來說是極具挑戰
的，本文將統整敘述目前已知 C. auris 的流行病學、診斷鑑定方式、治療及相關
的感染控制措施。（感控雜誌 2018:28:62-68）

關鍵詞：耳念珠菌、實驗室鑑定、感控措施

前　言

耳念珠菌 (Candida auris) 首度
於  2009 年在日本從病人的外耳道
分離出來。透過回溯性的念珠菌菌

株調查，發現最早已知的菌株，來

自 1996 年的南韓，於重新鑑定後發
現為 C. auris。然國際間的監測計畫 
SENTRY，從 2004 年至 2015 年收集
了 15,271 株念珠菌，重新分析後，
其中僅 4 株被確定為 C. auris (分別
來自 2009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進一步證實於 2009 年之前
該菌株是相當罕見的[1]。與大多數

其他念珠菌屬不同的是該菌種會在醫

療機構內傳播，並引起醫療照護相關

的群突發，可能對全球公衛及醫療造

成威脅。目前全球有五大洲中皆有該

菌株的發現，由全基因體定序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顯示在地理上有 
4 個不同的分枝 (南亞、東亞、南非
和南美洲) 。從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結
果顯示每個地區有他自己獨特盛行的

菌株品系 (clones) ，並非僅有單一種
分支的誕生而造成全球的傳播，有鑑

於許多國家短時間內 C. auris 案例及
群突發事件的報導，提高對這種新興

病原菌的警覺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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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C. auris 目前已在許多國家被分
離發現，包括日本、南韓、印度、

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科威特、以

色列、南非、加拿大、美國及歐洲

等國家。從美國疾病管制局網站可

以隨時了解到全球 C. auris 分佈情形 
(https://www.cdc.gov/fungal/diseases/
candidiasis/tracking-c-auris.html)。
大部分的 C. auris 感染皆發生於住
院中的病人。在台灣，依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之台灣院內感染監視

資訊系統 (TNIS) 之資料顯示，目前
尚無 C. auris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個
案之通報。所幸國家衛生研究院在 
5 期 (1999、2002、2006、2010 及 
2014 年) 台灣黴菌抗藥性偵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TSARY) 所收集
的約 5 千株菌株中，並沒有偵測到 C. 
auris。

細胞生物學、毒力因子

發芽  ( g e r m i n a t i o n )、粘附 
(adherence)、生物膜 (biofilm) 的形
成、磷脂酶 (phospholipase) 和蛋白酶 
(proteinase) 的產生都是已知的念珠
菌致病因子[2]，C. auris 在體外似乎
不形成芽管 (germ tubes)、菌絲、偽
菌絲體 (pseudohyphae) 或厚膜孢子，
但可視其狀態產生磷脂酶和蛋白酶

[3]。C. auris 可粘附在物體表面並形

成生物膜，其形成生物膜之能力比 
C. albicans 來的弱，但比 C. glabrata 
強。

臨床表現

以菌血症表現最為常見，其他

部位包括腹腔內、泌尿道、皮膚及軟

組織感染，甚至骨頭及肺部[4]。感
染者其臨床特徵與感染其他侵襲性念

珠菌症無異。根據文獻報告，感染此

菌株的病人之前往往有使用抗黴菌

藥物，特別是 fluconazole。C. auris 
感染死亡率相當高，高達三至六成

[1]。

移生及感染 C. auris 的危險因子

文獻指出，從 C. auris 移生的病
人或環境獲得該菌株的移生接觸時間

可能僅需 4 小時，而且可使加護病房
的患者於 48 小時內就得到侵襲性的
感染。菌血症的發生常與中心靜脈導

管相關，侵襲性的感染常發生於重症

患者，入住加護病房或接受侵入性治

療者，血液腫瘤、糖尿病或其他免疫

不全患者為常見的危險因子[5]。

菌株鑑定

C. auris 的菌落在 CHROMagar 
為粉紅色的，可能會被誤以為  C. 
krusei，使用傳統的生化方法 C. auris 
無法被準確地鑑定出來。C. auris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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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型態與 C. haemulonii complex 相
近相關，若使用 VITEK-2, API-20C, 
BD-Phoenix, Microscan 等商品化鑑定
系統，如鑑定出某些特定的念珠菌

種，如 Candida haemulonii, Candida 
famata ,  Candida  sake ,  Candida 
catenulata, Rhodotorula glutinis 或
念珠菌種無法鑑別時，應懷疑是 C. 
auris (表一)。目前須使用 Vitek MS 
或 Bruker Biotyper brand 的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LDI-TOF) 且需是 
research use–only 的資料庫才可準確

的鑑定出此菌種[6]。準確的鑑定須
仰賴有參考樣本菌株存於數據庫中，

否則使用 MALDI-TOF MS，也會將 
C. auris 錯誤的識別為 C. haemulonii 
和 C. albicans (表一)，各院所之微生
物實驗室可以諮詢儀器製造商，了

解 C. auris 參考菌株是否存在於他
們的數據庫，以確認實驗室有鑑定

該菌種的能力。另外，C. auris 的正
確鑑別也可靠標的分子定序核醣核

酸 (rDNA) 基因的 D1/D2 區或內部轉
錄間隔區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7]。當醫療院所無鑑定的儀

表一　依不同鑑定系統 C. auris 可能被誤鑑定成不同菌種[1]

鑑定系統  C. auris 可能被錯誤鑑定成之菌種 
Vitek • Candida haemulonii 
 • Candida duobushaemulonii
 • Candida famata
API 20CAUX  • Candida famata 
 • Rhodotorula glutinis 
 • Candida sake 
 •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 Unidentified
BD Phoenix yeast identification system  • Candida haemulonii 
 • Candida catenulata 
Microscan  • Candida famata 
 • Candida guilliermondii 
 • Candida lusitaniae 
 • Candida parapsilosis
 • Candida albicans
 • Candida tropicalis 
MALDI-TOF MS • Candida albicans
Vitek MS (bioMerieux) • Candida haemulonii
MALDI Biotyper(Bruker Daltonics) • Not identified
 • Neisseria meningitides serogroup A
 • Pseudomonas rhizophae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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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設備，可將所懷疑的菌株送至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做進一步的確

認，經由傳染病通報系統中「其他傳

染病」項下勾選「其他」欄並註明

「Candida auris」，辦理疑似菌株之
通報及送驗。

抗藥物機轉

透過全基因定序分析顯示，

C. auris 基因組存在 ERG3，ERG11 
(azoles 的標的基因)，FKS1，FKS2 
和 FKS3 (echinocandins 的標的基
因 )  的突變，而且這些基因座與 
C. albicans 和 C. glabrata 基因有 
78~85% 相似，另外，亦發現有相
當比例的 C. auris 可轉譯 ATP-214 
binding cassette (ABC) 等藥物排出幫
浦[8,9]。

治　療

截至目前為止，針對 C. auris 仍
無抗黴菌藥物敏感度之臨床判讀標

準 (clinical breakpoints)。文獻報告
指出，使用各種藥敏試驗方法獲得 
C. auris 對抗黴菌藥物的最小抑菌濃
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 I C s )，使用美國臨床實驗室標
準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或歐盟藥
敏試驗標準 (European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EUCAST) 所公布對其他酵母菌種的

判讀標準，在老鼠菌血症的模型裡，

呈現藥物動力學/藥效學 (PK/PD) 一
致的結果。然而，其與臨床預後的

相關性仍待確認。建議所有新發現

的 C. auris 菌株均應進行抗黴菌藥物
之藥敏試驗，目前所知大部分的 C. 
auris 對 fluconazole 的最小抑菌濃度
相當高 (> 64 mg/liter)，對其他唑類 
(azoles)，如 voriconazole, itraconazole, 
isavuconazole 敏感度亦不佳。約三到
四成的 C. auris 對 Amphotericin B 有
抗藥問題[1,10]，但大多的 C. auris  
仍對 echinocandins 保有敏感度，因
此推薦首選的治療藥物為標準劑量的 
echinocandins，然而 echinocandins 無
法對抗 C. auris 形成的生物膜[2]，治
療期間須仔細評估對藥物的反應，以

便及早發現抗藥的問題。

感染控制

C. auris 可以持續在人體皮膚及
黏膜移生，亦能長時間存在環境中，

與 C. parpsilosis 已知能在皮膚移生
及存在塑料表面及醫院環境中，與造

成院內群突發的酵母菌相同，他們皆

能在環境中存活數週的時間[11]，因
此容易在醫療照護機構中經由人傳

人直接或間接地傳播/感染，美國及
歐洲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及
英格蘭公共衛生部門 (Public Health 
England) 已頒佈指引以減少散布，其
感控措施參考自多重抗藥性菌株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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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須將 C. auris 病人安置於單人病
房，並採取標準及接觸防護措施。照

護時應落實 (ㄧ) 徹底執行手部衛生 
(二) 使用建議的產品清潔及消毒病人
照護環境 (每日及終期清潔) (三) 進行
病人接觸者之篩檢以找出 C. auris 移
生病人。因 C. auris 移生病人可以是
傳播源，這些病人應採取與 C. auris 
感染病人相同的感染管制措施 (表二) 
[12]。

結　語

對免疫功能低下、入住加護病房

等這些脆弱的患者而言，C. auris 多
重抗藥的特性對其造成相當大的威

脅，有著高致死率，雖然目前在台

灣還未有該菌種的發現，有鑑於他

國的經驗，做好萬全的準備是需要

的。準確的菌種鑑定相當重要，依

照目前所知的最小抑菌濃度數據，

echinocandins 為治療 C. auris 感染的
首選用藥，感控措施須徹底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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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 2 次 (間隔至少 1 週) 
培養陰性或連續 3 次不同
天培養陰性，即可考慮解

除 C. auris 感染管制防護
措施。 
採檢部位：應至少包含腋

窩、鼠蹊及先前 C. auris 
培養陽性部位 (如：尿液
及痰液等)。

環境清潔與消毒

建議使用醫院等級抗 
Clostridium difficile 的
殺孢劑，如：1 , 0 0 0 
P P M  的次氯酸鈉、
4.5% 過氧化氫強效配
方 (hydrogen peroxide 
e n h a n c e d  a c t i o n 
formulation, HP-EAF) 
等 

接觸者之移生篩檢

篩檢對象至少應包含：

1. 目前與指標個案同病
室的病人。

2. 指標病人陽性培養前 
1 個月曾同病室之病
人或同房之機構服務

對象，即使是已經出

院之病人 /服務對象
亦需確認及篩檢。

66

感染控制雜誌

新興抗藥性念珠菌的威脅：耳念珠菌



auris Strain from a Candidemia Patient in India. 
Genome Announc 2015;3. 

