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闌尾切除術之外科手術部位感染的 
發病率和病因學：前瞻性研究探討

急性闌尾炎是急性腹痛最常見的

原因之一，每人一生中有 7% 機率罹
患急性闌尾炎。在美國每年約有 30 
萬人在急性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

目前腹腔鏡技術已廣泛運用於闌

尾切除手術；腹腔鏡手術可減少外科

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SSI)、住院時間及成本。但對複雜性
闌尾炎 (例如壞疽，穿孔) 而言，尤
其需施行開腹手術或未確實執行感

染管制措施時，仍可能因 SSI 而對
患者的健康造成威脅。預防 SSI 強調
適當使用預防性抗生素及其他感染

管制措施，包括不於手術部位除毛 
(除非毛髮會干擾手術)，手術全期維
持正常體溫，SSI 監測 (使用出院後
監測方法；postdischarge surveillance 
methods)，以及落實外科手術應用
組合式照護措施。近期發表論文顯

示，韓國的 SSI 發生率各為腹腔鏡
闌尾切除術 2.8%，開腹闌尾切除術 
4.6%；在巴西，中國和瑞典開腹闌尾
切除術 SSI 率分別為 7.2%、6.2% 和 
5.9%。而美國 CDC/NHSN 和 INICC 
(Inter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Consortium) 公布的感染率較
低 (分別為 1.4% 和 2.9%)。

本文節錄一篇由  H u m b e r t o 
Guanche Garcell 等人發表於醫學期刊
之縱貫性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探
討卡塔爾 (Qatar) 某社區醫院三年間
所進行的闌尾切除術的 SSI 發生率，
並與 CDC/NHSN 和 INICC 的外部準
則進行比較。

從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所有於該醫院診斷為急性闌尾炎

並接受闌尾切除術的患者都被收案於

本研究中。以臨床表徵、實驗室檢

驗及放射學等資訊作為闌尾炎的診斷

參考。此研究共收集了 603 位患者，
平均年齡為 30.7±8.4 歲，男性佔 
95.3%。大多數患者為外籍勞工，主
要來自東南亞國家 (例如印度，尼泊
爾，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20~50 歲
的單身男性。

此篇研究使用 CDC 發布的 SSI 
定義作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收案

標準。ASA 分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score) 用於評
估患者的身體狀況。手術傷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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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污染程度分為三類  (清潔 -污染
傷口 (clean-contaminated)，污染傷
口  (contaminated) 或骯髒 /感染傷
口 (dirty/infected))。針對每位患者
以全國院內感染監測系統 (National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風險指數做評估；ASA 分級
高於 2、手術傷口分類為污染傷口或
骯髒/感染傷口，手術持續時間大於 
81 分鐘，以上標準每符合一項，即
增加一點風險指數。並收集了包括年

齡、性別、吸煙習慣、糖尿病史、身

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和 SSI 患部之微生物檢驗報告等資
訊。另外需監測手術後 30 天內被診
斷的 SSI，無論感染發生於住院期間
還是出院後。出院後的監測方法，包

括回顧患者紙本病歷或電子病歷，以

及電話訪問。由受過訓練的感染管

制人員進行監測，並根據 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條件進行數
據驗證。

本研究收集的 603 位患者中有 
22 例發生 SSI；其中 20 例為表淺切
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器官/腔室
感染各 1 例。有抽菸習慣者最容易於
術後併發 SSI (Relative risk, RR 2.21; 
95% CI 0.92~5.29; p = 0.060)。具糖
尿病史和肥胖者的 SSI 率各為 6.3% 
和 2.1% (p > 0.050)。與清潔-污染傷
口相比，骯髒/感染傷口的 SSI 相對
危險性為 6.55 (95% CI 2.45~17.50) 
(p > 0.001)。與腹腔鏡闌尾切除術相
比，接受開腹闌尾切除術患者的 SSI 

