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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加護病房 Klebsiella 
pneumoniae 群突發感染事件調查

洪淯喬1　張藏能1,2,3　黃建賢1,2,3　謝黛金1,2　李淑華1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1感染管制委員會　2內科部感染科 
3輔仁大學醫學系

2015 年 7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於台北市某醫學中心新生兒加護
病房，發生克雷伯氏肺炎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感染或移生造成的群突發
事件，這期間共有 12 位病人檢體培養出 K. pneumoniae，10 位為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 (8 位血流感染、1 位腸胃道感染、1 位泌尿道感染) 及 2 位痰液移生；而這 
12 位病人菌株培養的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有 11 位病人的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
對第三代頭孢菌素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產生抗藥性，抗藥性的比
例為 92% (11/12)；於流行期間針對醫護人員進行手部衛生採檢，採檢 10 件檢體
有 2 件培養出 K. pneumoniae，陽性率為 20% (2/10)；並使用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生物冷光檢測法進行環境清潔度檢測，採檢 12 件檢體，檢測結果
不合格率為 36.3% (4/12)；8 位血流感染病人中，有 7 位分別置放臍動靜脈導管
或中心靜脈導管，依據侵入性醫療裝置相關感染監測定義，判定有 6 位為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導管置放日至感染日平均天數為 11±7.9 天。

此事件經流行病學調查未找到共同感染源，但在醫護人員手部採檢到相同

細菌，因此推測可能與醫護人員未能落實手部衛生以及環境清潔消毒未確實所造

成的交叉感染，群突發事件以血流感染居多且新生兒加護病房因病人特性，無導

入中心靜脈導管組合式照護措施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bundle，故本
事件介入之感染管制措施包括：導入修改過 CVC bundle、加強人員教育訓練、
落實手部衛生、將感染及移生的病人集中照護並採接觸隔離措施、加強環境清

潔-包括儀器設備及環境清潔順序流程化、改用單次拋棄式紙巾清潔消毒環境、
並增加清潔頻次、空間及硬體設備改善等。該單位自 2015 年 11 月後，即無 K. 
pneumoniae 的感染及移生新案發生。（感控雜誌 2018:28:149-163）

DOI: 10.6526/ICJ.201808_28(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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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克雷伯氏肺炎菌  ( Klebs i e l l a 
pneumoniae) 屬革蘭氏陰性菌，一般
可存在於人類與動物的腸道中，可造

成泌尿生殖道、呼吸道、血液與傷口

感染，也可從皮膚及排泄物檢測出，

在醫療環境中感染通常發生在使用相

關醫療設備輔助的病人，如呼吸器、

動靜脈導管等裝置或是免疫力較弱的

病人[1]，早產兒因病情因素常需要
依賴許多的醫療輔助，容易有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的發生，這可能會導致新

生兒的死亡率增加，而在國外的研究

中指出新生兒加護病房最常見的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為血流及下呼吸道感染

[2-4]。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與病人安全

議題息息相關，亦是醫療品質之重

要指標，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的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醫
學中心加護病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部位分布，自 2010 年開始，皆以血
流感染最常見，泌尿道感染次之；

而在血流感染菌種排名以  2016 年
而言第一名為 K. pneumoniae，第二
名則為鮑氏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2017 年第一季第一名
則為 A. baumannii，第二名則為 K. 
pneumoniae [5]，其中 K. pneumoniae 

已被確定為新生兒加護病房，爆發群

突發事件最常見病原菌，在爆發群突

發事件中 K. pneumoniae 感染幾乎佔 
50% [2-4]。多個群突發的研究中，已
證實嬰兒糞便中的 K. pneumoniae，
若醫護工作人員洗手不確實則能藉由

的雙手傳播到另一個嬰兒身上[6-7]。
而控制群突發的方法有包括減少使用

抗生素、改變抗生素使用政策、落實

執行手部衛生、針對有感染移生的嬰

兒採取集中照護及進行環境檢測等

[8]。
本研究經由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的監控，發現新生兒加護病房群突發

事件，介入調查及處理，避免群突發

進一步擴散，經由此次處理經驗及相

關介入措施後，可作為未來相關事件

之處理參考及群突發的預防。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進行的醫院為台北市某醫

學中心，新生兒加護病房有 10 床，
分為 2 個區域，每區各 5 床 (圖一)，
每床皆有乾洗手設備，每個區域有

一個濕洗手設備，床與床之距離約 
60 公分；醫師配置部分有 2 位專責
主治醫師及 2 位住院醫師，護病比為 
1:2.5，主要以照護早產兒、新生兒及 

關鍵詞：新生兒加護病房、克雷伯氏肺炎菌、群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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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以下的嬰兒為主，常見診斷為
早產、呼吸窘迫症候群、壞死性腸炎

及膽道閉鎖等疾病，每年住院人日數

約為 3,100，本次群突發流行期發生
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二、群突發的發現與調查

感管師常規性每週 1~2 次到加
護病房進行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視

作業與收案，經由病歷查閱、參考

微生物檢驗報告，依據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2004 年公告之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定義收案，此次群突發為 
2015 年 8 月 5 日感染管制小組接獲
新生兒加護病房專責主治醫師，告知

於 7 月中旬至 8 月 5 日，已有 2 位病
人痰液培養及 1 位病人血液培養報告
為 K. pneumoniae，另有 3 位病人血
液培養初步報告為革蘭氏陰性菌，

感染管制小組立即與單位護理主管

連繫進行調查，並請單位加強環境

 

圖一　新生兒加護病房 K. pneumoniae 陽性病人與床位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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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並落實手部衛生等相關措施；

截至 8 月 7 日時共有 2 位病人痰液
培養及 5 位病人血液培養報告為 K. 
pneumoniae，感染管制小組與新生兒
加護病房專責主治醫師及單位護理主

管，進行相關會議討論後，認為痰

液培養 K. pneumoniae 的 2 位病人與
另 5 位血液培養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
均屬第三代頭孢菌素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抗藥性的菌株，由
於 2 位痰液培養 K. pneumoniae 的病
人，並未符合下呼吸道感染收案定

義，但和隨後發生血流感染病人的時

間相當接近並有床位集中現象，因此

推論可能是因痰液移生後所造成交叉

感染的群突發。

群突發事件發生時間為  2015 

年 7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共有 12 位病人檢體培養出 K. 
pneumoniae，依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收
案定義，判定其中 10 位為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 (8 位血流感染、1 位腸胃
道感染、1 位泌尿道感染) 和 2 位痰
液移生病人，這些病人床位有集中現

象 (圖一) 且培養報告日期有 6 位集
中在 7 月 31 日至 8 月 5 日，這 12 位
病人菌株培養的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 
(表一)，有 11 位病人的抗生素敏感
試驗結果對第三代頭孢菌素產生抗藥

性，抗藥性的比例為 92% (11/12)；K. 
pneumoniae 感染人次流行圖 (圖二)，
比較流行期 (2015 年 7~10 月) 與流行
前期 (2015 年 1~6 月) K. pneumoniae 
感染人次，以卡方檢定 (表二) 具有

表一　K. pneumoniae 培養陽性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

編號 床號 採檢日 檢體 AN CAZ CIP CMZ CRO CXM CZ DOR ETP FEP GM IPM LVX PIP TZP
1 PI03 7/14 痰液 S R S R R R R S R R S S S R S
2 PI09 7/31 痰液 R S S S R R R S S S R S S R S
3 PI06 7/31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S I S S R R
4 PI01 8/3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R I I S R S
5 PI02 8/3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R I I S R S
6 PI05 8/4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R R S S R I
7 PI03 8/5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R I S S R S
8 PI09 8/17 血液 R S S S R R R S S R R S S R S
9 PI08 8/20 血液 S R S I R R R S S R R S S R S
10 PI11 9/5 腹水 S S S I R  R S S S I I S  S
11 PI11 10/6 血液 R R S S R  R S S R R S S  S
12 PI01 10/31 尿液 S S S S S  I S S S S S S  S
AN (Amikin)、CAZ (Ceftazidime) 、CIP (Ciprofloxacin)、CMZ (Cefmetazole)、CRO 
(Ceftriaxone)、CXM (Cefuroxime)、CZ (Cefazolin)、DOR (Doripenem)、ETP (Ertapenem)、
FEP (Cefepime)、GM (Gentamicin)、IPM (Imipenem)、LVX (Levofloxacin)、PIP (Piperacillin)、
TZP (Piperacillin + Tazobac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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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差異 (P = 0.001)，故確認此群
突發事件。

三、醫護人員手部及環境微生物之

檢驗方法

以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生物冷光檢測法及棉棒法進行環境清

潔度及醫療設備採檢，針對檢體培養

出 K. pneumoniae 的病床周邊設備及

工作人員常接觸的地方為主要採檢

點，如保溫箱門把手、護理工作車、

治療車、抽痰設備及生理監視器面

板為主，而最早由痰液培養出的 K. 
pneumoniae 移生病人 (PI03)，因已轉
出加護病房故而未進行；並以平板瓊

脂法 (agar plate method) 針對醫護人
員進行手部衛生採檢。

1. ATP-生物冷光檢測法：原理是

0
1
2
3
4
5
6
7

介入感染管制措施

( 月)

圖二　新生兒加護病房 K. pneumoniae 感染人次流行圖

表二　流行前期與流行期 K. pneumoniae 感染人數之比較

 感染人數 未感染人數 總住院人數

流行期 (2015 年 7 月~2015 年 10 月)  10 181 191
流行前期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 0 205 205
總計 10 386 396
P value 0.001*
* Fisher’s exact test (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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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螢火蟲發光原理，若有 ATP 與
螢光素接觸，則會產生螢光，光子的

數量與 ATP 量成正比，並藉由其發
光反應偵測出 ATP 數量。因細胞的 
ATP 含量穩定，故可間接反應微生物
的數量，以棉籤在環境表面進行 16 
平方公分 (cm2) 面積的擦拭，若相對
吸光值 (relative light unit, RLU) 檢測
結果小於 200 RLU 為乾淨，此法並
無法區分是否為微生物的 ATP，僅能
偵測環境清潔是否把表面有機物的污

染降低到可接受範圍。

2. 棉棒法培養：以無菌蒸餾水沾
濕棉棒後，於採樣物品之表面來回刷

取後，將棉棒折斷置入裝有大豆培養

液的試管中，並將其放入 35℃的溫
箱中培養 48 小時。若試管中的大豆
培養液呈現混濁狀，則將培養液塗抹

在 BAP (blood agar plate )/EMB (eosin 
methylene blue) 培養皿上做次培養。

3. 手部採檢是以平板瓊脂法是一
種把消毒後的培養基加上繁殖微生物

所需材料 (通常是洋菜及養分) 後製
成的有蓋培養皿，而醫護人員將手掌

輕壓瓊脂平板上，由於提供了微生物

繁殖的有利條件，瓊脂平板能夠用來

種出不同的微生物。

4 .  長出之革蘭氏陰性細菌
以  Vitek 2 (API bio-Mérieux, La 
Balme, Les Grottes, Franc) 鑑定為 
K. pneumoniae，同時進行藥物敏感
性試驗，依據臨床與實驗室標準協

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s, CLSI) 判定標準[9]。

四、感染管制措施

採取介入措施包含加強人員教

育訓練，落實手部衛生、將感染及移

生的病人集中照護並採接觸性隔離措

施、導入修改過的中心靜脈導管組

合式照護措施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bundle、並加強環境清潔-包括
儀器設備及環境清潔順序流程化等。

(一) 人員教育訓練及管理
1. 於 8 月 5 日針對該單位人員進

行手部衛生及隔離防護措施教育 (上
課內容為感染率分析與隔離防護措

施)，製作宣導海報，張貼於該單位
內之樑柱與出入口處，加強提醒；8 
月 31 日再次進行手部衛生及隔離防
護措施教育。

2. 依據本院制定之「兒科加護病
房之感染管制措施」規定，要求各類

人員配合執行，落實照護病人前後加

強洗手，尤其是指尖指縫處，並增加

手部衛生稽核頻次；並針對相同感染

菌株病人實施集中照護，採取接觸隔

離措施。

3 .  因新生兒加護病房病人大
多為 2 個月以下的新生兒，為 2%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CHG) 使用禁
忌，故無導入 CVC bundle，但因此
次群突發事件以血流感染居多，感管

師與專責主治醫師討論後，依病人特

性導入 CVC bundle 並調整措施，包
括皮膚消毒改為使用 1 枝酒精性優碘
棉枝及 2 枝 75% 酒精棉枝，消毒範
圍至少要 5~7.5 公分、等待消毒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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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時間 > 30 秒、最大無菌面從頭到
腳、儘早移除不必要的管路等，並將

