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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園地

2019 年全球感染控制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ICPIC) 及 WHO
感控的新策略
盤松青
台大醫院

前言
2019 年的全球感染控制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ICPIC) 於九月十
日至十三日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第
五屆的全球感控會議，跟過去有什麼
不同呢？
全球感控會議本身就是一個相
當具有創意的活動。在 2017 年曾經
邀請過得到伊波拉病毒感染的醫師，
來分享自己身為病人以及治療的過
程。此外會議與時俱進，相當重視新
媒體，鼓勵與會者利用社群媒體讓同
事、朋友間能夠快速的分享最新的訊
息。
在每年的會議當中，都會有兩
個重要的獎項。第一個：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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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創新突破獎。用來獎勵以創新的
方法提升感控措施的一些新方案。另
外一個則是短片競賽大獎, clip award.
而在今年跟過去最大的不同，
今年首次有病人一同參與會議。正
如國內目前推行的病人共決，或是
WHO 的感控計劃裡面，目前也加入
了病人參與的部分。而且這個參與
的意思，並不只是在事後徵詢病人的
意見，而是希望能夠在之前感控措施
的規劃設計初始階段，就能夠融入病
人的聲音。所以今年的全球感控會議
首次開放病人參加，並獲得病人參與
「patient included」的認証[1]。
接下來讓筆者就會議中新的議題
跟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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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PC) program
首先針對 WHO 為了因應全球多
重抗藥性細菌感染的威脅日益嚴重，
提出了多策略的感控架構[2]，這個
架構基本上延續了 2009 年所提出
的手部衛生的策略，(包含了系統改
善，教育，評估與回饋，工作場所的
提醒 (如海報)，以及建立機構文化)
[3]，而在現在提出的感控組合模式
當中，除了多項措施的共同執行外，
也包含了不同單位 (multidisciplinary
team) 的共同參與，領導能力培
養，病人參與，以及循環式的評估
(cycle)。作為多種組合的一個感控架
構，要追求的是一個有效照顧，安全
的照顧，以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照顧。
在這個管控措施的指引裡面，
也如同過去的手部衛生一樣，相當重
視學習理論及社會學者的共同參與，
手部衛生就被認為是一個可以被改
變的一種導致院內感染的危險因子
(modifiable risk factor)，所以在本次
大會當中也特別強調這種學習行為模
式，是規劃各式各樣的感控方案中相
當重要的一部分。而所謂循環式的評
估，也要盡量避免讓單位有被檢討的
感覺，相反地，可以利用這樣評估的
機會，當作是一個追求進步的方式。
Antibiotics stewardship program
(ASP)
而在抗生素管理的部分，有什麼
樣的指標可以用作監控方法呢？

