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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 Serratia marcescens 中心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重症病人之死亡預測
因子與分離株抗生素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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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　3臨床醫學研究所　4醫學系

過去 30 年間 Serratia marcescens (S. marcescens) 已成為常見的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致病原之一，伴隨革蘭氏陰性菌分離比率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中逐

年增加，而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位居加護病房首要議題，S. marcescens 對
重症病人之影響不容輕忽。本研究採回溯性研究，分析 2011 年至 2018 年 6 月
間，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病人之臨床資料、檢驗數據、和分離株之藥物敏感性測試結果。經多變項邏輯

斯分析顯示，14 天死亡之相關危險因子包括：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疾
病 (odds ratio (OR) 5.5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28.03, p = 0.036)、
敗血症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 及 Pitt bacteremia score (OR 
3.11, 95% CI 1.17~50.40, p = 0.008)，主要且唯一的保護因子為移除中心導管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此外，自確認中心導管血流相關感
染發生後，每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風險則上升 2.5 倍。而分離菌株的抗生素
敏感性測試結果，發現對 ceftazidime 的感受性僅有 70.3%，但對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94.6%)、amikacin (97.3%)、gentamicin (91.9%)、ertapenem 
(97.3%)、imipenem (100.0%) 等幾類抗生素，則依舊保有極高的敏感性，可做
為經驗性抗生素的選擇。（感控雜誌 2019:29:219-232）

關鍵詞： Serratia marcescens、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抗生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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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 向來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s) 
之重要議題，除導致較高死亡率、延

長住院天數、增加額外醫療費用，

對加護病房重症病人之影響不容小覷

[1-3]。Mishra 等人於 2017 年發表的
研究中指出，免疫不全狀態及中心導

管留置天數超過 10 天，分別為加護
病房病人併發 CLABSI 之獨立危險
因子[4]；同年台灣北部某醫學中心
之研究，同樣指出加護病房病人留

置中心導管至產生 CLABSI 之平均
天數為 8 天，較高的 Pitt bacteremia 
score、或自產生 CLABSI 後至導管
移除天數較長等兩項因子，皆為增

加 14 天死亡率之獨立因子[5]。不同
於過往以革蘭氏陽性菌 (gram-positive 
bacteria, GPC) 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大宗，近年來，革蘭氏陰性菌 (gram-
negative bacteria, GNB) 之分離比率
日益增加[6-7]，當中又以腸桿菌科 
(Enterobacteriaceae) 研究最為興盛，
根據已發表的研究指出，多重抗藥性

菌株感染者的死亡率近 60% [8-10] 。
S e r r a t i a  m a r c e s c e n s  ( S . 

marcescens 黏質沙雷氏桿菌) 為嗜氧
革蘭氏陰性桿菌，隸屬腸桿菌科，儘

管其毒力 (virulence) 對健康個體致病
性相對偏低，但對免疫力相對低下

或罹患嚴重疾病的病人，依舊有致

命可能，過去 20 年間也陸續有多篇
報導指出，曾於醫院環境或醫療器

材上分離出該菌種，並導致規模大

小不等之群突發 (outbreak) 事件[11-
12]。臨床上，S. marcescens 所引起
的多樣化疾病，如：腦膜炎、呼吸道

感染、泌尿道感染、膽道感染、腹膜

炎、傷口感染及血流感染，使其成為

不容忽視的院內致病原 (nosocomial 
pathogen) 之一[13-14]。根據先前
研究顯示，病人接受長時間的免疫

抑制治療、近期內使用過抗生素、

導管留置、具潛在疾病如慢性阻塞

性肺病或糖尿病，都是易於得到 S. 
marcescens 感染之危險因子；而營養
狀態不佳、罹患惡性腫瘤疾病、或

初始表現即為嚴重疾病之病人，在

確診 S. marcescens 菌血症後有較高
之死亡率，約為 20~40% [15-16]。此
外，針對台灣 S. marcescens 抗藥性的
監測，有研究匯集了 2002 年至 2010 
年間不同區域、不同醫院規模及不

同部位分離之檢體，比較逐年趨勢

後發現，S. marcescen 對 ceftazidime 
(93.8%) 與 imipenem (99.3%) 的感受
性持續良好，但 fluoroquinolone 類
如 levofloxacin (72.7%)、ciprofloxacin 
(63.8%) 的效果已大幅降低[17]。

然而，回顧既有文獻，尚無單

一針對重症病人 S. marcescens 中心
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研究，評估其死

亡率相關之危險因子與其菌株抗藥

性分析，進而能提供臨床上對此族群

病人適切的照護指引。以南部某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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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收案病人 (含內科、外科、心
臟內外科、神經內外科) 為例，該院
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革
蘭氏陰性菌所致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事件中，總計分離 270 株致病原；
Enterobacteriaceae 合計 132 株，比
率自 2011 年之 30.8% 逐年攀升，其
中 S. marcescens 佔 37 株，於革蘭氏
陰性菌菌株之佔比，於 2016 年驟升
至 23.5% 後，自 2017 年迄今皆高於 
30% (圖一)。故本研究將針對該醫學
中心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
流感染病人此族群，透過分析病人臨

床資料和分離菌株之特性，試圖找出

影響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子，並統
計、比較菌株對各類抗生素之抗藥

性，期望能協助臨床作為往後照護病

人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篇研究採回溯性研究，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台灣
南部某醫學中心成人加護病房 (117 
床，含內科加護病房 30 床、外科加
護病房 25 床、心臟科加護病房 20 
床、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10 床、神經
內科加護病房 13 床、神經外科加護
病房 14 床、燒燙傷加護中心 5 床) 確
診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之病人，其臨床、治療與培養相

關資料。納入的病人條件需包括：年

紀大於或等於 18 歲，入住加護病房
且留置 1 條或以上之中心導管，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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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11 年至 2018 年 6 月 Enterobacteriaceae 與 Serratia marcescens 佔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革蘭氏陰性菌分離株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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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感管護理師與一位感染科醫師共

同討論，確認排除續發性血流感染

之可能後，記錄病人年齡、性別、

潛在疾病與慢性病、入住加護病房

時之主診斷、中心導管置入位置、

是否使用合適的經驗性抗生素、是

否根據培養結果使用合適性的抗生

素、確認感染後中心導管是否移除及

自確認感染後至導管移除之天數。

而該醫學中心自 2014 年 1 月起，於
所有加護病房全面施行中心導管組

合式照護措施 (care bundle of central 
line)，病人是否接受到該照護，同
樣列入分析評估。此外，參考先前

研究建議與發現，針對病人潛在疾

病與健康狀況，計算查爾森共病症

指標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得分大於 8 分以上者，10 年之預估
存活率為 0% [18]；而病人入住加護
病房後，24 小時內計算 APACHE II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score，得分超過 20 分
以上者，該次住院之死亡率預估超過 
40%；Pitt bacteremia score 的計算，
則以臨床採集到第一套陽性血液培

養當日及其前 48 小時內，按病人體
溫、血壓、呼吸器有無、是否心跳停

止、和意識狀態等五項指標，取總

和最高者為紀錄，得分大於 4 分以上
者，臨床上歸屬於高疾病嚴重度。

二、名詞定義

1.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根據 2008 年美國疾病管制署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 D C )  於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公佈之定義，中心導管係指
用於輸液、抽血或監測血行動力學，

且有導管內腔之血管內導管，其管路

末端須位於或接近心臟或主要血管；

病人自一套或以上之血液培養確認致

病原，且發生血流感染之當下或感染

前 48 小時內曾使用中心導管。
2. 組合式照護 (care bundle)：

由美國  CDC 建議之具實證結果的
五項措施，包含選擇適當的置入部

位 (optimal catheter site selection)、
手部衛生 (hand hygiene)、選擇適當
且有效的皮膚消毒劑 (chlorhexidine 
skin antisepsis)、最大無菌面防護 
(maximal sterile barrier precautions) 及
每日評估是否移除導管 (daily review 
of line necessity)。

3 .  經驗性抗生素  ( e m p i r i c a l 
antimicrobial therapy)：在懷疑中心導
管相關血流感染事件發生時，於採檢

血液相關檢體後，48 小時內所給予
之任一種新的抗生素。

4. 合適性抗生素  (appropriate 
antimicrobial therapy)：於中心導管相
關血流感染事件分離出之病原體，對

於所給予之任一種抗生素，經體外測

試 (in vitro testing) 或過往數據證實具
感受性。

三、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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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以 Excel 
2016 和 SPSS 20 版統計軟體進行
彙整及分析。質性變數 (qualitative 
variables) 以數值 (number) 和百分
比  (pe rcen tage)  表示，定量變數 
(quantitative variables) 則以平均數 
(mean) 和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呈現；連續變項 (continuous variables)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 Mann-Whitney 
U 檢定分析，類別變項 (categorical 
variables) 以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 或 Fisher’s exact 檢定探討差
異性，再由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

析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 lys i s )  確認與  S .  marcescens 
C L A B S I s  1 4  天內死亡之相關因
子，計算矯正後勝算比  (ad jus ted 
odds ratio, OR) 與  95%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經雙邊檢定 
(two-sided test) 之 p 值若小於 0.05，
即判定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結　果

該院於 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共有 37 件 S. marcescens 所
致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事件，均

為不同病人之單一微生物菌血症 
(monomicrobial bacteremia) 事件。

37 位病人中，於 14 天內死亡
有  9  人。以單變項分析，比較發
生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後  14 天內存活與死亡病人之
屬性，死亡者發生率較高的變項有

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疾病 
(25.0% vs. 66.7%, p = 0.023) 和敗血
症 (25.0% vs. 55.6%, p = 0.032) 與 Pitt 
bacteremia score 大於 4 分 (21.4% vs. 
66.7%, p = 0.012)，死亡者移除中心
導管 (100.0% vs. 22.2%, p < 0.001) 的
比例較低且自感染發生至導管移除之

天數較長。病人之年齡、性別、潛在

疾病、查爾森共病症指標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APCAHE II 
score、是否接受組合式照護  (care 
bundle)、留存 1 條以上之中心導管、
不合適之經驗性抗生素治療、明確

的合適性抗生素治療、菌株是否對

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azidime) 具抗藥
性，則皆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05) (表一) 。雖然 Pitt bacteremia 
score 在單變項分析中未達統計上顯
著差異，但因死亡組較存活組之平均

值有 3 以上的差異 (3.7 ± 1.5 vs. 7.0 
± 4.8)，因此納入多變項邏輯斯回歸
分析。

透過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析，

與  14 天死亡率相關之獨立因子包
括：入住加護病房時診斷為呼吸道

疾病 (OR 5.58, 95% CI 1.09~28.03, 
p = 0.036)、入住加護病房時為敗血
症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Pitt bacteremia score > 4 (OR 
7.33, 95% CI 1.40~38.34, p = 0.018) 
及移除中心導管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而自確認中心
導管血流相關感染發生至導管移除之

天數，雖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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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Serratia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 14 天死亡危險因子單變項分析

變項 存活 (n = 28) 死亡 (n = 9) p 值
年齡 (歲) 62.3±18.5 59.3±17.3 
　≥ 65 13 (46.4) 3 (33.3) 0.490
男性 20 (71.4) 5 (55.6) 0.376
入住加護病房之主診斷   
　心血管系統疾病 5 (17.9) 1 (11.1) 0.633
　神經系統疾病 7 (25.0) 3 (33.3) 0.624
　呼吸系統疾病 7 (25.0) 6 (66.7) 0.023*
　腸胃系統疾病 3 (10.7) 2 (22.2) 0.380
　惡性腫瘤 1 (3.6) 0 (0.0) 
　敗血症 7 (25.0) 5 (55.6) 0.032*
　外傷  10 (35.7) 0 (0.0)
APACHE II score 17.8±7.9 20.3±6.4 0.386
潛在疾病   
　心血管系統疾病 5 (17.9) 2 (22.2) 0.771
　神經系統疾病 4 (14.3) 1 (11.1) 0.809
　呼吸系統疾病 1 (3.6) 2 (22.2) 0.075
　腸胃系統疾病 4 (14.3) 2 (22.2) 0.574
　肝膽系統疾病 2 (7.1) 2 (22.2) 0.205
　慢性腎病變 4 (14.3) 1 (11.1) 0.809
　糖尿病 10 (35.7) 2 (22.2) 0.452
　惡性腫瘤 5 (17.9) 4 (44.4) 0.106
查爾森共病症指標 4.0±2.7 4.9±2.3 
　≥ 8 3 (10.7) 1 (11.1) 0.973
Pitt bacteremia score 3.7±1.5 7.0±4.8 0.066*
組合式照護措施 20 (71.4) 8 (88.9) 0.288
導管置入位置   
　內頸靜脈 12 (42.9) 6 (66.7) 0.214
　鎖骨下靜脈 7 (25.0) 3 (33.3) 0.624
　股靜脈 10 (35.7) 0 (0.0) 
一條以上中心導管留置 5 (17.9) 3 (33.3) 0.327
不適當的經驗性抗生素 9 (32.1) 2 (22.2) 0.571
明確的合適性抗生素治療 27 (96.4) 8 (88.9) 0.384
中心導管移除 28 (100.0) 2 (22.2) < 0.001*
確認感染後留存導管天數 2.4±3.2 5.3±3.8 0.022*
菌株對 ceftazidime 具抗藥性 10 (35.7) 1 (11.1) 0.160
註：*表示於多變項邏輯斯回歸分析中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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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風險則上升 
2.5 倍 (OR 2.50, 95% CI 0.117~50.40, 
p = 0.080)。37 株 S. marcescens 之 
12 種常用抗生素體外 (in vitro) 藥敏
測試結果，如表二所示。其中 26 株 
(70.3%) 對 ceftazidime 具感受性，
對 cefepime (48.6%)、levofloxacin 
(40.5%)、 t igecycl ine  (35.1%)、
cefmetazole (35.1%) 之感受性均低於 
50%，而多數對 amikacin (97.3%)、
gentamicin (91.9%)、piperacillin/ 
tazobactam (94.6%)、er tapenem 
(97.3%)、imipenem (100.0%) 仍具良
好感受性。進一步比較 14 天存活與
死亡組別之菌株，對常用抗生素敏感

性未存在顯著組間差異，但存活組別

僅於 cefmetazole (35.7% vs. 33.3%) 與 
levofloxacin (42.9% vs. 33.3%) 兩種抗
生素上具較高感受性，其餘皆有相對

較高之抗藥性。

討　論

這是篇單一針對加護病房重症病

患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所做的研究。

本院成人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率，自 2011 年至 2017 年底
平均為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3.38 件，
2018 年截至 6 月之數據統計，更降
低至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1.45 件，
低於  2017 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
訊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TNIS) 報導之醫學中心
加護病房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率平

均值 (扣除兒科加護病房)：每 1,000 
導管使用日 3.8 件[19]，期間內也未
曾有過特定菌種之血流感染群突發 
(outbreak) 事件。然而，不同於 CDC/
NHSN 的報告，2011 至 2014 年美國
醫療院所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致病