  9. Sharma C, Kumar N, Pandey R, et al: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of emerging multidrug 
resis tant  Candida auris  i solates  in  India 
demonstrates low genetic variation. New Microbes 
New Infect 2016;13:77-82. 

10. Tsay S, Welsh RM, Adams EH, et al: Notes from 
the Field: Ongoing Transmission of Candida auri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United States, June 2016-
May 2017. MMWR 2017;66:514-5. 

11. Welsh RM, Bentz ML, Shams A, et al: Survival, 
Persistence, and Isolation of the Emerging 
Multidrug-Resistant Pathogenic Yeast Candida 
auris on a Plastic Health Care Surface. J Clin 
Microbiol 2017;55:2996-3005. 

1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11 月 2 日)：
Candida auris 感染管制建議 。摘自 https://
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be
ac9c103df952c4&nowtreeid=85e6e6ff241bb9f6&
tid=BC887D03CDBBA119。

67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第二十八卷二期

陳怡君、劉建衛



Emerging Drug-Resistant Candida Threat: 
Candida albicans

Yi-Chun Chen  Jein Wei Liu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aohsiung, Taiwan

Candida auris, a novel Candida species first reported in Japan in 2009, is an 
emerging, multidrug-resistant yeast that can cause invasive infections an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outbreaks in the healthcare setting. C. auris has been isolated on 
five continents. This minireview summarizes what is currently known about C. auris 
epidemiology,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infection control.

Key words: Candida auris, identification,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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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疫苗接種現況與展望

陳志和1　劉建衛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兒童內科部感染科　2內科部感染科

接種疫苗顯著地降低兒童的傳染性疾病及死亡。不過在嬰幼兒族群，目前疫

苗能提供的保護相對缺乏。因此，藉由孕婦疫苗接種，來增加嬰幼兒的抵抗力，

減少嬰幼兒時期的感染，是個有效可開發的領域。懷孕期間性荷爾蒙的變化，會

改變母親的免疫反應，進而影響疫苗接種的免疫生成性。目前我國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預防接種組 (ACIP) 建議，孕婦應該優先接種流感及百日咳疫苗，這在許多
研究都獲得證實。孕婦接種流感及百日咳疫苗可以有效減少嬰幼兒的嚴重感染及

併發症。目前開發中的孕婦疫苗，以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及 B 型鏈球菌疫苗有最
大進展，期待未來能進一步降低早產兒及新生兒的併發症及死亡。將疫苗接種納

入常規孕婦產前照護，有許多困難及挑戰，也是兒童疫苗接種的最後一塊拼圖。

（感控雜誌 2018:28:69-76）

關鍵詞：孕婦疫苗接種、疫苗、嬰兒、新生兒

前　言

疫苗是降低兒童時期死亡率最有

效的工具之一。然而，在年齡太小還

無法接種疫苗的嬰兒，疫苗能發揮的

進展還是相對緩慢。

在美國及其他中高收入國家，疫

苗接種時程自嬰兒兩個月大時開始，

一般要到嬰兒六個月大時，才會完成

初級疫苗接種時程。因此，多數疫苗

需要嬰兒數個月大後才會開始提供保

護力，在疫苗還無法提供保護力的期

間，嬰幼兒往往有較高的住院率及死

亡率。

年齡太小還無法接種疫苗的嬰

兒，可以藉由孕婦疫苗接種來提供保

護。許多感染如流感及 E 型肝炎，被
認為在懷孕期間有較高併發症與死亡

率。在考量對孕婦及嬰兒的保護，孕

婦疫苗接種是下一個疫苗接種重點。

69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第二十八卷二期

69



整合目前對孕婦疫苗接種的實證、回

顧這領域的發展及未來研究的課題

[1]。

懷孕期的免疫反應

性荷爾蒙會影響人體的免疫反

應。懷孕期間，性荷爾蒙的變動引發

不同的免疫反應。在懷孕期間，雌二

醇 (estradiol) 的增加，會導致相對較
強的第二型 T 輔助細胞 (type 2 helper 
T-cell, Th2) 反應及較弱的第一型 T 
輔助細胞 (type 1 helper T-cell, Th1) 
[2]。黃體素 (progesterone) 的增加也
會降低免疫反應與影響 Th1-Th2 平衡
[3]。其他免疫反應如吞噬作用、中
性球、單核球與樹突細胞數量則維持

恆定，或在第二、三孕期會增加。

關於孕婦接種疫苗的免疫生成

性 (immunogenicity)，比沒有懷孕的
婦女，正反面的實證都有。有關非

活性流感疫苗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 的研究，在孕婦及沒有懷
孕的婦女觀察到的免疫反應差不多

[4]。接種 B 型肝炎、流感、百日咳
及黃熱病的疫苗研究顯示孕婦的免

疫生成性較低。免疫生成性較低，

並不代表孕期接種疫苗臨床有效性 
(effectiveness) 較低。

目前孕婦接種疫苗的實證

在美國，對孕婦接種疫苗的建議

包括非活性流感疫苗和破傷風減量白

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 (Tdap)，
在某些國家的孕婦也接種 B 肝及 E 
肝疫苗。

流感疫苗

美國從 1960 年代開始就建議為
孕婦接種流感疫苗，在任一孕期皆可

接種。許多其他已開發國家也建議為

孕婦施打。2012 年世界衛生組織將
孕婦列為接種季節流感疫苗的優先對

象[5]。
研究顯示對照沒有懷孕的婦女，

流感對孕婦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在全

球大流行時也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孕

婦和胎兒有較差的預後[6]。孕婦接
種流感疫苗除了能夠有效降低孕婦罹

患流感及產生後續併發症的風險外，

所產生的抗體亦可保護出生六個月內

的嬰兒免於流感威脅。有四個隨機

對照試驗，執行於南非、馬利、尼泊

爾、孟加拉，評估施打非活性流感疫

苗在孕期保護孕婦及嬰兒的有效性，

這些試驗中，在嬰兒的有效性從 30% 
到 63% 不等[1]。

基於孕期感染流感會導致不良

後果，這些試驗就孕婦施打流感疫苗

探討可能的保護效果。在孟加拉及尼

泊爾的試驗，孕婦施打流感疫苗可以

減少嬰兒低出生體重[8]。然而在南
非及馬利的試驗沒有看見這樣的相關

性。尼泊爾的試驗顯示施打流感疫苗

的孕婦，比起沒有施打者減少 15% 
產下低出生體重新生兒。這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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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換算成，施打流感疫苗的孕婦，

可以產下平均多 43 公克的寶寶。同
樣在孟加拉的試驗，在流感季節，施

打流感疫苗的孕婦所生產的寶寶，比

沒有施打者所生的寶寶，平均多 193 
公克[8]。

四個隨機對照試驗都是品質很高

的研究。尼泊爾的試驗將出生體重列

為主要預後之一。因此，尼泊爾的試

驗可以在不同組別偵測低出生體重的

差異，減少第二型錯誤 (type II error) 
的可能性。在馬利、孟加拉、南非的

試驗，孕婦是在第三孕期接種疫苗，

而在尼泊爾的試驗孕婦是在 17 至 34 
週孕期接種疫苗。早期接種可能可以

提供較長的保護期而影響胎兒的生長

與體重增長，此外，懷孕週數的評估

在懷孕晚期可能較不準確。在馬利的

試驗，研究者用 new Ballard score 來
評估懷孕週數，只有 13% 受試孕婦
有用超音波來驗證週數。尼泊爾的試

驗裡，基礎嬰兒出生體重低於南非和

馬利的試驗。因此，孕婦流感疫苗接

種，特別是在第二孕期末期或第三孕

期初期給予時，可以更有效地保護易

感族群不良出生情形。

孕婦感染流感後，造成細菌性

感染的風險較高，特別是肺炎鏈球

菌感染。在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時，
可能有相當比例的死亡歸因於肺炎

鏈球菌感染。流感與肺炎鏈球菌之間

的協同作用 (synergy) 可以透過孕婦
接種流感疫苗來防制。例如，在孟

加拉的試驗裡，分析孕婦接種流感疫

苗與嬰兒接種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

苗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PCV) 對嬰兒呼吸道疾病的保護，兩
者同時接種，比接種其中一個疫苗有

更好的效果[9]。美國有一個照護機
構的研究結果，若懷孕期間有接種流

感疫苗，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對中

耳炎的保護力會更好。

百日咳疫苗

百日咳疫苗，常以破傷風、減

量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三合一疫苗 
(Tdap) 接種。在懷孕期間接種的主要
目的是要預防嬰幼兒百日咳。美國及

英國從 2012 年開始建議懷孕婦女接
種百日咳疫苗。疫苗接種時間，在美

國建議懷孕 27 至 36 週，在英國則建
議 20 至 32 週[10]。

在英國的研究顯示，孕婦接種

百日咳有很高的有效性。預防嬰幼兒

百日咳的有效性在病例對照研究高

達 93% [11]。孕婦接種百日咳疫苗的
安全性評估，在美國一項大型研究顯

示，沒有增加不良新生兒及孕期副作

用，不過絨毛膜羊膜炎在接種的孕婦

多出 20% (6.1% vs. 5.5%)。然而，在
病歷回溯裡只有一半的病人被證實有

相符的臨床表現，絨毛膜羊膜炎所造

成的早產是主要臨床關心的預後，而

這個研究結果早產的機率並沒有增加

[12]。
在美國的另一研究，同時接種流

感及破傷風白喉百日咳疫苗並沒有增

加不良預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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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接種百日咳疫苗可以增加

