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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中重度病房輪狀病毒 
群聚事件之處理經驗

蔡孟岑1　呂俊毅3　李馨芬4　洪美娟1　陳安琪1　王振泰1,2　盛望徽1,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1感染管制中心　2內科部　3兒科部　4護理部

北部某兒童醫院新生兒中重度病房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19 日，共
有 4 位病童發生確診或疑似輪狀病毒 (Rotavirus)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其中 3 名
輪狀病毒抗原 (Rotavirus antigen) 檢驗呈陽性，且有時間之連續性。院方立即積
極介入處理，包含全區病房環境清潔消毒、工作人員加強每日健康監測通報及照

護團隊全面加強濕洗手，並依疾病管制署規定通報地方衛生局「腸胃道腹瀉症狀

通報」之群聚事件。後續於 9 月 19 日，又新增 1 名輪狀病毒抗原陽性的病童。
為釐清感染源頭及「無症狀孩童」或環境移生情形，針對指標個案及鄰床病人，

持續追蹤健康狀況，並進行單位病童全面糞便篩檢輪狀病毒抗原及環境採檢。篩

檢共計 18 人，結果皆為陰性；但在環境採檢中，聚合酶鏈鎖反應鑑定顯示，病
室前電腦鍵盤及滑鼠呈現陽性病毒反應，檢出率為 14.3%。

關於本群突發分析如下：一、該單位病童由醫護團隊全時照護，家屬僅會客

時間到院，在人員未確實執行手部衛生情況下，引起交互感染。二、單位轉床頻

繁，未落實接觸隔離措施。三、環境清潔部份，清潔人員配製漂白水濃度不足且

未確實環境清潔，尤其是電腦鍵盤及滑鼠等高接觸環境。

介入處置包括：一、接觸病童前後及接觸周遭環境後，應確實執行手部衛

生。二、嚴禁將病童抱離該病室區或任意轉床，採集中照護，以確實落實接觸隔

離措施。三、除加強漂白水調配教學外，亦特別提醒落實公共區域用物及環境清

潔，尤其電腦鍵盤及滑鼠等，院方並購置漂白水濃度測定計，執行稽核。

本次事件後續追蹤至 2017 年 10 月 2 日皆無新增個案。此群聚事件顯示單
位同仁未落實「手部衛生」、「接觸隔離」及「環境清潔」等措施，造成病患安

全損害及醫院的損失。機構制訂政策規章如何落實，對感染管制人員而言是一大

挑戰，除了透過公文公告、電子郵件、教育訓練及會議宣導外，還是得仰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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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據醫療院所特性、病童屬性

及收案標準，新生兒院內感染發生

率約為每 1,000 個住院人日 4.8‰ 至 
22‰，且主要為細菌、黴菌感染造成
之血流、導管、皮膚相關感染為主；

而病毒所引起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常因調查不易或症狀輕微而被忽略。

新生兒及早產兒係因免疫系統尚未發

育成熟，感染的機率較高且可能造成

嚴重症狀或引發群突發，必須加以重

視[1]。
群突發事件根據定義，係指為

某一單位的某段時間內，發現某特定

感染疾病在某一群人發生率突然異常

增加。群突發相關感染約佔了醫療照

護感染的 2% [3]，常為偶發性質，多
發生於特殊單位，如加護病房、嬰兒

室、燒傷中心、呼吸治療中心等，常

見病原如：流行性感冒、結核分枝桿

菌、水痘、沙門桿菌、諾羅病毒、大

腸桿菌及本次調查的輪狀病毒皆屬之

[4]。輪狀病毒感染係屬腸胃系統感
染[5]，為五歲以下孩童常見之急性
腸胃炎之重要病原，症狀在 3~24 個

月大孩童更為嚴重。一般而言，輪

狀病毒盛行於冬季，伴有季節變化性

[6-8]；但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輪狀
病毒一年四季皆可發生。輪狀病毒潛

伏期約 48~72 小時，症狀包含輕到中
度發燒、嘔吐及數日水便、且糞便中

通常不含有血絲或黏液。在嬰兒族群

中，大部分輪狀病毒引起的症狀不明

顯或輕微，但新生兒或三個月內嬰兒

仍有可能出現壞死性腸炎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因此，輪狀病毒
感染在新生兒臨床照護上需十分留

意。

輪狀病毒可以在環境表面或人

體手部表面存活，對許多消毒劑有抗

藥性，且少量病毒即可引起疾病，

是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常見之病毒之

一。據過去研究指出，約 14.3~50.8% 
的輪狀病毒感染個案為醫療照護所

相關[9-11]，根據 2011 年的統合分
析 (meta-analysis) 統計報告每 100 個
住院人日的輪狀病毒感染發生率為 
2.9% [12]。某台灣北部兒童醫院於 
2008 年至 2010 年研究發現，該院住
院新生兒照顧單位的輪狀病毒感染有 
73% 屬於醫療照護相關；且因疾病宿

管制人員實地稽核，才能將政策得以落實，避免院內感染群突發的發生。（感控

雜誌 2021:31:49-60）

關鍵詞：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輪狀病毒、群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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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素，臨床上常出現血便或黏液便

的比例較高，甚至有 26.3% 的院內感
染個案會出現「NEC」情況。因此，
一旦出現醫療照護相關輪狀病毒感

染，此病原對於酒精消毒效果較差，

需要以含抗菌消毒劑及清水洗手，且

仍需密切留意其臨床嚴重度[13]。
目前疾管署針對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有院內感染監視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TNIS)。然而，多年來資料顯
示，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仍以細菌或

黴菌感染之血流及泌尿道感染為主

[14]，病毒所引起之感染仍屬少數而
易被忽略，本研究報告從嬰幼童醫療

健康照護的立場出發，針對新生兒照

護病房的輪狀群突發事件進行分析並

且回顧相關文獻、了解實際醫護人員

日常感染管制觀念及環境清潔消毒情

況、釐清感染管制措施介入的成效、

檢討並評估可行措施，作為臨床人員

的參考，以期減少日後再發生類似事

件。

材料與方法

一、群突發單位屬性

北部某間兒童醫院總床數為 292 
床。本次群突發事件發生單位為該院

之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共計 36 床，發
生時間為 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017 
年 9 月 19 日期間。該單位收治病患
以早產兒出生後矯正年齡 4 個月內、
足月兒以 4 個月內為主，病童來源主

要為該院分娩之新生兒或由門診、

急診及他院轉診之新生兒，平均佔

床率約 70~74.5%。該單位人力配置
為護理長 1 名、主治醫師 1 名、住院
醫師 7 名、實習醫師 1 名、護理師 
35 名、行政人員 1 名、及清潔人員 1 
名；護理師三班人力配置為平均 1 人
照顧 4~6 位新生兒。

二、腹瀉群聚通報及個案名詞定義

(一) 腹瀉群聚通報：
腹瀉症狀係指一天內有排便三次

以上，且伴有嘔吐、發燒、大便呈黏

液狀、大便有血絲、或水瀉。疑似腹

瀉群聚感染係指出現腹瀉症狀，並具

人、時、地關聯性者[15]。
(二) 個案名詞定義：

1. 指標個案：入院後才診斷輪狀
病毒的確定病例，且單位內無其他流

病相關之已知個案。

2. 疑似個案：病房單位病患或工
作人員出現疑似腸胃道症狀 (腹瀉、
糞便糊、嘔吐) 者或發燒症狀者。

3 .  確診個案：疑似個案之檢
體經酵素免疫法  ( enzyme- l inked 
immunoassay) 證實輪狀病毒感染者。
(三) 接觸者定義：

1. 曾經在無適當防護下，直接接
觸指標個案。

2. 與指標個案同病室之其他病患
或陪探病家屬。

3. 疑似個案住院時，於可傳染期
之同住病室、病房等處之人及醫護工

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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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突發調查與介入措施

(一) 疫情調查
先釐清住院確診輪狀病毒個案的

發病日期、確診日期、與轉住隔離病

房的日期，並依個案臨床症狀發病日

期製作時序圖，以便瞭解事件時序與

相關性。由於新生兒輪狀病毒症狀不

典型，且哺餵母乳常伴隨稀便，再加

上單位轉床頻繁，釐清指標個案有一

定困難度。

(二) 介入處置
為了避免感染源與群突發持續擴

散及，感染管制中心接獲通報後，立

即依據「院內感染管制群突發及異常

事件處理規範」，確立下列處置，並

追蹤偵測可能發生之新個案：

1. 將疫情疫調結果通報單位主管
及主管機關

2. 妥善安排輪狀病毒疑似或確
診個案之床位：於可傳染期間內，盡

速安排入住隔離病房或採集中照護處

理；除非醫療必要，避免疑似個案床

位之調動。

3. 追蹤輪狀病毒疑似個案接觸
者：針對疑似個案可傳染期間之接觸

者，即時偵測新個案，避免感染持續

擴散及群突發再次發生。

4. 確診個案之接觸者匡列、造
冊、及採檢送驗：

(1) 將暴露員工、病人、陪探病
家屬列冊追蹤，並於疾病之潛伏期內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2) 立即對病室內所有病患、直
接暴觸者、陪病家屬、無防護接觸之

醫院工作人員，進行症狀評估及有症

狀者採檢。

(3) 在所有確診病患及接觸者全
部檢驗報告結果前，病房單位停止辦

理新住院或轉床，且住院中病患暫緩

出院。

(4) 依據接觸者檢驗結果，採取
相對應感染管制措施。

(三) 環境調查及採檢
由於輪狀病毒只要 100~1,000 個

病毒顆粒即可感染，且可在受污染的

環境表面上 (如玩具、尿布、手) 保
持活力傳染給其他兒童，因此針對

輪狀病毒可能汙染之環境區域，包含

確診個案的周邊設備、及醫護人員

頻繁接觸的地方，諸如電腦鍵盤及

滑鼠、血壓血氧 EKG 按鈕、氧氣流
量表按鈕、Barcode 機、空針幫浦、
隔離衣置放盒等，以病毒診斷聚合酶

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進行採樣。採檢時機為白班清
潔後及終期清潔後立即檢測，採檢步

驟如下：以生理食鹽水沾濕之聚酯纖 
(polyester-tipped swabs) 用力塗抹欲採
樣的物品，將聚酯纖維的拭子前端折

斷或將頭剪下浸入檢體培養液，並且

迅速將檢體送至實驗室，激烈震盪後

以自動核酸萃取儀抽取 DNA/RNA，
利用專一性的引子及探針進行 PCR 
或即時定量 PCR (real-time PCR)，以
偵測並定量病毒[16]。
(四) 感染管制措施

1. 預防傳播：所有病換加強落
實標準防護，並針對確診及疑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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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啟動接觸隔離預防措施。包含工

作人員在照護確診或疑似個案時需

穿戴口罩、手套及隔離衣；落實手部

衛生，尤其照護病童前要先洗手再穿

戴手套、照護後務必脫手套並執行溼

洗手；接觸同一病房內之不同病患

時，需更換防護裝備並確實執行手部

衛生。對於確診或疑似病童，嚴禁離

開管制病室並限制訪客，使用專屬用

物及儀器，經終期消毒後才可提供給

其他病人使用。感染管制中心密切監

測該單位內是否有新增個案，如有新

增個案隨即留取檢體 (糞便) 送檢，
每日監測病毒檢驗結果，並以簡訊

及 e-mail 提醒照護醫師並開立隔離醫
囑。

2. 政策及稽核
(1) 重新檢視「群突發及感染

管制異常事件處理規範」。

(2) 與單位共同討論研擬改善
方案。

(3) 稽核醫護人員手部衛生正
確性、遵從性及標準防護與接觸隔離

措施落實情形。

3. 醫護及工作人員之防護措施
(1) 單位內醫護人員執行每日

健康監測。若有發燒及腹瀉情形應立

即配戴口罩、加強手部衛生 (尤其濕
洗手需使用含抗菌消毒劑及清水徹底

洗手) 及就醫，且必要時採檢糞便檢
體，並通報單位護理長、感染管制中

心及進行健康監測通報。

(2) 限制患有腸胃炎的醫護人
員，照顧病童，等症狀緩解後再照

護，並加強個人手部衛生。

(3) 需盡速與新生兒科及相關
單位召開緊急臨時會議，說明處理情

形及需要配合事項，避免醫護同仁不

必要的恐慌。

4. 環境清潔
(1)  加強清潔人員的教育訓

練，尤其是標準濃度漂白水配製。

(2) 收治確診或疑似病童的區
域，每日使用 0.1% (1,000 ppm) 漂白
水進行環境及器材清潔消毒。

(3) 加強公共區域環境及物品
清潔消毒頻次，如電腦鍵盤、滑鼠

及配膳室等，以高濃度 0.5% (5,000 
ppm) 漂白水擦拭。

(4) 單位自主管理並佐以外部
人員不定期抽查，結果立即回饋當事

人。

結　果

於  2017 年  9 月  14 日，醫院
感染管制中心接獲新生兒中重度病

房通報，近期單位輪狀病毒抗原 
(Rotavirus antigen) 檢驗呈陽性的新生
兒個案增加，自 9 月 11 日至 9 月 14 
日止已陸續出現 3 例，且有時間之連
續性，請感染管制中心立即介入協助

