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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內視鏡暨超音波診斷治療中心　2感染管制組　3檢驗醫學部

內視鏡再處理 (Endoscope reprocessing) 流程繁瑣，其中包括高層次消
毒 (High level disinfection) 後的乾燥 (Drying/alcohol and forced air) 及存放 
(Storage)。軟式內視鏡管腔細長且構造複雜乾燥不易，儲存過程中若因乾燥不
足，易使微生物繁殖，所以適當控制內視鏡乾燥和儲存條件的是相當重要的，可

以避免微生物的繁殖，降低下一個使用病人被感染風險。但因台灣地處亞熱帶，

屬海島型氣候，溫度和環境相對濕度較高，軟式內視鏡經過有效的再處理及妥善

保存是否能夠合乎安全標準，是應該受到關切的。

本研究收集胃鏡、大腸鏡及十二指腸鏡各 2 支，每次採集的樣本隨機設定，
於高層次消毒後重新計算靜置日，分別於每支內視鏡靜置第 1 天、第 2 天⋯至
第 8 天進行細菌培養，在採檢內視鏡同時，亦對置放的管鏡櫃進行採檢。期間內
視鏡採集樣本數 96 件、管鏡櫃 24 件，共 120 件，同時記錄各管鏡櫃溫度及濕
度。結果發現，管鏡櫃 24 件檢體中，有 11 件 (11/24，45.8%) 培養出環境菌，
因此管鏡櫃的溫、濕度監測及清潔消毒是有必要的；內視鏡在觀察靜置後 8 天，
每天的培養報告皆呈現陰性，所以，依照現行的再處理機制，內視鏡經過適當的

再處理、乾燥及儲存，存放一週仍是安全的。（感控雜誌 2019:29:165-175）

關鍵詞： 軟式內視鏡、內視鏡再處理、儲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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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7 年 11 月，美國緊急醫療
研究機構 (Emergency Care Research 
Institute, ECRI) 公布了 2018 年度十
大醫療技術危害排名，其中，內視鏡

再處理失效造成感染風險位居醫療

安全問題第二位[1]，使得軟式內視
鏡清洗消毒成為世界各國感染控制

相關專業人員關注的重要議題。軟

式內視鏡管腔細長、構造複雜，內

視鏡再處理 (Endoscope reprocessing) 
流程步驟[2-3]包括了前置清潔 (Pre 
cleaning)、漏水測試 (Leak testing)、
手工清潔  (Manual  c leaning)、灌
洗管腔 (Rinse after cleaning)、檢
視 (Visual inspection)、高層次消毒 
(High level disinfection)、漂洗 (Rinse 
after high level disinfection)、乾燥 
(Drying/ alcohol and forced air) 及存
放 (Storage)。由於管腔細長難以確實
乾燥，腔道內殘留的水份有助於細

菌的孳生和生物膜的形成[3-4]。學者 
Michael 提到，即使內視鏡在經過嚴
謹的高層次消毒後，乾燥及儲存不當

都可能造成消毒失敗釀成醫院感染，

故內視鏡適當的乾燥和儲存可大幅降

低病原體存活和感染的風險[5-7]。
Scanlon 等學者針對軟式內視鏡

進行兩階段的研究，第一階段將 9 支
軟式內視鏡於再處理後保存 7 天，每
支內視鏡採檢 3 個部位做培養。第二
階段，在內視鏡再處理後，採第 1，
2，4，6 和 8 週的進行檢體採集，並

將臨床相關污染定義為每毫升 > 100 
個菌落數，結果在第一階段，27 件
檢體中有 3 件 (11.1%) 培養陽性，但
菌落數均 < 100 CFU/mL，且屬非致
病菌群，在第二階段，131 件培養檢
體中有 7 件 (5.3%) 在儲存後不同的
時間點呈陽性，菌落數均 < 100 CFU/
mL，此篇研究天數長達 56 天，為再
處理研究中時間最長的[8]。Kovaleva 
針對 24 篇發表的文獻，包括胃腸道
內視鏡檢查 (9 篇) 和支氣管鏡檢查 
(15 篇) 強調內視鏡適當的乾燥和儲
存以確保內視鏡操作安全的重要性，