侵入性導管放置地點改變，由保溫箱

內放置改為保溫平台。

5. 感管師於群突發流行期間，持
續監測該病房菌種培養情形，並不定

時至該單位進行隔離防護措施及手部

衛生稽核，分別於 8 月及 9 月各稽核
一次。

(二) 環境清潔及採檢
1. 由感管師負責教育並回覆示教

清潔員清理病室的標準作業流程，於 
8 月 5 日起由固定清潔人員，每日使
用拋棄式紙巾以 1:100 (500 ppm) 漂
白水進行治療車、換藥車、公共環

境及設備 (保溫箱門、生理監視器面
板、呼吸器面板、置物櫃、工作車檯

面、抽痰壓力表面板等) 清潔消毒，
若有血體液污染時則以高濃度 1:10 
(5,000 ppm) 漂白水清潔消毒，清潔
順序由遠端至近病人端、乾淨區域到

較髒區域，並制訂相關清潔消毒流

程，除了常規的清潔消毒外，對於單

位內經常污染之醫療儀器與環境表面 
(護理工作車、治療車) 更應加強清潔
消毒頻次；在病室終期消毒，則以高

濃度 1:10 (5,000 ppm) 漂白水徹底擦
拭床欄、床墊，儀器及環境表面。

2. 要求護理師每班使用乾洗手液
擦拭病歷夾表面、護理工作車及治療

車桌面。

3. 感染管制醫檢師於流行期間以
棉棒培養法及 ATP-生物冷光檢測法

進行環境清潔度採檢，共進行 3 次，
分別於 8 月 6 日、8 月 7 日及 9 月 9 
日，以評估環境清潔之成效；8 月 21 
日則針對醫護人員進行手部衛生洗手

前後採檢。

(三) 空間硬體設備
1. 感管師與單位護理主管討論

後，將治療車及護理工作車物品放置

位置進行調整，區分清潔區及汙染

區，避免清潔區物品被汙染。

2. 新生兒加護病房單位空間擁
擠、動線交錯，易交互感染，經過多

次會議討論，增加新生兒加護病房的

空間，原本 2 個區域放置 10 張病床
改為 3 個區域放置 10 張病床，濕洗
手台設備增加為三處 (圖三)，以提高
醫護人員洗手便利性，並移除不必要

的相關設備，保持空間的流暢性。

結　果

從 2015 年 8 月 5 日開始介入
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推測這是一起

發生在新生兒加護病房的群突發事

件，從 2015 年 7 月 14 日~10 月 31 
日間，共有 12 位病人檢體培養出 K. 
pneumoniae，依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收
案定義，判定有 10 位病人為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分別為 8 位原發性血流
感染、1 位腸胃道感染 (腹水)、1 位
泌尿道感染；另 2 位病人為痰液移
生，因此針對 10 位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病人進行分析 (表三)，這 10 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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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K. pneumoniae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病人基本資料

編號 床號 性別
出生
週數

Apgar
score

入住ICU
日期

感染日
感染
部位

入住ICU日期
至感染日

侵入性導管置放天數 導管
相關臍動靜脈導管 中心靜脈導管

1 PI06 男 24 3 7/23 7/31 血流 8 8天 14天 Y    

2 PI05 女 28 7 7/24 8/3 血流 10 無置放 13天 Y    

3 PI03 男 24 3 6/20 8/3 血流 44 無 26天 Y    

4 PI02 女 25 7 7/11 8/5 血流 25 3天 22天 Y    

5 PI01 男 23 4 8/4 8/5 血流 1 11天 無置放 Y

6 PI08 男 39 8 8/15 8/17 血流 2 無置放 無置放 N

7 PI09 男 29 7 8/10 8/20 血流 10 2天 7天 Y    

8 PI11 女 30 7 8/20 9/5 腸胃 16 4天 12天 N    

9 PI11 女 30 7 8/20 10/6 血液 47 無置放 12天 N    

10 PI01 男 29 7 9/14 10/31 尿液 47 8天 9天 N    

圖三　新生兒加護病房床位空間更改地理位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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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轉入新生兒加護病房後，檢體陸續

被培養出 K. pneumoniae，平均出生
週數為 28.1±4.6 週，出生時 Apgar 
score 平均為 6 分，入住加護病房後
至感染日平均天數為 21±18.5 天，
其中在 8 位血流感染的病人中，有 7 
位分別置放臍動靜脈導管或中心靜脈

導管，依侵入性醫療裝置相關感染監

測定義，有 6 位為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導管置放日至感染日平均天數

為 11.2 ±7.9 天。
8 月 6 日以 ATP-生物冷光檢測

法進行環境清潔度採檢，針對  K. 
pneumoniae 感染床位 PI05、PI06、
PI10 及 PI11 周遭環境設備，有保溫
箱門 (2 件)、呼吸器面板 (2 件)、抽

痰壓力表面板 (1 件)、工作車檯面 (2 
件)、生理監視器面板 (1 件)、置物
櫃檯面 (1 件)、治療車 (2 件)及桌面 
(1 件)，共採檢 12 件，檢測結果 (表
四) ATP > 200 RLU 有四處 (置物櫃檯
面、工作車檯面*2 及桌面)，不合格
比率為 36.3% (4/12)。

8 月 7 日以棉棒法培養進行環境
採檢，共採檢 14 件，分別是為 PI01 
及 PI06 二床的保溫箱門 (2 件)、呼吸
器面板 (2 件)、工作車檯面 (4 件)、
生理監視器面版 (2 件)、IV pump (2 
件) 及 IV Bag (2 件)，結果顯示雖
然環境中未培養出 K. pneumoniae，
但有3處培養出酵母菌 (yeast) 及 4 
處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 (coagulase-

表四　ATP-生物冷光檢測法環境採檢結果

編號 床號 採檢地點 ATP (RLU) 結果

1 PI11 保溫箱門把手 55 合格

2 PI11 呼吸器面板 12 合格

3 PI11 生理監視器面板 116 合格

4 PI11 護理工作車鍵盤 49 合格

5 PI11 護理工作車檯面 62 合格

6 PI10 置物櫃檯面 242 不合格

7 PI10 抽痰設備 5 合格

8 PI05 保溫箱門把手 28 合格

9 PI06 呼吸器面板 4 合格

10 PI05-06之間治療車 治療車A 1352 不合格

11 PI10-11之間治療車 治療車B 815 不合格

12 PNICU 病歷桌面 309 不合格

>200RLU 為不合格註： 不合格率=36.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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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Staphylococci, CoNS)；另外
治療車上消毒溶液酒精及優碘、生理

食鹽水、肝素及蒸餾水，共 9 件檢體
進行細菌培養，結果皆未培養出細

菌。

8 月 21 日無預警狀態下，進行
醫護人員手部洗手前後採檢，包括 3 
位護理人員、2 位醫師，共採得檢體
共 10 件，採檢方法以平板瓊脂法，
結果顯示 1 位護理師在洗手前後培養
皿指尖處均培養出 K. pneumoniae，
2 位醫師及 1 位護理師在洗手前培養
出 CoNS、1 位護理師在洗手前培養
出 A. baumannii；8 月 25 日針對醫護
人員進行手部位衛生稽核遵從率為 
50%，正確率為 67%。

經由感染管制小組採取介入感染

管制措施，且單位主管及醫護人員藉

由教育訓練，提升認知也配合感染管

制措施落實後，感染管制小組追蹤至 
2015 年 12 月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該單位 9 月仍有 1 位病人腸胃道感染
腹水培養為 K. pneumoniae，10 月仍
有 1 位病人血流感染及 1 位泌尿道感
染培養為 K. pneumoniae，自 2015 年 
11月 後，已無 K. pneumoniae 的感染
及移生新病人發生 (圖二)；9 月 9 日
針對醫護人員手部位衛生稽核，遵從

率由 8 月的 50% 提升到 90%，正確
率 67% 提升到 78%；並以 ATP-生物
冷光檢測法進行環境清潔度採檢，

共 15 件檢體，不合格比率由 8 月的 
36.3% 下降至 27% (11/15)。

討　論

隨著醫療照護科技的進步，提高

了新生兒的存活率，特別是早產兒，

這部份的新生兒常需要依賴許多的醫

療輔助，身上常同時使用數種侵入性

導管，容易有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發

生，雖然病房已有相關的感染管制措

施，且相關的洗手設備充足，但醫護

人員仍會因工作忙碌，而未能百分百

落實手部衛生，例如接觸病人周邊環

境、儀器設備後會忽略洗手，就算有

進行洗手但仍會有洗手不確實之處，

尤其是指尖指縫處。

許多國內外研究指出， K . 
pneumoniae 容易造成新生兒單位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群突發事件，並且常

常與嬰兒的全身感染和死亡相關[10-
13]。新生兒的細菌移生是最常見的
感染源，而環境中就存在著許多革

蘭氏陰性菌，包括蒸餾水容器、復

甦設備、洗手設備等[14-16]；Khan-
Fatima 等人在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9 月在新生兒病房爆發 K. pneumoniae 
群突發處理過程中，就發現來自病人

周圍環境或儀器設備培養中發現 K. 
pneumoniae 與病人培養之菌株抗藥
性基因相似，表示藉由醫護人員的雙

手與病人周圍環境或儀器設備的接觸

後，產生交叉感染，如採取適當的感

染控制措施，包括適當的隔離防護措

施、環境清潔標準流程等，可以降低

的感染風險[17]，此外，該單位雖有
固定之清潔員，但對於清潔病室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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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流程不夠熟悉，常使用同一條抹布

擦拭不同的病床及設備，因此有極高

機率引起交叉感染，此次群突發感染

事件，共有 12 位病人檢體培養出 K. 
pneumoniae，其中 10 位為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及 2 位痰液移生的病人，而
在 10 位療照護相關感染中有 6 位病
人的血流感染與中心導管相關，因此

推測可能與醫護人員未能落實手部衛

生、環境清潔消毒未確實所造成的交

叉感染，所以預防 K. pneumoniae 傳
播，應百分百落實手部衛生，尤其是

執行侵入性治療時、確實執行無菌技

術及接觸性隔離措施、儘早移除不必

要的侵入性管路、落實環境清潔標準

流程並加強環境清潔措施等。本研

究中雖然沒有在病人周圍環境或儀

器設備中發現 K. pneumoniae，但確
有在醫護人員之手部採檢檢驗出 K. 
pneumoniae，且在手部衛生稽核遵從
率僅為 50%、正確率為 67%，可能
經由醫護人員的雙手造成病原菌交互

感染，且因新生兒加護病房空間擁

擠，動線容易交錯，更是提高了環境

被污染的情況，所以落實手部衛生及

環境清潔極為重要。

Khan-Fatima 等人於 2015 年進
行回溯性研究，在 2011~2015 年期間
共收集 18,604 件血液培養樣本，在
這些樣本中發現有 27% (495/18,604) 
培養菌株為 K. pneumoniae，而 K. 
pneumoniae 由 2011 年的 8.6% 增加
到 2015 年的 42.8% 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並發現在最熱的 7~9 月中的佔了 

61.8%，顯示 K. pneumoniae 隨季節的
變化而有增加趨勢[18]；另 Richet, H. 
回溯了在 1970~2012 年期間有關季
節性變化、革蘭氏陰性菌及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等相關文章，發現在北美、

歐洲、中東、澳大利亞和亞洲在夏季

月份感染率有較高的情況，主要為

血液感染[19]。而在台灣醫學中心也
可以觀察到血流感染的菌種排名，K. 
pneumoniae 幾乎都排在前 3 名內，可
見預防 K. pneumoniae 的感染極為重
要；本院新生兒加護病房的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於 2012~2015 年 5~9 月期
間感染率相對於其他月份也有較高的

情況，與上述研究在夏季感染率較高

結果相似，但是否因為此月份為台灣

夏季溫度較高容易造成細菌孳生，而

導致感染增加，值得進一步探討。

而單位因此次群突發事件將新生

兒加護病房空間擴大，來避免動線交

錯的現象，國外在新生兒加護病房陰

溝腸桿菌 (Enterobacter cloacae) 群突
發的調查研究中發現，若醫護人力不

足及病房空間過度擁擠時，則感染 E. 
cloacae 的風險是沒有醫護人力不足
及空間過度擁擠時期的 5.7 倍[20]，
雖然與本研究群突發菌種不同，但病

人特性相似，且在進行空間改善擴大

後，加護病房自 2015 年 11 月後無 K. 
pneumoniae 感染新病人發生，是否
是因為空間的改變，其因果關係仍不

確定，可作為未來研究之主題。

本院於 2003 年針對加護病房原
發性菌血症危險因子進行病例對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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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感染的危險因子為導管使用