調查及處理。並於後續之調查期間，

再新增一例陽性個案 (圖一)。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19 日群突發期間
共計發生 4 名確診個案，個案之基
本資料如下表一所示。4 位個案年齡
分佈皆為一歲以下新生兒，Rot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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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gen 檢驗皆為陽性 (100%)，主要
臨床症狀含 3 位發燒 (75%)，4 位腹
瀉 (100%)；其中 3 名個案符合醫療
照護相關腸胃炎個案。

群突發事件期間，由於護理人

員調度因素，病患床位異動頻繁。

個案一於 9 月 9 日因發燒入院住 06 
區，隔日 (9/10) 轉 01 區，隔日 (9/11) 

再轉 07 區。該個案於 9/11 解 3 次
金黃色稀便，糞便抗原檢驗出輪狀

病毒，先轉入 01 區隔離。個案二早
產兒於 8 月 15 日於院內出生並且入
住 02 區，於 9 月 1 日轉 01 區，於 9 
月 11 日轉 02 區，於 9 月 12 日開始
發燒，9 月 13 日解糊便且糞便抗原
檢驗出輪狀病毒，同日轉入 01 區隔

圖一　2017 年 9 月 Rotavirus Antigen 陽性個案統計圖

表一　2017 年 9 月 Rotavirus antigen 陽性病人基本資料

個案 性別 年齡 轉入日 診斷 發病時間 檢驗結果 出院

1 男 1m12d 2017/9/9 Fever 9/9 BT: 38.5
9/11 解 3 次金黃色
稀便

9/11 Rotavirus 
antigen (+)

2017/9/13

2 女 1m18d 2017/8/15 Single liveborn 
infant

9/12 BT: 38.6
9/13大便糊

9/13 Rotavirus 
antigen (+)

2017/9/19

3 女 2m29d 2017/9/9 Fever 9/9 BT: 38.4
9/12 BT: 38.7
9/14 大便呈稀水便

9/14 Rotavirus 
antigen (+)

2017/9/18

4 女 0m24d 2017/8/31 P r e m a t u r i t y 
with low birth 
weight

入院時即解稀軟便

9 / 2 0解便次數多
(黃糊量多)

9/19 Rotavirus 
antigen (+)

20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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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個案三於 9 月 9 日因發燒入院住 
06 區，9 月 12 日轉 05 區，於 9 月 
13 日轉 06 區，並於 9 月 14 日開始
解糊便且糞便抗原檢驗出輪狀病毒，

隔日 (9/15) 轉入 01 區隔離。個案四
於 8 月 31 日因出生低體重入住 01 
區，臨床上雖有解稀軟便狀況，因其

長期哺餵母乳，初期解讀為哺乳母乳

所致；於 9 月 1 日至 18 日期間住 03 
區，於 9 月 19 日個案糞便檢驗出輪
狀病毒，並轉入 01 區隔離 (圖二、
圖三)。依據上述時間及入住床位推
測，個案一應為指標個案，於住院初

期，將病毒傳播給個案二與三。

經感染管制中心介入調查處理

並對接觸者造冊，共計匡列 39 名接

日期 8月 9/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個案1(指標個案)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註解 住院期間

發病日

確診

集中照護

圖二　輪狀病毒事件時序圖

01-1 01-3◆ 02-1 02--3 03-01 03--3 05-01 05--3 06-01◆ 06-3

01區 02區 03區 05區 06區

01-2◆ 01-5 02-2 02-5 03-02 03-5 05-02 05-5 06-02 06-5

醫師辦公室出入口 07-6◆ 07-7 07-8 07-9

07-1 07-2 07-3 07-5

08-1 08-2 08-3 08-5

08-6 08-7

◆  個案1 指標個案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護理站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平面圖

07區

08區

訪客出入口

圖三　病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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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者，包含 6 名病童、25 名醫療照
護相關人員、8 名家屬。1 名匡列中
的護理師曾照顧過個案，於 9 月 15 
日有腹瀉等症狀，經就醫後診斷為

腸胃炎，但糞便採檢結果 Rotavirus 
antigen 為陰性。為了避免感染源持
續擴散，於 9 月 19 日進行單位內所
有病患全面篩檢，共計採檢 18 名無
症狀者，Rotavirus antigen 檢驗結果
皆為陰性；另外採檢 1 名長期解稀軟
便病童，其 Rotavirus antigen 檢測出
陽性 (個案4)。另外在七個環境檢測
點中，於 01 病室前電腦鍵盤及滑鼠
檢驗出輪狀病毒 (14.3%, 1/7)，其他
檢體並無培養出輪狀病毒 (表二)，推
估傳染途徑應是藉由醫護同仁手部汙

染環境，感管中心隨即回饋單位積極

改善。同時，感管中心於 2017 年 9 

月 21 日通報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症
狀監視通報系統 (腹瀉群聚)。後續 9 
月 20 日實地觀察，醫護人員有落實
手部衛生，亦有確實執行接觸隔離措

施及環境清潔消毒，追蹤至 2017 年 
10 月 2 日 (兩個傳染潛伏期) 亦無新
增個案。此期間輪狀病毒感染率和感

染密度如表三所列。 

討　論

經由此次群突發調查，發現新

生兒感染輪狀病毒通常引起症狀不明

顯，尤其長期哺餵母乳易解稀軟便，

在臨床診斷上難以判定；輪狀病毒傳

播力快，因此單位在安排新生兒床位

時頻繁轉床，容易造成確診個案分散

在病房各區，而引發群突發；若醫護

表二　輪狀病毒診斷聚合酶 (PCR) 環境採檢結果 (N = 7)

監測項目 樣本數 結果 備註

03-2 床血壓血氧 EKG 按鈕 1 Negative 終期消毒後 
03-2 床氧氣流量表按鈕 1 Negative 終期消毒後 
03 病室前電腦鍵盤+滑鼠 1 Negative 終期消毒後 
01 病室前電腦鍵盤+滑鼠 1 Positive 白班清潔後 
01 病室前 Barcode 機 1 Negative 白班清潔後

01-03 床空針幫浦 1 Negative 白班清潔後

01 病室門口隔離衣置放盒 1 Negative 白班清潔後

檢出率 = 14.3% (1/7)

表三　輪狀病毒感染率和感染密度

單位感染監測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2017 年 9 月 2017 年 10 月 2017 年 11 月
感染率 (%) 1.3 0 0
感染密度 (‰) 2.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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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為了方便照顧，將新生兒抱離其

所屬病室區、或跨區照護時，易發生

工作人員交叉感染引起群突發；單位

醫護工作人員如未落實手部衛生，將

可導致輪狀病毒汙染環境，而輪狀病

毒可於環境表面存活一段時間 (如此
次在單位採檢時在乾淨區電腦鍵盤及

滑鼠檢測出輪狀病毒)，只要 100 個
顆粒即能感染且的特性，更易導致並

維持群突發的發生。兒童醫院相較於

成人之感管措施不同處，主要以社區

性病毒傳播居多；因病童無法明確表

達，症狀也較成人難鑑別診斷，因此

針對兒童病房單位，應提高警覺性與

感染管制措施遵從性。若兒童病房單

位有發燒及腹瀉病童，醫療工作人員

除嚴格加強手部衛生外，也改以濕洗

手代替乾洗手，並立即進行集中照

護，有效遏止疫情在院內擴散，並阻

斷群突發發生。

Adam J. Ratner 等人在於 1998 年 
12 月第二週在小兒心臟科及神經科
共用病房單位發生輪狀病毒群突發

事件，主要是同時間有 3 位病童在院
內被感染輪狀病毒，因此單位於一

周內將所有病患進行全面篩檢，共

計 27 位患者，Rotavirus antigen 檢驗
結果有檢測出 3 位病患為陽性且非典
型症狀，其中一人因哺餵母乳本身有

不耐症狀況且糞便稀少，因此在臨床

診斷上難以判定，另也發現一位醫護

人員有腸胃道症狀經篩檢後確實有感

染輪狀病毒，且在發病期間調任急診

室工作，並發現該單位在翻新洗手

槽，使醫護人員減少濕洗手，造成醫

護人員在照護上可藉由雙手接觸病人

及周遭環境後，而產生交叉感染，易

造成群突發，為避免醫院群突發事件

發生應採取適當的感染管制措施，包

括適當的隔離防護、集中照護或單獨

病房、疑似無症狀病童應先隔離等輪

狀病毒抗原檢測陰性才解隔、落實手

部衛生、限制患有腸胃炎的醫護人

員，等症狀緩解後再照護，並加強個

人生部衛生及病房單位確實環境清潔

等[17]；另 Maureen Rogers 等人發現
輪狀病毒可以在人的手上和表面的環

境中生存超過 60 分鐘，包括地板、
換尿布區、廁所在內的活動手柄、電

視、病歷和玩具等，因長期曝露環

境中，可藉由傳播導致群突發發生

[18]；本次調查中雖未在病患周遭環
境採檢出輪狀病毒，而是在乾淨區採

出輪狀病毒，但若能藉由此次事件讓

清潔人員了解並透過教育訓練及確實

執行環境清潔，是可以大幅降低環境

中菌落數及病毒量，且有效改善環境

被染污而移生的問題。

本次群突發事件，也暴露本中

心未能即時主動監測到單位病毒之情

況，經此事件之後，本中心病毒報表

由每月改為每週發訊，希望日後能立

即偵測到病毒的群突發事件。

現今預防輪狀病毒感染有效方

法是接種疫苗，除了保護自己，也能

保護他人，尤其是可以間接保護缺乏

免疫力的易感染者，更能有效下降罹

患率及死亡率，同時也是預防嬰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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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兒童重大傳染病後遺症最有效的方

法。因為出生 3 個月至 2 歲的嬰幼兒
最易感染輪狀病毒，症狀也會比較嚴

重，常出現水瀉及電解質失衡的現

象。目前市面上口服輪狀病毒疫苗有

兩種劑型，感染防護力均可達到 9 成
以上，但缺乏新生兒的疫苗，期待未

來能研發出新疫苗，以保障新生兒和

早產兒這群抵抗力較差的群體[19]。
另依本研究因缺乏分子生物學基因分

型鑑定，因此僅能依時間與空間的相

關性推論為腹瀉群聚感染。調奶室之

母乳及配方奶未列入此次採檢項目，

無法證明奶品是否有汙染，未能進一

步釐清，擬為爾後改進參考。

結　語

輪狀病毒是嬰幼兒常見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目前台灣本土的資料及

文獻仍較少而值得持續研究及探討，

以保障孩童之健康，早期主動監測，

落實感染管制措施，包括 (濕洗手、
接觸隔離措施、環境清潔) 及施打疫
苗，為減少輪狀病毒感染之有效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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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at Outbreak of Rotavirus 
in a Neonatal Intermediate Care Nursery in 

a Children Hospital

Meng-Tsen Tsai1, Chun-Yi Lu3, Shin-Fen Lee4, Mei-Chuan Hung1,  
An-Chi Chen1, Jann-Tay Wang1,2, Wang-Huei Sheng1,2

1Center for Infection Control,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4Department of Nurs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From September 11 to 19, 2017, there was an outbreak of four patients with 
rotavirus infection at a Neonatal Intermediate Care Nursery which spread to another 
neonatal ward (OPNO)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Initially, of these four patients, 
three were diagnosed by presence of rotavirus antigens in stool was confirmed 
via sequencing. After notifying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Center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immediately investigated this outbreak. A 
variety of interventions included a halt to new admissions, pausing family visits, 
disinfection of the entire ward, enhanced daily health monitoring of all medical 
staff were initated.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hand hygiene protocol for all medical 
staff.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 fourth case of rotavirus infection was confirmed. 
This prompted a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sampling and patient screening. 
All 18 patients screened were negative for stool rotavirus antigen; however, seven 
samples (14.3%)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ard, including the keyboard 
and mouse of a computer wer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Rotavirus using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Our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at negligence in hand 
hygiene by medical staff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outbreak. Timely investigation 
and vigorous intervention ended the outbreak.