嬰兒百日咳抗體濃度，理論上這些疫

苗引起的母親抗體可能會減少嬰兒接

種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的免疫生成性。

在評估因母親感染產生抗體減弱嬰兒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的反應的研究結果

並不一致。然而，整體來說，接種

白喉、破傷風、全細胞型百日咳疫苗 
(DTwP) 的嬰兒，比接種白喉、破傷
風、非細胞型百日咳疫苗 (DTaP)，
其免疫生成性減少更多[13]。

有越來越多資料顯示孕婦接

種百日咳疫苗引發的抗體會影響嬰

兒對非細胞型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

苗  (DTaP) 的反應，然而沒有研究
評估過對接種全細胞型百日咳疫苗 
(DTwP) 嬰兒的反應，在大多數開發
中國家接種此類疫苗。在美國及加

拿大有一些研究顯示，母親懷孕接

種 Tdap，比起沒接種的母親，其嬰
兒對 DTaP 的反應較弱[14]。一個在
越南的研究，孕婦接種 Tdap，其嬰
兒出生後接種 DTaP 疫苗，發現百日
咳桿菌粘附素 (pertactin, PRN) 抗體反
應較低，不過其他兩個抗體百日咳毒

素 (pertussis toxin, PT) 及絲狀血凝素 
(filamentous hemagglutinin, FHA) 抗體
則不受影響[15]。

孕婦接種百日咳疫苗，導致嬰

兒出生後接種百日咳疫苗時，抗體反

應較弱的研究，其臨床相關性尚無定

論。不管如何，在孕婦接種百日咳疫

苗後出生的嬰兒族群，值得繼續監測

百日咳的年齡趨勢，直到兒童甚至青

少年期。

發展中的孕婦疫苗接種

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在早

產兒有較高的併發症。2015 年統計
全球五歲以下，因呼吸道融合病毒導

致下呼吸道感染死亡人數，估計有數

十萬之多。多數死亡個案為嬰兒，在

開發中國家，死亡個案也發生在一歲

多的小孩。另一項研究，估計約有 
2~3% 新生兒死亡原因是因為呼吸道
融合病毒導致。在美國的一項多地區

研究，五歲以下兒童的呼吸道感染，

其中有 20% 住院、18% 急診就診、
15% 門診就診和呼吸道融合病毒有關
[15]。

呼吸道融合病毒在嬰幼兒造成沉

重疾病負擔，誘使開發疫苗供孕婦接

種。目前有許多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

在臨床前期 (pre-clinical) 和臨床階段
開發中。兩個表面醣蛋白，RSV F 蛋
白和 G 蛋白，被認為可以誘發中和
抗體。目前有個以 F 蛋白奈米粒子疫
苗正在進行孕婦第三期臨床試驗。另

一個 F 蛋白次單元疫苗在第二期臨床
試驗評估。在臨床前期開發中的疫苗

還包括活性減毒、不活化全病毒型、

粒子、次單元、核酸、和基因載體等

疫苗。基於早產兒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感染不良預後的高危險族群，對於疫

苗接種的建議懷孕週數，也需納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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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早期試驗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疫

苗伴隨一些不良反應。在  1960 年
代晚期，一個以福馬林去活化的疫

苗，在許多研究評估中，兒童在接

種前為血清陰性者，日後感染呼吸

道融合病毒的機會及嚴重度反而增

加[16]，這些情況被稱為「enhanced 
RSV disease」。目前對此現象的了
解，與接種的抗原並沒有在細胞質

中被處理過，導致在缺乏 CD8+ T cell 
的情況下，缺乏保護抗體及  CD4 + 
helper T cells 活化，引發的免疫反應
導致病態性的 Th2 記憶反應 (memory 
response)。因此，被野生 (wild-type) 
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的兒童肺部可見

到過多的嗜酸性球、中性球、單核球

浸潤、及免疫複合物沉積。

數十年來對  e n h a n c e d  R S V 
disease 相關的疑慮減緩了呼吸道融
合病毒疫苗的研發。然而，透過孕婦

疫苗接種，抗體從母親轉移給嬰兒，

可以避開此一免疫不良反應。此外，

由於絕大多數成人都接觸過呼吸道

融合病毒，而 enhanced RSV disease 
主要發生在血清抗體陰性的人，因

此孕婦接種 RSV 疫苗發生 enhanced 
RSV disease 的機率相當小。在接受
呼吸道融合病毒單株抗體者沒有發

生 enhanced RSV disease、臨床試驗
前期的結果，都證實 enhanced RSV 
disease 主要發生在血清抗體陰性的 
[18]。

B 型鏈球菌疫苗
B  型 鏈 球 菌  ( G r o u p  B 

Streptococcus, GBS) 常導致嚴重致
死後遺症。早發型  B  型鏈球菌感
染 (early-onset group B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發生於小於七天大的新生
兒，以敗血症、肺炎、腦膜炎、或合

併感染來表現。晚發型 B 型鏈球菌
感染 (late-onset group B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發生於 7 至 89 天大的嬰
兒，較常以腦膜炎來表現。此外，有

證據指出早產與孕婦感染的關聯性，

在孕產期得到侵襲性 B 型鏈球菌感染
會導致死產。

侵襲性 B 型鏈球菌感染是由體
內帶菌的孕婦，在生產過程傳染給寶

寶。美國在 1980 年代的研究，懷孕 
23 至 26 週孕婦的肛門或陰道 GBS 
帶菌率 (約 20%)。在 1990 年代晚
期，全面性孕婦篩檢及產程中使用預

防性抗生素，來預防早發型 B 型鏈
球菌感染[19]。然而，對晚發型 B 型
鏈球菌感染並沒有影響，而早發型 B 
型鏈球菌感染在這十幾年來則持平。

孕婦接種 B 型鏈球菌疫苗，可以減少
新生兒得到 B 型鏈球菌疾病的負擔，
特別是在嬰兒的晚發型 B 型鏈球菌疾
病。

近十多年來，有許多國家致力於

孕婦 B 型鏈球菌疫苗的開發。第一代
多醣體抗原疫苗，在臨床試驗的免疫

生成性的結果沒有一致。最近有單價

和三價結合型疫苗在進行臨床試驗。

已經通過第一、二期臨床試驗的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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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型疫苗，包含莢膜血清型 Ia、
Ib、III，涵蓋多數美洲、歐洲嬰兒 B 
型鏈球菌疾病[19]。然而，在全球導
致嬰兒感染的還包含血清型 II、V，
因此孕婦 B 型鏈球菌疫苗還需要涵蓋
這些血清型。

未來展望

孕婦接種疫苗有機會為孕婦及嬰

兒提供顯著的抗體保護。然而，若要

充份了解孕婦疫苗接種的益處，需要

更完整地評估這些疫苗在預防嬰兒住

院及死亡上的功效。此外，在美國及

全球各地，疫苗傳統上著重在兒童時

期接種，把疫苗納入孕婦產前照護，

在許多地方尚有一定的困難挑戰。

在美國全國孕婦流感疫苗接種率約 
50%，破傷風白喉百日咳疫苗在 16 
個州的接種率約 10%。未來無論在實
行上、疫苗提供、及病人照顧端，需

要更多實證支持的方式介入，來提昇

孕婦疫苗的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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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and Prospect of Pregnant 
Women Vaccination

Chih-Ho Chen1, Jein Wei Liu2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1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2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 Kaohsiung, Taiwan

Vaccination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prevalence of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ortality. However, current vaccines offer limited protection to young 
infants. Therefore, maternal immunization is a potentially useful tool to increase the 
immunity and decrease infection in young infa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pregnancy, 
the changing levels of sex hormones induce variable immune responses 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 immunogenicity of vaccines. Recently,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in Taiwan recommended that seasonal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grams and adult Tdap immunization programs should give the highest priority 
to pregnant women. Several studies confirmed that maternal influenza and Tdap 
immunization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occurrence of severe infection and 
complications in young infants. Maternal vaccines developed against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group B streptococcus made the most progress. We expect that 
these vaccines can further decrease the complications and mortality in preterm 
infants and neonates. Incorporating maternal vaccines into routine antenatal care 
has been a challenge. However, it is also the last piece of the puzzle of pediatric 
immunization programs.

Key words: Maternal immunization, vaccine, infant, ne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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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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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病人安全，醫院器械使用及管理愈趨重要，歐美先進國家均已建立實

證依據的措施及指引；而根據近年來我國疾病管制署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結果

發現，在器械之清潔與消毒滅菌作業，仍有許多值得改善之處。我們知道醫療品

質即使在有限資源下仍要提供最佳照護，而醫院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品質

更是改善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之根本之一。本內容主要引用 2017 年亞太供應中
心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指引，對於器械再處理流程與監控、定期及新品滅

菌品質確效、滅菌物品儲存、儀器設備及執行等內容進行介紹，如供應中心規格

設計規範、病房使用後醫材送至供應中心的處理、收集、運送、污物接收區的清

潔和去污、清潔區器械的檢查、準備和包裝、滅菌區的滅菌品質監測和測試、無

菌物品儲存區的無菌儲存、發送和產品回收、文件記錄保存、供應中心人員資格

和持續教育課程、健康管理等，期藉此以提昇醫療機構之醫療品質。（感控雜誌 

2018:28:77-87）

關鍵詞：醫院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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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應國內各級醫院評鑑及鑑於

病人安全，醫院器械使用及管理愈

趨重要，近年有關病人安全及院內

感染的議題，其中滅菌品質的保證

亦在此議題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臨床上一旦使用了滅菌不完全之

醫療器械時，即可能導致病人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進而影響病人

安全等嚴重後果，因此包括美國、

加拿大、澳洲等國，均已制訂符合

其國內之滅菌監測建議，歐美醫療

機構及醫療器材製造廠共同遵守的

滅菌標準為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NSI/AAMI)。惟根
據近年來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結

果發現，各級醫院供應中心及使用

中小型滅菌鍋之單位，在器械之清

潔與消毒滅菌作業，仍有許多值得

改善之處。再加上國際醫療照護物

料管理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lthcare Central Service Materiel 
Management, IAHCSMM) 亦指出對於
器械再處理流程與監控、定期及新品

滅菌品質確效、滅菌物品儲存、儀器

設備及執行單位要安排專責人員執行

操作與監測等評核內容，因此建立醫

院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

業，己是刻不容緩。

政策或法令依據

供應中心的重要性在近幾年雖

然有越來越受重視，但是供應中心相

關作業指引僅有疾病管制署 2010 年
修訂的「滅菌監測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內容僅有針對醫材滅菌相關處

