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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採檢量提高血液培養陽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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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培養」是細菌性敗血症診斷的黃金標準，當有任何細菌感染的臨床
症狀並懷疑為血液感染時，即建議執行血液培養，並採集足夠血量，期能培養出
細菌，得到正確診斷。因此此篇研究的目的是先針對醫護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並
採用翼型安全採血套組，以期增加血液培養採檢量，對象為中部某醫學中心，
利用不同病室單位護理人員採檢競賽評比方式，以達院內血液培養採檢品質提
升，再由實驗室進行採檢量及陽性率分析。結果顯示血液培養採檢量由平均 3.7
mL 增加至 7.0 mL (p = 0.021)，陽性率由 10.8% 提升至 12.4% (r = 0.698，p =
0.012)，陽性偵測時間由 26 小時下降為 23 小時，扣除汙染之陽性率由 8.8% 提
升至 9.9%，因此血量增加與扣除汙染後陽性率提升的相關係數 r 值為 0.741，
p 值為 0.006。由此顯見正確良好的血液檢體採集與足夠的血量可以提高血液培
養陽性率，並縮短培養時間，對臨床診斷和治療上，有很大的助益。（感控雜誌
2017:27:1-12）
關鍵詞： 血液培養、敗血症

前

言

菌血症是病原菌在血液中滋
生，引起身體免疫系統反應，進而
產生一些身體反應如發燒、白血球
上升等臨床症狀，而細菌性敗血症
(Septicemia)，為伴有症狀之菌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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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臨床上有發冷、發燒、全身倦怠等
症狀，同時血中培養出致病菌，此時
稱之為敗血症[1]。
現今敗血症、敗血性休克和多重
器官功能異常症候群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是加護
病房病人最主要的死因之一[1]。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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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敗血症及其併發症致病機轉的
認識和治療方面的研究有長足的進
步，但敗血症的死亡率仍沒有明顯改
善，細菌性敗血症的病原菌必須由血
液或其他感染病灶檢體培養出病原菌
而得以確定診斷。因此如何正確且
快速的執行血液培養以達到診斷的目
的，是現今醫院團隊人員所應注重之
課題。
因此於 2013 年起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辦理抗生素管理計畫，
其目的在於優化抗微生物藥品合理使
用，以提升病人照護品質及降低抗藥
性產生，進而降低醫院成本。參與此
計畫包含醫院四大職類人員：醫師、
醫檢師、藥師、護理師共同參與，其
中提升血液培養採檢量之計畫為醫檢
師組重要之議題，也是 2015 年參加
此計畫的重點改善項目之一。血液培
養是敗血症診斷的黃金標準，當病人
有臨床證據懷疑為血液感染時，皆建
議執行血液培養，且應採足夠血量才
能正確診斷[2]。而血液培養陽性率
及陽性偵測時間與血液培養採檢量息
息相關，以陽性率來說，有文獻指
出在成人採檢量每增加 1 mL，將可
提高陽性檢出率約 3% [3]，以自動化
血液培養系統原廠標準規範建議，成
人的血液培養，一般需要抽取 16 至
20 mL 分別注入需氧及厭氧的培養瓶
中，對於嬰兒的血液培養，則抽取 1
至 3 mL [4]。若血量符合標準，將可
以縮短陽性血瓶的偵測時間[5,6]，臨

床上，有感染症狀的病人需接受至
少二套血液培養，文獻指出，在血
液培養陽性的病例中，在 24 小時內
只做一套血液培養的累計陽性率僅
有 80%，兩套血液培養的陽性率可達
90%，而三套血液培養的陽性率則高
達 99%，故可知多套採血在臨床上具
有相當的意義[7]。如果臨床上懷疑
病人是感染性心內膜炎，則需取得三
套或三套以上的血液培養，才可正確
診斷及有利於排除汙染之可能[8]。
因此藉由參加與推動抗生素管理計畫
的活動，促成醫檢與護理團隊的合
作，期望能藉由翼型安全採血套組，
採血時直接與血瓶連接，抽取足夠血
量並落實正確採集血液檢體的步驟
[9]，提升採血量，來達到提升血液
培養的採血品質和陽性率，以提供臨
床醫師快速且正確之檢驗結果和診斷
治療的依據[10]。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利用推動抗生素管理計畫，召集
醫師、醫檢師、藥師與護理師等四大
職類共同召開抗生素計畫小組會議時
提案，擬定如何提升血液培養採檢量
之改善方案，會議決議除了持續推動
全院血液培養正確採檢外，另予以競
賽與獎勵方式，來激勵護理人員落實
導入血液培養標準採檢流程，以達血
液培養採檢品質提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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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由於院內病房數類型複雜且多
元，故選定各病房血液培養送檢件數
較多之護理單位才進入本次評比活
動，經挑選後共 15 個護理站為分析
對象。
三、研究期間
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共計 3 個月。
四、介入措施
護理人員原本採檢使用ㄧ般空針
採集靜脈血 10 mL，再分別將血液平
均注入嗜氧及厭氧血液培養瓶中，每
瓶血瓶平均約 5 mL，故可知血量無
法達到原廠建議的採檢標準要求每瓶
血瓶 8~10 mL。因此進行全面採用翼
型安全採血套組，以利達到確保採血
安全、降低汙染及採集足夠血量之標
準做法。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至 7 月 15
日間，安排對護理同仁進行血液培養
正確採檢的教育訓練活動，內容包含
三部分：1. 正確消毒方式：選定穿刺
部位，先用 75% 酒精消毒後再用優
碘 (1~10%) 消毒，消毒方式必須由內
到外環狀消毒穿刺部位後風乾。2. 正
確採檢步驟：準備血液培養瓶，使用
奇異筆於達到 10 mL 之液面血瓶瓶身
畫線做標記，以確保採集的血液有達
到 10 mL。3. 正確使用安全針具：回
縮式採血翼型針之安全針具，適用於
多管採血，為將一頭針穿刺入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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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頭為持針器，接上轉接頭後，
可以將血瓶瓶口套入持針器內，此時
血瓶內的真空，可以讓血液流入血瓶
中，因此可以輕鬆採集到足夠的血
量。而此安全針具於採檢後，可以啟
動安全機制按鈕，使針瞬間回縮，此
設計可預防針扎，確保採檢人員的安
全。因此，使用此採血工具不僅可以
避免針扎血液曝觸，且可容易採檢到
足夠的血量，以提升血液培養檢出的
比例與速度。
五、資料收集
由檢驗醫學部微生物組負責資
料收集與統計分析，分析頻率為競賽
期間每月進行一次，為期三個月。分
析方式為使用自動化 BD FX 血液培
養偵測儀器 (BD Diagnostic Systems,
Sparks, MD, USA) 及 BD BACTEC 專
用血液培養瓶 (BD BACTEC PLUS
Aerobic/F media)，將針對單位時間
內培養陰性的血瓶血量進行分析，以
血瓶的平均血量來計算，再藉由儀器
內建的分析軟體 Epicenter 來進行血
瓶血量的偵測、監測與計算。因此，
針對平均採血量合於標準血量的護理
站依序排名，並依符合量最多者為標
竿，頒發獎金鼓勵。
六、統計分析
本計畫有關之統計數據均以
WHONET 歸人檔進行後續的分析，
分別統計導入競賽評比之前後血液
培養採檢量之改變、競賽評比前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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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偵測時間之變化及血液培養陽性
率、汙染率的探討，並分析與不同菌
株之相關性，而這些統計皆以全院的
血液培養送檢來計算。陽性偵測時間
定義：血液培養從護理人員採檢至血
液培養呈現陽性之時間；血液培養陽
性率定義：血液培養有細菌生長之檢
體數除以所有血液培養檢體數之百
分比；汙染率定義：依據抗生素管
理計畫及參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M47-A [2]
規範所定義之汙染菌即為血液培養分
離出 Bacillus spp、Corynebacterium
s p p 、 P ro p i o n i b a c t e r i u m s p p 、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Aerococcus spp 及 Micrococcus spp. 等
菌株，且來源僅源自於一瓶血瓶，故
汙染率的計算即為汙染菌之檢體數除
以所有血液培養檢體數之百分比。

結

果

教育訓練活動分別於各護理站
進行，且為了配合護理人員輪三班機
制，因此安排於每日的早上 9 點、下
午 3 點及晚上 5 點，一天三個場次進
行教育訓練，共計安排 35 場次，參
加人員共計約 300 人次。
全院於此三個月的送檢量分別
為 2015 年 8 月為 6,666 套、9 月為
6,600 套和 10 月有 6,546 套。活動期
間的 15 個病房血液培養每月送檢件
數則分別為 1,505 套、1,719 套以及
1,773 套，佔全院的 23%、26% 以及

27%。依據 15 個病房執行正確血液
培養採檢步驟所得結果進行分析，為
期三個月之執行結果 (表一)，共收集
4,997 套血液培養，平均每月有 1,666
套血液培養檢體列入評比。15 個病
房的整體表現來看：1. 符合採檢血
量的病房從 2015 年 8 月僅有 4 個病
房，到 10 月時已提升到有 8 個病房
可符合。2. 平均採檢量於 2015 年 8
月為 6.7 mL，而到 10 月時已大幅提
升到 8.0 mL，到第三個月時平均採檢
血量已可達標準血量，顯見血液培養
正確採檢步驟已逐月落實，進而提升
採檢血量。
各病房的表現：以病房 A：送檢
件數佔平均件數 4.7%，平均採檢量
為 9.5 mL 表現最為優異、病房 B：
送檢件數佔平均件數 4.7%，採檢量
平均 9.4 mL 為其次，而病房 C：送
檢件數佔平均件數 5.9%，採檢量平
均 9.0 mL 為第三，其餘病房表現可
參閱表一。由此結果可得知評比優
良的病房單位均可採檢達標準血量且
持續維持。反之，若以抗生素管理計
畫建議說明採血量至少達 5 mL 以上
為標準而言，病房 M、N 及 O 則為
不符合標準之單位。三個月的平均採
血量分別為 4.7 mL、4.3 mL 以及 4.0
mL，然而此三個病房若以每月採檢
血量的表現來看的話，亦有逐月成長
的趨勢，再次可知血液培養正確採檢
步驟已逐月落實。
導入活動前後的差異：推動全面
導入安全針具、護理人員教育訓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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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某醫學中心條件挑選住院 15 個病房血液培養平均採檢量與送檢件數統計表

