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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之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趨勢及危險因子分析
許松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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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醫療照護相關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感染在世界各國有逐年上升趨勢，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資料顯示，VRE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在台灣也逐年增加。本研究藉由台灣北部某
醫學中心，病人於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間住院，因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且
菌株為腸球菌者病人納入研究對象，依其感染時所住之病房屬性區分為一般病房
或加護中心，性別、年齡、潛在疾病以及感染前 48 小時內是否有使用侵入性導
管裝置等變項，進行單變項、多變項羅吉斯迴歸分析，探討各變項間 VRE 感染
之危險因子。研究結果顯示：2009 至 2013 年間，VRE 感染有逐漸上升趨勢；
控制其他變項因子後，VRE 感染危險因子有肝硬化 (P < 0.01)、全靜脈營養輸液
(P = 0.03) 或鼻胃管置放 (P < 0.01)。因此臨床照護遇有肝硬化、鼻胃管置放或
使用全靜脈營養輸液之病人，應減少非必要之侵入性管路使用、確實環境清消及
執行手部衛生。（感控雜誌 2017:27:151-158）
關鍵詞： 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肝硬化、鼻胃管、全靜脈營養輸液

前

言

腸球菌 (Enterococci) 是人類及
動物腸道中正常菌種，屬兼性厭氧
革蘭氏陽性球菌，其毒性相較於鏈球
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低[1-3]。近年來
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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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免疫不全之重症病人增加、侵入性
導管裝置及抗生素使用增加，使得腸
球菌成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常見致
病菌種。其中造成人類感染主要以
Enterococcus faecium 及 Enterococcus
faecalis 較為常見。然而常用來治療
通訊作者：張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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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球菌感染之 glycopeptides 類抗生
素，也因腸球菌對此類藥物產生抗藥
性，而在用藥治療方面產生挑戰。
最近研究顯示，腸球菌對萬古黴素
(vancomycin) 抗藥性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oci, VRE) 有逐漸
上升趨勢[3]。在美國自 1989 到 1999
年，十年間 VRE 盛行率由 0.3% 上升
至 25% 以上[4]。自 2003 年起 VRE
已在美國成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重要
致病菌株之一[5]。VRE 通常藉由醫
療照護人員受汙染的手於病人間傳
遞，使病人罹病率及死亡率增加，
也增加醫療照護成本[6]。台灣近年
來，VRE 有逐年上升情形，醫學中
心加護病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VRE
的比例由 2005 年的 4.8% 增加至
2014 年 31.2%，區域醫院則由 3.9%
增加至 28.7% [7]，顯示若未加以適
當監測及控制，易造成醫院病房單位
群突發事件。有鑑於 VRE 菌株造成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逐年增高情形，本
研究以北部某醫學中心醫療照護相關
腸球菌及對萬古黴素抗藥性之腸球菌
感染病人為對象，藉由其感染趨勢及
相關危險因子之分析及探討，作為相
關感染管制措施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台灣北部某 1,800 床醫
學中心進行，研究收集 2009 年 1 月
至 2013 年 12 月於住院期間因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且檢體培養為腸球菌之所
有病人相關資料。
二、 研究方法
本篇研究採回溯性研究，探
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病人在住院治療期間，
醫師依評估病況並開立相關檢驗，
由實驗室培養出對萬古黴素有感受
性之腸球菌 (vancomycin-susceptible
Enterococci, VSE) 及對萬古黴素產生
抗藥性之腸球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再由該院感染管
制師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
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定義 (譯自
美國 CDC 2008 年版) 為標準，符合
定義標準者為收案對象。
所有符合收案之病人依據其當
時住院病房屬性區分一般病房與加護
中心，分析性別、年齡 (以 65 歲為切
點)、潛在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慢性阻塞肺病、糖尿病、惡性腫瘤、
肝硬化及長期臥床；感染前 48 小時
內是否有使用侵入性導管裝置，如：
周邊靜脈導管、中心靜脈導管、動脈
導管、氣管內管、氣切、呼吸器使
用、導尿管置放、全靜脈營養輸液、
鼻胃管置放、血液透析導管置放等變
項進行資料收集。後續分析歷年腸球
菌在該院一般病房與加護中心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情形及歷年 VRE 感染之
趨勢，並以感染之 VRE 或 VSE 做依
變項，進行相關危險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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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資料以 Excel 2007
進行彙整歸類及描述性統計。再藉
由 SPSS 20 版統計套軟體進行統計分
析。本研究變項皆屬於類別變項，依
序以單變項及多變項羅吉斯迴歸進行
統計學分析。

結

果

該院於 2009~2013 年期間，共
293,673 出院人次及 2,018,921 住院人
日。病人住院治療期間，因腸球菌
造成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者共有 666 人
次，其中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感染
有 164 人次，佔全部腸球菌醫療照護
感染 24.6%；五年期間，全院住院病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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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腸球菌感染密度為 0.33‰。在病房
類別上，腸球菌感染密度以加護中心
較一般病房高，其感染密度分別為
1.18‰、0.25‰。細分加護中心以內
科加護中心感染率及感染密度最高，
分別為 2.03%、1.71‰ (表一)。其次
為感染科加護中心、燒傷加護中心、
外科加護中心、急診加護中心、心臟
加護中心、心臟外科加護中心，前
述加護中心在 Enterococci 感染密度
均在 1‰ 以上，感染密度比一般病房
0.25‰ 高，研究期間在加護中心有較
高感染比例。
另外針對 2009~2013 年間，進
行全院 Enterococci 及 VRE 感染菌
株佔全院整年度感染總菌株數比例
分析，5 年間 Enterococci 之感染菌

2009~2013 年各病房 Enterococci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及感染密度一覽表

單位
感染人次 出院人次 感染率 (%) 住院人日數 感染密度 (‰)
一般病房
461
268,013
0.17%
1,844,634
0.25
加護中心
205
25,660
0.80%
174,287
1.18
內科加護中心
48
2,361
2.03%
28,061
1.71
感染科加護中心
19
942
2.02%
12,112
1.57
燒傷加謢中心
12
1,778
0.67%
8,253
1.45
外科加護中心
31
4,545
0.68%
22,756
1.36
急診加護中心
18
2,011
0.90%
14,105
1.28
心臟加謢中心
37
4,299
0.86%
29,457
1.26
心臟外科加護中心
16
2,571
0.62%
15,128
1.06
神經內科加護中心
1
194
0.52%
1,153
0.87
神經加護中心
17
3,480
0.49%
21,460
0.79
小兒加護中心
4
808
0.50%
6,214
0.64
新生兒加護中心
1
347
0.29%
3,633
0.28
嬰兒中重度中心
1
2,203
0.05%
11,352
0.09
綜合加護中心*
0
121
0.00%
603
0
* 綜合加護中心於 2012 年 1 月設立，依臨床業務開啟使用，因此僅有 5 個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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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營養液病人感染 VRE 是無使用病
人之 2.53 倍 (表二)。

株數佔年度總感染菌株比例維持在
10~11%；VRE 在 2009~2011 年間，
佔年度總感染菌株比例約 1.5~2.2%
間，而 2012 年起驟升至 4.3%，
2013 年雖下降至 3.1%，但仍高於
2009~2011 年 (圖一)。
在單變項羅吉斯迴歸分析各項
危險因子中，除在性別、心血管疾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周邊靜脈導管
四項外，其餘危險因子在感染 VRE
或 VSE 均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將
前述具有統計學上顯著差異之變項再
進行多變項羅吉斯分析，結果在肝硬
化、全靜脈營養輸液使用及鼻胃管置
放三項危險因子中，具顯著差異。罹
患肝硬化病人感染 VRE 是無肝硬化
病人之 2.98 倍；有置放鼻胃管病人
感染 VRE 是無置放者 1.75 倍；全靜

討

論

VRE 常在各醫療院所、醫學中
心病房單位造成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或群突發感染事件，而發生感染病
房以加護中心居多。本研究以台灣北
部某醫學中心進行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調查，分析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
歷年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趨勢及其
危險因子。2009~2013 年期間，全部
Enterococci 感染菌株所佔年度感染菌
株比例並未有太大差異，然抗藥性感
染菌株 VRE 部分卻在 2012 年佔腸球
菌感染菌株之比例有大幅上升，顯示
VSE 部分相對下降 (圖一)，VRE 逐

2009-2013϶ύ϶୍ܾ൨˪໗ͅᝉছӏᗣ୍൨ёະ϶ᑧีݼ൨दᆚ̍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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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2%

8%
̍
բ

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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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cocci

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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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圖一

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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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5%

2011϶

2012϶

2013϶

2009~2013 年各年度腸球菌及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占當年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總菌株
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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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項

萬古黴素抗藥性 (VRE) 及具感受性腸球菌 (VSE) 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羅吉斯迴歸分析
VRE
n = 164 (%)
72 (43.9)
87 (53.0)
122 (74.4)

VSE
n = 502 (%)
133 (26.5)
252 (50.2)
325 (64.7)

單變項
OR
p值
2.17
< 0.01
1.12
0.53
1.58
0.02

多變項
OR (95% CI )
1.48 (0.76~2.87)
1.52 (0.98~2.36)

p值
0.253
0.061

單位 加護中心
性別 男
年齡≧65 歲
潛在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
32 (19.5)
108 (21.5)
0.88
0.59
慢性阻塞性肺病
11 (6.7)
34 (6.8)
0.99
0.98
糖尿病
71 (43.3)
155 (30.9)
1.71
< 0.01 1.37 (0.92~2.04) 0.125
惡性腫瘤
37 (22.6)
156 (31.1)
0.65
0.04
0.96 (0.61~1.51) 0.855
肝硬化
13 (7.9)
19 (3.8)
2.19
0.04
2.98 (1.34~6.66) < 0.01*
長期臥床
58 (35.4)
107 (21.3)
2.02
< 0.01 1.33 (0.83~2.12) 0.234
侵入性導管裝置
周邊靜脈導管
108 (65.9)
332 (66.1)
0.99
0.95
中心靜脈導管
55 (33.5)
127 (25.3)
1.49
0.04
0.72 (0.43~1.18) 0.194
動脈導管
58 (35.4)
108 (21.5)
2.00
< 0.01 0.98 (0.51~1.89) 0.949
氣管內管
42 (25.6)
91 (18.1)
1.56
0.04
1.38 (0.60~3.19) 0.447
氣切
64 (39.0)
117 (23.3)
2.11
< 0.01 1.79 (0.87~3.67) 0.113
呼吸器使用
91 (55.5)
176 (35.1)
2.31
< 0.01 1.06 (0.53~2.13)
0.87
導尿管置放
119 (72.6)
322 (64.1)
1.48
0.049 1.11 (0.72~1.70) 0.633
全靜脈營養輸液
14 (8.5)
16 (3.2)
2.84
0.01
2.53 (1.09~5.88) 0.03*
鼻胃管置放
91 (55.5)
175 (34.9)
2.33
< 0.01 1.75 (1.18~2.60) < 0.01*
血液透析導管置放 31 (18.9)
48 (9.6)
2.21
< 0.01 1.45 (0.83~2.55) 0.194
註：單位以一般病房或加護中心區分；年齡以≧65 歲或 < 65 歲區分
*p 值 < 0.05

年成長趨勢與台灣 CDC 公告之 VRE
感染成長趨勢相同[7]。在南台灣曾
有文獻指出：於研究期間腸球菌造成
血流感染比例並無太大差異，但在
VRE 造成血流感染比例卻於 2008 年
有突然上升趨勢，甚至於 2010 年腸
球菌菌血症比例下降，VRE 菌血症
依然持續升高[8]，可以推估 VRE 感
染已在台灣醫療院所逐年漸增加之
趨勢。研究分析 VRE 及 VSE 感染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第二十七卷四期