理措施的建議[1]，未對供應中心的
作業流程、全面品質監控作相關規

範。

供應中心的品質，僅在醫院評鑑

中的感染管制章節 (2.7.2-確實執行衛
材之清潔，消毒，滅菌及環境清消) 
中受到監督與考核。在緊湊的評鑑下

並無法對供應中心作全面性的考核，

部份醫院在成本與設備考量下，仍可

見到作業未全面的落實，供應中心並

未受重視也是問題之一。

文獻探討

有鑒於近年國際上因醫療儀器

/器械及內視鏡清潔不徹底所造成的
病人感染事件頻傳[2,3]。歐美亞太等
先進國家均已針對醫療儀器/器械或
軟式內視鏡建立或更新具實證依據

的措施及指引[4-6]或技術手冊[7]；
新發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與亞太感染管
制學會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APSIC) 指引都建議
蒸氣滅菌時，生物指示劑的監測應該

至少每天進行一次，遇有植入物鍋次

時則應每鍋次監測[4-5]，此與國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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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週最好每天進行的頻率實有所差

距。

問題狀況或發展需求

綜觀以上，供應中心面臨的問

題是人員訓練不足，影響器材品質及

病人安全，致使器械維修成本提高，

人員易受針扎傷害風險。未有全面性

的作業流程指引可提供為工作依據。

目前的醫院評鑑並無法全面監測作業

安全及服務品質。因此本文特別介紹 
2017 年亞太感染管制學會無菌醫材
供應模範醫院評鑑標準條例，讓大家

暸解亞太地區供應中心硬體及軟體感

染管制措施內容，藉此期待能與國際

接軌提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醫院供應中心執行策略感染管制

措施

有關醫院供應中心執行感染管制

措施內容，共分九部份進行介紹，如

基本原則、供應中心規格設計規範、

病房送至供應中心之感染管制措施、

供應中心汙染區之感染管制措施、清

潔區之感染管制措施、滅菌區之感染

管制措施、無菌物品儲存區之感染管

制措施、文件記錄保存、供應中心人

員資格、健康管理等[4,8-11]：

一、基本原則

供應中心之規劃應符合消毒運

作及感染管制的需求，才能有效控制

污染區、清潔、滅菌物品儲存區之維

持及效果。其相關感染管制措施基本

原則，說明如下：(一) 制定供應中心
工作規範，如器械、包盤製作等的清

洗、消毒有一定之流程可依循。(二) 
注重滅菌鍋之維護，定期做滅菌效

果鑑定，確保滅菌之完全。(三) 環氧
乙烷 (Ethylene Oxide) 氣體滅菌每一
鍋次都應做生物培養測試，每種測試

都需有記錄，建議依院評規範保存四

年備查。(四) 滅菌鍋次的運作過程表
及機器的運作記錄表，建議依院評規

範保存四年備查。(五) 每一滅菌鍋都
應備修護保養記錄表，每日做滅菌鍋

之檢點並記錄以確保其可安全使用。

(六) 使用消毒物品之單位人員，應有
防止消毒品污染之觀念，滅菌物品需

在有效日期內使用，對過期或發現未

達滅菌效果物品要加以回收、丟棄或

再處理。(七) 所有回收器材皆應視為
感染性物品處理。(八) 工作人員需按
各醫院之員工健康檢查規則辦理，定

期接受體檢。(九) 寄消單位送代消物
品至供應中心消毒時，需遵循寄消品

滅菌前準備標準作業規範辦理。(十) 
工作人員之工作服裝依不同工作區而

有相關之標準防護穿著。(十一) 提供
人員感染管制及消毒滅菌相關資訊，

推行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十二) 環境
衛生管理方面，有在使用時，所有的

工作檯面、儀器表面應至少每天以醫

院核准的清潔劑清潔和消毒劑進行清

潔消毒；地板至少應每天進行清潔；

水槽應至少每班次進行清潔，並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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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增加頻率；清洗內視鏡和呼吸器

器材的水槽於每次使用後清潔。

二、供應中心規格設計規範措施

因供應中心是醫療機構無菌物品

的主要提供單位，因此其規劃應合乎

消毒運作及感染管制的需求，才能有

效控制污染區、清潔區、打包區、滅

菌物品儲存區之維持及效果。

規格設計方面，美國建築公會建

議清洗區採負壓，每小時空氣交換次

數至少 6 次。美國醫療器材促進發展
協會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AMI) 則
建議去污染區之空氣交換次數每小時 
10 次；而滅菌鍋設備 (維修) 區則為
負壓、空氣交換次數每小時 10 次，
其他相關說明見表一。

動線設計方面，以功能性工作

動向設計清楚劃分汙染區和清潔區 
(例如以物理性的牆壁)。物品傳遞交
換，可使用傳送窗以避免走廊穿梭，

且不可開著。污染區、清潔區及滅菌

物品儲存區應有獨立空間，入口與出

口分開。各區應有明顯標誌，工作人

員避免在各區互相穿梭，以減少相

互污染。但門可自由關閉，且沒有門

檻，以免造成工作人員使用工作推車

時推車顛簸或物品撒落。

環境設計方面，在污染和清潔區

具溫度和溼度監測控制且每天進行監

測並有記錄。天花板是光滑的表面且

不會脫落纖維或脫屑的成分，地板材

質需可耐每日清洗及防滑。

三、病房送至供應中心之感染管制

措施

由開刀房、病房、門診區和其他

部門送抵供應中心的物品處理。

(一) 物品使用後送供應中心前，
應將可重複使用的物品與廢棄物區

分。污染的拋棄式物品 (含尖銳物品) 
依醫療廢棄物處理。醫材的重覆使用

在販售時，會附有如何適當清洗和

滅菌的說明書，務必遵循製造商說明

處理。拋棄式醫材的製造商並沒有

數據可以判斷該器材是否可以被清洗

乾淨、材質是否可以耐熱或消毒或

滅菌，或在使用一次或多次後是否精

密機械部位或電子零件可維持正常功

能。(二) 使用後醫材器械如果無法馬
上送至供應中心，器械上嚴重的髒污

需在原使用場所時移除；例如手術室

及病房單位器械使用後應做初步處理

表一　供應中心汙染區、清潔區、無菌儲存區空調設備建議

工作空間 與鄰近區域的 最低與戶外 最低之 所有室內空氣 空氣循環 濕度 (%) 溫度℃
 壓力關係 每小時換氣次數 總換氣數 直接排出戶外
汙染區 相對負壓 2 6 是 否 無需求 22~26
清潔區 相對正壓 2 4 無需求 否 最多 60 22~26
無菌儲存區 相對正壓 2 4 無需求 無需求 最多 60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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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供應中心。另外建議髒的 (或汙
染) 物品應保持潮濕 (如可使用濕毛
巾、酵素泡沫或噴劑等輔助品)。(三) 
使用防穿刺、不會洩漏的安全專用容

器盛裝髒污器械及運送時使用。(四) 
於運送髒污器械應避開人潮走動眾多

之處 (如大眾空間等)，運送車應覆蓋
且避免物品掉落情形 (如運送車有保
持密閉的門)。如果可能建議有專用
的電梯直接送達供應中心汙染物品接

收區。如果有在大樓與大樓間運送污

物，亦應有上述的防範措施。

四、供應中心汙染區之感染管制措

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清潔和去汙過

程、器械再處理流程等，說明如下：

(一) 對所有清潔和去污過程應
有適當的政策和步驟，如有工作規範

和工作操作技術標準說明以供遵循。

(二) 有關清潔劑和消毒劑的使用。建
議執行清潔時器械需依據廠商說明書

拆卸，讓所有器械表面露出得以充份

清潔；對於清潔劑的使用亦需根據廠

商說明書正確稀釋比例和溫度等。清

潔劑或酵素清潔劑，應和欲清洗的醫

療器材相容。超音波清潔劑溶液應有

特定的更換頻率，或需要時就儘速更

換，清洗消毒機的最後一道沖洗用水

必須是經處理過的水 (去離子水、蒸
餾水或逆滲透水 (Reverse Osmosis，
又稱 RO 水)。另外消毒劑和最終滅
菌之化學物質應根據廠商說明書使

用，例如使用環氧乙烯消毒劑遵守廠

商說明書作登記列管。(三) 機械式清
洗設備應在安裝時，以及每週 (最好
每天) 進行清潔監測並記錄。自動洗
滌消毒機採雙門式，清洗消毒後自動

輸送至打包區，減少工作人員來回走

動及污染的機會。(四) 刷子及清潔用
具建議為拋棄式；如果是重複使用，

至少每天要消毒或滅菌一次，如每個

班下班前刷子清洗後以 500 PPM 漂
白水泡 20 分鐘。(五) 回收污染之器
械應有專用車運送。(六) 嚴格管制人
員之進出，非該區人員或專用車不得

進入，以避免擴大污染。工作人員進

入本區域應穿戴完整防護裝備，護目

鏡式口罩、隔離帽、PVC 手套、隔
離衣、防水圍裙、及專用工作鞋等防

護裝備。

五、清潔區之感染管制措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物品分類、檢查

和包裝等項目，說明如下：

(一) 器械檢查部份：1. 應以具
光源的放大鏡以供檢查器械，檢查器

械重點為是否有裂縫或損壞，注意平

的表面是否有生鏽、斑點、腐蝕、毛

邊、裂口、破裂或掀開。2. 確認器械
損壞情形，如切剪的邊緣銳利、可動

零件移動滑順不卡住，此時須將器

械停止繼續供應，以便維修或更換。

3. 器械在清潔後或滅菌前是否需潤
滑，應遵守製造廠商的說明指示。4. 
器械如何進行清潔認證，可以肉眼檢

查及結合其他方法 (例如三磷酸腺苷 
(ATP)、蛋白質殘留等) 來評估器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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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管腔清潔度；例如 ATP 進行監
測，單位每週抽樣一次，包含洗滌機

清洗及手洗。(二) 準備和裝配部份：
1. 在處理和裝配器械以備滅菌時，必
須保護精細和尖銳器械，同時兼顧滅

菌劑可滲透尖端保護器。2. 可張開式
的器械 (如剪刀、止血鉗) 以未鎖、
打開的姿勢固定。3. 多零件的器械在
滅菌前要拆卸，確定所有的零件能輕

易的以無菌技術拿取及安裝。4. 對於
管腔器械：先去除通條/塞子，如導
管、針頭、管子。5. 複雜器械 (空氣
動力式，內視鏡等有管腔或管道者) 
則依據廠商說明書進行準備。6. 以不
掉棉絮的吸收物料放置在器械盤中以