Key words: Neonatal Intermediate Care Nursery to severe ward, Rotavirus,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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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COVID-19 的藥物簡介
黃士澤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感染科

COVID-19 的疫情從 2020 開始影響了全世界，迅速的傳播與一開始超乎預
期的死亡率，讓大家關住在發展有效的治療上，陸續有許多傳統的藥物或是新用

法在臨床上被使用著，以期能達到控制病情降低死亡率甚至消滅病毒的目標，包

括奎寧與抗愛滋病毒藥物，雖然一開始被認為可以用來治療 COVID-19，但後續
大規模的研究證明上述藥物並沒有療效，目前被國內指引認可的藥物僅有抗病毒

藥物瑞德西偉和抗發炎藥物類固醇，臨床可以針對符合適應症 COVID-19 病人，
給予適當的處置。（感控雜誌 2021:31:61-66）

關鍵詞：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藥物、類固醇、瑞德西偉

DOI: 10.6526/ICJ.202104_31(2).0002

COVID-19 的疫情從 2020 年影
響著整個世界，疫苗的研發一直被寄

與厚望，目前歐美國家，自 2020 年
底，已相繼核准了三種經過三期臨床

試驗有效的疫苗，但目前普及度、供

貨度仍有限，離達到群體免疫遏止疫

情擴散，仍有一大段距離。如何減少

染病者發生併發症甚至死亡，是疫情

開始之初，臨床醫療人員所關注的議

題，過去有許多的治療方式被提出，

但在講求實證醫學的年代，有效性是

需經得起科學檢驗，此篇會介紹目前

實證有效的治療，以供臨床醫療人員

參考。治療主要針對兩大方面，直接

抑制病毒與處理感染所產生的發炎反

應。

抗病毒藥物

過去許多藥物可能對病毒抑制

是有效的，包括喧騰一時的奎寧 (如
hydroxychloroquine)、或是抗愛滋病
毒藥物 (如 lopinavir/ritonavir (快立
佳))，但經過研究後，並無法證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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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藥物的有效性，目前唯一拿到美

國 FDA 抗 COVID-19 適應症的藥物
為瑞德西偉 (Remdesivir)。瑞德西偉
是一種腺苷核苷酸類似物的前驅藥

物，作用於結合在病毒的 RNA 聚合
酶上，造成 RNA 轉譯的提早終止，
而達到抑制病毒複製目的。在實驗室

中，瑞德西偉顯現出抗病毒的能力

[1]，而在獼猴的研究也發現，使用
瑞德西偉組的肺部病毒量較低，也顯

示出較少的肺臟組織傷害[2]。
瑞德西偉可能會造成腸胃道相

關的副作用，如噁心感，另外肝臟酵

素升高、凝血酶原時間 (prothrombin 
time) 延長、過敏反應也可能出現。
故建議在使用瑞德西偉前和給予的期

間，進行肝功能與凝血酶原時間的檢

測與追蹤，若丙氨酸轉氨酶 (ALT) 大
於正常值上限的十倍，或是 ALT 異
常且伴隨肝臟發炎的徵候與症狀，則

需先停用瑞德西偉[3]。目前肌肝酸
機廓清率 (eGFR) 小於 30 mL/min 的
人並不建議使用瑞德西偉，在使用前

與給予期間也建議要監測腎功能，根

據 Gilead 公司提供的資訊，合併使用 
dexamethasone 的狀況下，並不會減
少瑞德西偉的濃度。

以下是些重要的研究，ACTT-1 
是美國國家衛生院贊助的研究，屬於

多國雙盲隨機分派試驗，對照組接受 
10 天的安慰劑，而實驗組第一天接
受瑞德西偉 200 mg，接下來的九天
使用每天 100 mg，納入對象是屬於
較為嚴重的 COVID-19 病人，嚴重的

定義為下列之一，包括胸部 X 光片
有浸潤現象、室內空氣使用的情況下

血氧濃度小於 94%、需要氧氣供應、
使用呼吸器、使用葉克膜，但此研究

排除了肝功能大於五倍正常值上限

者，與肌肝酸廓清率小於 30 mL/min 
者。觀察的目標在於達到臨床改善所

需要的時間，而臨床的評估從不需要

住院也沒有行動影響限制到死亡，分

成八個序位。共有 1,062 位病人加入
研究，發病到隨機分派的時間中位數

為 9 天，結果發現瑞德西偉的使用，
可降低臨床改善所需的時間 (10 days 
vs. 15 days, P < 0.001)，尤其在需要
住院使用氧氣的族群，且該族群有使

用瑞德西偉者，在第 15 天死亡風險
比是 0.28 (95% CI = 0.12~0.66)，但
在需要高流量氧氣、非侵襲性正壓呼

吸器、呼吸器使用、甚至葉克膜等

族群，瑞德西偉並沒有提供顯著較

少的恢復時間，且對於這些族群，

第 15 天死亡率的降低也沒有顯著影
響。分析在第 29 天時的死亡率，兩
組並沒有顯著差異 (11.4% vs. 15.2, P 
= 0.07)。近一步分析發現，瑞德西偉
的效益在發病後 10 天內就納入隨機
分派的群體中最顯著，以安全性來

說，兩組的不良反應沒有顯著差異。

為何更嚴重病人的次族群分析，沒有

看到瑞德西偉的顯著益處，可能是個

案數過少無法達到有效的統計檢力有

關[4]。
另有研究探討 10 天療程和 5 天

療程的差異，針對 X 光有浸潤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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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氣血氧大於 94% 者，有 197 人
使用 10 天，199 人使用 5 天，200 
人使用標準照護治療，5 天治療組
比起標準照護組，在第  11 天的臨
床狀態是較佳 (OR 1.65, p = 0.02)，
但 10 天治療組比起標準照護組，在
第 11 天的臨床狀態並無顯著較佳 (p 
= 0.18)，而 28 天時的出院比率，5 
天組有 89%，10 天組有 90%，是明
顯高於標準治療組的 83%，該研究
的整體死亡率是蠻低的 (1~2%)。另
外這些標準照護組的病人，大多使

用了 hydroxychloroquine、lopinavir/
ritonavir、azithromycin，可能因此發
生較多的不良事件，也得不到臨床益

處[5]。
另有藥廠贊助的多國隨機試驗，

主要針對住院病人，比較 5 天療程與 
10 天療程，在第 14 天的臨床狀態差
異，臨床狀態從出院到死亡等七個不

同等級，此研究僅包括了室內空氣血

氧小於 94% 和需要氧氣使用者，排
除了需要呼吸器與葉克膜使用者，在

納入研究時 10 天療程組的嚴重程度
是較 5 天療程組為高，校正了基礎的
嚴重度後，在 14 天的臨床狀態，兩
組是無差異的，住院的天數與臨床改

善所需要的時間，兩組也是沒有差異

[6]。
 

抗發炎藥物

嚴重 COVID-19 病人可能會發生
明顯的全身發炎反應，導致肺臟受損

與多重器官功能異常，所以在疫情開

始初期，即有人提出類固醇的抗發炎

作用，可能減少因發炎反應產生的一

些不良預後，Recovery 研究中發現，
有加上 dexamethasone 使用的病人，
死亡率是明顯低於採用標準治療者

[7]。至於合併使用類固醇與抗病毒
藥物的效果與安全性，目前尚未有嚴

謹的研究報告，但理論上應該在嚴重

新冠肺炎病人，是有幫助。

過去許多病原體所致的肺炎，有

些報告顯示使用類固醇有好處，但有

些報告顯示會有相當多的不良事件，

以肺囊蟲肺炎來說，若合併低血氧的

情況下，prednisone 可以降低死亡風
險[8]，但 SARS 和 MERS，類固醇
的使用反而延長了病毒清除的時間

[9,10]。另外在流感併發肺炎的病人
上，類固醇的使用反而增加續發性細

菌感染與死亡的風險[11]。不過在急
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病人 (ARDS)，
Meta-analysis 顯示，類固醇是可以降
低全死亡率和減少呼吸器使用的時間

[12,13]。
目前指引的建議，主要是基

於在英國的大型研究 [ 7 ]，使用 
dexmathasone 10 天的病人，在 28 天
的死亡率是明顯較低，尤其針對使用

呼吸器或是使用氧氣者的次族群，至

於使用其他的類固醇或是不同的劑

量、不同的使用時間，有其他小型

的研究來探討，但證據力皆不足，

故目前並不建議使用 hydrocrotisone 
或是  methylprednisolone，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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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methasone。而使用類固醇時，
血糖監測、精神方面的副作用，仍需

加以注意。

Recovery 是一個英國的非雙盲
隨機分配多中心研究[7]，每天以口
服或靜脈方式給予 dexamethasone 6 
mg，持續給予 10 天或是到早於 10 
天出院時，在 6,425 位病人中，2,104 
人使用 dexamethasone，89% 的研究
參與者是實驗室診斷感染，平均年齡

為 66 歲，56% 的人有至少一個主要
的共病。在隨機分組時，16% 的人使
用呼吸器或是體外循環機，60% 的
人需要氧氣供應，24% 的人不需要
氧氣。同時合併使其他藥物，包括瑞

德西偉、快力佳、奎寧等的比例在

兩組皆很低 (0%~3%)，結果顯示在
呼吸器的病人中，使用類固醇的 28 
天死亡率為 29.3%，明顯低於標準
治療組的 41.4% (RR 0.64, 95% CI = 
0.51~0.81)。在使用氧氣的病人，類
固醇的死亡率也較低 23.3% vs. 26.2% 
(RR 0.82, 95% CI = 0.72~0.94)，但在
沒有使用氧氣的病人中，兩組的死亡

率沒有統計差異。另，因為使用氧氣

病人中的異質性很高，對於需要使用

高流量氧氣的病人，類固醇的益處是

否更明顯？報告並沒有去探討，可

能還需要更近一步的分析。另外也

發現，病程會演變至需要呼吸器使

用的風險，也是在類固醇組較低 (RR 
0.77, 95% CI = 0.62~0.95)。

世界衛生組織也針對了七個以

嚴重 COVID-19 病人為主的隨機分

派試驗[14]，進行統合性分析，上
述的  Recovery 研究也包含其中，
共  1,703 位病人，涵蓋了 12 個國
家，高達 91.5% 的病人有使用呼吸
器，有六個研究有記載著升壓劑使

用的狀況，其中 47% 的病人是有使
用升壓劑，可見這些病人本身的疾

病嚴重程度相對來說是很高，分析

結果顯示使用類固醇者的死亡率較

低 (32.7% vs. 41.5%, OR = 0.66, 95% 
CI, 0.53~0.82)，且以不同的類固醇
來看，僅 dexamethasone 的效果達
到統計學意義。以使用呼吸器的病

人來說，有使用類固醇的死亡率較

低 30% vs. 38% (OR 0.69, 95% CI = 
0.55~0.86)，若以沒有使用呼吸器的
病人來說，有使用類固醇的死亡率也

是較低 23% vs. 42% (OR = 0.41, 95% 
CI = 0.19 = 0.88)，若是針對沒有使用
升壓劑的病人，有使用類固醇的死亡

率也是較低 24% vs. 37%, (OR = 0.55, 
95% CI = 0.34~0.88)。

以目前的台灣暫行指引[15]，
也建議在嚴重肺炎以上的病人，可

以考慮使用類固醇。至於其他跟

發炎反應相關的治療，如干擾素、

interleukin-6 抑制劑，目前為止並沒
有證據顯示是有效的，另外免疫球蛋

白、病人恢復期的血漿，也無足夠證

據說適合拿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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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Huang Shih Tse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been ongoing since 2020. The rapid spread and 
the unexpected mortality ra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suing pandemic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treatments. Many traditional medications 
may be useful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The aims of these therapies were to 
control disease, reduce mortality, and even eliminate the virus. Quinine and drugs 
active agains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were initially administered by some 
clinicians. However, there were no data from large-scale studies to support their use. 
At present, the two only drugs approved by the Taiw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re the antiviral drug remdesivir and anti-inflammatory steroids, which can be 
prescribed to clinical patients.