2015 年
8月
9月
10 月
8~10 月
8~10 月
參賽 平均採檢量 送檢 平均採檢量 送檢 平均採檢量 送檢 活動期間平均 活動期間平均 %
病房
(mL)
件數
(mL)
件數
(mL)
件數 採檢量 (mL) 血液培養件數/月
A
8.6
53
8.9
87
11.1
96
9.5
79
4.7
B
9.4
77
8.3
80
10.5
77
9.4
78
4.7
C
9.5
91
8.2
112
9.4
93
9.0
99
5.9
8.0
100
10.3
116
8.7
105
6.3
D
7.9
98
E
7.7
72
7.2
68
10.4
80
8.4
73
4.4
F
8.2
40
6.6
55
9.5
55
8.1
50
3.0
G
7.5
50
7.0
70
9.0
80
7.8
67
4.0
H
6.2
30
6.5
84
8.5
55
7.1
56
3.4
I
7.6
49
6.2
66
6.5
60
6.8
58
3.5
J
6.8
63
5.4
89
5.9
95
6.0
82
4.9
K
5.3
399
5.3
475
6.5
481
5.7
452
27.1
L
5.2
100
4.9
98
6.4
120
5.5
106
6.4
M
3.5
134
4.3
102
6.2
114
4.7
117
7.0
N
2.8
134
4.5
120
5.6
144
4.3
133
8.0
4.0
112
6.7
O
3.8
115
3.7
113
4.6
107
平均
6.7
1,505
6.3
1,719
8.0
1,773
7.0
1,666
100.0

利用競賽活動促進血液培養正確採檢
等活動的三個月期間，與推動前全院
2015 年 1 到 6 月所計算之血液培養
平均採血量為 3.65 mL，而活動進行
的三個月全院平均血量則分別為 6.3
mL、6.6 mL 及 8 mL，後續持續落實
到 2015 年 11 月與 12 月的平均血量
亦有 8.4 mL 與 8.2 mL (圖一)，由此
結果顯見藉由更換安全採血工具、人
員教育訓練及競賽機制獎勵辦法的實
施，確實可提升血液培養的採檢量，
且提升高達 92%，持續落實後採血量
亦可達標準血量 8 mL 以上，故推論
以多重多元的活動設計與推動對於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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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對於提高血液培養採檢量有明
顯改變 (p = 0.0209)。
血液培養陽性偵測時間之探討：
教育訓練推動前 2015 年 1 到 6 月的
血液培養陽性偵測時間平均為 26 小
時，教育訓練後活動期間的血液陽性
偵測時間平均則為 23 小時，依據此
結果推論全面推動正確血液培養採檢
後，其中又挑選送檢量大的 15 個護
理站進行競賽活動，除了在採檢血量
上的確有顯著的提升外，對於血液培
養陽性偵測時間亦縮短了平均 3 小時
(11.5%)。
血液培養陽性率的探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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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5 年中部某醫學中心全院血液培養採血量結果

2015 年 1 到 6 月的血液培養陽性率
最低 9.5% 到最高 12%，平均陽性率
為 10.8%，而活動期間即 2015 年 8
到 10 月的血液培養陽性率則分別為
12.8%、11.5% 與 13%，平均血液培
養陽性率則為 12.4%。尤其是在 2015
年 10 月，依據前述活動的第三個月
平均採血量已可達 8.0 mL 的情況，
故推論血液培養陽性率亦有提升的可
能性，後續持續落實的期間陽性率亦
能維持 12%。運用生物統計皮爾森相
關係數分析，血量增加與血液培養陽
性率提升之相關係數 r 值為 0.698，p
值為 0.012，說明血量提升與陽性率
增加確實具有正相關性且具有顯著差
異 (圖二)。
血量提升與菌種分布的探討：
利用收集導入血液培養正確採檢活

動期間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與 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期間所分離的血
液培養陽性分離菌株之前十名進行比
較 (表二)。依據結果發現在二個期間
內均以 Escherichia coli 為首 (17.8%;
20.2%)。Klebsiella pneumoniae (7.8%;
7.2%) 以及 Stapylococcus aureus
(MRSA) (5.3%; 6.6%)、Enterococcus
faecium (3.0%; 3.6%) 等三株菌的分離
結果則差異不大。在 2015 年 8 到 10
月間有三株菌，分別為 Acinetobacter
baumannii/calcoaceticus complex、
Enterococcus fascalis 以及 Escherichia
coli-ESBL 等分列第六、七、八名，
然而這些菌株於 2014 年 8 到 10 月
的分離情形來看均未達前十名。
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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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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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正確採檢活動前後血液培養前十名分離菌株之比較表

排名 2014 年 8 到 10 月
1 Escherichia coli
2 Klebsiella pneumoniae
3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4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5 MRSA
6 Staphylococoous capitis*
7 Psueudomonas aeruginosa
8 Staphylococcus hominis*
9 Staphylococcous aureus (MSSA)
10 Enterococcus faecium
附註：
1. 統計方式為歸人統計
2. *為汙染菌

株數 菌株
%
397 17.8
175 7.8
154 6.9
130 5.8
118 5.3
114 5.1
103 4.6
92 4.1
81 3.6
67 3.0

Stapylococcus aureus 二株菌分離率
則有較大的變化，即 Pseudomonas
aeruginosa 2014 年 8 到 10 月的分離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第二十七卷一期

2015 年 8 到 10 月
Escherichia coli
Psueudomonas aeruginosa
Klebsiella pneumoniae

MRSA
Staphylococcus aureus (MSSA)
Acinetobacter baumannii/calcoaceticus
Enterococcus faecalis
Escherichia coli (ESBL)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Enterococcus faecium

株數 菌株
%
336 20.2
134 8.1
119 7.2
109 6.6
103 6.2
81 4.9
76 4.6
72 4.4
67 4.0
60 3.6

率為 4.61% (分離率排名為第七)，
而 2015 年 8 到 10 月則為 8.1% (分
離率排名為第二)；Stapylococcus

8

增加採檢量提高血液培養陽性率

aureus 在 2014 年 8 到 10 月的分離
率為 3.6% (分離率排名為第九)，
而 2015 年 8 到 10 月則為 6.2% (分
離率排名則為第五)，推論此二株
菌恐有增加的趨勢。最後針對 2014
年 8 到 10 月期間分列第三、第四、
第六與第八的分別為 Stapylococcus
epidermidis、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Stapylococcus capitis
以及 Stapylococcus hominis 等菌株均
可視為汙染菌，即依據抗生素管理計
畫及參考 CLSI M47-A [2]所定義之汙
染菌之ㄧ，依據我們所整理 2015 年
8 到 10 月的前十名分離菌株來看，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的分
離株數與排名反而有下降的情形。
綜觀上述結果，整體而言，2015 年
8 到 10 月可能因全面提升血液培養
採血量，與陽性檢出時間縮短與陽性
率提升均有相關的情況下，推論對於
檢出菌株的種類亦有影響，因而呈
現分離出的菌株多以臨床常見的病
原菌為主，而將一般視為汙染菌的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的分
離則有排擠下降的趨勢。
採血量增加與血液培養汙染率
的探討：為了評估採血量增加是否會
造成汙染率增加，或者陽性率的提升
是否為汙染率提升所造成的結果，我
們分析 2015 年 1 到 6 月的血液培養
汙染率的結果為 2.0%，而 2015 年 8
到 10 月的情形則為 2.5%，針對此問
題我們再進一步分析扣除汙染菌株數
後，再重新計算的陽性率結果，汙染

率的計算即依據抗生素管理計畫及參
考 CLSI M47-A [2]所定義的方式。結
果為 2015 年 1 到 6 月期間，扣除汙
染菌株之陽性率平均為 8.8%，2015
年 8 到 10 月期間則為 9.9%。經計算
相關係數可知，血液量增加與扣除汙
染菌株後的陽性率提升的相關係數 (r
值) 為 0.741，p 值為 0.006 (圖三)。
由此推論藉由護理人員教育訓練的實
施，落實正確消毒措施、採集足夠血
量，以及實驗室人員量測統計血量並
回饋等機制的同時進行，提高血液培
養採檢血量，亦有提升血液培養陽性
率的趨勢，亦可促進臨床常見病原菌
的分離率。

討

論

由上述各項結果顯示，透過本
次活動的設計，即對全面導入安全針
具、進行採檢人員正確的採檢教育
訓練，挑選護理站競賽獎勵方式，
以及實驗室人員進行血量的量測與統
計並每月回饋等綜合做法，可明確
促使採檢人員能依循標準作業流程正
確採檢，雖競賽時間僅為期三個月，
當計畫結束後，護理人員養成正確採
檢的習慣期亦能持續下去，透過統計
活動結束後的 105 年 11 月及 12 月之
整體表現而言，可以發現血液培養採
血量持續符合標準達 8.0 mL，且血
液培養陽性率亦能達 12.0%，汙染率
1.9%。
就採檢量來看，病房 A 及病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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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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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量有時會有大於 10 mL 之情形，
此部分亦是需要檢討改善的，因為有
研究指出，採檢量若超過血瓶原廠規
範之標準 8~10 mL，則會影響血液及
血瓶中液體培養基之血液與容積比，
使比例不在 1:5 至 1:10 之間而導致偽
陰性結果[11]，因此其陽性率反而會
降低，可能的原因也許是稀釋作用，
或者是由於血液內的成分如補體、溶
菌酶、吞噬細胞、抗體和抗微生物抑
菌作用等因素導致抑制了細菌增生而
使得陽性率降低[12,13]，此部分的經
驗亦可應用於持續教育訓練時需加提
醒。
然而血液培養瓶的設計無法比照
一般生化或血液採血的真空管，在抽
血達 10 mL 即停止無法再注入血液，
是因為血瓶本身的設計需保留部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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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氣體留於瓶內，導致無法精確控制
採血量停留在 10 mL，此部分仍須藉
由採檢同仁執行血液培養採檢時，熟
悉與注意血液培養瓶瓶身標示採血達
標線，才能落實採集適當之檢體量，
此點亦可於持續教育訓練時再加以強
調說明。
採檢量有持續上升但仍未達目標
的單位中，其中有三個病房 (M、N
及 O)，採檢量皆低於 5 mL，經小組
會議中提出檢討時發現這些病房的特
性，為血液腫瘤科專科病房，因該單
位病患必須長期執行化療注射而導致
血管硬化或是其他病變，導致採血困
難故而持續無法達到標準採血量，因
此針對臨床上因病人或疾病特性導致
採血量未能達標準量的情況，可以改
採用小兒專用血瓶替代，小兒血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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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瓶設計，最少採檢量為 1.0 mL，或
者使用較小針孔的一般空針來輔助採
檢，儘可能採集足夠血量。
另外透過採檢量與陽性率的觀
察，結果顯示活動期間 (2015 年 8~10
月) 相較於活動前 (2015 年 1~6 月) 的
陽性率增加了 15%，因此印證了採檢
量與陽性率的關係呈現正比的現象，
除此之外，依據我們分析血液培養前
十名分離菌株來看，確實發現總汙染
菌的分離比例由 21.9% (2014 年 8~10
月) 降低為 4.0% (2015 年 8~10 月)，
故推論本次活動針對護理同仁執行正
確採檢的訓練，教育同仁消毒的觀念
與做法以及使用安全針具有其成效，
此外導入回縮式採血翼型針之安全針
具的使用，因為穿刺皮膚之針頭不須
再穿刺入血瓶，有別於教育訓練前是
使用一般空針採檢，需要暴露於環境
中轉換不同的採檢容器，因此可得知
使用安全針具，除降低針扎風險保護
採檢人員的安全外，亦有助預防血液
採檢時的汙染風險。
然而，針對圖二呈現之結果來
看，於 2015 年 1 月之採血量為 3.2
mL，陽性率達 11.2%，而 2015 年
12 月之採血量為 8.2 mL，陽性則為
12.0%，可以得知這二個月份採檢量
雖有明顯差異但陽性率卻差異不大，
進一步探討可能原因，若從此兩個
月份之汙染率來看，2015 年 1 月的
汙染率為 2%，其中汙染菌的代表菌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的
分離株數有 215 株，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則有 71 株：而 2015 年
12 月的汙染率則為 1.6%，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則分離出 42
株，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則分
離出 159 株。因此我們認為 2015 年
1 月的陽性率中包含分離出較多的汙
染菌，因此當月的汙染率與汙染菌亦
略有提升。反之，2015 年 12 月的結
果呈現穩定的陽性率，但其中汙染率
有下降且當月分離出的汙染菌亦同時
有下降的情形，故推論 2015 年 12 月
的血液培養的採血量的提升對於陽性
率、汙染率以及汙染菌的分布仍有正
向影響。
執行本次研究，最大的問題即
為經費預算與時間限制，因此僅能挑
選血液培養送檢量大的 15 個護理單
位，而無法推廣至全院的每一護理
站，且針對活動後期對於監控機制亦
須延伸至教育訓練後期有關採檢量、
陽性率、汙染率及菌種分布等數據的
統計與分析均需投入更多的人力，換
言之，若有更充足的經費與人力投入
將能針對執行血液培養於臨床診斷的
即時性連結，將可更加了解血液培養
與不同臨床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精確的
貢獻。以本次活動成效來看，若能順
利推廣至全院，預期血液培養的品質
將更能提升，落實到病人的臨床照護
之成效亦更能完善與更具即時性。
根據美國感染症醫學會於 2013
年編列的感染症疾病診斷指引[14]，
說明除了血量之外，血液培養採檢套
數亦為影響陽性檢出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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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感染症醫學會建議成人菌血
症診斷應採檢 2 到 4 套血液培養才能
提升臨床的檢出率。由國內目前臨床
照護的情況看來，仍有多數病人屬於
單套採檢，其中又以急診的作業最為
常見，如何改善血液培養單套採檢的
問題，進而提升採檢套數將是未來努
力的方向。