利乾燥。器械盤的底層或其他可吸收

物質可用來減輕潮濕的困擾。7. 彎盆
部份：應採漸進式大小的彎盆其直徑

應相隔 1 吋，使用不掉棉絮的吸收物
墊在彎盆之間，打包的彎盆組不應

超過 7 磅 (3 公斤)。8. 硬式器械盒含
器械不應超過 25 磅 (11 公斤)。(三) 
包裝部份：1. 打包材料應在室溫 (攝
氏 20~22.7℃)、相對濕度 30~60% 下
放置至少 2 小時 (此為必要條件，以
容許蒸氣滅菌和避免乾熱)。打包材
料應定期檢驗是否損壞 (如破洞、斑
點、沾染)。包巾應合大小，但不可
太緊或有拉痕出現。2. 有關紙或塑膠
管袋，只能在塑膠面做標示。打包部

份：只寫字在包外化學指示帶或黏貼

的標籤上。3. 網狀孔盤、無孔盤等，
在每次使用前必須檢查以確認邊緣不

尖銳、沒有裂縫或網狀層出現鬆動。

4. 除了滅菌指示帶，其他種膠帶或其
他安全別針、繩、紙夾、釘書針或其

他尖銳物都不應用於打包綑綁。5. 應
頻繁地對熱封口機進行查證和確效測

試。6. 清洗後之器械經檢查、分類，
再依規定的包裝方法打包，在包裝前

確認器械是乾淨且乾燥的。

六、滅菌區之感染管制措施

滅菌品質監測遵循廠商規範辦

理，執行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監

測之滅菌品質監測，滅菌鍋維修保養

監測及器械清潔等項目，說明如下：

(一) 遵守製造商對滅菌循環參
數說明的指示辦理。(二) 裝載滅菌鍋
應遵守滅菌鍋廠商的使用說明書，重

點如下：1. 將相同滅菌參數的類似物
品聚集在一起。2. 滅菌鍋台車: 注意
每包間留有空間、不可過度裝載、包

裝不可接觸鍋壁。3. 混合鍋次-金屬
物品放置在台車時，要放在布品和管

袋之下 (避免冷凝水滴落到下方的滅
菌包)。4. 硬底的鍋, 碗狀品，盤，以
邊緣站立並放置相同方向。5. 硬式器
械盒: 堆疊會影響空氣的抽除，遵守
器械盒廠商的說明指示。在卸載前，

門可以在滅菌完成時稍為打開 (維持
某段時間)。6. 鍋次內含物：應該不
可以看到有液體或水滴 (濕的物品應
視為是污染的，即便沒有接觸)，如
果有液體或水滴應重新處理再打包滅

菌。7. 滅菌的物品要維持在台車上至
少冷卻 30 分鐘，在冷卻過程中不能
接觸，建議可在裝載車上標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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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的標示。8. 將台車放置在低人員
流動區域，不可接近空調或冷空氣的

氣流。9. 快消品項：是要立即使用且
不可存放之後使用的。(三) 物理性監
測、化學性監測、生物性監測：1. 查
證滅菌循環的參數有符合滅菌鍋的報

表數據。將最低溫度和滅菌時間圈起

後，進行簽名並加上確認時間。2. 抽
真空鍋於第一個滿鍋前，每天執行 
Bowie-Dick 測試。3. 在 攝氏 132~134 
ºC，滅菌 3.5~4 分鐘進行 Bowie-Dick 
測試。在空鍋下ㄧ個鍋測試ㄧ次記錄

結果。4. 包外化學指示劑 (指示帶，
指示標籤) 是黏在滅菌包裝上。5. 包
內化學指示劑 (第 4-6 級) 放置在每包
內滅菌劑的滲透最挑戰的地方。(若
是硬式器械盒，根據廠商對化學指示

劑放置位置的指示)。6. 植入物：以
含有生物指示劑和第五級化學指示劑

的 2 號 PCD 包 (說明：國際通稱 PCD
「過程挑戰包」，即國內舊稱「生

物測試包」(Process Challenge Device, 
PCD)) 進行監測。植入物應等到生物
指示劑結果知曉後才發放，除非是緊

急狀況。7. 非植入物：可額外以符合 
AAMI ST79 的 PCD 包進行監測。包
含：生物指示劑、生物指示劑加第五

級化學指示劑、第五級化學指示劑。

(PCD：使用為 FDA 認可的市售 PCD 
或 AAMI 16 條毛巾包)。8. IUSS (立
即使用蒸氣滅菌/快消)：以第五級包
內化學指示劑放在最難滅的地方進

行滅菌監測。9. 滅菌鍋效能測試須使
用含生物指示物 (Biological Indicator, 

BI) 的 PCD 每天進行 (滅菌鍋有開
鍋的那天)。滅菌鍋大於 2 立方英尺
者：將含 BI 的 PCD 放在有物品要滅
菌的第一鍋次 (放在滅菌台車底層，
排水口上方。使用市售 FDA 核准的
含 BI 的 PCD 包或符合 AAMI 的 16 
條毛巾包。(四) 生物指示劑測試組/
對照組和結果。1. 蒸氣：每天使用生
物指示劑 (有使用滅菌鍋的那天)。氣
體式滅菌 (例如 EO、H2O2)：生物指
示劑應每鍋使用。2. 滅菌鍋品管測
試：當滅菌失敗而原因無法馬上辨別

時、滅菌鍋大維修後，空鍋下以 BI 
PCD 執行 3 次測試。如果是抽真空
鍋，在空鍋下進行 Bowie-Dick  測試 
3 次。3. 滅菌鍋維修保養：滅菌鍋的
排水口每天檢查髒污並去除。滅菌鍋

外部和內部表面要定期清潔。

七、無菌物品儲存區之感染管制措

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包括無菌儲存和

發送、滅菌物品回收之追蹤管理等項

目，說明如下：

(一) 無菌儲存部份：對滅菌包的
儲存、處置、輪替和標示有制訂好的

政策和措施。管制無菌儲存區的人員

進出。儲存區溫度一般小於 24℃，
且相對濕度不超過 70%。無菌物品
應離地面至少 20~25 公分 (8~10 英
吋)，離灑水噴頭至少 45 公分 (18 英
吋)，離外牆至少 5 公分 (2 英吋)。運
送的外紙箱/容器和瓦楞紙箱不可做
為無菌儲存區內使用的容器。層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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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台車的底部在層架底部和地板間

應有物理性隔離。醫療/手術物品，
包含硬式器械盒，不能臨近或放在水

槽下方、水管下方或任何可能使它們

變潮濕的地方。物品只能儲存在專

用的層架，櫃子和台車。(二) 發放部
份：物品要依先進先出 (First In First 
Out, FIFO) 的原則發送。使用前先以
肉眼檢查包裝的完整度及標示。運送

台車在底層和地板間應該要有物理性

屏障，重覆使用的覆蓋單應在每次使

用後清洗。台車使用前要進行去污並

乾燥。 

八、文件記錄保存

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一) 要維持每一台機械性清洗文
件記錄 (包括監測和查證清潔過程，
例如：數據式讀取和每次的報表)。
每台滅菌鍋文件記錄的維持 (包含每
鍋次的結果，例如：監測結果、滅

菌鍋維修紀錄)。(二) 每鍋次記錄：
如批次號碼、鍋次內含物、暴露時

間/溫度、進行滅菌的工作人員、BI 
測試的結果、Bowie-Dick 測試的結
果、測試包 (PCD 包) 中化學指示劑
的結果。發現沒有反應或反應不全

的化學指示劑需向上級報告。(三) 每
一鍋次的滅菌報表須記錄：查證每次

滅菌循環的起始狀況、確認所選擇的

滅菌參數對鍋內物品是適當的、查證

有到達正確的時間和溫度、確保每鍋

次都沒有滅菌停止或警告訊號 、使
用器械追蹤系統或其他形式的電腦系

統。(四) 產品回收：政策和流程是清
楚且簡潔的。持續進行記錄，如使用

批次控制標籤，包含，滅菌鍋編號、

鍋次號碼、滅菌日期、效期、滅菌包

名稱和製作人。 

九、供應中心人員資格、健康管理

執行重點包括，供應中心主管及

技術員應有符合基本的資格認證 (如
第一種壓力容器合格証照、手術全期

護理師等)、所有的新進人員得到新
進訓練和完整的單位輪訓、所有的工

作人員至少每年有對於部門的政策和

措施的教育訓練。工作人員適當服裝

之規定具清楚明列的政策和遵守，尤

其在去污區穿著適當個人防護裝備用

具。單位內含有具滅菌再處理方面專

長的人員以及具有感染預防控制專長

的人員。

健康管理部份，員工應遵守

各醫院制定之員工健康檢查管理辦

法辦理，如供應室的特殊健康檢查 
RBC、MCV、MCHC、嗜中性白血
球等，疫苗注射，明暸血液體液/針
扎意外曝觸處理流程，手部衛生及個

人防護裝備等。

結　論

近年來  APSIC 推展  CSSD 的
優良中心計劃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並設有相關查檢表，查檢
項目涵蓋供應中心所有流程，設有強

制性條文以維持最低標準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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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內各級醫院評鑑、感管查核

與世界主要滅菌規範連結日益加深的

趨勢，特別是實施條碼管理系統 (bar 
code system)，有助於提高醫療器材
的效能和效率，以標準化工作流程並

提高生產率[12]例如，改進庫存管理
系統，優化工作流程，可提高醫療器

材的周轉率、精簡人力需求等效益。

我國醫療器材亦需思考未來滅菌供應

改善方向及達全面性醫療品質一致，

確保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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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 2017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Hsiu-Tzy Chiang1, Min-Chi Lu2, Gui-Bi Lin3, Ciou-Siang Lee4, Zhi-Ling Liu3,  
Ru-Hui Zhao1, Yen-Ling Lu1, Yueh-Ju Chen5, Ying-Chun Chen6, Li-Hung Wu7,  

Yu-Hui Chen8, Yi-Hui Wu9, Li-Rong Wang9, Yin-Ching Chuang10, Wen-Chien Ko9,  
Yen-Hsu Chen11, Zhi-Yuan Shi6, Ting-Shu Wu12, Hsiu-Po Wang13, Yu-Ching Lan2,  