Key words: COVID-19, Medication, Steroid, Remdesi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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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氏羅爾斯頓氏菌 (Ralstonia pickettii) 
與血液透析相關感染

張雅媛　鄭正威　顧文瑋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內科部感染科

Ralstonia pickettii (皮氏羅爾斯頓氏菌) 在醫院的環境中被視為新興病原
體。本身雖然為低毒力之革蘭氏陰性的桿狀土壤細菌，但 R. pickettii 容易於塑
料管中及醫療裝置形成生物膜，並且有能力產生毒素致病，因此可能造成醫院

內免疫功能不全病人的感染，尤其是發生菌血症。R. pickettii 先天對多數抗生
素有抗藥性，對臨床治療也是挑戰。在不同國家、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或是洗

腎中心皆有報過群聚事件，菌種主要以 Ralstonia 屬中跟 R. pickettii 相近的 R. 
mannitolilytica 為主。其感染源大多是來自洗腎用水污染，包括逆滲透過濾器的
失效或是污染。一旦病人檢測出 R. pickettii 菌血症，應高度懷疑菌血症源於受
污染的醫療產品、液體或藥物，並應積極尋找出是何種醫療產品、液體或藥物受

污染。為了避免 Ralstonia 的生物膜繼續汙染水質，全面更換管路設備，加強消
毒，並增加檢查 UV 燈與定期水質檢驗的頻率。臨床與實驗室應有對於不正常菌
血症增加的警覺，快速正確辨認污染源而採取感染管制介入措施，方能遏止群聚

感染。（感控雜誌 2021:31:67-72）

關鍵詞： 皮氏羅爾斯頓氏菌、血液透析、群聚、感染管制

DOI: 10.6526/ICJ.202104_31(2).0003

皮氏羅爾斯頓氏菌簡介

最早於  1 9 7 3  年  R a l s t o n i a  
pickettii (皮氏羅爾斯頓氏菌) 第一次

分離出來，原先被包含於綠膿桿菌

屬中，隨後重新分類到 Burkholderia 
屬，直到 1995 年才建立 Ralstonia  
屬，目前包括有  R.  p icke t t i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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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nacearum、R. insidiosa、和 R. 
mannitolilytica。R. pickettii 為低毒力 
(low-virulence) 之嗜氧、非發酵性、
氧化酶陽性、革蘭氏陰性的桿狀土壤

細菌，存在於潮濕的環境中[1]。R. 
pickettii 為貧營養微生物 (oligotrophic 
organism)，能在極少濃度的營養中
存活[2]，並於水及土壤中能長期存
活。R. pickettii 容易於塑料管中及
醫療裝置形成生物膜，並且有能力

產生毒素而致病[3-5]。Ralstonia 少
見於人類感染，但在醫院環境中 R. 
pickettii 與 R. insidiosa 被視為新興病
原體[4]。此菌在環境中廣泛存在，
因此可能造成醫院內免疫功能不全

之病人的感染，尤其是發生菌血症。

R. pickettii 感染可以是從無症狀、輕
症，如呼吸治療之溶液汙染造成的

輕微呼吸道症狀[6]，到嚴重感染，
包含原發性菌血症、肺炎、心內膜

炎、原發性腹膜炎、靜脈導管相關

感染[7]、腦膜炎[8]、骨髓炎[9]。R. 
pickettii 感染之高風險族群包含於加
護病房有中央靜脈導管之免疫功能不

全及血液腫瘤科病人[7]。目前有醫
院報導過 R. pickettii 之群聚，因受汙
染之水、生理食鹽水、無菌藥品、

透析水[10]及血液製品等受此細菌感
染[3]。由於 R. pickettii 可以通過 0.2 
µm 的過濾器，這些過濾器是用於無
菌醫療藥品的生產過程，因此這些溶

液大部分在生產製造階段已受污染

[11,12]。
R. pickettii 可於 BACTEC™ 9000 

PLUS (Aerobic/FNMIC/ID-123) 系統
偵測到，鑑定可以使用合併生物化學

及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的方式，自動化微生
物系統如、BD Phoenix 或 VITEK 2  
系統 (bioMerieux Inc, Marcy L’Etoile, 
France)、Matr ix-Ass is 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MS) 
皆可以鑑定。

R. pickettii 的治療目前也尚未有
標準之治療藥物及治療期間之建議，

對臨床常也是一個挑戰，由於此菌

先天對多數抗生素有抗藥性[3,13]，
這可能是存在可移動式的基因要素

的關係[14]，目前此細菌的抗藥性
機轉亦無非常清楚了解。Quinolones 
(例如 ciprofloxacin)、cefotaxime 及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為目
前藥物敏感性較好之抗生素 [ 5 ]。
Carbapenems 及  aminoglycosides 
之藥物敏感性就較不一定。目前

文獻上，R.  p icke t t i i  治療使用抗
生素為  Piperacillin-tazobactam、
m e r o p e n e m、 c i p r o f l o x a c i n、
amikacin 或是並用 cephalosporins 及 
aminoglycosides [7]。

羅爾斯頓氏菌與血液透析 
相關感染的文獻回顧

使用 Ralstonia 和 dialysis 作為關
鍵字在 PubMed 進行文獻回顧，可以
發現洗腎病患發生 Ralstonia 的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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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而有公開發表案例並不多，大部分

為 2016 年以後的報告。但在不同國
家、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或是洗腎中

心皆有報過，菌種主要以 Ralstonia 
屬中的另一隻跟 R. pickettii 相近的 R. 
mannitolilytica 為主。其感染源大多
是來自洗腎用水污染，包括逆滲透過

濾器的失效或是污染，只有馬來西亞

一篇提出源頭可能是來自洗腎中心附

近供水的水庫遭到污染。病患的主要

表現為洗腎後數小時內出現發燒、打

顫的症狀，即便病患初期可能發生嚴

重敗血症，大部分的病患在抗生素治

療後皆能康復。其中有兩篇文獻各報

導了一名該國病患 Ralstonia 菌血症
合併感染性心內膜炎的狀況，病患治

療後亦康復。僅有南非一篇報告 16 
名洗腎病患的 R. mannitolilytica 群聚
感染中一名不幸死亡，死亡率約為 
6%。相關文獻的內容整理在表一。

血液透析室羅爾斯頓氏菌的 
感染管制

一旦病患檢測出 R. pickettii 菌血
症，應高度懷疑菌血症源於受污染的

表一　Ralstonia 與血液透析相關感染文獻整理

文獻發表時間 發表國家 機構類型 感染菌種
感染

人數
感染來源 病患預後

2012 [15] 保加利亞 不明 R. pickettii 1 位 透析系統污染 康復

2016 [16] 烏拉圭 不明 R. pickettii 2 位 洗腎用水污染

2 位發生嚴重敗血症，
1 位發生感染性心內膜
炎，2 位皆康復

2017 [17] 馬來西亞 洗腎中心 R. mannitolilytica 1 位 公共用水污染 康復

2018 [18] 印度
醫院門診

洗腎單位
R. mannitolilytica 5 位 無菌水污染

1 位發生感染性心內膜
炎，5 位皆康復

2018 [19] 義大利 醫院病房 R. mannitolilytica 1 位 不明

該病患接受腎臟移植後

住院第 11 天即發生菌
血症，之後康復

2019 [20] 汶萊 洗腎中心 R. pickettii 4 位

洗腎用水污染 
(過濾器污染
合併使用再處

理的血液透析

器)

不明

2020 [21] 南非
醫院洗腎

單位
R. mannitolilytica 16 位

洗腎用水污染 
(逆滲透過濾
器故障)

1 位死亡，其他 15 位
皆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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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產品、液體或藥物，並應積極尋

找出是何種醫療產品、液體或藥物受

污染。水質是提供良好的血液透析系

統和確保患者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高通量的血液過濾或血液透析設置

中更是重要。不符合水質標準可能造

成污染物從透析液進入血液，造成病

患健康的重大後果[22]。在前述南非
的群聚感染事件中，一開始是由微生

物科發現不尋常 R. mannitolilytica 菌
血症案例的增加，在報告院方後進行

調查，很快速地發現洗腎用水系統中

的逆滲透幫浦故障及漏水，是最可能

造成 Ralstonia 污染的位置。除了及
時維修幫浦之外，為了避免 Ralstonia 
的生物膜繼續汙染水質，院方也全面

更換管路設備，加強消毒，並增加

檢查 UV 燈與定期水質檢驗的頻率，
進而成功遏止了更多群聚感染的發生

[21]。
除此之外，血液透析室的基本感

染管制原則也應遵守。手部衛生是最

重要的預防感染介入方式，醫療照護

人員應嚴格執行洗手五時機。除了無

菌技術的基本原理外，美國疾病管制

中心 (CDC) 和亞太感管學會 (APSIC) 
還針對血液透析提出了一些具體的

補充建議，其中包括：1. 注射針、針
筒、注射藥品使用的管路和轉接器

等，只能使用於單一病人；2. 單一劑
量包裝或單次使用的注射藥品僅限單

一病人使用，用後立即丟棄；3. 多劑
量包裝的藥品在開封後應標註日期，

並依廠商說明使用，超過開封後可使

用期限應立即丟棄；4. 無菌操作技術
在乾淨區域準備注射藥品；5. 注射針
穿刺藥瓶的橡膠軟塞前，先使用酒精

消毒軟塞；6. 不可將針頭留置於藥瓶
上重複抽取藥物；使用新的注射針和

針筒進入藥瓶抽取藥品[22]。

結　語

R. pickettii 為存在潮濕環境中的
革蘭氏陰性菌，近年來被發現亦是造

成院內群聚感染的新興病原體。在免

疫功能相較不全、接受血液透析的病

患中亦有零星報告的菌血症感染。除

了及時給予病患抗生素治療之外，臨

床與實驗室對於不正常菌血症增加的

警覺，以及快速正確辨認污染源而採

取感染管制介入措施，方能遏止群聚

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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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Ralstonia pickettii in 
hemodialysis related infection

Yea-Yuan Chang, Ching-Wai Cheng, Wen-Wei Ku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City Hospital Renai Branch, Taipei, Taiwan

Ralstonia pickettii, a gram-negative bacillus, was seldom regarded as being 
virulent. However, it has become an emerging pathogen in hospital settings. R. 
pickettii can easily form biofilms on water pipes and medical devices, and causes 
bacteremia in immunocompromised hosts. Treatment of R. pickettii bacteremia 
is challenging because there is no standard treatment. Many outbreaks of varying 
severity caused by R. pickettii and R. mannitolilytica have been repor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dialysis centers. Contamination 
of medical products, liquids, or drugs should be suspected in instances of R. 
pickettii bacteremia. In addition to following basic infection control principles 
in hemodialysis units, clinicians and laboratory staff should be alert to unusual 
bacteremia. Rapid and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is 
important for successful intervention.

Key words: Ralstonia pickettii, hemodialysis, outbreak, infection control

72

感染控制雜誌

皮氏羅爾斯頓氏菌與血液透析相關感染



DOI: 10.6526/ICJ.202104_31(2).0004

台灣肺炎鏈球菌在疫苗施打前後的 
血清型分布及抗藥性趨勢

吳綺容1, 2　楊采菱1

1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2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內科部

背　景

肺炎鏈球菌  ( S t re p t o c o c c u s 
pneumoniae, Spn) 是重要的社區性細
菌病原，可引起局部感染  (如：中
耳炎)  至嚴重疾病，包括肺炎、菌
血症與腦膜炎。莢膜多醣 (capsular 
polysaccharide) 是肺炎鏈球菌的主要
毒力因子，也是目前肺炎鏈球菌疫

苗的標的[1]。依莢膜多醣之組成分
類，至今已鑑定出 98 種不同的血清
型 (serotype)，雖然其中有幾個血清
型全球較普見，但各地區及不同國家

盛行的血清型略有差異，菌株間的抗

生素抗藥性也不同。

為了預防侵襲性肺炎鏈球

菌感染症  (invasive pneumococcal 
d isease ,  IPD)，23 價肺炎鏈球菌
多醣疫苗 (23-valent pneumococcal 
polysaccharide vaccine, PPV23) 與 7 

價、10 價和 13 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
疫苗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 
[PCV] 7、PCV10 及 PCV13) 陸續上
市供臨床使用[2]。PCV7 涵蓋血清
型 4、6B、9V、14、18C、19F 及 
23F，PCV10 較 PCV7 多涵蓋了血清
型 1、5 及 7F，PCV13 則較 PCV10 
多涵蓋了血清型 3、6A 及 19A [2]。
PCV7、PCV10 及  PCV13 分別在 
2005、2010 及 2011 年引進台灣，初
期為自費施打，而後分別在 2009、
2010 及 2012 年由政府提供給高危險
群兒童公費施打[3]。為了保護幼童
並達群體免疫，自 2015 年 1 月起，
PCV13 被納入幼兒常規公費疫苗接
種項目[3]。另一方面，在 2007 年
至 2017 年間，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及部分縣市政府提