表二　Serratia marcescens 分離株 (n = 37) 對不同微生物製劑之敏感性百分比

抗微生物製劑 具感受性菌株數 14 天存活組別 (n = 28) 14 天死亡組別 (n = 9)
Imipenem 37 (100.0%) 28 (100.0%) 9 (100.0%)
Ertapenem 36 (97.3%) 27 (96.4%) 9 (100.0%)
Amikacin 36 (97.3%) 27 (96.4%) 9 (100.0%)
Piperacillin/Tazobactam 35 (94.6%) 26 (92.9%) 9 (100.0%)
Gentamicin 34 (91.9%) 25 (89.3%) 9 (100.0%)
Co-trimoxazole 33 (89.2%) 24 (85.7%) 9 (100.0%)
Ceftazidime 26 (70.3%) 18 (64.3%) 8 (88.9%)
Cefepime 18 (48.6%) 13 (46.4%) 5 (55.6%)
Levofloxacin 15 (40.5%) 12 (42.9%) 3 (33.3%)
Ertapenem 13 (35.1%) 10 (35.7%) 3 (33.3%)
Cefmetazole 13 (35.1%) 9 (32.1%) 4 (44.4%)
Ampicillin/Sulbactam 1 (2.7%) 1 (3.6%)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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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前三名分別為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Staphylococcus 
aureus、Enterococcus fecalis [20]，本
院多年來以革蘭氏陰性菌為加護病

房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主要致病

原[21]，2011 年至 2017 年 6 月平均
值為 56.7%，其中 Enterobacteriaceae 
自  2015 年起，取代非發酵性革蘭
氏陰性桿菌 (non-fermentative gram-
negative bacilli, NFGNB) 成為大宗 (圖
一)，同時間 S. marcescens 於 GNB 
CLABSI 分離菌株之佔比亦逐年上
升，自 2015 年的 8% 增加至 2016 年
的 23.5%，2017 年更來到 34.8%，對
重症病人可能發生的影響不可不慎。

比對 Marcos 等人於西班牙的研究，
同樣提及革蘭氏陰性菌中心導管相關

血流感染比率的變化，已由 1991 年
的 4.7% 躍升至 2008 年的 40.23%，
但其觀察年份相對較早，且未發現任

一菌種居多數[22]。
本研究的 37 位病人當中，9 位 

(24.3%) 於血流感染發生後 14 天內
死亡。比較存活與死亡組別潛在疾

病別的差異，其中恰未有任何病人

具自體免疫疾病或免疫抑制 (如移植
後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愛滋病)  之問
題，而死亡的病人中，具惡性腫瘤

病史 (44.4%) 之比率雖較存活組別偏
高，但未達統計學上顯著差異 (p = 
0.106)，此與先前 S. marcescens 菌血
症研究中，惡性腫瘤為 14 天死亡之
獨立因子之結果不同[15]。分析可能
造成差異之原因，首先，兩篇研究的

病人族群在基本特性上即存在差異，

早年研究收錄的 71 位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病人，具惡性腫瘤病史
者共 26 位 (36.6%)，而本篇 37 位 S. 
marcescens CLABSI 病人中僅有 9 位 
(24.3%)；進一步確認 9 名惡性腫瘤
病人之狀況，皆為局部限制性腫瘤，

且已手術並追加放射線或化療藥物治

療，至收案日前均規律於門診追蹤，

無轉移或復發跡象被記載，計算個別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僅兩位達 
8 分或以上，屬相對較輕微、控制良
好的潛在疾病狀態。綜合以上發現，

或許可說明為何本研究中，「具惡性

腫瘤病史」非 14 天死亡危險因子之
原因。

在治療方面，本研究單變項分

析結果中，暴露不適合之經驗性抗生

素 (32.1% vs. 22.2%) 對病人 14 天內
死亡率不具顯著影響 (p = 0.571)，對
照 2005 年台灣學者及 2015 年南韓學
者所發表之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研究，同樣顯示：不適合之經驗性

抗生素並未影響病人死亡率，但此

兩篇研究皆非單一針對加護病房菌

血症病人進行分析[15-16]。此外，
2017 年 Pouwels 等人於英國對加護
病房腸桿菌科菌血症病人所做之研

究，其結果指出：合適的經驗性抗

生素，未能顯著改善該族群病人於

加護病房之死亡率 (Hazard ratio, HR: 
1.08; 95% CI: 0.59~1.97) [23]；然而，
該研究收錄的 195 件腸桿菌科菌血
症事件裡，共分離出 219 株病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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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scens 僅佔 19 株，且雖已排除
社區型 (community-acquired) 感染個
案，但並未區分菌血症病人之感染源 
(原發、續發、或中心導管相關)，因
此，在結論的解釋與運用上，與本篇

研究仍未盡相同。

而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子中，
唯一且主要的保護性因子為：中心導

管的移除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 (表二)。以本篇研究中 14 
天存活之 28 位病人為例，全數皆於
確認 CLABSI 後 14 天內移除導管，
且平均天數為 2.4 天，超過 4 天 (含) 
以上移除管路者僅佔 4 位 (14.3%)，
其中 1 位 (1/4, 25%) 後續於該次住
院中死亡。根據 Zhang 等人於 2016 
年之研究，顯示 Enterobacteriaceae 
容易於病人確診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前，即在導管內面形成生物

膜 (biofilm) [24]；而 Gominet 等人
於 2017 年發表之評論文章，提及中
心導管的使用本身就是微生物移生 
(colonization) 與後續造成嚴重感染的
風險因子，微生物於導管內面形成之

生物膜 (biofilm)，除提供對抗宿主免
疫反應、抗微生物製劑的能力外，同

時能使其有機會傳播 (disseminated) 
至身體任何部位，故導管所致血流

感染問題，主要仍需仰賴導管移除 
(catheter removal) 與全身性抗生素 
(systemic antimicrobials) 給予[25]。基
於上述及本研究結果，盡速移除不必

要之中心導管、尤其在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發生後，即使只是此一簡單的臨

床作為，都能為病人預後帶來正面效

益。

此外，在抗生素敏感性部份，

2014 年國內曾發表一多中心的  S. 
marcescens 抗藥性監測報告，該研
究涵蓋不同區域的  11 家醫學中心
與 15 家區域醫院，收集其 2002、
2004、2006、2008 年及 2010 年，
該年份 7 至 9 月間實驗室培養所得
菌株，共計 403 株 (不分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與否、不分病房屬性、

不分部位 )，其中加護病房  (不分
部位) 之 S. marcescens 檢體佔 93 
株 (23.1%) [17]。以本研究 37 株 S. 
marcescens 與該研究加護病房 (不分
部位) 之 93 株 S. marcescens 檢體對
照，在 amikacin (97.3% vs. 83.9%)、
gentamicin (91.9% vs. 54.8%)、co-
trimoxazole (89.2% vs. 59.1%)、
piperacillin/tazobactam (94.6% vs. 
82 .3%) 四種藥物上，具有較高的
感受性，但在  ceftazidime (70.3% 
vs. 92.5%)、cefepime (48.6% vs. 
82.8%)、levofloxacin (40.5% vs. 
70.7%) 三種抗生素上，則明顯呈現
較高的抗藥性，然而對於 imipenem
仍維持良好感受性  ( 1 0 0 . 0 %  v s 
100.0%)。細部區分 14 天存活與死亡
組別之菌株，在常見的 12 種抗生素
敏感性試驗裡，並無顯著組間差異 
(表三)，也非 14 天死亡率之危險因
子 (單變項分析結果，未逐一列出)，
整體趨勢上，存活組別的感受性反而

較低；以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azi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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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在總感受性上雖仍有 70.3%，
但存活組別感受性僅 64.3%，明顯
低於死亡組別的 88.9%，且此差異
並不影響病人 14 天內死亡率 (p = 
0.160)。然而，血流感染為加護病房
重症病人之首要死亡原因，具中心導

管者通常為疾病嚴重、複雜度較高

的一群，臨床醫療工作者選擇經驗

性抗生素時，常會先投予較廣效、

可涵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常見菌種 
(如 Pseudomonas spp.)，並預期至少
有 80% 以上敏感性之抗生素，再根
據培養結果與臨床反應，做藥物的更

換或降階 (de-escalation)；綜合過往
研究與本篇之發現，S. marcescens 對 
ceftazidime、cefepime、levofloxacin 
的感受性已有顯著下降趨勢，但於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與 carbapenem 
類抗生素，則依舊保有極高的敏感

性，可做為經驗性抗生素的優先選

擇。

研究限制

首先，本篇研究設計採回溯性，

故資料記載上之偏差無法完全避免。

其次，本研究之對象為單一醫學中成

人加護病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
相關血流感染病人，基於此特殊族

群產生不易，於回溯的 2011 年 1 月
至 2018 年 6 月間，符合納入標準者
僅 37 人，樣本數相對較少。最後，
由於缺乏過往文獻對同一族群所做

之研究成果，本篇研究結果僅能與 

S. marcescens bacteremia 族群  (不分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與否、不分原發

或續發)、或加護病房不分部位之 S. 
marcescens 菌株做比較。

結　語

本研究為單一收錄成人加護病

房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
感染病人所做的分析，與  14 天內
死亡率相關之獨立危險因子為：入

住加護病房主診斷為呼吸道疾病、

敗血症及 Pitt bacteremia score，唯
一的保護因子為移除中心導管；此

外，自確認中心導管血流相關感染

發生後，每多留存導管一天，死亡

風險則上升 2.5 倍。在治療方面，由
於 ceftazidime 的敏感性僅剩下 7 成
左右，故在選擇經驗性抗生素時，

可優先考慮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minoglycoside 或 carbapenem 類，
盡早移除不必要之導管，再根據最

終的藥敏測試結果調整或降階 (de-
esca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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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ors of mortality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mo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rratia marcescens central line-

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Shin-Huei Kuo1,3, Wei-Ru Lin1,2, Ya-Ting Jao2, Yen-Hsu Chen1,4,  
Po-Liang Lu1,4, Ching-Tzu Hung2

1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3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4College of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Globally, central 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LABSI)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The increasing rate of gram-negative 
pathogens in HAIs may also have an impact on the outcome of CLABSI. Over the 
past decade, Serratia marcescens has emerged as a common pathogen in nosocomial 
infections. Moreover, the therapeutic recommendations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 marcescens CLABSI are scarce.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14th da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S. marcescens CLABSI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the isolate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medical record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a medical center in Southern Taiwan from 
January 2011 to June 2018. Data of 37 patients with monomicrobial S. marcescens 
CLABSI were included, and 9 (24.3%) had dead within 14 days of onset.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main diagnosis at admission to the ICU (respiratory tract 
diseases [odds ratio {OR} 5.58,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28.03, p = 
0.036), sepsis [OR 6.00, 95% CI 1.18~30.58, p = 0.031]) and a Pitt bacteremia score 
of > 4 (OR 7.33, 95% CI 1.40~38.34, p = 0.018)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14-day mortality. The single and major protective factor was catheter 
removal (OR 0.14, 95% CI 0.02~0.79, p = 0.003). Moreover, the mortality risk 
increased by 2.5-fold per day since the day of CLABSI confirmation in ca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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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ention of the central line. Relatively lower susceptibility to ceftazidime (70.3%) 
was observed, and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minoglycoside, or carbapenem were 
considered suitable empirical drugs.

Key words: Serratia marcescens, Central 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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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腸球菌與鮑氏不動桿菌之 
主動監測：一項於醫學中心感染科 

進行之前瞻性研究

黃煜翔1　吳冠陞1,2　李欣蓉1,2　周稚偵1　翁雅為1　曾鈺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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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雄榮民總醫院　內科部感染科
2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　內科學科

前言：多重抗藥性菌種 (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包含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以及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等，一旦感染 MDROs 治療選擇有限，主動監測
培養是一項應對 MDROs 重要的感染管制措施。過往文獻對一般病房 CRAB 及 
VRE 移生之流行病學報告不多，本研究藉由描述分析某醫學中心內科病房 CRAB 
及 VRE 移生盛行率和發生率，探討主動監測培養的角色。

方法：潛在受試者為入住內科一般病房病人，且在過去 3 個月內未曾住過
院、未曾接受過抗生素治療、且無 CRAB 或 VRE 移生或感染病史。入院首日採
檢腋窩進行 CRAB 培養、採檢肛門檢體進行 VRE 培養。於住院 5 天後或出院前
進行複檢。

結果：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間，共 52 位病人加入本
研究，初檢有 4 位 VRE 呈陽性 (盛行率 76.9‰)、1 位 CRAB 呈陽性 (盛行率 
19.2‰)。40 位第一次 VRE 陰性的受試者接受第二次 VRE 採檢，7 人轉陽性 
(17.5%, 95% 信賴區間 7.3~32.8)；43 位第一次 CRAB 陰性的受試者接受第二次 
CRAB 篩檢，2 人轉陽性 (4.7%, 95% 信賴區間 0.5~15.8)。VRE 發生率為每萬
住院人日數 293.4，CRAB 發生率為每萬住院人日數 76.0。所有受試者之中位數
住院天數為 10 日，有 2 位死亡，一位死於肺炎，另一位死於胃腸道出血。追蹤
之中位數期間為 3.5 個月 (四分位距 2.4 月~4.5 月)，期間無受試者得到 VRE 或 

DOI: 10.6526/ICJ.201910_29(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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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衛生組織 2014 年把日漸增
加的抗藥性問題定位為全球性的公共

衛生挑戰與威脅，呼籲各方即刻面對

與行動[1]。當某種微生物對某一大
類或以上的抗生素有抗藥性，導致可

供治療的抗生素相對有限時，稱之為

多重抗藥性菌種 (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2]。由於病人一
旦得到 MDROs 所造成之感染，抗生
素治療選項少，預後往往較差，因

此 MDROs 的感染管制變得相當重
要。早在 2006 年，美國疾病管制局
就已針對 MDROs 的感管措施給出指
引[2]，我國疾病管制署參考此文件
訂出國內 MDROs 的處置指引[3]。此
指引分成兩階，第一階為一般常規措

施，適用於所有的醫療機構；第二階

為強化措施，適用於已經施行一般常

規措施，MDROs 的盛行率與發生率
仍在增加，或是發現流行病學上重要

的首例或群突發 MDROs 之醫療機構
[3]。指引中建議的措施包含以下面
向：行政措施、醫護人員的教育與訓

練、審慎使用抗微生物製劑、監測、

適當的感染防護措施、環境措施、消

除菌落移生 (decolonization) 等。
在強化措施的監測面向中，有

一項作法是針對高危險病人族群進

行主動監測培養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當病人一住進該醫療單位，
不論有無相對應症狀，立即採集身上

特定部位檢體送驗，以期第一時間偵

測出 MDROs [4-5]。這裡所稱的高危
險病人，如：從 MDROs 高盛行率的
醫療機構轉入、同病室病友被發現帶

有 MDROs 等[3]。此主動監測培養策
略，常會搭配預防性的接觸傳染防護

措施，也就是在上述篩檢報告尚未出

來前，先對病人進行預防性的隔離，

結果出來若呈陰性再解除隔離[4-5]。
過去文獻中，MDROs 主動監測培養
策略施行在一般病房的經驗有限。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 以及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皆是我國造成感染常見且重要