天數 > 7 天、加護病房住院天數、有
使用周邊動脈導管、近期內曾接受開

刀的病人；而其中導管使用天數 > 7 
天及合併動脈導管為最重要的 2 個危
險因子[21]；該研究族群為所有加護
病房之病人包含成人及小孩，雖然與

本研究族群有差異，但本研究 8 位血
流感染的病人，有 6 位判定為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這 6 位病人導管置
放日至感染日平均天數為 11.2±7.9 
天，在導管使用天數上皆超過 7 天，
且有 3 位病人合併使用臍動靜脈導
管，這與 2003 年研究相關危險因素
相似，所以落實 CVC bundle 之相關
措施，藉由本次群突發處理過程中，

發現是可以有效控制群突發事件擴

大。

此次群突發事件，介入了多項措

施，包括導入 CVC bundle、醫護人
員的教育訓練計劃、針對醫護人員洗

手遵從性與正確性增加稽核頻次、落

實環境與周邊儀器的清潔消毒流程並

進行採檢、使用拋棄式紙巾清潔消毒

環境、將感染與移生病人集中照護採

接觸性隔離措施、進行單位空間改善

工程，避免空間擁擠，這些都是預防

群突發再發生最有效與可行的方法。

執行三個月後，該加護病房自 2015 
年 11 月後無 K. pneumoniae 感染新病
人發生；所以醫護人員若能有效執行

感染管制措施，才是遏止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群突發最根本有效的方式。

此篇為回溯性研究，因未保留到

當時 K. pneumoniae 菌株，而無法進
行 PFGE 分型鑑定，所以我們無法確
認這些 K. pneumoniae 菌株的感染病
人其感染來源從何而來，只能藉由醫

護人員手部衛生採檢報告、培養菌株

抗生素敏感試驗結果、感染發生時間

和床位有集中現象，來進行關聯性之

推測，並及時採取的感染管制措施，

有效控制此次群突發事件；另病例對

照組的研究被認為於群突發調查上是

必須的，但因此篇為回溯性研究，故

未進行病例對照組的研究，也為此研

究的一項限制，未來將會以這方向進

行，作為未來相關事件之處理參考及

群突發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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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outbreak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in a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Yu-Chiao Hung1, Tsrang-Neng Jang1,2,3, Chien-Shien Huang1,2,3,  

Tai-Chin Hsieh1,2, Shu-Hua Lee1

1Committe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2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3School of Medicine, Catholic Fu-J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n outbreak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occurred in a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Taipei medical center from July through October 
2015, during which time K. pneumoniae was isolated from 12 critically ill neonates. 
Of these, 10 were identified as health-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s (8 blood stream, 
1 urinary tract, 1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2 were sputum colonization. Although 
the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of 12 K. pneumoniae isolates from patients was not 
completely identical, 11of 12 (92%) were ESBL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 
strains which were resistant to 3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We used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bioluminescence method to detect environmental 
cleanliness. Of 12 collected environmental sample, detection result of the 
failure rate was 36.3% (4/12). Besides, among the 8 patients with blood stream 
infection, seven had placement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and/or umbilical 
arteriovenous catheter before infections. Six of them were identified as 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eam infection according to CDC definition. The mean interval from 
catheter insertion to infection was 11.2 ±7.9 days.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failed to reveal a common source of the outbreak, 
although the epidemic K. pneumoniae strain was isolated from hand-washes. We 
inferred that cross-transmission was the major route for this outbreak. Besides, 
we found that catheter-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outbreak. However,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CVC) bundle was not introduced 
in neonatal ICU before due to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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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s outbreak included: implementing a modified CVC care bundle, strengthen 
staf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rict handwashing practices, cohorting and isolation 
of colonized and infected patients, aggressive cleaning of the environment surfaces 
with disposable paper towels, and ICU space improvement. The outbreak was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no further K. pneumoniae infection was identified since 
Nov 2015.

Key words: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Klebsiella pneumoniae,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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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麻疹也稱為 rubeola，是傳染性
最強的傳染病之一。儘管被認為主要

是兒童期的疾病，但所有年齡層的人

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在經由空氣、飛

沫傳播或是直接與病人的鼻腔或咽喉

分泌物接觸病毒後，沒有抗體的人有

超過 9 成的機會會被感染。

流行病學

麻疹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由麻

疹病毒所引起的嚴重疾病。在 1963 
年開始施打麻疹疫苗和廣泛接種疫苗

之前，大約每 2~3 年會發生一次大規
模傳染，當時每年麻疹造成約 260 萬
人死亡。儘管開始使用安全有效的疫

苗，但該疾病仍然是全球幼兒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2016 年全球約有 

麻疹： 
一個被遺忘但沒有消失的疾病

陳威宇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感染，具有高度傳染性並且通常感染發生在

兒童。這種病的特點是結膜炎，咳嗽，鼻炎，發燒和在出現初始症狀幾天後開

始的柯氏斑點 (Koplik spots) 和斑丘疹。大部分的麻疹感染會自行恢復，少部分
的人有嚴重併發症發生。自從引進麻疹疫苗後，在先進國家的病例已經大大減

少，但它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嚴重問題。目前並沒有特殊的抗病毒藥物可供

治療，只有支持性療法。接種麻疹疫苗是最直接有效的預防方法。（感控雜誌 

2018:28:164-170）

關鍵詞：麻疹、疫苗

164

感染控制雜誌

164



89,780 人死於麻疹，其中主要是 5 歲
以下的兒童。疫苗政策對減少麻疹死

亡產生重大影響。全球麻疹死亡人數

從 2000 年估計的 550,100 人下降至 
2016 年的 89,780 人，下降了 84%。

在 2012 年時，西太平洋區域的
麻疹發生率為每百萬人有 5.9 個病
例，之後因為菲律賓、越南的麻疹疫

情爆發，且中國大陸的病例數增加，

到 2014 年時這區域的麻疹發生率為
每百萬人有 68.9 個病例。2017 年時
疫情趨緩，麻疹發生率降為每百萬

人有 5.2 個病例。2013~2016 年間西
太平洋區域的麻疹疫情，可能是因為

麻疹流行國家 (例如中國大陸，馬來
西亞和菲律賓) 出現麻疹病毒傳播增
加。其次，麻疹進入低發病率國家後

發生了大規模暴發。第三，發生了多

起麻疹疫情傳入已消除麻疹的國家或

地區，特別是在蒙古，大規模疫情持

續了 12 個多月，並重新建立了麻疹
病毒的傳播流行[1]。

台灣鄰近國家麻疹病例數以印

度、印尼、菲律賓、中國大陸、泰國

為多，因國人以亞洲地區為主要出國

旅行地點，我們應該對麻疹的疫情提

高警覺。

台灣相關疫情

自 1990 年起，除了 2009 年有 
48 個確診案例外，台灣每年麻疹的
本土病例和境外移入病例約  30 人
以下。2014 年南投有家庭群聚感染

[2]，共確診 5 例。群聚的指標個案
感染來源不明，雖然指標個案沒有出

國旅遊史，但考量麻疹病毒基因型因

素，仍高度懷疑可能為境外移入相

關。2015 年北部某免稅店麻疹群聚
感染[3]，共確診 19 例。由於該商場
每日頻繁接觸陸客，且確診個案均無

中國之旅遊史，推測是可能接觸陸客

引起內部員工相繼感染。2016 年松
山機場麻疹群聚[4]，有一名台商和 2 
名航空地勤感染，懷疑是在機場國內

線候機室因接觸同一感染源而感染，

感染源不明。

今年 3 月我國一名男子去泰國旅
遊後回台，爾後又去日本沖繩旅行，

在當地被診斷出麻疹感染，該指標個

案也造成 1 名職場接觸者、2 名航空
公司空服員、1 名同班機旅客、1 名
機組員和日本當地民眾的感染[5]。
其中空服員的感染者後續又傳染給其

他的空服員、機組員、和地勤人員。

另外截至 5 月 7 日，在日本沖繩縣也
已經有 91 人感染麻疹，日本政府也
在密切注意是否造成其他地區的群聚

感染[6]。

臨床表徵

麻疹是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

是直接與病人的鼻腔或咽喉分泌物接

觸而感染。人類為麻疹病毒唯一之宿

主及傳染窩。麻疹的潛伏期約 7~18 
天，通常為 14 天 (自暴露至紅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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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傳染期為發疹之前、後各 4 天
內。

前驅表現通常是高燒、疲倦、厭

食，和咳嗽 (cough)、鼻炎 (coryza)、
結膜炎 (conjunctivitis)。其他可能的
前驅表現包括畏光，眼眶周圍水腫和

肌肉酸痛。發燒 3~4 天後，在下排第
二臼齒對面的頰粘膜上出現沙粒狀的

斑點，稱為柯氏斑點 (Koplik spots)，
一般在出疹前 1~2 天出現，並持續 
3~5 天。儘管柯氏斑點是麻疹的特殊
病徵，但並不是每個病人都有這個表

現。

柯氏斑點出現後會繼續發燒，

再過 1~2 天後典型的斑丘疹出現於耳
後，再擴散至整個臉部，接著慢慢向

下移至軀幹和四肢，3~4 天內皮疹會
覆蓋全身，並持續 4~7 天，此時病情
最嚴重。皮疹出現 3~4 天後，發燒與
皮疹開始消退，皮膚出現脫皮和褐色

色素沉著。約 5~10% 之患者因細菌
或病毒重覆感染而產生併發症 (中耳
炎、肺炎與腦炎)。

診　斷

一般的抽血檢驗可能會有白血球

低下或血小板低下。胸部 X 光可能
有間質性肺炎的表現。麻疹通常可由

典型的病史及症狀診斷。但有約 5% 
的病人的表現並不典型，也沒有柯

氏斑點 (Koplik spot)，很難與德國麻
疹、腸病毒或腺病毒感染區分，必須

利用實驗室檢查來確定診斷。

實驗室檢查以血清學檢驗為主，

在出疹後 3~28 天內採血，檢驗配對
血清中 IgM 是否存在或 IgG 抗體有
≧4 倍上升。第二次採血要隔  2~4 
週。疾管署為了建立病毒基因庫比對

病毒來源，於第一採血時間除了採集

血液 (全血) 檢體外，也會同時採集
尿液及咽喉檢體，以病毒分離方式檢

驗是否有麻疹病毒存在。

治　療

麻疹的治療主要是支持性治療。

支持性治療包括輸液、退燒、和治療

繼發的細菌感染如肺炎和中耳炎。

麻疹病毒在體外試驗對 Ribavirin 敏
感。儘管 Ribavirin 曾用於治療感染
麻疹或亞急性硬化性全腦炎 (subacute 
sclerosing panencephalitis, SSPE) 的免
疫功能低下的成人[7]，但並沒有足
夠的證據支持使用這類藥物來治療麻

疹。

維生素 A 缺乏會導致疾病延遲
恢復和提高麻疹後併發症的發生率。

另外，感染麻疹也可能導致急性維生

素 A 缺乏症和乾眼症。世界衛生組織
建議所有被診斷患有麻疹的兒童，應

根據其年齡接受補充維生素 A [8]。
小於 6 個月的嬰兒給 5 萬國際單位、
6 到 11 個月的嬰兒給 10 萬國際單
位、大於 12 個月的兒童給 20 萬國際
單位，每天一次，持續兩天。如果兒

童有維生素 A 缺乏的臨床症狀，則要在 
4 到 6 週後補充第三次的維生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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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後

嬰兒、營養不良、免疫系統缺陷

或生活環境較差的兒童、以及大人得

到麻疹時，病情會較嚴重，致死率可

達到 5~10%。

預防措施

民眾如計劃至沖繩或其他麻疹流

行地區遊玩，可先至有旅遊醫學門診

的醫院諮詢評估。旅遊期間應注意手

部衛生，以肥皂或乾洗手液勤洗手，

出入公共場所要配戴口罩。返國後應

自主健康管理 21 天，如有發燒、鼻
炎、結膜炎、咳嗽、紅疹等疑似症

狀，應戴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相

關旅遊接觸史。

對疑似感染的急診和門診病人，

醫師應記得詢問並記錄旅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別 (occupation)、接
觸史 (contact history) 及是否群聚 
(cluster)。若發現疑似麻疹病例，應
於 24 小時內進行通報及相關採檢，
執行空氣傳染防護措施。如果病人病