病人，在住院病房型態並無顯著差
異。曾有文獻研究結果指出加護中心
VRE 血流感染是一般病房的3倍[9]。
病人常因多重器官衰竭或潛在疾病
因素而住加護中心治療，以及住在
加護中心時間長短與 VRE 感染有關
[5,10]。因本研究可能因未細分感染
部位及收案對象不同，故病房型態分
析結果與文獻有所不同。
研究中也發現感染 VRE 或 V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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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並未因性別或年齡不同而有所差
異，此與一些文獻相似[8,9]。感染病
人潛在疾病部分，一些針對 VRE 研
究文獻提出有肝硬化病人得到 VRE
死亡是無肝硬化病人的 12.4 倍[8]。
另外在某醫學中心外科加護單位研
究顯示，其 VRE 感染與肝硬化有關
[5]，顯示肝硬化是 VRE 感染且增加
死亡率之共同危險因子。本研究在控
制其他變項後，最後發現有肝硬化病
人比無肝硬化病人，有較高 VRE 感
染風險，此與大多研究結相似。
病人常因灌食管路置放，增加
VRE 菌株移生風險[11]；而病人使用
全靜脈營養輸液，也會增加 VRE 感
染風險[12,13]。本研究在全靜脈營養
輸液、鼻胃管置放變項上，在多變項
羅吉斯迴歸分析中，統計學上均有顯
著差異。全靜脈營養輸液或鼻胃管置
放，有使用者而感染 VRE 均是未使
用者的 1.7 倍以上。在感染風險因子
部份，與研究文獻相同。環境因素
可能為侵入性裝置導致感染的原因之
一，當病室曾有 VRE 移生病人入住
過，下一床入住病人有較高 VRE 感
染風險[14]，加上 VRE 可以在環境
中存活近兩個月時間，容易經由人員
雙手接觸移生病人或周遭被汙染之
環境物品而造成院內傳播[15,16]；手
部衛生的落實也與降低 VRE 感染有
關，尤其是為協助病人用餐及給藥前
[17]，所以環境清潔及手部衛生是重
要介入措施。

研究限制
腸球菌抗藥性問題日趨嚴重，
相關文顯指出，抗生素的使用是造成
腸球菌抗藥性原因之一，然而本研究
因院感電子系統無收集相關用藥紀
錄，未將病人感染前所使用之抗生素
納入探討，故未進一步探討用藥與感
染 VRE 及 VSE 上之差異。其次，本
研究收案對象因過去資料未建置入
住感染單位時間等連續變項資料，
故僅就類別變項做分析，且大部分文
獻針對 VRE 菌血症做研究分析，而
本研究以所有符合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且為 VRE 或 VSE 感染為研究對象，
所以樣本與其他研究方式略有差異，
但是仍有部份相同危險因子可佐證與
VRE 感染有關聯性。
另外，由於本篇採回溯性研究，
因未將菌種保留進行基因分型確認，
故無法排除 VRE 菌株群聚可能性，
此為本篇研究不足之處。

結

論

在台灣醫療院所，造成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的 VRE 比例有逐漸增加趨
勢，本研究是針對 2009~2013 年例行
性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測，期間腸球
菌感染並無顯著上升，但 VRE 感染
比例卻是逐年上升，顯示降低 VRE
傳播是刻不容緩之任務。本研究發現
有罹患肝硬化病人、使用全靜脈營養
輸液及鼻胃管置放者，比未有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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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使用相關侵入性導管裝置者，有
較高 VRE 感染風險。本研究呼應適
當之感染管制措施，包括減少非必要
之侵入性管路使用、確實環境清消及
執行手部衛生，尤其是照護肝硬化、
使用鼻胃管及靜脈營養輸液之病人，
以減少 VRE 感染逐年上升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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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and Risk Factors for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by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in 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Sung-Teng Hsu1, Ming-Chin Chan1, Kuo-Ming Yeh1,2, Chi-Ming Chu3,
Ching-Mei Chang1, Yu-Hui Chiu1, Feng-Yee Chang2
1

Infection Control Office,

2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ropic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3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ollege, Taipei, Taiwan

A worldwide increase in the incidence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caused by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has been noted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HAIs caused by VRE has also
risen in Taiwan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3 at 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Patients with HAI
episodes caused by Enterococci were identified, and their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medical records. The variables investigated included ward
type, age, sex, underlying disease, and use of an invasive catheter device less than
48 h prior to infection.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isk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VRE
infec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RE infections have increased from 2009 to
2013.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RE infectio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were liver cirrhosis (P < 0.01),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P = 0.03), and nasogastric
tube placement (P < 0.01). More stringent hand hygiene procedures,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decreasing invasive devices for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nasogastric tube placement, and those receiving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liver cirrhosis, nasogastric
tube,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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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核分枝桿菌群聚感染事件：
真或偽之探討
陳盈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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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

感染管制中心

2

感染科

南部某醫學中心精神科院區於 2010 年 5 月 5 日發現第一例痰液耐酸性染
色試驗 (acid fast stain, AFS) 陽性病人時，即依據法規通報肺結核，同時依據
接觸者定義進行接觸者調查及相關感染管制措施。自檢出第一例痰液 AFS 陽
性病人起，截至同年 8 月 30 日，共調查 142 位接觸者，其中十七位病人痰
液 AFS 或分枝桿菌培養報告為陽性：其中六位 AFS 陽性，其培養結果為四位
陰性、兩位非結核分枝桿菌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包括一位
Mycobacterium abscessus、一位無法鑑定至種名；另外十一位 AFS 陰性病人，
分枝桿菌培養結果皆為 NTM，包括一位 M. abscessus、四位 M. fortuitum、四
位 M. gordonae 及兩位無法鑑定至種名。整個調查期間長達四個月，排除院內有
流行病學之關聯性，因此判定為非結核分枝桿菌偽群聚感染事件。由於精神科病
人的病史較難確認、並有參與團體治療與共同活動、加上公共活動的空間密閉而
有限，因此若有一例 AFS 陽性病人出現，就會伴隨大量的接觸者 (包括其他病人
及員工)。醫師為了怕錯失潛藏結核病病人的診治，將會針對無症狀之接觸者進行
檢驗，可能因此篩檢出許多沒有症狀卻有陽性檢驗結果的病人，導致了偽群聚感
染事件。藉由探討此非結核分枝桿菌事件，改善處理流程與介入措施，謹供同類
醫療機構參考。（感控雜誌 2017:27:159-170）
關鍵詞： 非結核分枝桿菌、群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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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結核分枝桿菌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um, NTM) 可
存在於飲水、土壤、灰塵或植物當
中。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 NTM
約有一百三十多種，對人體來說雖大
多屬於伺機性致病菌，因為和人類棲
息地相同，所以人類會因為暴露於
水、氣霧劑，或可吸入或吞嚥之粉劑
而受到感染。從 1950 年代開始漸漸
出現感染人類的病例，至今發現有
將近 1/3 會感染人類而產生臨床症狀
[1]。人類可能藉由接觸帶有病菌的
環境、已受感染的人類或是動物而造
成傳遞感染[2-4]。
因為富含脂質的外膜，所以
NTM 對消毒劑，例如氯、氯胺和臭
氧很有抵抗力。事實上，NTM 對氯
的抵抗力是綠膿桿菌的 40 倍，大腸
桿菌的 100 倍，對於用在處理水的氯
的濃度更具耐受力。再加上 NTM 需
要的能量低，所以 NTM 可持續存在
於住宅、公寓、醫院、建築物的生活
飲用水輸配水或管道。也由於 NTM
的疏水性 (hydrophobicity) 使得它可
以附著在管道的表面。處在生物膜內
的 NTM 更是大大增加對消毒劑的抗
性[4]。
NTM 引起的院內群突發不管是
真或偽，20 年以來一直都是問題。
NTM 引起的群突發常由 M. fortuitum
和 M. abscessus 造成，大多數與醫院
的供水有關。這些分枝桿菌物種能

夠生長在蒸餾水，甚至在溫度 45℃
以上 (例如：M. xenopi 和 M. avium
complex)，並對一些常用的消毒劑有
抵抗力 (例如有機汞製劑、氯、2%
的甲醛或鹼性戊二醛)，會造成傷口
感染或注射後膿腫。檢驗過程污染
則最常和受污染的氣管鏡、內視鏡
清洗機 (如：M. abscessus) 或受汙染
的醫院供水 (如：M. xenopi) 有關。
有文獻指出，從 1969~1998 非支氣
管鏡引起的 NTM 檢驗過程污染報告
17 例當中，有 5 例跟 rapidly growing
mycobacteria (RGM) 有關，3 例跟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MAC)
有關，2 例分別跟 M. gordonae 和
M. terrae 有關。近來 M. xenopi、M.
simiae、M. kansasii 也越來越常見，
因為許多的 NTM 菌種長住在自來水
中，所以被汙染的醫院供水系統常是
造成群突發的來源。
因為精神科病人的行為特性、團
體治療以及日間照護醫療等群體活動
的方式，若發現痰液耐酸性染色試驗
(acid fast stain, AFS) 陽性，必須進行
開放性肺結核通報，並追蹤大量接觸
者，從而影響醫院之空間與動線、隔
離防護措施、收集檢體、追蹤病情與
資料判讀等人力與物力之運作。藉由
探討此非結核分枝桿菌事件，改善處
理流程與介入措施，謹供同類醫療機
構參考。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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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調查單位環境及病人特性
本院區一棟 1968 年成立的六層
樓建築，空調各自獨立。自 1992 年
開始規劃為精神科院區，收置精神
科病人。有急性病床 40 床、日間留
院 50 床，提供門診、急診、全日住
院、日間留院以及居家治療等業務。
急性病床分別位於三、四樓，2 個樓
層。四樓有 1 間簡易負壓隔離病房，
供發現有疑似上呼吸道傳染疾患之
病人暫時入住，等待確診排除或轉
院治療。病房種類共有單人房 2 間、
雙人房 2 間、三人房 4 間、四人房
4 間。平均佔床率分別為 88.23% 及
78.06%；平均住院日分別約 24.86 天
及 19.36 天；總佔床人日分別為 547
人日/月及 484 人日/月。此 17 位個
案，乃是因為第 1 位 (四樓) 及第 2
位 (三樓) 個案陸續檢出後，加上針
對兩位個案之接觸者進行胸部 X 光
檢查後，進一步 AFS 或分枝桿菌培
養發現；分別為有三樓 5 位、四樓 5
位住院病人以及五樓日間留院病人有
7 位。病人日常生活除了在病房侷限
的空間外，也會到開放之公共空間活
動，常會因團體治療活動與其他樓層
病房之病人互動。
事件簡述 (群聚事件監測與資料收集)
感染管制組於 2010 年 5 月 5 日
接獲通報，有一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併精神官能性憂鬱症之住院病人，
AFS 呈現陽性。立即依據疾病管制局
院內接觸者定義進行接觸者調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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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者定義：同病室的其他病人、家屬
及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且未佩戴 N95
口罩以上等級防護裝備與指標病人
接觸一天內 8 小時 (含) 以上或於指
標病人可傳染期 (可傳染期之核計以
「病人有呼吸道症狀日或痰抹片陽性
採痰日」的前 3 個月起算) 期間累積
40 小時者。
自 5 月至 8 月監測調查期間，對
病人接觸者進行胸部 X 光檢驗、AFS
及痰液分枝桿菌培養；而員工接觸者
部分則是除非自主健康管理發現有呼
吸道症狀，否則一律依胸部 X 光檢
查結果為主。本院區有專責感染管制
師執行感染管制相關業務；單位護理
長亦同時進行臨床感染管制相關措施
執行之監測，有任何問題隨時通報。
第 1 位通報病人於前次入院 (3 月 10
日) 即有胸部 X 光異常疑似結核病，
但未鑑別診斷，歷經 58 天後 (5 月 5
日) AFS 呈現陽性，期間 2 個月並未
進行呼吸道隔離，導致出現病人、陪
病人員、院內員工、實習學生等多位
接觸者。
微生物檢驗方法及基因分型
耐酸性染色試驗 Acid-Fast
Stain：可採用痰液直接抹片或濃縮
後抹片兩種。本院為提升檢出率，會
先將痰液檢體以濃縮法前處理後，再
利用 Kinyoun method 法染色，而判
讀是依據美國疾病管制局 (CDC) 建
議報告分級方式。為提高分枝桿菌
陽性檢出率，本院分枝桿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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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使用固體培養基 (LowensteinJensen 及 Middlebrook 7-H11) 及液
體培養基 (BACTEC™ MGIT™ 960
Mycobacterial Detection System) 兩
種，培養時間需 4 到 8 週。菌種鑑定
是用傳統鑑定方法，包括生長速度、
生長溫度、色素形成特性等。以晶宇
結核分枝桿菌群檢驗試劑套組 (DR.
MTBC Screen™ IVD Kit) 進行分枝桿
菌的鑑定。

結

桿菌培養陽性，病人檢出日期、結果
及其分析 (圖一及表一)。此外，針對
82 位員工 (含實習師生、看護和外包
員工) 進行胸部 X 光檢查，結果全數
正常。
此次事件之處理，自 2010 年 5
月 5 日第 1 位和 2 位病人之病人接觸
者分別有 108 位及 21 位。上述 17 位
病人經分析，依據其接觸狀況，判定
第 1 位通報個案為指標個案，所有病
人共可分為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
(病人1~8)，為以病人1 為主之接觸者
及間接接觸者，其分枝桿菌培養除了
病人1 之培養陰性外，其餘分別為 1
位 M. abscessus、1 位 M. fortuitum、
1 位 M. gordonae、及 2 位無法進一
步鑑定至種名之 NTM。第二個群體
(病人9~15)，為以病人9 及 12 為主之
接觸者及間接接觸者，其中病人9、