目前比較常被採用的指標有兩
種，一個是 DDD (deﬁned daily dose),
是 WHO 所提倡的一種依抗生素使
用量，及住院人日標準化的一個計
算方式[4]。另外一個指標則是住院
天數中有使用抗生素的日數 (days of
therapy)，這個是在美國 CDC 所採取
的指標[5]。
管理最終要看的成果 (outcome)
應該有下列幾種：
第一是死亡率 (mortality)，
第二個住院的時間 (length of
stay)。
不過，這兩個指標都有可能會被
其他的因素所干擾，而且，這兩個部
分的成效，其實可能會有很多單位認
為是來自於他們的功勞。
第三個指標是困難梭狀桿菌感染
率 (C. difﬁcile infection rate, CDI)。
不過如果所在國家裡面 CDI 的
風險很小的話，可能就很難被用以當
作評估工具，而且 CDI 的成果，也
可能也會受到檢測的方法而受到影
響，例如以 toxin 檢驗或培養檢驗。
第四個方法是多重抗藥性細菌的
盛行率。
不過，這個指標會受到整體大環
境，如社區帶原的比例，影響到在未
來的使用。
所以還有品質管理的指標
(quality outcome) 可以考慮。比方
說，在過去也有研究顯示，在臨床藥
師共同調整 Vancomycin 的使用後，
由於達到理想的目標濃度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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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幅度減少病人發生腎臟毒性的
風險，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6]。
進一步在抗生素管理的成果方
面，還有幾個比較少被使用到的指
標，都是可以被參考的，包含：
第一個抗生素使用的原因。
第二個有沒有按照抗生素開方的
模組。
第三個選擇抗生素是否適當。
第四個是不是有重複使用不需要
的抗生素。
第五開始使用抗生素的理由是否
恰當，例如沒有症狀的菌尿症就不應
該使用抗生素。
第六、可以針對一些比較常用常
見的感染症，所使用的經驗性療法是
否合理當作一個指標。
第七，多重抗藥性方面，除了藥
物的選擇以外，也可以選擇以是否有
良好的 PK/PD 來做一個指標。
第八、可以針對一些比較簡單
的感染性疾病，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治
療時間的話，也可以用抗生素使用日
數，當作一個指標。
在未來，各個國家應該都會考
慮使用自動化的電腦系統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來評估抗生素
的使用，就演講者的單位而言，他們
目前有個計畫案就是希望針對肺炎，
計畫以胸部 x 光所發的報告裡面的一
些關鍵字，用來對照這個病人所使用
的經驗性抗生素是否符合治療指引建
議。這個可能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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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另外在指標的層面呢？可以分成
三大類型：
outcome measure：這種指標指的
是你所進行的策略是否真的能夠達到
進步。
process measure：這種指標指在
推行的過程當中，有一些必須的步
驟，而且會影響到你的成果的。
balanced matrix：第三種指標比
較少用到，可是具有其意義。舉一個
例子，如果你的目標是要下降產婦生
產後住院天數的，那麼可能也要考量
到快速的讓病人出院之後，可能會影
響到產婦的滿意度，所以如果這個時
候有一個平衡指標，例如產婦對服務
的滿意度，那麼就可以作為一個平衡
的指標，來確定不會因為縮短住院天
數，而導致民眾的不滿。

感控研究的方法論[7]
在比較感控措施對院內感染的
影響時，最常被使用的一個方法，就
是前期與後期某項感染率之間的比較
(before and after study)，不過這類型
的研究設計，在過去已經被發現有很
多的問題。
第一個最常見的問題，就是沒有
辦法證明指標的變化不是來自於其他
同時發生的事件 (concurrent event)，
例如這段時間裡面醫師人數的改變，
或者是醫師的不同，或是有其他品質
改善計畫正同時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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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找對照組。
例如兩個不同的單位，一個有
介入 (intervention)，一個沒有介入。
或者是當同時有多家醫院共同參與的
時候，也可以仿照臨床實驗，進行一
個隨機分派，以有介入的醫院為實驗
組，沒有進行介入的醫院為對照組，
在這樣的狀況下，就能夠提供一個比
較良好的對照。
第二個常見問題是觀察到的變化
可能只是一長串時間點間數值的正常
波動。
處理方法：目前比較建議的統
計學方法是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nlysis，用以真實呈現趨勢的不
同，一般建議最好在前期及後期各有
十二個月以上的追蹤時間，而且各有
大於一百個左右的數值，比較適合進
行統計的分析。
第三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資訊的誤差 (information bias)。
解決辦法：讓評估者不知道分
組的狀態，即 blinding，或者是挑選
一個客觀性的結果指標，就不會因為
觀察者個人的想法而影響到統計的數
字。
第四個常見的問題是選擇性的誤
差 (selection bias)。
解決辦法：在研究結果上，必須
要呈現在前期其後，其所參與的病人
在病情嚴重程度上，或是其他的特性
上是一致的。
第五個常見的問題是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

在 過 去 We s t e r n e l e c t r o n i c
company，哈佛的學者進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以了解工人在改善各種條件
下，其生產效率變化的情況。研究中
發現推動提供產能的新方法，不一定
與結果有關，反而由於有研究者或長
官會去視察，所以就造成了這家工廠
的生產率的上升。這種效應很難避
免，一樣可考慮較客觀的評估工具，
或是秘密客稽核方法。
總結就是前後對比的一個研究方
法是評估感控措施的常見方法。
五個常見的問題可能會導致
before and after study 無法良好的呈現
研究成果，可以利用上述的研究方法
來加以改進。