並概述了軟式內視鏡乾燥和儲存不適

當有關的感染和交叉污染。目前沒有

製造商有明確規定內視鏡最長儲存時

間，所以該文獻發現污染的內視鏡

達 80% (19/24) 未執行乾燥步驟[6]。
收集所有內視鏡消毒程序的指南，發

現存放天數有 3 小時至 1 個月，甚至
有未記載。內視鏡儲存期限，一直是

有限的調查議題，目前文獻中有明確

建議內視鏡的最大安全存放時間共

有 11 篇，有 1 天到 8 週的[9]。綜合
上述，現階段各國內視鏡存放天數未

有一致性的規範，台灣消化系內視鏡

醫學會在 2015 年 9 月 1 日公布 (第
一版) 十二指腸鏡清潔、消毒滅菌標
準程序，建議內視鏡在處理後儲存 
72 小時應再進行高層次消毒；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告侵入性醫療處置感
染管制作業基準，建議內視鏡存放超

過 5~7 日，使用前須重新完成高層次
消毒方可使用。但國內並無相關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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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故作者針對內視鏡儲存後進行細

菌培養，並評估目前使用的內視鏡乾

燥和儲存方法的有效性，期望本研究

的結果未來能提供醫療單位對於內視

鏡高層次消毒後安全儲存期的參考，

進而維護病人安全。

材料與方法

一、背景介紹

為中部某醫學中心的消化系內

視鏡暨超音波診斷治療中心，共有 
7 間檢查室，上消化道內視鏡共有 
36 支，下消化道內視鏡共有 19 支，
十二指腸內視鏡共有 6 支，管鏡儲存
櫃共有 7 座，內視鏡清潔液為四重酵
素清潔劑，消毒溶液為 0.55% 鄰苯
二甲醛 (Ortho-phthalaldehyde)，每次
高層次消毒前皆監測消毒液濃度，

是否達到最低有效濃度  (Minimum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MEC) 為 
0.3%。內視鏡專用軟毛刷為重複使
用式，一支內視鏡僅使用一條清洗

刷，於每次使用完後，依照製造商建

議在進行滅菌步驟。內視鏡高層次消

毒使用全自動超音波內視鏡清洗機 
Olympus OER-AW，在高層次清洗消
毒後，清洗機全自動以 75% 酒精及
空氣沖洗管腔作為乾燥，在機器取出

後置於無菌包布，以無菌小方巾擦拭

並以氣槍吹乾，儲存於有加溫功能之

內視鏡專用管鏡櫃。管鏡櫃於每日檢

查取出使用時，人員著乾淨隔離衣、

手套及口罩後，以 75% 酒精進行中

層次消毒，使用醫療院所適用的檢查

擦拭巾，其材質為嫘縈棉不織布之護

理巾進行消毒，消毒範圍包括：管鏡

櫃內部四周、底部、出風口及外部。

內視鏡儲存大於 7 天，預取用必須再
進行高層次消毒。

二、收集資料

收集標本期間為 2016 年 11 月 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由感染管制
師協同感管醫檢師負責採集，以方便

取樣方式，每次隨機選取已進行高層

次消毒後的胃鏡、大腸鏡及十二指腸

鏡各 2 支，每次共採檢 6 支。第 1 次
採檢時機為病人使用後，且經內視鏡

再處理後靜置 1 日之胃鏡、大腸鏡及
十二指腸鏡各 2 支；第 2 次採檢仍為
病人使用後，且經內視鏡再處理後靜

置 2 日之其他胃鏡、大腸鏡及十二指
腸鏡各 2 支；依此類推，至第 8 次採
檢病人使用後，且經內視鏡再處理

靜置 8 日之其他胃鏡、大腸鏡及十二
指腸鏡各 2 支。8 次共採檢不同之 48 
支內視鏡，每支內視鏡分別以管道

浸潤法及拭子浸潤法進行採樣，樣

本數共 96 件。在採檢內視鏡同時亦
針對胃鏡、大腸鏡及十二指腸鏡所儲

存之管鏡櫃進行採集培養，管鏡櫃共

採集 24 件，採檢日程表如 (圖一)，
並於每日上午 8 點紀錄管鏡儲存櫃最
高及最低溫度及櫃內濕度，檢測標

準值溫度為：20℃~40℃、濕度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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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體檢驗方法

