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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和傳統微生物 
採檢法在醫院環境清潔確效之比較

陳瀅淳1　黃佩萱1　黃惠美2　施智源1　劉美芳1

臺中榮民總醫院　感染管制中心1　護理部2

為比較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和傳統微生物採檢法使用於研究醫院的差異性
及相關性，從 2014 年 6 月至 10 月期間，於中部某醫學中心呼吸加護病房針
對常被接觸的環境物品，包括鍵盤、滑鼠、電話、床欄、呼吸器面板、心電圖

監視器、床旁桌及抽痰器，選定採檢部位及面積，將採檢面積分為左右二側，

再以隨機方式，決定一側以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取樣，另一側以傳統微生物採
檢法取樣。共收集 242 套檢體，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結果有 140 套為清潔 
(57.9%)，微生物檢驗結果有 38 套為清潔 (15.7%)，兩種檢驗方式之清潔率有顯
著差異 (p < 0.001)，ATP 值與菌落數則僅呈現低度相關 (r = 0.167, p < 0.01)。
由於很多因素會影響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的判讀結果，包括菌種、菌落數、細
菌生長期、消毒劑和環境表面材質，因此建議應搭配不同的方法確認環境的清潔

度。（感控雜誌 2017:27:45-52）

關鍵詞： ATP 生物冷光反應、微生物採檢、環境清潔

前　言

近年來由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對

病人安全、醫療品質的影響，加上致

病原可以藉由污染的醫療設備表面散

播 (包括壓脈帶、聽診器、洗腎機、

X 光機) [1,2]，醫療人員可能因為手
部接觸污染的環境表面 (如床旁桌) 
或醫療設備而造成交叉散播[2-4]，以
及抗藥性微生物的流行，使得環境清

潔逐漸受到重視。文獻顯示加強環境

清潔可以降低微生物在環境表面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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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程度、醫護人員手部帶菌率及每日

移生壓力 (colonization pressure) [5]，
因此除了落實環境清潔標準流程外，

如何確認環境的清潔度是一項隨之衍

生的重要議題。

目前可見環境清潔確效的方法

包括目測法、螢光標示法、微生物採

檢法及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 
生物冷光反應法。Cooper、Malik 和 
Mulvey 等人比較目測法、微生物採
檢法和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在環境
清潔的確效，發現目測法的清潔不

清潔率，無論和微生物採檢法或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比較，都顯示有極大

的差異，而微生物採檢法和 ATP 生
物冷光反應法的結果相近，顯示主觀

目測環境表面可見的髒污，如垃圾、

灰塵、油污、血液、指紋、污跡，

不是理想、客觀的確效指標[6-8]。
Griffiths 等人比較微生物採檢法和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也有  70% 的
一致性[9]。但微生物測試因為需培
養 48 小時，無法即時反應清潔的狀
況，因此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逐漸
受到重視。但也有研究顯示 ATP 生
物冷光反應法和微生物採檢法的結果

一致性低[6]，可能因為 ATP 存在於
所有有機物質 (含食物、微生物、體
液等)，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無法區
分微生物及非微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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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為能以有效
的方法進行環境清潔的確效及提供客

觀的數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比較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和微生物採檢法
使用於環境清潔度判斷的差異性及相

關性，以做為擬定研究醫院環境清潔

監測方法之依據。

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期間為 2014 年 6 月至 10 
月，以中部某醫學中心有 24 床之呼
吸加護病房為研究場所，採前瞻、以

抽籤隨機性的採樣方式，選出每次護

理站採檢的鍵盤、滑鼠及電話，以及

採檢病床號。每床根據文獻指出病床

週遭常被接觸的環境物品，包括床

欄、呼吸器面板、心電圖監視器、床

旁桌、抽痰器及點滴架共 6 項物品進
行採檢 (若採檢病床旁未完全配備上
述 6 項物品時，則就有配備之上述物
品進行採檢) [8,10]。採檢前就已選定
之採檢面積，將採檢面積依長度均分

為左右二側，再以抽籤隨機方式決定

一側以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取樣，
另一側以微生物採檢法取樣，不同品

項採檢面積不一樣，但相同品項的採

檢面積則一致，採檢時機未特定於清

潔前或清潔後[11,12]。本研究共有 2 
名感染管制護理師負責採檢工作及 1 
位醫檢師負責檢驗工作，當次同一取

樣面積的兩側採檢工作，須由同一位

感染管制護理師負責。

本研究使用 Hygiena Ultrasnap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測管取樣，持檢
測管裡的無菌採樣棉棒以旋轉抹拭採

檢面積表面後，立即將採樣棉棒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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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管鎖緊，折斷上層藥液區閥筍，