結

語

正確採檢與採取足夠的血量對於
血液培養陽性率有正相關性，因此持
續進行採檢人員正確採檢步驟與使用
安全針具的教育訓練，應用本次活動
的結果與經驗，促使血液培養採檢量
符合標準血量 8~10 mL，進而提升血
液培養的陽性率，促使菌血症病患獲
得快速且準確的培微生物培養報告，
以利達成更優質的醫療照護品質與抗
生素管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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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for Increasing the Positive
Rate of Blood Culture
Hsiu Hsien Lin1, Ling-Yi Sung1, Yao Ru Tseng1, Kui-Chu Lee2, Chen-Chen Huang2,
Yen Fang Liu3, Li Yun Tsai3, Ni Tien1, Kao-Pin Hwang2
1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2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ontrol,

3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For sepsis diagnosis, blood cultures remain the gold standard to confirm
the infe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blood cultures with optimal blood volume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patients suspected of having blood stream infections, to
enhance recove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ducate blood collectors on
collecting adequate blood volume using safety needles. After the training program
in a medical center located in central Taiwan, selected wards proceeded to perform
blood volume collection. Results show that average blood volume increased from
3.65 mL to 7.0 mL (p = 0.0209), recovery rate increased from 10.8% to 12.4% (r
= 0.698, p = 0.012), recovery rate excluding contamination increased from 8.8%
to 9.9%,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blood volume and recovery rate
excluding contamination was 0.741 (p = 0.006). In addition, we observed faster time
to positive blood culture from 26 hours to 23 hours. In conclusion, following best
practices to collect optimal blood volum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sepsis diagnosis.
Key words: Blood culture, septic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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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傷中心水療室啟用前水放流時間
對水中菌落數之影響
張蕙蘭1 李育霖1,2
彰化基督教醫院

賴惠雯1 林羽玫1 林麗珍1
1

感染預防暨控制中心

林佳樺3

2

內科部感染科

劉尊榮1,2
3

燙傷中心

水治療法 (Hydrotherapy，簡稱水療)，被廣泛地使用在燒燙傷傷口照護，病
人二度以上燙傷，經醫師評估後可考慮進行水療。其透過的機轉包括降低傷口的
細菌量、移除滲液及軟化痂皮、刺激血液循環及潔淨傷口表面…等。水中菌落數
表示水中好氧及兼性厭氧異營菌的菌量，若水療水質的水中菌落數過高，對於燒
燙傷傷口會產生相對的感染風險。因此水療用水的水質管理與監測是感染管制的
重要議題。為確保用水品質降低水中菌落數，在自來水入水龍頭前裝置簡易過濾
設備及紫外線消毒燈外，本實驗針對不同水療設備以及使用頻率，做水中菌落數
和帶菌種類的連續性監測，然後利用不同的放流時間來控制水中總菌落數。結果
發現水療床比水療浴室有較高的菌落數，間歇使用 (超過三天以上) 和每日使用比
較起來，也有較高的機會使水中總菌落數升高。而高帶菌量可在使用前水放流來
降低水中菌落數，以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飲用水管理條例「總菌落數」參考值
< 100 CFU/mL 之標準，較高的水中菌落數需要較長的放流時間才能達到水中帶
菌去移生的效果。由本實驗結果可知，水療設備不論當日有無執行水療，水療室
每日執行用水放流，可以避免中斷使用帶來的高帶菌量，每日第一例病人開始治
療前先做常規的水放流，也有利於降低水中菌落數。放流對水中總菌落數能有效
的控制，但因水質、管路及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差異，不同院所機構應針對放流時
間做因地制宜規範，避免水污染造成病人傷口感染，確保病人安全。（感控雜誌
2017:27:13-22）
關鍵詞： 水治療法、燒燙傷傷口照護、水中菌落數、去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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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燒燙傷 (burn injury) 會破壞皮
膚第一線的保護屏障，影響免疫
力，使人體對於內源性或外因性
細菌移生造成抵抗力降低而引發感
染，繼而伴隨併發症發生率甚至是
死亡率的上升。感染好發的細菌種
類雖因地區而異，但不外乎革蘭氏
陽性菌的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aphylococcus epidemidis 或革蘭氏陰
性菌的 Pseudomonas aeruginosa。因
此對於傷口的照護，是在燒燙傷病人
第一線急救處置後所必須面臨的重大
挑戰[1-3]。
水治療法 (Hydrotherapy，簡
稱水療) 是利用水來治療特定的疾
病。水療應用於傷口的處理可以追
溯自 17 世紀中葉，Dr. Johan Hahn
(1696~1773) 建立了現代水療的基
礎，當時以浸泡的方式來治療及處理
下肢的傷口[4]，至今水療已廣泛地
應用於燒燙傷患者。水療可以有效地
降低傷口的細菌量，移除滲液及贅生
物，刺激血液循環使人達到肌肉放
鬆，使血管擴張及收縮促進代謝功
能，軟化痂皮以利剝離及潔淨傷口表
面，甚至改善局部免疫力。然而水療
也會面臨一些負面的影響，如發燒、
虛弱、電解質不平衡等[5]。但其中
更嚴重的是因為水質或水療相關設備
汙染所造成的交叉感染。且大面積重
度燒燙傷病人常見免疫功能受損，皮
膚的天然屏障消失，加上侵襲性治

療、長期臥床、營養缺乏、管路使用
等，都容易使病人發生感染[6]。而
預防皮膚缺損病人傷口感染，水療
用水之品質監測是非常重要的[1-3,710]。目前國內法規並無訂定醫療用
水療池菌落參考標準，檢驗水質標準
大多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飲用水管理
條例所規範「總菌落數」標準 < 100
CFU/mL [13]。其他國際上如英國
(Public Health England) 的準則建議水
療池總菌落數 < 10 CFU /mL [14]、澳
洲 (NSW Health) 對水療池建議為 <
100 CFU /mL [15]。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針
對娛樂用水 (包括游泳池、三溫暖及
類似相關設備、和水療池) 規範中也
訂定參考值為 < 200 CFU/mL [17] (各
國相關標準整理於表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醫療
機構燒燙傷病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中針對水療設備的管理指出：水療設
備在每位病人使用期間與沒人使用的
時候應該維持乾燥，以減少經水傳播
細菌孳生的潛在風險，久未使用之水
療設備應定期放流[11]。然而對於如
何放流，諸如放流時間，放流頻率…
等，並無提供更進一步之規範或參考
文獻。因此本實驗設計針對不同使用
頻率的水療設備，做連續性的水質監
測，探討不同水療設備、使用頻率等
因素與水中菌落數之間的關係，在不
同的放流時間來找尋最佳的放流方
式，進而制定針對燒燙傷病人水療設
備使用的感染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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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水療池 (Hydrotherapy pools) 微生物建議之標準

水療池 (Hydrotherapy pools)
英國
澳洲
世界衛生組織
(Public Health England) (NSW Health)
(WHO)
*1
≤10 CFU/mL
< 100 CFU/mL
< 200 CFU/mL
Aerobic Colony Count < 100 CFU/mL
*1
< 1 CFU/100 mL
< 1 CFU/100 mL
Total Coliforms
< 1 CFU/100 mL
E. coli
< 1 CFU/100 mL
< 1 CFU/100 mL < 1 CFU/100 mL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1 CFU/100mL
< 1 CFU/100mL < 1 CFU/100 mL
*2
Legionella spp
< 100 CFU/L
< 100 CFU/L
< 100 CFU/L
*1
*2
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飲用水水質標準，註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醫院退伍軍人菌環境
檢測作業及其相關因應措施指引
採檢項目/國家