果

臨床調查及實驗室檢查結果
此次事件開始的 2 位通報病人
AFS 皆為弱陽性 (few)，但後續培養
結果皆無檢出。除了 2 位病人，再加
上針對接觸者的檢驗，總共篩檢 142
位病人，結果共有 17 位 AFS 或分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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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件 17 位 AFS 或分枝桿菌培養陽性病人之送驗日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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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件調查 17 位病人實驗室檢驗結果

病
病人關連
檢
驗
報
告
人
AFS
TB-PCR 分枝桿菌培養
鑑定
1
指標病人
陽性 (few) 陰性
No growth
—
M. abscessus
2
病人 1 之接觸者
陽性
陰性
NTM
M. fortuitum
3
病人 1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4
病人 1,3,6 病人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無法鑑定至種名
5
病人 1,3,6,9 病人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無法鑑定至種名
M. gordonae
6 病人 1,3,6,9,10 病人之接觸者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M. gordonae
7
病人 1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M. gordonae
8
病人 1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9
無關
陽性 (few) 陰性
No growth
—
M. fortuitum
10
病人 2,4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11
病人 2,8 之接觸者
陽性 (few)
NTM
菌株遺失
12
無關
陽性
No growth
—
M. fortuitum
13
病人 4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M. gordonae
14
病人 4 之接觸者
陰性
陰性
NTM
15
無關
陽性 (few)
No growth
—
M. fortuitum
16
無關
陰性
陰性
NTM
M. abscessus
17
無關
陰性
陰性
NTM
附註：AFS: acid-fast stain; NTM: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12、15 培養為陰性，此外分別檢出 2
位 M. fortuitum、1 位 M. gordonae，
及 1 位無法鑑定之 NTM (病人11)。
第三個群體為 (病人16、17) 因應此
疫情之擴大篩檢病人共 2 位，分別檢
出 M. abscessus 及 M. fortuitum。17
位病人共有 4 位培養無生長、3 位無
法鑒定至種名，其餘 10 位有鑑定出
者，依其送驗日與送驗病房 (表二)。
工作人員檢驗結果及分析
工作人員接觸者共有 82 位，含
8 位醫師、24 位護理師、其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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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技佐理人員 20 位、環保人員 2
位、實習老師與學生共 21 位、陪病
者含看護及家屬共 7 位。除了陪病之
看護/家屬無報告且已離院無法掌握
外，其餘人員之胸部 X 光影像判讀
結果均無明顯異常，實習老師也在事
件發生期間前往感染科門診追蹤，胸
部 X 光影像判讀結果正常。
本院的精神科院區在常規的監測
中，先後發現 2 位住院病人 AFS 陽
性；立刻依照法定傳染病規範將 2 位
病人進行開放性肺結核通報，並同時
開始進行接觸者調查。自 20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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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非結核分枝桿菌群聚感染事件
依據鑑定出之病人、菌種、送驗日期與病房的關聯
菌種

M. abscessus
M. fortuitum

M. gordonae

送檢日期
2010/5/18
2010/6/19

3F

送驗病房
4F
病人 17

5F
病人 2

2010/5/13
2010/5/21
2010/6/13

病人 10
病人 13
病人 16

病人 3

2010/6/1
2010/6/3

病人 14

病人 6
病人 7、8

月至 8 月共調查了包含 142 位病人和
82 位員工 (含實習師生、看護和外包
員工)，總計 224 位接觸者。結果發
現了包含指標病人在內，共有 17 位
疑似病人。此 17 位病人當中，有 6
位 AFS 陽性；其中 13 位分枝桿菌培
養出 NTM；2 位 M. abscessus、4 位
M. fortuitum、4 位 M. gordonae、3 位
NTM 無法鑑定至種名。依病人與員
工之培養結果，無法明顯判定有因接
觸而導致某單一菌種交互傳播之情
形。也針對院區內之水塔 (n = 1)、洗
手間 (n = 3)、飲水機 (n = 2) 及病房
(n = 2) 等進行水質檢測，並未發現有
異常檢出，整個調查處理期間長達4
個月，最終判斷應為 NTM 偽群聚感
染事件。
感染管制措施
一、追踪及員工健康管理
首位檢出病人 (病人1) 立即進行

呼吸道隔離措施，戴外科口罩轉入簡
易呼吸道隔離病房，並於當天以救護
車轉送總院標準負壓隔離病床進行隔
離及治療。並調整該院區中央空調速
率，以加速換氣增加空氣流通。為避
免有潛藏未發現之其他具呼吸道症狀
病人，加強宣導單位人員確實執行
「咳嗽監測通報系統」，以早期發現
不明原因咳嗽病人，鑑別是否為結核
病，以利及早介入處理。同時請臨
床醫師即時判讀病人的胸部 X 光報
告，必要時，會診胸腔內科或感染科
醫師進一步確定診斷採取隔離防護措
施。
事件發生後，立即加強員工健康
管理。對員工接觸者進行衛教，自主
監測管理，若出現持續咳嗽情形，則
立即回報單位主管並知會感管組，至
感染科門診檢查追蹤鑑別診斷，並隨
時佩戴外科口罩。單位主管負責人員
健康監測，固定於每週一及週四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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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回傳監測報表給感管組，以確
定是否有新增病人。
二、修訂感染管制措施
檢討事件發生，將常駐本院超過
3 個月以上之所有實習老師納入體檢
規範。修訂「收住病人及日間留院病
人之收住事項與防疫規定」，所有新
入住病人必須即時完成胸部 X 光，
且經主治醫師完成判讀。倘有異常疑
慮，需先轉至總院區當日之胸腔內科
或感染科門診進行會診，無傳染之虞
方可入住。欲日間留院的新病人，必
須先確定胸部 X 光影像判讀結果無
異常方能收住，且收住後需每年定期
篩檢胸部 X 光。為避免不必要的檢
體送驗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影響
其他病人的權益，明確訂定病人痰液
檢體送驗 (AFS 及分枝桿菌培養) 規
範，包括：胸部 X 光經醫師判讀有
異常、病人出現持續超過於一周以
上之呼吸道症狀 (如：咳嗽、有痰…
等)。

討

論

此次事件之初發問題起因於，指
標個案於前次入院已有疑似結核病之
胸部 X 光報告，雖然無法第一時間
確診為結核病，但仍應將病人無法確
實遵守感染管制措施且常參與團體治
療等，精神科病人之特性列入考量。
如果能將精神科或慢性長期照護機構
等，具行為或治療特性 (團體治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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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之病人 (尤其是胸部 X 光有異常
者)，列為「高風險病人」，藉此提
醒各醫療機構轉介或入住時進行早期
偵測預防；應可避免之後大範圍接觸
者的產生，造成防疫的困難。
此外，即使檢體培養出的是
NTM，也需針對病人是「感染」
(infection)、「移生」(colonization) 或
檢驗過程污染進行評估判斷。NTM
造成的感染，其臨床表現取決於
NTM 的種類、感染的途徑以及病人
的潛在疾病狀態 (表三)。
此次本院病人皆未出現呼吸道
症狀，因此，偽群聚感染成為考量的
方向。許多文獻提到各種因素造成偽
群突發的案例。從病人日常的飲用水
系統、採集檢體前的漱口水、支氣管
鏡檢查過程中使用的染料、病人共用
的局部麻醉劑、受汙染的支氣管鏡、
自動化內視鏡墊圈、甚至受污染的微
生物學和病理學實驗室使用遭到污染
的水溶液或運輸和準備病理標本所用
材料、遭到汙染的自動化輻射測量
分枝桿菌培養系統的取樣針，以上種
種因素都可能導致 AFS 陽性，或檢
出 NTM，造成偽群突發之案例[5]。
本院病人有發現痰液檢體檢出 M.
gordonae，與文獻提到使用遭到 M.
gordonae 汙染的水，進行檢體採集
前漱口，造成偽群突發的案例[6]雷
同，因此也列入調查考慮的因素。因
此在調查此事件的成因時也針對本院
區的水塔、飲水機、病房甚至洗手間
進行水質檢測，結果並無異常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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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非結核分枝桿菌群聚感染事件
NTM 菌株與臨床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類別之間的關聯

臨床類別

Mycobacterium Rapid Mycobacterium Mycobacterium Mycobacterium Other
avium
growers
xenopi
kansasli
gordonae
NTM

免疫病人
傳播性的感染
++
呼吸道移生/感染
+
+++
+
透析相關的感染
++
CAPD 的病人
++
+
皮膚和關節的感染
++
+
中心靜脈導管感染
+
++
手術感染
+++
附註：本表摘錄自參考資料[5]
1. CAPD：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
2. + 很少相關 (rarely associated)
3. ++ 偶爾相關 (occasionally associated)
4. +++ 常常相關 (frequently associated)
5. Rapid growers 指：M. chelonae、M. fortuitum、M. abscessus
6. Other NTM 指：M. smegmatis、M. neoaurum、M. gastri、M. genawense

再者，文獻指出 NTM 存在建築物中
的飲用水和家庭配水系統當中生長的
因素包括：1. 可抵抗消毒劑等親水性
化合物的滲入；2. 生長時所需要的有
機碳含量低；3. 具備可以代謝那些其
他飲用水微生物無法代謝之複雜的有
機化合物的能力[4]。且 NTM 因不易
被清潔劑清除，容易形成生物膜，所
以在像本院這樣老舊的供水系統有較
高的移生率；在醫療院所的飲水系統
也有報導移生率高達 60~100% [3]。
行政院衛生署 9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非結核分枝桿菌之調查研究報告也指
出，非結核分枝桿菌的傳播與醫療機
構的供水系統有關。該研究發現中部

+

+

+

+

+
+

六家醫院的自來水及醫療照護機構供
水系統或儲存槽，大多有膿瘍分枝桿
菌的流行，而其中有兩家醫院的浴室
用水及飲水機用水中，含有與病人相
同的基因型，代表水中的膿瘍分枝桿
菌，可能藉由洗澡或飲用水傳播。可
見醫療照護機構供水系統應考慮供水
管路愈短愈好；有再循環使用，應採
用隔離的方式並且避免有管路的死角
產生，以有效降低非結核分枝桿菌屬
所喜好的水垢、沉澱物的累積與生物
膜的形成[7]。
此外，針對自來水及供水系統或
儲存槽、浴室用水及飲水機用水，也
應定期進行相關檢測，並針對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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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水系統與管線明確訂定保養甚至
更新期限。以台灣北部縣市共 19 起
的疑似結核病院內感染通報事件為
例，當中只有 3 起培養出結核菌，其
中 76% 的 AFS 陽性檢體培養結果為
NTM。而當有 NTM 檢出，應同時結
合臨床、放射學、細菌學以及組織學
來進行肺部的 NTM 診斷，才能明確
區分污染和感染，不致導致無限制
擴大疫調，耗費醫療資源[8]。甚至
因為誤判為群突發，導致不恰當的治
療、藥物相關的不良事件風險、影響
醫病關係，以至於增加不必要的醫療
資源浪費[6]。
結核菌核酸增幅試驗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NAAT) 可檢
測出結核菌的專屬核酸片段，能比培
養先偵測出是否具結核菌，供判斷立
即之感染管制措施。美國 CDC 發佈
之「結核菌核酸增幅試驗 (NAAT) 運
用準則」建議，(1) 每位出現結核病
症狀，且懷疑染有結核病但尚未確
診者；(2) 測試結果會改變病人管理
或結核病管控之病人；應進行 NAAT
試驗。但是仍須注意，懷疑結核病的
機率低時，不應該常規使用 NAAT，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其陽性預測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低於 50%；
相反的，中高度懷疑結核病時，即使
是陰性的核酸擴增測試，仍應擴大鑑
別診斷的範圍，避免遺漏[9]。檢視
此事件，個案與接觸者之間並無相
同菌種交互傳遞的關聯；以鑑定出
的菌種與地點進行檢視：三樓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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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 M. fortuitum，五樓檢出 3 例 M.
gordonae，並無單一菌種集中於特定
樓層，從地點觀點判斷為非群聚感
染；從菌種檢出時間來看，除了病人
1、2 為醫療常規送驗檢出外，其餘
都是在被調查判定為接觸者時，依其
可配合的時機 (取得到痰檢體的時候)
送驗而有陽性結果，並且所有接觸者
皆無呼吸道症狀，所以，從時間觀點
判斷為非群聚感染；因此判定此事件
為一偽群聚感染事件。
本事件處理的限制有 (1) 因為有
一株菌株遺失、兩株無法鑑定至種
名、以及缺乏分子分型檢測，可能
因此而影響群聚感染事件真或偽的判
斷；此外 (2) 並未在第一時間進行大
樓系統供水系統的全面檢驗；可能錯
失特定樓層特定 NTM 菌種聚集的發
現；為本次事件處理的兩大缺點。
NTM 群聚感染的控制需要由感
染管制團隊充分的監測，分子分型技
術的應用，迅速提供來源的辨識，和
機構的有效的管控措施。必要時利用
高壓滅菌進行設備或管道的去污，無
法拆卸的部分則利用沖洗的方式，並
嚴格遵守設備原訂規範之除汙方式
[5]。雖然此次事件未在各水系統當
中找到污染源，但也因為此次事件，
讓我們發現了病人與工作人員的健康
檢查與監測規範當中的遺漏，即刻制
定相關規範進行補強；同時對 NTM
的預防及鑑別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
識，對於精神科這樣具特殊性的照護
機構，確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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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an NTM Cluster in a
Southern Medical Center Psychiatric
Hospital
Ing-Ling Chen1, Mei-Miao Eu1, Ping-Fei Lan1, Shu-ling Chen1, Hui-Yun Liang1,
Hui-Chuan Wang1, Yu-Hui Chen1, Bo-An Su1,2, Hung-Jen Tang1,2