擠壓藥液至下層檢測管，搖勻 5 秒鐘
使充分混合，再將檢測管置入生物冷

光儀測定孔內進行判讀。當 ATP 值
小於 100 RLU (Relative Light Unit) 時
為「清潔」，介於 101~199 RLU 間
為「須加強」，等於或大於 200 RLU 
為「髒污」[13]；微生物採檢法取樣
之菌落數少於 2.5 CFU/cm2 視為清潔
[14]。

以微生物採檢法取樣之檢體，

採檢前先將棉籤置入胰蛋白酶大豆

肉湯 (trypticase soy broth) 潤溼，再
旋轉抹拭採檢部位後，將棉籤置入 
5 ml 胰蛋白酶大豆肉湯內，振盪 20 
秒，取出 0.2 ml，另與 2 ml 的胰蛋
白酶大豆肉湯混合，依 10 倍系列稀
釋為 10 倍、100 倍及 1,000 倍三種
稀釋倍數。將原倍數、10 倍、100 
倍及 1,000 倍共 4 管的稀釋液，每 
1 管分別於血瓊脂平板 (blood agar 
plate, BAP)、伊紅美藍培養基 (eosin 
methylene blue medium, EMB) 及硫乙
醇酸鈉肉湯 (thioglycolate broth) 各接
種 0.5 ml，再放置於 5% CO2、35℃
的孵育箱，於 24 小時及 48 小時觀察
菌落數[15]。

本研究資料分析採 SPSS 22 軟
體，以描述性分析基本資料，以 
Kruskal-Wallis test 分析 ATP 生物冷
光反應判讀清潔、待加強及髒污三

組的菌落數是否有所差異；以 Mann-
Whitney U test 進行 ATP 值為清潔、
待加強及髒污三組菌落數的兩兩

事後檢定；以 Yate’s correction of 
contingency 及 Fisher’s exact test (期望
個數 < 5) 分析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
驗與微生物檢驗二者清潔度是否有所

差異；以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分析 ATP 值與菌落數之相關性。

結　果

共收集 242 套檢體 (含 242 個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體與 242 個微
生物檢驗檢體 )，各環境表面，滑
鼠、電話及床旁桌 ATP 值與菌落數
的清潔率一致，其他部份 ATP 值與
菌落數的清潔率則呈現顯著差異 (p 
< 0.05)。整體 242 套檢體中，ATP 值
與菌落數結果的清潔率不一致 (p < 
0.001) (表一)。

各環境表面 ATP 值與菌落數相
關性部分，僅呼吸器面板的 ATP 值
與菌落數呈中度相關 (r = 0.366, p < 
0.05)，其他環境表面在二者的檢驗結
果皆無相關 (表二)。

在 242 套檢體中，ATP 為清潔、
待加強及髒污三組在菌落數的差異部

分，髒污組菌落數顯著多於清潔組及

待加強組 (p < 0.01)，而清潔組及待
加強組之菌落數則無明顯差別。在相

關性部分，無論是清潔組、待加強組

或髒污組的 ATP 值與菌落數均無相
關，而全數檢體的 ATP 值與菌落數
僅呈現低度相關 (r = 0.167, p < 0.001)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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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環境表面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與微生物採檢清潔率之比較 (n = 242)

品項 樣本數  ATP 值 (RLU)                     菌落數 (CFU/cm2)
  清潔 (%) 待加強 (%) 髒污 (%) 清潔 (%) 髒污 (%) p 值註 
1. 鍵盤 13 10 (76.9) 1 (7.7) 2 (15.4) 1 (7.7) 12 (92.3) < 0.05
2. 滑鼠 13 6 (46.2) 5 (38.5) 2 (15.4) 6 (46.2) 7 (53.8) 1.000
3. 電話 13 7 (53.8) 5 (38.5) 1 (7.7) 10 (76.9) 3 (23.1) 0.411
4. 床欄 34 25 (73.5) 5 (14.7) 4 (11.8) 3 (8.8) 31 (91.2) < 0.001
5. 呼吸器面板 34 27 (79.4) 5 (14.7) 2 (5.9) 3 (8.8) 31 (91.2) < 0.001
6. 心電圖監視器 34 17 (50.0) 11 (32.4) 6 (17.6) 2 (5.9) 32 (94.1) < 0.001
7. 抽痰器 34 12 (35.3) 6 (17.6) 16 (47.1) 4 (11.8) 30 (88.2) < 0.05
8. 床旁桌 34 12 (35.3) 9 (26.5) 13 (38.2) 5 (14.7) 29 (85.3) 0.093
9. 點滴架 33 24 (72.7) 8 (24.2) 1 (3.0) 4 (12.1) 29 (87.9) < 0.001
整體 242 140 (57.9) 55 (22.7) 47 (19.4) 38 (15.7) 204 (84.3) < 0.001
註：以 Yate’s correction of contingency 及 Fisher’s exact test (期望個數 < 5) 進行 p 值檢定時，
2×2 表格的數據分別：(1) ATP 值為清潔者之檢體數；(2) 菌落數為清潔者之檢體數；(3) 加總 
ATP 值為待加強及髒污之檢體數；(4) 菌落數結果為髒污者之檢體數。