供免費 PPV23 給 75 歲 (部分縣市為 
65 歲) 以上長者施打[4]，自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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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則改由疾病管制署統籌提供公費 
PPV23，持續守護長者健康。

隨著肺炎鏈球菌疫苗 (肺鏈疫苗) 
的推廣，台灣及許多國家的 IPD 發生
率都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2,3,5,6]。
然而，與此同時，非疫苗血清型菌株

卻逐漸增加，如 PCV7 施打後興起的
血清型 19A 及 PCV13 施打後興起的
血清型 15A，其中不乏多重抗藥性非
疫苗血清型菌株[5-8]。由於肺鏈疫苗
的保護具血清型專一性，Spn 的血清
型分布及抗藥性會在疫苗及抗生素使

用壓力下持續演化，因此即使在肺鏈

疫苗年代，仍需定期監測 Spn 的流行
趨勢 [9]。

台灣肺炎鏈球菌血清型及 
抗藥性監測

為了解台灣肺鏈疫苗施打前後 
Spn 流行趨勢的演變，我們分析了
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微生物抗藥

性監測計畫」(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 所收
集來自台灣各區醫院的 Spn 菌株的血
清型及抗藥性[10]。TSAR 自 1998 年
起，每兩年從分佈於台灣北中南東四

個地區的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收集各

種臨床分離細菌株，自第 3 期 (2002 
年) 起，收菌期間皆為 7 月到 9 月，
參與醫院是相同的 25 家 (請參閱致
謝)，收菌流程也大致相同[10]。在國
家衛生研究院，Spn 菌株首先經菌種
鑑定確認後，以血清凝集反應或聚合

酶連鎖反應進行血清型檢定，並依

照「臨床與實驗室標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操作準則，以微量肉湯稀釋法進行菌

株最小藥物抑菌濃度之檢驗及抗藥

性判讀[10,11]。以下報告部分結果已
發表於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期刊
[10]。

T S A R  在第  3  期至第  11  期 
(2002~2018 年) 共收集 1,845 株 Spn 
菌株，其中 24.5%、7.3%、28.9% 和 
36.7% 的菌株分別來自 ≤5、6~17、
18~64 及 ≥65 歲的病人族群。菌株
來源的檢體別以呼吸道檢體所占比

例最高 (73.7%)，其次為膿 (11.6%) 
及血液 (9.9%)。隨著肺鏈疫苗的施
打，TSAR 所收集到的 Spn 菌株數逐
期減少 (圖一)，在 2002 年 (PCV 疫
苗前) 收集到 320 株菌，到 2010 年 
(PCV7後/PCV13 前) 則減少至 196 
株，而到 2018 年 (PCV13 後) 只收集
到 89 株菌，其中菌株屬於 PCV7 與 
PCV13 疫苗血清型的比例也逐漸降
低，在 2002、2010、2018 年，PCV7 
血清型菌株分別佔  66.9%、53.1%  
及 15.7%；PCV13 血清型菌株則佔  
76.3%、78.1% 及 31.5% (圖一)。

菌株血清型的分佈也於疫苗施打

後持續改變，在 2002 年 (PCV 前)，
主要的血清型為 23F、19F、6B 及 
14，到了 2012 年 (PCV7 後/PCV13 
前)，血清型  19A 則超越前述血清
型，所佔菌株數比例最高 (20.7%)，
血清型 3 (11.2%) 也明顯上升，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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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A 及 19F (16.4%)。到了 2018 
年，非疫苗血清型 15A (18.0%) 及 
23A (15.7%) 更是超越 19F (12.4%) 及 
19A (10.1%)，為菌株數最高的前兩
名血清型；此外，血清型 15B (7.9%) 
及非疫苗血清型 35B (7.9%) 及 34 
(6.7%) 菌株也開始增加 (圖二)。次
分析發現，在兒童、成人、年長者

各族群都出現類似的菌株數逐期下

降及流行血清型別改變的趨勢。值

得一提的是，2018 年分離自 < 5 歲
兒童的菌株中，屬於 PCV13 血清型
菌株的比例 (3.8%) 遠低於其他年齡
層 (12.5~54.6%)，而來自 > 65 歲長者
的菌株中，屬於 PPV23 (非 PCV7/非 
PCV13) 血清型的比例 (4.5%) 低於其

他年齡層 (9.4~25.0%)。
抗藥性監測顯示  S pn  菌株對

β-lactam 類抗生素藥物具非感受性 
(non-susceptibility，此文通稱為抗藥
性) 隨著 PCV7 施打略有下降，在 
2010 年達到最低，但自 2012 年起
又逐步上升 (圖三)，到了 2018 年，
分別有 32.6%、80.9% 及 70.8% 的
菌株表現 amoxicillin/clavulanate、
cefuroxime 及 meropenem 抗藥性；
以非腦膜炎 /腦膜炎標準而言，分
別有 39.3%/88.8%、34.8%/57.3%、
47.2%/60.7% 及  42.7%/61.8% 的
菌株表現 penicillin、cefotaxime、
ceftriaxone 及 cefepime 抗藥性。不同
血清型菌株的抗藥性略有差異，但

圖一　TSAR 各期肺炎鏈球菌株數及 PCV7 與 PCV13 疫苗血清型所佔比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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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TSAR 各期 (A) 主要 PCV13 血清型及 (B) 非 PCV13 血清型肺炎鏈球菌分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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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除了血清型 3 之外，上述
各期主要血清型菌株的β-lactam 抗
生素抗藥性比例皆不低 (圖四)。以
非腦膜炎標準而言，血清型 19A 菌
株表現 penicillin 抗藥性的比例最高 
(90.2%)，其次為 19F、23F、14、
23A 及 6A (17.9~58.4%)，這些血清型
菌株表現 ceftriaxone 及 cefepime 抗藥
性的比例也偏高，分別為 19.6~71.6% 
及 19.6~67.6%。血清型 3、6B 及 
15A 菌株則較少表現 ceftriaxone 及 
cefepime 抗藥性 (0~3.8%)。

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以前的 
15A 及 23A 菌株幾乎不具 meropenem 
抗藥性，但到了 2016~2018 年間，
分別約有 80.6% (29/36) 的 15A 菌
株及  63.2% (12/19) 的  23A 菌株
對  meropenem 感受性降低。我們
以多位點序列分型法  (mul t i 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及脈衝
電場凝膠電泳法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進一步分
型 15A 及 23A 菌株發現，早期的 
15A 菌株多屬 15A-ST3058 菌型，
23A 菌株多屬 23A-ST338 菌型，兩
型菌株都不具 meropenem 抗藥性。
然而，2012~2018 年間的 15A 菌株
則多屬於 15A-ST63 菌型、具相似 
PFGE 圖譜，且表現 meropenem 中
度 (intermediate) 抗藥性；2016~2018 
年間的 23A 菌株中，大部分 (55.6%) 
屬於  2 3 A - S T 1 6 6  菌型、具相似 
PFGE 圖譜，且表現 meropenem 抗
藥性，部分菌株 (38.9%) 則屬於不具 

meropenem 抗藥性的 23A-ST338 菌
型。這些 15A-ST63 及 23A- ST166 
菌株來自台灣北中南各區各年齡層患

者，多數分離自呼吸道檢體，少數分

離自血液檢體。

在非β-lactam 抗生素部分，除
迄今尚未發現 linezolid 或 vancomycin 
抗藥性菌株。 )，但高達  94 .2%、
93.1%、72.2% 及 70.3% 的菌株分
別表現 tetracycline、erythromycin、
clindamycin 及 TMP/SMX 抗藥性。
Levofloxacin 的抗藥性雖然僅 6.2%，
但抗藥性比例隨著來源族群年紀增加

而上升，來自 > 65 歲年長者菌株抗
藥性比例 (11.8%) 高於成人 (5.1%) 及 
< 18 歲族群 (1.0%)。整體而言，各期
菌株的非β-lactam 抗生素抗藥性比
例雖有上下浮動，但未現明顯的上升

或下降趨勢。

討　論

隨著 PCV7 引進及後續 PCV13 
納入幼兒公費常規疫苗接種項目，

TSAR 的長期監測結果顯示，台灣 
Spn 的流行趨勢有以下四點主要演
變：(1) 收集菌株數逐期降低；(2) 
流行血清型別改變；(3) β-lactam 
抗生素抗藥性先降後升； ( 4 )  對 
meropenem 具有抗藥性的 15A-ST63 
及 23A- ST166 菌株之興起。

雖然 TSAR 收集到的 Spn 菌株
數逐期降低，但非疫苗血清型菌株數

也逐漸超越疫苗血清型菌株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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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V7 施打後，非 PCV7 血清型 19A 
及 3 興起，而在 PCV13 施打後，此
兩血清型 (屬 PCV13 血清型) 逐漸下
降，由非疫苗血清型 15A 及 23A 取
代。各年齡族群也都有類似的菌株數

減少及血清型別改變的趨勢。這些觀

察和全國各年齡層 IPD 發生率逐年
降低及流行血清型別改變的現象一致

[3]，顯示 PCV 除了在兒童 (主要施打
對象) 發揮了保護的效力，在其他非 
PCV 主要施打族群，也同時達到了
群體免疫的效果。另一方面，自 65 
歲以上長者 (PPV23 主要施打對象) 
分離出的 Spn 菌株中，屬於 PPV23 
(非 PCV7/非 PCV13) 血清型的比例
最低，近期國內研究也顯示曾接種 
PPV23 的長者具較低 IPD 的罹病風
險及死亡率[12]，意味在長者 PPV23 
具有良好的保護效果。這些觀察呼應

美國疾病管制局的肺鏈疫苗指引，建

議 65 歲以上長者應例行接種 PPV23 
疫苗 (https://www.cdc.gov/vaccines/
schedules/hcp/imz/adult.html)。

在  PCV13 施打後，各國間非 
PCV13 血清型的  Spn 菌株分布稍
有差異。長庚醫院研究發現，在 
2012~2014 年間，台灣由非 PCV13 
血清型 15A、15B 及 23A 菌株造成的 
IPD 住院發生率逐年增加[13]。TSAR 
監測進一步發現，在 2018 年，除了
上述血清型 15A、15B 及 23A 菌株
的興起，另兩個非疫苗血清型 34 及 
35B 菌株也開始增加。有些亞洲國家 
(韓國及日本) 也觀察到 15A、23A、

34 及 35B 上升的現象[14,15]。未來
仍需密切觀察這些非 PCV13 血清型
菌株的流行趨勢。 

在β - lactam 抗生素抗藥性部
分，因 PCV7 的施打導致高抗藥性
血清型 19F 及 23F 菌株數的下降，
Spn 整體抗藥性在 2010 降到最低，
然而隨著非 PCV7 血清型高抗藥菌
株的興起 (主要為 19A)，整體抗藥
性自  2012 年起再次上升。有鑑於
β-lactam 抗生素抗藥性大於 50%，
因此治療 Spn 腦膜炎患者選擇經驗
療法藥物時，需考慮 vancomycin 及
β-lactam 抗生素合併治療。值得注
意的是，對 meropenem 具有抗藥性
的 15A-ST63 及 23A-ST166 菌株近年
來廣佈台灣各區並出現菌株擴散現

象，其中包含血液分離菌株，意味

此兩型菌株具有引起侵襲性疾病 (敗
血症) 的致病力。英國及日本分別在 
2011~2014 年及 2012~2014 年期間的 
Spn 菌株分析研究中，也發現多重抗
藥性 15A-ST63 菌株有上升及擴散的
現象[7,8]。另一方面，23A-ST166 則
是台灣特有的菌型，韓國及日本分別

僅報告過 2 株及 1 株 23A-ST166 菌
株 (但未描述是否具 meropenem 抗
藥性) [16,17]，其他國家迄今尚未報
告過 23A-ST166 菌株。不過，此兩
型菌株並未涵蓋在 PCV13 中，也未
涵蓋在已進入臨床試驗的 PCV15 (較 
PCV13 增加血清型 22F 及 33F) 及 
PCV20 (較 PCV15 增加血清型 8、
10A、11A、12F 及 15B) 中。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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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年長者的菌株表現 levofloxacin 
抗藥性的比例最高，與我們先前發現

源自年長者的 Haemophilus influenzae 
及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菌株有較
高 levofloxacin 抗藥性比例的現象一
致，推測可能與年長者較易暴露到肺

