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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科醫師對抗藥性議題之 
問卷調查報告

郭書辰　石舒嫚　莫文秀　陳宜君　熊昭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1 9 2 8  年亞歷山大‧佛萊明 
(Alexander Fleming) 偶然發現盤尼西
林後，抗生素成為使用最廣，救人最

多的藥物之一，然而抗生素的大量使

用所導致的抗藥性問題在全球蔓延，

造成龐大的經濟與醫療負擔，因此近

年來，各國莫不積極介入以解決此重

大議題。台灣政府、學界、醫界也依

循歐美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對抗
抗藥性之策略[1]，逐步推行各項政
策與指引。

本研究以問卷詢問感染科醫師意

見，希望從專家角度了解台灣抗藥性

現況與因應方式。

方　法

問卷於 2019 年在台北舉行的感
染症醫學會年會會場發放，針對感染

科醫師進行調查，預計蒐集 200 張。
問卷包括台灣抗藥性之嚴重程度與影

響與因應方式。後者依照衛生組織建

議大綱設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對抗

抗藥性細菌方式包括：抗生素合理使

用、鼓勵新疫苗/藥物/診斷方法、正
視抗藥性危機、強化調查與研究能

力、利用感控手段減少感染[1]。

結　果

共回收 178 張問卷。以下說明問
卷結果。

參與者基本資訊

參與者以 30~39 歲與 40~49 歲
居多，分別佔 42.5% 與 36.5%。區
域醫院與醫學中心佔最大宗，分別

為 38.8% 與 37.1%，半數 (53.8%) 來
自於北部，其次為南部 (26.0%)，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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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之嚴重程度與影響

細菌抗藥性為全球問題。在台

灣，98.9% 醫師認為細菌抗藥性嚴
重，65.0% 認為比起美國、法國、英
國等地，台灣抗藥情況較為嚴重 (圖
二)。

抗藥性對於臨床影響甚鉅，

93.8% 醫師會被迫改變抗生素療程 
(圖二、三)，使用更廣效或多種抗生
素，且在無藥可用之下，可能會考慮

使用副作用較高的藥物拯救病人生

命。即使如此，病人預後仍然較差，

如住院天數延長、治療花費變高。

對抗抗藥性細菌因應方式

一、抗生素合理使用

WHO 建議能穩定取得有品質的
抗生素，然而 41.0% 醫師認為在台
灣某些品項抗生素取得不易，57.3% 
醫師遇到抗生素短缺而影響病人治

療的情況 (圖四)。最常缺的抗生素
為窄效型 penicillins (如 benzathine 
penicillin G)，cefepime 與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細菌產生抗藥性會無藥可醫，相

同地，無法取得抗生素亦是另一種無

藥可醫，兩者是一體兩面。因此臨床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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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2%

59.6%

62.4%

67.4%

71.4%

72.5%

78.1%

87.6%

87.6%

其他

臨床進步比較慢

造成病人無法即時得到適當抗生素治療

更常使用副作用較高的抗生素（如肝腎毒性高者）

臨床預後較差（如死亡率或併發症變高）

治療花費更高

住院天數變長

更常合併兩種以上抗生素治療病人

更常使用廣效型抗生素

抗藥性細菌的出現，對於臨床有何影響 [ 177人填答]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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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與圖三類似：像是較差的預後，

醫療負擔加重，使用其他毒性比較大

的藥物等 (圖五)。
對於抗生素缺貨，醫師認為最可

能的原因如圖六，其中包括兩大醫院

內部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是國外有

藥，但沒有進入台灣，第二是全球性

的缺藥。

被問到醫療主管機關  (如衛福
部)  的政策能否促進「抗生素合理
使用」，絕大多數醫師抱持中立 
(41.5%) 或正面肯定 (42.1%) 態度。
診所與醫院無法合理使用抗生素的

原因大致相同 (圖七)，包括防禦性
醫療，避免產生法律糾紛；某些醫

師對抗生素或感染症知識不足 (診所 
83.7%，醫院 85.4%)；業務繁重，無

足夠時間調整抗生素。

二、鼓勵新疫苗/藥物/診斷方法
歐美各國為了解決抗生素

研發遲滯不前的困境，透過修改

法規與政策，簡化審查與延長專

利保護，近年已有許多抗生素問

世。9 6 . 1 %  醫師認為台灣應該引
進這些新抗生素。前三名最需

要新藥的抗藥細菌 c a r b a p e n e m -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與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這三類細菌也是 
WHO 認為全球最緊急需要新藥的細
菌[2]。

台灣近年來新藥引進數目不多，

0.6%

30.9%

38.2%

42.1%

43.8%

51.7%

52.3%

54.5%

55.6%

59.0%

59.6%

其他

將病人轉至其他醫療機構

病人臨床預後比較差

住院更久

延遲治療

使用較無效的抗生素

使用副作用較高的抗生素 （如肝腎毒性高者）

治療效果不好

使用更貴的抗生素

使用更廣效的抗生素

合併兩種抗生素治療

抗生素短缺造成的影響 [ 175人填答]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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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32.6%