Chi Mei Medical Center 1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2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Tainan, Taiwan

In May 2010, two cases with sputum positive for acid-fast bacteria were
found in the psychiatric district of a medical center in southern Taiwan. After
related investigations were performed on these two patients (acid-fast stain [AFS],
tuberculosis [TB] culture, and chest x-rays [CXR]), four AFS-positive and 11 TB
culture (broth)-positive cases were detected. The infection control group started
to intervene in the first case that was confirmed to be AFS-positive. According
to specifications in the Diseases Bulletin formulated by the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 i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Executive Yuan, the patient was
categorized as an open tuberculosis c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ection control
group also processed contact investigations and related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Since the first AFS-positive case was detected on May 5, 2010, 17 patients
were tested until August 30. Six of them were AFS-positive and were confirmed
as open tuberculosis cases immediately (TB culture results of these six cases were:
four-no growth, and two-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 of which one was
Mycobacterium abscessus, while the other remained unidentiﬁed). The other eleven
patients were AFS-negative, and their TB culture results all revealed NTM (one-M.
abscessus, four-M. fortuitum, four-M. gordonae, and two remained unidentiﬁed).
After a 4-month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and handling, the event was finally
identified as not an NTM clustering event. Psychiatric patients may be involved
in clustering events because of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y their disease
(unclear description of symptoms), treatment (day care and group therapy activities),
and daily activities in an enclosed space with limited public interactions. For fear
of missing potential cases, physicians checked all patients and found that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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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mptomatic patients also had positive test results. Since the report of the ﬁrst TB
culture-positive case, in which a 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wa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n NTM infection, the decision to treat or isolate patients wa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he doctors and infection control staff.
Fortunately, this event did not cause any injury to patients or staff. Consequently,
we re-examined patient TB screening procedure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speciﬁcations for staff (including outsourced staff members) in order to correct and
reinforce TB screening in patients. Furthermore, this allowed us to rethink whether
AFS-positive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s should have more auxiliary
deﬁnitions, or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have more examinations to deﬁne cases in
a timely manner to allow for isola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By sharing this experience, we hop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psychiatric care
facilities.
Key words: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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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室工作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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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室工作服的規定被視為維持潔淨度的政策之一，特別是預防皮膚常在菌
對手術部位的污染。美國外科技師學會 (Association of Surgical Technologists)
及手術室註冊護士學會 (The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Registered Nurses) 分
別出版手術室工作服實務相關建議供臨床人員參考，包括首飾、衣服、鞋子、髮
帽、口罩、夾克和其他配件，相關的議題有材質、設計、於規定地點著裝、穿著
的注意事項 (含不建議穿戴的物品)、更換時機及頻率、刷手衣是否可穿出手術室
等。建議可藉由相關議題的研究及參考文獻，強化手術室工作服規範的實證，以
作為臨床人員採行之依據。（感控雜誌 2017:27:171-175）
關鍵詞： 手術室工作服

前

言

為控制空氣的細菌量，透過空
氣過濾、正壓設計、建材防菌及氣流
方向來達到手術室的潔淨度，而對手
術室工作人員的服裝要求，雖然文獻
曾經證實工作人員頭皮、毛髮的帶菌
與手術部位感染的菌種有關[1,2]，但
手術室工作服和手術部位感染相關性
的文獻卻少見，因為人體皮膚存在很
多的病菌，一般咸認為手術室工作服
的規定有助於維持手術室的潔淨度。
民國 106 年 4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06 年 6 月 26 日接受刊載

DOI: 10.6526/ICJ.2017.403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第二十七卷四期

為了保護病人和工作人員，外科技師
學會及美國手術室註冊護士學會分別
2008 年及 2010 年，依據實證出版手
術室工作服實務相關建議供臨床人員
參考[3,4]。

手術室工作服的材質及款式
工作服材質應考量不易有棉絮
脫落、不易藏匿灰塵、皮屑或飛沫，
為此，衣料不建議使用 100% 棉紗，
因為棉紗之織法較為鬆散，應使用棉
通訊作者：施智源
通訊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
連絡電話：(04) 23592525#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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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添加 10~20% 聚酯纖維，或不織布
聚丙烯以降低棉絮的產生；夾克款式
應設計為長袖、扣子或拉鍊式。刷手
衣及夾克袖口要覆蓋到手腕，以避免
皮屑掉落。鞋子應低跟、包覆腳趾、
足背及腳踝且乾淨、有防滑效果，不
建議穿著柔軟或布料材質的鞋子，以
預防尖銳物品扎傷及血液、體液噴濺
[3,4]。

於規定地點更換手術室工作服
工作人員須在規定地點著裝，以
避免交叉污染及維持良好動線。醫院
應提供相關人員乾淨、新洗滌過的工
作服，工作服應由醫院附設或第三方
認證合格的洗衣工場進行洗滌，或由
機構提供拋棄式工作服，以單次使用
為原則，不可將穿過的工作服存放在
衣櫃內，以免污染其他用物[4]。
工作人員進入外科的管制區及半
管制區時應穿著髮帽或頭罩、口罩、
刷手衣、保暖夾克及鞋子，另外視噴
濺範圍穿戴其他防護裝備。夾克除了
保暖，還可以防止皮屑掉落，當穿著
夾克時，要扣扣子或拉拉鍊，以防止
衣緣污染無菌面。當要執行刷手前，
應脫除夾克。穿戴順序應先戴髮帽或
頭罩，再穿刷手衣，若刷手衣是 2 件
式，則須把上衣塞入褲子內。穿在工
作服內的私人衣物不應超過領口或長
過袖口[3,4]。
髮帽或頭罩須完全覆蓋頭部、鬍
子和頸背，以避免上皮細胞、頭皮屑

或毛髮掉落在刷手衣或無菌區[3,4]。
美國手術室註冊護士學會建議當
管制區有無菌器械或儀器暴露時，工
作人員進入前應戴外科口罩。而外科
技師學會則建議在管制區，應全程戴
口罩，包括在快消室及進行刷手時。
佩戴口罩時，應覆蓋口、鼻，使密合
臉部、避免漏氣且確實的將固定帶綁
在後腦杓及頸後，以避免將鼻咽及呼
吸道的微生物傳播給病人或無菌區，
同時保護工作人員阻隔飛沫相關傳染
病，以及血液、體液噴濺[3,4]。
外科技師學會建議工作人員應穿
防水、拋棄式的鞋套以防止血液及體
液噴濺，當進行大量液體的灌洗或大
量血液、體液流失時，必須穿著及膝
的鞋套[3]。
在外科技師學會及美國手術室
註冊護士學會出版的「手術室工作服
實務之建議」，不建議穿戴首飾，以
避免污染工作服，雖然以多變量共變
異數分析，非發酵革蘭陰性菌、腸
內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盛行率及傳
播率，並未因戴戒指而有顯著差異
[5]，但戴戒指會增加皮膚及散播的
細菌量[5,6]。此外，在準備器械的過
程，可能因為勾到首飾而造成工作人
員受傷，或在穿脫防護用具時遺失。
另外，不應將背包及公事包攜入半管
制區或管制區[4]。

手術室工作服更換頻率
髮帽或頭罩、刷手衣、夾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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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應至少每天或值班結束後脫除或送
洗，當身體有大範圍遭污染時，應沐
浴後再穿上乾淨的工作服[3,4,7]。當
每一臺刀結束後，工作人員應手持綁
帶將口罩丟棄並進行手部衛生[4]，
不可將口罩懸掛在頸部或摺疊放在抽
屜重複使用[3,4]。外科技師學會建議
當離開手術室或進入更衣室時應脫除
鞋套，再次進入手術室時，須再換穿
乾淨的鞋套。當脫除污染的鞋套時，
須穿戴檢診手套，避免手部遭受污染
[3]。髮帽或頭罩、口罩、刷手衣、
夾克、鞋套潮濕、髒污或遭血液、體
液污染時應盡快更換[3,4]。另外，鞋
子須保持乾淨，如果鞋子是指定於手
術室內專用且未穿著鞋套，則不可穿
著鞋子離開手術室[3]。

刷手衣是否可以穿出手術室之爭議
有關刷手衣是否可穿出手術室的
文獻並不多見，在 Kaplan 和 Hee 等
的研究中，工作人員穿著刷手衣至手
術室外時，無論是否有穿著外罩服，
或直接穿著刷手衣至病房查房、回辦
公室或至院外，其身上刷手衣的菌落
數和未出手術室人員刷手衣的菌落數
無明顯差異[8,9]。另外，Kenny H 等
人比較護理人員照護嗜中性球低下病
人時，有穿著外罩服及未穿著外罩服
兩組的感染率無顯著差異[10]。所以
就目前文獻的結果顯示，穿著外罩服
與否並不會影響刷手衣的髒污程度或
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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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無實證支持刷手衣不可
穿出手術室，但基於維持清潔的原
則，外科技師學會及美國手術室註冊
護理學會建議刷手衣僅限於手術室
穿著，當要離開手術室時，應穿著外
罩服，外罩服應為長袖且可完全覆
蓋刷手衣，當工作人員再回到手術室
的半管制區或管制區時，要先脫除外
罩服[3]，外罩服以單次使用為原則
[7]。當要離開醫院或在不同建築物
間走動，穿著污染的刷手衣會在醫院
間散播病原，刷手衣也會因接觸外界
環境而污染，應換穿日常便服，當到
達另一間醫院時，再換穿新的刷手衣
[3,4]。
雖然關於手術室工作服與手術
部位感染的文獻不多見，但維持清潔
是所有工作服的基本原則，加上手術
室在潔淨度的要求，手術室工作人員
從頭到腳覆蓋的服裝規定即朝向阻隔
所有可能來自工作人員身上帶菌的傳
播途徑，並且保護工作人員免於接觸
及噴濺。建議可以藉由相關議題的研
究及參考文獻，強化手術室工作服規
範的實證，以作為臨床人員採行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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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 for Surgical Attire
Ying-Chun Chen1, Hui-Mei Huang2, Zhi-Yuan Shi1
1
2

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Nursing Department,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Surgical attire requirements aim to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of the surgical area,
and especially limit contamination from skin flora. The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Registered Nurses (AOR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urgical Technologists published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standards relating to surgical attire in 2008 and 2010,
respectively. Many facets of surgical attire were covered, including, material,
design, where and how to don surgical attire, what not to wear, how frequently
one should change surgical attire, whether personnel can leave the surgical area
with scrubs, and so on. We recommend consulting references and performing more
research related to surgical atti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is evidence.
Key words: Surgical at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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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室之逆滲透管路消毒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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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用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 RO) 純水必須是無菌、無熱原且無化學物
質的污染，而其製造系統每月應至少進行一次純水輸送管路消毒，包括儲水桶、
供水管路、RO 出水口至透析機，消毒方式可使用漂白水、過醋酸、臭氧或熱水
消毒法等。在透析治療的過程中，造成細菌和內毒素污染的來源，可能來自於原
水 (自來水)、逆滲透水、超過濾器、輸送分佈系統、濃縮液、透析機消毒不完全
等。需定期進行各種裝置的消毒、維護及保養，以維持透析的品質與安全。本文
將會分享本院漂白水 (次氯酸鈉) 消毒的經驗。（感控雜誌 2017:27:176-182）
關鍵詞： 漂白水、過醋酸、臭氧、熱消法、RO 管路消毒