表二　各環境表面 ATP 值與菌落數之相關分析 (n = 242)

品項 樣本數 ATP 值 (RLU) 菌落數 (CFU/cm2) 相關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係數註 
1. 鍵盤 13 82.77 (±71.54) 70.81 (±115.26) 0.182 0.553
2. 滑鼠 13 111.66 (±73.98) 12.08 (±22.96) 0.007 0.982
3. 電話 13 105.69 (±83.16) 4.35 (±9.27) 0.247 0.416
4. 床欄 34 155.21 (±410.91) 324.02 (±734.52) 0.187 0.287
5. 呼吸器 34 92.68 (±167.32) 521.70 (±2,327.17) 0.366 < 0.05
6. 心電圖監視器 34 393.41 (±1,201.09) 315.69 (±637.44) 0.193 0.274
7. 抽痰器 34 92.68 (±167.32) 521.70 (±2,327.17) 0.245 0.163
8. 床旁桌 34 546.53 (±1,443.31) 45.18 (±106.20) 0.135 0.445
9. 點滴架 33 71.42 (±71.93) 39.24 (±56.59) 0.107 0.552
註：以 Pearson’s rank correlation 進行相關性檢定

表三　ATP 值 (RLU) 與菌落數 (CFU/cm2)

     ATP 個數 (%)  ATP 值 (RLU)   菌落數 (CFU/cm2) p 值 事後檢定  相關係數 p 值
判讀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註1) (註2) (註3)
A. 清潔 140 57.9 40.9 (±28.7) 122.08 (±395.72)   0.091 0.288
B. 待加強 55 22.7 137.4 (±30.2) 176.81 (±512.94) 0.006 A < C -0.103 0.455
C. 髒污 47 19.4 953.1 (±1,570.9) 725.22 (±2,144.85)  B < C 0.200 0.178
總計 242 100.0 240.0 (±772.2) 251.66 (±1,040.25)   0.167 < 0.01
註1：以 Kruskal-Wallis test 進行三組菌落數的檢定
註2：以 Mann-Whitney U test 進行三組菌落數的事後檢定
註3：以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進行 ATP 值與菌落數相關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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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有關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
和微生物檢驗比較，在 Malik 等人
的研究，顯示二者的結果有高度的

一致性[7]，然而在 Sherlock 等的研
究顯示，在相同的環境表面採樣，

ATP 值和菌落數卻呈現顯著的不同 
(p < 0.001)，以 ATP 值來預測菌落
數 < 2.5 cfu/cm2 的敏感度及特異度
均為 57% [8,14,16]。文獻發現，菌
落數會影響 ATP 值，在 Turner 等人
的研究，以 Charm novaLUM (Charm 
Sciences Inc.)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測
管檢驗 E. coli 和 S. aureus 的菌落數
至少分別要達 104 及 102 cfu 方能被偵
測，當以聲裂法處理過 E. coli 後，
也需達 103 cfu 方可偵測，顯示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無法完全溶解 E. 
coli [17]。另外，Omidbakhshi 的研
究發現不同廠牌的 ATP 生物冷光反
應檢測管有其最低菌落數之限制，

如 Charm novaLUM (Charm Sciences 
Inc . )  為  617 ,000  c fu，EnSURE 
Hygiene Meter-ATP-205 (Hygiena/
Scigiene Corporation) 為 240 cfu，
Clean-Trace NG Luminometer UNG2 
(3M Company) 為 898 cfu，Kikkoman 
L u m i t e s t e r  P D - 2 0  ( L u m i n u l t r a 
Technologies Ltd.) 為 56,000 cfu [18]。
本研究有多於九成檢體的菌落數低於 
103 cfu，因為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
對低菌落數較無鑑別力，可能因此造