情需要住院治療，優先入住負壓隔離

病房。避免不必要的床位調動、病房

外的活動及轉送。至少隔離至出疹後

第四日為止。針對院內接觸者要進行

健康監測，每日觀察是否有麻疹相

關症狀 (發燒、出疹、咳嗽、流鼻水
及結膜炎)，至最後暴露日起滿 18 天 
(麻疹最大潛伏期) 為止。

醫療機構在門、急診區域應有病

人分流看診機制，並規劃具負壓或通

風良好的診間與檢查室。入口處張貼

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眾主動告知醫

師個人病史、職業、相關旅遊史及最

近周遭是否有被診斷疑似為麻疹之親

友等資訊。另外醫療機構內部要訂定 
MMR 疫苗接種計畫，針對不具有麻
疹抗體之人員接種 MMR 疫苗，其中
以小兒科、婦產科、急診、感染科以

及全院新進員工為優先接種對象，以

降低醫療院所人員感染麻疹的風險。

施打疫苗為預防麻疹最重要的方

法。根據疾管署資料，台灣自 1978 
年起全面於出生滿 9 個月及 15 個月
之幼兒各接種一劑麻疹疫苗。之後隨

著政策和疫情的改變，疫苗施打時間

也隨之更改。目前常規預防接種時程

為出生滿 12 個月接種第一劑 MMR 
疫苗，滿五歲至入國小前接種第二劑 
MMR 疫苗。台灣目前 MMR 疫苗接
種率已達 97%，完成世界衛生組織麻
疹消除的要求，然而青年族群雖幼年

曾接種疫苗，保護力可能會隨年齡增

長而降低，建議 1981 年後出生之成
人參照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

建議，如需前往流行地區或工作有暴

露風險，可自費接種 MMR 疫苗；亦
可先進行麻疹抗體的檢查，如果抗體

不足，再補接種 MMR 疫苗[9]。
針對頻繁接觸國外旅客之機場

港埠之工作人員，包括航空公司空服

員、地勤人員、清潔人員、保全人

員、免稅商店員工，以及旅館及觀

光遊憩場所等，相關業者應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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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鼓勵其工作人員評估接種或追加 
MMR 疫苗，以降低感染與傳播疾病
之風險。由於台灣近年的局部麻疹群

突發案例主要常發生在醫院、軍營、

家庭及免稅商店，航空公司空服員及

機場相關工作人員有機會和國際旅客

接觸發生職場暴露風險，政府也許須

針對這些容易和外國旅客接觸的工作

人員比照目前醫護人員規定鼓勵施打

追加 MMR 疫苗以減少日後麻疹群突
發的發生。

美國在 2000 年時成功的消滅了
麻疹的流行。從 2000 年 1 月到 2015 
年 11 月，美國共有 1,416 個報告的
麻疹案例，其中 56.8% 的病例並沒有
接受過麻疹疫苗接種，顯示出疫苗施

打和政策的重要性。政府要提高疫苗

施打率，應提高父母對疾病的認知、

對疫苗安全性和效果的認識、以及對

醫療人員及機構的信心。另外針對民

眾拒絕施打疫苗的情況，可考慮從學

校或國家層級去執行疫苗政策，提高

拒打疫苗的困難度來解決[10]。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委

員會在 2005 年時，制定了到 2012 
年消除麻疹的目標[11]。為了達成這
個目標，37 個西太平洋區域的國家
和地區採用了幾個策略：1. 藉由常
規的疫苗政策和補充疫苗接種活動 
(supplementary immunization activities, 
SIAs) 來達到疫苗涵蓋率 95% 以上，
其中含有 2 劑麻疹疫苗；2. 進行高質
量的基於病例的麻疹監測，包括及時

準確地檢測標本以確認或排除疑似病

例，並檢測麻疹病毒以進行基因分型

和分子分析；3. 建立並維持麻疹疫情
爆發的準備，確保快速反應和適當的

病例管理。然而，2013~2016 年的疫
情顯示持續有挑戰需要解決。這些挑

戰包括不斷變化的麻疹流行病學，青

少年，年輕人和未接種疫苗的嬰兒麻

疹發病率增加；無法通過常規疫苗接

種保持高度人群免疫力，而且一些國

家實驗室沒有足夠的能力在爆發期間

及時進行血清學檢測；需要地方政

府，私營部門，社會和社區的更多參

與。為了應對挑戰並加快西太平洋地

區的麻疹消除工作，世界衛生組織西

太平洋區域委員會在 2017 年 10 月擬
定新的行動計畫，包含八個領域的相

關活動：1. 總體規劃；2. 免疫服務；
3. 流行病學監測；4. 實驗室支持；
5. 方案審查和風險評估；6. 爆發準備
和響應；7. 夥伴關係，宣傳，信息，
教育和溝通以及社會動員；和 8. 疫
情消滅進度監測和核查。新的區域戰

略旨在解決西太平洋國家面臨的具體

挑戰，並作為國家發展行動計劃的資

源，針對特定國家實現和維持消除麻

疹的機會[12]。期望在不久的將來，
能達到根除麻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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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les - a Disease to be Forgotten but 
Never Disappeared

Chen, Wei-Yu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Shin Kong Wu Ho-Su Memori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Measles is an acute infection caused by the measles virus, is highly contagious 
and is usually seen in children. The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conjunctivitis, 
cough, coryza, fever, Koplik spots and rashes that begin a few days after initial 
symptoms appear. Recovery from measles is the rule, and some people have serious 
complication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les vaccine, ca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but it is still a serious proble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 are currently no special antiviral drugs available for treatment.  
Only supportive therapy could be given.. Vaccination against measles is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disease.

Key words: Measles,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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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對  
HIV 感染控制的影響

林明燊　張維倫　孫淑慧

亞東紀念醫院　藥學部

自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療法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自 
1997 年問世以來，愛滋病患的死亡率已經大幅降低，但每年全球依舊增加百萬
新的感染個案，因此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提出「90-90-90」的目標，期望
能有效控制愛滋病的蔓延。目前藥品的治療效果日益精進，病人與大眾對疾病的

了解程度也逐年增加，加上政府與民間機關大力推行政策與衛教，確實已經降低

不少新增案例，但距離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因此愛滋病專家提出以暴露前預防性

投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的方式來使疾病防疫的面向更加完整。
目前針對 PrEP 的研究都顯示其可有效降低感染的發生，保護力在不同族群約 
40~90% 之間，其中以男性間的性行為最為有效，影響 PrEP 保護力的最大因素
是藥物的遵從性，不佳的服藥遵從性可能降低保護力。在研究中也觀察到使用藥

物後演變的風險補償行為，例如減少保險套使用，其他性傳播感染疾病可能增加

的疑慮等，可能影響個人的健康狀態，性傳播感染疾病甚至可能會降低 tenofovir 
在目標組織的濃度。因此在推行 PrEP 時，應有完整的衛教以及配套措施，才能
增加 PrEP 的功效，並減少相關風險的發生。PrEP 確實能使愛滋病控制邁向一
個新的里程碑，如能有適當的政策配合與推動，輔以完整的衛教與追蹤篩檢配套

措施，加上社會大眾的了解及包容，相信能讓我們更接近愛滋零傳染的目標。

（感控雜誌 2018:28:171-182）

關鍵詞：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療法、暴露前預防性投藥、舒

發泰膜衣錠、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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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1981 年愛滋病  (acqui 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被
確認以來，已造成至少數千萬人的感

染與死亡，曾經一度因為無法有效治

療的高死亡率被視為世紀黑死病，但

在何大一博士提出以高效能抗反轉錄

病毒療法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治療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後，大幅降低死亡率。隨著醫
療技術的日新月異，科學家研發出

更多的新型藥物，除了更能有效抑

制病毒、具有較高的抗藥性基因屏

障 (genetic barrier) 外，更將過往需要
服用大量的藥物整合成每天僅須服用 
1~2 顆的藥錠，因此大幅提升病人對
藥物的遵從性，提升治療的成功率，

在有效的藥物控制下，患者的餘命時

間甚至與未感染健康族群相近，已然

成為一種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而不

該再以世紀黑死病污名化。

在近幾年的研究發現，由於現行

的藥物能有效且快速地降低 HIV 陽
性個案體內的病毒量，當病毒量被抑

制到幾乎偵測不到時，能大幅降低這

些已經受到 HIV 感染的族群，藉由
危險性行為或體液曝觸來傳染其他

人。因此只要提升 HIV 感染的族群
接受藥物治療的比例，並且達到足夠

的成功治療比例，就能形成群眾免疫

的效果來降低 HIV 感染的傳播[1]。 

90-90-90 與三零目標

依據前述所提到的概念，聯合

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於 2014 年提出兩個重大的計畫分別
為「90-90-90」以及「三零目標」。

「90-90-90」的計畫目標為在 
2020 年達到 90% 的愛滋病病毒感染
者得到確診，並了解自己的健康情

況；90% 已確診的感染者能得到適當
的藥物治療；90% 已接受治療的感染
者能成功抑制病毒量降至偵測不到的

水平。如果能成功達到此目標，也就

意味著 72% 的 HIV 感染者無法將病
毒傳染給其他人，而進一步到 2030 
年達到「95-95-95」，就可以讓 HIV 
陽性個體無法傳染給他人的比例上升

至 86%，理論上，不但能大幅降低
目前感染者的死亡率，還能成功地使 
HIV 的蔓延逐漸畫下句點。

「三零目標」則是當逐步達到

「90-90-90」的計畫目標後，能減少 
90% 的新增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減
少 90% 的污名化標籤及歧視個案；
及減少  90% 的愛滋病相關死亡人
數，使愛滋病接近零傳染、零歧視、

零死亡率的願景[1]。
儘管目前藥物的效果已然提升，

加上近年來各國積極倡導 HIV 感染
相關的防範措施與檢測投藥，全球每

年仍然有百萬個受到 HIV 感染的新
個案產生，大部分的國家，如台灣

統計至 2017 年底僅達到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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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距離完成所設定的目標仍有一
段距離，因此愛滋病專家們認為需要

有更積極的作為來有效降低 HIV 感
染的傳播。

什麼是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簡單來說，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針對尚未感染 HIV 的族群，透過給
予特定的抗病毒藥物，來阻擋各種高

風險行為暴觸的 HIV 病毒侵入體內
細胞，而達到預防感染的效果。目前

僅有 tenofovir disoproxil/emtricitabine 
(TDF/FTC) 被核准用來作為 PrEP，
其他藥物則陸續研發中。依據臺灣暴

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主要

針對具高感染風險男男性行為、異性

戀男性與女性、注射藥物者、以及異

性戀的血清相異伴侶中未感染 HIV 
者，經醫師評估後，以每天一次投與 
truvada 一顆做為 PrEP，並定期追蹤
檢驗。然而 PrEP 就像避孕藥一樣，
並非 100% 的防範感染，如果要讓 
PrEP 發揮最佳效果，除了按照指示
服藥外，仍要使用其他防範措施，例

如保險套、已感染的個案不中斷目前

的治療等[2]。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對 HIV 傳播的影響

Cremin 等人在 2013 年分析現行
愛滋病藥物的防治方式對 HIV 感染

傳播的影響，包括在不同時機點給

予 HAART，以及暴露前給予預防性
投藥。在此研究發現越早給予抗病

毒藥物治療，使病人及早有效地控制

病毒，越能顯著降低新的感染個案

發生，這與前述的群體免疫概念不謀

而合，而另一方面，除了有效控制已

經感染的族群外，給予未感染的高風

險族群預防性投藥，更能有效地降低

新的感染個案發生[3]。若以美國疾
病管制中心所提供的感染風險計算器

來評估，一位 HIV 感染確診男性在
未使用保險套的狀況下進行肛交 (插
入方)，另一半 (接受方) 發生 HIV 感
染的風險約為 1.38%，若全程使用保
險套，則降至 0.51%，若未感染的另
一半 (接受方) 有服用暴露前預防性
投藥 (PrEP)，則能進一步將風險降至 
0.04%，也就是減少了 13 倍的感染風
險。

基於科學模式分析與臨床研究

支持，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2015 年將 
PrEP 列為全球愛滋病防治的重要
措施之一，建議感染 HIV 發生率每
年大於 3% 的族群應該使用暴露前
預防性投藥[4]。而歐洲愛滋病學會 
(The European AIDS Clinical Society, 
EACS) 也在 2017 年所發表的治療指
引中，強烈建議在高風險的族群應該

接受 TDF/FTC 作為 PrEP 來預防感染
[5]。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的藥物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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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標準的 HAART，主要是
幫助未感染族群去抵抗病毒的入侵，

因此需要有兩種特性，一是在目標組

織的濃度夠高，另一個則是藥物機轉

作用在病毒進入以及轉錄前的抑制，

以防止病毒增殖而導致感染。目前被

核准的 TDF/FTC 則具備此特性，然
而藥物在不同黏膜組織的濃度以及達

到穩定有效的時間也不盡相同，以

固定每天服用一顆 TDF/FTC 為例，
tenofovir (即 TDF 有效成分) 在直腸
組織的濃度比陰道組織高，在直腸組

織達到穩定有效的濃度僅需要連續服

用藥物 7 天的時間，而陰道組織則需
要至少 21 天[6]，因此 TDF/FTC 於男
性間性行為與血清相異者 (意即一方
伴侶為 HIV 感染病人，但另一方沒
有) 之女性族群的投藥方式也略有不
同。