前

言

正常人每日攝取水量約兩公
升，每週約 14 公升。但血液透析
患者，其血液在人工腎臟中隔著
半透膜接觸透析液，其流量約每
分鐘 500 毫升，四小時的透析就
需 120 公升透析液，每週則高達
360 公升。透析液是由純水、濃縮
的酸性 A 液及重碳酸鹽 B 液或乾粉
袋 (Bibag)，依比例混合製備而成
民國 106 年 5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06 年 6 月 26 日接受刊載

含有電解質的稀釋液，必需能符合
人體的標準，無危害化學性物質或
微生物之污染[1]。在微生物污染方
面，依據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與美國醫療儀器協進會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AMI) 的規範，本
院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標準值更
改為透析用水的總菌落數應低於 100
CFU/ml，內毒素含量應低於 0.25 EU/
通訊作者：黃政文
通訊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7 號
連絡電話：(02) 23123456 ext 6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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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當總菌落數大於 50 CFU/ml 或
內毒素含量大於 0.125 EU/ml 時，就
須採取相關的措施[2-3]。因此，血液
透析用純水的安全與品質是非常重要
的，應該加以規範與管理[4]。
以下就整個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 RO) 管路消毒流程，進行完
整的介紹。
一、消毒前準備
預定消毒的前一週，先發書面通
知給使用單位，告知消毒的日期及時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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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當天再以電話跟值班人員確認消
毒時間。進行消毒前先至現場透析機
台或 RO 出水口，掛上之「消毒中/禁
用」警告牌，並確認無病人在透析治
療中。操作人員執行消毒時需穿戴護
目鏡、手套、口罩及隔離衣。
二、泡製消毒液
首先 RO 儲水桶造水至滿水位
後，再將次氯酸鈉原液倒入消毒桶
中，利用加藥機泵浦打進儲水桶中
(圖一)，(無加藥機泵浦注藥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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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將次氯酸鈉原液由水桶上方
注入口倒進儲水桶)。由於消毒時次
氯酸鈉的濃度是非常重要，以免循環
消毒時次氯酸鈉濃度不足而達不到管
路消毒的效果[5]。因此要先計算管
路內的 RO 水體積 (可利用管徑截面
積乘以管路總長度)，再計算需加入
多少體積的漂白水，以達到本院所制
訂的消毒濃度 50 ppm。一般市面上
的次氯酸鈉漂白水純度較不夠，建議
使用衛署第二等級醫療器材之試藥級
的次氯酸鈉，濃度含量約 5% (50,000
ppm)。以下簡述泡製方法；若儲水桶
與輸送管路總水量為 1,000 公升，倒
入 2 瓶濃度 5% 的 500 ml 漂白水，
最終濃度就達約 50 ppm (0.5 L×2 瓶
×50,000 ppm÷1001 L≒50 ppm)。

四、清洗及檢測消毒劑殘餘量
(一) 清洗消毒劑 (管路回水迴流
儲水桶)：
供水泵浦開關切至停止，排空儲
水桶後 (圖一此時管路消毒③球閥打
開)。開始製造新的 RO 水入儲水桶
至滿水位，重複清洗桶內 2~3 次，使
稀釋消毒劑濃度，並開啟透析機持續
清洗，約略清洗 1 小時過後，先檢測
迴流儲水桶前 (採樣出水口3) 餘氯含
量，若餘氯反應值大於 0.1 ppm 時，
繼續排水清洗，待檢測迴流儲水桶前
(採樣出水口3)、各 RO 出水口及每台
透析機排液管，其餘氯反應值皆低於
0.1 ppm 後，即完成 RO 系統的管路
消毒。上述操作法是較方便簡單，但
相對的會消耗較多的時間與水量。

三、RO 管路循環消毒
消毒劑與儲水桶內 RO 水經 10
分鐘後充分混合均勻，供水泵浦互相
切換。如有接透析機將電源開啟，
執行清洗 (Rinse) 16 分鐘後靜置，讓
消毒劑可消毒到 RO 出水口與透析機
台間連接的水管，這段消毒管路通
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整個 RO 管路
使用高濃度 (50 ppm) 的次氯酸鈉消
毒劑，循環消毒 1 小時左右，並確實
檢測儲水桶與各個 RO 出水口及管路
末端消毒劑含量是否大於 50 ppm。
檢測方法有二乙基對苯二胺試劑 (N,
N-diethy-o-phenylenediamine, DPD) 或
鄰-二甲基聯苯胺 (o-tolidine, OTO) 滴
定法[6]，及餘氯試紙檢測法。

(二) 清洗消毒劑 (管路回水不迴
流儲水桶)：
可將儲水桶內的消毒劑 RO 水
完全排空，開始造新的 RO 水入儲水
桶，管路迴水不循環回儲水桶內而是
排放掉 (圖一此時管路消毒①球閥關
閉；管路消毒②球閥打開)，RO 機製
造全新的 RO 水讓管路與透析機器逐
步清洗沖掉消毒劑，等待清洗一段時
間後，其各點餘氯反應值皆低於 0.1
ppm 後，即完成 RO 系統的管路消
毒。
假如 RO 管路及儲水桶皆已無
餘氯反應，而透析機器的排液管還有
餘氯反應，可能有消毒劑殘留在機器
內部某段管路間或內毒素過濾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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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利用機器本身不間斷清洗模
式 (Endless rinse) 排除之，若仍有餘
氯反應則要換下請原廠工程師檢修，
以避免殘餘的消毒劑影響透析患者安
全。
五、其它 RO 管路消毒的方法
(一) 過醋酸消毒法：其組成份為
雙氧水及醋酸，殺菌的作用機轉在於
釋出自由氧及氫基 (OH-)，最終分解
產物為氧氣、水及醋酸，對環境較無
毒性殘存。但其缺點為消毒劑成本較
高。
(二) 臭氧消毒法：是利用臭氧產
生製造機將空氣中的氧 (O 2) 變成臭
氧 (O3) 溶入 RO 水中殺菌，使其臭氧
濃度大於 0.5 ppm 且維持 10 分鐘以
上[6-7]，並需有機器監測管路末端濃
度是否足夠，方可達到消毒滅菌之功
效。滅菌後管路中的臭氧殘留量要低
於 0.1 ppm，才不會危害人體，故建
議在臭氧產生器的區域及管路上方要
裝配線上監測器，以監測空氣及管路
中臭氧的濃度，其濃度需符合相關的
規定[8]。此消毒法可在夜間執行管
路消毒，但要考慮安全措施，若設定
夜間自動執行消毒，需考慮發生時間
設定異常時，可能造成透析作業的危
險性，故應加裝線上監視警告系統與
措施，以免病人處在不安全狀態。
(三) 熱水消毒法：使用此消毒
法前提必須是供水管材可承受 85℃
以上高溫，材質建議為 cross-linked
polyethylene (PEX) 等耐熱材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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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要一套熱消裝置，能提供加熱、
保溫與耐熱泵浦循環供水裝置。每日
夜間可自動執行洗腎室管路高溫熱水
消毒 (建議排水末端溫度 85℃以上，
採用耐高溫管)，以避免輸配送管路
有機會生成細菌生物膜，導致水中內
毒素之產生[9]。熱消過程中應伴隨
透析機一同執行連機熱水消毒 30 分
鐘以上 (透析機排水末端溫度應高於
80℃以上，依循 AAMI 規範水溫至少
80℃以上循環 10 分鐘) [10]。

國內某醫學中心的經驗
一、 消毒頻率
依 106 年台灣腎臟學會血液透析
及腹膜透析訪視作業評量標準說明建
議：現場 RO 出水口至透析機端消毒
至少應每月執行一次[11]，本院為確
保 RO 水的品質，每兩週即進行一次
純水輸送系統的管路消毒，以預防生
物膜 (Bioﬁlm) 的形成。
二、 消毒濃度
為確保 RO 管路消毒時，消毒
劑 (漂白水) 含量是否大於本院的標
準 50 ppm。本院除使用二乙基對苯
二胺 (DPD) 或二甲基聯苯胺 (OTO)
滴定法來檢測儲水桶與各個 RO 出水
口及管路末端消毒劑含量外，同時利
用敏感度較高的定量濃度傳導度儀器
(Gambro 90 GL) 裝設於 RO 回水管路
末端，持續檢測管路是否已達足量的
消毒濃度，做為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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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備維護：
若供水管路中有超微過濾
(Ultrafiltration, UF) 膜，依其材質的
不同，對漂白水的承受濃度也不同，
如果次氯酸鈉濃度超過該過濾器的可
承受標準時，建議在消毒時將 UF 超
濾旁通 (By-pass) 管路，待次氯酸鈉
濃度降低至可接受範圍時，再將 UF
超濾打開。

可藉由不同的採樣時間，來評估
消毒的成效及維持的時間。若在管路
消毒之後立刻採樣，細菌培養合格則
可代表此次消毒是有效的。若在下次
管路消毒之前幾日採樣，細菌培養合
格，則代表消毒效果可維持到下次消
毒前。本院目前採用消毒前才進行採
樣的方式，來確認目前執行的消毒頻
率及方式是可行的。

四、 定期更換耗材：
5 µｍ 過濾器功能為攔截水中大
於 5 µｍ 顆粒物質，但顆粒物質塞
住過濾芯細孔後流量逐漸下降，應
查看過濾器前後壓力表，每 2 月更
換一次。RO 膜管可有效去除水中之
重金屬，每年更換一次。在波長 254
nm 具有殺菌的能力的紫外線燈，
每 8,000 小時更換一次。具有攔截細
菌能力的 0.2 µｍ 微過濾器，每 2 個
月更換一次。膜孔 0.02~0.001 µｍ
(10~200Å) 可更加提升汙染物質的去
除率的超微過濾 (UF) 膜，依製造商
建議或每 2~3 年更換一次。而透析機
加裝用於有效的阻隔透析液中所含之
細菌和內毒素的超過濾器，則依製造
商建議的時間或每 3 月更換一次。依
本院目前之更換頻率，評估其效果，
在細菌培養與內毒素的監測方面，都
符合標準。唯有定期進行各項血液透
析系統的維護與保養，才能使病人透
析安全有雙重保護。

討論與建議

五、 採樣時間點差異及注意事項

一、當微生物品質監控發生異常
時，應增加純水供水管路系統消毒頻
率，若供水品質仍未改善，建議應立
即與廠商討論對策解決汙染源。
二、RO 系統執行管路消毒作業
時，應提早於各用水端警示公告，避
免誤用含有消毒液之 RO 水造成人員
或設備之損害危險。
三、應詳細記錄消毒的方法、消
毒液濃度、靜置的時間、殘餘量檢測
之規範文件及記錄[11]。
四、細菌培養取樣點、監測頻
率及檢測標準：傳統 RO 水取樣點包
括 1. RO 膜管後端或 RO 水入儲存桶
前、2. 超過濾器 (UF) 後 RO 水、3.
經紫外線燈 (UV) 及 0.2 µ 微過濾器
迴水入 RO 儲水槽前。熱消 RO 水取
樣點包括 1. 第一床 RO 水出口 (接透
析機端)、2. 最後 RO 迴水採水點出
口或最後一床 RO 出水口 (接透析機
端)。監測頻率為 RO 水至少每月檢
測一次。檢測標準為 RO 水各端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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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FU/ml，超出行動標準 50 CFU/
ml 即應採取改善行動。若超過檢測
標準值，需重新檢測，尋找原因、
解決問題並重新消毒供水輸送管路
或 RO 膜管，之後再次送檢，直到檢
體合格，才可再次使用。對於曾經使
用過的病人列入追蹤管理，觀察一週
內病人是否有出現感染、發燒等症
狀。而 106 年台灣腎臟醫學會的評鑑
標準，亦僅規定透析用純水內毒素檢
驗應採用鱟變形細胞溶出物 (limulus
amebocyte lysate, LAL) 方法且須應低
於 0.25 EU/ml，但無規範內毒素的取
樣點、監測頻率及行動標準值[11]。
五、若透析單位是自行以純水溶
解重碳酸鹽粉泡製透析濃縮液，當純
水品質不良時，濃縮液容易遭污染，
會形成相當好的培養溶液，讓細菌很
容易在此大量繁殖生長，建議應定期
進行細菌培養與內毒素監測，以維持
透析液品質。且病患使用後剩餘的透
析濃縮液，不宜再集結使用[12]。