47.8%

57.9%

58.4%

其他

醫院品項有，藥局存量不足或根本沒進貨

醫院採購時就沒有此品項

藥廠本身問題 （如製造不足等）

其他國家有，但藥廠沒有製造或進口到台灣

短缺的主因 [ 172人填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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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醫師認為最可能的原因為「獲利
太低 (藥價過低)」。51.1% 認為「引
進台灣時，政府的行政流程過於繁

雜」(圖八)。相對而言，「成本過高 
(人事行政、庫存等開銷)」，「台灣
市場不大」，「專利保護期不夠長」

則為次要原因。

三、正視抗藥性危機

對抗抗藥性的第一步是要正視、

了解抗藥性的嚴重性。有 45.2% 醫
師認為政府一般部門了解抗藥性嚴重

性，相較之下，主管機關 (如衛福部) 
較為暸解，68.9% 醫師抱持正面或中
立態度。而院內醫療人員對抗藥性的

了解程度更高 (> 73%) (表一)。

圖八

表一　是否暸解抗藥性的嚴重性

是否了解抗藥性的嚴重性 非常了解 頗為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非常不了解

政府 (非主管機關，如行政院)a 3.3% 10.2% 31.6% 32.2% 22.6%
醫療主管機關 (如衛福部)b 6.8% 23.7% 38.4% 19.8% 11.3%
醫院高層c 9.0% 26.4% 37.6% 20.2% 6.7%
醫療同仁d 6.7% 30.9% 36.0% 21.9% 4.5%
a, b 177 人填答
c, d 178 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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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調查與研究能力

46.7% 醫師認為政府研究補助單
位 (如科技部) 鼓勵抗藥性之調查與
研究，而 42.1% 抱持中立態度。然而
待加強之處包括：增加經費、培育人

才、與資料公開等 (圖九)。

五、利用感控手段減少感染

本調查反映了政府主管機關政

策在感控上的努力 (圖十)，88.7% 醫
師認為醫療主管機關 (如衛福部) 近
年有推行感控政策與計畫，55.7% 認
為頗為積極或非常積極。且 96.6% 認
為，這些政策符合國際標準 (如 care 
bundle)。僅 10.8% 認為這些政策無助
於減少院內感染。

可能由於醫療人員  (包括醫院

高層) 對於抗藥性議題較為熟悉 (請
見三、正視抗藥性危機)，因此醫院
高層也都十分支持感控政策，僅有 
7.4% 不支持，而 82.2% 感染科醫師
認為院內同仁都能遵守相關政策 (圖
十一)。

討　論

抗藥性被 WHO 列為當前迫切需
要解決的議題，抗藥性造成龐大的醫

療與社會負擔，台灣與世界各國相

同，也面臨此一嚴重威脅。本調查顯

示過半數感染科醫師認為台灣抗藥性

問題比歐美嚴重，可能是因為本問卷

並無指出何種細菌的抗藥性問題；細

菌抗藥性盛行率會因地區有所差異，

0.6%

36.5%

48.3%

61.2%

66.3%

70.2%

70.8%

59.0%

67.4%

75.3%

其他

增加 reference laboratory 數目與功能

增加農畜牧業抗藥細菌調查

增加全國人類抗藥細菌調查

農畜牧業細菌抗藥調查結果應更易取得

全國人類細菌抗藥調查結果應更易取得

農畜牧業抗生素用量應公開

全國人類抗生素用量應公開

培育更多相關人才

增加政府對於 MDR 研究經費

台灣抗藥性調查與研究可以進步的空間 [ 178人填答]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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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鮑氏不動桿菌在東南亞地區抗藥

性 (包括台灣) 就遠較歐美嚴重[3]，
但萬古黴素抗藥性腸球菌直到近幾年

才急起直追[4]。考量問卷目的、篇
幅與填答意願，此問題並未就各細菌

提問。抗藥性對於臨床影響甚鉅，國

外文獻指出抗藥性對於病人有嚴重不

良影響 (死亡或器官傷害等)，也會耗
費大量醫療資源[5]，這些與此次調
查結果相同 (圖三)。

抗生素缺藥的根本原因中獲利過

低是最核心的。多數藥廠不願生產無

圖十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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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保護的抗生素，尤其是抗生素針

劑，高品質原料藥成本高，製造規格

高，需單一生產線，品管成本高且查

驗嚴格。仰賴少數藥廠製造的後果就

是供貨與品質不穩，著名的例子就是 
streptomycin 與 penicillin 的全球性缺
藥[6,7]。雖然台灣醫藥進步，有能力
生產大部分學名藥，但是大多數藥廠