國外相關的臨床研究

回顧目前暴露前預防性投藥的研

究 (表一)，依據不同的族群來分別做
以下詳細說明：

一、男性與男性或跨性別女性 
(transgender women) 間的性行
為

在 Grant 等人於 2010 年所發表
的研究 iPrEX 顯示，對於性伴侶為已
感染的男性或跨性別女性 (意即出生
時被認定為男性，但自我性別認同

為女性，而藉由性別重置手術，改

變性徵) 的未感染族群，每天固定服
用 TDF/FTC 相較於未使用的族群，
能下降 44% 的感染率 (95% 信賴區
間，15~63%, P = 0.005)，分析這些
服用 PrEP 卻受到感染的受試者，發
現僅 9% 的人能檢測到藥物濃度，這
也表示服藥遵從性不佳可能造成藥物

的預防效果下降[7]。在同一個臨床
試驗進行開放性延伸研究 iPrEx-OLE 
來做後續分析：發現每週服用小於 2 
次的 TDF/FTC，保護力只有 44% 且
不具統計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31~77%)，而當每週服用次數提升到 
2~3 次，則保護力增加到 84% (95% 
信賴區間，21~99%)，如果每週服用
次數超過 4 次則能達到 95% 的保護
力 (95% 信賴區間，88~100%) [8]，
顯示服藥遵從性是 PrEP 是否具有良
好保護力的關鍵因素。

而在  2 0 1 6  年所發表的研究 
PROUD 顯示，具有高度風險的男
性間進行性行為，儘管對照組已使

用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每天使用 PrEP 依
然能有效降低感染風險 86% (95% 信
賴區間，64~96%)，此外並沒有降低
保險套使用的比例以及增加其他性傳

播感染疾病的發生率[9]。
M o l i n a  等人在法國的研究 

IPERGAY 則提供另一種給藥方式：
依需求使用 PrEP (on-demand PrEP)：
不同於一日一次的服用藥物，而是

在預計發生男男間性行為前 2~24 小
時內服用 2 顆 TDF/FTC，若之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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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有性行為發生，則每日服用ㄧ顆 
TDF/FTC，直到進行最後一次性行為
後，再連續兩天每日服用 1 顆 TDF/
FTC，一星期不超過 7 顆 TDF/FTC 
為限。研究發現這樣的服藥方式依然

可以提供足夠的保護力，相較使用安

慰劑的受試者，能顯著降低感染風

險 86% (95% 信賴區間，40~98%)，
未增加嚴重副作用及性病事件發生

率，但在使用初期有較多的胃腸道不

適 (14% vs. 5%, P = 0.002)[10]。本研
究有三個部分值得討論：其一是在使

表一　目前口服藥物作為 PrEP 的研究

研究名稱 藥物組合 給藥方式 人數 降低感染風險 (% 或 HR) 統計上

    [95% 信賴區間] 差異性

接受藥物對象：男性或跨性別女性  (證據等級：高；建議強度：強) [2,4,5]
iPrEX [7] TDF+FTC 每日服用 2,499 44% [95% CI, 15~63] 顯著差異

 安慰劑

PROUD [9] TDF+FTC 每日服用 544 86% [95% CI, 64~96] 顯著差異

 early vs delay
IPERGAY [10] TDF+FTC 依性行為給予  414 86% [95% CI, 40~98] 顯著差異

 安慰劑 (On-demand)
接受藥物對象：血清相異伴侶  (證據等級：高；建議強度：強) [2,4,5]
Partners PrEP [11] TDF  每日服用 4,747 67% [95% CI, 44~81]
 TDF+FTC   75% [95% CI, 55~87] 顯著差異

 安慰劑

接受藥物對象：血清相異伴侶中的女性  (證據等級：中；建議強度：弱) [2,4,5]
TDF2 [13] TDF+FTC 每日服用 1,219 62% [95% CI, 22~83] 顯著差異

 安慰劑

FEM-PrEP [14] TDF+FTC 每日服用 2,120 HR 0.94 [95% CI, 0.59~1.52] 無差異

 安慰劑

VOICE [15] TDF  每日服用 12,320 HR 1.49 [95% CI, 0.97~2.29] 無差異

 TDF+FTC   HR 1.04 [95% CI, 0.73~1.49]
 TFV gel   HR 0.85 [95% CI, 0.61~1.21]
 安慰劑

MVC-PrEP [22] MVC
 MVC+TDF 每日服用 188 無新感染個案發生

 MVC+FTC
 TDF+FTC
接受藥物對象：靜脈注射藥物濫用者 (證據等級：高；建議強度：弱) [2,4,5]
Bangkok TDF [16] TDF 每日服用 2,413 48.9% [95% CI, 9.6~72.2]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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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rEP 發生感染的 2 位病人，幾乎
沒有使用藥物，所以再度說明依照指

示服藥的重要性。其二是本研究排除 
B 型肝炎的帶原者，由於會反覆中斷 
TDF 的治療，是否會增加 B 型肝炎
的復發以及抗藥性，可能是給藥前必

須考量的隱憂。最後則是性行為的頻

繁度：本研究平均每月使用的藥物約 
15 顆，確實比一般標準給藥方式減
少一半藥量，但在像台灣性行為頻率

更低的族群，由於整體藥量會變得過

少，是否能提供類似的保護力，則仍

屬未知數。

總結來說，只要有良好的服藥

順從性，不論使用何種方式來執行 
PrEP，在男性間的性行為應該能提供
足夠的保護力。

二、血清相異異性間的性行為

在非洲招募了 4,747 位血清相
異的異性戀伴侶中未感染者進行的

隨機分配對照組雙盲臨床多中心試

驗 Partners-PrEP，研究顯示每日服
用 TDF/FTC 具有降低感染 HIV 的效
果，對於整體受試者的保護效果為 
75% (95% 信賴區間，55~87%)，其
中男性與女性受試者的保護力分別為 
84% 及 66%。而在僅使用單方 TDF 
的組別，也發現能顯著地預防 HIV 
的新感染，整體受試者的保護效果為 
67% (95% 信賴區間，44~81%)，對
男性與女性受試者的保護力則分別為 
63% 及 71%。但要注意的是，本研
究排除 B 型肝炎的帶原者，因此是否

對於 B 型肝炎的帶原者有所影響則是
未知數，包括增加抗藥性、因中斷藥

物引起 B 型肝炎復發等。因此在開
立處方時，應特別謹慎並納入評估中

[11]。另外，一般擔心因為服藥而降
低使用保險套的風險補償行為，雖然

在本研究並未觀察到，但在解盲後，

無套的危險性行為則有些微增加的趨

勢 (解盲前觀察到平均每年 6.2 次的
無套性行為，而解盲後則增加到每年 
6.8 次，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12]。因
此應加強伴侶安全性行為的衛教以及

告知其重要性。

三、血清相異異性間的性行為中的

女性

而另一個在非洲博茨瓦納招募 
1,219 位血清相異的異性戀伴侶中
未感染者的研究也觀察到相似的結

果，每日服用 TDF/FTC 對整體受試
者的保護效果為 62.2% (95% 信賴區
間，21.5~83.4%)，在此研究有觀察
到接受 PrEP 的族群有較多的胃腸不
適發生，以及骨密度的顯著流失 (P < 
0.001) [13]，在長期使用下，是否影
響骨密度與骨折風險，仍需要後續觀

察注意。

但在 FEM-PrEP 與 VOICE 兩個
隨機分派研究則看到不一樣的結果，

無論使用單方 TDF 或是 TDF/FTC 都
無法提供有效的保護力 4~-49% (均未
達到統計差異)，後續分析原因，主
要兩個研究中受試者的服藥遵從性都

很低，體內能檢測到藥物濃度的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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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比例不到 50% [14,15]，這也呼
應前面提到的研究 iPrEX 所分析的結
果，服藥遵從性與保護力有極高的相

關性。

四、注射藥物濫用

在泰國曼谷針對 2,413 位注射藥
物者所進行的多中心隨機分配對照雙

盲試驗 Bangko TDF。一組給予口服
的 TDF，另一組則給予安慰劑，兩
組皆給予傳統的預防措施，包括免費

提供保險套、行為諮商、美沙酮替

代療法以及清潔針具經漂白水消毒

等，在 80% 以上的受試者接受每日
直接觀察服藥 (daily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DOT) 的模式下，相較於安
慰劑組，每日口服單方的 TDF 可以
降低 48.9% 感染 HIV 的風險 (95% 信
賴區間，9.6~72.2%)。受試者的服藥
遵從度較高，尤其是年齡大於 40 歲
的女性，有更好的 TDF 保護效果。
在每日接受 TDF 組，若受試者血液
可測得藥物濃度時，TDF 保護效果

可以達到 73.5% (95% 信賴區間，
16.6~94%) [16]。

是否增加抗藥性

分析前述的大型研究 (表二)，在 
PrEP 組 9,230 人當中，HIV 陽性確
診且檢測出抗藥性 (對 FTC 抗藥性) 
的個案總共 5 人，約占 0.05%，相較
於安慰劑組 6,678 人之中只有 1 人發
生，約占 0.015%，有些微上升的趨
勢，其中在 PrEP 組中產生抗藥性的
個案為服藥配合度不高的病人，約占 
60%，不可忽視其可能成為長期使用
的隱憂。

而 Abbas 等人在非洲的回溯性
研究中，將研究對象分別配對分成三

組：(1) 為僅感染者接受抗病毒藥物
治療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2) 
僅未感染者使用 PrEP，(3) 合併 ART 
與  PrEP 兩種策略。發現在僅使用 
ART 或是 PrEP 的預防感染保護力分
別為 20% 與 21%，抗藥性發生比率

表二　各試驗中抗藥性造成的感染事件

 PrEP 組 
PrEP 組

 安慰劑組 
安慰劑組

研究名稱 發生抗藥性造成的  發生抗藥性造成的

 感染人數 
收納的總人數

 感染人數 
收納的總人數

iPrEX [7] 0 1,251 0 1,248
Partners PrEP [11] 0 3,163 0 1,584
TDF2 [13] 0 610 0 606
FEM-PrEP [14] 4 1,024 1 1,032
VOICE [15] 1 1,978 0 999
Bangkok TDF [16] 0 1,204 0 1,209
總共 5 9,230 1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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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6.6% 與 0.5%，同時合併 ART 
與 PrEP 兩種策略則預防感染保護力
提升至 35%，但抗藥性發生率也增
加至 8.2%。總結來說，合併 ART 與 
PrEP 都比僅僅感染者接受 ART 或是
僅未感染者使用 PrEP 有較好的保護
力，但抗藥性風險是否隨之提升，仍

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17]。
在次組分析方面，以  ART 與 

PrEP 是否使用相同的組合，即 ART 
藥物組合中是否含有與 PrEP 相同的 
TDF/FTC 做進一步分析，則發現使
用 ART 藥物組合中沒有含有 TDF/
FTC 的族群，則預防感染保護力些
微上升至 37%，且抗藥性發生率也下
降至 7.2%，研究中分析這個現象中
抗藥性的發生族群主要來自使用接受 
ART 的感染者，這暗示當感染者已
產生對 TDF/FTC 可能間接造成 PrEP 
的保護力下降。除此之外，研究中也

分析保護力不佳與抗藥性的原因，在

保護力不佳的部分，在伴侶為非抗藥

性感染者中，未感染且有 80% 以上
的服藥遵從性的族群，能提供 90% 
的保護力，而當服藥遵從性低於 80% 
時，保護力則降至 12%，這顯示服藥
遵從性對保護力的影響。而在抗藥性

部分，不當使用 PrEP 可能是主要的
原因，包括在潛伏期未被篩檢出 HIV 
帶原而使用 PrEP、急性感染期使用 
PrEP、已感染之伴侶帶有 PrEP 抗藥
性病毒株，不佳的服藥遵從性等。因

此積極地進行 HIV 篩檢、適時地選
擇適當有效的藥物組合治療感染者以

及感染者與未感染者雙方皆需遵照醫

囑服藥，方能有效降低感染率與抗藥

性的發生[17]。
因此，未來如何加強衛教使用 

PrEP 的族群，確保其與已感染伴侶
的服藥遵從性，並配合其他應有的防

護措施和定期追蹤，以避免治療失敗

並產生抗藥性病毒株，是我們必須審

慎面對的問題。

其他潛在隱憂

一個值得注意的 PrEP 保護失敗
的案例報告發表在 2017 年反轉錄病
毒和伺機性感染年度大會 (conference 
on retro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CROI)，55 歲未感染男性
每日服用固定配方的 TDF/FTC，服
藥期間無套性行為約 100 次，有套性
行為則為 90 次，個案同時患有淋病
和披衣菌的性傳播感染。在個案的兩