結

語

血液透析品質與患者的存活率是
息息相關，定期 RO 管路的消毒、細
菌培養與內毒素監測，均達到 AAMI
規範的標準是相當重要的。透析用
RO 純水系統輸送管路消毒的頻率，
可藉由透析單位針對微生物監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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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進行評估考量，但應該至少每月
一次。希望可以藉由此篇文章協助醫
療單位提升血液透析的用水品質及延
長病患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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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Disinfection of Reverse
Osmosis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s in
Hemodialysis Units
Chia-Chang Tsai1, Wan-Ching Wang2, Mei-Ling Chen3, Ting-Hao Ye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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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erse osmosis water system in hemodialysis should be free from bacteria,
pyrogens, and chemical pollution. This system should undergo disinfection of
circuits, including, the water storage tank, pipes, water outlet, and hemodialysis
machine, at least once per month. Methods of disinfection include using bleach,
peracetic acid, ozone, and hot water. During hemodialysis, the source of bacterial
and endotoxin contamination may be raw water, reverse osmosis water, dialysis
concentrates, inadequate disinfection of hemodialysis machines, ultrafilter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the disinf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hemodi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disinfection with bleach (sodium hypochlorite) in our
hospital.
Key words: Bleach, peracetic acid, ozone, heat disinfection, reverse osmosis
distribution system 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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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臨床檢驗觀點對登革熱實驗室
診斷流程之建議
黃聖文1,5 洪素珍2
國立成功大學

蔡慧頻2,3 王貞仁1,2,3,4 齊嘉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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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

4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言

登革病毒每年感染全球超過 3.9
億人，其中 9 千多萬人會引起急性病
症，50 萬人可能會造成致命性的病
徵[1]。臨床的症狀包括登革熱以及
登革出血熱，當出現血漿滲漏時，就
有可能會造成登革休克症[2]，目前
能夠治療嚴重登革出血熱病患方法，
僅侷限於以靜脈輸液的方法控制病患
的體液量。
登革熱是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
急性傳染病，病毒會經由蚊子傳播給
人類。依據病毒不同的血清型可分為
I、II、III、IV 四種型別[3,4]，而每
一型都具有能感染致病的能力。如果
患者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就會
對該型的病毒具有終身免疫，但是對
於其他型別的登革病毒僅具有短暫的
免疫力，未來還是有可能再感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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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別。台灣在過去 20 年來，已發生
數次登革熱地區性流行，2015 年南
台灣爆發嚴重登革熱疫情，累計有超
過 4 萬例感染病例，同時病毒型別分
析結果指出，造成台南與高雄感染的
主要為登革第二型病毒。台灣雖然每
年均有登革病毒的流行，但許多受到
登革病毒感染者並不會產生症狀。由
此可知，真正登革病毒感染的人數遠
超過疾管署確診的通報數目。
登革熱的致病機轉仍然未被完全
的了解，起因於在病毒與宿主之間的
因子相當複雜。在宿主方面，宿主的
免疫狀態、年齡、性別、基因等都有
可能會影響到疾病的嚴重程度[5]，
同時也有許多的研究指向疾病嚴重程
度與病毒基因序列之間的關係，其
中，登革病毒依照基因序列，目前已
知有四種血清型，而不同血清型之間
的抗原特性差異，已被認為在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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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流行的趨勢、病毒的演化
與疫苗的設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3]。許多不同的病毒決定因子影響
了病毒對於宿主的毒性。研究結果指
出，某些突變可能藉由改變病毒外套
膜蛋白的功能，影響病毒的抗原特性
與細胞結合能力；或是改變非結構蛋
白功能，造成病毒複製效率的改變。
而這些發現，特別是抗原特性的部
分，已經被認為對於了解登革病毒的
致病機轉與發展減毒登革病毒疫苗都
非常重要。
現行對於登革病毒血清型分型，
主要是源自於人類受到登革病毒第一
次感染時，體內所產生的免疫反應，
能夠完全的保護宿主免於受到相同型
別的病毒感染，然而對於不同型別的
病毒，僅有部分或是暫時性的保護能
力[5]。利用體外中和試驗也可以發
現，登革病毒所產生的抗體較能夠中
和相同型別的病毒，對於不同型別的
病毒反應較低。由此可知，在人體觀
察到對於不同型別病毒的免疫反應差
異，主要與抗體有關。然而，在體內
試驗中發現，這種來自不同病毒型別
所產生的低親和力抗體，可以更進一
步的造成病毒感染能力的增加，稱之
為抗體依靠性增強作用，此作用在人
類中也被證明與疾病嚴重程度有關。
對於臨床最佳照護，正確、快
速、早期的診斷登革病毒感染對於公
共衛生相當重要，然而，診斷登革病
毒的標準偵測方法為在感染急性期
時，以細胞培養病毒，然而，這種偵

測方法相當曠日費時，因此，偵測登
革病毒 NS1 抗原與核酸序列被廣泛
地使用在偵測登革病毒急性期感染上
[6]。另外，分析登革病毒 IgM 與 IgG
抗體反應可以顯示感染的時期，也可
以用在區分初次感染與二次感染，
如 IgM/IgG 比例 > 1.7 時被認為是初
次感染，而 < 1.7 時則被認為是二次
感染。因此，偵測 NS1 抗原、病毒
核酸與抗體對於登革病毒診斷相當重
要[7]。在之前的研究中[8]，我們針
對登革病毒抗原、抗體、病毒核酸等
檢驗結果，利用不同的檢測方法進行
比較。結果發現有 7% NS1 抗原陰性
的檢體，其病毒 RNA 基因為陽性；
另外，重症老年病患檢體中發現，病
毒量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病患。同
時，另外兩個蚊媒病毒，茲卡病毒與
屈公病病毒，也同時在不同區域造成
流行爆發，並且其症狀與傳染媒介與
登革病毒相似，無法只利用臨床病徵
區分疾病，極需仰賴更準確的實驗室
診斷流程進行判斷。綜合登革熱臨床
診斷與流行病學調查的最新研究，本
文將針對登革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流程
提出建議，包括檢體種類、保存與運
送，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方法，與建議
的檢驗流行提出建言，以提供日後登
革病毒流行治療與流行趨勢的參考依
據。

建

議

針對登革熱的實驗室診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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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綜合目前的流程與最新的研究，
分別針對檢體種類、保存與運送、實
驗診斷流程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議：
一、檢體
(一) 檢體的種類
品質良好的檢體，可以幫助提供
正確的檢測結果。登革熱檢驗的最佳
檢體是患者的成對血清，包括：1. 發
病第 1 至 7 日內急性期的血清 (acute
phase serum) 以及 2. 發病第 14 至 21
天恢復期的血清 (convalescent phase
serum)，以利個案進行綜合研判檢驗
結果。
(二) 檢體的保存條件與運送
血清檢體若無法立即進行抗原及
抗體檢驗時，請暫時保存於 2~8℃，
保存時間若超過兩周，建議冷凍於
-15℃以下之冷凍櫃。若要進行病毒
分離，在採檢之後的檢體須立即於
2~8℃冷藏，且儘速感染具感受性的
宿主細胞；若檢體無法在 48~72 小時
內進行上述感染檢測，檢體需存放至
低於 -70℃冷凍保存；並請以 2~8℃
低溫傳送檢體，以確保病毒之活性。
(三) 檢體的前處理與干擾檢驗結
果
含有沉澱物的血漿或血清可能導
致結果不一致。使用這類檢體進行檢
驗前，應再次離心使檢體澄清。抗凝
血劑，如肝素、EDTA 或檸檬酸，不
影響抗原及抗體檢驗結果。目前已知
溶血、類風濕性因子、脂麋血與黃疸
檢體會干擾抗原及抗體之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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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室診斷方法
(一) 病毒 NS1 抗原檢測 (NS1
antigen rapid test and NS1 antigen
ELISA)
登革病毒感染急性期時，在病
患血清中會存在病毒感染細胞後釋放
出的 NS1 蛋白，因此利用快速篩檢
試劑，以檢測病人血清中的登革病毒
NS1 蛋白抗原，可以作為登革熱快速
診斷的工具。目前已有市售操作簡易
的快篩試劑，其原理是利用免疫色層
分析法 (Immunochromatography) 偵
測 NS1 抗原，可方便提供急診或診
所第一線使用。免疫色層分析法約在
15~30 分鐘內即可得檢驗結果。另外
檢驗實驗室亦可利用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檢測血清中的 NS1 抗原。
此法雖較耗時需特殊檢驗技術，但一
次可同時進行多達 90 餘個檢體，並
提供較快篩試劑準確之結果。
(二) 血清抗體檢測 (Serum IgM/
IgG antibody detection)
檢測病人血清中的抗登革病毒
抗體，亦可用來診斷患者是否被此病
毒感染。登革熱病人發病約 3~5 天
後，可在血液中偵測到 IgM 或 IgG
抗體。登革病毒感染後，免疫反應
產生的 IgM 或 IgG 抗體的效價或濃
度，會因該病人處於感染期不同階
段，或者為初次或是二次感染登革病
毒而有不同。目前利用酵素免疫分
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的檢測平台，可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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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血清中的登革病毒 IgM 或 IgG
抗體效價或濃度，以確認登革病毒之
感染狀態。檢驗時需使用成對血清檢
體 (paired sera)，包括急性期及恢復
期之血清，若兩者之 IgM 或 IgG 抗
體效價有 4 倍或 4 倍以上之差異，
或是有抗體陽轉 (即由急性期血清
的「陰性」轉至恢復期血清的「陽
性」) 時，可以確認患者「近期」曾
受到登革病毒的感染。另外，亦有快
速篩檢試劑利用免疫色層分析法原
理，偵測血清中登革病毒的 IgM/IgG
是否存在，約在 15~30 分鐘內可得初
步檢驗結果。NS1 抗原結合 IgM/IgG
抗體的快篩試劑檢測結果，可以協助
臨床的診斷。但因快篩試劑只有定性
的結果，無法提供效價或濃度定量之
結果，因此對某些疑似病例，例如：
NS1/IgM/IgG 皆為陰性時仍無法確認
診斷。
(三) 病毒核酸檢測 (Real-time
RT-PCR)
傳統病毒培養需要約 4 天~2 週
的檢驗時間，因此利用分子生物
學的快速診斷方法，可大幅縮短
檢驗時間至數小時。目前分子生物
學的檢驗是以反轉錄聚合酶鏈反
應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或即時反轉
錄聚合酶鏈反應 (Real-time RT-PCR,
qPCR) 為主流。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鏈
反應與傳統的聚合酶鏈反應原理相
同，均需要有高度專一性的核酸引子
對 (primer) 來增幅目標基因。從血清

檢體萃取出病毒 RNA，於 real-time
RT-PCR 反應中，同時加入針對四種
血清型別的登革病毒 3 端之非轉譯
區 [3’ untranslated region (UTR)：此
區具四種血清型高度相似之序列] 設
計的引子對，利用螢光探針偵測，即
可偵測登革病毒的核酸是否存在，並
且檢驗病毒的數量 (viral load, VL)，
以確定病人是否受到登革病毒感染，
尤其提供病毒量之結果可做為初次感
染老人是否將演變為重症的預警指標
(Tsai et al., 2015)。
(四) 病毒血清型別鑑定 (Serotyping)
登革病毒有四種血清型，已有研
究顯示不同血清型影響疾病嚴重程度
的差異。於爆發流行初期及流行期，
會隨著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而監測與
追蹤流行登革病毒的血清型與基因型
別，可以協助臨床診斷與提供流行病
學之資訊，並有助於防疫的進行。從
血清檢體萃取出病毒 RNA，反轉錄
成 cDNA 後，設計對四種血清型登革
病毒具專一性的引子，於一管進行多
重聚合酶鏈反應 (multiplex PCR)，或
單管聚合酶鏈 (single PCR) 反應後，
即可得知是哪一種血清型的登革病
毒，並利用各種血清型的陽性對照組
做最後正確判斷的確認。
(五) 病毒培養 (Virus isolation by
cell culture)
病毒分離可以確診病人是否確
實受到該病毒感染，然病毒分離、
培養與檢驗登革病毒需耗時約需 4 天
至 2 週。一般採用蚊子的細胞株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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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36 cells) 來分離血清檢體中的登革
病毒，有時病毒不一定會造成細胞病
變 (cytopathic effect, CPE)，可以另用
單株抗體對感染細胞進行免疫螢光染
色 (immuno- fluorescence stain)，確認
檢體中是否含登革病毒；甚至採用具
登革病毒血清型別特異性高的單株抗
體 (monoclonal antibody)，可有助於
偵測感染了哪一血清型的登革病毒。
三、實驗診斷流程
針對臨床診斷，可用以下檢驗
流程 (圖一)。然而，當臨床診斷疑似
病例時，除了排除登革病毒感染外，
若登革病毒的 NS1 抗原檢驗為陰