炎主要用藥之一的 fluoroquinolone 抗
生素有關[18,19]，此觀察也再次呼
應了 fluoroquinolone 適當使用的重要
性。

結　語

台灣肺鏈疫苗接種政策成功降低

了整體社區 Spn 的流行，不過伴隨而
來的是非疫苗血清型菌株的興起，其

中又以對 meropenem 感受降低性的 
15A-ST63 及 23A-ST166 為近年來最
主要的流行菌型。這些非疫苗血清型

菌株後續的流行趨勢及造成的疾病負

擔是未來持續監測的重點，也是未來

開發新型肺鏈疫苗選擇涵蓋血清型時

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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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結核病疫苗藉由活化 M1 巨噬細胞
的活性增強抗分枝桿菌的免疫力

楊秀菊　葉昶慶　杜鴻運

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前　言

結核病是一種目前仍普遍

存在於全世界，由結核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 感
染所造成的傳染病，目前可將結核

分枝桿菌分為北京株及非北京株，

北京株流傳於全球，致病力較強且

較易突變成具有抗藥性；非北京株

則反之[1]。結核病是全球十大死亡
原因之一，主要以影響肺部為主。

自 2007 年超越 HIV/AIDS 後成為單
一傳染病導致的主要死亡原因[2]，
也是台灣法定傳染病中每年確定數及

死亡數最多的傳染病[3]。2019 年，
全球估計有 1,000 萬人患有結核病，
且有 140 萬人死於肺結核。從地理
分佈看，大多數結核病病例發生在

東南亞 (44%)，非洲 (25%) 和西太平
洋 (18%)，這些地區佔全球總數的八

成以上[2]。因此，減少結核病發病
率和減少結核病死亡人數為世界衛生

組織「終結結核病戰略」的目標。

目前預防結核病的方法為注射卡介

苗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
BCG 疫苗是由減毒活牛結核分枝桿
菌 (Mycobacterium bovis) 製備而成。
在兒童時期接種時，可提供約 15 年
的保護期，但這種免疫力在成年後會

逐漸減弱；目前北京菌株是許多成人

感染結核病的主因，顯示 BCG 疫苗
不再能抵抗新出現的北京菌株[1]。
且卡介苗的保護效果差異很大，從 0 
到 88% [4-6]；此外，廣泛應用 BCG 
疫苗數十年的國家，如印度和中國，

結核病的盛行率並沒有因為 BCG 疫
苗的使用而下降[2]。基於這些流行
病學證據，BCG 疫苗似乎隨著時間
的流逝失去了保護作用。因此目前迫

切需要開發新型疫苗預防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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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以重組蛋白 (Recombinant 
protein) 技術改良 BCG 疫苗 (rBCG) 
加入可誘發 T 細胞反應的結核桿菌
蛋白 Ag85B (Antigen 85 complex B, 
Ag85B) 與 CFP-10 (Culture filtrate 
protein 10, CFP-10) 蛋白製成 rBCG1 
和包含前兩者並加上人類介白素-12 
(Interleukin-12, IL-12) 作為加強免疫
反應製成  rBCG2；並同時與  BCG 
疫苗給予小鼠接種後，感染結核菌 
H37Ra 菌株。再評估三種疫苗與不給
與疫苗組別的個別功效。本研究評估

的功效包括免疫細胞的反應、細胞激

素釋放的狀態以及對結核菌的長期保

護。

rBCG1 和 rBCG2 疫苗可保護小
鼠抵抗結核分枝桿菌 H37Ra 菌株

這項調查中我們於第 0 週和第 2 
週給予小鼠皮下接種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以靜脈注
射感染結核菌 H37Ra。分別在第 2、
8、12、20 週犧牲小鼠，採血，取出
臟器做試驗評估疫苗的保護力。在

疫苗接種第 2 週 (結核菌 H37Ra 感染
前)，肺部無免疫細胞浸潤跡象 (圖一
B 和 C)。在疫苗接種後第 8 週，結
核菌量生長測試顯示 PBS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對照組和接種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組別相比，
肺臟中有較高的結核菌量 (圖一A)，
且在第 12 週時，PBS 對照中的結核
菌量仍很高 (圖一A)；肺臟病理切片

顯示 PBS 對照組的肺臟發炎比疫苗
接種組更嚴重 (圖一B 和 C)。雖在 12 
週時 BCG、rBCG1 和 rBCG2 組中細
菌量較低 (圖一A)，但是 12 週的肺
臟病理結果顯示 PBS 和 BCG 組別的
細胞浸潤病變還很明顯，而 rBCG1 
和 rBCG2 組的病變則幾乎快消失了 
(圖一B 和 C)。特別是在 20 週肺臟結
核菌生長的菌落數量上，BCG 疫苗
和 PBS 控制組相差無異，而 rBCG1 
和 rBCG2 仍抑制結核菌生長 (圖一
A)；同時在 20 週肺臟病理結果顯示
給予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鼠肺
臟淋巴細胞浸潤與給予 BCG 相比顯
著減少 (圖一B 和 C)。因此，這些結
果顯示 rBCG1 和 rBCG2 疫苗可在早
期保護小鼠避免結核菌感染擴大。

rBCG1 和 rBCG2 疫苗在 SCID 
小鼠以及 C57BL/6 野生型小鼠中

都是安全的

此外研究團隊測試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安全性，於免疫缺陷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SCID) 和 C57BL/6 野生型小鼠在第 
0 周和第 2 週皮下注射了相同劑量的 
BCG 和 rBCG 疫苗。每週記錄一次
小鼠體重，直到第 40 週或更早的人
道終點為止。SCID 和野生型小鼠接
種疫苗後均未顯示任何不利的體徵。

兩組的體重每週略有增加，但兩組

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 (圖二B 和 D)。
從第  21 週開始，基於人道原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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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重組 BCG 疫苗 rBCG1 和 rBCG2 對小鼠感染結核菌 H37Ra 的保護作用
 在 8, 12 和 2 0週 H37Ra 細菌於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各組小鼠肺臟中的 

(A) 細菌量 (B) 和肺臟的病理切片 (C) 以及病理判讀分數。*：p 值 < 0.05；**：p 值 < 
0.01；***：p 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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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rBCG1 和 rBCG2 組中的各一
隻 SCID 小鼠實施安樂死，但 PBS 組 
(圖二A) 或任何野生型小鼠 (圖二C) 
均無死亡。顯示即使在免疫缺陷的個

體中，rBCG1 和 rBCG2 疫苗也是安
全的。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
種後，能增加小鼠肺臟中 Th1 細

胞激素的 mRNA 表達

接下來，我們使用定量  P C R 
(Quan t i t a t ive  po lymerase  cha in 

reaction, qPCR) 檢查肺中細胞激素的
表達，以確定 rBCG 疫苗是否會刺
激輔助 T 細胞 Th (T helper cells, Th) 
1 的細胞激素產生。在 H37Ra 感染
前後，於第 2、8、12 和 20 週，從 
PBS 對照組和疫苗接種組的肺臟中
抽取 RNA (Ribonucleic acid, RNA)，
並進行 qPCR 去檢測肺組織中細胞
激素的基因表達。與  PBS 對照組
相比，BCG、rBCG1 和 rBCG2 組
別的 TNF-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IFN-γ (Interferon-
gamma, IFN-γ) (第 2 周) 和 MCP-

圖二　在免疫缺陷和免疫健全的小鼠中測試 rBCG 疫苗的安全性
 於第 0 週和第 2 週在小鼠皮下注射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後觀測 40 週 (A) 免

疫缺陷小鼠的生存率，(B) 體重變化和 (C) 免疫建全小鼠的生存率，(D) 體重變化。
ns：統計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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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MCP-1) (第 8 週) 均升高 (圖三
A~C)，這些細胞激素是 Th1 誘導的
免疫反應。在第 12 周和第 20 週，所
有組別的 TNF-α、IFN-γ和 MCP-1 
均降低 (圖三A~C)。推測這現象反應
了結核菌清除後，Th-1 的細胞激素
停止產生並且恢復到正常的水平。相

較之下在第 2~8 週時，與 rBCG1 和 
rBCG2 組別相比，PBS 和 BCG 組別
中感染的免疫細胞表現的 IFN-α1，
IFN-β1 和 IDO-1 (Indoleamine 2, 
3-dioxygenase 1, IDO-1) 的量更高 (圖
三D~F)。而細胞激素 IL-1β，IL-4，
IL-6，IL-10，IL-12，IL-17 和 IDO-

2 在所有組別中均未改變或無法檢測
到 (數據未顯示)。這些結果顯示，
rBCG1 和 rBCG2 可以在早期誘導宿
主 Th1免疫反應，以清除結核菌。

BCG、rBCG1 和 rBCG2 疫苗
接種後，巨噬細胞、Th1 細胞和

Th17 細胞為主要的免疫細胞

為了瞭解疫苗接種對於細

胞免疫的影響，使用流式細胞儀 
(Fluorescence-activated cell sorting, 
FACS) 去分析小鼠肺臟組織中的免疫
細胞族群。在 H37Ra 感染前後，於
第 2、8、12 和 20 週，從小鼠肺臟中

圖三　接種 rBCG1 或 rBCG2 疫苗後在小鼠肺中表達的 Th1 細胞激素狀態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分別在第 2, 8, 12 和 20 週犧牲小鼠取其肺臟抽取 RNA，用 qPCR 分析 (A) 
TNF-α, (B) IFN-γ, (C) MCP-1, (D) IFN-α1, (E) IFN-β1, 和 (F)  IDO-1 細胞激素表
達量。*：p 值 < 0.05；**：p 值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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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出細胞。在進行細胞表面標記和

細胞內染色後，以 FACS 分析免疫細
胞群。結果發現在第 2 週，所有免疫
細胞數量都非常低，四組之間沒有差

異 (圖四B，D，F，H)。但在第 8 週 
(即 H37Ra 感染後 4 週)，與 PBS 對
照和 BCG 組相比，rBCG1 和 rBCG2 
組別的巨噬細胞數量 (F4/80+ 細胞) 
卻顯著增加 (圖四A 和 B)。而在 2 週

時，所有組別中都有少許自然殺手 
(Nature killer cells, NK) 細胞 (CD49b+ 
細胞 )  和常駐巨噬細胞  (數據未顯
示)。雖在所有 BCG 疫苗接種組中
發現 IFN-γ+T 細胞 (圖四C 和 D) 和 
IL-17A+T 細胞 (圖四G 和 H) 的持續
增加 (但 IL-4+T 細胞則沒有持續上
升，圖四E 和 F)，而在第 8~12 週時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IFN-γ+T 

圖四　接種 BCG、rBCG1 或 rBCG2 疫苗的小鼠感染結核菌產生的先天和後天免疫細胞族群
分析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分別在第 2, 8, 12 和 20 週犧牲小鼠取其肺臟均質分離成單顆細胞，用 FACS 
分析免疫細胞族群。(A) 8 週時各組小鼠肺臟中 CD49b+ 和 F4/80+ 的免疫細胞，(B) 
量化各組小鼠在第 2, 8, 12 和 20 週肺臟中 F4/80+ 的巨噬細胞，(C) 12 週各組小鼠肺
臟中 IFN-γ+ 的免疫細胞和 (D) 2~20 週的趨勢變化，(E) 12 週各組小鼠肺臟中 IL-4+ 
的免疫細胞和 (F) 2~20 週的趨勢變化；(G) 8 週各組小鼠肺臟中 IL-17A+ 的免疫細胞
和 (H) 2~20 週的趨勢變化。***：p 值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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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和 IL-17A+T 細胞有略多一點的
趨勢。因此這些結果顯示與 BCG 相
比，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
鼠所誘導的細胞免疫更高。

 
在 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種
後，MCP-1 是血清中主要產生的

細胞激素

使用多種細胞激素檢測試劑組 
(multiple cytokine inflammation kit, BD 
Biosciences) 去測量血清和組織 (肺和
脾臟) 的發炎性細胞激素產量。測量
的細胞激素包括 TNF-α，IFN-γ，
IL-6，IL-10，IL-12 和 MCP-1。在
組織培養上清液中並未測得細胞激

素 (數據未顯示)，因為它們低於檢測
極限。但有趣的是，在血清檢體中 
MCP-1 是唯一檢測到的細胞激素。
並且在第 2 週和第 8 週，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的小鼠血清中，MCP-
1 就已開始升高 (圖五)。雖 PBS 對照
組和 BCG 組別的 MCP-1 從第 8 週也
開始增加並持續到第 12 週 (在第 20 
週所有組別均下降)，但在第 2~8 週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的 MCP-1 升
高與肺部結核菌減少 (圖一A) 和巨噬
細胞數量增加 (圖四A 和 B) 同時發
生。此結果也反應 rBCG1 與 rBCG2 
能在感染初期控制肺部結核菌數量可