的  MDROs。2018  年第二季造成
我國醫學中心加護病房醫療照護

CRAB 所致的感染。
結語：一般病房病人住院中 MDRO 移生的發生率高，但感染率極低。現行

用來篩選 MDRO 移生病人之危險因子並不全面。在一般病房中進行主動監測培
養合併接觸隔離措施，本研究無法證實其效益。（感控雜誌 2019:29:233-245）

關鍵詞： 多重抗藥性菌種 (MDROs)、主動監測培養、接觸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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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感染的病菌中，VRE 佔所有 
Enterococci 比率為 43.2%，CRAB 
則佔所有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的  68.1% [6]。一項針對血液腫瘤
病人血流感染所做的大規模回溯性

研究中，有 46.6% 的 E. faecium 對 
vancomycin 有抗藥性，另外有 21.8% 
的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具有多
重抗藥性[7]。在監測培養的檢體方
面，一項在北台灣針對加護病房病人

進行的研究顯示，在 405 套肛門檢體
中有 66 套培養出 VRE [8]；一項在台
灣中北部六家長照機構進行的研究指

出：154 株培養出有抗藥性細菌的檢
體中，對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有
多重抗藥性的有 30 株 (19.5%) [9]。
一項於以色列的研究，分析入住內

科病房病人剛入院時 VRE 移生的帶
原率、住院期間 VRE 盛行率以及出
院前 VRE 盛行率，在該研究所收案
的 1,039 位病患中有 3.8% 入院時就
有 VRE 移生，而住院期間 VRE 移生
盛行率為 32%，且 6 成來自同一菌
株[10]。在一項泰國的研究中，分析
入住一般內科病房的病人，入院前兩

天 CRAB 帶原率為 6.8%，住院三週
後 CRAB 移生盛行率為 47.2% [11]。
然而，在國內一般病房  VRE 以及 
CRAB 移生和感染的盛行率和發生率
卻罕有報告。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針對 
MDROs 的主動監測培養策略在一般
病房實施的結果，並藉由採檢不具高

風險條件的新住院病人來了解這群病

人帶有 VRE 以及 CRAB 的盛行率及
發生率，並與採檢具有高風險條件的

病人之結果做比較。本研究結果不但

能補足我國一般病房 VRE 與 CRAB 
盛行率的過往數據缺口，也能作為往

後國內修正主動監測培養、乃至於接

觸傳染防護措施政策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機構與單位介紹

高雄榮總為一總床數 1,482 床之
醫學中心，依據院方感染管制政策，

凡是培養出帶有 VRE 及 CRAB 的一
般病房病人，皆需要移至特定區域進

行集中照護，並在標準防護措施之

外，加上接觸傳染防護措施。研究進

行地點為感染科病房，該病房總床數 
36 床，其中前 24 床為一般病床區，
主要收治各式急性感染症病人，後 
12 床為 MDROs 集中照護區，全院
其他科一般病房內若發現有 VRE、
CRAB 移生或感染之病人，會集中到
此區接受照護。兩區照護的護理師是

分開的。

依據高雄榮總院方感管規定，

自 2014 年 1 月起凡是住進或轉入此
感染科病房前 24 床一般病床區的新
病人，都須評估是否帶有 MDROs 之
風險，若有則進行 VRE 以及 CRAB 
主動監測培養。這裡認定的 MDROs 
高風險族群，是指符合以下任一條

件者：(1) 慢性安養院所住民；(2) 在
其他急性醫院住院超過 2 週轉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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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者；(3) 從加護病房轉出者；(4) 有
氣管內管或導尿管留置者；(5) 有開
放性傷口者；或 (6) 過去 6 個月內已
知有 CRAB 或 VRE 移生或感染的病
人。針對上述病人，會留取皮膚皺

摺處檢驗 CRAB，留取肛門拭子檢驗 
VRE；若病人同時有導尿管、開放性
傷口、氣管內管，也會從各管路與傷

口處留檢送驗。

在主動監測培養結果尚未出來

前，這群病人會先接受預防性的接觸

傳染防護措施，也就是照顧這些病人

的醫護人員、看護以及家屬，都被要

求進行手部衛生、接觸病人時全程穿

上隔離衣並戴手套，病室內設置有獨

立的污衣桶。

受試者

於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止，住進高雄榮總感染科病
房一般病床區之病人、並符合以下

條件者為潛在受試者：(1) 3 個月內
未曾住院，也未曾接受過抗生素治

療者；(2) 非來自長期照護機構的住
民；(3) 住院前，身上無任何外來管
路，包括鼻胃管、氣管內管、導尿

管、中心靜脈導管、洗腎導管等；

(4) 無開放性傷口；(5) 過去 3 個月無
已知 CRAB 或 VRE 移生或感染的病
史 (6) 非符合感染科病房主動監測培
養及預防性隔離的對象。

上述潛在受試者經由研究人員說

明研究目的及流程，同意者在填寫受

試者同意書後加入本研究。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為一前瞻性世代研究，研

究計畫經高雄榮總人體試驗委員會審

核通過 (編號：VGHKS15-CT9-09)。
病人住院首日，同時留取腋下皮膚檢

體檢測 CRAB、留取肛門拭子檢體檢
測 VRE；住院至少五天後，重複檢
測。若病人住院未滿五天且即將出

院，則在出院時進行檢測。採檢由受

過訓練之護理師進行。檢體於 2 小時
內送至微生物室進行培養。

VRE 之實驗室檢測方式如下：
將檢體接種至 CHROMID VRE agar 
培養基，如培養基上有深紫色菌落，

加做 vancomycin 以及 teicoplanin 
MIC，排除對萬古黴素呈現抗藥性之 
Van C 基因型腸球菌株 (vancomycin 
低程度抗藥性，對 teicoplanin 呈感受
性，如 Enterococcus casseliflavus、
E n t e r o c o c c u s  g a l l i n a r u m，其 
vancomvcin MIC 介於 8 至 16 µg/
mL，而 teicoplanin MIC 小於或等於 
8 µg/mL)。

C R A B  之實驗室檢測方式如
下：將檢體接種至 BAP 以及 EMB 
培養基，若分離出鮑氏不動桿菌 
(Acinetobacter baumannii)，則貼用 
imipenem 測試紙錠檢驗 (imipenem 10 
µg，抑菌環大小介於 19 至 21 mm 為 
I，抑菌環大小等於或小於 18 mm 為 
R)，若對 imipenem 為抗藥性 (R) 或
中度抗藥性 (I)，則報告 carbapenem 
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236

感染控制雜誌

一般病房多重抗藥性菌種移生研究



CRAB) 。上述方法所使用之  BAP 
以及 EMB 培養基皆為 BD 公司所
製，CHROMID VRE agar 培養基為 
bioMérieux 公司所製。

結　果

歷年 VRE 及 CRAB 盛行率
本研究首先整理高雄榮總感染

科病房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的五年間，針對具有  MDRO 高風
險因子之住院病人進行主動監測培

養之結果，呈現如表一。五年平均 
VRE 盛行率為 17.7%，CRAB 盛行率
為 6.5%，其中本研究進行之 2017 年 
VRE 之盛行率為 15.14%，CRAB 盛
行率為 5.54%。

受試者

本研究從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的期間內，符合潛
在受試者之條件有 294 人，其中 52 
人加入本研究。這 52 人中，有 22 位
女性及 30 位男性，平均年齡 69 歲，
77% 收治在感染科 (40 人)，最常見
之共病症為糖尿病 (39%)，查爾森共
病指數中位數為 5 分。受試者之基本
資料詳如表二。

VRE 及 CRAB 盛行率及發生率
52 位加入本研究的病人皆於住

進病房第一天接受初檢，其中有 4 位 
VRE 呈陽性，盛行率為 7.69%；有 1 
位 CRAB 呈陽性，盛行率為 1.92%。
住院後有 40 位第一次 VRE 陰性的
受試者接受了第二次的 VRE 採檢，

表一　高雄榮總感染科病房 2014~2018 年針對具高風險因子病人進行主動監測篩檢結果

 篩檢人次 陽性人次 盛行率 (百分比)
VRE
　2014 324 39 12.04
　2015 318 70 22.0
　2016 263 54 20.53
　2017 350 53 15.14
　2018 276 55 19.93
　五年加總 1531 271 17.7
CRAB   
　2014 325 23 7.08
　2015 306 25 8.7
　2016 277 24 8.66
　2017 379 21 5.54
　2018 314 11 3.5
　五年加總 1601 104 6.5
VR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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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採檢間隔中位數日數為 6 日 (四
分位距 4.8 日~7.0 日)，採檢結果顯
示有 7 人陰性轉陽性 (17.5%)；另有 
43 位第一次 CRAB 陰性的受試者接
受了第二次的 CRAB 篩檢，兩次採
檢間隔中位數日數為 6 日 (四分位距 

4.5 日~7.0 日)，採檢結果顯示有 2 人
陰性轉陽性 (4.7%)。另有 8 人初篩陰
性，卻沒有接受第二次採檢，原因

為：在未接受追蹤採檢前就已先行出

院、及病人拒絕接受追蹤採檢。經計

算出之 VRE 發生率為每千住院人日

表二　本研究受試者之資本資料 (N = 52)

變項 人數

年齡平均，標準差 69, 17
性別：人數 (百分比) 
　男 30 (57.7)
　女 22 (42.3)
Charlson’s score 中位數 (四分位距) 5 (2.5-6.0)
收治科別：人數 (百分比) 
　感染科 40 (76.9%)
　胃腸肝膽科 4 (7.7%)
　胸腔內科 3 (5.8%)
　過敏免疫風濕科 2 (3.9%)
　腎臟科 2 (3.9%)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1 (1.9%)
共病症：人數 (百分比) 
　糖尿病 20 (38.5%)
　慢性腎臟病 9 (17.3)
　癌症 7 (13.5)
　慢性肝臟疾病 6 (11.5)
　慢性心臟衰竭 4 (7.7%)
　高血壓 3 (5.8%)
　慢性肺部阻塞性肺病 2 (3.9%)
　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 2 (3.9%)
　失智症 2 (3.9)
　結締組織疾病 2 (3.9)
住院天數中位數 (四分位距) 10 (6-15)
死亡人數 (百分比) 2 (3.8)
無抗生素使用 (百分比) 8 (15.3)
抗生素使用 (百分比) 46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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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9.34，CRAB 發生率為每千住院
人日數 7.6。VRE 與 CRAB 的盛行率
及發生率整理於表三。

後續追蹤

52 位受試者住院天數之中位數
為 10 日，其中有 50 位順利出院或轉
院，有 2 位死亡，一位死於肺炎造成
之呼吸衰竭，另一位因胃腸道出血過

世。從加入本研究起，所有受試者追

蹤期間之中位數為 3.5 個月 (四分位
距 2.4 月~4.5 月)，期間內，無受試者
得到 VRE 或 CRAB 所致的感染。在
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所在病房並沒

有產生任何 MDROs 的群突發。

討　論

本研究的結果提供了過往文獻

相當缺少的一環，也就是一般病房 
VRE 及 CRAB 移生和感染的盛行率

及發生率，有以下三個主要發現：第

一，以現行條件評估屬於低 MDROs 
風險的一般病房住院病人，仍有可

能在住院時就帶有 VRE 或 CRAB 移
生；第二，這群被認為是低風險帶有 
MDROs 移生之住院病人，在住院不
到一週，分別有 17.5% 及 4.7% 的病
人發生 VRE 及 CRAB 陽轉；第三，
即使低風險族群病人在住院一段時間

後，VRE 及 CRAB 移生盛行率，增
加到幾乎和高風險族群將近，但造成

感染的個案不多。從上述第一及第二

點發現可推論，對於住院病人選擇性

地進行主動監測篩檢，並無法完全

偵測出帶有 MDROs 的病人，也無法
阻絕 MDROs 在院內的陽性率快速增
加。

本研究中兩次採檢結果由陰轉陽

的病人，陽轉的原因包含院內獲得、

篩檢的偽陰性以及抗生素篩選等等。

一項於瑞士進行的研究分析了 1,190 

表三　本研究針對不具有高風險因子之一般病房病人進行主動監測篩檢之結果

 篩檢人次 陽性人次 結果

VRE   
　住院第一天盛行率 52 4 7.69 %
　住院第二次採檢陰性轉陽性比率* 40 7 17.5%
　發生率   29.34% (人次/住院人日數)
CRAB   
　住院第一天盛行率 52 1 1.92%
　住院第二次採檢陰性轉陽性比率# 43 2 4.7%
　發生率   7.60%  (人次/住院人日數)
VR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CRAB: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離第一次採檢之中位數天數為 6 天(四分位距為 4.8 天~7.0 天)
# 離第一次採檢之中位數天數為 6 天 (四分位距為 4.5 天~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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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MDRO 移生或感染的病人，有 
274 例是在住院時沒有任何 MDROs 
移生或感染的證據，在住院第三天後

才被偵測出來帶有 MDROs，依據美
國 CDC 的定義[12-13]，這 274 例病
例會被歸類為院內得到。但此研究小

組經由流行病學、細菌室、分子生物

學等方法進一步分析，認為這 274 例
中只有 51.8% 確定是在院內所得到
[14]。也就是說，研究中採檢結果由
陰轉陽的病人，有可能部分在入院

時體內就已經帶有 VRE 或 CRAB，
住院後經由抗生素使用的選擇性壓

力 (selective pressure)，進而篩選出體
內的抗藥性菌種。而亦有研究分析在 
22 個過去 10 天內已知帶有多重抗藥
性鮑氏不動桿菌的病人，篩檢鼻腔、

咽喉、皮膚或肛門周圍，僅 55% 的
病患被檢測出有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

桿菌的移生[15]。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亦即對過往

文獻的回顧，無足夠證據支持在一般

病房環境下，進行 VRE 及 CRAB 的
主動監測培養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基

於以下三個理由，我們不建議一般病

房病人進行 VRE 及 CRAB 的主動監
測培養及預防性隔離：第一，依本研

究結果顯示，即便是低度風險的病人

都仍然在住院第一天培養出 VRE 及 
CRAB，表示這兩種 MDROs 很可能
在我國社區內已佔有一定比例，沒有

過往認定的風險因子之族群最多只是

帶菌率比較低，而非零。主動監測培

養及隔離措施若只針對特定高風險族

群進行，無法完全杜絕 MDROs 移生
或感染。第二，假設針對所有住院病

人進行主動監測培養，但對於體內帶

有 VRE 及 CRAB 數量極少的病人，
在住院初期篩選結果可能偽陰性；而

這些病人只要接受到抗生素治療，體

內抗藥性細菌就可能顯著增生。這現

象由本研究帶有 VRE 及 CRAB 的病
人比例在住院後快速增加之結果即可

應證。若要達到比較完整的偵測率，

必須針對初次篩檢沒有 MDROs 的病
人，每隔一段時間就全面篩檢一次，

其所消耗之人力物力巨大且效益有待

評估。第三，依據我國疾病管制署

的建議，當主動監測培養成為加強 
MDROs 控制計畫的一環時，須執行
接觸傳染防護措施，直到 MDROs 培
養報告出來為止[3]。但近期文獻對
於接觸傳染防護措施是否能夠有效減