圖一

性，檢體仍需送實驗室檢測登革/屈
公 (CHIKV)/茲卡三病毒的感染；必
要時，另須採集恢復期血清以確定診
斷。由於早期的登革病毒的感染會有
症狀不典型的病例，此外，因登革、
屈公與茲卡三病毒的流行區域與臨床
症狀極為相似，若懷疑為茲卡病毒感
染時，除血清外，可同時檢測尿液檢
體。

討

論

目前，在急性期感染時偵測登
革病毒的核酸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在登
革病毒的檢測中，許多研究已評估

疑似登革病毒感染個案的臨床檢驗之建議流程
所有血清檢體離心後，宜分裝為每 150 ul 小管，供後續不同實驗法或不同單位再檢測
驗，之後依據此流程進行臨床檢驗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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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對於登革
病毒檢測的應用，這些比較的研究，
主要針對自行研發方法與 TaqMan 即
時聚合酶鏈反應法，較少針對市售
SYBR 與 FRET 即時聚合酶鏈反應法
型比較。同時，這些方法最主要的
目標區域為 3’-NCR，而 3’-NCR 及
NS5 regions 則被廣泛應用在血清型
鑑定[9-11]。雖然 Levi 等學者認為市
售 RealArt 即時聚合酶鏈反應法與自
行研發之 multiplex RT-PCR 的結果有
相當高的相似性，但其他許多已發表
的文獻也顯示，二者靈敏度的差異相
當大 (3.8~100%) [12]。另外，有 37
個國際實驗室進行跨國登革病毒特異
性即時聚合酶鏈反應 (dengue-specific
RT-PCR assays) 的研究，結果發現有
些靈敏度僅有 80.4%。在我們先前的
研究中利用市售 FRET 即時聚合酶鏈
反應法 (qualitative serotyping RT-PCR
assay) 可以 100% (102/102) 偵測到病
毒，但是自行研發之即時聚合酶鏈反
應法僅有 66.7% (68/102) 的靈敏度，
這是第一篇評估以 FRET 原理進行
即時聚合酶鏈反應 (real-time PCR) 方
法的分析報告[8]。我們也曾針對市
售 FRET 原理即時聚合酶鏈反應進行
分析，結果顯示此反應在病毒量介於
102 至 106 copies/reaction 之間的線性
回歸曲線 R2 為 0.99。這個方法的結
果用在偵測所有的登革病毒時都相當
的靈敏，但是對偵測不同登革病毒的
靈敏度仍有所差異[13]，這些差異可
能與不具感染力的病毒顆粒或是與引
子及探子的設計有關。

關於登革病毒量與抗體間的
研究，過去 Tittarelli 等學者[14]發
現，病毒量與初次感染或二次感染
沒有關聯。然而，在我們先前的研
究中，NS1/IgM/IgG/VL (+/-/+/+) 的
組別有 26/34 (76.4%) 的檢體病毒量
為 103~106 copies/mL。Laue 等學者
指出，可以在病症出現後第一天與
第二天偵測到高量的登革病毒 RNA
(> 5×10 6 copies) [15]。相較之下，
我們先前的研究中所偵測到的病毒
量 (103~106 copies/mL) 僅為中量病毒
量。由這些結果推論，因為 IgG 抗
體的出現，可能造成這些病患的血清
病毒量從高量病毒量降至中量病毒
量。此外，根據台灣疾病管制署的統
計結果，在 2015 年登革病毒流行的
致死病例中，有多數患者均有一些慢
性疾病，如高血壓 (72.9%)，糖尿病
(47.7%)，慢性腎臟疾病 (31.8%)，心
臟病 (17.8%)，與癌症 (11.2%)，而在
我們先前的研究中也發現，2015 年
登革病毒重症病例中，79.5% (27/34)
年齡為≥71 歲，這些病患中，82.3%
(14/17) 病毒量高達 10 6~10 9 copies/
mL，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病患
[8]。因此，這些慢性疾病可能是直
接或間接造成老人感染時體內有較高
的病毒量甚至死亡的原因。由於即時
聚合酶鏈反應法結果對臨床判斷有其
特有的優點，而 Ahmed 等學者亦指
出在病症出現後第二與第三天 NS1
抗原與即時聚合酶鏈反應法的靈敏度
最高[6]，因此建議應該同時應用這
兩種方法作為急性期診斷的工具。當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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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病毒大流行時，NS1 抗原可作為
快速檢驗篩檢之用，而即時聚合酶鏈
反應法可以做為輔助分析 NS1 抗原
陰性檢體之用。
對於登革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流
程，我們建議如下：當臨床診斷判定
為疑似病例時，即使登革病毒 NS1
抗原檢驗為陰性，檢體仍需進一步進
行登革/屈公 (CHIKV)/茲卡三病毒的
感染檢測，並建議採集恢復期血清，
進行確定診斷。由於早期的登革病毒
的感染會有不典型症狀，同時登革、
屈公與茲卡病毒的流行區域、傳染媒
介、與臨床症狀極為相似，因此，在
登革熱非流行期時，需要進一步確診
排除是否為其他蚊媒病毒的感染。我
們相信，這些流程的建構，可提供臨
床診斷寶貴的資訊，同時對於政府衛
生單位與臨床醫療在日後登革病毒流
行期時，作為病患治療與疾病流行偵
測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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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手術器械清潔及確效之挑戰
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原本
由美國太空總署為執行任務的太空人
所發展出來的醫療設備-達文西手術
系統，逐漸發展應用到臨床的醫療環
境，也就是臨床所使用的機器人手
臂，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微創手術系
統，這些系統能夠在外科內視鏡手術
時，幫助外科醫師在有限的空間內精
確處理病人的組織或器官，使病人的
傷口變小、縮短術後恢復期。然而達
文西系統中的器械結構複雜，活動關
節多且不能拆卸的特點增加清潔的難
度，容易造成去污失敗。目前針對達
文西器械清潔過程的研究為數不多，
也沒有一個準則可評估達文西手術器
械的清潔度。達文西手術器械的確實
去汙以避免術後感染，一直以來是醫
療機構的一大挑戰，許多研究皆致力
改善器械的清潔及確效方式。本篇研
究的目的是評估達文西手術器械殘留
的污染程度，並開發一種可評估複雜
手術器械清潔確效的方法。
本研究以測量殘餘蛋白質的方
式來評估使用過的器械污染程度及清
潔後的潔淨度，於 2013 年 9 月 1 日
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間在日本某醫
院進行。研究方法是在手術後立即收

集手術器械測量殘餘蛋白質 (residual
protein)，並在器械經清洗後，進行
3 次殘餘蛋白質量 (the total amount of
residual protein) 的測量，每次測量間
以超音波清洗程序處理，以確定污
染程度及變化。總共分析了 41 個達
文西外科手術器械，這些器械分別
使用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 (7 例)、直
腸前切除 (2 例)，以及 27 例開放性
手術，包含使用在胃切除 (1 例)、結
腸切除 (2 例)。研究期間皆選擇 2 級
手術 (清潔-污染術式) 病例所使用過
的器械，並選擇使用在開放式結腸手
術的器械做為對照組。研究中另收
集了 24 例達文西器械和 40 例一般器
械在進行內部清潔 (in-house cleaning)
後測量殘餘蛋白質量。在清潔過程
中，達文西器械的內部清潔是依製
造廠商的使用說明以超音波方式以
人工進行，包含全方位刷洗器械表
面、用酵素清潔劑以超音波清洗 15
分鐘、使用水槍直接沖洗整個器械
及管腔。一般器械則使用洗滌機進
行清潔及消毒，包含 5 分鐘超音波、
10 分鐘鹼性清潔劑噴灑 (spraying)、
以溫度 93℃消毒進行 10 分鐘。在清
潔過後，將每個達文西器械放入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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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內，並用 200 ml 無菌水通過 2 個
沖洗口沖洗，袋子會整個沉浸在超音
波槽的水位下面，經過 30 分鐘超音
波處理後，參考文獻建議並且在實驗
室可行的方法，使用二蛋白膽鹼酸
測定法 (Micro BCA Protein Assay Kit;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進行蛋白質
濃度測定。對於一般器械的測量，除
了使用 10 ml 的水及 15 分鐘超音波
外，其他程序皆相同。清潔後重覆測
量殘餘蛋白質 3 次，在每次測量後，
會將器械排水、擦乾，然後放入另一
個塑膠袋中，在測量之間更換塑膠
袋，應使用去除的蛋白質量與初始蛋
白質量的比例來計算清潔效果。研究
中對於蛋白質釋放的分析，是假設從
器械釋出蛋白質量的減少率與附著在
器械表面的總殘餘蛋白成比例，以最
小平方法 (迴歸分析) 方式呈現曲線
圖，比較連續測量中從器械中釋放
的蛋白質量之變化模式。為了標準
化，在比較前會根據器械的重量進
行數據調整。統計學方面使用 JMP
Pro11 (SAS Institute) 進行統計分析，
以 t- test 檢定，P < 0.05 代表有顯著
意義。
本研究發現從手術使用後的器械
釋放的殘餘蛋白質測量，達文西器械
為 72.3×10 3 µg 蛋白質/器械，一般
器械為 5.5×103 µg 蛋白質/器械，達
文西器械為遠高於一般器械，它們之
間的污染有顯著差異 (P < 0.0001)。
在清潔後第 2、3、4 次的測量中，達
文西器械中的蛋白質釋放量分別為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第二十七卷四期

650、550 和 530 µg/器械；而一般器
械中的蛋白質釋放量分別為 16、17
和 17 µg/µL。達文西器械中的蛋白質
釋放量仍比一般器械中的蛋白質釋放
量高，且達顯著差異 (P < 0.0001)。
達文西器械的清潔效果為 97.6%，一
般器械中的清潔效果為 99.1%。因
此，達文西器械的殘餘蛋白質估計總
量為 2.8×103 µg，一般器械的殘餘蛋
白質估計總量為 98 µg。
研究中也觀察到不同的器械呈
現出不同的蛋白質釋放模式，例如
needle drivers、forceps with large jaws
和 Maryland bipolar forceps 呈現下降
傾斜模式 (declining pattern)；一般
器械是呈現恆定介面模式 (constant
pattern)；單極彎剪則是呈現倒 V 型
態模式 (inverted V-shaped pattern)。此
研究結果顯示，即使依照製造商的說
明仿單，經過仔細的清潔，仍很難去
除達文西器械的殘留污染物，儘管在
連續的超音波清潔後殘餘蛋白質量逐
漸下降，然殘餘蛋白質釋放的比例仍
偏高。可能需要建立器械清潔的新標
準，殘餘蛋白質應重複測量，而不是
只有單次測量。
在連續的測量中鑑別出幾種蛋
白質釋放模式，我們假設這些模式反
映出器械構造的複雜性，如一個單純
的結構顯示出平緩或下沉模式；一個
複雜結構顯示到 V 或上升圖形。我
們的案例使用的蛋白質釋放模式分析
可以提供一種新的方法來評估器械結
構複雜性與它們是否易於清潔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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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達文西器械過多的蛋白質釋放及
低效能的清潔，有部分原因歸於他們
複雜的結構，管徑內在表面無法拆開
來刷洗。本研究在測量前，一般器械
使用超音波的時間比較短，如果使用
超音波時間拉長，也許會有較多的蛋
白質被釋放，但即使與達文西器械以
2 倍超音波清潔的時間相比 (2.0 = 30
分鐘/15 分鐘)，達文西器械釋出的殘
餘蛋白質量仍較一般器械多，因此認
為超音波清潔時間的長短不會影響結
論。
近來市場上已出現具有國際標準
化組織認證的新型洗滌機，並為狹窄
的管徑配備了特殊的清潔功能。這清
潔的結果會因洗滌機類型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未來的研究應該使用這些洗
滌機來改善清潔的效果。
目前無法得知污染的器械與病
人不良事件的相關性，因為有關去污
失敗造成術後感染的報告不多，所以
必須瞭解可能會有相當數量的清潔不
足或隱匿的手術部位感染，這種相關
性應該作為未來進行研究的項目。本
研究指出，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幾乎
不可能以手動清潔達到完全消除達文
西器械的污染。在連續超音波處理過
程中，污染程度指數雖下降，但從未
達到零。根據器械的不同類型蛋白質
釋放的模式，反映了結構的複雜性或
清潔難度，特別是針對達文西手術複
雜的器械，需要另行建立一套清潔標
準。