能和巨噬細胞有關。

 

圖五　在接種重組 BCG 疫苗初期，能增加血清中的 MCP-1 濃度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在第 2, 8, 12 和 20 週小鼠血清中 MCP-1 的濃度變化。**：p 值 < 0.01。

89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第三十一卷二期



巨噬細胞是結核菌感染初期參與

免疫反應的關鍵細胞

根據 rBCG1 和 rBCG2 疫苗接種
後，肺部 Th1 的細胞激素上升 (圖三
A~C) 和血清中 MCP-1 的增加 (圖五) 
以及肺臟內巨噬細胞數量變多 (圖四
A 和 B)，推測巨噬細胞功能顯然對
結核菌感染的免疫反應至關重要，為

了評估巨噬細胞在感染早期的作用。

研究團隊在疫苗接種和結核菌感染前

後，每週從氣管給予脂質體載運的氯

膦酸鹽 (clodronate) 來剔除肺部巨噬
細胞 (圖六A)。8 週後，計算各組之
間的細菌量。結果每個疫苗接種組的

細菌量與 PBS 組相比無顯著差異 (圖
六B)。此結果顯示巨噬細胞是早期參
與免疫反應針對結核菌感染的主要保

護細胞。巨噬細胞消耗後，它們不再

受到疫苗的保護。

圖六　巨噬細胞對於預防結核菌感染扮演重要角色
 C57BL/6 小鼠在第 0 和 2 週接種 PBS, BCG, rBCG1 和 rBCG2 疫苗，於第 4 週感染 

H37Ra。每週從氣管給予 clodronate 剔除肺部巨噬細胞，8 週後犧牲小鼠取其肺臟均
質液培養，觀察各組 H37Ra 細菌量。ns：統計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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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能 
增加小鼠肺臟中的巨噬細胞分化

為殺菌力強的M1表現型

因巨噬細胞能適應疾病微環境

並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的表現型。例

如，M1 巨噬細胞可表現較高的發炎
激素，並有強大的殺菌能力。相反，

M2 巨噬細胞參與寄生蟲的清除，
組織重塑和免疫調節[7]。所以推測 
rBCG1 和 rBCG2 增強了 M1 巨噬細
胞清除病菌的能力。研究團隊以免疫

組織染色，分別染誘導型一氧化氮合

成酶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M1 巨噬細胞標誌物) 和甘露
糖受體 (Mannose receptor, MR，M2
巨噬細胞標誌物) 於第 8 週的肺臟切
片去比較各組中 M1 與 M2 巨噬細胞
的數量，因為此時間點肺臟含有最

多的巨噬細胞數和在血清中的 MCP-
1 產量最高。結果顯示在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iNOS 的表現升高 
(圖七A 和 B)。MR 在所有組別的表
達均相似 (圖七A 和 B)。這些結果顯
示在所測試的疫苗中，rBCG2 誘導的 
M1 巨噬細胞數量增加最多，以清除
肺部細菌進而在病程後期減低嚴重免

疫反應造成的肺臟損傷。

圖七　接種rBCG1或rBCG2的小鼠肺臟切片中分化為M1巨噬細胞的數量增加
 C57BL/6小鼠在第0和2週接種PBS, BCG, rBCG1和rBCG2疫苗，於第4週感染

H37Ra。8週時犧牲各組小鼠取其肺臟做免疫組織染色，分別染(A)iNOS和MR 
(CD206)，(B)量化肺臟免疫組織染色M1 (iNOS)，M2 (MR)細胞數量和M1/M2的比
值。*：p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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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Ag85B 和 CFP-10 是研究透徹的
結核菌抗原，可強烈誘導宿主產生 
IFN-γ並增強 T 細胞增殖[8]。兩種
蛋白質均被認為是結核病的良好候選

疫苗。值得注意的是，IL-12 在誘導
細胞免疫上扮演重要角色，可透過活

化 T 細胞和 NK 細胞進而對抗感染。
最近的研究發現，IL-12 可以在細胞
內感染期間有效活化巨噬細胞，這

種活化作用主要是透過其對巨噬細胞 
IFN-γ釋放的影響所導致的[9]。因
此，本研究以結核分枝桿菌特異性抗

原 Ag85B 和 CFP-10 與人類 IL-12 結
合並建構了 rBCG2 疫苗。在之前的
研究中，透過使用 ex vivo (離體) 方
式，將疫苗接種後的小鼠脾臟細胞與

小鼠骨髓衍生的巨噬細胞共同培養以

測量結核菌的存活能力，來測試保護

效果[10]。結果顯示與 BCG 相比，
rBCG2 疫苗對於結核菌感染提供更
好的免疫反應[10]。在本研究中，接
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後小鼠肺組
織中 TNF-α、IFN-γ和 MCP-1 的 
mRNA 表現上升並且增加肺臟中巨噬
細胞、IFN-γ+細胞和 IL-17+ 細胞的
數量，進一步支持了這兩種候選疫苗

的免疫保護力。當感染發生時，因應

感染產生的 MCP-1 可將單核細胞，
樹突細胞和 T 細胞聚集到引起發炎的
感染部位。很重要的是，在疫苗接種

初期 MCP-1 是 rBCG1 和 rBCG2 在小
鼠血清中唯一可檢測到的細胞激素。

儘管在 8 週時 PBS 對照組中 MCP-

1 的表達也增加，但這是在自然感染
過程中是可以預期的現象。這些結

果也與我們發現 rBCG1 和 rBCG2 疫
苗接種後肺組織巨噬細胞增加的發

現吻合。因此，與 BCG 疫苗相比，
接種 rBCG1 和 rBCG2 疫苗後主要能
在病程早期藉由增加宿主巨噬細胞

控制結核菌感染，並快速降低肺臟

中免疫細胞浸潤的病變。此外，以 
clodronate 來剔除肺泡巨噬細胞後，
所有疫苗接種組肺臟的結核菌生長量

顯著增加，這證明了巨噬細胞在結核

菌感染早期的保護作用很重要。此

外，與 PBS 對照組和 BCG 組相比，
在 rBCG1 和 rBCG2 組別中還發現了
更多殺菌力強的 M1 巨噬細胞。這個
發現支持我們的論點，即先天免疫對

結核菌感染初期扮演著比以往認為更

重要的作用。但仍需 M1 巨噬細胞功
能性實驗進一步證明其作用。最近的

研究發現，免疫記憶不再是後天免疫

特有的現象，先天免疫的細胞在感染

或接種疫苗後可表現出長期的免疫活

化作用，稱為「訓練免疫」(trained 
immunity)。在疫苗產生的免疫作用
中，受過訓練的免疫 (尤其是涉及巨
噬細胞的免疫) 可能比後天免疫的 T 
細胞發揮更重要的作用[11-13]，可為
疫苗開發創造新的前景。若能同時活

化先天免疫和後天免疫則可提供更好

且長期的保護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顯示

我們的 rBCG 疫苗在 SCID 小鼠中也
是安全的，還能在免疫健全的小鼠中

增加分化成 M1 表現型的巨噬細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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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了進一步驗證疫苗的有效性，

之後應進一步用毒性較強的結核菌株 
(例如：普遍流行的北京株) 建立動物
模型，結合保護力試驗加以驗證。總

而言之，我們的結果表明，rBCG1 和 
rBCG2 可能是預防結核病的良好候
選疫苗。

結　語

在本研究中，在感染初期階

段 (第 8~12 週)，所有三種測試疫
苗 (BCG，rBCG1 和 rBCG2) 均抑制
結核菌 H37Ra 的生長。但是在第 20 
週時，BCG 組別的細菌量反彈並增
加。相反地，rBCG1 和 rBCG2 組別
中的細菌量仍然很低。如果將小鼠

年齡轉換為人類年齡，本研究中的 
BCG 疫苗保護期 (鼠齡 20 週) 將相
當於 15~20 年；這一發現與先前對
人類接種卡介苗的流行病學研究一

致[4]。因此，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與 BCG 相比，rBCG1 和 rBCG2 可以
針對結核病提供更有效和更長的保護

力。

參考文獻

  1. Yang SJ, Chen YY, Hsu CH, et al: Activation of 
M1 macrophages in response to recombinant TB 
vaccines with enhanced antimycobacterial activity. 
Front Immunol 2020;11:1298-309.

  2. 世界衛生組織 (2020，10 月 14 日)。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2020。世界衛生組織網路。
摘自 https://www.who.int/tb/publications/global_
report/en/。

  3.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9，12 月 31 日)。
台灣結核病防治年報  2018。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網站。摘至 https://www.cdc.gov.tw/
InfectionReport/Info/uKmf00HvSmkNaX9lNY-ra
Q?infoId=OGFfElHCFaaPSKME03dAzA.

  4. Colditz GA, Brewer TF, Berkey CS, et al: Efficacy 
of BCG vaccine in the prevention of tuberculosis. 
Meta-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JAMA 
1994;271:698-702.

  5. Fine PE: Variation in protection by BCG: 
implications of and for heterologous immunity. 
Lancet 1995;346:1339-45.

  6. Brewer TF: Preventing tuberculosis with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vaccine: a meta-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Clin Infect Dis 2000;31:S64-7.

  7. Martinez FO, Gordon S: The M1 and M2 
paradigm of macrophage activation: time for 
reassessment. F1000Prime Rep 2014;6:13.

  8. Arend SM, Andersen P, van Meijgaarden KE, et 
al: Detection of active tuberculosis infection by 
T cell responses to early-secreted antigenic target 
6-kDa protein and culture filtrate protein 10. J 
Infect Dis 2000;181:1850-4.

  9. Xing Z, Zganiacz A, Santosuosso M: Role of IL-
12 in macrophage activation during intracellular 
infection: IL-12 and mycobacteria synergistically 
re lease TNF-alpha and ni t r ic  oxide from 
macrophages via IFN-gamma induction. J Leukoc 
Biol 2000;68:897-902.

10. Chen YY, Lin CW, Huang WF, et al: Recombinant 
bacille Calmette-Guerin coexpressing Ag85b, 
CFP10, and interleukin-12 elicits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J 
Microbiol Immunol Infect 2017;50:90-6.

11. Kaufmann E, Sanz J, Dunn JL, et al: BCG 
educate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o generate 
protective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tuberculosis. 
Cell 2018;172:176-90.

12. Cheng SC, Quintin J, Cramer RA, et al: mTOR- 
and HIF-1alpha-mediated aerobic glycolysis as 
metabolic basis for trained immunity. Science 
2014;345:1250684.

13. Yo s h i d a  K ,  M a e k a w a  T,  Z h u  Y,  e t  a l : 
The  t r ansc r ip t ion  fac to r  ATF7 media 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epigenetic changes in 
macrophages involved in innate immunological 
memory. Nat Immunol 2015;16:1034-43.