Chang-Pan Liu1, Chung-Ming Lee1,14, Po-Ren Hsueh13

1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2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3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Hospital and Medical Sterile Supply
4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5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6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7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8Chi Mei Hospital

9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10Liouying Chi Mei Hospital

11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ung-Ho Memorial Hospital
12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13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14St. Joseph’s Hospita

The 2017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of a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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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patients, the proper management and use of hospital 
equipment must be observed. Similar guideline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rocedur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the US. The 
recent inspection results provided by hospitals under the Disease and 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revealed that the process of cleans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instruments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We understand that hospitals should 
provide the highest quality of care, even with limited resources. The standard of 
steriliza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of medical instruments constructs the key to 
patients’ safety. To execute 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infec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we mainly cite the 2017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CSSD, including 1) facility design; 2) handling,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of contaminated instruments; 3) cleaning and decontamination processes; 
4) instrument inspection, preparation, and packaging; 5) sterilization, monitoring, 
and testing; 6) sterile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 recalls; 7) documentation 
for each mechanical washer and sterilizer, and 8) personnel considerations. Under 
these measures, we will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issue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medic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Hospital central sterilization supply department, Medical device and 
equipment,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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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格蘭氏陰性菌之抗生素新藥簡介

王永志1　郭書辰2

1三軍總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
2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抗藥性威脅及負擔與日俱增

自西元 1928 年盤尼西林的發明
後，揭開了抗生素的黃金時代，科學

界與藥廠陸續發現或合成各種抗生

素，拯救數以萬計的生命。抗生素成

為醫療與農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但也創造出各種超級細菌 (抗藥性細
菌)，其所造成的相關感染症因為無
藥可用，且有較高死亡率，因而帶來

龐大的醫療負擔。以美國為例，每年

約有 200 萬人感染抗藥性細菌，其中
有 2 萬人因此死亡 (https://www.cdc.
gov/drugresistance/index.html)，經濟
損失可達五十億美金[1]，國衛院統
計近年國內住院病人的抗生素藥費，

每年可達一百億台幣，其中，治療抗

藥性細菌的廣效抗生素也佔了七成之

多。

新藥研發困難重重，

各國努力減少研發阻礙

世界衛生組織  (WHO) 認為抗
藥性細菌是緊急的公衛問題，其成

因除了大量使用抗生素與細菌的適

應能力強之外，新藥研發的遲滯也

是重要因素之一。1980 年後新抗生
素上市的速度明顯減緩，2010 年後
尤其明顯，僅有寥寥數個抗生素上

市。與其他藥物相比，抗生素研發

獲利不高，因此藥廠寧願發展其他

藥物[2]：抗生素的使用期間短 (大
多小於 14 天)、價錢低廉 (與癌症藥
物，抗病毒藥物相比)、新藥使用機
會低  (新藥需保留到老藥無法使用
後才可用)、臨床試驗收案不易或標
準過於嚴苛等，這些都使藥廠因投

資成本提高，導致獲利不足而轉趨

保守。WHO 在 Global action plan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中特別呼籲
各國重視新抗生素研發的困難與迫

切性。美國也陸續通過 Generating 
Antibiotic Incentives Now (GAIN) Act 
與 21st Century Cures Act，減少冗長
審查時間與臨床試驗要求，增加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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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然成功增加研發量能，研發鏈 
(pipeline) 上新添許多抗生素，且近年
紛紛有新抗生素獲得核准。

格蘭氏陰性菌威脅仍未解除

細菌種類繁多，新藥常無法一體

適用，因此 WHO 依照抗藥細菌威脅
程度，把不同超級細菌排名 (priority 
pathogens)，如表一。WHO 公布的 
priority pathogens 使新藥研發有更明
確的方向，並在 2017 年初列舉當時
正在做臨床試驗的新抗生素，詳盡分

析他們是否對於 WHO 關注的 priority 
pathogens 有效果[3]。當時有 42 種
抗生素是針對 priority pathogens，
7 種針對結核菌，9 種針對困難梭
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看似

蓬勃發展的抗生素研發，卻仍有下

列不足之處，第一，這些藥物大多

是把老藥加以修飾，並不是完全新

一類的藥物，上市後可能面對的是

既存的抗藥機制 (cross-resistance)，
或者是面臨既存抗藥機制快速變化

所導致的抗藥。第二，治療碳青黴

烯類 (carbapenem) 抗藥性細菌的藥
物研發量能仍然不足，之前發展的 
oxazolidinones (如 linezolid) 與 cyclic 
lipopeptides (如 daptomycin)，已稍微
紓解格蘭氏陽性菌抗藥問題，而且正

在臨床試驗的新藥也有 16 種之多，
包含兩種全新藥物與生物製劑。相對

於格蘭氏陽性菌，格蘭氏陰性菌抗藥

機制多變且易於傳播，使新藥研發

更添困難，因此 WHO 所列 priority 
pathogens 中，位於極高優先的都是

表一　世界衛生組織所列之優先菌株 (priority pathogens) [3]

優先程度 細菌種類 抗藥性

極高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arbapenem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arbapenem
 Enterobacteriaceae Carbapenem
  Thi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高 Enterococcus faecium Vancomyc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Methicillin
  Vancomycin 
 Helicobacter pylori Clarithromycin
 Campylobacter Fluoroquinolone
 Salmonella spp. Fluoroquinolone
 Neisseria gonorrhoeae Fluoroquinolone
  Thi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中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Penicillin
 Haemophilus influenzae Ampicillin
 Shigella spp. Fluoroquino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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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氏陰性菌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 與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以下討論侷限在針對 CRAB、CRPA 
與 CRE 治療的新藥，因種類繁多，
只針對即將上市或近期上市的新藥進

行概略介紹 (表二)。

Ceftazidime/avibactam

機制

Avibactam 為β-內醯胺酶抑制
劑 (β-lactamase inhibitor)，但結構
與傳統抑制劑不同，屬於新一類的 
diazabicyclooctanes，特殊的構造擴
展了他的抑制範圍，可針對 Ambler 
class A 酵素 (如 ESBL, KPC)，Ambler 
class C 酵素 (如 AmpC)，甚至部分 
Ambler class D 酵素 (如 OXA-48) 進
行阻斷，藉以避免 ceftazidime 被水
解，恢復  ceftazidime 的殺菌效果

[4]。美國 FDA 已於 2015 年核可此
藥。

體外測試效果

一 大 型 研 究 搜 集 全 球 
E n t e r o b a c t e r i a c e a e  菌株進行 
ceftazidime / avibactam 之敏感性測
試[5]：5,354 株有 ESBL 表現型且基
因型陽性，敏感性可達到 99.9%，
MIC90 為 0.5 µg/ml，246 株 AmpC 
表現型且基因型陽性者，則  100% 
具敏感性，MIC90 為  0.5 µg/ml。
AmpC 與 ESBL 皆有者共 152 株，
也是  1 0 0 %  具敏感性，M I C 9 0 為 
0 .5 µg/ml。同一調查也發現[6]，
ceftazidime/avibactam 對 CRE 體外
測試效果很好，整體對 99.5% 菌株
有敏感性，但例外的是帶有 metallo-
β-lactamase 的抗藥性細菌，在 145 
株 Enterobacteriaceae 中，只有 3.4% 
具敏感性，相較之下，帶有其他 
carbapenemase 的 CRE 則是 98.7% 
有敏感性。另一項英國的研究針對 
3,144 Enterobacteriaceae 菌株，發

表二　 體外效果 (非臨床效果)

　 CRE CRPA CRAB
Ceftazidime/avibactam Va V 
Meropenem/vaborbactam Va  
Imipenem/relebactam Va V 
Cefiderocol V V V
Plazomicin V  
Eravacycline V 　 V
Va 效果依照抗藥機制不同而有變化
CRE,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PA,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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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ceftazidime/avibactam 對於 KPC、
GES、其他 class A carbapenemases、
OXA-48-like、ESBL 及 AmpC 等酵
素皆有超過 95% 有敏感性，然而，
幾乎所有具有 metallo-carbapenemases 
的菌株對 ceftazidime/avibactam 都有
抗藥性[7]。

對於  m e r o p e n e m  不敏感之 
CRPA，ceftazidime/avibactam 效果皆
不錯，敏感性大於 80% [8,9]。但對
於 A. baumannii 則效果不佳[10]。

臨床試驗

在治療  CRE 感染方面，一多
中心前瞻研究顯示，cef taz id ime/
avibactam 可能優於 colistin，38 位
使用 ceftazidime/avibactam 的患者與 
99 位使用 colistin 的患者比較，兩
組 30 天死亡率分別為 9% 及 32%，
(p = 0.001) [11]。單一中心調查顯示 
ceftazidime/avibactam 治療 CRKP 菌
血症，與其他治療藥物相比，前者有

較高治癒率，較低死亡率，且多數菌

株帶有 KPC-2 或 KPC-3 [12]。筆者
並未找到單獨針對 CRPA 所做的臨床
研究。

Meropenem/vaborbactam

機制

vaborbactam (RPX7009) 也是新
一代的β-lactamase inhibitor，可抑制 
Ambler class A、Ambler class C 跟某
些 Ambler class D β-lactamase，讓合

併的 meropenem 得以發揮效用，但
對於 Ambler class B 與大部分 Ambler 
class D β-lactamase 無效。美國 FDA 
已於 2017 核可此複方藥物用於治療
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體外測試效果

針 對 產 生 特 定 種 類 
carbapenemase (如 KPC) 的 315 株 
CRE，vaborbactam 可使九成以上
菌株恢復對  meropenem 的敏感性
[13]，但對於 CRAB 或 CRPA 則沒
有太顯著的效果。另一項收集全

球  14,304 株臨床菌株的大規模研
究發現 Meropenem/vaborbactam 對
於世界各地的  Enterobacteriaceae 
皆有不錯的效果，但對於具有 
metallo-β-lactamases (包括 NDM-
1 和 VIM) 以及 oxacillinases (OXA-
48/OXA-163) 效果有限，對於  P. 
aeruginosa、Acinetobacter spp. 及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的效果
與 meropenem 單獨使用相當[14]。