成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測及傳統微

生物檢驗清潔率，以及 ATP 值與菌
落數未呈一致性的原因。

其他影響  ATP 值的因素，如 
Vogel 等發現細菌處在不同的生長
期，最低菌落數的判讀限制也會不

同，E. coli 和 S. aureus 無論在適應
期、對數期、停滯期或死亡期，在 
ATP 值為 0 RLU 時，各時期的菌落
數並不等於 0，E. coli 以對數期的菌
落數最低，停滯期的菌落數最多；但 
S. aureus 以適應期的菌落數最低，停
滯期的菌落數最多[19]。Omidbakhshi 
等也發現多數的消毒劑會抑制 ATP 
值，包括漂白水、過氧化氫、酒精、

酚類等，且對不同廠牌的 ATP 值影
響程度不一，因為在抹拭環境時，可

能會把殘餘在環境表面的消毒劑帶

入檢測管內，因此不建議以 ATP 值
來比較不同消毒劑的消毒效果[18]。
另外，環境表面材質也會影響 ATP 
值，在 Shimoda 等的研究發現，在
附著相同菌量的材質表面，包括氯

乙烯、ABS 樹脂、美耐皿、不銹鋼
及木頭，結果以不銹鋼的 ATP 值最
低，木頭的讀數最高，且達顯著差

異。一般咸認為平滑表面較不易藏污

納垢，但 Shimoda 等的研究卻顯示，
當以 ATP 生物冷光反應法檢測平滑
表面時，恐會高估平滑表面的清潔度

[20]。本研究採檢的環境品項，不規
則表面，如滑鼠、電話及床旁桌，比

平面的採檢表面，如鍵盤、床欄、呼

吸器面板及心電圖監視器，ATP 值與
菌落數兩者的清潔率較一致，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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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部分則無規則可循。

文獻建議，當選擇判讀標準及

評估清潔成效的方法時，應考慮環境

的清潔度，在病人及感染病人或占床

率高的環境，應以較寬鬆的標準來判

讀結果，而在清潔度高的環境，使用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時，應搭配
目測法或/和微生物採檢來評估清潔
的成效[14,21]。Griffith 等建議以 500 
RLU 為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清潔
的標準值、以 2.5 cfu/cm2 為微生物採
檢清潔的標準值[21]。本研究 ATP 生
物冷光反應檢驗結果的判讀乃依據原

廠建議，若以 500 RLU 作為本研究
清潔之標準，則 ATP 值呈清潔之檢
體共 173 套 (71.5%)，而菌落數呈清
潔之檢體 38 套 (15.7%)，結果仍呈現
顯著的差異 (p < 0.001)。因此如何訂
出清潔的標準值，應參考文獻建議，

視使用的需要、限制和 ATP 生物冷
光反應檢驗系統而定，較低的標準值

會得到較大的變異性[17]。
由於很多因素會影響 ATP 生物

冷光反應檢驗的判讀結果，包括菌

種、菌落數、細菌生長期、消毒劑和

環境表面材質，加上不同環境清潔確

效方法應考量結果回饋的即時性，如

目測法、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法和
螢光標示法可以立即提供清潔人員環

境清潔狀況，而微生物採檢法則需時

至少 48 小時方能得知結果，因此建
議應搭配不同的方法確認環境的清潔

度，如以 ATP 生物冷光反應檢驗搭
配微生物採檢法，或是 ATP 生物冷

光反應檢驗搭配目測法或/及微生物
採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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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Usefulness between 
Adenosine Triphosphate Bioluminescence 

and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for the 
Evaluation of Hospital Cleanliness

Ying-Chun Chen1, Pei-Hsuan Huang1, Hui-Mei Huang2, Zhi-Yuan Shi1, Meei-Fang Liu1

1Departments of Infection Control, 
2Nursing,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To compare the usefulness of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bioluminescence 
with that of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for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 cleanliness in a 
medical center,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June to October 2014 from surfaces 
in nursing stations and patient surroundings in a respiratory intensive care unit 
that were frequently touched, including computer keyboards and mice, telephone, 
bedrails, control panels of feeding pumps, and electrocardiography monitors, 
bedside tables, and suction machines. Each sampling area was divided into two 
sides equally, and the side to be assessed by using either ATP bioluminescence 
or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was decided. Among 242 samples, the passing rates 
were 57.9% and 15.7% with ATP bioluminescence and microbiological sampling, 
respectively (p < 0.00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TP bioluminescence 
and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was 0.167 (p < 0.01). Many factors influenced the ATP 
bioluminescence readings, including bacterial species, colony counts, bacterial 
growth phases, disinfectants, and material surface properties. Therefore, we suggest 
evaluating hospital cleanliness by using different parameters at the same time, such 
as visual assessment and ATP bioluminescence or microbiological sampling.

Key words: ATP bioluminescence,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hospital cleanliness, 
environmental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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