德國感控的過去與未來
大會最後一天是德國分享他們在
感控的過去以及未來。
在 1970 年代，德國的學者就已
經有人提出句話叫做：「十個最重要
的致病菌傳播媒介，就是醫療工作者
的十根手指」，所以他們在一九九四
年的時候進行第一次全球院內感染率
的調查，當時的院內感染發生率是
3.5%。而平均德國的醫療工作人員手
部衛生執行率 (compliance rate) 大約
是 70% 左右。
在接下來幾年內，德國內部發
生過幾次格蘭氏陰性菌的院內傳播
(Enterobacter cloacae; K. pneumoniae)
[8,9]，也相當程度的引起了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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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
因此在 2012 年的時候，德國立
法規範任何醫院若大於四百床，則
必須要有一位感染科醫師，而在當
時德國所有醫院當中，大約有四百
家大於四百床的規模，但當時全國
只有一百名感染科醫師，所以他們
開始進行醫院流行病學家 (hospital
epidemiologist) 的訓練，經由六周的
訓練之後，他們一樣可以在醫院擔任
感控醫師的工作。
在未來，講者認為過去的院內
感染，少部分可能是來自於病人的內
生菌，而大多則是來自於外生菌，所
以在過去的感控理念，著重在一致性
的感控防護 (universal precaution)。不
過在現今由於病人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疾病/療程，造成目前院內感染發生
可能會以內生菌多於外生菌。所以我
們的感控措施也應該要從一致性的防
護，進展到個人化的管控措施，可能
才是未來感控的一個新方向 (圖一)。

圖一

結語與心得
以上簡單節錄 2019 年 ICPIC
會議的一些重點，下一次的年會於
2021 年 9 月 14~17 日於日內瓦舉
辦，期待未來感控學界有更新的研究
成果能一同分享。

參考文獻
1. Patient included. Accessed Sep 16, 2019. https://
patientsincluded.org/
2. Core components for IPC-Implementation tools
and resources. Accessed Sep 17, 2019. https://
www.who.int/infection-prevention/tools/corecomponents/en/
3. WHO Guidelines on Hand Hygiene in Health Care.
Accessed Sep 16, 2019. https://apps.who.int/iris/
bitstream/handle/10665/44102/9789241597906_
eng.pdf;jsessionid=94143E187D78CE0C620C6B
831B4433F5?sequence=1
4. WHO. ATC/DDD Index 2019. Accessed Sep 16,
2019. https://www.whocc.no/atc_ddd_index/
5. CDC. NHSN Antimicrobial Use and Resistance
(AUR) Module. Accessed Sep 16, 2019 https://
www.cdc.gov/nhsn/pdfs/training/aur/aur-training.
pdf

未來的感控方向 (adopted from Petra Gastmeter)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第三十卷一期

70
6. Masuda N, Maiguma T, Komoto A, et al:
Impact of pharmacist intervention on preventing
nephrotoxicity from vancomycin. Int J Clin
Pharmacol Ther 2015;53:284-91.
7. Schweitzer VA, van Werkhoven CH, Rodríguez
Baño J, et al: Joint Programming Initiative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JPIAMR) Working
Group on Design of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Evaluations. Optimizing design of research to
evaluate antibiotic stewardship interventions: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of a multinational
working group.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9.
pii: S1198-743X (19) 30477-X. doi: 10.1016/

j.cmi.2019.08.017. [Epub ahead of print]
8. Wendel AF, Meyer S, Deenen R, et al: LongTerm, Low-Frequency Cluster of a GermanImipenemase-1-Producing Enterobacter
hormaechei ssp. steigerwaltii ST89 in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Germany. Microb Drug Resist
2018;24:1305-15. doi: 10.1089/mdr.2017.0433.
9. Steinmann J, Kaase M, Gatermann S, et al:
Outbreak due to a Klebsiella pneumoniae strain
harbouring KPC-2 and VIM-1 in a German
university hospital, July 2010 to January 2011.
Euro Surveill 2011;16:pii=19944.

感染控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