臨床效果

Meropenem/vaborbactam 對於
複雜性泌尿道感染與腹內感染，治

療成功率優於 piperacillin/tazobactam 
(98.4% vs. 94%)，而針對 CRE 所造
成的各種院內感染 (複雜性泌尿道感
染，肺炎，菌血症) 之臨床試驗顯示 
Meropenem/vaborbactam 優於其他最
佳選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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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penem/relebactam  
(本篇 imipenem/cilastatin 皆

簡寫為 imipenem)

機制 
R e l e b a c t a m  ( M K - 7 6 5 5 )  也

是  d i a z a b i c y c l o o c t a n e s  類型的
β-lactamase inhibitor，抑制範圍
包括 Ambler class A (包括 KPC) 與 
Ambler class C β-lactamase，但對於 
metallo-β-lactamases 或 Ambler class 
D β-lactamases 皆無效，因此可以預
期對於某部分 CRE 與大部分 CRAB 
不具效果。

體外測試效果

美國一個多中心研究顯示

[15]，Relebactam 可以讓  80.5% 
P. aeruginosa  (202/251)、74.1% 
Klebsiella pneumoniae (20/27) 與 100% 
Enterobacter spp. (8/8) 從對 imipenem 
抗藥恢復到具有敏感性。另一研究

利用 Relebactam 針對 432 株厭氧菌
作測試，發現 Relebactam 對於所有
測試的菌株有極佳的效果，包括對 
imipenem 抗藥的厭氧菌[16]。然而，
如同過去文獻所示，Relebactam 對於 
CRAB 仍不具效果。

臨床試驗

目前有兩個三期臨床研究正

在進行，第一個是與  piperacill in/
tazobactam 比較在院內肺炎的治療
效果。第二個是與  imipenem 併用 

colistin 比較在 imipenem 抗藥細菌感
染的效果，目前已完成。

Cefiderocol (S-649266)
機制

為新一代的抗生素，利用細

菌會主動攝入鐵化合物，在頭孢菌

素 (cephalosporin) 上加上 catechol，
catechol 會與鐵離子形成複合物，細
菌便將抗生素帶入細胞內，優勢不

僅在於增加細胞內濃度，修改過的 
cephalosporin 也更加穩定，不容易被
各種酵素分解。研究顯示其殺菌效果

可能主要來自於抑制盤尼西林結合蛋

白3 (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 PBP3) 
[17]。

體外測試效果

Cefiderocol  因其殺菌機制不
同，其測量方式無法用一般  broth 
dilution，而是要用新的 Iron-depleted 
cation-adjusted Mueller-Hinton broth 
( ID-CAMHB)。2017 年一大型研
究[18]，對於  meropenem 不敏感
之 Enterobacteriaceae，amikacin、
ciprofloxacin 與 meropenem 多重抗
藥的 P. aeruginosa，與多重抗藥 A. 
baumannii 進行調查，若暫以 4 µg/
ml 為 breakpoint 切點，則對於上述
的  CRE、CRPA 與  CRAB 敏感性
分別為 97.0% (991/1,022)、89.7% 
(330/368) 及 99.2% (260/262)。另一
研究顯示[19]，對於不同機制的抗藥
性 Enterobacteriaceae，如有 ESB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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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X-type, SHV-type, TEM), KPC, 
VIM, IMP OXA 等抗藥機制，超出九
成的菌株對於 cefiderocol 最小抑制濃
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都在 4 µg/ml 以下，雖然對於 
NDM-1 陽性菌株效果稍弱，但也有 
90% (44/49) 效果。針對不同機制的 
CRPA 與 CRAB，cefiderocol 也有極
佳的效果[20]。

臨床試驗

已完成的臨床三期研究顯示

[21]，Cefiderocol 對於複雜性泌尿道
感染效果優於 imipenem (72.6% vs. 
54.6%)，但這些致病菌多為 cefepime 
抗藥，而非 priority pathogens 的抗藥
性。針對 carbapenem 抗藥菌的另一
個三期臨床試驗則在進行中。

Plazomicin (ACHN-490)

機制

P l a z o m i c i n  是由  s i s o m i c i n 
改 良 而 成 的 ， 對 於 常 見 的 
aminoglycoside-modifying enzyme 具
有抵抗力，對抗細菌的方式如同

其他 aminoglycoside，藉由結合到 
ribosomal 30S subunit 上面抑制蛋白
合成。

體外測試效果

一研究測試  p lazomicin  對於 
5,015 株細菌的敏感性[22]，結果顯
示對於 aminoglycoside 抗藥的大腸

桿菌，plazomicin 的 MIC90 可維持
在 1 µg/ml，對於 aminoglycoside 抗
藥的 P. aeruginosa，則 MIC90 高於 
16 µg/ml。巴西另一個研究[23]，
plazomicin 對於 499 株 CRE 的體外
測試發現，MIC50/90 分別為  0.5/64 
µg/ml，而且 plazomicin 對於 85% 
菌株的  MICs  ≤2  µg/ml，整體而
言，CRE 的 plazomicin MIC 比其
他  aminoglycoside 低。多數體外
測試都顯示其對於  CRE 的優越效
果，唯有在一株 NDM-1 陽性的 K. 
pneumoniae 中，可能是因為帶有 
armA 16S rRNA methyltransferase 基
因，因此 MIC 高達 256 µg/ml。另
一研究顯示[24]，plazomicin 在 A. 
baumannii 與 P. aeruginosa 雖然比
其他 aminoglycoside 有更低的 MIC 
分佈，但以目前 aminoglycoside 切
點推算其敏感性，plazomicin 在 A. 
baumannii 與 P. aeruginosa 效果不如
預期。尤其是帶有 aminoglycoside-
modifying enzyme 的 A. baumannii 與 
P. aeruginosa，plazomicin MIC 都在 
16 µg/ml 以上。筆者利用全國微生物
抗藥性監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 
資料調查，發現國內  CRAB 半數
以上帶有 armA 基因，且大多具有 
aminoglycoside-modifying enzyme，容
易傳播，因此 plazomicin 或許需要合
併其他藥物使用才能有效。

臨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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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期對複雜泌尿道感染之臨

床試驗皆已完成。目前僅有一個針對 
priority pathogens 的臨床試驗[25]，
是對於 CRE 嚴重感染的 CARE 研
究，初步結果顯示 plazomicin-based 
治療比 colistin-based 治療效果好，有
較低的 28 天死亡率 [7.1% (1/14) vs. 
40% (6/15)]。病人發生腎毒性比例較 
colistin 低，但因人數過少，仍須後
續大型調查。

Eravacycline (TP-434)

機制

E r a v a c y c l i n e  為一改良的 
t e t r a c y c l i n e，所以也是藉由與 
ribosomal 30S subunit 結合，達到抗
菌效果，然而，因為在構造 C7 上加
了氟，C9 加上 pyrrolidinoacetamido 
官能基，讓 eravacycline 可以不受 
tetracycline 的抗藥機制影響，例如最
常見的 efflux pump。

體外測試效果

Eravacycline 對於  CRE 效果
僅稍微優於 tigecycline [26,27]，可
能因為同類藥物  t igecycl ine 的抗
藥性在 CRE 尚屬少見 (Escherichia 
col i  或  K. pneumoniae )，目前未
有針對  tigecycline 抗藥之  CRE，
作 eravacycline 敏感性的大型流行
病學調查。eravacycline 在 286 株 
CRAB 效果優於 tigecycline，即使
對 tigecycline MIC≧2 µg/ml 的 A. 

baumannii 也有效，MIC50/90 分別為 1 
與 2 µg/ml [28]。Eravacycline 對於 P. 
aeruginosa 效果較差。

臨床效果

雖然在二期與三期的 IGNITE1 
(Investigating Gram-Negative Infections 
Treated with Eravacycline) 的複雜性
腹內感染中，eravacycline 的效果都
與 ertapenem 相當 (non-inferiority) 
[29,30]，後續的  IGNITE2 臨床試
驗卻顯示，在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eravacycline 比 levofloxacin 差。或許
是因為 eravacycline 口服效力差，以
及泌尿道濃度不佳等因素，然而，

考量到 tigecycline 在院內感染的表
現，需要更多臨床證據來說服臨床端 
eravacycline 的效果，目前仍需等待 
IGNITE3 與 IGNITE4 的最終結果。
eravacycline 目前也未有針對 priority 
pathogens 的臨床試驗。

結　語

歐美國家的積極作為替抗生素

研發帶來一線曙光，有幾點可借鑑：

第一，抗生素的研發不再單純利用生

物界或化學物質進行大量篩選，而是

有策略地針對抗藥機制設計抗生素，

並利用流行病學調查的抗藥菌株，針

對不同抗藥性來驗證，並預測抗藥發

生。也因此 WHO 同時也建議各國要
厚實感染症調查與研究能力。第二，

政府也必須了解抗藥性的迫切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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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產業誘因，制定適當的專利保

護，臨床試驗標準與審核機制。第

三，各國對抗抗藥性的策略中，雖然

都視新藥研發為解決抗藥性問題的策

略之一，但也應該同時強調合理使用

抗生素與減低感染風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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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護理人員執行內植式輸液塞 (Prot-A) 
注射技術正確率之經驗分享

周蜜淳　李婉苓　呂佩珍

嘉義長庚醫院

前　言

Port-A 植入與一些嚴重併發症相
關，應維持導管和患者的護理，以降

低併發症的風險[1]。預防 Port-A 導
管血流感染，可有效降低病人死亡

率、及醫療費用的增加[2]。臨床上
若能落實教育策略，定期向護理人員

提供回饋意見，才能有效改善護理照

護品質[3]。
傳統護理訓練偏重專業知識與

技術操作傳授，根據 Miller 金字塔理
論[4]，學習者發展與應具備之臨床
能力的架構，由低至高層依序為 (一) 
知道 (knows)，可藉在職教育訓練、
認知測驗等方法，以瞭解學習者知識

部份。(二) 知其所以然 (know how)，
近年來網路普及，多媒體教學光碟

為常見教學模式之一，最大優點在於

學習無時間、空間限制[5]。(三) 執
行能力 (show how)，客觀性結構式
臨床能力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是一項
適合測驗護理人員執行能力的方法，

透過標準化病人，讓臨床護理人員

模擬臨床情境，進行演練。(四) 臨
床實作 (does)，運用迷你臨床演練評
量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 評估表持續評值執行狀
況。