次血中 TDF 檢測結果之濃度為 2,243 
與 2,258 fmol/punch (> 1,250 fmol/
punch 即表示有良好的服藥遵從性)，
但仍然感染 HIV，研究團隊進一步
分析病毒株敏感性後，令人驚訝的是

該個案感染的病毒株為對所有 ART 
皆具感受性的野生型病毒株  (wild 
type)，研究團隊分析可能的原因包括
高頻率的性行為、生殖器與直腸黏膜

可能破損、以及 TDF 可能在直腸黏
膜組織濃度不足，雖然研究團隊還未

能解釋 PrEP 在此例失去保護力的原
因，但此例誠然是目前世界唯一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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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rEP 有效濃度之下仍發生 HIV 野
生型病毒株感染的案例[18]。

此外，在 Partners-PrEP 研究中
指出，使用 PrEP 後的無套性行為可
能有增加的疑慮，雖然此舉未必會

對 HIV 感染防護有直接影響，但可
能無法防護其他性傳播感染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包括梅
毒、B 型肝炎、C 型肝炎等，除了影
響到個人的健康外，也可能降低其他

疾病的感染管制。除此之外，Sharon 
LH 等人依據其研究提出陰道感染可
能會降低 TDF 在組織的濃度[19]，因
此提供安全防護與病人教育，是未來

推行 PrEP 必須納入的議題。
另一個需要擔憂的議題是醫療成

本與如何有效執行 PrEP，也值得我
們向國外已經推展成功的國家汲取經

驗，例如英國、澳洲、美國皆已有發

展出完整的政策與配套措施。

未來藥物的展望

目前核准用於  PrEP 的藥品僅
有 TDF/FTC 的複方藥錠，然而其中
成分 tenofovir disoproxil 長時間使用
可能會增加骨密度流失以及腎功能

損傷的風險，故劑量固定的複方藥

品只限用在肌肝酸清除率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rCl) ≧50 ml/min 的
族群，因此科學家研發出 tenofovir 
alafenamide (TAF) 來降低此不良反應
事件的發生，相較於 TDF，TAF 是較
不會影響腎功能與骨密度的配方，並

能使用在肌肝酸清除率 (CrCl > 30 ml/
min) 的族群[20]。目前 TAF/FTC 用
於 PrEP 的研究正在進行中，如能成
功，相信能嘉惠更多需要使用 PrEP 
的腎功能不佳的族群，以及減少長期

骨質與腎臟副作用風險。

科學家也陸續開發出其他具有 
PrEP 潛力的藥物或設計其他劑型，
在劑型改良方面，例如 TDF 的凝膠
劑型、塗有 rilpivirine 的避孕環、
TDF 皮下植入裝置、長效型的肌肉
注射針劑等，來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

與遵從性。

其他機轉的藥物則有拮抗 CCR5 
受體的 maraviroc (MVC)，目前已完
成第二期在 188 名高風險的未感染女
性所進行的多中心隨機分派研究：

研究中將受試者分為四組，分別接

受 MVC、MVC/TDF、MVC/FTC 與 
TDF/FTC，在追蹤 48 週後沒有任何
新的感染案例發生，發生性傳播感染

約 2%，各組間嚴重副作用方面沒有
顯著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在初期約 30% 的受試者停止使用藥
物或退出試驗，最終體內能檢測到藥

物濃度的受試者佔整體的 60%，因此
潛在藥物遵從性不佳的問題，可能要

在後續大型研究做進一步的探討與調

整[21]。

結　語

目前針對 PrEP 的研究都顯示其
可有效降低感染的發生，保護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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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群約 40~90% 之間，其中以男性
間的性行為最為有效，影響 PrEP 的
保護力最大因素是藥物的遵從性，不

佳的服藥遵從性可能降低保護力，也

可能有增加抗藥性風險之虞。在研究

中也觀察到使用藥物後演變的風險補

償行為，例如減少保險套使用進而可

能增加其他性傳播感染疾病的疑慮

等，性傳播感染疾病甚至可能會降低 
tenofovir 在目標組織的濃度，影響
個人的健康狀態。因此在推行 PrEP 
時，應有完整的衛教以及配套措施，

才能增加 PrEP 的功效，減少相關風
險的發生。

PrEP 確實能使愛滋病控制邁向
一個新的里程碑，如能有適當的政策

配合與推動，輔以完整的衛教與追蹤

篩檢配套措施，加上社會大眾的了解

及包容，相信能讓我們更接近愛滋零

傳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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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on HIV Infection Control

Ming-Shen Lin, Wei-Lun Chang, Shu-Hui Su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Far 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New Taipei, Taiwan

The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 has 
declined with current treatment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For better disease control, 
UNAIDS established a new strategy on HIV management and a new, ambitious 
treatment target. Achieving these targets by 2020 will potentially end the AIDS 
epidemic by 2030, which in turn will generate profound health and economic 
benefits.

Although many strategies had been implemented to achieve these targets, 
further interventions are required.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is key to 
promote current strategies. Current clinical trials indicate that PrEP offers great 
protection from HIV infection depending on various populations. But sadly, no 
strategy is perfect. PrEP with poor adherence provides not only poor protection 
but also potentially increase resistant mutations. For this reason, we need further 
education and support policy to enhance patient’s adherence.

PrEP is definitely a landmark for HIV infection control. It requires more 
support from different sectors to make it better. It also needs more empathy and 
tolerance given from others. I believe that we can bring us closer to the goal of zero 
HIV infe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enofovir 
disoproxil/emtricitabine (TDF/FTC),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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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疫苗以防治諾羅病毒感染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gainst 

norovirus infections
周彥宏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在小孩病毒性腸道感染是引起

主要的致病率及致死率。其中人類諾

羅病毒 (human norovirus, HuNoV) 是
腸道主要的致病原。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或地區每年約有 200,000 年齡小
于 5 歲孩童死於諾羅病毒感染。諾羅
病毒對所有的年齡層皆有可能感染，

為一傳染力極強之病毒好發于溫度

濕冷季節。感染引起之症狀主要為噁

心、嘔吐、腹瀉及腹絞痛，也可能合

併發燒、寒顫、倦怠、頭痛及肌肉酸

痛。大部分感染諾羅病毒的人可以完

全恢復，但對幼童與老人造成的嘔吐

或腹瀉可能導致脫水，進而抽搐甚至

死亡。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家報導大流

行，因此亟待發展出有效的疫苗來預

防諾羅病毒感染。

諾羅病毒流行病研究

全世界的急性腸胃炎患者在 
2006 到 2011 年間大約有 38.8 億人
[1]。其中在美國有 1.8~3.55 億人就
醫[1]，並導致每年 20 億美元的經濟
負擔[2]。根據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統
計 48 個國家涵蓋 25 年的研究指出其
中 18% 的急性腸胃炎患者是由人類
諾羅病毒引起，分別 14~19% 在發展
中國家及 20% 在已發展國家急性腸
胃炎患者是由人類諾羅病毒引起。

諾羅病毒

諾羅病毒首先在 1968 年美國俄
亥俄州的諾瓦克 (Norwalk) 腸胃炎患
者的糞便裡檢出病毒，被稱為諾沃

克病毒 (Norwalk virus)。1972 年，通
過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其形態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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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圓狀，被認為是小圓結構病毒 
(small round structured virus, SRSV) 的
一種。與從非細菌性急性胃腸炎患者

身上接連發現與諾沃克病毒相似的小

圓狀結構病毒，被稱為「類諾沃克病

毒」(Norwalk-like viruses) 或小圓結
構病毒。另外在日本還發現了札幌病

毒 (Sapporo virus)。
這種引起非細菌性急性胃腸

炎的小圓結構病毒有兩種，即類諾

沃克病毒和類札幌病毒  (Sapporo-
like viruses)。2002 年 8 月，在巴
黎召開的第  12 屆國際病毒學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virology) 
上，這兩種病毒按發現地點分別被正

式命名為「諾羅病毒」(Norovirus) 和
「札幌病毒」(Sapovirus)。

諾羅病毒是個無封套的正向單

股 RNA 病毒，二十面體顆粒，屬於 
Caliciviradae 病毒家族屬。目前有五
個基因型 (GI-GV) 可以感染人類，
豬，牛，羊，貓，狗或嚙齒類等。人

類感染案例 10% and 90% 分別由 GI 
and GII 基因型引起。在 GII 基因型分
別區分為 22 種亞基因型，其中 70% 
人類大規模感染案例是由 GII.4 亞基
因型感染引起。人類諾羅病毒的遺傳

物質為在5’ 端帶有 VPg 蛋白質及在
3’ 端有 polyadenylated 尾端的 7.5~8.0 
kilo base RNA，擁有 3 個蛋白質轉譯
區 (open reading frames, ORFs) [3]。
相對於鼠諾羅病毒 (murine norovirus, 
MuNoV) 則有 4 個蛋白質轉譯區[4]。
ORF1 表達多重非結構型蛋白質，

ORF2 及 ORF3 則是表達結構型蛋白
質包括 VP1 及 VP2 [3]，在鼠諾羅病
毒的 ORF4 是表達內生性免疫調節蛋
白質 VF1 [4]。多重非結構型蛋白質
可以再被蛋白酵素切割成六個蛋白

質片段，分別為 p48 (NS1/2), helicase 
(NS3-NTPase), p22 (NS4), VPg (NS5), 
protease (NS6pro) and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NS7pol) [5]。這些
蛋白質參與諾羅病毒的複製。結構型

蛋白質 VP1 由殼蛋白質 (shell, S) 及
突觸蛋白質 (protruding, P) 橋接組成
[6]。P 蛋白質會再區隔為 P1 及 P2 片
段[7]。VP2 蛋白質藉由與 VP1 的殼
蛋白質 (S) 作用，會幫助病毒顆粒結
構的穩定[8]。

諾羅病毒感染途徑

諾羅病毒主要感染途徑為 1. 食
入被諾羅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水。2. 
接觸被諾羅病毒污染的物體表面，再

碰觸自己的嘴、鼻或眼睛黏膜傳染。

3. 諾羅病毒只需極少的病毒量便可傳
播，因此與病人密切接觸或吸入病人

嘔吐物及排泄物所產生的飛沫也可能

受感染。諾羅病毒的潛伏期為 24 至 
48 小時，由於諾羅病毒的傳染力非
常強，有些人感染恢復後二星期內，

其糞便內尚有病毒，仍然具有感染

力。諾羅病毒因基因變異大而產生多

種型別病毒株，單一次的感染並無法

對其他型別之諾羅病毒產生完全的保

護力，未來仍有遭受感染的可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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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沒有治療諾羅病毒感染的藥物，

治療原則是適度補充水分與電解質，

以防止脫水和電解質的流失。

研究上的困境

許多研究嘗試發展人類諾羅病

毒培養模式在黏膜性上皮細胞[9]，
同時，也用人的血液衍生巨大吞噬細

胞及突觸細胞培養人類諾羅病毒但

是結果皆失敗[10]，反而鼠諾羅病毒
可以成功培養在鼠巨大吞噬細胞株 
(RAW264.7) 及突觸細胞[11]及 B 細
胞株這些細胞[12]。當人類諾羅病毒
培養在 3D 培養方式的分化型 Caco-2 
細胞或其衍生的 CBBe2 細胞，利用 
qRT-PCR 偵測方法，病毒的 RNA 量
會複製並增加 100~1,000 倍[13]。另
外，人類諾羅病毒培養在人 B 細胞或
小腸 enteroids 細胞，病毒的 RNA 量
會複製並增加 100~1,000 倍[12]。然
而產出完整的人類諾羅病毒顆粒及數

量仍不足以在實驗室試驗，因此對於

人類諾羅病毒感染在動物試驗中研究

其免疫或病理反應了解有限。

諾羅病毒引起的免疫反應

抗體及 B 細胞在諾羅病毒感染
扮演很重要角色，同時 B 細胞參與
在諾羅病毒的複製。實驗小鼠研究顯

示血清內抗體對 HBGA (histo-blood 
group antigens) 蛋白質抑制能力與保
護諾羅病毒感染具有相關性[14]，同

時諾羅病毒特異性的唾液 IgA 抗體及
可以釋出 IgG 的 B 細胞也顯示與保
護諾羅病毒感染有相關性，而具備記

憶的 B 細胞可以在諾羅病毒感染後只
能維持 180 天[15]。這些抗體主要是
辨識在 VP1 P2 區段，可以抑制病毒
感染。另外，糞便的 IgA 量也跟抑制
病毒量有關[15]。在人的研究較少但
也證實有同樣現象[16]。最近研究發
現人類或鼠諾羅病毒皆可以直接感染