少 MDROs 的傳播多有質疑：在一項
統合分析中發現，撤除接觸性隔離防

護措施並不會增加 VRE 或 MRSA 的
感染率[16]；一項針對文獻、以及美
國醫療機構的問卷調查顯示，雖然

高達 90% 以上的受訪機構針對 VRE 
及 MRSA 病人採取接觸傳染防護措
施，但文獻上並沒有強而有力的證

據支持或否定此項做法[17]；一項利
用數學模式來推估的研究中發現，

針對沒有使用抗生素的病人主動篩

檢 MDROs 移生的效益有限。[18]一
項在 19 個加護病房進行的隨機分派
研究，分析了 3,488 人次的住院，顯
示接觸傳染防護措施相較於標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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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措施，MRSA 以及 VRE 移生或感
染的比率沒有顯著差異[19]。另一篇
統合分析顯示，防止 VRE 在院內傳
播的眾多感染管制措施中，最具效

益的是手部衛生，可降低 VRE 帶原
機率達 47% (相對風險值 0.53，95% 
信賴區間 0.39~0.73，I2 26%)，而接
觸傳染防護措施並無法降低 VRE 的
帶原 (相對風險值 1.08，95% 信賴區
間 0.63~1.83，I2 0%) [20]。再者，
有研究指出即使已經  VRE 培養陰
性的病人，之後監測培養仍有 24% 
病人會 VRE 培養陽性[21]。而關於 
VRE 的防治上來說，審慎使用抗生
素亦是重要的因素，在一文獻中提

到 vancomycin-susceptible enterococci 
也可能帶有潛在對 vancomycin 抗藥
的基因，如在 vancomycin 使用下，
其可能被誘發而讓細菌表現成為對 
vancomycin 有抗藥性的 VRE [22]。
綜上所述，目前一般病房內主動監

測培養合併接觸傳染防護措施以減

少 VRE 及 CRAB 傳播的措施缺乏實
證支持其合理性。而根據美國疾病管

制局 MDROs 的感管措施[2]，標準防
護措施適用於在一般病房病人內，其

內容包含了手部衛生以及個人防護裝

備等等。有文獻指出在醫療人員接觸

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的病人後，

即便手套已脫，仍有 4.5% 還沒進行
手部衛生的手帶有多重抗藥性鮑氏不

動桿菌[23]。醫療照護人員在照護過
程中，可能被污染而成為傳播途徑。

另外一項研究指出 70% 的酒精乾洗

手，減少了 98% 的鮑氏不動桿菌手
部之帶菌量[24]，手部衛生在防護上
不可或缺。

本研究存在以下研究限制。第

一，本研究在醫學中心的單一病房

內進行，樣本數不多，病人共病症

多、病情複雜度高，且絕大多數的病

人在住院後有接受抗生素治療，會

對病人體內的固有細菌產生較高的選

擇性壓力，因此本研究的結果要推論

到其他醫院或其他科別的病房必須謹

慎。第二，本研究未進行分子流行病

學的檢驗，故無法區別第二次採檢新

增的 VRE 及 CRAB，是院內得到或
是入院時就已經存在體內。第三，本

文並沒有針對病患親友或照護者做監

測以及分析，此也有可能導致入院後 
MDROs 在醫院傳播。臨床實務上，
此因素也是難以掌控。第四，本研究

對象佔所有之潛在受試者僅有不到 
20%，可能導致在盛行率的估計上造
成偏誤。第五，檢驗亦有偽陰性的可

能，使我們的數據有低估。

綜合來說，在一般病房內即便不

具有過往認定高風險 MDROs 移生或
感染因子的住院病人，也可能在體內

帶有 VRE 及 CRAB，故以高風險條
件來進行主動監測培養及接觸傳染防

護措施的作法，本研究無法證實其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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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 for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i and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n non-
intensive care setting: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an internal medicine ward in a 
medical center

Yu-Hsiang Huang1, Kuan-Sheng Wu1,2, Susan Shin-Jung Lee1,2, Chih-Chen Chou1,  
Ya-Wei Weng1, Yu-Ting Tseng1, Jui-Kuang Chen1, Cheng-Len Sy1, Hung-Chin Tsai1,2,  

Yao-Shen Chen1,2

1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2Faculty of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Background: 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include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and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MDRO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ates of mortality; therefore, 
control is important.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epidemiology of CRAB or VRE 
colonization and infection in non-intensive care setting is lacking.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colonization and infection with 
MDRO in the general war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nfection control strategies.

Methods: Patients admitted to a general medical ward were recruited, if they did 
not have risk factors for MDROs including recent hospitalization or antibiotic use 
in the preceding 3 months, previous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and known risk factors 
such as tracheostomy or other tubings such as nasogastric tube, urinary catheter, 
and other drainage devices. At entry, an axillary swab culture for CRAB and an anal 
swab culture for VRE were collected. A follow-up cultur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fter 5 days or prior to discharge.

Results: Fifty-two patients were enrolled between February 1, 2017 and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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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7. At entry, four patients were colonized with VRE and one patient was 
colonized with CRAB. The prevalence rate at entry for colonization was 19.2 and 
76.9 per 1,000 admissions for CRAB and VRE, respectively. Of the 40 patients 
with initial negative cultures for VRE, seven patients subsequently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17.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7.3~32.8). Similarly, of the 43 patients 
with initial negative cultures for CRAB, two patients subsequently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4.7%, 95% CI: 0.5~15.8). The incidence rate of acquisition of MDROs was 
76 and 293.4 per 10,000 patient-days for CRAB and VRE,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was 10 days. Two patients died during hospitalization, 
one patient died due to pneumonia, and one patient died due to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No patient developed infection from colonization at a median follow up of 
3.5 months (IQR: 2.4-4.5).

Conclusions: The incidence of colonization with MDROs in the general ward 
was high; however, the infection rate was low. Risk factors for MDRO was unable 
to detect all patients with MDRO at admission. This study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benefit and effectiveness of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for MDROs combined with 
contact precautions in the general ward.

Key words: 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 active surveillance cultures, 
contact preca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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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降低神經內科病人導管 
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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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長庚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是醫療機構最常見的院內感染之一，病人常因泌尿道感

染造成疾病惡化、延長住院天數及增加醫療成本，嚴重時甚至導致死亡。並非所

有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CAUTI) 
都可以預防，但通過適當的管理，可以避免大量 CAUTI 發生。本研究旨在探
討神經內科病房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風險因子。在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經由流程改造並增修訂相關方案：如擬定導尿管照護作業流
程、規劃相關教育訓練、管路移除資訊系統提示、購置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儀、

擬定導尿管護理觀察表與製作導尿管照護海報和警示牌等。以降低神經內科病人

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由 3.8‰ 降至 1.9‰。運用
流程改造，減少反覆單次導尿的次數與時間，醫護人員執行上更加簡易及流暢，

有效提昇工作成效；儘早移除導尿管，能提高病人舒適度與下床次數，幫助早日

進入復健期；降低感染密度及導尿管使用率，促使病人得到更好醫療品質。（感

控雜誌 2019:29:246-254）

關鍵詞： 流程改造、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儀、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

DOI: 10.6526/ICJ.201910_29(5).0003

前　言

泌尿道感染為醫學中心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第一位，其中 70~80% 病
人存有導尿管[1]；腦血管病變病人
初期常因急性尿滯留而放置導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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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泌尿道感染與長期留置導
尿管有關，這類與導管相關的泌尿道

感染稱為 CAUTI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4]。CAUTI 會
增加病人死亡率及住院費用，主因是

泌尿道感染引起血流感染，死亡率高

達 32.8%；通過適當的管理，可以避
免大量的 CAUTI 發生[4-7]。泌尿道
感染為神經內科常見的併發症，儘早

移除導尿管是非常重要的課題[8]。
某醫學中心神經內科病房導管相關

泌尿道感染密度  2016 年第四季為 
3.8‰，遠高於該院平均值 2.3‰，臨
床上發現人員習慣於導尿管置放第七

天到期日才評估導管適用性，不但增

加使用天數，且病人與家屬常抱怨導

管照護不易、活動不便，而減少下床

復健次數與抗拒留存導尿管出院。

依據文獻指出降低導管相關泌

尿道感染之策略：(一) 利用警示或提
醒系統：可藉由電腦資訊提醒或經由

護理師提醒醫師[9]。(二) 制定護理人
員可拔除不需要續留導尿管的指引，

於清晨 6~7 點移除導尿管，移除後進
行病人的主訴、解尿量、時間等評估

[10]。(三) 進行教育訓練，所有醫護
人員須了解相關的感管措施及政策，

包括導尿管使用適應症、移除導尿管

時機及導尿管照護[11]。(四) 制定導
尿管拔除後指引，避免不必要的導尿

管置入[3]。(五) 使用超音波膀胱容量
測定儀取代單次導尿，由護理師在排

尿後 30 分鐘內測量餘尿量，餘尿量 
< 100 mL 每天掃描一次維持 2 天；餘

尿量 100~250 mL 每四小時掃描，> 
250 ml 每兩小時掃描，> 400 ml 進行
單次導尿[8]。

流程的精實與簡化是在確認真正

具有「價值」的部份，以去除無價值

的部份、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提昇作

業效率及機構競爭力[12]；流程設計
應以「病人為中心」建構標準作業流

程[13]，流程再造分為三個階段：(1) 
策略形成：藉由思考模式尋找再造方

向與願景目標；(2) 設計與執行：透
過系統化思考、分析現況問題，規劃

再造流程；(3) 評估與改善：經由數
據管理及科學管理分析，找尋根本原

因，針對問題找出有效的改善對策

[14]，以增進工作效率，強化醫療服
務品質。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北部某醫學中心收治神經內科

的住院病房，該單位含 2 個樓層、三
個病房，總床數 146 床。2016 年佔
床率 89.5%，編制護理長及護理人員
共 74 位，護理人員與病人之比例為 
1：8，主要收治診斷為腦動脈阻塞、
腦內出血和癲癇等神經科診斷的病

人。2016 年第四季神經內科病人導
尿管使用率 18.9%，導管相關泌尿道
感染密度達 3.8‰，遠高於院內感染
密度年平均值 2.3‰。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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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類實驗研究設計，於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以實
際觀察、病歷回溯及問卷調查，收集

導尿管放置狀況、醫護團隊留置導尿

管認知與主要照護者執行導尿管等影

響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原因進

行調查。

期間並研擬執行改善策略，於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期間，檢索相關文獻後與神經內科

及泌尿科主治醫師、感管護師和護理

長等專家，針對導管相關泌尿道感

染密度原因進行討論，彙整結果制訂

「神經內科病人導尿管照護之作業流

程」(圖一)，內容如下： 
(一) 導尿管照護之作業流程包

括：導尿管放置適應症、以清水溶液

清潔導尿管，髒污時以清水沖洗取代

紙巾擦拭。護理師於導尿管放置第三

天與醫師討論決定於第四天或到期日

移除，不執行導尿管訓練；於清晨六

點移除導尿管，每四小時評估解尿狀

況，解尿後使用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

儀追蹤餘尿量，避免單次導尿及確認

無尿滯留問題；當移除失敗時和醫師

討論安排尿動力學檢查瞭解尿滯留原

因和藥物治療。

(二 )  規劃在職教育課程：
4/10~4/15 依據「導尿管照護之作業
流程」規劃二場次在職教育課程，內

容包含放置導尿管原因與合併症、早

期移除導尿管重要性及執行超音波膀

胱容量測定儀步驟；課程時間約 50 
分鐘。

(三) 增設管路移除資訊系統提
示：4/13 和資訊小組討論，於電腦
螢幕保護程式設置提醒標語「導尿管

放置第三天與醫師討論導尿管移除

日」，並於醫囑系統建立膀胱容量測

定儀使用準則之範本。

(四) 增設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
儀：4/14 申請購置超音波膀胱容量
測定儀，使用方式為導尿管移除後，

或無法解尿、尿脹，進行餘尿量掃

描，依據文獻制定使用準則：餘尿量 
< 100 mL，每天掃描一次維持 2 天；
餘尿量 100~200 ml，每四小時掃描一
次，201~299 ml 每兩小時掃描一次，
> 300 ml 則進行單次導尿。

(五) 制定導尿管護理觀察表：
內容包括：照護者是否能以清水正確

清潔導尿管與了解相關注意事項、醫

護人員是否每日評估導尿管放置必要

性、護理師是否於導尿管後放置第三

天與醫師討論移除日、是否正確操作

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儀與醫護人員移

除導尿管前是否進行導尿管訓練；感

管師定期稽核醫療團隊洗手正確性和

遵從性、不定期組合性導管照護和感

染密度監控。

(六 )  製作海報和警示牌：
4/20~4/30 將導尿管標準化作業流程
製作成海報，並加上簡易口訣：「儘

早移除導尿管，輕鬆掃描降感染」，

張貼於公佈欄供同仁隨時參考。並設

計簡易口訣及含有衛教資訊 QR-code 
內容，製作方形彩色磁卡貼於床頭

牌，當更換照護者時，能隨時藉由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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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入住病房

決定尿管移除日
(第四天或到期日)

是否有放置
導尿管

超過4小時
未解尿

病人
有尿脹感

是 否

第三天與醫師
討論移除尿管日期

移除日06:00移除尿管

4小時內是否
自解尿液

膀胱容量
測定儀掃瞄

是 否4小時內是否
自解尿液

放置尿管

確認尿滯留
原因及藥物介入

Bladder scan protocol
★If RU<100ml ,QD check X 2 days
★If RU 100-200ml,Q4H check
★If RU 201-299ml,Q2H check

自解
順暢

續觀察

醫師安排
尿動力學檢查

是 否

Bladder scan 
protocol

餘尿量是否
300ml以上

是

單次導尿

否

Bladder scan 
protocol

Bladder scan 
protocol

膀胱容量
測定儀掃瞄

餘尿量是否
300ml以上

是 否

Bladder scan 
protocol

圖一　神經內科病人導尿管照護作業標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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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QR-code，了解照護須知。

 
三、資料分析方法

以 Microsoft Excel 及 SPSS 18.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方法包

括百分比、平均值和標準差等描述性

統計和以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

結　果

一、神經內科導尿管放置現況調查

分析

依據本院感染管制組設置之「預

防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置放查檢

表」，收集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期間放置導尿管病人共 32 位，
以病歷回溯進行資料收集，統計結

果：放置導尿管原因以尿滯留最多佔 
53%，其次為開刀檢查 16%，其他原
因有記錄尿量、肢體無力等。

二、醫護人員留置導尿管認知之現

況調查

依文獻及院內作業規範自擬「留

置導尿管知識調查表」，於 2017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5 日，針對神經內
科醫師、專師和護理師共 134 位，調
查結果：醫護人員認知大致相同，但

在「膀胱餘尿量大於多少需要放置尿

管」項目，醫師和專師認為餘尿量 
300 ml，護理師則認為 200 ml 需要
放置導尿管，而醫護人員均一致表示

依照觸診膀胱方式來判斷病人是否尿

滯留、導尿管到期再移除、移除前需

做尿管訓練、以單次導尿確認餘尿量

方式，未有再接受相關教育課程 (表
一)。

深入訪談，發現醫護人員之導尿

管認知多為個人經驗及學長姐傳授，

無相關教育訓練。人員雖了解導尿管

放置天數增加會提高感染密度，但臨

床無相關規範，故至第七天到期日才

嘗試移除，且認為移除前需進行導尿

管訓練 1~2 天，致使置放天數增加。
統整原因為導尿管照護作業不完善、

無取代單次導尿之工具及教育訓練。

三、主要照護者執行導尿管護理情形

依據院內作業規範後自擬「主

要照護者執行導尿管照護觀察表」，

於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採實
際觀察和訪談法，共 52 位病人放置
導尿管，排除無照護者 2 人，調查結
果：使用生理食鹽水溶液進行導尿管