1. 管道浸潤法：將 10 mL 0.9% 
無菌生理食鹽水沖入處置管道中，

將內視鏡管腔內液體從遠處尖端收

集到無菌樣本容器中，再打入 20 mL 
空氣，共收取約 9 至 10 mL 0.9% 生
理食鹽水，進行取樣過程中注意內

視鏡的先端部避免接觸容器導致污

染[10]，將收集之無菌水以 1,900 g 
離心 30 分鐘 (KUBOTA 8100，3,000 
rpm)，吸取沉澱物 1 mL 至 Trypticase 
soy broth (TSB)，於 35℃、5% CO2 
溫箱培養 48 小時候判讀。 

2. 拭子浸潤法：以無菌棉棒沾
濕 0.9% 無菌生理食鹽水，擦拭內視
鏡處置管路口，塗於 Blood agar 上，
用 Loop 操作四區劃法，於 35℃、5% 
CO2 溫箱培養 48 小時候判讀。

3. 管鏡櫃採檢法：以無菌棉棒
沾濕 0.9% 無菌生理食鹽水，擦拭管

鏡櫃內出風板處，約 10 平方公分，
再置於 TSB 中，於 35℃、5% CO2 
溫箱培養  48 小時候判讀。若有長
菌，菌落則以 Bruker Biotyper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LDI-TOF) 鑑定菌
名。 

四、參考標準值

經文獻指出內視鏡經高層次消

毒後，僅允許少部份低致病性含孢

子的細菌存在，譬如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可能
因為未戴清潔手套觸摸管鏡，導致

皮膚微生物附著在管鏡上或收集樣

本過程中受到污染，並非消毒不完

全或清潔處理問題所造成；另外，

不允許假單胞菌屬  (Pseudomonas 
spp.)、革蘭陰性桿菌 (Gram-negative 
b a c i l l i )、大腸桿菌或腸球菌  ( E . 

圖一　採檢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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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 or enterococci)、結核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分枝桿
菌 (Mycobacterium chelonae)、沙門氏
菌 (Salmonella) 或志賀氏菌 (Shigella) 
等細菌存在，當以上菌種存在，表示

需重新檢視內視鏡再處理流程，亦需

經消毒內視鏡及清洗機後再次進行細

菌培養，直至培養結果呈現陰性後，

方可使用[10]。

結　果

本研究共採檢 48 支內視鏡，96 
件檢體培養結果皆為陰性。胃鏡、

大腸鏡及十二指腸鏡於高層次消毒

後分別儲存於溫度 30~39℃及濕度 
37~51% 的該類管鏡櫃中，管鏡櫃儲
存溫度與濕度分析結果如圖二、圖

三、圖四。

圖二　胃鏡櫃溫度、濕度

圖三　大腸鏡櫃溫度、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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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鏡櫃採檢共  2 4  件，11  件 
(45.8%) 培養結果為陽性，菌種分別
為 Micrococcus luteus、Paenibacillus 
spp.、Bacillus spp.、Pseudomonas 
luteola。因陽性培養結果有 89% (8/9) 
的環境菌種集中於採檢前 3 天，為

維護病人安全，降低感染風險，於 
11 月 10 日將原本每日以 75% 酒精消
毒，於第 4 天起將每日消毒次數由 1 
次增加為 2 次 (圖五)，後續培養陽性
率下降至 20% (3/15)。

圖四　十二指腸鏡櫃溫度、濕度

圖五　管鏡櫃細菌培養陽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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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乾燥是內視鏡再處理的最後一