水質微生物
臺灣

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方法
本院是位於彰化地區之醫學中
心，燙傷中心於 2013 年 10 月設置水
療室，在水療室設置完成及驗收後，
於 2014 年 1 月正式啟用。因距驗收
後已隔了三個月，故在啟用前執行水
中菌落數測定以確保用水品質。另外
為模擬臨床使用的模式，本實驗分別
監測在經過 7 天沒使用、經過 3 天沒
使用及每天使用的情形下，分別於 1
分鐘、3 分鐘、5 分鐘、10 分鐘、15
分鐘、20 分鐘、30 分鐘、40 分鐘、
50 分鐘及 1 小時等不同時間點檢測
放流後的水中菌落數。水檢體由感
控醫檢師採檢，先沾取 75% 酒精由
裡到外消毒後，放流水至少 1 分鐘，
以 Sample vial 無菌檢體容器留取 100
mL 水檢體。所有採水過程須注意無
菌技術，檢體在 1 小時內處理完畢，
若保存在 2℃~8℃也必須在 24 小時
內完成。水質檢驗方法採濾膜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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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Membrane Filter Method, 0.45 µm
Monitor)，係使用濾膜過濾水樣，於
35±1℃ 培養 48±3 小時後，計數水
中好氧及兼性厭氧異營菌[12]。
水療設備之自來水入水水管處
已裝置簡易過濾設備 (5 µm) 及紫外
線消毒燈 (有效使用次數為 7,000 小
時)，出水口包括水療浴室淋浴蓮蓬
頭出水口，提供輕症之病人可採坐
姿或站姿使用，及水療床 (Carevo,
ArjoHuntleigh, Sweden) 蓮蓬頭出水
口。實驗中「其他水龍頭」指燙傷中
心水療室以外，經常使用且接近過濾
系統之水龍頭，未加裝過濾裝置，同
上步驟消毒並放流 1 分鐘後採檢。
二、實驗步驟
1. 總菌落數：水中總菌落數檢
測方法—濾膜法 (NIEAE205.55B) 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處理，水質菌
量分析檢測進行二重複。本實驗每個
樣本採水樣量不得少於 100 mL。取
1 mL 的水樣加入 20 mL 生理食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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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過濾液。將 0.45 µm Monitor 濾
膜培養盤 (Biosart100 Monitors 1640147-06-ACK, Sartorius, Germany) 置
於過濾裝置上，過濾裝置接上抽氣
幫浦進行過濾。過濾液濾過後，加
入 Total Count Broth 培養 (Biosart100
Nutrient Media 16400-02----TC-K,
Sartorius, Germany) 於濾膜上，置於
35±1℃ 培養 48±3 小時後，計數培
養皿中所生長的菌落數 (圖一)。
2. 大腸桿菌群 (Coliforms)：取
100 mL 的水樣，將 0.45 µm Monitor
置於過濾裝置上，過濾裝置接上抽氣
幫浦進行過濾。過濾液濾過後，加
入 m Endo Broth 培養基 (Biosart100
Nutrient Media 16400-02----EN-K,
Sartorius, Germany) 於濾膜上，置於

圖一

35±1℃培養 48±3 小時後，計數培
養皿中所產生的菌落數。
3 . 綠 膿 桿 菌 ( P. a e r u g i n o s a
Count)：步驟同 2. 但加入 Cetrimide
Broth (Biosart100 Nutrient Media
16400-02----CE-K, Sartorius, Germany)
培養基於濾膜上，置於 35±1℃培養
48±3 小時後，計數培養皿中所產生
的菌落數。
4. 水中退伍軍人菌 (Legionella
spp.)：以過濾方式將 300 mL 水檢
體以無菌濾膜過濾，將濾膜取出置
入 50 mL 離心管，加入 3 mL 無菌
水並震盪混合為 100 倍濃縮檢體。
加入 1.5 mL HCL-KCL (pH：2) 酸液
處理，放置 4 分鐘後再加入 1.5 mL
KOH 中和劑震盪混合。本步驟中，

(上) 過濾裝置接上抽氣幫浦進行過濾；(下左起圖 1-2) 濾膜培養盤及培養基；(下左起
圖 3-4) 計數培養皿中所產生的菌落。

感染控制雜誌

17

張蕙蘭、李育霖、賴惠雯等

加酸處理目的在殺死雜菌，加 KOH
之目的在中和水檢體，使 pH 值回復
到 pH 6.9 最適合退伍軍人菌生長之
情況。取 0.1 mL 處理過的水檢體，
接種到 Legionella 培養基 (GVPC agar,
Biomerieux, France)，置於 35℃、
5% CO2、相對濕度 60~90% 之條件
下溫箱培養，培養至 7 天判讀。若生
長出 Legionella spp 採用乳膠凝集試
驗 (Legionella pneumophila Latex Test
Kits, Oxoid) 鑑定。所有採水過程須
注意無菌技術原則，檢體要在 1 小時
內處理完畢，若保存在 2℃~8℃也要
在 24 小時內完成。
三、結果判讀
菌落數 (colony forming units,
CFU) 的計算：判讀 Monitor 之累計
菌落數，檢驗合格的參考如下：
1. 總菌落數 (Total Count)：< 100
CFU/ mL [13]。
2. 大腸桿菌群 (Coliforms)：< 1
CFU/100 mL [14,15]。
3 . 綠 膿 桿 菌 ( P. a e r u g i n o s a
Count)：< 1 CFU/100 mL [14,15]。
4. 水中退伍軍人菌 (Legionella
spp)：< 100 CFU/L [15,16]。

結

果

在水療設備裝置完成約三個月
後，第一次啟用前所作的水質監測結
果，發現總菌量為 > 300 CFU/mL。
後經放流 1 小時後再複驗為 < 1 CFU/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第二十七卷一期

mL。然而 1 小時的放流時間過久，
因此本實驗進一步細分檢測時間為 1
分鐘、3 分鐘、5 分鐘、10 分鐘、15
分鐘、20 分鐘、30 分鐘、40 分鐘、
50 分鐘及 1 小時等不同時間點放流
後的水中菌落數。
而在 3 天及 7 天沒有使用的情
形下，水療床均需放流至 15 分鐘後
方能符合 < 1 CFU/mL 之標準，而水
療浴室則需放流至少 5 分鐘，才能符
合 < 1 CFU/mL 之標準。若水療設備
在每日均有使用的情形下，則水療床
必須放流 5 分鐘而水療浴室則需 3 分
鐘的時間就能符合 < 1 CFU/mL 之標
準，比停用 3 日或 7 日的時間來的短
(表二)。
而針對大腸桿菌群的部分，則在
每日使用的情形下在第 1 分鐘放流以
後所採的水檢體均沒有驗出。然而在
綠膿桿菌的部分，水療床必須放流至
5 分鐘，水療浴室必須放流至 3 分鐘
方能在水中不驗出綠膿桿菌以符合使
用標準。退伍軍人菌方面，水療床的
初始帶菌率還是比水療浴室來的高，
但在經過 5 分鐘的放流後均可以達到
使用標準。

討

論

本實驗為臺灣第一個針對水療
設備不同使用頻率及放流時間下所作
的水中總生菌量監測，目的是為了進
一步針對燒燙傷病人所使用的水療設
備來訂定感染管制措施。本院水療設
備裝置完成後，第一次啟用前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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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時間與水中帶菌結果之比較

檢驗項目

取樣時機

地點

放流時間 (分鐘)
10 15 20 30

1
3
5
總生菌數 (Total Count) 隨機取樣
水療床
>300
單位：CFU/mL
水療浴室
>300
其他水龍頭*
3
7 天沒使用
水療床
>300 >300 >300 >300 <1
水療浴室
>300 <1
<1 <1 <1
其他水龍頭
<1
3 天沒使用
水療床
>300 >300 >300 >300 <1
水療浴室
>300 40
<1 <1 <1
其他水龍頭
<1
每天使用
水療床
>300 >300 <1 <1 <1
水療浴室
>300 <1
<1 <1 <1
其他水龍頭
<1
<1
<1 <1 <1
大腸桿菌群 (Coliforms) 每天使用
水療床
<1
單位：CFU/100 mL
水療浴室
<1
<1
<1 <1 <1
其他水龍頭
<1
綠膿桿菌 (P. aeruginosa) 每天使用
水療床
6
6
<1 <1 <1
單位：CFU/100 mL
水療浴室
6
<1
<1 <1 <1
其他水龍頭
<1
水中退伍軍人菌
每天使用
水療床
**2000**1000 <100
(Legionella spp.)
水療浴室
**300 <100
單位：CFU/L
其他水龍頭 <100
*註：「其他水龍頭」指燙傷中心水療室以外經常使用之水龍頭
**註：水中退伍軍人菌 (Legionella spp.) 皆為 L. pnunmophila Group 2-14

水質監測顯示菌量超過標準，懷疑是
完工後太久沒有使用的情況下造成細
菌在設備中滋生之故，經放流一小時
後菌量下降到標準值。然而放流一小
時的會浪費過多的水資源，因此我們
設計實驗，監測需放流多久時間才能
去除水中的細菌移生。從本實驗的資
料可以看出，不同的水療設備 (水療
床或水療浴室) 以及不同的使用頻率

40 50

6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間歇使用或每日使用) 均是影響水中
總菌落數的重要因素，需要不同的使
用前放流時間。本院的水療設備在每
天使用的情形下，使用前放流 5 分鐘
可以確保不論是水療床或水療浴室出
水口，水中含菌量均 < 1 CFU/mL。
而若停用 3 天或以上的話，則使用前
放流的時間則必須延長至 15 分鐘以
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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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桿菌群在本次實驗水中的
培養檢測均無發現，但是綠膿桿菌及
退伍軍人菌在每日使用的情況下，放
流未達 3 分鐘時均能由水療床或水療
浴室出水口中培養出來。這也能解釋
許多發生在水療單位的院內群突發是
以綠膿桿菌為主。比如說在一個北
愛爾蘭 2 年的觀察性研究中發現，在
3,510 件個案中分別在水療池、三溫
暖池及游泳池採水樣中發現，綠膿桿
菌的帶菌率在水療池為 30.8%，三溫
暖池為 72.5% 和游泳池為 38.2%[3]。
另外在美國也有類似報告指出，藉由
分子生物學的親緣分析可見，燙傷病
房中水療設備中綠膿桿菌汙染造成了
燒燙傷病人間的群突發。相較之下同
時期沒有使用水療的燙傷病人的綠膿
桿菌感染率及死亡率均顯著較低。在
進一步停用水療後也發現綠膿桿菌所
造成移植皮膚的感染及死亡率均有顯
著的下降[18]。因此確保水中的含菌
量合於標準，尤其是使用於免疫能力
相對低下的燒燙傷病人是很重要的課
題。
本實驗發現不管是哪一個時 機
點，相較於水療浴室，水療床的水中
菌落數均較高，且要降低水中菌落數
所需的放流時間也較長。觀察之下我
們推測跟水量大小可能有相關。因為
經現場測量水療浴室開關全開下每分
鐘約有 10 公升之水量，反觀水療床
每分鐘只有 3 公升之流量。因此在使
用前放流時，需囑咐臨床護理單位注
意放流時的水量，以避免水量過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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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水中菌落數下降不如預期，而每
分鐘所需放流的水量大小，對於去移
生效率的評估則須進一步的實驗來探
討。
經此實驗之後，本院燙傷中心
修訂「燙傷病房水療室作業準則」規
範，包括每月固定監測一次水療床及
水療浴室的水中菌落數。不論當日有
無執行水療，水療設備需要每日放流
5 分鐘，以避免使用中斷造成生物膜
產生而增加細菌移生。而於每日使用
(或放流) 的情形下，在第一位病人使
用水療設備前護理人員仍需先放流 5
分鐘後，才能開始治療以確保使用水
之水中菌落數合於標準，避免造成病
人傷口感染。「燙傷中心之感染管制
措施」水療室感染管制亦規定每日執
行一次水療機及浴室水龍頭蓮蓬頭水
排放 5 分鐘，病人使用前以 70~75%
酒精消毒蓮蓬頭後再使用。自 2013
年 10 月實驗結束後，修改作業規範
至 2015 年 12 月，每月固定採樣水療
床及水療浴室之水樣各一件總共累積
50 件檢體，固定監測結果皆符合檢
驗合格的參考之要求。
本實驗仍有許多限制，首先本
實驗沒有特別探討在感染病患使用過
後，是否會造成環境帶菌汙染，進而
影響下一次使用前所需的放流時間。
然而針對這一點，本院「燙傷病房水
療室作業準則」規範治療前、後水療
室之用水的水龍頭、噴頭及所有開關
以 75% 酒精消毒，並且多重抗藥性
細菌感染之病人，會安排每日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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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水療室治療，以降低交叉感染風
險。其次，針對放流水量雖然我們觀
察到出水量大的水療浴室所需放流時
間較短，但本實驗並無做更進一步的
研究放水量和菌量下降的時間線性關
係之探討。再則所得到的放流時間結
果是在單一醫學中心實驗下的結論，
無法廣泛的應用於所有的醫療院所。
需透過多醫療院所的研究才能建立建
議及指引。最後，若放流仍無法解決
問題則須與工務部門討論異常處理方
式，本院水療室自來水入水龍頭前裝
置簡易過濾設備，固定每 3 個月更換
濾心，若定期更換濾心水中菌落數仍
有異常，應評估是否最近水質異常，
須增加濾心更換頻率；亦可能是水源
遭受污染，但本次實驗中「其他水龍
頭」並無異常，因此將討論歸於水療
室本身之問題，其他水源問題不在此
次討論範圍內。