消毒佔 95%，除常規清潔導尿管一次
外，額外再清潔導尿管人次僅 36%。
針對這 50 位照護者進行訪談及實際
觀察，80% 護理師有指導導尿管照
護方式，60% 示範教學、口頭說明 
24%、提供單張衛教 16%。觀察護理
人員衛教時常被其他事務中斷，導致

學習過程被干擾，受衛教者不易記

憶，且更換照護者時無交班，以致照

護方式不一。

四、改善策略執行成效

自 2017 年 5 月起，於神經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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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醫護人員對於留置導尿管知識調查表

認知測驗題目 醫師與專師/百分比 %  護理師/百分比 %
 (n = 72) (n = 62)
1. 臨床上最常放置導尿管的原因
　尿滯留 55 (76) 56 (90.3)
　開刀或檢查 13 (18) 4 (6.5)
　避免臀部或會陰部傷口染污 2 (3) 2 (3.2)
　記錄尿量 2 (3) 0 (0)
2. 如何判斷病人尿滯留
　膀胱觸診 52 (69) 48 (78)
　單次導尿 12 (22) 12 (19)
　長時間未解尿 8 (9) 2 (3)
3. 膀胱餘尿量大於多少需要放置尿管
　200 ml 15 (20.8) 41 (66)
　300 ml 55 (76.4) 18 (29)
　400 ml 2 (3) 3 (5)
4. 移除尿管時機
　管路到期 60 (83) 47 (76)
　遵照醫囑 0 (0) 8 (13)
　開刀或檢查結束不須放置尿管 12 (17) 6 (10)
　病人及家屬要求 0 (0) 1 (1)
5. 移除導尿管前是否需做尿管訓練
　是 65 (90) 50 (81)
　否 7 (10) 12 (19)
6. 影響尿道感染最危險的因子
　性別 5 (7) 2 (3)
　年紀 12 (17) 10 (16.5)
　活動力 8 (11) 12 (19.5)
　新陳代謝疾病 2 (3) 1 (1.5)
　尿管放置時間  45 (62) 37 (60)
7. 確認膀胱餘尿量方式  
　觸摸膀胱 10 (14) 6 (10)
　單次導尿  62 (86) 56 (90)
8. 是否曾經接受導尿管相關教育訓練
　是 10 (14) 12 (19)
　否 62 (86) 5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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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導入「導尿管照護之作業流程」相

關措施，均可落實施行。

1. 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進
行對策改善前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共六個月)、改善後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共六個月) 資料統
計分析，以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結
果發現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達統

計上顯著差異 (p < .05) (表二)。
2 .  藉由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

儀介入，導管使用率由 18.9% 降至 
16.3%。

3. 實際測量醫護人員工作時數。
自準備用物、執行技術到整理用物整

個過程中，使用超音波膀胱容量測定

儀測量餘尿量僅需 1 分鐘，而間歇導
尿技術費時 13 分鐘。故，使用超音
波測定儀可降低所花費的醫護工時。

討論與結語

於 2012 年 Kim 等人指出[8]降
低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最有效

方法，就是儘早移除導尿管，和陳

瑞光等學者於 2016 [3]所提出制定導
尿管拔除後指引，以避免不必要的導

尿管置入，本專案經由擬定導尿管

照護作業流程及超音波膀胱容量監測

準則以提早拔除導尿管、避免不必要

的管路置放，並增加衛教工具、導尿

管護理觀察表，審視導尿管適用性及

照護技巧是否合宜，讓神經內科導管

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由 3.8‰ 下降至 
1.9‰，達到專案設定目標值。

推行初期，醫療團隊抱著質疑的

態度，擔心反覆掃描膀胱餘尿量增加

工作負荷，此為最大的阻力，幸而主

管大力支持，經由舉辦教育訓練，詳

細說明標準化作業流程，醫護人員於

實際使用後，發現可大幅減少工時，

加上病人與照護者正向反應，故醫療

團隊的態度由存疑轉為支持，成為本

案推行助力。現行因每月會有 PGY 
醫師輪訓，因此醫師對於流程不了

解，配合度較低，此為臨床上的限制

和困難處，建議未來逐漸推廣至全

院，讓所有科別之醫護團隊皆了解標

準化作業流程並配合執行，達到全面

化之改善。

降低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已

成為全院感染管制指標之一，本專案

透過修訂標準作業流程與衛教工具，

創造醫療團隊與病人雙贏的局面，並

經由跨團隊照護會議進行案例討論及

分享，使標準作業流程漸趨完善，期

盼能持續有效降低感染密度及導尿管

使用率，促使病人得到更好的醫療品

質。

表二　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施行前、後獨立樣本 t 檢定統計分析

 Mean SD F 檢定 顯著性 t 顯著性

改善前 4.767 2.442 6.324 0.031 3.044 .022*
改善後 1.567 0.817    
註：* 表示 p < .05

252

感染控制雜誌

某醫學中心降低神經內科病人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成效



參考文獻

  1. Clarke K, Tong D, Pan Y, et al: Reduction in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by 
bundling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2013;25:43-9.

  2. 陳乃菁、高金盆、楊詠梅：居家腦中風失能個
案泌尿道再感染控制計畫的執行與評價。健康

管理學刊 2015;13:20-38。

  3. 陳瑞光、李靜嫻、李欣蓉等：導尿管相關泌
尿道感染的診斷、治療、預防。感控雜誌2 
016;26:107-117。

  4. 陳瑛瑛、王復德：導尿管相關泌尿道感染之管
制策略。感控雜誌 2013;23:261- 270。

  5. Conway LJ, Carter EJ, Larson EL: Risk factors 
for nosocomial bacteremia secondary to urinary 
catheter associated bacteriuria: A systematic 
review. Urologic Nursing 2015;35:191-203.

  6. 蔡青晏、劉建衛：導尿管相關之泌尿道感染預
防。感控雜誌 2012;23:35-40。

  7. Saint S, Greene MT, Kowalski SR, et al: Preventing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JAMA Internal Medicine2013;173:874-9.

  8. Kim HJ, Chun MH, Han EY, et al: The utility 
of a bladder scan protocol using a portable 
ultrasonographic device in sub acute stroke 
patients.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 2012;34:486-
490.

  9. 賴美玉、曾瓊誼、潘志雄等：運用Bundle Care
降低呼吸照護中心泌尿道感染率之專案。若瑟

醫護雜誌 2015;9:50-61。

10. 曾芷華、陳欣儀、沈湘芸等：降低住院病人導
尿管感染率。領導護理 2012;13:81-90。

11. 王佩琮、林湘玉、林意純等：依適應症提示移
除尿管可降低內科病房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

護理雜誌 2017;64:70-9。

12. Bergenmar M, Nylen U, Lidbrink E, et al: 
Improvements in patient satisfaction at an 
outpatient clinic for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cta Oncologic 2006;45:550-8.

13. 張馨予、郭美宏、劉佩芬等：改善心臟科門
診病人跨院際轉診檢查之時效。長庚護理 
2012;23:488-501。

14. Lim HC, Tan CB, Goh LG, et al: Why do patients 
complain? A primary health care study.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1998;39:390-5.

253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第二十九卷五期

沈維維、林幼麗、葉淑玲等



Reducing Occurrence of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Research at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a Medical Center

Wei-Wei Shen1, Yu-Li Lin2,4, Shu-Ling Yeh2,4, Lun-Hui Ho2,5,  
Chun-Sui Lin3, Hung-Ju Chen1

1Neurology ward, 2Department of Nursing, 3Infection Control Committee Section, 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4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Nursing, 5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CAUTI)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worsen the condition of patients, thereby extending the length of their hospital 
stay and possibly leading to death. Although not all CAUTIs are preventable, 
appropriate management can reduce their occurrence.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risk factors for CAUTIs in neurology wards. From April 1, 2017 to October 31, 
2017, the researchers adopted process reengineering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AUTI, lowering the rates from 3.8‰ to 1.9‰. Through process reengineering, 
the instances and duration of repetitive straight in-and-out catheters were reduced, 
thereby simplifying and streamlin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medical personnel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ir work efficiency. In addition, early removal of catheters 
improved patient comfort and increased instances of patients leaving their bed, 
thereby assisting them to enter the rehabilitation phase. B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n and catheter usage rate, the researchers assisted patients in attaining 
better healthcare quality.

Key word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ladder volume ultrasound scanner, 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254

感染控制雜誌

某醫學中心降低神經內科病人導管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成效



DOI: 10.6526/ICJ.201910_29(5).0004

非傷寒沙門氏菌感染： 
微生物學、臨床特徵和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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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及分類

沙門氏桿菌屬是屬於腸內菌科 
(Enterobacteriaceae)，為革蘭氏陰
性、不產芽孢、大多數具有鞭毛、

有運動性的兼性厭氧菌。最早是在 
1884 年由當時在美國農業部獸醫組
工作的醫師及其主管—美國獸醫病理

學家博士在罹患豬瘟 (classical swine 
fever) 的病豬腸道中分離發現而稱為
「Bacillus choleraesuis」，直到 1900 
年學者 Lignieres 提出依其名命名為
「Salmonella choleraesuis」。過去一
個世紀以來，沙門氏菌的命名法一直

不斷的被討論、演進。回顧沙門氏

菌的命名史，可說是相當曲折又複

雜。不同學者、組織或是學會對命名

的根據、方法都有其堅持的理由，

連名稱中採用大小寫、正斜體都歷

經多次的修改、調整，甚至是爭論 
(例如：Salmonella serotype Typhi 的
命名方式)。追溯到早期細菌學家們
傾向依照菌株所引起的疾病 (例如：
Bacterium typhi 指在人類造成傷寒) 
或是感染的動物宿主 (例如：Bacillus 
gallinarum 造成雞的傷寒熱) 以拉丁
文命名。但是逐漸發現如此命名法會

出現許多問題，譬如某個以動物種類

命名的菌株並非只侷限感染單一種動

物宿主。直到約在 1934 年學者發展
出一套利用細菌的 3 個重要抗原，以
血清學方法分類的 Kauffmann-White 
分類法。此 3 種抗原分別為：菌體
脂多醣抗原 O (somatic antigen)、鞭
毛抗原 H (flagellar antigen)以及莢膜
抗原 K (capsular antigen) (或毒力抗
原 virulence antigen, Vi)。Kauffmann 
根據此方法提出「one-serotyp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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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的概念，認為每一「血清
型」都是獨立的「種」[1]。依照這
樣的概念和分類方式，到  2010 年
為止可將沙門氏菌劃分成 2,659 種
血清型。1973 年  Crosa 等學者則
利用 DNA-DNA hybridization 方式
分析已知的沙門氏菌，結果顯示所

有的 serotype 都應該屬於單一、相
同的 species [2]。唯一的例外是 S. 
bongori，依據分析結果應屬另一單
獨的 species。到了 1980 年，學者
們因為過去已將 S. choleraesuis 定
名為沙門氏菌的「模式種」 ( t y p e 
s p e c i e s )，因此當時便決定以  S . 
choleraesuis 作為沙門氏菌的單一種
名。然而，「choleraesuis」既然在 
Kauffmann-White 分類法裡已經是
「血清型」的名，若又被當作「種」

名，容易在溝通上產生混淆。所

以，1986 年在第十四屆國際微生物
大會上專家學者就建議將沙門氏菌

的 type species 更改為 S. enterica，因
為直到當時為止，還沒有血清型共

用該名字[3]。簡而言之，經過多年
的變革，目前美國疾病管制署建議

採用世衛組織位於法國巴黎巴斯德

研究所沙門氏菌研究合作中心的系

統，將沙門氏菌屬依據其 16S rRNA 
序列的差異分為兩個種 (species)：
Salmonella enterica (type species) 以
及 Salmonella bongori (按：2005 年又
新發現一個種 S. subterranean)。再根
據 Salmonella enterica 基因體的相似
度及生化反應的特性，細分為 6 個

亞種 (subspecies)，並以羅馬數字標
記：I、S. enterica subsp. enterica；
II、S. enterica subsp. salamae；IIIa、
S. enterica subsp. arizonae；IIIb、
S. enterica subsp. diarizonae；IV、
S. enterica subsp. houtenae 及 VI、
S. enterica subsp. indica [4]。而 S. 
enterica subsp. enterica (I) 當中血
清型的命名方式則可能是依據該菌

初次發現的地點或是其所引起的疾

病。在書寫上為了避免混淆，同

時強調血清型不是「種名」，因

此血清型的名字不用斜體，並且

第一個字母以大寫表示。在文章

中第一次出現時以「屬名」後面

接「種名」再接「serotype」或是
「ser.」，最後是「血清型」名字。
例如：Salmonella enterica serotype 
Typhimurium 或是 Salmonella enterica 
ser. Typhimurium，隨後即可省去種名
而簡寫為 Salmonella Typhimurium 或
是 S. Typhimurium。此外，目前一般
文獻中已將 serotype 與 serovar 當作
同義詞。而在上述這些亞種之中，

S. enterica subsp. enterica (I) 也是在
哺乳動物中最常見的沙門氏菌，大約 
99% 的人類或是溫血動物感染的病
例都是由此亞種所引起[5]；在目前
已知的 2,600 多種血清型中有一半以
上也是屬於 S. enterica subsp. enterica 
(I) [3]。除了一般學術上正式溝通的
需要而採用更冗長的名稱外，現在

大多數的臨床微生物實驗室都傾向

利用菌體抗原 O 抗血清凝集試驗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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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 (agglutination reaction) 來區分
確認 S. enterica subsp. enterica (I)。
目前至少可區分出 46 種 O 血清群
(serogroups)，其中以 A、B、C1、
C2、D 及 E 較為盛行。因為血清分
型不是一般醫院微生物檢驗室能勝

任，且血清型資料對治療沒太大助

益，因此，雖然在流行病學上此種區

分 O 血清群的分類法太過於粗糙，
參考價值低，但對臨床鑑定而言仍具

有一定的功能[6]。
隨著分子診斷技術的日新月異，

相信將來沙門氏菌的分類一定還會出

現新的變革，但是這些都不會改變它

對人類造成的影響。長期研究沙門氏

菌的知名學者 D. C. Old 教授在一篇
介紹命名過程的短文最後引用莎士比

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裡的名

言：「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名稱有什麼關係呢？
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 [7]，
應該是為這近百年來紛擾複雜的沙門

