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運用 UV-C 在 
消毒抗藥性菌株汙染後環境之成效

【三軍總醫院  蔡美娟/楊雅頌/林德宇  摘評】

根據資料顯示美國急性醫療每

年約有 687,000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案
例，將近 72,000 人因此喪生[2]。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主要是病人於住院期

間，因醫療照護過程中不幸遭受菌株

感染，其中多重抗藥性菌株，在治療

上更是複雜。菌株傳遞除透過醫療照

護人員雙手外，環境也是重要因素之

ㄧ。有研究指出病房設備如呼叫鈴、

血氧偵測器等高頻率接觸之裝置，常

碰觸地面染污，菌株間接傳遞至人員

雙手再傳給其他病人，顯示環境清潔

消毒亦是重要一環。倘若在環境清潔

消毒上有工具可以讓清潔成果更有效

率，進而減少多重抗藥性菌株在環境

上的污染，也可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

美國一篇研究，分析每日於每

日病室常規清潔外，額外增加 UV-C 
(Ultraviolet-C) 消毒，探討是否能
減少免疫低下之成人受到萬古黴素

抗藥性腸球菌 (Vancomy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和困難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C. difficile) 的感
染率。此研究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約 1,059 床位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JHH) 進行研
究。研究病房為 4 個癌症和 1 個器
官移植病房，病房都有單獨浴室。

病房固定有 VRE 監測 (定義為 ≤ 2 個
日曆天) 和每週收集病人肛門拭子流
程；並於研究第一階段後 6 個半月與
第二階段前 6 個半月進行 C. difficile 
監測。當 MDROs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 或 C. difficile 移生或感染
之病人出院後，其環境清潔會使用過

氧化氫蒸汽並塗抹螢光凝膠標記監測

清潔狀況。研究第一階段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6 日)，由三
個病房單位 (A、B、D 病房) 採隨機
分配以 UV-C 消毒加上手動清潔當成
實驗組；其餘兩個病房 (C、E 病房) 
僅進行環境手動清潔當對照組，第一

階段結束後五週期間，進行研究組別

更換，接續進入研究第 2 階段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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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病房單位介入措施互換。措施介

入期間，病室除每日將病人移出後，

以 UV-C 照射消毒病室及浴室外，當
病人出院時亦會執行此措施；若病人

無法移出病室者，則僅照射消毒浴

室。收案對象為住院大於三天病患之

臨床檢體 (例如，血液、痰液、或傷
口培養) 或監測培養 (肛門拭子) 培養
出 VRE 者，以確認為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研究結果在病人住院人日、手

部衛生、抗生素使用等變項兩組無顯

著差異；其中 4 個病房在人員高頻率
接觸且容易忽略清潔處以螢光膠監

測清除率，實驗組與對照組亦無顯

著差異 (P = 0.07)。研究期間新增 302 
位 VRE 感染個案，以 45,787 人日計
算，VRE 感染密度為 6.6‰；另新增 
84 位 C. difficile 感染個案，以 26,118 
人日計算，C. difficile 感染密度為 
3.2‰；在手動清潔額外加上 UV-C 消
毒之實驗組與一般手動清潔對照組在

降低 VRE 與 C. difficile 感染並無統
計學上顯著差異。至於本篇研究為何

對於降低 VRE、C. difficile 感染無顯
著成效，作者推估可能因研究樣本數

太小，且不是僅憑環境消毒就可降低

感染率，需考量致病菌傳播模式多樣

性，並依據微生物流行病學作進一步

研究分析。

【譯者評】本篇探討每日及病

人出院後，病室除手動清潔之外，

再加 UV-C 輔助消毒，可否降低免疫
力低下病人 MDROs 菌株感染率。

其研究結果並沒有顯著成效。對這

項研究來說，有一些分析解釋為什

麼 VRE 或 C. difficile 沒有減少。如 
UV-C 因需騰出房間，且要與病人及
家屬協調，故每天只在一部分房間

中使用 (每日不包含週末及夜班)，
反映 UV-C 使用的挑戰；UV-C 消毒
的房間選擇並不是已知  MDRO 或 
C. difficile 的房間，而是針對所有房
間，對已知居住者患有 VRE 或 C. 
difficile 的房間採取更集中、更強烈
的方法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其它 
UV-C 消毒效果，包括對病毒、抗甲
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 
MRSA) 和 VRE 在內的微生物具有殺
菌效果[3]。另一篇研究也有探討地
板常會被 C. difficile、MRSA 及 VRE 
等病原體污染，在以漂白水手動清潔

後加上 UV-C 輔助消毒，結果是可有
效降低污染環境菌株[4]。

本篇作者指出病原體傳播是一

個複雜的多因素過程，與環境消毒、

手部衛生、其他感染預防措施和抗

生素管理皆有關連性，最後研究結

果 UV-C 消毒在實際應用中可能無法
有效減少 VRE 或 C. difficile。雖目前 
UV-C 消毒環境成效仍具有爭議性，
仍建議以疾管署公告之醫療機構環

境清潔感染管制措施指引，以漂白水

等消毒溶液進行擦拭消毒為主；臨床

單位可自行評估將 UV-C 當輔助加強
消毒。另除環境清消毒外，加強手部

衛生、隔離防護措施等感染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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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落實，方能有效減少 MDROs 的傳
播，降低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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