相對危險性 (RR) 為 12.38 (95% CI 
5.51~27.79)；另外與風險指數 (risk 
index, RI) 0,1 相比，風險指數 (RI) 
2,3 患者之相對危險性 (RR) 為 7.28 
(3.03~17.51)。

進一步分析 SSI 患者培養檢驗結
果，有 20 位患者報告呈陽性，其中 
12 個分離株 (60.0%) 為具廣效性乙
內醯胺酶抗藥性大腸桿菌 (Extended-
s p e c t r u m  β - l a c t a m a s e s ,  E S B L 
Escherichia coli)，4 個是綠膿桿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大腸桿
菌 (E. coli)、糞腸球菌 (Enterococcus 
faecalis)、具廣效性乙內醯胺酶抗
藥性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  ESBL) 和乙型鏈球菌 
(group B Streptococcus) 各 1 個。其中
有 65% 的分離株是 ESBLs 多重抗藥
性菌株。

本篇研究發現該院外科手術部位

感染率為 3.6%，高於 INICC 和 CDC/
NHSN 發表的報告。風險指數 (RI) 
2,3 與 CDC/NHSN 感染率相比有顯著
差異。對於風險指數 (RI) 0,1，感染
率沒有顯著差異。主要是由風險指數 
(RI) 2,3 的病例導致高 SSI 率；風險
指數 (RI) 0,1 患者之感染率僅略高於 
CDC/NHSH 的報告。此外觀察到在
研究期間感染率顯著下降，作者對此

解釋為因該醫院正逐步實施感染管制

計畫。在感染管制措施中，最重要的

是 SSI 監控及監測手術組合式照護措
施的遵從性，包括預防性抗生素的適

當使用，手術全期血糖控制，術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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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常體溫和除毛方法。此外，該醫

院亦額外增加術前使用葡萄糖酸氯己

定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抗
菌溶液沐浴及預防性抗生素的標準化

等預防措施。

NHSN 的數據分析報告顯示男
性是闌尾切除術 SSI 的危險因素之
一 (勝算比 (odds ratio) 1.70；95% CI 
1.07~2.68)，與作者觀察到的結果不
一致；可能與本研究收案對象及該國

居住人口的性別分佈有關。從 SSI 患
部分離出的微生物種類與先前已發

表的同主題研究結果相似。值得深

入探討的是多重抗藥性菌株 (ESBLs) 
被頻繁檢驗出，由其以大腸桿菌 (E. 
coli) 為主。目前建議用於闌尾切除
術的預防性抗生素包括含或不含甲硝

唑 (metronidazole) 的內醯胺類抗生素 
(beta-lactam antibiotics)。預防性抗生
素的選擇應對可能造成手術部位污染

的微生物有效，但由於患者的皮膚和

腸道菌群可能於入院前就有多重抗藥

性菌株存在，使得現今使用預防性抗

生素無法發揮效益。針對此問題應可

做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

此研究也有所限制。因為卡塔爾 
(Qatar) 為典型的移民國家，此篇研
究收案對象來自許多不同國家，而語

言障礙及出院後的 SSI 監測效率也成
為最大困難點。需經醫師透過訪談而

得到的各種資訊更難收集 (需透過翻
譯克服)。SSI 患者是否能主動到提供
免費服務的基層醫療保健機構作檢查

也影響到出院後的 SSI 監測是否能完
成。

總結來說，此篇研究中所收集的

數據可作為設施改善的參考，特別是

多重抗藥性菌株如 ESBL 造成 SSI 之
相關研究為未來新的研究方向。

【譯者評】已有許多實證顯示組

合式照護能夠有效地減少手術部位感

染的風險，本篇文章進一步分析發生

手術部位感染的危險因子與菌種，並

且提出風險指數的觀念，可做為未來

提供不同風險指數病人的照護模式調

整，也對急性闌尾炎預防性抗生素的

選取提供不一樣的考慮。【馬偕紀念

醫院  陳湘婷/李君儀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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