細胞培養的 B 細胞[12] 顯示諾羅病毒
導致較弱的抗體反應及存在時間較短

的 B 細胞，因此關於諾羅病毒感染 B 
細胞的後續研究對於了解其保護性機

轉是很重要的。

對於人類諾羅病毒感染在人或

實驗動物引起的細胞性免疫反應的研

究較少。已知鼠諾羅病毒感染在巨大

吞噬細胞會引起 Th1 細胞激素的表
達[17]。鼠諾羅病毒 CW3 型或 CR6 
型在 C57BL/6 小鼠分別引起急性及
持續性的感染，導致 T 細胞的差異
反應；如活化的 CD8+T 細胞數量在  
CR6 型感染小鼠比在 CW3 型感染小
鼠少[18]，CD8+T 細胞可以降低病毒
量[18]。同時在小鼠研究顯示 CD4+T 
細胞可保護鼠諾羅病毒感染[19]。
另外人類諾羅病毒感染天竺鼠的迴

腸，會增加 CD8+IFN-γ+ T 細胞和
免疫調節性 T 細胞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數量[20]。由於免疫調節性 T 
細胞會抑制 T 細胞反應使得T 細胞的
活化無法發展成具有記憶性而呈現短

效性反應，因此人在感染到諾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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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個月後仍可以再被感染[21]。顯示
人類諾羅病毒會引起 Th1 免疫反應，
並具有短效對抗後來同型諾羅病毒的

感染。然而 T 細胞可保護諾羅病毒感
染的機制仍然不清楚。

諾羅病毒疫苗發展

最早開始發展人類諾羅病毒疫

苗是在 1972 年發現 Norwalk 病毒。
由於目前尚無法於生體外系統直接培

養諾羅病毒，因此無法開發去活化形

式的疫苗。目前以重組鞘膜蛋白包括

類病毒顆粒 (viral-like particles, VLPs) 
及 P 顆粒為疫苗 (表一) [22]。

利用桿狀病毒 (baculovirus)，酵
母菌及植物表達的類病毒顆粒具有

非複製性及類似自然界人類諾羅病

毒的結合性[23]。在天竺鼠研究中表
達 GII.4 型的類病毒顆粒可以部分抑
制不同基因型的諾羅病毒感染引起的

腹瀉。研究顯示人類諾羅病毒的類病

毒顆粒可以引起基因型專一性免疫

反應及針對其他變異型諾羅病毒產生

部分保護力[20]。另外利用病毒載體
來生產諾羅病毒的類病毒顆粒例如水

泡性口膜炎病毒 (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VSV) [24]，禽副黏液病毒科新
城病毒 (paramyxoviruses,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NDV) [25]，腺病毒 
(adenovirus) [26] 及委內瑞拉馬腦炎
病毒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virus, VEEV) [27]等。與其他系統表
達類病毒顆粒比較，病毒載體疫苗可

以產生相當的類病毒顆粒，因此需要

施打一劑就可以產生不錯的免疫，

然而疫苗安全性及自體存在對抗病

毒載體的免疫反應皆會影響病毒載

體疫苗的使用及效力。VSV 病毒表
達 HSP70 及 VP1 (VSV-HSP70-VP1) 
為疫苗，施打在小鼠發現有嚴重體重

降低[24]。重組性 NDV LSaSota 病毒
表達 VP1 (NDV-VP1) 在免疫小鼠研
究顯示引起專一性抗體 IgG 及脾臟 

表一　目前發展的諾羅病毒疫苗

Type VP1 domain HBGA binding  Expression system Size (nm) As foreign  Animal  Clinical 
  pattern   antigen carrier studies trials
VLPs S and P Same as native   Eukaryotic: baculovirus,  27~38 nm Yes: rotavirus  Mice, rabbits,  Yes: several 
  virion yeast, potato, tobacco,    chimpanzees,  formulations
   tomato     Gn pigs 
Vector VLPs S and P Not determined Viral: Vesicular stomatitis  27~38 nm Not determined Mice No
   virus,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adenovirus,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virus 
P particles P Same as native  Prokaryotic: E. coli,  ~20 nm  Yes: rotavirus,  Mice, Gn pigs  No
  virion Eukaryotic: yeast   influenza, hepatitis 
     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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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γ, IL-2 和 TNF-α分泌[25]。
表達諾羅病毒的 VP1 的 P 蛋白

質形成的顆粒為另一種疫苗發展，

P 顆粒包含最外層可與接受體 HBGA 
結合的 P2 及內層的 P1 [28]。P 顆粒
構型與自然的諾羅病顆粒及類病毒

顆粒相似[29]，天竺鼠研究指出 P 顆
粒的免疫抗原性相似於類病毒顆粒

[30]。在天竺鼠以 GII.4/2006b 感染的
研究，當鼻腔注射 3 次每次劑量 100 
µg 的 GII.4/VA387-derived P particle 
疫苗可提供 47% 的保護力在預防下
痢[20]。每次劑量提高至 250 µg 可
提供 60% 的保護力在預防下痢及抑
制病毒量。注射 3 次每次劑量 100 
µg 的 P 顆粒疫苗具有引起 CD4+T，
CD8+IFN-γ+ T 及調節 T 細胞活化等
[30]，顯示 P 顆粒具有引起長效性免
疫反應。

結　語

防治人類諾羅病毒的感染至今進

展緩慢。由於目前培養諾羅病毒的細

胞培養尚未完善，因此無法開發去活

化形式的疫苗。最近的研究是以表達

類病毒顆粒及 P 顆粒為疫苗抗原，其
中類病毒顆粒有些研究已在臨床試驗

去證實安全性及有效性，相對於 P 顆
粒疫苗進展在臨床前小鼠試驗，證明

可以引起諾羅病毒顆粒抗原的特異性

抗體及細胞性免疫反應。最後，由於

不同基因型的諾羅病毒 VP1 抗原差
異性大，類病毒顆粒及 P 顆粒疫苗產

生的抗體及細胞免疫反應對於不同基

因型的諾羅病毒保護效力不足 (低於 
50%)。因此多價型的諾羅病毒疫苗
仍是未來研發諾羅病毒疫苗的主要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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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之全球新興 
多重抗藥性黴菌 Candida auris

【新光醫院  梁云馨/張藏能  摘譯】

念珠菌感染是最常見的黴菌感

染原因，可引起局部性的表皮感染或

全身性的侵入性感染，根據統計，在

已開發國家中每年約有四十萬例念珠

菌菌血症 (candidemia) 案例被報導，
而念珠菌血液感染的高致死率對加

護病房患者也是一大威脅。目前被

分離出來的念珠菌屬 (Candida spp.) 
以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為
主，然而，近年來分離出一株多重

抗藥性酵母菌 (multidrug resistant 
yeast) Candida auris，此菌對常用 
azole 類抗黴菌藥物如 fluconazole 具
有抗藥性，也對 amphotericin B 或 
echinocandins 有不同程度的抗藥
性。C. auris 在 2009 年首度被日本
分離出來，至今這幾年間，陸續於

亞洲、南美發生群聚事件，而因為 
C. auris 無特殊培養鑑定方式，在目
前商業生化鑑定系統如  VITEK 或 
API-20C AUX 酵母菌的資料庫尚未
有足夠資料，使其生化反應的資料

常會與 C. haemulonii、C. famata 或 

Rhodotorula glutinis 等其他菌種產生
混淆造成鑑定錯誤；近期，尚能透過 
MALDI-TOF M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建立的資料庫，鑑
定出 C. auris 其中三種菌株，所以，
如果能夠及早並正確地鑑定出多重抗

藥性酵母菌將有助於臨床病人照護。

臨床上，感染 C. auris 的風險因
子與現今其他念珠菌感染十分相似，

包括了：腹部外科手術 (25~77%)、
使用廣效性抗生素 (25~100%)、入
住加護病房 (58%)、糖尿病 (18%)、
使用中心靜脈導管 (25~94%) 以及
惡性腫瘤 (11~43%)。C. auris 造成
的念珠菌菌血症通常發生在入院後

約 10~50 天後，死亡率約 30~60%。
由於天生對於  fluconazole 高抗藥 
(約  9 0 % )，且相關的流行病學切
割值 (epidemiological cutoff values, 
ECVs) 及抗藥性臨床指標 (clinical 
breakpoint) 尚未被定義出來，而目
前對於 C. auris 侵入性感染的最適當

189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第二十八卷四期

國內外新知



治療也無相關共識，所以在治療 C. 
auris 方面仍是一大難題。其它藥物
方面，amphotericin B 的抗藥性較為
多變，約 15~30% 的菌株有較高的 
MICs (> 2 µg/mL)，而 echinocandin 
的抗藥性較少，約只有  2~8%，如
能在感染初期儘早完成菌株的敏感

性試驗，目前 echinocandin 可用於 
C. auris  感染的第一線治療藥物，
只是 echinocandin 在尿液中較難到
達有效治療性濃度，因此可改用 
5-flucytosine 治療腎臟及泌尿系統 C. 
auris 的感染。即使如此，目前分離
出來的菌株中，有一半以上對兩類

以上的抗黴菌藥物具有抗藥性，甚

至有 4% 對所有種類的抗黴菌藥物具
有抗藥性。此外，雖然 caspofungin 
在一般情況下對於念珠菌屬的生物

膜 (biofilms) 都具有效用，然而，最
近實驗指出 caspofungin 對 C. auris 
的生物膜卻無效。不過，最近在體

外實驗發現，新的 azole 類藥物例
如 posaconazole 或 isavuconazole 對 
C. auris  有效；近期也發現另一新
藥 SCY-078 對念珠菌屬有效，其為
一種可透過口服吸收的 1,3-β-D-葡
聚醣合成抑製劑 (1, 3-β-D-glucan 
synthesis inhibitor)，藉由抑制生長及
抵抗生物膜的活性來治療黴菌感染，

可作為潛在治療多重抗藥性酵母菌 C. 
auris 之藥物。

C.  aur i s  在致病因子上與  C. 
albican 有許多相似性，包含細胞壁
的結構、外來營養及分子的獲取、侵

入組織以及酵素的釋放等。然而，

在 C. auris 基因中包含了 ATP-binding 
cassette (ABC) 運輸蛋白及 Major 
facilitator superfamily (MFS) 運輸蛋
白與藥物運輸蛋白一起被製造出來，

實驗研究發現 C. auris 的 ABC 類排
出幫浦 (ABC-type efflux) 的活性較 C. 
glabrata 的活性更為強大，ABC 類
排出幫浦可參與將藥物排出於菌體

內的功能，這也許解釋了 C. auris 對
許多 azole 類藥物天生抗藥之源由；
有趣的是，在全基因體定序中，發

現 C. auris 與 C. lusitaniae 在演化上
有高度相似，同時 C. lusitaniae 也是
在念珠菌屬中天生抗藥較多的菌種。

C. auris 除了在多重抗藥這方面造就
了致病力之外，同時也具有耐熱性，

最適生長於 37 度並可耐熱至 42 度、
耐鹽性以及有些菌種的菌體會聚集形

成聚集體不易打散等特性，也因為

這些特性，使得 C. auris 易長存於醫
院的環境中。利用老鼠實驗測試 C. 
auris 於體內之毒性，研究發現，C. 
auris 經由血行感染，體內的念珠菌
會聚集在腎臟細胞，這聚集行為被認

為是種致死性機制，C. auris 藉此逃
避免疫系統並長存於組織中。此外，

C. auris 會附著於各式聚合物表面，
藉此形成生物膜，進而對藥物有更多

的抗藥性，而這種抵抗外來藥物的生

物膜除了增加 C. auris 本身的致病力
也幫助了它在醫院環境中更加容易生

存。

在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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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的某間胸腔心臟中心發生 
50 例 C. auris 群聚，調查發現此菌持
續存在於病床周圍；同時，照顧過

帶有 C. auris 病人之工作人員鼻腔也
都帶有大量的 C. auris。同樣地，美
國在 2013 年 5 月到 2016 年 8 月間持
續發生七例群聚事件，研究調查顯