結

語

本實驗的結果證實，使用前的水
放流能有效降低水中菌落數，來確保
水療室用水的品質。雖然水的來源、
管路設備與地域性的差異，均會影響
水中菌落數，因此所需放流時間的長
短有所不同，使本實驗所得的放流時
間結論無法推及至各不同的醫療院
所，然而本實驗卻提供了良善的實驗
流程以及探討可能影響水中菌落數差
異的因素 (如不同設備或使用頻率…
等)。這些結果與經驗可以有效幫助

各醫療機構，制定因地制宜的使用前
放流時間，來管理水療室的水質，降
低感染風險確保病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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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re-use Free-flow Duration
on Bacterial Carriage of Hydrotherapy
Facilities in a Burn Center
Hui-Lan Chang1, Yu-lin Li1,2, Huei-Wen Lai1, Yu-Mei Lin1, Li-Jhen Lin1,
Chair-hua Lin3, Chun-Eng Li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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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

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

Burn Center,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Changhua, Taiwan

Hydrotherapy is widely used in burn wound care. However, hydrotherapy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cause nosocomial infection, especially in burn patients without
an intact skin barrier.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hydrotherapy water is an important
infection control issue. Our study investigate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acterial
carriage load in water used for hydrotherapy, including the type of hydrotherapy
facility, interruption duration, and free flow duration before us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hydrotherapy baths had more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than hydrotherapy
showers. Interruption in use for more than 3 days also correlated with greater
bacterial colonization than everyday use. More bacterial colonization required
longer pre-use free flow duration to achieve standards for either total bacterial load
(< 100 CFU/mL) or specific pathogen load, such a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1 CFU/100 mL) and Legionella species (< 100 CFU/L). Based on our results, we
propose two infection control policies. First, water flow should be maintained for
at least 5 minutes every day,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hydrotherapy is scheduled, to
avoid interruption of use. Second, free flow for 5 minutes is suggested before daily
use of hydrotherapy for de-colonization and prevention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Otherwise, routine monitoring of water quality for hydrotherapy is mandatory to
ensure adherence to the infec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burn centers.
Key words: Hydrotherapy, burn wound care, de-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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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簡稱困梭菌) 是種厭氧性革蘭陽性桿
菌，體外環境能形成孢子，抵抗熱、化學藥劑、酒精及抗生素，是困梭菌在醫療
環境常存重要原因。困梭菌感染可能造成輕微腹瀉、偽膜性腸炎、毒性巨腸症
(toxic megacolon)，甚至腸穿孔，甚至死亡。近年歐美困梭菌感染個案數逐年增
加，因此台灣醫界不可輕忽困梭菌感染的潛在威脅。照顧困梭菌病人時，應採感
染管制措施，減少病原散播風險：定期監測困梭菌發生率；照顧時戴手套和穿隔
離衣；病人、家屬或醫護人員確實洗手；單人房隔離或與區域隔離；照顧感染腹
瀉病人需採接觸隔離；醫護人員進行教育；抗生素管理計畫；及 5,000 ppm 次氯
酸鈉 (hypochlorite sodium) 清潔環境。（感控雜誌 2017:27:23-28）
關鍵詞： 困難梭菌感染、感管措施

前

言

困難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以下簡稱困梭菌) 是種厭氧
性革蘭氏陽性桿菌，感染發生率在近
年有增加現象，偶有群聚感染情況被
報導[1]。2003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曾
發生困梭菌大規模爆發感染，後續研
究發現毒素 A 和 B 是決定困梭菌感
民國 105 年 10 月 1 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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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毒性重要因子[1]。目前臨床以快
速檢測困梭菌毒素來取代耗時的菌
株培養，來診斷困梭菌相關腹瀉 (C.
difficile-associated diarrhea)。這些毒
素會附著在腸道表皮細胞表面，接著
被帶入細胞、催化醣化後細胞內蛋白
質 (rho proteins)，造成細胞骨架瓦解
及細胞死亡[1]。
困梭菌感染常發生在長期使用
通訊作者：劉尊榮
通訊地址：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連絡電話：04-7238595分機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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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年紀大或住院病人。近幾
年困梭菌感染個案數目逐年增加，
據美國統計 2005 年感染率是 1996
年的 3 倍，死亡個數也逐年增加；
困梭菌已是抗生素治療後腸道感染
(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 最常見
病原菌，它會造成腸道上皮組織發
炎，伴有發炎細胞浸潤，臨床可從輕
微腹瀉、偽膜性腸炎、毒性巨腸症
(toxic megacolon)，甚至腸穿孔，死
亡率高達 25~30% [1]。困梭菌感染再
復發機率高，初次感染後復發機率為
15~35%；初次復發感染後，再次復
發機會高達 33~65% [1]。

率，也伴隨高毒性困梭菌菌株出現。
衛福部台南醫院首次發現台灣有高毒
性困梭菌臨床菌株：核糖核酸體分
型 (ribotype) 126，此為類似 ribotype
78，帶有公認高毒性菌株特徵之核
糖核酸體分型：tcdC 剔除，雙極毒
素，和氟喹諾酮 (ﬂuoroquinolone) 抗
藥性等。這些感染病人容易有疾病復
發及偽膜型腸炎情形[4]。另台灣也
發現至少三例引發毒性巨腸症及腸穿
孔的 ribotype 027 案例[5-7]。雖國外
研究認為此類高毒性菌株，可能造成
嚴重疾病及死亡，目前這些菌株對台
灣病人影響，仍需進一步研究。

台灣現況

檢驗與治療

台灣無論是回顧性或前瞻性臨
床研究，都發現困梭菌感染有很高盛
行率。成大醫院回顧性研究發現困梭
菌感染發生率每十萬住院人日有 42.6
例或每一千出院病人有 3.4 例，加護
病房發生率更高 (每十萬住院人日有
110.6 例)。36.4% 病人治療後仍有腹
瀉問題，復發率約 8.1%。初估 30 天
死亡率為 23.3%。不過這些是資料，
實際發生率應該會更高[2]。衛生福
利部台南醫院前瞻性研究發現住院時
篩檢無困梭菌移生或感染病人，住院
後每 1,000 個病人有 15.2 人發生困梭
菌感染；每十萬住院人日有 19.3 例
個案[3]。如此發生率，值得臨床端
或感染管制單位重視。
台灣困梭菌感染不僅有高盛行

衛福部台南醫院前瞻性研究中，
住院時篩檢無困梭菌移生或感染之病
人，住院後每一千位病人有 101.3 人
發生無症狀困梭菌移生或每十萬住院
人日有 204.6 例移生個案[3]。無症狀
移生者或稱為困梭菌帶原者，一般不
需治療。所以建議病人的不成形糞便
檢體，才適合做困梭菌檢測[8]。
目前研究發現困梭菌感染與抗生
素耗用量有高相關性，如第 3 代頭孢
子素[9,10]，克鏈黴素 (clindamycin)
[9-11]和氟喹諾酮類抗生素[10-13]。
有一文獻回顧提到 6 篇報告提及減少
抗生素使用，包括頭孢子類抗生素
(6 篇) 或克鏈黴素 (4 篇)，能減少困
梭菌感染發生機會[14]。困梭菌食入
後，經胃部才能達大腸，而胃部胃酸

感染控制雜誌

25

洪元斌、林筱茹、李仁傑等

可以抑制困梭菌；如服用藥物抑制胃
酸分泌，讓胃酸鹼值上昇，有利於困
梭菌繁殖[15]。因此服用抑制胃酸藥
物，尤其氫離子阻斷劑，和困梭菌感
染發生有相關；若無使用氫離子阻斷
劑必要性，建議及早停用[16,17]。

感染管制措施
困梭菌感染與抗生素使用、住
院天數過長及醫療行為有關。困梭菌
可形成孢子在惡劣環境生存，醫療環
境易受孢子汙染。醫護人員或病人，
如果接觸到被細菌或孢子污染醫療
儀器 (如肛溫計) 或環境物品 (如電燈
開關)，即有可能被汙染[18,19]。經
醫護人員手部，是最可能傳染途徑；
因此困梭菌感染患者的隔離措施，
重點是避免病人或醫護人員手部、病
人物品或環境，被感染或移生者糞便
中困梭菌菌株或孢子污染[19]。洗手
是減少污染最有效方法，適當使用手
套，也能減少病人間微生物散播。
美國感染症醫學會建議，照顧困梭
菌病人時，感染管制措施應包括：
定期監測困梭菌發生率、確實執行
接觸隔離措施、照顧時戴手套和穿
隔離衣、確實洗手[8]。如果空間足
夠，置於單人房隔離[8,20]。據 APIC
(the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s in
Infection Control and Epidemiology) 建
議，如果單獨房間不足，可考慮讓多
位困梭菌感染病人同住一房，做區域
隔離 (cohort isolation) [20]。困梭菌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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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耐酒精消毒，建議以肥皂或清潔液
洗手[21]。解除隔離措施時機，一般
建議病人腹瀉停止 48 小時後，才解
除隔離，此時傳播困梭菌機會相對較
低[22]；APIC 建議如果病人正接受
區域隔離而與其他感染病人同住時，
腹瀉停止可移到乾淨非隔離房間，以
免再次被感染[20]。不過之前研究發
現，病人雖無腹瀉，但糞便仍可能有
困梭菌[3]。所以是否腹瀉停止即可
解除隔離，移到乾淨區域，仍需進一
步研究。