個關鍵步驟，因為潮濕的環境有利於

革蘭氏陰性菌的生長[9]。乾燥不充
分，殘留在內視鏡管道中的水分可能

導致殘留細菌生物膜的形成[11-12]。
即使正確地進行後處理步驟，少數微

生物依舊可在高層次的消毒中存活下

來，如果內視鏡管道中有任何水分殘

留，這些微生物可能會在幾個小時內

繁殖超過一百萬個菌落[13]。所以，
內視鏡於高層次消毒後的乾燥步驟對

於預防細菌傳播、降低病原體存活的

風險和醫院感染是相當重要的[14]。
Ofestead 等人 2018 年發表針對 

3 家醫院進行內視鏡乾燥和儲存的研
究，評估殘留的水分和軟式內視鏡污

染之間的關係；發現過去依賴的酒精

沖洗和垂直儲存，在儲存 24 小時後 
> 80% 的內視鏡仍有液體殘留，結論
認為保留的水分是促進微生物生長的

原因，也由於這些原因，發布指南建

議機構內視鏡的儲存應進行濕度檢測

以確認乾燥方法的有效性[15]。法國
某區域性醫院內爆發十二指腸鏡感染

克雷白氏菌，針對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仔細審核，並探討了兩種可能污染的

原因：內視鏡延遲清洗和內視鏡未完

全乾燥，於是針對此項目建立了新的

內視鏡再處理準則，改善內視鏡清洗

流程及乾燥方式[16]。綜合上述，內
視鏡乾燥儲存、清洗及高層次消毒對

於預防感染同等重要。

歐 洲 胃 腸 內 視 鏡 學 會 
(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ESGE) 和美國手術室護
理學會 (Association of periOperative 
Registered Nurses, AORN)，認為各
國當地應該自行訂定內視鏡再處理

後的安全儲存期 [ 6 ]。台灣消化系
內視鏡醫學會於 2015 年 9 月 1 日
制定「十二指腸鏡清潔、消毒滅菌

標準程序」，建議十二指腸內視

鏡儲存  72 小時應再進行高層次消
毒。美國消化內科護理協會 (Society 
of  Gas t roentero logy Nurses  and 
Associates, SGNA) 認為再處理後的
內視鏡可存放 7 天[17]。Schmelzer M 
等人，針對有關內視鏡安全儲存時間

的研究報告進行回顧分析，結論是內

視鏡經過有效的再處理並妥善保存，

可以存放 7 天[18]，皆與本研究結果
相同。Brock 針對 4 支十二指腸鏡，
4 支大腸鏡和 2 支胃鏡，在第 0、7、
14 和 21 天進行培養，結果發現在標
準的再處理後，致病微生物繁殖的風

險低，甚至可延長儲存 21 天，並可
顯著的節約成本[19]。綜合上述，軟
式內視鏡安全儲存天數研究相當多，

但建議不一致，有效的再處理流程則

是發揮安全儲存期的基礎。軟式內視

鏡消毒失效相關因素進行探討，結果

包括：體液、血液及黏液等病原體傳

播的風險增加與清潔、消毒流程不確

實、消毒設備選擇錯誤以及乾燥不當

有關[20]，唯有嚴格遵照原廠說明方
式及依照單位再處理程序進行清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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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並確實執行每個步驟，才是杜絕