一樣不願生產無利可圖的抗生素。如

何增加誘因，回歸市場機制，或輔導

藥廠穩定生產高品質的抗生素，目前

仍是各國政府的難題。

舊的抗生素可能缺藥，新的抗生

素也不易進入台灣。醫療端認為最可

能的原因是健保藥價過低，而健保藥

價問題需權衡健保財政與病人權益，

國內已有許多討論，但目前尚無共

識。行政流程問題，於 2016 年後，
藥品查驗中心針對美國 FDA、歐盟 
EMA 或日本 MHLW 其中兩地區已核
准上市的新藥，訂定精簡審查程序，

希望能讓新抗生素早日進入台灣並保

障病人的權益，此一政策的效果仍須

後續研究評估。

感染不易診斷，而延遲處置必然

造成較差的預後。國外已有報導醫病

關係緊張，醫療人員為避免糾紛，而

被迫過度使用抗生素，外國文獻指出 
70~90% 醫師曾採取防禦性醫療[8]，
其牽涉之法律、究責文化、台灣包醫

心理等，相當複雜難解。對於知識不

足，研究指出有效的教育方案可以促

進抗生素合理使用，台灣已有許多課

程與指引。醫療人員負擔過重、看

診訪視時間不足、決策疲勞 (decision 
fatigue) 等因素，也與抗生素濫用有
關[9]。在現今門診住院量龐大的台
灣，要如何讓醫療人員工作量合理

化，是政府的一大考驗。

縱使抗藥性在全世界奪走數以

萬計的生命，在台灣，民眾/非衛生
部門之政府部門仍對抗藥性十分陌

生：新聞裡多是癌症與心、腦血管等

疾病。民眾因此認為細菌抗藥事不

關己，政府自然無法著墨於此一議

題。相較之下，每天接觸抗藥性的醫

療人員則很清楚此一威脅。所幸台

灣政府相關部門為了增加此議題的

能見度，近年響應許多國際抗藥性

活動，例如美國發起之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與世界衛
生組織的 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JEE) 評量，更於 2018 辦理「APEC 
對抗抗生素抗藥性威脅之策略性行動

國際研討會」，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顯示主管機關的重視。醫策會也於

去年舉辦「世界抗生素週」，呼應 
WHO 的「World Antibiotic Awareness 
Week」，邀請許多政府單位與 4 大
醫療相關學會一起啟動台灣抗生素

週。

了解國內抗藥性問題嚴重程度，

才能制定相對應的政策，公開資料

能讓民眾媒體了解迫切性，政府方

能推動政策，再評估政策是否成功 
(抗藥性是否下降)，這些步驟都需要
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其重要性可見

一斑。國內人類大型的抗藥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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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包括 TNIS (Taiwan Nosocomial 
In fec t ion  Surve i l l ance )，TSAR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與 SMART (Surveillance 
of Multicenter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Taiwan) 等。TNIS 定期將資料放
於 CDC 官網，TSAR 則將資料回饋
參與醫院，並每兩年舉行研討會。國

衛院將 TNIS 與 TSAR 資料整合於一
互動式網站 (https://infection.nhri.org.
tw/)，可供查詢。政府近年刪減多種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希望降低動物用

抗生素用量，但 WHO 建議的相關農
業資料仍無法輕易取得。

各國皆努力利用感控減少感染與

抗藥性，我國在 2003 年歷經 SARS 
重創，更凸顯感染控制之重要，因此

我國政府修正傳染病防治法及訂定相

關子辦法，並陸續推行醫療機構感染

管制政策 (圖十二)，包括「全民健康
保險醫院總額加強感染控制實施方

案」、「醫護人員手部衛生推廣」、

「中心導管照護品質提升」以及「抗

生素管理」等多項國家型行動計畫，

頗有成效[10]，如健保管制門診上呼
吸道使用抗生素取得重大成效，降低

上呼吸道病原菌之抗藥性[11]。疾管
署之多項政策針對住院病人也有所

斬獲；如中心導管組合式照護施行

後，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有下降之趨勢

[12]。衛福部亦編纂諸多各項感染管
制措施指引，經由感染症專科醫師與

感染管制師組成之「感染控制組」審

查後，供醫療機構參考遵循。然而在

經費上，國內仍無法達到 WHO 所建
議之「國家抗微生物抗藥性行動計畫

已有明確的經費來源」，經費多為任

務/計畫性質，任務/計畫結束後則無
以為繼，實為可惜。

總　結

感染症專家認為政府與醫界皆有

遵循 WHO 之策略解決此一問題，然
美中不足的是國內誘因不足，新抗生

素引進不易，若干舊抗生素供應亦不

穩定；一般政府部門不甚了解抗藥議

題嚴重性；抗藥性的研究與調查則限

2002
醫院感控
輔導計畫

2005
健保總額
「加強感
控」方案

2013
中心導管
品質提升

2015
侵入性醫
療措施
品質提升

2005
醫院感染
管制查核

2010
手部衛生
推廣計畫

2013
抗生素管
理計畫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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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費短缺、人才缺乏、與資料不易

取得。期望本調查能拋磚引玉，未來

研究得以更深入探討與解決問題，減

緩台灣抗藥性問題。

感　謝

感染症醫學會於 2019 年會提供
場地，使問卷調查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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