環境消毒
醫療環境被困梭菌孢子污染程
度，一般認為取決於有多少困梭菌感
染病人；但最近研究也認為困梭菌移
生病人可是污染源之一。少有研究何
種清潔劑能有效清除困梭菌孢子，或
表面清潔對預防困梭菌感染效果。有
研究使用含氯化合物 (如稀釋次氯酸
鹽 1,000 ppm、次氯酸鈉 [1:10 v/v 稀
釋] 5,000 ppm、1:100 v/v 未中和次氯
酸鹽，及磷鹽中和的次氯酸鹽 [1600
ppm]) 消毒，能使環境困梭菌汙染率
減半，或減少醫療相關困梭菌感染率
[18]。
針對困梭菌感染或移生病人接
觸過環境消毒，美國衛生保健流行病
學會 (SHEA)/感染症醫學會 (IDSA)
建議用至少 1,000 ppm (最好是 5,000
ppm) 漂白水清潔接觸過的器具、物
品及環境表面[8]。不過 APIC,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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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議至少 4,800 ppm 做環境清潔較
有效，所以建議每天 5.25% 漂白水加
水稀釋 10 倍 (5,000 ppm)，清潔病室
內儀器表面及環境 (床欄、床旁桌、
電話、地板、洗手臺、浴室及廁所
等) [20]。病人排泄物則以等量 5.25%
漂白水，至少浸泡 30 分鐘後再排掉
[20,23]。不過視各地區不同準則或建
議，環境清潔也可以考慮其他消毒方
式，包括過氧化氫蒸氣或紫外線清潔
[20]。過氧化氫蒸氣可以有效清除廁
所困梭菌孢子，不過需先將環境除
汙，效果較理想[20]。研究發現紫外
線消毒法，清除困梭菌孢子能力不亞
於漂白水，尤其是困梭菌感染病人經
常接觸環境部位[24]。
表一

結

語

困梭菌感染是目前重要感染管制
議題，常被歸類為廣效抗生素大量使
用後的抗藥性細菌威脅之一。除找尋
更新更廣效抗生素外，避免抗藥性細
菌出現和傳播同樣重要。所以落實感
染管制工作，包括抗生素管制、困梭
菌感染監控、洗手政策和環境清潔等
(表一)，是防治機構內困梭菌感染的
常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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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for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s
Yuan-Pin Hung1-3, Hsiao-Ju Lin1-3, Jen-Chieh Lee3, Chun-Wei Chiu1-3, Wen-Chien Ko3,4*
1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Taina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 Welfare,

2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4

Center of Infection Control,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Tainan, Taiwa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s an anaerobic, gram-positive bacillus that can form
spores ex vivo, which are resistant to heat, chemical agents, alcohol, and antibiotic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ow for its survival in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Clinically,
C. difficile can cause mild diarrhea,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 toxic megacolon,
colon perforation, and even death. The incidence of C.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is
increas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also expected to be a potential health threat
in Taiwan. In caring for patients with CDI,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disease. Essential strategies include
monitoring CDI incidence, donning gloves or dressings during patient care,
single room or cohort isolation, discontinuation of contact isolation at 48 hours
after cessation of diarrhea, personnel education, antibiotics stewardship, and
environmental disinfection with 5,000 ppm hypochlorite sodium.
Key words: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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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抗藥基因 mcr-1
(Plasmid-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ce)
郭書辰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

言

中英學者於 2015 年 11 月發表
在中國大陸的食用動物、雞與豬肉
及人類檢體分離出的大腸桿菌中所
發現的一新型抗藥基因 (mcr-1)，此
抗藥基因產生的蛋白質可造成細菌
對 polymyxin 抗生素 (包括colistin 及
polymyxin B ) 有抗藥性。此一重大
發現發表在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此報告引起國際震驚，專家學
者認為 mcr-1 的出現，代表著抗生素
的最後一道防線已遭到破壞[2]。文
章發表後短短幾個月內，世界各區
也發現帶有 mcr-1 的菌，包括亞洲其
他國家、歐洲、美洲及非洲。目前
為止，帶有 mcr-1 的菌皆屬於腸科桿
菌 (Enterobacteriaceae)，除了大腸桿
菌 (Escherichia coli)，還有沙門氏菌
(Salmonella spp.)、克雷伯氏肺炎桿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及志賀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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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采菱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Shigella)。這些菌株的來源除了臨床
檢體，有不少來自環境，如：食用動
物、肉類食品、青菜及河水[3]。

台灣臨床及肉品中大腸桿菌之
mcr-1 情況
國家衛生研究院執行的台灣
微 生 物 抗 藥 性 監 測 計 畫 ( Ta i w a 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在醫界的協助下
蒐集台灣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臨床
重要菌株，由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的
微生物諮詢實驗室進行定量抗生素
感受性測試。從 1998 年開始 (TSAR
I)，每兩年進行一次，已順利完成
九期之監測計畫 (TSAR I-IX, 1998
年~2014 年)。TSAR 於 2010~2014
年所測試的 4,589 株 Escherichia coli
中，有 20 株對 colistin 具抗藥性，其
中 14 株有 mcr-1，2010、201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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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之 mcr-1 盛行率各為 0.1%、
0.1%、及 0.6%。感染症與疫苗研究
所近年也致力於社區環境抗藥菌的調
查，因此於 2012、2013、及 2015 年
搜集了從市場各種肉品中分離出的
細菌，檢測結果發現，mcr-1 在肉品
中大腸桿菌的盛行率各年為 1.1%、
6.6%、及 8.7% (表一)，此盛行率較
人類高得多。進一步研究也發現，台
灣這些 mcr-1 至少存在於七種質體，
並分佈在多種基因型的人與動物大腸
桿菌內，表示此一基因的傳播應該行
之有年，才會有這麼多樣的基因背景
[4]。

mcr-1 之重要
mcr-1 (plasmid-mediated colistin
resistance) 之所以引起國際注目與廣
泛討論，是因為它有三個特點，第
一，mcr-1 能對抗最後一線的抗生
素。第二，此基因位於質體，故容易
傳播。第三，可能因動物抗生素之使
用而產生，並且可以傳播至人類。
表一

mcr-1 能對抗最後一線抗生素
mcr-1 對抗的 polymyxin，是目
前用在治療多重抗藥革蘭氏陰性菌的
利器之一，polymyxin 於 1959 年上市
後，因有腎毒性而僅使用在外用的藥
膏與藥水。然而近年來多重抗藥細菌
的盛行率逐年升高，使得醫療界用藥
選擇非常有限，所以業界將多粘菌素
精煉後減少副作用，使得 polymyxin
再度使用於治療全身性的感染症。因
此目前被認為是對付抗藥性細菌的最
後一線抗生素，並被 WHO 認為是極
為重要的抗生素[5]。
Polymyxin 是一種陽離子脂質
多肽類抗生素，此抗生素作用在革
蘭氏陰性桿菌細胞膜上的酯多醣
(lipopolysaccharides, LPS)，LPS 本身
具負電荷，Polymyxin 與 LPS 結合後
可破壞細菌的細胞膜通透功能，達
到殺菌作用[6]。而 mcr-1 會將 LPS
裡面的 lipid A 加上具陽電荷的磷酸
乙醇胺 (phosphoethanolamine)，使
polymyxin 無法作用在 LPS 上，導致

台灣大腸桿菌中可利斯汀 (colistin) 抗藥性與帶有 mcr-1 之情況

臨床分離菌*
肉品分離菌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2
2013
2015
總菌株數
1,136
1,752
1,701
89
91
126
Colistin 抗藥菌數
2 (0.2%) 3 (0.2%) 15 (0.9%)
1 (1.1%) 6 (6.6%) 11 (8.7%)
帶有 mcr-1 菌數
1 (0.1%) 2 (0.1%) 11 (0.6%)
1 (1.1%) 6 (6.6%) 11 (8.7%)
* 臨床分離菌來自台灣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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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的抗藥性[1]。許多專家擔心，
polymyxin 抗藥性會跟其他的抗藥性
互相結合，讓細菌變得無藥可醫。目
前 TSAR 所看到的 mcr-1 大腸桿菌對
於許多常用抗生素都有抗藥性 (如：
extended-spectrum cephalosporins、
fluoroquinolones、gentamicin 與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雖為多重抗藥性，但幸好對
於 carbapenem、tigecycline 及
antipseudomonal penicillins 等後線抗
生素仍有很好的感受性，在臨床上不
至於無藥可用[4]。但是國外已發現
幾株 mcr-1 陽性臨床致病菌同時帶有
KPC，NDM，或 OXA-48 等醫界最
重視的 carbapenemase [3]，所以持續
的監測與加強抗生素合理使用及感染
管制措施，以避免這些多重抗藥菌的
擴散非常重要。

mcr-1 容易傳播
mcr-1 造成 Polymyxin 抗藥性
的機制，跟過去已知的其他抗藥機
制類似，皆是經影響 LPS 所造成，
但是其他的抗藥機制與相關基因都
跟細菌染色體的突變有關，很難傳
播。中國大陸發現的 mcr-1 位於質
體 (plasmid) 上，而且這質體在各種
腸內菌都能傳播，包括 Escherichia
coli 與 Klebsiella pneumoniae，因此
廣泛分佈在珠江三角洲的人類與動物
所分離出的細菌上[1]，TSAR 的 K.
pneumoniae 目前尚未看到 mc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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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r-1 不僅靠質體傳播，而其
基因前方有一段插入序列 (insertion
sequence)，可以帶著 mcr-1 四處傳播
[1]，不用限定於某種質體，因此世
界其他國家也紛紛發現 mcr-1 存在於
各種質體上。在台灣，我們也發現
mcr-1 至少存在於七種質體，並分佈
在多種基因型的人與動物大腸桿菌內
[4]，表示此一基因的傳播應該行之
有年，才會有這麼多樣的基因背景。

mcr-1 與動物使用抗生素有關
專家學者認為中國農業抗生素的
大量使用，是造成 mcr-1 在中國如此
盛行的主因[1,2]。過去細菌抗藥性一
直著重於人類大量使用抗生素，然而
畜牧界過度使用抗生素也會造成細菌
抗藥性，而這些抗藥菌也可造成人類
感染[7]，此次 mcr-1 的發現更證實了
這項假說，此一發現喚起我們對於農
業與畜牧業過度使用抗生素的疑慮，
過去抗生素常被當作生長促進劑，但
是因為缺乏證據可以讓動物長得更
好，而且會造成嚴重的抗藥問題，
在歐洲各國皆已禁止使用[8]。台灣
也禁止多項抗生素使用為飼料添加物
在健康的動物上，包括 colistin (2007
年 7 月起)，但我們仍能於 2012~2015
年監測的肉品上發現帶有 mcr-1 的
抗 colistin 大腸桿菌，表示我們需進
一步了解此抗生素在畜牧界的使用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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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監測系統有助於評估政策
成效，並預防抗藥性發生
目前澳洲與歐洲各國對於抗生
素使用在農業跟畜牧業都有嚴格的法
規[8,9]，並且有良好的監測系統可以
評估抗生素用量與抗藥性。丹麥分
析其國內與進口肉品 mcr-1 的盛行率
[10]，發現丹麥國內肉品上的細菌皆
無 mcr-1，但國外輸入之肉品有 2.0%
mcr-1 的存在。由此可見丹麥在農牧
業禁用抗生素的法令有確實施行，也
證實了禁用不合理抗生素能避免抗藥
性的產生。
丹麥的法規與監測系統互相配
合，落實了禁用抗生素當作生長促進
劑的目的，值得各國效法。筆者拙作
《感控雜誌》「Fluoroquinolone 抗藥
性台灣社區現況與國際因應對策」中
有對於各國監測系統簡要歸納[11]，
雖然台灣之 TSAR 與台灣院內感染監
視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s
Surveillance System, TNIS) 對於人類
之病原菌抗藥性有持續的監測，但是
國內農業，畜牧業，以及獸醫的抗生
素用藥資訊，跟大部份國家一樣是付
之闕如。對於動物抗藥性部分也無相
對應的監測系統以評估政策成效。