感染事件最大的關鍵。

國內、外許多文獻強調內視鏡

乾燥及儲存的重要性，卻未有文獻明

確記載儲存櫃應控制的溫度及濕度數

據；國外文獻著重於儲存天數，國內

亦無文獻探討管鏡櫃儲存溫溼度的

擬定標準或天數，甚至有學者提及內

視鏡在再處理後可存放 56 天之建議
[21]。現行所有醫療環境的藥物及衛
耗材存放空間都必須監測溫溼度，但

在高層次消毒後儲存於管鏡櫃的內視

鏡卻無一致的標準可參考。此次研究

結果發現，當櫃內溫度上升時，水分

得到適度的揮發後，濕度會隨著下

降，所以有效的控制溫度將可使內視

鏡乾燥，減少因潮濕而引起感染的風

險[5-7]。管鏡櫃培養陽性之菌株雖為
環境常在菌，但亦可能造成免疫力低

下病人的感染，顯示落實儲存空間的

清潔消毒之必要性。依據細菌培養結

果，內視鏡儲存於管鏡櫃中至第八天

培養結果仍為陰性，顯示內視鏡經適

當的再處理後可存放至少七天。台灣

地區屬海島型氣候，根據中央氣象局

收錄，台灣每年月平均相對溼度約為 
74%~89%，環境相對濕度較高，所
以軟式內視鏡儲存環境的溫濕度必須

進行監測及控制，減少潮濕避免細菌

滋生。國外相關指南亦指出，倘若內

視鏡乾燥不完全，內視鏡儲存櫃可能

有利於微生物生長，通風良好的儲存

櫃能持續保持內視鏡乾燥，避免水分

聚積，進而阻止微生物增生造成汙染

[22]。 
管鏡櫃雖已每日消毒，經醫檢

師培養管鏡櫃仍發現環境菌，為維護

病人安全，降低感染風險，故將原本

每日以 75% 酒精及護理巾進行中層
次消毒由一次修正為兩次，後續採集 
15 件中僅有 3 件 (3/15，20%) 長出環
境菌。然而，在文獻查證過程中，並

未發現有文章對於管鏡儲存櫃的相關

探討，僅能以此次的研究做為檢討並

改善。

此次研究過程必須靜置所有受檢

的內視鏡，礙於不影響臨床運作，所

以僅分別對胃鏡、大腸鏡及十二指腸

鏡各 2 支進行研究，僅實驗至高層次
消毒後儲存的第 8 天，無法繼續進行
培養至呈現陽性。採集檢體必須由感

染管制師及檢驗科醫檢師協助採集，

進行這樣的研究必須投入人力、資源

及經費，但唯有透過研究，才能更確

定目前所有的程序對病人是否安全，

也能讓醫院、單位不處於感染事件風

險中。

結　語

乾燥表面不易形成生物膜，所以

置於通風、加溫的管鏡櫃可利於保持

管鏡乾燥，軟式內視鏡結構複雜及管

腔細長，乾燥不易執行，所以在儲存

過程必須將內視鏡的所有配件取下，

垂直懸掛在乾淨、通風良好的櫃子

中，避免因未確實進行乾燥而形成生

物膜。所以，內視鏡儲存櫃持續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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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監測及其溫度、濕度的監控是有其

必要性。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軟式內視鏡的

儲存指南建議不一致，並且沒有給出

關於儲存間隔的確切建議，而在此次

研究裡依循台灣內視鏡醫學會所公告

之軟式內視鏡再處理流程發現軟式內

視鏡在經過有效的再處理及妥善保存

下，可以存放至少七天。最後要強調

的是，只有在以最佳方式對內視鏡進

行再處理和儲存時，我們的結論和建

議才能明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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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to the Safe Storage of 
Flexible Endoscopes After High Level 

Disinfection

Ming-Chu Wen1, Wen-Hsin Huang1, Chia-Pei Hung1, Mei-Yi Lin1,  
Yi-Chia Tsai1, Pei-Ying Cheng1, Kui-Chu Lee2, Ching-Ying Chiang2,  

Tien Ni3, Sung Ling-Yi3, Kao-Pin Hwang2

1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Center of Endoscopy and Ultrasonography, 2Infection Control Department,  
3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The steps involved in reprocessing endoscopes, including drying (dry/alcohol 
and forced air) and storage after high-level disinfection, are very complex. Due to 
the thin lumen and complicated structures of soft endoscopes, it is difficult to dry 
them sufficiently without damaging them. Establishing a correct control process 
for drying and storing endoscopes could prevent the growth of microorganism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As a result of Taiwan’s island-type climate, with its 
high humidity levels, there have been concerns about whether soft endoscopes meet 
the required safety standards for being reused for the next patient, after effective 
reprocessing and proper preservation.

Two units each of esophagogastroduodenoscopes (EGDs), colonoscopes, 
and duodenoscop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collected samples were obtained 
randomly for each experiment. The resting date was reset after a high level of 
disinfection. We sent the collected samples for bacterial culture, not only from the 
endoscopes but also from the storage cabinet, every day for eight day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 total of 120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endoscopes (n = 
96) and the storage cabinet (n = 24). We found 11 specimens (11/24, 45.8%) with 
positive cultures of environmental bacteria from the storage cabinet. Therefore, 
monitor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s well as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reprocessing of storage cabinets. During the study, bacterial 
cultures from the endoscopes showed negative findings for every day. Thus, it is 
safe to store endoscopes for one week after endoscopic reprocessing, drying, and 
proper storage, following the current reprocessing procedures.

Key words: flexible endoscope, endoscope reprocessing,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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