氏菌命名歷史和未來所下的最有趣的

註解。

微生物特徵

沙門氏菌的生存力很強，在 
20℃至 37℃條件下繁殖甚快，但是
對於熱較為敏感，超過 70℃以上就
可將其殺死。幾乎所有動物的腸道都

曾分離出沙門氏菌，在人的糞便中可

存活 1 至 2 個月，在水、牛奶、肉類

製品中可存活數週至數月，在雞、

鴨蛋中也可存活很久，甚至部分血

清型的菌種在冰凍土壤或是乾燥食

物中也能存活。致病機制的研究顯

示，沙門氏桿菌屬於胞內致病菌，菌

體具有特殊線毛 (fimbrial) 及黏合素 
(adhesins)，經由 fimbriae 結構吸附在
宿主的腸道黏膜上皮細胞，引發後續

的感染及生物膜的形成。其腸道上皮

細胞入侵力與染色體 DNA 上的毒力
島 (Salmonella pathogenicity islands, 
SPIs)  攜帶的毒力基因有密切的關
係。當細菌經由污染的水或食物進入

消化道後，SPI 會表現第三類分泌系
統 (type III secretion system, T3SS)，
透過這種多通道的蛋白質將細菌製

造的 effectors 注入到腸道上皮細胞質
中；隨後 effectors 開始活化一連串訊
息傳遞鏈，並激發細胞內骨骼 actin 
cytoskeleton 重組和細胞膜皺摺，使
細胞膜向外延伸，進而將胞外的細菌

吞入。這種誘使非吞噬細胞出現型態

改變，類似吞噬作用 (phagocytosis) 
是沙門氏菌很特別的致病機制[8]。
沙門氏菌致病力中最重要的條件是持

續在胞內寄生的能力，如果某菌株缺

少此能力，即被認為是「非毒性」

[9]。如前述，當細菌被吞入細胞的
小囊泡 (vacuole) 後，菌株會再利用 
T3SS 注入其他的 effectors 到 vacuole 
中改變 vacuole 的組成，並阻斷宿主
細胞中 lysosome 與之融合。於是，
不但破壞宿主細胞原本可以消化分解

外來細菌的能力，同時也將 vacu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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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成為沙門氏菌在胞內躲藏、存活

與複製的良好場域。隨後細菌亦會經

由誘發大量細胞激素的產生，引起腸

胃道的炎症反應。

臨床上依其所引起的疾病，沙

門氏菌又可再區分為傷寒 (typhoid 
Salmonella) 及非傷寒沙門氏菌 (non-
typhoidal Salmonella, NTS)。除了 S. 
Typhi 及 S. Paratyphi 之外，其他的沙
門氏菌均屬於 NTS。近年來因為公共
衛生的進步及環境的改善，在台灣已

很少見到傷寒的病例，因此本文以下

主要介紹 NTS 引起的感染及臨床重
要性。

流行病學

NTS 的感染是全世界公共衛生
的問題，也是食物中毒常見的主要原

因之一。近年來即使衛生及環境條

件改善，但是無論工業化或是未開

發國家，NTS 感染的發生率仍有逐
年上升的趨勢。在所有 NTS 引起的
疾病中腸胃炎是最常見的表現。根據

研究統計，全球每年約有九千萬例由

非傷寒沙門氏菌所造成的腸胃炎，並

且導致約十五萬個死亡案例。美國疾

病管制署也估計全美每年大約有將近

一百二十萬例的沙門氏菌感染病例以

及 450 人因而死亡[10]。以全世界分
布區域來說，NTS 感染引發腸胃炎
的病例以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區域為

主，最常見的血清型是 S. Enteritidis 
和 S. Typhimurium。世界各地發生動

物傳給人的沙門氏菌也是以這兩種血

清型最常見。某些沙門氏菌有很高的

宿主專一性，只能存活在單一或少數

的動物種類中，例如：S. Dublin 主要
感染牛隻，S. Choleraesuis 則以感染
豬為主。這些特殊的血清型一旦感染

人，往往會引起嚴重的侵入性疾病，

甚至會致命[11]。
不像傷寒沙門氏菌只會感染人，

NTS 的傳染窩主要是動物。人的感
染常是經由食入被感染動物排泄物污

染的水或食物、直接接觸感染的動

物，或是吃了被感染動物所製成的

食物。過去許多沙門氏菌突發感染的

調查顯示，經由食物感染的主要因

素包括：食物未經完全的烹調、不當

的儲存方式或是直接接觸生食，屠宰

場食用動物的屠宰過程也被認為是沙

門氏菌污染的重要來源之一。一般來

說，食用動物如豬、家禽和牛是沙門

氏菌感染的主要來源，但是仍有許多

其他的食物來源，例如：牛奶、雞

蛋，甚至巧克力和花生醬都曾被發現

過是感染的來源[12]。美國疾管署從
今年一月開始也注意到十幾例感染 S. 
Newport 的突發病例，可能與食用受
到污染的鮪魚有關[13]。NTS 在自然
界中存在的動物範圍和種類非常廣

泛，除了食用性動物外，飼養或野生

的貓、狗、兩棲類、爬蟲類和囓齒類

都會帶菌[14]。這些環境和動物感染
來源的複雜度也使得公衛防治上面臨

相當大的挑戰。在工業化國家，包括

台灣，農場的動物是 NTS 的主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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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窩，同時因為有大規模食品生產、

包裝和銷售，使 NTS 可以很快的藉
由遭到污染的食物供應迅速傳播到社

區、全國、甚至國際，因此良好的動

物管理方式與食品加工處理方式是預

防沙門氏菌傳播最關鍵的一環。

臨床表現

NTS 主要是藉由糞口傳染，所
以其感染後最常見的症狀即是引起腸

胃道發炎，伴有發燒、腹瀉、嘔吐、

噁心、頭痛、腹部絞痛和肌肉疼痛

等症狀；肝脾腫大則較不常見。NTS 
感染的潛伏期比傷寒短，大約僅 
6~72 小時，通常為 12~36 小時。一
般會自行痊癒，症狀也僅持續 10 天
或更短的時間[15]。在急性期過後，
病人的症狀已獲得改善，相對於傷

寒病患約有 4% 會將細菌持續在糞便
中排出超過一年變成慢性帶原，NTS 
感染的患者發生「慢性帶原率」僅

約 0.1%，乃因人是 S. Typhi 的主要宿
主，但 NTS 感染宿主則是以動物為
主[15]。

雖然 NTS 是引起腸炎最常見的
細菌，但是感染到沙門氏菌後並不見

得一定會發病，發病後的症狀也有輕

重之別。大多數 NTS 感染僅限於無
併發症的腸炎，很少需要治療。研

究也發現，對沙門氏菌引起的急性腸

炎，抗生素的治療不能縮短症狀持續

的時間、減輕疾病的嚴重度，反而會

使細菌從糞便排出的時間更長，同時

增加產生抗藥性的風險[16]。但是少
數病患的腸炎症狀會嚴重到需要住院

治療，也有約 5% 病人會發生侵入性
的感染，如菌血症、肺炎、骨髓炎和

腦膜炎或其他嚴重併發症[17]。當出
現這些嚴重感染，抗生素的治療就有

其必要性。高風險的族群包括：年齡

層的兩端 (嬰兒、幼兒、老年人) 和
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10]。除了宿主
本身免疫力的差異之外，造成此種

疾病表現輕重之別的原因也跟感染某

些特定血清型的菌種以及菌株本身

帶有的毒力因子有關。例如前述的 S. 
Dublin 和 S. Choleraesuis 就容易造成
侵入性感染；菌株所攜帶的毒力因子 
spv (Salmonella plasmid virulence) 基
因的表現也被認為可能會造成被感染

細胞延後死亡、使細菌在宿主細胞中

存活較久，進而有更多時間複製，最

後導致更嚴重的感染[18]。
沙門氏菌菌血症是細菌在侵入

腸屏障後進入血流的一種疾病，持續

高燒不退是沙門氏菌菌血症典型的

症狀。少數的情形下，菌血症所激

發的免疫反應會造成敗血性休克，

而有相當高的死亡率[17]。此外，極
少數的成人 NTS 菌血症可能會發生
一嚴重的併發症，稱為：感染性動

脈炎(infectious aortitis) 或感染性動脈
瘤 (infectious aneurysm)，也稱為真菌
性動脈瘤 (mycotic aneurysm)，是因
細菌感染造成菌血症後在動脈壁產

生膨出如蘑菇狀的動脈瘤[19]。高雄
榮總曾針對 1990 年到 1994 年間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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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mycotic aneurysm 的 16 例病患
做病歷回顧，結果發現 50 歲以上沙
門氏菌菌血症的病患有 25% 會發生 
mycotic aneurysm，若是 60 歲以上的
高齡病患，則發生率更會上升 至35% 
[20]；動脈粥樣硬化 (atherosclerotic 
change) 是發生此一併發症的重要前
驅因子，其他研究也報告過糖尿病、

肝硬化及高血壓同樣是危險因子之一

[21]；動脈瘤的相關症狀並不明顯，
病患可能只抱怨腹痛、背痛或是胸痛

等等非專一性的症狀。因此，若沙門

氏菌菌血症病患同時患有動脈粥樣硬

化等疾病，須特別留意發生 mycotic 
aneurysm 的可能性，必要時應安排
電腦斷層或是動脈血管攝影檢查。國

外報告造成 mycotic aneurysm 的沙門
氏菌血清型最多的是 S. Enteritidis，
台灣則是以 S. Choleraesuis 最常見
[20,22]。由於死亡率非常高，其中又
以只單獨給予抗生素治療者為甚，因

此，早期正確診斷並以外科手術加上

適當的藥物治療，方能降低病患的死

亡率[20]。

抗藥性

由沙門氏菌感染引起的腸胃道

疾病，如果沒有其他器官或組織的併

發症發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

通常都是給予支持性療法，譬如補充

病患體內因為嘔吐或腹瀉所流失的電

解質以及預防嚴重脫水。只有在少數

特定感染後易發生併發症的高風險患

者，如嬰幼兒、老人、免疫力低下族

群或發生侵犯性及嚴重沙門氏菌感染

才需再額外給予抗生素治療[23]。在
台灣，過去有研究發現，75% 以上
的 NTS 菌血症患者具有免疫功能低
下的疾病[24]。如須使用抗生素，對
於沙門氏菌腸炎的治療時間一般為 3 
天到 14 天不等，大多數是建議 5 天
的療程[23]；至於菌血症的治療時間
則為 7 天至 14 天[25]。Ampicillin、
chloramphenicol 或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為第一線抗生素治
療的主要選擇；對以上這三種傳統用

治療沙門氏菌感染的第一線藥物產生

抗藥性的菌株即定義為多重抗藥性菌

株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近
年來由於人類濫用抗生素的緣故，不

管是在飼養動物的飼料中加入抗生素

以利動物生長，或是為了治癒被感

染的動物和人類而廣泛使用抗生素

等，使得沙門氏菌演化成具有抗藥性

的 MDR 菌種。因此，在臨床治療病
患的經驗性用藥選擇上也必須留意並

考量涵蓋具抗藥性 NTS 感染的可能
[26]。 

自從在 1960 年代初期首次發現
對 chloramphenicol 產生抗藥性的沙
門氏菌後，就陸陸續續出現對一種或

多種抗生素有抗藥性的沙門氏菌，且

數目逐年增加。監測數據證明整體

抗藥性比例在 1990 年代早期暴增到 
20~30%，在某些國家中比例甚至高
達 70% [27]。據估計，在美國每年約
有十萬例病例感染抗藥性菌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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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灣，根據 2016 年疾病管制署
研究統計，從病患臨床檢體中分離出

來的 NTS 菌株約有 4 成左右同時對
一種或多種抗生素出現抗藥性，而

且不同的血清型對不同的抗生素產

生抗藥性的比例也不盡相同[29]。整
體看來，S. Enteritidis 抗藥性較少，
但 S. Typhimurium 則有比較高的抗
藥性[30]。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菌
系散播 (clonal spread) 的現象[31]。
1990 年代美、歐等地都發現具多重
抗藥性的 S. Typhimurium DT104 菌
株，此菌株的染色體上具有同時對 5 
種以上的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基因，

包括：ampicillin、chloramphenicol、
f l o r f e n i c o l、 s t r e p t o m y c i n、
sulfonamides 以及 tetracyclines；其 
plasmid 上則有對 trimethoprim 抗藥的
基因[31]。最近透過全基因體序列演
化分析結果顯示，該菌株最初發現時

是將 13 kb Salmonella genomic island 
1 (SGI1) MDR 的基因片段利用水平
方式移入原本即帶有約 43 kb SGI1 的
敏感性菌株中，經過幾波傳遞路徑從

德國散佈到歐洲其它國家後又散播

到世界各地，包括台灣[32]。自此之
後，包括動物和臨床上分離到同系

的 S. Typhimurium DT104 MDR 菌株
比例越來越高，僅次於 S. Enteritidis 
[33]。

一旦  NTS 出現  MDR 的情形
越來越嚴重，臨床醫師被迫使用更

後線的抗生素來治療病患；最常處

方的藥物即是 fluoroquinolones 及

廣效型第三代頭孢子素 (extended-
spectrum cephalosporins)。然而，隨
之而來付出的代價就是菌株出現對 
fluoroquinolones 及第三代頭孢子素
產生抗藥性[27]。因此臨床醫師對必
須依賴抗生素治療的高風險族群或是

侵入性疾病將陷入無藥可用的困境；

甚至更令人擔憂的情況是，世界各

地越來越多的病例報告顯示，這些

對 fluoroquinolones 及第三代頭孢子
素 ceftriaxone 產生抗藥性的菌株似乎
毒性也更高，以至於病患感染後會惡

化為更嚴重的疾病以及更高的死亡率

[34]。對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riaxone 
出現抗藥性的 NTS 感染在台灣的發
生率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導致臨床

治療病患變得越來越棘手[35,36]。
日益加重的抗藥性以及對人類健

康造成的威脅，儼然已是全球都必須

面對的大問題。而專家們提出各種解

決之道，其中之一不約而同的指向限

制生產農業的抗生素使用量及種類。

研究指出畜產業在家禽、豬及牛預防

性 (非治療性) 所使用的抗生素數量
是用於人類臨床治療使用量的好幾倍

[37]，若再加上治療動物罹病而必須
使用的藥物，則總量將更為驚人。這

些因為動物用藥而在體內產生的抗藥

性菌株同樣會藉由排泄物而影響水、

土壤和空氣；透過直接的接觸、食用

動物的消費鏈或是環境的接觸等等，

人類自然無法在抗藥性的戰爭中倖

免於難。美國疾病管制署在 2017 年
發現一波突發病例感染 S. Ur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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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源頭是來自木瓜，菌株同時對 
streptomycin 和 tetracycline 有抗藥性
[38]；2015 年分離自小黃瓜的菌株 S. 
Poona 造成全美多州出現病例，菌株
同時對 tetracycline 或 nalidixic acid 有
抗藥性；同年另一株 MDR Salmonella 
I 4,[5],12:i: 菌株則經由污染的豬肉而
引發多起嚴重的臨床病例。諸如此類

食物、動物和人類之間的抗藥性菌株

傳遞、感染的報告可說是不勝枚舉，

也再再突顯出人、畜共通藥物的使用

限制及安全用藥和管理的重要性。

為了促進動、植物的生長和健

康，或為了降低栽種、養殖的損失，

作物生產與畜產、水產養殖往往免不

了在飼料、農藥中添加抗生素。能夠

兼顧經濟與健康，在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才能有效解決藥物濫用的問題。

因此近年來許多研究朝向「天然、

環境友善」的栽種及飼養方式而努

力，例如：添加益生菌 (probiotics)、
益菌生 (prebiotics) 或是植物性抗生
素來減少沙門氏菌感染的機會[39]。
一些頗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顯示，肉