內植式輸液塞注射技術流程

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注射技術
皆須依據醫院工作規範「內植式輸液

塞之注射及輸液護理」進行，由醫師

開立醫囑，負責護理人員依醫囑處理

及核對，洗手及準備用物，病人辨

識，向病人解釋取得同意。消毒方式

以無菌棉枝沾 10% 酒精性優碘由內
往外環狀消毒注射部位，至少停留 
2 分鐘，再用 75% 酒精溶液消毒，
待消毒劑完全乾燥，以上步驟重複 
3 次，或使用 2% CHG 溶液完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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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才能執行 Port-A 注射技術。

內植式輸液塞注射技術正確性

為了解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注
射技術之正確性，小組成員依據本院

「內植式輸液塞注射輸液護理標準作

業」工作規範製作「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注射技術檢查表」，在 2017 
年 04 月 01 日至 20 日調查 20 位護
理人員執行 Port-A 注射技術行為，

每 1 位護理人員被查核 1 次，共查核 
20 人次。結果顯示，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注射技術之正確率僅 65.0%，
得分最低者依序為題四、題六、題一 
(見表一)。

提升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技術 
正確率之護理措施

一、舉辦  Por t -A 教育訓練課
程：課前測驗，以瞭解護理人員對 

表一　護理人員執行Port-A注射技術觀察結果彙總表 (N = 20)

題號 題目
 正確 正確率

  人數 (%)
一 依照洗手五時機及七大步驟：內、外、夾、弓、大、立、腕執行洗手 10 50.0
二 正確穿戴防護用具 (無菌隔離衣、外科口罩及無菌手套)。 18 90.0 
三 評估病人 on Port-A 處之皮膚外觀，並觸摸感覺圓盤的正確位置，及確認 
 on Port-A 基座無翻轉或移位。 16 80.0 
四 執行皮膚消毒 (以無菌棉枝沾 10% 酒精性優碘由內往外環狀消毒注射部 5 25.0
 位，至少停留 2 分鐘，再用 75% 酒精溶液消毒，待消毒劑完全乾燥，以
 上步驟重複 3 次，才能執行注射)
五 舖上無菌洞巾及無菌治療巾露出 Port-A 之皮膚。 20 100.0
六 先確定 Port-A 圓盤中心點，並以左手拇指、食指及中指以三點式固定  8 40.0
 Port-A 之圓形基座，繃緊 Port-A 之皮膚，以避免注射時滑動，確定插
 入後，先將原 10 c.c. 生理食鹽水輕推入 2~3 c.c. 後，再反抽測試是否
 有回血；以確定針頭於隔膜室內，確定回血正常，則將生理食鹽水間

 歇性推停推方式注射入血管內。

七 固定注射部位，將無菌紗布一塊墊於彎針蝴蝶翼下之空隙中。貼上  16 80.0
 OP site，OP site 必須整個覆蓋住彎針及紗布，並貼彩虹貼紙於 OP 
 site 邊緣處，作為彎針更換日期之依據。
八 病人裝置 Port-A 無持續滴注輸液時，依醫囑注射 Heparin lock flush  11 55.0
 100 u/ml 10 ml/pc，打開管夾以間歇性方式沖洗導管，慢慢的 Push 
 直到注射完，以大拇指壓住針筒活塞後再立即關上彎針之開關以

 維持正壓，並接好間歇注射帽以作為導管留置。

                                     平              均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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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 技術的認知。接著進行課室訓
練，內容規劃包括目的、時機、置入

導管前準備、執行中、後照護及衛教

注意事項。觀賞 5 分鐘多媒體 OSCE 
教學影片及進行臨床常見問題討論。

最後，與護理人員共同討論此教學模

式及進行課程評值。課程結束後，將

臨床常見問題內容製作成 Q&A 書面
資料，以利護理人員後續參考。

二、運用多媒體 OSCE 教學光
碟，將錄製好的 OSCE 教學光碟存放
在護理 E 化工作車電腦內，隨時提供
護理人員參閱及學習。

三、舉辨 OSCE 考試及實作練
習：2017 年 5 月 20 日完成 Port-A 技
術 OSCE 考試及實作練習。評值內容
與項目，如多媒體 OSCE 教學光碟內
容。

四、運用 PORT-A MINI-CEX 評
估表查核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技術情
形。2017 年 5 月 30 日完成 PORT-A 
MINI-CEX 評估表，內容與 Port-A 技
術 OSCE 考試及實作練習評量表一
致。每位護理人員抽查一次，並將結

果與專案實施前進行比較，作為本專

案執行之成效指標。

結論與心得

本專案運用 Miller 金字塔理論，
經系統性規劃，以課室訓練、多媒

體 OSCE 教學光碟，提升護理人員
執行 Prot-A 知識與知能，OSCE 考試
及實作練習，提升執行能力。最後以 
Mini-CXE 評估表評值護理人員臨床
實作能力，確能達成成效。護理人員

執行 Port-A 技術正確率由 65.0% 提
升至 97.5%，已達專案目標。在臨床
實作方面，使用 Mini-CEX 評估表評
值護理人員臨床表現，以達到持續

追蹤及評值之目的。運用 Miller 金字
塔理論，確實能提升護理人員執行 
Port-A 技術之知識、知能、能力及實
作，達到提升醫療品質之目的，對臨

床照護貢獻顯著，亦可作為其他護理

指導技術成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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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HIV 感染者由於免疫系統受破壞，導致病人易受細菌、

病毒、黴菌甚或原蟲的侵襲而感染，發生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

風險相對增加。透過本篇原著「某醫學中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病人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研究結果，了解 HIV 感染

者族群的危險因子、感染菌種及感染分布情形，提供醫療照護

上需加強之監測與防範。

本期綜論之一「新興抗藥性念珠菌之威脅：耳念珠菌」，

面對超級病菌的威脅，我們該如何因應，將會是未來嚴峻的

課題。C. auris 具有抗藥性的特質，人體一旦有 C. auris 移生 

(colonization) 後，就不容易將他移除。雖然 C. auris 在呼吸

道、尿道與腸道有被偵測到。一般感染是由自己本身原有內源

性的菌株 (endogenous) 或是外來的菌株 (exogenous) 所造成，

還是兩種方式都有可能，目前還不清楚。在一切還沒被釐清

前，防治 C. auris 感染至少可以做到確實洗手、定期環境清潔

與菌株偵測、安全處理被汙染廢物與謹慎使用抗黴菌藥物等機

制來進行防範。

本期綜論之二「孕婦疫苗接種現況與展望」，疫苗的主要

功能是在預防疾病發生，降低該疾病的罹患率及死亡率。我國 

ACIP 也建議，孕婦應優先接種流感及百日咳疫苗。通常疫苗

在施打後的 2 至 4 週，孕婦體內會產生抗體，抗體經由臍帶血

傳給寶寶，因此新生兒在出生後，體內即可有來自母體的「被

動免疫」抗體，可對母胎引發最佳的保護效果。

本期綜論之三「2017 APSIC 亞太感染管制學會供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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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介紹」，供應中心為全院感染管制

的核心，本文內容主要引用 2017 年亞太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清

潔清潔消毒滅菌作業指引，對於器械再處理流程、滅菌品質確

效⋯⋯等進行監控，期藉此提昇醫療品質，確保病人安全。另

外，尚有一篇專欄「對抗革蘭氏陰性菌之抗生素新藥簡介」，

抗藥性細菌是現階段緊急及重要的課題，新型抗生素的研發不

似過去突飛猛進；醫界可用的抗生素也因此受限，甚至面臨無

藥可用的窘境。要突破困境的方式，除加強對這些微生物的認

識外，了解其感染途徑及有效預防措施，落實並發揮感染管制

之效。最後是本期的讀者園地，作者根據 Miller 金字塔理論經

系統性規劃，以不同的訓練方式，提昇執行 Prot-A 知識。再

以 OSCE 實作及考試，提昇執行能力。最後以 Mini-CEX 迷你

臨床演練評量人員之實作能力，達到提升醫療品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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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有資料源自其他作者，須列出參考文獻。
(2) 每一圖表均在文中以鉛筆註記適當排印位置。
(3) 插圖說明：每一插圖須有完整的標題及說明。

十二、 參考文獻按照引用之先後順序排列，在本文引用時，以阿拉伯數字括弧表示於引用處之後，如[5]。
 原著之參考文獻以二十五篇以內為原則，其餘稿件之參考文獻則以十篇以內為原則。
十三、 參考文獻之書寫方式：作者為三名或三名以內全部列出，四名或四名以上時只列出前三名，其後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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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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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登鶴，王震宇，陳淑近等：疥瘡。感控雜誌 2016;26:13-20。
　〈註：院內感染控制通訊1~3 卷，請特別註明期數。例如 1993;3(3):1-5。
2. 行政院衛生署：臺灣地區流行性感冒病毒之簡介。疫情報導 1995;11:240-5。
3. 盧光舜：消毒學 (第二版)。台北：南山堂出版社。1985:76-82。
4. 行政院衛生署 (1999，9 月 29 日)。心理衛生問題的災後處置策略：急性階段．台灣衛生網路。
 摘自 http://www.doh.gov.tw/focus/921/88092906 /html 。
5. Rhoades ER, Ringrose R, Mohr JA, et al: Contamination of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equipment with Gram-negative bacteria. Arch Intern Med 1971;127:228-32.
6. Benenson AS: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in Man.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90:235-8.
7. Barry AL, Thornsberry C: Susceptibility tests: diffusion test procedures. In: Lennette 
 EH, Balows A, Hausler WJ Jr, Shadomy HJ, eds. Manu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4th.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1985: 978-87.
8. Yang K P, Simms LM, & Yin J C (1999, August 3). Factors influencing  nursingsensitive 
 outcomes in Taiwanese nursing homes.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Available http://www.nursingworld.org/ojin/tpc7/tpc7_5.htm

十四、國內外新知內容包括國外論文概述及譯者評兩部份。論文概述主要以所引用之第一篇 (至多到第二篇) 文獻
為主，內容無須標註參考文獻；譯者評則必須按順序列出參考文獻。

十五、投稿請寄：
1. 請先行備妥投稿文章之電子檔 (限 WORD 檔格式) 並投稿聲明書及著作權讓與書 (均必須含全部作者之
簽名；限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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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網址：www.nic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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