結

語

國衛院多年的抗藥細菌監測，顯
示台灣各地的肉品與臨床檢體中的多
重抗藥大腸桿菌有 mcr-1 的存在，且

已流行多年。為了避免抗藥性的傳播
及類似的抗藥菌繼續發生，急需政策
介入與擬定使用指引，然抗藥性與抗
生素使用監測系統的建置、整合、與
公開透明更是制訂與評估政策不可或
缺的工具，因此建置人類與農畜業的
完整監測系統應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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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美國伊利諾州大學爆發
腮腺炎群突發與第三劑麻疹腮腺炎
德國麻疹疫苗的建議
腮腺炎是一種急性病毒感染
症，特徵是發燒及腮腺或其它唾液
腺腫脹。2015 年 5 月 1 日，伊利諾
公共衛生部門 (IDPH) 證實了位於伊
利諾大學 Urbana-Champaign 分校的
腮腺炎群突發。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IDPH 和香檳分校公共衛生
處 (C-UPHD) 進行了調查，並確定
了 317 個腮腺炎病例。因為在兩劑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MMR) 疫苗普
遍接種的人群裡，感染者仍持續出
現，IDPH、C-UPHD，和大學的麥
金利衛生服務中心建議給予第三劑
MMR。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 (ACIP)
目前並無正式支持或反對使用第三
劑 MMR 疫苗的建議。然而，疾病管
制局 (CDC) 提供使用指引，在兩劑
MMR 高接種率，人群密切接觸，群
突發仍持續，而傳統控制措施未能減
緩下，可以在群突發爆發時給予第三
劑 MMR 作為控制措施。
儘管兩劑 MMR 高接種率和校園
學生數減少，夏季學期病例仍繼續發
生。調查人員確定了 317 位可能及確
診腮腺炎病例，100 位 (32%) 經 rRT-

PCR 證實，而 217 位 (68%) 為可能病
例，年齡介於 16~55 歲，中位數 20
歲。三位病患 (1%) 住院 (一位治療腦
膜炎，一位排除腦膜炎，和一位為腮
腺炎疼痛控制)。兩位病患 (1%) 發生
睾丸炎，無死亡案例。從四個病例採
檢的基因分型，都是腮腺炎 genotype
G。
317 位病患在腮腺炎發病時，50
位 (16%) 已接受過 3 劑 MMR，232
位 (73%) 接受 2 劑，12 位 (4%) 接
受 1 劑，7 位 (2%) 為未接種疫苗，
16 位 (5%) 不知疫苗接種情況。在接
種 3 劑 MMR 的 50 位病患裡，45 位
(90%) 在群突發爆發時接受第三劑
疫苗，5 位 (10%) 在前幾年接受第三
劑。45 位在群突發爆發時接種第三
劑時，有些人可能已經被曝露感染，
其中 11 位 (24%) 在接種第三劑的同
一天或兩個星期內發病，6 位 (13%)
在接種後 2~4 週，27 位 (60%) 在接
種 4 週之後。1 位 (2%) 在腮腺炎發
病後 3 天接種第三劑。
目前對於預防腮腺炎是常規接
種兩劑 MMR 疫苗；第一劑在年齡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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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個月，第二劑在年齡 4~6 歲。
腮腺炎疫苗效能 (effectiveness) 的中
位數估計 1 劑為 78%，2 劑為 88%。
然而，在最近的群突發中已發現，2
劑量疫苗可能失效，疫苗誘導的免疫
也可能減弱，特別是在人群密集、密
切接觸環境下。在 2 劑疫苗高接種率
下，在先前的群突發中，第三劑已經
被拿來作為控制措施。
目前沒有正式第三劑 MMR 的建
議，但 CDC 為公衛機構提供指引，
在腮腺炎爆發時使用第三劑作為控制
措施。促成這樣建議的原因包括 2 劑
MMR 接種率 > 90% 人口，密集曝露
環境如大學，群突發可持續超過 2 週
以上，以及高發病率 (> 5 cases/1,000
population)。
第三劑 MMR 疫苗的效能還沒有
被確認，但有一些證據顯示，在兩個
群突發中，第三劑誘導免疫反應，導
致介入後罹患率下降。然而，其中一
個群突發，罹患率下降並無統計上的
顯著意義。這兩個群突發中，皆在群
突發達到高峰後介入第三劑 MMR 疫
苗的使用。而在其他相似人口的群突
發，儘管沒有第三劑介入，罹患率依
然下降。此外，建議一個證據有限的
介入措施，可能會導致不必要的成本
增加，也可能使疫苗相關的不良事
件增加。所以，執行該介入措施需
要更謹慎評估。有鑑於最近腮腺炎發
生率增加，CDC 正在收集更多資料
評估第三劑 MMR 疫苗的使用，來提
供群突發時的決策與未來建議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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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者評】在麻疹腮腺炎德國
麻疹當中，目前只有麻疹在暴露後
預防上，建議使用 MMR 疫苗；對於
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暴露後預防使
用 MMR 疫苗，尚未被證實可以預防
疾病或減輕疾病嚴重度。腮腺炎每年
在 2 劑 MMR 高接種率的國家，如美
國及歐洲，仍有頗多病例，使得有人
質疑是否群突發病毒株已突變，或與
疫苗病毒株不同基因型。不過，已有
實驗證實，即便群突發與疫苗的病毒
株不同基因型，疫苗引發的抗體效價
仍能有效中和病毒。在此次伊利諾州
大學爆發的群突發裡，有 45 位在群
突發爆發時接受第三劑 MMR，其中
17 位在接種的 4 週內發病，27 位在
接種 4 週之後才發病，對照腮腺炎的
潛伏期為 12 至 25 天，表示仍有部分
的人接受了暴露後預防 MMR 疫苗仍
然發病，也有人接種了 MMR 疫苗後
暴露感染仍發病。因此，追加接種第
三劑 MMR，有接種族群是否比沒接
種族群罹患率低，仍需進一步分析。
【林口長庚醫院 陳志和/陳志榮 摘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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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發生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病人口服
萬古黴素預防再復發之成效
2002 年之後在加拿大魁北克
省、北美洲及部份歐洲地區，爆發
一高致病株困難梭狀桿菌 (困梭菌)
ribotype 027 感染，此高致病株不只
造成嚴重疾病，更容易疾病復發，
近期研究指出感染高致病株病人約
20~28% 會復發。引起復發危險因
子，則包括老年病患、醫療照護相
關、住院天數較長、免疫力不佳、使
用 PPI、或再次使用非治療困梭菌感
染抗生素的病人。但目前臨床上如何
有效預防高風險族群復發，仍未有
共識。近幾年來，使用口服萬古黴
素預防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病人再次
復發案例，越來越多；但預防成效
或是否會增加多重抗藥性細菌 (例如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移
生，仍有待研究。因此本篇回顧性研
究，納入 2003 年至 2011 年加拿大魁
北克省兩家醫院曾發生困梭菌感染，
而後 90 天內又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療
其它感染症的成年患者，探討口服萬
古黴素於預防困梭菌再復發之成效。
本研究中，困梭菌感染再次復發，定
義為患者於前次診斷困梭菌感染後，