【譯者評】近年來因病人安全
逐漸受到重視，各醫療機構也致力提
升醫療品質，醫策會在 105~106 年
病人安全目標中提到的「提升手術
安全」、「落實感染管制」，其執行
策略中就包含落實手術儀器設備檢
測作業及建立消毒、滅菌管理機制。
確實清潔的手術器械可以降低病人手
術感染，提升醫療照護品質。一般而
言，手術使用過的器械，首先需初步
清洗，將肉眼可見的髒污及血漬刷洗
乾淨，之後打開器械關節，以酵素浸
泡，將器械中的殘餘蛋白質釋放出
來，接著使用洗滌機清洗後再進行消
毒滅菌[2]。使用過的手術器械其微
生物負荷會依手術傷口的分類有顯著
差異，而使用自動化的清洗方式，其
降低微生物負荷會比手動方法較為顯
著[3]。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越來越
多精密手術器械備發展出來，如達文
西手術系統，但精密器械所衍生出後
續的清潔消毒問題極少有相關文獻探
討[4]。達文西器械由於構造複雜、
關節多不易拆解，增加了清潔的難
度，而製造商推薦的清潔方法有可能
不足以有效地去除污染物[5]。對於
手術器械清潔效果的確效，雖然臨
床上目前多以目測法及三磷酸腺苷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生物螢
光法進行檢測，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
一個普遍被接受的標準被明確的發展
出來。根據此篇文章內容建議，建立
一個複雜器械清潔的標準及去污失敗
引起術後感染的相關性是日後值得探

感染控制雜誌

193
討的研究方向。【臺中榮總 洪心怡/
施智源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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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可減少被服細菌的污染
許多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
細菌，包括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可以在環
境表面存活一段時間，而困難梭狀桿
菌更能藉由孢子的形成存活數月之
久。被細菌污染的環境會成為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的重要感染源。研究已證
實透過降低環境中的菌落數可以減少
細菌傳播，並且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的發生率。新型自動化消毒設備，
包括紫外線與臭氧消毒，有許多缺
點，包括消毒時機的安排，使用時房
間必須將人員清空，並確保人員不會
誤入，而且價格昂貴。因此近來，有
人則提倡使用具有自我消毒功能表面
的物件來減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許
多研究發現，銅表面可以減少 60%
至 100% 的菌落數，而含銅織物則可
減少 46% 至 50% 的菌落數。因此，
銅被用來製作包括洗手台、面盆、移
動桌面、雜物間、護理站等表面，以

及包括病人服、枕套、床單、毛巾、
浴巾、浴毯、毛毯等織物。
最近一個研究在美國的一家社
區醫院中進行，該院在 2013 年 11 月
啟用新醫療大樓，新棟使用含銅的表
面與織物，而同時間持續營運的舊棟
則不使用。以新棟啟用前一年的時間
作為對照期，而新棟啟用隔年三月至
十二月這段期間作為介入期。研究比
較對照期與介入期在院內多重抗藥菌
與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的發生率，也比
較新、舊棟的差異。研究發現，在介
入期新棟院內多重抗藥菌與困難梭
狀桿菌感染的發生率為每年 1.38 次
/每萬人，與對照期全院發生率每年
6.25 次/每萬人相比，介入期的發生
率顯著下降 (p = 0.023)。同樣在介入
期，舊棟院內多重抗藥菌與困難梭狀
桿菌感染的發生率為每年 8.40 次/每
萬人，與對照期沒有顯著差異。進一
步分析發現介入期新棟困難梭狀桿菌
感染的發生率比起對照時期有顯著下
降，而介入期新棟多重抗藥菌感染的
發生率則雖有下降但未顯著[1]。
這個研究的缺點在於新、舊棟的
病人族群有顯著差異。新棟的住院病
人大部分是外科病人，本身的共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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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少，也較多黑人；相反的，舊棟
的住院病人絕大多數是內科病人，本
身的共病症較多，也有較多病人在最
近半年內曾經住院。而新、舊棟的建
築設計也不同。是否這些因素對於院
內感染的發生率有所影響則須進一步
探討。研究者最後強調，含銅製品並
不能取代其他管制措施，但可以加強
現有感管措施，來進一步減少院內多
重抗藥菌與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的發生
率。
【譯者評】銅的抗微生物角色
可追溯到古埃及時代，銅的殺菌能力
可能來自於自由基的產生，導致細胞
分解。先前的研究已證實銅能有效減
少菌量，但同時也有研究發現細菌會
對銅產生抗藥性。此外，含銅製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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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長期使用與清洗後，是否能維持同
樣的作用也是一大問題[2]。本篇研
究進一步支持含銅表面與織物在臨床
上的實際效果，但受限於研究本身的
缺陷，需要更多研究才能證明含銅製
品在臨床上的角色。【臺中榮總 林
玉佳/臺中榮總埔里分院 鄭傑夫 摘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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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園地

長照機構參加 2017 年台灣地區
老人傳染病研究執行經驗分享
根據內政統計我國 1993 年
起，已達 WHO 所定義的高齡化社
會 (7%)，2016 年 65 歲以上者已達
13.2%，預估大約在 2026 年將由高齡
社會 (14%) 進入超高齡社會 (20%)，
屆時即平均每 5 個人之中就有 1 位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老人的長照需求
逐漸受到重視，因此嘉義市陽明醫院
在 2014 年 3 月在市中心設立了護理
之家，交通方便增加子女探視的方便
性。很高興有機會加入此研究計畫，
參加說明會時經由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薛理事長、計畫主持人陳彥旭主任、
副召集人簡榮彥醫師、協同主持人顏
慕庸院長、姜秀子組長等詳細的解說
後，再加上專案小組開會，由陌生而
逐漸了解計畫的精神。
台灣於 2006 年加入 WHO 結核
病十年減半計畫，發生率由每十萬人
口數 67.4 人，到 2015 年底下降為每
十萬人口數 45.7 人成果斐然，但是
要消滅結核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到 2016 年 3 月 1 日起疾管署配合
WHO 2035 年消除結核病計畫，經過
試辦計畫後開始推行潛伏結核全都治
計畫，經由檢測接觸者血中的 IGRA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丙型
干擾素釋放試驗) 篩選出潛伏結核感
染者 (LTBI) 進行預防性治療，減少
日後發病。
陽明醫院一直以來致力配合疾
管署結核病防治及通報個案管理，
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7 日開始進行第
一位機構住民 IGRA (+) 的潛伏結核
治療，並與社區機構進行相關在職
教育。至今仍持續配合疾管署對於
LTBI 政策，進行接觸者 IGRA 檢查
及潛伏結核治療推動。我一向認為對
的事情就是要秉持到底的精神，我們
機構參加過很多提升品質的計畫如：
中心靜脈導管、呼吸器、導尿管，手
術安全等各種組合式照顧的計畫及抗
生素管理計畫…等，也獲得許多獎項
和榮譽。本計畫發現潛伏感染予以治
療，預防日後發病再傳染給他人，在
公共衛生三段五級措施中屬於次級預
防中第三級早期診斷適當治療，這對
機構住民來說太重要了。
執行前我們進行會議討論，包
括：人力、物力、流程等。計畫是先
詢問住民參與意願之後，再打電話給
住民家屬簡單衛教，最後請家屬到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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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正式衛教並簽署同意書。我們設計
一張簡易的電話衛教單，也準備好現
場衛教之模擬及可能問題之說明，以
簡單扼要方式讓家屬了解。本院護理
部督導進行抽血當日人員調度；護家
護理長統籌流程、所需的衛材、基本
資料上傳及七分篩檢結果；感染管制
師負責結核病在職教育及通報的處理
等等。另外為因應計畫進行後，有長
者需通報或用藥治療之需求，我請結
核病個管師先知會衛生局，卻因此意
外的得到衛生局的支持與抽血時人力
之支援，非常感謝衛生局主動積極的
幫忙。待所有安排妥當後，計畫就上
路囉！
因為住民及家屬對我們的護理
師既熟悉又有信任感，意願調查很順
利。某些住民或家屬因「血管又細又
沉不好抽」、「平常就有相關檢查不
想讓老人家多挨針」、「就算檢查出
來也不想治療了」、「那麼老了不知
道有病反而比較開心，知道有問題會
影響心情」及「怕驗出什麼傳染病增
加麻煩」等因素有點猶豫，經過護理
師詳細的解釋說明後，大部分都參與
了計畫。執行抽血前負責人貼心的為
長者準備安全頭皮針，雖然專案有提
供雙向採血針，但是長者血管不好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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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擔心老人家怕痛，頭皮針應該是不
錯的選擇。2017 年 3 月 22 日當天本
院督導、3 位護理長加上 2 位感染管
制師前來護家幫忙，及衛生局來了 3
位同仁協助，過程進行相當順利，衛
生局還為住民進行潛伏結核病衛教、
發衛教單張及贈送小禮物，使參與的
老人家好開心。也讓當天的抽血活動
圓滿落幕。
感染管制措施最重要的是與住民
的溝通，我相信我們關心的是，參與
的長者們檢驗報告及篩檢結果，希望
大家都是健康與平安的。機構配合計
畫執行至今慶幸的是，尚無住民發現
結核病，然而檢測 IGRA (+) 的住民
約有 27%，我將與醫院胸腔科主治醫
師討論，進行長者潛伏結核治療的評
估，以達到本此計畫最主要的精神-尋找出潛伏結核病，以利早期進行預
防性治療，減少日後結核病之發生與
傳染，達到 WHO 2035 年消除結核
病的目的。我相信只要一步一腳印的
不斷的努力，一定能提早達成目標。
再一次感謝疾病管制署、嘉義市衛生
局、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及嘉義陽明護
理之家全體同仁的協助，感謝有您讓
我們的長照創造一個健康喜樂的幸福
生活。【嘉義市陽明醫院 謝景祥】

198

編 者 的 話
讀者朋友大家好！本期內容有 2 篇原著、2 篇綜論、1 篇
專欄、2 篇國內外新知及 1 篇讀者園地稿件。
根據疾管署的統計，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加護病房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個案分離之 Enterococci 對 vancomycin 具抗藥性
(VRE) 百分比逐年上升，為達預防之效，本期第一篇原著即針
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VRE 的個案進行感染危險因子之探討，
以提醒落實相關的感染管制措施。第 2 篇原著乃針對一例疑似
非結核分枝桿菌群聚事件，透過流行病學調查、微生物檢驗方
法及基因分型，確認其為 NTM 偽群聚感染事件，並據此修訂
篩檢及疫情調查規範，以提供精神科照護機構之參考。
綜論的部分，有關手術室工作服的實務，乃參考美國外科
技師協會及手術室註冊護士協會的建議及實證，針對包括衣
服、鞋子、髮帽、口罩和其他配件的材質、設計、規定著裝地
點、穿著的注意事項、更換時機及頻率、刷手衣是否可穿出手
術室等議題進行說明，以作為臨床人員採行之依據。另外，由
於台灣洗腎率逐年增高，因此另一篇綜論依據國際標準組織、
美國醫療儀器協進會及台灣腎臟學會的規範，說明逆滲透管路
的消毒、監測、維護及保養，並舉例某醫學中心的作法以供參
考。
專欄的部分，由於不同的檢測方式和病人的特性會影響檢
測的結果，加上茲卡病毒與屈公病病毒，其症狀與傳染媒介與
登革病毒相似，無法只利用臨床病徵區分疾病，因此本文將針
對登革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流程提出建議，包括檢體種類、保存
與運送、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方法與建議的檢驗流程提出建言，
以提供日後登革病毒流行治療與流行趨勢的參考依據。
國內外新知中，第一篇源於達文西手術器械在臨床的應用
日益普遍，由於其結構複雜，活動關節多且不能拆卸的特點，
增加清潔的困難度。因此，比較一般器械及達文西手術器械在
清潔流程後，藉由測量殘餘蛋白質以瞭解清潔程度，以反映結
構的複雜性及其清潔難度，特別是針對達文西手術複雜的器
械，需要另行建立一套清潔標準。第二篇則是介紹將銅的殺菌
能力應用於臨床的表面及織物上，比較在多重抗藥菌與困難梭
狀桿菌感染發生率的成效。
最後，衛生單位的任何政策，都須要有臨床，尤其是醫療
機構行政層級的支持，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讀者園地即
是由陽明醫院的謝院長述說參與疾管署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的
心路歷程，謝院長在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下，讓住民的篩檢
能順利完成，達到防疫的目的。
本期每一篇都與臨床實務息息相關，感謝所有作者的精彩
呈現，期望讀者都能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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