桂醛 (trans-cinnamaldehyde) 和丁香
酚 (eugenol) 可以抑制肉雞腸道中沙
門氏菌的生長[40]，也會提高 MDR S. 
Typhimurium DT104 對臨床多種抗生
素的敏感性[41]。

結　語

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為了

調查、防治沙門氏菌引發的群突發感

染，設置了可進行血清分型、基因分

型與藥物敏感性試驗能力的沙門氏菌

參考實驗室，有系統蒐集與分析醫院

分離之菌株，建立沙門氏菌 DNA 指
紋圖譜資料庫以及抗藥性監測。全球

的科學家們也持續不斷地投入更多的

心力研究預防沙門氏菌的感染和傳

播，包括：快速的診斷試劑和疫苗的

研發、致病機制和抗藥性的探討等

等。相信未來在產、官、學界共同集

思廣益之下，必能找出有效對抗沙門

氏菌的防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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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念珠菌 (C. albicans) 的基因雜合性 
藉由微調基因序列來調節其移生能力與

致病力

【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台灣黴菌實驗中心  游雅琴/陳盈之/曾國鋆/謝禮雲/羅秀容  摘評】

微生物的物種多樣性在微生物

群落中極其重要，透過特化出不同

細胞類型調節代謝及分工，使微生

物得以適應不同的環境，促進了波

動條件下的生存，包括隨機表型轉

換 (bet hedging)。而對於宿主來說，
病原體的表型異質性通常與其移生 
(colonization) 能力及致病力相關，不
同的細胞狀態在宿主中會產生不同的

交互作用，並涉及病原體多種遺傳和

表觀遺傳機制。

其中，表型可塑性與伺機性黴菌

病原體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特別相關，白色念珠菌為一種細胞染

色體為成對狀態的雙倍體物種，是人

類腸胃道與生殖道的共生黴菌，也是

全球引起黴菌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之一，最初觀察到白色念珠菌有單細

胞酵母菌型或菌絲型兩種主要型態。

1987 年 Slutsky 等人研究表明，
白色念珠菌可高頻率靈活轉換在「白

色型」(white) 和「混濁型」(opaque) 
型態，這種表觀遺傳的轉換是受轉錄

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 TF) 和類交
配型因子 (mating-type like, MTL) 調
節[1-2]。調控型態的轉錄因子不少，
其中包括了 Efg1 和 Wor1。Efg1 可促
進白色細胞形成，Wor1 則促進混濁
型細胞形成。除白色型-混濁型轉換
外，最近又觀察到有介於「白色型」

和「混濁型」型態的「灰」(gray) 及
「腸道型」(GUT) 型態[3-4]。

Efg1 是一種多效因子，白色念
珠菌可藉由不同  Efg1 蛋白的量，
調節菌絲形成、代謝及致病力。當 
MTL 為同型對偶基因 a/a 時，細胞由
白色型轉換到混濁型狀態比例大增。

其中，作者最初觀察到白色念珠菌的

白色-混濁型轉變是在 EFG1 雜和的
菌株中，而後證實了許多來自病人共

生、OPC (oropharyngeal candidiasis) 
和傳播性感染的 EFG1+/- 臨床分離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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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同樣轉換過程，這說明白色念

珠菌兩套染色體中有一套染色體的 
EFG1 基因序列改變，導致異型對偶
基因是調節 Efg1 蛋白量的機制之一
[5]。

在本研究中，作者建立了白色

念珠菌 SC5314 基因型為 MTL a/a 及 
a /α為背景條件下，EFG1 異型對偶
基因和同型對偶基因對細胞表型之

影響，以檢測 轉錄因子在細胞中的
作用。實驗結果顯示，一個  EFG1 
等位基因的缺失 (EFG1+/-)，除了白
色與混濁型的表型外，還會導致細

胞轉變為不同此兩型態的中間型細

胞 (intermediate, INT) 表型，但野生
型 (EFG1+/+) 細胞無法形成此型態，
作者發現，EFG1 基因的缺失通常是
因為 DNA 複製時滑移或重組，而產
生三核苷酸 (trinucleotide) polyQ 的突
變。作者更在此觀察到，細胞中間型

狀態的形成主要取決於 EFG1 基因突
變後 Efg1 蛋白量的程度，與 MTL 或 
Wor1 比較無關。此外，如果 MTL 為
同型合子，efg1/efg1 細胞則在中間型
和混濁型狀態間進行可逆的轉換。

2014 年 Tao 等人的研究表示，
的白色念珠菌 BJ1097 具有一種表觀
遺傳的灰色細胞型態[4]，故作者在
本次實驗中，以白色念珠菌 SC5314 
EFG1+/- 進行比較，其實驗證實，腸
道型和灰色狀態在表型及轉換頻率上

相似，並且兩者都出現在 EFG1+/- 雜
合的菌株中，所以腸道型與灰色狀態

是因不同實驗室不同的命名，其實是

屬同一狀態。

在進行完這些實驗比較後，因為

介於目前還沒有直接的研究證實白色

念珠菌灰色細胞在胃腸道內的情況，

故作者分別使用無法轉變成混濁型細

胞的 SC5314 MTL a/α 型 EFG1+/- 白
色細胞與 EFG1-/- 灰色細胞進行胃腸
道適應性與遺傳的可能性測試。結

果顯示，兩種臨床分離株以 50：50 
及 99：1 的比例混和植入小鼠胃腸道
後，分別在胃腸道通過期間經歷了白

色到灰色的頻繁轉換，隨後灰色細胞

占了大多數 (> 90%)。更直接的比較
此兩菌株的競爭狀態，作者發現，植

入的 48 h 內兩種細胞的適應狀態是
相似的，然而在 48 h 後 EFG1+/- 白色
細胞開始大規模的轉變為灰色細胞，

這些結果證明，在胃腸道中 EFG1+/- 
菌株在複製增生時，很容易發生 
EFG1 的損失，並且由此產生的灰色
細胞 (efg1/efg1 突變株) 占了整個族群
的多數。

綜上所述，EFG1 的雜合性使白
色念珠菌擁有適應力較佳的優點，比

起同型合子，異型合子 (雜合子) 在
胃腸道的適應力較優良，且 EFG1 影
響白色念珠菌白色細胞的遺傳和表觀

遺傳的變異，結果表明，該基因在 
DNA 複製時，隨機缺失經常發生，
適合基因型出現後，即能讓白色念珠

菌成功地在不同環境壓力下存活！

【譯者評】雖然不像啤酒酵母

菌藉由進行有絲分裂的有性生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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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基因型的後代，來適應不同環境

壓力，白色念珠菌演化出利用 DNA 
複製時滑移或重組，產生不同的基因

雜合性後代，來適應多變不可預期的

挑戰！這種機制也是讓白色念珠菌在

致病黴菌中成為最常見的菌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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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部位感染與皮膚微生物群相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內科部感染科  洪元斌/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病科柯文謙  摘評】

美國每年約有一千六百萬手術進

行，約 1%~5% 病人會發生手術部位
感染，會延長約 7 天住院天數且增加 
3,000~29,000 美元花費。避免手術部
位感染變成一個重要議題，作者希望

藉文獻回顧探討減少皮膚微生物菌叢

是否能避免手術部位感染[1]。
人類皮膚有許多微生物群相 

(microbiome) 存在，已知一些微生物
可造成疾病，但同樣微生物在他人只

是移生而未造成疾病。皮膚微生物群

相與手術部位感染關聯性，因而衍生

許多有趣問題，包括手術部位感染微

生物從哪裡來？造成手術部位感染微

生物在手術前是否就位在切開部位？

這些皮膚微生物群相是否為手術部位

感染原因？如果能控制這些微生物群

相，是否能減少手術感染？

如何選用消毒液有效殺菌，

減少手術部位感染，作者舉例比

較含碘消毒液  ( p o v i d o n e - i o d i n e 
antisepsis regimen) 和含氯己定消
毒液  (chlorhexidine-alcohol skin 
preparation regimen) 重要研究。2010 
年 Darouiche 等人使用兩種不同皮膚

消毒方式，減少手術部位感染：針對 
6 家醫院 849 位手術病人隨機接受含
碘消毒液 (當時的標準消毒方式) 及
含氯己定消毒液，發現手術後 30 天
內接受含碘消毒液病人，16.1% 發生
手術部位感染，而接受含氯己定消毒

液 9.5%，即採用含氯己定消毒液，
更有效殺掉皮膚微生物，可減少 40% 
手術感染。另 1,147 個接受剖腹產病
人，接受氯己定消毒液病人相較於接

受含碘消毒液病人，發生手術部位感

染相對危險率 (relative risk) 是 0.55，
降低 45% 手術部位感染率。以上研
究都發現不同消毒液能成功降低手術

部位感染，代表手術部位微生物菌相

跟手術部位感染是息息相關。因此手

術部位消毒重要性，再由以下研究證

實。Gravett 等人前瞻性研究針對撕
裂傷需傷口縫合的 500 位病人隨機分
組，一組以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但未

刷傷口，另一組生理食鹽水清洗傷口 
60 秒，並以 1% 含碘消毒液洗刷傷
口；追蹤發現 201 位以 1% 含碘消毒
液洗刷傷口病人，僅 11 (5.4%) 位發
生感染，另 194 位未刷傷口病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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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位發生傷口感染 (P < .01)，
增加消毒液刷傷口能降低約三分之二

感染機會。2010 年 Bode 等人在鼻腔
手術前用莫匹羅星 (mupirocin) 藥膏
和氯己定肥皂清洗，有清洗病人發生

金黃色葡萄球菌深層手術部位感染，

相對危險降到 0.21。Mullen 等人針
對 673 位接受脊椎手術病人，術前接
受鼻腔清潔消毒病人，手術團隊也被

鼓勵接受鼻腔清潔消毒 (71%~94% 完
成)，對比 400 位接受手術但無其他
措施病人，手術部位金黃色葡萄球菌

感染率每百位發生 1.76 件感染降到 
0.33 件感染，手術部位金黃色葡萄球
菌感染率有 81% 下降，整體感染率 
73% 降幅。

相對於金黃色葡萄球菌，痤瘡

丙酸桿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為厭氧桿菌，喜歡存於上背部或前

胸上半部，尤其皮脂腺分布旺盛部

位，可預期的是靠近上背或前胸上半

部手術，如肩膀手術，有痤瘡丙酸

桿菌感染機會。Sethi 等人研究 57 位
關節鏡手術病人，10.5% 消毒後劃刀
前皮膚培養出痤瘡丙酸桿菌，關傷

口時 31.9% 培養出這細菌。整體而
言 56% 病人至少一次皮膚培養出痤
瘡丙酸桿菌，但都未造成感染。痤

瘡丙酸桿菌常存於皮脂腺中，氯己

定消毒液無法深入清除它；但過氧

化苯 (benzoyl peroxide) 能深入皮脂
腺，常用於治療痤瘡。Sabetta 等人
研究塗擦過氧化苯能否減少肩關節手

術痤瘡丙酸桿菌培養率，5% 過氧化

苯溶劑在肩關節手術在肩關節手術前

兩天每天塗抹兩次及手術當天早上

塗抹一次，共塗抹 5 次，皮膚消毒前
僅 16% 培養出痤瘡丙酸桿菌，低於
未塗抹藥劑另側三頭肌 32% 有痤瘡
丙酸桿菌 (P = 0.0001)。後續繼續以
氯己定消毒劑消毒，痤瘡丙酸桿菌培

養率降到 6.25%。近上背部皮膚脊椎
手術也是發生痤瘡丙酸桿菌感染部

位，Sampedro 等人將 112 位脊椎手
術病人中，22 位手術部位感染個案
脊椎植入物作培養，56% 組織培養及 
45% 組織液培養中發現痤瘡丙酸桿
菌。Shiono 等對 80 位脊椎側彎接受
脊椎矯正手術病人，發現 15 個手術
檢體長出痤瘡丙酸桿菌；另 9 個檢體
培養出丙酸桿菌屬其他細菌。研究結

果意味著劃刀部位細菌，會造成手術

部位感染，這些細菌經皮膚消毒步驟

後劃刀前，持續存在。

另一個手術部位菌叢跟感染相

關性較多研究的皮膚葡萄球菌，尤其

是心臟手術和人工關節術後感染。

Tarmmelin 等人進行 65 位成年接受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常見表皮

菌耐甲氧西林抗藥性表皮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MRSE) 傷口感染路徑前
瞻性研究；發現胸骨處養出 MRSE 
病人，傷口處有更高機會養出 MRSE 
(相對危險性，2.4)。電泳分析可發現
兩處的 MRSE 有親緣關係，但空氣
或手術人員雙手 MRSE 培養率，則
跟傷口培養率無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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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支持控制微生物群相，

能減低手術部位感染發生率，最佳指

標即上胸部和上背部處的痤瘡丙酸桿

菌，與肩膀或上脊椎手術傷口培養率

的關係。表皮葡萄球菌與開心手術關

聯性，也是另一個支持證據。所以開

刀前做有效消毒減少微生物群相，可

能減少手術部位感染。

 
【譯者評】手術部位感染是感

染管制重要議題，台灣院內感染監視

資訊系統監測報告中，歷年加護病房

常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前幾名，分別

為泌尿道感染，血流感染，肺炎及手

術部位感染。目前感染管制界在手術

部位或傷口相關感染，都有預防措施

與監測規範。2016 年起台灣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承辦台

灣疾病管制署為期三年之「推動組合

式照護措施降低手術部位感染先驅研

究計畫」，組合式照護模式，執行手

術前、中、後期介入措施，包括預防

性抗生素使用、血糖控制、維持正常

體溫、皮膚準備、與傷口照護，期能

改善醫院手術部位感染[2]。這計畫
不只包含本文所提手術消毒，更透過

組合式照顧做全面性手術感染預防。

本文所提預防手術感染研究，

重點是常見傷口細菌的防治，如

金黃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和痤瘡丙酸桿菌。在台灣 TNIS 及 
TCPI 的監測資料顯現，2013 年至 
2016 年醫學中心住院病人手術部位
感染率約 0.5%，常見感染部位 (感

染率) 為膝關節/髖關節置換術部位 
(0.3~0.5%)、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部位
感染 (1.7~2.4%)、和大腸直腸手術部
位感染 (1.5~3.3%)。手術部位感染
菌株主要為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和 Escherichia coli [2,3]。這些菌株
差異，可能與 TNIS 及 TCPI 監測資
料，收錄醫學中心重症個案資料；本