6 個月內發生腹瀉及糞便檢驗困梭菌
毒素基因 PCR 陽性或醫師依臨床狀
況再次診斷困梭菌感染復發並再次治
療。
551 位病人納入研究，379 位
為過去發生過一次困梭菌感染 (初診
斷) 病人，172 位為復發感染兩次以
上 (再復發)。平均抗生素使用 14 天
(四分位距 10~17 天)，最常用抗生素
為 fluoroquinolones (294, 53.4%)，其
次為 carboxy/ureidopenicillins (136,
24.7%)；部分病人 (152, 27.5%) 用
metronidazole 合併其它抗生素 (通常
是 ciprofloxacin) 治療非困梭菌感染。
227 位病人 (41.2%) 口服萬古黴素，
平均使用 7 天 (四分位距 3~12 天)，
多數病人 (190/227, 83.7%) 使用 125
mg 一天四次。和未用口服萬古黴素
病人相比，預防性口服萬古黴素族
群，較常是再復發病人，且之前已
用萬古黴素單獨或合併 metronidazole
治療復發。單變項分析顯示，年紀
大於 65 歲或再復發病人，有較高再
次復發風險。共 181 位患者再次復
發 (32.9%)，其中 77 位病人曾口服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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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黴素預防復發。多變項分析校正年
齡及再復發率，使用口服萬古黴素
可降低再復發率 (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 0.47; 95% CI, 0.32~0.69; P <
0.0001)；對初診斷病人，則無統計差
異 (aHR, 0.91; 95% CI, 0.57~1.45; P =
0.68)。其預防效果和抗生素使用次數
無統計相關。校正年齡後分析指出，
口服萬古黴素對再復發病人，可有效
預防困梭菌 90 天內再復發，但初診
斷病人，則無預防效果。如在其它抗
生素治療期間超過一半時間，同時預
防性使用口服萬古黴素，可有較好預
防效果 (aHR, 0.41; 95% CI, 0.27~0.63;
P < 0.0001)。
【譯者評】困梭菌感染會造成臨
床嚴重症狀或死亡，且常易復發。高
風險族群，例如持續使用抗生素治療
其它感染症，尚無好方法可以預防復
發。本回顧性研究證實口服萬古黴素
可有效預防病人再復發，而且如果能
在其它抗生素使用期間同時使用，效
果更佳；但初診斷病人，則無預防效
果。本研究亦顯示，metronidazole 無
法預防困梭菌再復發。
針對預防性口服萬古黴素成
效，另一美國密蘇里州 Mercy 醫院於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回顧性研究，亦顯示 203 位曾確
診困梭菌感染而後又住院接受抗生
素治療其它感染成年患者，抗生素治
療期間到停用後 4 周內，71 位預防
性口服萬古黴素患者，只有 1 位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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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復發；132 位未用藥患者有 35 位
(26.6%) 有再復發。與前述研究不同
的是，此研究所口服劑量為每日早晚
125 mg (29/77, 41%) 或早晚 250 mg
(42/77, 59%)，平均使用萬古黴素天
數為 13.7 天 (3~29 天)。
使用口服萬古黴素，並非全無
壞處。早期有小型研究困梭菌帶原病
人，用口服萬古黴素降低移生率，結
果口服萬古黴素雖可使糞便困梭菌菌
落量減少，但孢子量增加，反而造成
病人停用萬古黴素後，困梭菌帶原天
數增長。另一動物實驗研究，指出
口服萬古黴素會改變小鼠腸道菌屬，
使正常菌種 Bacteriodes 減少，腸球
菌、變形菌門 (如大腸桿菌、沙門氏
菌等等) 或乳酸菌增加，及造成多重
抗藥性細菌 (如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或 Escherichia
coli) 移生增加。臨床口服預防性萬古
黴素雖有此顧慮，上述兩篇臨床研究
未對此議題，有所著墨。
住院病人抗生素使用，常無法避
免，而隨著困梭菌發生率及復發率逐
年增加，對高風險族群有效預防再次
復發，成為臨床重要議題。本篇研究
證實口服萬古黴素可有效預防病人於
抗生素使用 90 天內再復發，但最適
宜劑量及使用時機，及後續對腸道菌
落影響，仍有待後續研究證實。【成
功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病科 薛伶珊/柯
文謙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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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檢驗世代困難梭狀桿菌
感染的過度診斷
困難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簡稱困梭菌) 感染為常見
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一。目前
有多種糞便檢驗方式，協助困梭
菌感染的臨床診斷例如免疫酵素
分析 (Enzyme immunoassay) 檢測
困梭菌毒素A/B 或谷氨酸去氫酶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或
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檢測毒素基因。由於
臨床上有無症狀帶菌的患者，一般
建議要有「雙階檢驗流程 (two-step
algorithm)」，加上有相關的臨床症
狀，才能診斷困梭菌感染。近來有
研究指出困梭菌感染比例上升，可能
和採用分子檢驗方式有關。PCR 分
子檢驗較毒素檢測敏感，但是否真實
反應臨床疾病，仍有爭議。本篇節錄
JAMA Intern Med 一篇文章，對困梭
菌毒素檢測陰性但 PCR 陽性病人，
是否需要治療，做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族群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Medical Center 住
院病人。研究檢體來自住院超過
72 小時以上有腹瀉病人的糞便，
對其進行毒素免疫測試 (C. diffic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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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toxins A and B; Meridian
Biosciences)，及至少一種的分子
檢驗 (Xpert C. difficile/Epi; Cepheid
或 Illumigene C. difficile; Meridian
Biosciences)。每位病人依其毒素
與 PCR 檢測結果分組：Tox+/PCR+,
Tox-/PCR+ 或 Tox-/PCR-，且每個
PCR 陽性檢體做毒素定量分析。研
究定義腹瀉為 24 小時內有 3 次以上
不成形便，或經腸造口流出 600 ml
以上；若未達上述標準，則視為沒有
腹瀉，據此分析腹瀉天數。腹瀉天數
從收集檢體第一天算起，腹瀉最後一
天的算法是之後至少 2 天沒有腹瀉，
才視為腹瀉終止。
最後共納入 1,416 人，含 131 人
(9.3%) Tox+/PCR+，162 人 (11.4%)
Tox-/PCR+，及 1,123 人 (79.3%)
Tox-/PCR-。結果顯示 Tox+/PCR+ 病
人較 Tox-/PCR+ 病人有較高菌量、
較高毒素濃度及較高比例由高毒性菌
株 (ribotype 027/078) 引起。腹瀉天數
而言，Tox+/PCR+ 病人比 Tox-/PCR+
或 Tox-/PCR- 病人腹瀉時間長。檢
視困梭菌感染併發症 (巨結腸症、因
猛爆性腸炎接受結腸切除或入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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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房)，Tox+/PCR+ 病人比起 Tox-/
PCT+ 或 Tox-/PCR- 病人，有更多併
發症 (7.6%, 10/131 vs. 0%, 0/162 vs.
0.3%, 3/1,123)。其中值得留意的是，
Tox-/PCR+ 與 Tox-/PCR- 病人，發生
併發症情形與困梭菌感染相關死亡，
皆無顯著差別。此研究亦統計 14 天
內重覆檢測困梭菌情形，因為可能
持續懷疑有感染的病人，結果顯示
Tox-/PCR+ 有 37.7% (61/162) 重新檢
測，毒素轉為陽性者 8.0% (13/162)。
同一期間多數人 (96, 59.3%)未接受
治療，只有 21 人 (13.0%) 接受完整
治療 (10 天以上)。為確立推論準確
性，再以 cell cytotoxin assay 進行毒
素測試，發現若用此方法檢測原本是
Tox-/PCR+ 病人中，48 (29.6%) 位會
是毒素陽性。然而此一群族毒素濃度
低，且其臨床預後和毒素陰性的人，
沒有差別。
綜合上列所述，此研究發現 293
位困梭菌 PCR 檢測陽性病人，55.3%
(162 人) 毒素免疫測試為陰性；但
毒素檢測陰性病人，臨床結果和測
不到困梭菌 (Tox-/PCR-) 病人相似。
就困梭菌相關併發症或死亡而言 (共
19 人)，只有 1 人是毒素檢測陰性但
PCR 陽性患者 (Tox-/PCR+)；其他 18
人 (94.7%) 皆 Tox+/PCR+。這些結果
意味著多數毒素檢測陰性但 PCR 檢

測陽性者，不需要困梭菌感染治療。
再者約一半 PCR 檢測陽性患者，實
為困梭菌感染過度診斷，將導致後續
不必要的治療及醫療支出。
【譯者評】本研究指出只依靠困
梭菌 PCR 檢測，將造成困梭菌感染
過度診斷，這種情形將引發後續不必
要的抗生素治療。而不當抗生素使用
和困梭菌感染發生，密不可分，也和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有關聯性。因此提
醒臨床醫師需留意現行多種檢驗工具
的實質診斷意涵。另外臨床上腹瀉有
諸多原因，過度將腹瀉歸因於困梭菌
感染，也可能延遲找尋病因時間。這
些資訊提供臨床醫療人員在照護及處
理困梭菌感染症時，重要的臨床考量
與思維。【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
病科 李明吉/柯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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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入院主動篩檢及隔離困難梭狀桿菌
帶原者是否可降低困難梭狀桿菌
感染發生率？
美國每年約有五十萬位困難梭
狀桿菌 (簡稱困梭菌) 感染個案，造
成 29,000 位患者死亡，額外增加美
金 48 億醫療支出。目前指引僅針對
確認困梭菌感染患者進行感染管制措
施，然而，這樣政策可能還是有許
多無症狀帶原者，未被篩檢及隔離，
持續污染醫療環境或照顧者，使得
菌帶原者還是成為傳播疾病的「隱
形」來源。為此，加拿大魁北克 The
Quebec Heart and Lung Institute，研
究分析 2004 年 8 月 22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不同時期及不同感染管制
措施政策，該機構內困梭菌感染發生
率變化。困梭菌感染流行期間，該機
構困梭菌感染發生率為 11.1/一萬住
院人日 (95% 信賴區間：9.9~12.4)；
流行期後，發生率降為 6.9/一萬住院
人日 (95% 信賴區間：6.3~7.6)。該
院自 2013 年 11 月 19 日開始針對經
由急診入院患者，進行困梭菌主動
篩檢，用聚合脢連鎖反應檢測患者
糞便，是否帶有 tcdB (BD GeneOhm
Cdiff Assay; BD Diagnostics)；若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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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採取如同感染確診者之接觸隔離措
施，隔離直到出院。此感管措施實施
後，機構內困梭菌感染發生率降為
3.0/一萬住院人日 (95% 信賴區間：
2.1~4.0)，此發生率降低和流行期後
發生率有顯著差異。
【譯者評】現今困梭菌感染臨
床照護指引，多半不建議對無症狀病
人做困梭菌篩檢，或進一步隔離。但
是近來研究顯示主動篩檢可能是有用
的，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益的。藉由主
動篩檢找出潛在帶原者，或許誠如本
文，能有效降低困梭菌感染發生。但
需要強調的是，找出帶原者本質上不
會影響感染率，而是找出個案後，搭
配其他感染管制措施，斷絕病原傳染
途徑 (如抗生素管理計畫、良好洗手
遵從率及正確率、及確實隔離防護
等)，才能降低感染率。
另一方面，影響主動篩檢是否
符合成本效益或可行的，需要各機構
或地區對住院患者有基本流行病學資
料。越高的地區帶原率，主動篩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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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強防護，可能是必要且符合成
本效益。以本文的加拿大研究機構為
例，住院病人帶原率接近 5% (368/7,
599)，超過 95% 患者篩檢陰性，篩
檢成本效益有待商確。另硬體設備也
需要考量，美國指引建議安置確診患
者於單人病室隔離；現今台灣醫療環
境，有實行難度。因此，需依科學證
據及當下醫療資源，因地制宜採用合
適的困梭菌感染管制措施。【成功大
學附設醫院 感染病科 李佳雯/柯文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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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本期雜誌以抗生素使用後常見的腹瀉病原困難梭菌感染為
重點，一篇綜編談論目前多數準則，建議之感染管制措施與環
境清潔原則，供感管人員或醫療人員參考；另有依據國際著名
學術雜誌三篇論文，說明最新有關困難梭菌感染重要臨床議
題，包括以口服萬古黴素預防困難梭菌感染之復發成效；目前
分子生物技術與毒素檢試的過與不及；最後是著重篩檢及隔離
帶原者之臨床意義，說明帶原者亦可能是困難梭菌防治上的重
點之一。
另外本期有針對醫院內血液培養採檢品質的研究原著，藉
由提高血液培養量，能提昇血液培養陽性率及縮短陽性偵測時
間，對於臨床照護品質提昇，有極大助益。對於燙傷中心水療
室放流時間對於水中菌落數，有一篇原著研究，這類水質監測
雖然台灣尚無統一標準，依然發現使用前流放降低水中菌落
數，可做為水療治療時前置作業的參考。最後專欄文章討論熱
門話題，質體相關的 colistin 抗藥性基因 (mcr-1) 的基因特性與
臨床意義，及台灣目前研究資料，詳細說明可提供醫療人員臨
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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