示 C. auris 在第一次感染後會持續移
生 (colonization) 在皮膚及身體不同部
位長達數周甚至數個月；此外，監測

周邊環境發現 C. auris 遍布於床墊、
床欄、床旁的桌面、椅子甚至窗台，

利用基因定序發現皆來自於病人。因

為 C. auris 長時間、不同部位及環境
的持續移生的特性，造成照護環境被

汙染並存在能夠持續傳播的風險。由

此可知，嚴格的執行感染預防及控制

對此菌的持續傳播十分重要，其中包

含了：必須隔離指標病人以及其相關

接觸物品、工作人員須採標準及接觸

防護措施、監測病人曾住過之病房是

否存在菌株、皮膚以 chlorhexidine 消
毒、環境以含氯消毒劑消毒並對病房

以過氧化氫或紫外線進行終期消毒。

目前藉由紫外線燈加強終期消毒來減

少多重抗藥性細菌及院內常見菌種感

染，也許也能透過這些措施來避免 C. 
auris 的傳播。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一項全球合作計畫採集了
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南非及委內

瑞拉 54 位病人分離出的 C. auris 菌
株，研究顯示約 93% 對 fluconazole 

抗藥、35% 對 amphotericin B 抗藥、 
7% 對 echinocandin 抗藥，其中，有 
41% 對兩類抗黴菌藥具有抗藥性，
甚至有 4% 對三類以上的抗黴菌藥具
有抗藥性，這些不同菌株間都具有高

度抗藥性並能夠在醫療院所內傳播的

現象在念珠菌屬中並不常見。也正因

為如此，C. auris 可能會在已發現的
國家中快速傳播形成潛在威脅，而對

目前尚未影響的國家也是一大隱憂，

其不只在臨床上治療困難，對資源

較為缺乏、鑑定設備不足，以及取

得抗黴菌藥物困難之國家也會造成

醫療及經濟高度負擔。C. auris 是目
前發現可對 4 種抗黴菌藥物同時具有
抗藥性之黴菌，也許我們可以說現

今抗黴菌藥物的改變及誤用，可能

是造成這株容易產生抗藥性的念珠

菌浮現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而環

境因子例如可以長存於醫療照護環

境、移生在患者皮膚，甚至是無症

狀帶菌者也是造成群聚的重要原因。

未來可以想見，多重抗藥性黴菌 C. 
auris 會和目前產生 Carbapenemase 
的革蘭氏陰性菌、困難梭狀芽孢

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抗萬古
黴素腸球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抗甲氧苯青
黴素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 
MRSA) 等一樣，成為醫療院所內感
染一個重要監測目標及預防對象。

【譯者評】C. auris 已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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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問題，在數個國家都曾發生

群聚，雖然目前台灣黴菌抗藥性計

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TSARY) 尚未偵測
到 C. auris；目前的鑑定系統還需要
時間累積資料庫，台灣的各級醫院實

驗室之鑑定設備也還需升級或倚賴國

家實驗室的偵測，因此，須對此一新

興抗藥性黴菌提高警覺，持續對未明

原因感染之可能對象進行監測。此菌

能長存環境達數月，消除上十分困

難，因此一旦新發個案，美國疾管署

建議除了要將指標個案隔離，也要對

其周遭環境、同病室室友及經常接觸

之接觸者進行監測、加強發生單位的

手部衛生及病床的終期消毒，以避免

後續的傳播並造成群聚感染後治療上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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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胱蛋白 C 早期預測腎功能用於估
算萬古黴素劑量調整

曾婉婷　程思偉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藥劑部

前　言

萬古黴素 (Vancomycin, VA) 為
預防及治療革蘭氏陽性菌 (包括抗藥
性金黃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感染
之醣肽類抗生素，因其治療區間範

圍狹窄、與血中濃度相關之治療效果

與副作用，且 90% 以原型自腎臟排
除之特性，使用 VA 治療需視病患腎
功能調整劑量頻次並定期監測藥物血

中濃度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因此準確且即時掌握病患腎
功能狀況對於療程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具不容小覷之影響。

腎功能檢測方法

目前評估腎功能多採用測定血清

中標的物質再以公式推估腎絲球過濾

率 (estimated GFR, eGFR) 的方式，臨
床上常用之公式以血清肌酸酐 (serum 

creatinine, Scr) 為主，但此為一變動
的數值，如要精準地測量 GFR 其方
法複雜、耗時、效率低落，且容易

因為外在因素而導致失準，常見影

響原因包括年齡、體重、骨骼肌病

變、臥床或癱瘓病患、飲食、腎功能

急遽變化及使用具腎毒性或腎排除

的藥物，其他評估指標包括：胱蛋

白 C (cystatin C, Cys)、菊醣 (inulin)、
碘海醇 (iohexol) 等[1]。腎絲球過濾
率亦可藉由靜脈注射外源之標記物質 
(如：菊醣、碘海醇、放射性同位素
藥劑) 並收集尿液計算出，但此方法
須收集 24 小時之尿液，若縮短時數
準確率會降低，需多次注射及抽血，

整個過程複雜、耗時、效率欠佳，因

此目前臨床最廣泛的應用仍以肌酸

酐、胱蛋白 C 為主[2-4]。

腎功能評估計算公式

常用的幾種評估公式，包括：

193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第二十八卷四期

讀者園地



Cockcroft-Gault、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 (MDRD)、慢性腎臟病
流行病學合作研究組 (chronic kidney 
disease epidemiology collaboration, 
CKD-EPI) 等 (表一)，Cockcroft-Gault 
針對肌酸酐清除率估計，但肌酸酐的

分泌除了會隨著腎功能變化，也會受

其他因素 (同前述) 影響[4]。簡單版
的 MDRD 適用於 CKD 患者，但在腎
功能正常和輕度腎不全 (大於 60 mL/
min/1.73 m2) 的人身上表現出低估真
實腎絲球過濾率的傾向，導致臨床應

用受限[5]。而 2009 年 CKD-EPI 之研
究對象除了 CKD 患者也納入了健康
人群，提出之公式更適用於高腎絲球

過濾率的病人，是目前最精確之估計

公式[6]。

血清肌酸酐

肌酸酐源自骨骼肌代謝及飲食

中的肉類，其在血中濃度穩定且可自

腎絲球自由過濾，不會被腎臟代謝及

再吸收，因此腎功能穩定則測得之肌

酸酐數值也會穩定，可以當作評估腎

絲球過濾率的指標，不過肌酸酐也會

由腎小管分泌排出，所以上述公式會

有高估腎絲球過濾率的傾向，在腎功

能正常的健康成人身上大約會高出 
10~20% [7]，若是腎功能正在逐漸惡
化，此高估的比率還會隨著腎絲球過

濾率降低而逐漸提高 (可能高至 40%) 
[8]。另外，年紀大、偏低肌肉量或
肌病變的病人身上亦常高估其腎絲球

過濾率，因此需注意給藥劑量評估是

否失準，避免劑量過多而引起較高之

腎毒風險[9]。

血清胱蛋白 C

胱蛋白  C  是一種體內穩定產
生、腎絲球可自由過濾的小分子，其

經過腎絲球過濾後會在腎小管再吸收

及代謝掉，只有極少部分會經由尿液

排出，因此無法藉由尿液測量其廓清

率。胱蛋白 C 相較肌酸酐不易受急性

表一　腎功能評估公式[14]

 計算公式

Cockcroft-Gault [(140－年齡)×理想體重 (kg) (×0.85 若為女性)]/[72×Cr (mg/dL)]
Modification of Diet in  186×Cr－1.154×age－0.203×(0.742, 若為女性)×(1.212, if 若為黑人)
Renal disease (MDRD)
CKD-EPI Female：
 Cr≦0.7 eGFR = 144×(Cr/0.7)－0.329×(0.993)age

 Cr > 0.7 eGFR = 144×(Cr/0.7)－1.209×(0.993)age

 Male：
 Cr≦0.9 eGFR = 141×(Cr/0.9)－0.411×(0.993)age

 Cr > 0.9 eGFR = 141×(Cr/0.9)－1.209×(0.993)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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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反應、肌肉量、性別及體重影響

[10,11]且有研究指出在腎絲球過濾率
降至 70~90 mL/min/1.73 m2 時，胱蛋
白 C 的濃度就已經上升，相對比之下
肌酸酐值在此區間還不會有變化，但

其是否比肌酸酐更適合用於臨床評估

腎絲球過濾率仍待更進一步的研究證

實[11-13]。
藥物動力學分析顯示相較於肌

酸酐，胱蛋白 C 更能準確估計 VA 清
除率，但其與達穩定態後 VA 波谷濃
度的關係仍待釐清[14]，併用肌酸酐
及胱蛋白 C 來預測 VA 波谷濃度之
準確度是否較單以肌酸酐評估好？

在 2014 年 Frazee 發表的研究中，以 
CKD-EPI 評估受試者 eGFR 並作為 
VA 給藥之依據，統一於第四次劑量
給藥前測波谷濃度，以 Cys 評估腎功
能的病患測得之波谷濃度在理想治療

範圍內的比率較 Scr 組高出 50% 以
上，其中又以同時參考 Scr 和 Cys 組
達標比率最高，顯示同時考慮肌酸酐

和胱蛋白 C 最能最準確預測 VA 是否
達到治療濃度[15]。2007 年 Akihiro 
Tanaka 發表之研究證實以胱蛋白 C 
估計腎絲球過濾率之 Hoek 公式，有
助於起始治療及後續 VA 劑量之調
整；其 2010 年發表之研究中，再次
顯示血清胱蛋白 C 濃度能準確預測 
VA 血中濃度[16]。

結　語

雖然上述諸項研究顯示了胱蛋白 

C 為標的能增進預估腎絲球過濾率的
準確度，進而更適切的調整 VA 劑量
以獲取良好治療效果，目前臨床上

使用 VA 治療，其血中濃度及腎功能
之常規檢測皆仍以血清肌酸酐為主要

評估標的，並無指引將血清胱蛋白 C 
列為首選，原因推測與肌酸酐評估已

行之有年、檢驗成本較低，且血清肌

酸酐雖準確率較低但誤差程度未達無

法接受之範圍等相關。根據以上相關

的研究結果顯示，目前臨床上仍是以

檢測血清肌酸酐濃度來估計腎功能，

但是，在特殊的病人族群，例如體重

過輕 (小於 40 公斤)、年齡過大 (大於 
75 歲)、嚴重營養不良等[1]，使用胱
蛋白 C 來估算腎功能相對是較準確
的。未來，期待更多大型的、本國的

研究能有明確且有力的證據來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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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本期內容共一篇原著、二篇綜論、一篇專欄及新知與讀者

園地各一篇。

原著是某醫學中心新生兒加護病房發生群聚事件，除了採

檢單位工作人員的雙手及病房環境外，同時進行手部衛生、隔

離防護及環境清潔教育訓練，並導入中心靜脈導管組合式照護

措施，制定環境清潔標準作業流程，及單位空間、硬體設備改

善，以控制此次群突發事件。今年 3 月發生國內航空公司麻
疹群聚，截至 5 月共計 24 例麻疹確定病例，包括 3 起群聚事
件，接觸者總監測人數共 8,456 人，因此第一篇綜論介紹麻疹
的疾病概論、治療方式，在預防措施方面強調疫苗接種的重要

性，更提出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消除麻疹的目標

及行動計畫，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達到根除麻疹的目標。第

二篇綜論採用文獻回顧方式探討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對 HIV 感
染控制的影響，暴露前預防性用藥確實能使愛滋病控制邁向新

的里程碑，但是使用藥物後衍生的風險補償行為，例如減少保

險套使用，其他性傳播感染疾病可能增加的疑慮等，因此在推

行暴露前預防性用藥時，應有完整的衛教以及配套措施，才能

增加暴露前預防性用藥的功效，並減少相關風險的發生。

專欄部分，由於諾羅病毒的傳染力非常強，只需極少的病

毒量便可傳播，因此與病人密切接觸或吸入病人嘔吐物及排泄

物所產生的飛沫也可能受感染。目前並沒有治療諾羅病毒感染

的藥物，治療原則是適度補充水分與電解質，以防止脫水和電

解質的流失，大部分感染諾羅病毒的人可以完全恢復，但對幼

童與老人造成的嘔吐或腹瀉可能導致脫水，進而抽搐甚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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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因此亟待發展出有效的疫苗來預防諾羅病毒感染。

國外近幾年分離出多重抗藥性酵母菌，對常用抗黴菌藥物

具有抗藥性，而且陸續在多國發生群聚事件，因此提供一篇新

知有關於醫療照護相關之多重抗藥性黴菌的文章。另外讀者園

地部分，目前臨床上使用萬古黴素治療，其血中濃度及腎功能

常規檢測仍以血清肌酸酐為主要評估標的，但對特殊的病人族

群，例如體重過輕、年齡過大、嚴重營養不良等，可能會影響

準確度，是否使用胱蛋白 C 來估算腎功能需期待更多大型的
研究。本期每篇論述皆精闢實用，希望能提供讀者在臨床實務

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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