文引用文章，是相對輕症病人，未探

討院內感染之革蘭氏陰性桿菌，如綠

膿桿菌等等；另研究手術對象多是無

潛在疾病病人。隨人口老化接受手術

患者有老齡化趨勢加上多種慢性共

病，1997 到 2012 年台灣健保資料庫
研究，也發現男性病人、住院天數

長、低收入或潛在疾病，如肺結核、

糖尿病或愛滋病等，更有機會在骨頭

移植後發生手術部位感染[4]。
本篇舉出多個手術傷口含氯己

定消毒優於含碘消毒液的研究報告，

不過反向研究結果未被探討。Peel 等
人比較 390 位氯己定消毒及 390 位碘
消毒髖關節或膝關節開刀病人，發現

含氯己定消毒病人術後感染率 (3.1%) 
高於碘消毒液病人 (1.0%) (相對危險
率 3.06; 95% 信賴區間 1.26~7.46; P = 
0.014) [5]。另 Ghobrial 等人對兩年期
間 6,959 位神經外科手術病人研究，
氯己定消毒病人 (0.954%, 36/3,774) 
或碘消毒病人 (1.036%, 33/3,185)，手
術部位感染率無明顯差異 (P = 0.728) 
[ 6 ]。這兩篇皆是近兩年大規模研
究，發現含氯己定消毒液優勢不再。

隨著手術技巧或感染管制作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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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消毒液重要性逐漸減少，確實執

行手術組合式照護措施更形重要，仍

需後續研究證明。

總結來說，此篇作者對手術感染

議題做文獻研究，參考文獻多為十幾

年前一般病人研究。目前臺灣對一般

手術感染防制定組合式照護，隨人口

老化及潛在疾病增加，對手術感染高

危險群是否須採不同防治措施，值得

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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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骨壓瘡併發骨髓炎： 
是否需要抗生素治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感染科  羅景霳/李南瑤/柯文謙  摘評】

慢性薦骨壓瘡 (sacral pressure) 
的適當處置未明，其併發的骨髓炎

更是如此，也未知所併發的骨髓炎

在沒有傷口覆蓋情況下是否可成功

治療。因此，本研究假設薦部骨髓

炎若無清創和軟組織覆蓋將不能治

癒，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以探討

目前文獻是否支持如此假設 [ 1 ]。
作者在 PubMED、Google Scholar 
及 Web of Science Search Engine，
用關鍵字「pelvis osteomyelitis」、
「decubitus AND osteomyelitis」和
「sacral osteomyelitis」搜尋 1975 年
以來文獻。共找到  30 篇文獻，排
除未提及骨盆或薦部骨髓炎，或未

以慢性骨髓炎為研究焦點的 5 篇文
章；另排除 5 篇只討論半體切除術 
(hemicorporectomy) 或偏側骨盆切除
術 (hemipelvectomy) 治療壓瘡角色之
文章。以下文獻回顧結果，分四部分

討論。

在組織學上，雖然定義上外露

骨須有骨髓炎，但有骨頭切片研究

中，僅少數有組織學病理定義的骨髓

炎。Türk 等人對 28 位嚴重壓瘡患者
進行大體解剖，超過一半病人組織

學上並無骨髓炎證據[2]。其結果和 
Darouiche 等人及 Sugarman 等人在第
四期壓瘡病人的發現一致，分別發

現 17% (6/36 位病人) 和 43% (6/14 位
病人) 有骨髓炎。組織學表現多半是
非感染性纖維化或發炎、髓質水腫或

反應性骨質新生等。故慢性薦骨壓瘡

患者不必然有骨髓炎，甚至是罕見之

表現。其它因素如壓瘡時間長短、發

燒、白血球上升或紅血球沈降速率上

升，和骨髓炎並無相關性。所以要鑑

別骨髓炎和非感染性發炎變化，組織

檢查是必要的。

在細菌學的部分，Bodavula 等
人研究 270 位第四期壓瘡併骨盆骨
髓炎病人，113 (51%) 位病人有包含
骨頭切片和分泌物的細菌培養；30% 
病人有多種細菌感染，最常見是葡

萄球菌 (18%) 及鏈球菌 (8%) [3]。其
它文獻也提到此類骨髓炎常是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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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感染，主要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其次是腸內
菌、消化鏈球菌 (Peptostreptococcus) 
及擬桿菌屬 (Bacteroides)，偶爾可
見諾卡氏菌 (Nocardia) 或梭桿菌屬 
(Fusobacterium)。但如果沒有厭氧菌
培養或是在培養前就使用抗生素，部

分菌種會因而被低估。此外，Larson 
等人研究 179 位薦部壓瘡手術病人，
細菌培養結果和 2 年內再復發率並無
相關性。如果病人未有骨頭培養，相

較於培養陰性者，一年內有 2.78 倍
出現傷口癒合不良、傷口感染或皮瓣

壞死等併發症。

影像診斷方面，Larson 等人研
究 44 位第四期壓瘡且接受手術患者
影像，若以骨頭切片為依據，電腦斷

層診斷骨髓炎敏感性 61% 及特異性 
69%。另篇研究中，電腦斷層診斷骨
髓炎敏感性僅 11%。放射線銦核子掃
描檢查不實用，是因慢性壓瘡對骨頭

侵犯是不等的。核磁共振對診斷薦骨

骨髓炎的角色則未定。有研究提出核

磁共振相對臨床診斷，敏感性 98% 
及特異性 89%。但如先前所言，臨
床診斷無法分辨骨頭變化為感染或單

純發炎。Brunel 等人比較核磁共振影
像和骨頭切片，核磁共振影像敏感性 
94%，特異性 22% [4]。代表非感染
性發炎在核磁共振影像上類似感染性

骨髓水腫。總結目前影像學對薦部壓

瘡相關骨髓炎，特異性差異大，故無

明確角色。不過，核磁共振在偵測深

部軟組織變化有幫助，以利手術方針

制定。故作者認為影像學檢查，有後

續治療計畫時才有幫助。

治療方式，目前對薦骨骨髓炎

治療文獻僅病例系列報告。有研究對

病人進行磨骨，確保足夠清創，再作

肌肉或皮瓣傷口覆蓋。術後給予急性

骨髓炎患者 6 週抗生素治療；給予慢
性骨髓炎患者 5~7 天靜脈抗生素。
慢性骨髓炎或傷口培養陰性病人，即

使接受短期抗生素，不會有較高術後

再住院率、壓瘡復發率或術後傷口破

裂；接受 6 週抗生素的急性骨髓炎患
者，有較長住院天數及較高併發症機

率，包含術後傷口破裂及壓瘡復發。

但此研究未進行嚴重度比較，住院較

久患者，可能疾病嚴重度較高[5]。
Bodavula 等人對薦部骨髓炎研究，
105 (39%) 人只接受抗生素治療、
48 (21.8%) 人接受抗生素及清創、7 
(3.2%) 人只接受手術；發現同時接受
抗生素及手術者，術後 12 個月再入
院率較低[3]。Jugun 等人回顧 31 位
接受手術清創及抗生素的病人，薦部

壓瘡感染再復發唯一因素是年齡；發

炎指數、抗生素療程是否超過 6 週、
是否接受 2 週靜脈抗生素治療骨髓
炎，皆無法預測再發率。另抗生素療

程長短無法預測感染復發率，亦不

知抗生素療程長短是否能降低感染

復發。Firriolo 等人回顧 24 位病人，
壓瘡復發相關因素是未遵照非手術

相關處置 (如減壓)，且壓瘡復發和有
無骨髓炎無相關性。Goodman 等人
在 48 位脊髓損傷併薦部壓瘡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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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發現。整體來說，多數作者認

為合併藥物和手術治療有較好的長期

治癒率；且手術治療應有軟組織傷口

覆蓋。上述研究涉及多類病人族群，

無法確認抗生素能改善壓瘡癒合；亦

無證據支持抗生素療程需超過 6 週，
或慢性骨髓炎抗生素治療需超過 4~6 
週。對僅波及骨皮質骨髓炎，更有作

者建議僅需 2 週抗生素療程。
總結來說，醫師對慢性薦部壓

瘡，不應先假設有骨髓炎；須有清創

後骨頭切片，才能確診。若無骨髓炎

證據，而有軟組織感染情形 (如有發
紅、發腫、發熱或化膿)，可考慮最
多 1 週的抗生素療程；因有藥物副作
用、續發性感染或篩選抗藥性細菌等

考量，應避免較長抗生素療程。若有

骨髓炎的證據，在評估病人整體狀況

後，可進行傷口清創及傷口覆蓋；若

只用抗生素治療，效果只是短暫的。

清創時應採檢骨頭培養，作為後續抗

生素治療依據。若無敗血症或其他緊

急病況，應在採檢後，再啟用經驗性

抗生素。抗生素應選用可治療革蘭氏

陽性菌、革蘭氏陰性菌及厭氧菌之廣

效抗生素，再依培養結果調整抗生

素；口服或靜脈注射抗生素，皆為治

療選項。療程的部分，若骨髓炎侷限

在骨皮質表層，抗生素療程 2 週；波
及骨髓質，抗生素療程 4~6 週，且無
證據支持抗生素治療超過 6 週。以上
建議係基於有限研究作出，未來應有

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骨頭切片對診斷

和治療方針的影響；及抗生素治療所

需廣度及治療時間。

【譯者評】壓瘡是長期臥床患

者常見的併發症之一，薦部壓瘡最為

常見。在文獻回顧中，每個壓瘡的

出現，就會額外支出 2,731 元美金；
如併發骨髓炎，支出則是高達 59,000 
元美金，其中抗生素佔 11.9% 的藥
費[6]。另研究指出，36 位壓瘡患者
中，僅有 6 位 (17%) 患者併發骨髓
炎。目前若臨床懷疑骨髓炎患者，會

安排核磁共振影像或是核子醫學檢查

進行診斷。特別的是，本篇系統性回

顧提到，以往在核磁共振影像認為的

骨髓炎，超過一半可能會是非感染性

變化，包含骨質新生或是纖維化等；

故大部分情形應是軟組織感染。若要

確立骨髓炎診斷，需進行骨頭切片。

再者治療薦部壓瘡感染，不建議只用

抗生素治療，須搭配清創及軟組織傷

口覆蓋，才能減少後續再住院機會。

超過 6 週的抗生素療程，無明顯好
處；甚至有研究指出，慢性骨髓炎病

人手術治療搭配 5~7 天抗生素療程，
和無骨髓炎患者預後相似[5]。

因此，薦部壓瘡感染，應先視

為軟組織感染治療；所用抗生素需覆

蓋常見致病菌，並考慮多重細菌感

染。若臨床懷疑骨髓炎，應進行骨頭

切片確立診斷，而非核磁共振等影像

檢查。若依上述概念治療薦骨壓瘡感

染的患者，能夠降低過長的抗生素使

用，以達到合理的抗生素使用，進而

減少抗藥性細菌出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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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重複部份不重寫；如 105 至 108 頁寫成「105-8」。

(1) 期刊——作者：篇名。期刊名稱出版年代；卷數：起迄頁數。(英文篇名僅首字第一個字母大寫)
(2) 書籍——作者：篇名。In：編者姓名，eds. 書名。版次 ed. 出版地：出版商。出版年代：起迄頁數。
                  (英文書名除介係詞外，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
(3) 網路——作者、(西元年、月、日)、主要題目、網站名稱、摘自網址。
範例：

1. 王登鶴，王震宇，陳淑近等：疥瘡。感控雜誌 2016;26:13-20。
　〈註：院內感染控制通訊1~3 卷，請特別註明期數。例如 1993;3(3):1-5。
2. 行政院衛生署：臺灣地區流行性感冒病毒之簡介。疫情報導 1995;11:240-5。
3. 盧光舜：消毒學 (第二版)。台北：南山堂出版社。1985:76-82。
4. 行政院衛生署 (1999，9 月 29 日)。心理衛生問題的災後處置策略：急性階段．台灣衛生網路。
 摘自 http://www.doh.gov.tw/focus/921/88092906 /html 。
5. Rhoades ER, Ringrose R, Mohr JA, et al: Contamination of ultrasonic nebulization 
 equipment with Gram-negative bacteria. Arch Intern Med 1971;127:228-32.
6. Benenson AS: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in Man.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90:235-8.
7. Barry AL, Thornsberry C: Susceptibility tests: diffusion test procedures. In: Lennette 
 EH, Balows A, Hausler WJ Jr, Shadomy HJ, eds. Manu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4th.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1985: 978-87.
8. Yang K P, Simms LM, & Yin J C (1999, August 3). Factors influencing  nursingsensitive 
 outcomes in Taiwanese nursing homes.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Available http://www.nursingworld.org/ojin/tpc7/tpc7_5.htm

十四、國內外新知內容包括國外論文概述及譯者評兩部份。論文概述主要以所引用之第一篇 (至多到第二篇) 文獻
為主，內容無須標註參考文獻；譯者評則必須按順序列出參考文獻。

十五、投稿請寄：
1. 請先行備妥投稿文章之電子檔 (限 WORD 檔格式) 並投稿聲明書及著作權讓與書 (均必須含全部作者之
簽名；限 PDF 格式)。

2. 進入學會首頁，以會員身份登入後，點選頁面左側「感控雜誌投稿」進行線上投稿。
3. 若投稿之共同作者中有非會員，須先加入會員或感控之友後方能參與投稿。

十六、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網址：www.nics.org.tw。

感 染 控 制 雜 誌 投 稿 須 知

276



編  者  的  話
各位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本期內容共有原著三篇、專欄一篇、國內外新知三篇。

第一篇原著，為國內目前單一針對重症病人 S. marcescens 

中心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分析探討；文中亦提出可做為經驗性

抗生素優先選擇的建議。有助於臨床照護的參考。第二篇原著

探討抗藥性菌株主動監測培養在一般病房的角色。在疾管署相

關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防止多重抗藥性微生物傳播的監測，乃

在建置高危險病人族群多重抗藥性微生物主動監控培養系統。

本文以 VRE 與 CRAB 在一般病房住院病人的移生及陽轉現象

進行探討；在主動監測培養、乃至於接觸傳染防護措施政策的

修訂上有其參考價值。第三篇原著以以探討神經內科病房導管

相關泌尿道感染密度之風險因子，藉由所擬定的改善策略、作

業流程等，進而達到提早拔除導尿管、降低導管相關泌尿道感

染密度的目標。其做法也值得醫療機構參考。

本期的【專欄】與【國內外新知】，是以細菌性微生物相

關資訊為編輯主題。【專欄】不僅說明沙門氏菌的命名分類，

更針對造成現今全世界公共衛生問題、食物中毒常見主因之一

的非傷寒沙門氏菌，在微生物特徵、流行病學、臨床表現、抗

藥性等均詳細介紹；閱讀後可讓感染管制人員對沙門氏菌相關

感染防治有更深入的了解。

【國內外新知】部分，第一篇分享白色念珠菌 EFG1 基因

在 DNA 複製時的隨機缺失，形成可適應不同環境的基因型後

代，讓讀者瞭解白色念珠菌為致病黴菌中最常見菌種之一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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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二篇新知是以文獻回顧，探討皮膚微生物菌叢與手術部

位感染發生率的相關性。在目前台灣推動手術組合式照護措施

中，消毒液選擇的重要性，提供了不同面向的思考。第三篇新

知，作者以系統性的文獻回顧，探討薦骨壓瘡併發骨髓炎是否

需以抗生素治療；藉由提供薦部壓瘡感染的治療概念，達合理

抗生素使用的目標，以減少抗藥性細菌出現的機會。

本期一系列的論述，感謝此期所有作者踴躍投稿及提供寶

貴經驗分享，相信能提供讀者臨床實務與管理上的參考及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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