93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第三十一卷二期



使用長效型抗病毒藥物 Cabotegravir 
作為暴露前預防藥物來預防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感染 (HIV Prevention Trials 

Network (HPTN) 083試驗)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賴新豪醫師  摘評】

前　言

過去研究發現口服藥物如舒發

泰 (Emtricitabine/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FTC/TDF) 或 Emtricitabine/
Tenofovir alafenamide (FTC/TAF)，對
於預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 在
「男男性行為」[2-4]及「異性戀的
血清相異伴侶中未感染 HIV 者」[5]
族群有顯著的預防效果，本文介紹 
HPTN 083 試驗來了解長效性注射型
藥物 Cabotegravir 用作暴露前預防藥
物 (PrEP) 來預防 HIV 感染的效果。

Cabotegravir 是一種新的嵌合酶
抑制劑 (integrase inhibitor)，做成長
效性注射型針劑來臨床使用，接下

來介紹兩個臨床試驗來讓讀者了解 
Cabotegravir 用做 PrEP 的效果。

一、 HPTN083  為臨床  2b /3  期研
究，納入了美洲  (阿根廷、巴
西、祕魯、美國)、亞洲 (泰國
及越南)、非洲 (南非) 等 43 個
場所的試驗者，約 4,600 名男
性與跨性別女性參與者，比較 
Cabotegravir 和目前標準預防用
藥舒發泰 (FTC/TDF) 效果的試
驗，是一個隨機分配、雙盲及有

效療法對照的多國中心試驗。

二、 參與者分為兩組-試驗組 (使用 
Cabotegravir+ 安慰劑，CAB 組) 
及對照組 (使用 FTC/TDF+ 安慰
劑) 
(一) 第一階段：前五周分服

用 Cabotegravir+ 安慰劑或 
FTC/TDF+ 安慰劑；

(二) 第 二 階 段 為 第 五 周 及
第 九 周 兩 組 分 別 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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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otegravir 合併持續口
服安慰劑及注射安慰劑針

劑合併持續每日口服 FTC/
TDF，兩組針劑皆維持每兩
個月一劑連續約三年；

(三) 第三階段，兩組皆只服用 
FTC/TDF 一年。

三、 收入參與者對象為年紀大於 18 
歲男男性行為接觸者與跨性別女

性，有危險因子 (無套肛交、大
於五個性伴侶、有使用興奮劑、

六個月內有性病史 )，身體健
康且無 B/C 型肝炎。最後收錄
試驗組 2,282 人及對照組 2,284 
人。

四、 參與者人員特徵
(一) 三分之二 (67.4%) 的受試

者年齡在 30 歲以下 (18~29 
歲)，且  12.4% 為跨性別
女性，亞洲區佔 752 人約 
16.5% 且裡面幾乎都為亞
洲人，美國納入 1,698 人 
(37.2%) 其中有一半為黑人
或非裔美國人 (49.7%)

(二) 詳細資料如下
1. 試驗組共 2,282 人

(1) 男男性行為者  2,014 
人 (88.3%)，跨性別女
性 265 人 (11.6%)，3 
人性傾向不明

(2) 年紀中位數為 26 歲
a. 18~29 歲 1,571 人 

(68.8%)
b. 30~39  歲  499  人 

(21.9%)
c. 40~49  歲  145  人 

(6.4%)
d. 5 0 ~ 5 9  歲  6 0  人 

(2.6%)
e. ≥ 60  歲 7 人 (0.3%)

(3) 地區及人種
a. 美 國  8 4 9  人 

(37.2%)
(a) 黑 人 / 非 裔 美
國人共  4 11  人 
(48.9%)

(b) 白人 /亞洲人 /原
住民/其他共 438 
(51.1%)

b. 拉丁美洲  9 8 0  人 
(42.9%)
(a) 黑人 /非洲裔加
勒比人共 199 人 
(20.3%)

(b) 原住民共 433 人 
(44.2%)

(c) 白人 /亞洲人 /原
住民/其他共 348 
人 (35.5%)

c. 亞洲區  3 7 5  人 
(16.5%)
(a) 亞洲人共 374 人 

(99.7%)
(b) 其他國家  2  人 

(2.6%)
d. 非洲區  7 8  人 

(3.4%)
(4) 有無交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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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單身  1 , 8 8 7  人 
(82.7%)

2. 對照組共 2,284 人
(1)男男性行為者  1,981 
人 (86.7%)，跨性別女
性 302 人 (13.2%)，1 
人性別認同不明

(2) 年紀中位數為 26 歲
a. 18~29 歲 1,508 人 

(66.0%)
b. 30~39  歲  550  人 

(24.1%)
c. 40~49  歲  170  人 

(7.4%)
d. 5 0 ~ 5 9  歲  5 0  人 

(2.2%)
e. ≥ 60 歲 6 人 (0.3%)

(3) 地區及人種
a. 美 國  8 4 9  人 

(37.2%)
(a) 黑 人 / 非 裔 美
國人共  433  人 
(51.0%)

(b) 白人 /亞洲人 /原
住民/其他共 416
人 (49.0%)

b. 拉丁美洲  9 8 4  人 
(43.2%)
(a) 黑人 /非洲裔加
勒比人共 196 人 
(19.9%)

(b) 原住民共 425 人 
(43.2%)

(c) 白人 /亞洲人 /原

住民/其他共 363 
人 (36.8%)

c. 亞洲區  3 7 7  人 
(16.5%)
(a) 亞洲人共 375 人 

(99.5%)
(b) 其他國家  2  人 

(0.5%)
d. 非 洲 區  7 4  人 

(3.2%)
(4) 有無交往對象

a. 單身  1 , 8 6 3  人 
(81.6%)

五、 追蹤後兩組比較，在試驗 CAB 
組有 13 個 HIV 感染，其中兩位
在注射前就感染、五位打針間隔

時間中有中斷造成感染、三位在

口服 CAB 藥物時遭到感染，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五位在固定時

間接受注射的參與者仍感染到 
HIV，是什麼原因目前科學家正
在探究中；試驗 Cabotegravir 組
愛滋病發生率為 0.41%，相對於 
FTC/TDF 組別為 1.22%，這個
試驗顯示試驗組有較少的發生機

會並支持 Cabotegravir 預防效果
優於 FTC/TDF，研究顯示可以
減少 66% HIV 的感染機會。

六、 最常見的副作用為注射部位反應 
(injection site reaction)，約八成
的病人皆有注射部位反應，而嚴

重的注射部位反應是少見的，其

中只有 47 位 (2.2%) 因為嚴重的
此類副作用而拒絕再度注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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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注射部位反應及發生時間及持

續時間，六成的人會產生注射部

位疼痛，兩成的人會有注射部位

壓痛的情形，發生的時間多在注

射完後前兩天，持續時間約 3~4 
天後緩解，另外少見的副作用如

硬結節，腫塊，血腫，瘀血，變

色，水腫，癢，發熱，失去感

覺，出血及膿瘍佔了 16.8%。
七、 兩組中度及重度常見副作用比

較有差異的為 Cabotegravir 組
較  FTC/TDF 明顯會有鼻咽炎 
(19.3% vs 17%)、血糖增加 (9% 
vs 5.1%) 及發熱 (5.4% vs 2.6%) 
的發生，較不會有降低肌酸酐

清除率 (CCr) 的情形 (68.5% vs 
72%)；另外在嚴重不良反應跟
死亡兩組並無差異性。

八、 兩組預防性用藥使用前後性病的
比率，發現常見性病 (梅毒/淋病
/披衣菌) 都有增加的趨勢，似乎
也在暗示我們說在使用 HIV 預
防性用藥後在其他性病的預防降

低了戒心或者比較有無套的性行

為發生。

【譯者評】總結 HPTN 083 這
項研究，顯示 Cabotegravir 當作暴露
前 防藥物來預防人類 HIV 感染，對
於男男性行為接觸者 (MSM) 與跨性
別女性，預防愛滋病毒的效果是優於

目前的標準療法 (FTC/TDF)，作為一
個長效型藥物每兩個月才需注射一

劑，在使用上比上目前的每日口服

藥物是非常佔優勢；副作用來看使

用 Cabotegravir 並沒有非常嚴重的副
作用產生，常見副作用為注射部位疼

痛/壓痛，因為嚴重注射部位反應而
拒絕施打的約佔 2.2%，另外比較會
有鼻咽炎、血糖增加及發熱的情形，

但相對於舒發泰 (Truvada) 來說，
Cabotegravir 比較不會有 Ccr 降低的
情形；此外在有使用預防性用藥的情

形下，其他性病如梅毒、淋病及披衣

菌感染的情形是有增加的，這也值得

臨床人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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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通訊軟體改善 COVID-19 病人 
防疫知識及行為經驗分享

林依瑩　蕭雅君　鄭雅貞　林靖麒

嘉義長庚醫院　胸腔內科病房

17 年前因 SARS 所引起的封院
事件，在 2020 年開始因 COVID-19 
疫情，又再見到封院進而封城，導致

全世界進入另一世紀的黑死病。而這

次產生的戰役不僅僅在亞洲，連全

世界也一樣，因為遇上嚴重的傳染病

而導致鎖國和死亡。根據 2021 年 01 
月 24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
顯示，全球 COVID-19 確診人數已達
9千萬人，死亡人數為已高達兩百萬
人；而我國的疫情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確診案例為 942 位，死亡案例有 
9 位。本單位是專責照顧 COVID-19 
病人之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

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因此醫
院於 2020 年 11 月設立 COVID-19 病
人防疫專責病房；病床數共 14 床，
護理人員為護理長 1 人、專科護理
師 1 人及護理師 7 人。根據美國疾病
管制與預防中心公布，COVID-19 是
屬於一種冠狀病毒，會因直接接觸到

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

病人症狀初期可能會有發燒、飲食下

降、食慾不佳、嘔吐或腹瀉等症狀，

大大影響病人身體活動及營養狀況，

導致免疫功能下降。當營養不佳或運

動不足都可能會影響免疫功能，而增

加病毒感染的罹患率或嚴重性。我國 
COVID-19 病人平均住院天數約 28 
天，每一名確診者的直接社會成本為 
210 萬元。當病人面臨 COVID-19 疾
病特性及高散播力，充足營養和運動

對於病人而言是需要的。因礙於目前

本院照護的病人皆為外國人士，隔離

過程中如何與病人進行溝通成為臨床

困境，進而導致病人對於疾病和健康

防疫知識吸收不足，容易增加住院天

數和防疫破口，甚至有院內感染之困

境，引發更進一步探討住院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的正確性，期望
藉由分析了解病人對於 COVID-19 防
疫知識正確率，以降低病人住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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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讓病人能有所依循落實安全防

護。

本院 COVID-19 病人屬性多為
輕症或無症狀病人，平均年齡層在 
22~45 歲，無任何慢性病史，所以無
服用任何藥物。因 COVID-19 需要隔
離入住。入住時醫院提供之服務包

含：1. 提醒病人測量體溫、血壓。2. 
提供餐飲。3. 定時給予物品更換床單
衣物。4. 提供消耗性個人衛生用品。
5. 垃圾清潔等服務。6. 提供活動計畫
等。為瞭解本單位病人對 COVID-19 
防疫知識和行為之現況，進行8位病
人調查，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
識和行為正確率有偏低情形。進而建

置 COVID-19 病人防疫知識措施，內
容包含：一、建置 COVID-19 照護指
引，於入院護理前，協助病人使用

手機下載軟體 What’s APP，讓每個
病人獨立一個群組，組內成員為單

位內工作成員、感控護理師與該病

人，以建立溝通管道。該 APP 優點
是 1. 具有個人隱私。2. 病人亦可藉
此做為主訴之管道及能給於病人在隔

離病室內人性的關懷。3. 人員可以從
中了解病人需求。根據感染管制提供

關於 COVID-19 病人的教育圖片與內
容，分別就醫療、護理與營養等層

面，提供有關 COVID-19 病人的健康
防疫認知等衛教訊息。運用 What’s 
APP 系統做內容發布傳播的平台，給
於 COVID-19 衛教，包含了醫療、自
主健康管理、運動及營養等層面。內

容為：當時 COVID-19 並沒有專門的

疫苗或特效藥，此疾病具有高度傳染

力，故必須每人單獨病室，等待體內

病毒量下降。在 COVID-19 監測，每
天測量體溫，若有任何身體不適，立

即透過 APP 告知人員及進食前後、
上廁所前後以及咳嗽後應進行肥皂洗

手或是適當用酒精性乾洗手，以維持

良好手部衛生習慣及充足睡眠。在運

動方面，某些報告顯示，中等強度運

動訓練可降低上呼吸道 (主要是病毒) 
感染的發生，讓病人可以了解運動好

處、注意事項。COVID-19 健康飲食
原則，文獻證實，蛋白質缺乏與免疫

系統功能受損有關，礙於病人宗教

信仰，營養師提供豐富蛋白質 (魚、
雞肉、雞蛋) 和三種青菜，及提供當
季水果，以增加免疫功能。二、設

置 COVID-19 衛教圖卡在入院護理時
參考文獻資料，並且將 COVID-19 相
關資料如疾病症狀、隔離須知、每日

護理需要評估之問題及關於病人民生

必需品等文字，請相關人員進行英文

及印尼文等翻譯，以達一致性。並根

據病人種族而使用之母語製作標語黏

貼病室內，例如在桌上貼標語請加強

洗手、在病室門口貼上標語：只能在

這間房間內活動，不能出門、上完廁

所請記得關門等等標語，讓病人能逐

漸養成衛生習慣。可提供圖示之資料

如海報，則能加強口頭指導的效果。

在飲食方面，貼心提醒每日需要攝取

蔬菜、水果等，進而強化其重要性。

三、擬定 COVID-19 監控檢核表，
在 COVID-19 病人住院期間需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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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觀察病人，1. 每天是否有規律
運動 2. 每日睡眠時間 3. 飲食情形 4. 
每日測量體溫 5. 手部清潔時機及步
驟 6. 配戴口罩時機 7. 隔離期間進出
與否等。過程中針對不正確者，運用 
APP 和圖卡及時給予病人說明指導
和解釋，並強調正確防疫知識，每天

白班交接時進行稽核病人執行情況，

將統計結果彙整，分析實施專案後成

效。經由介入措施執行後，結果顯

示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可從 
55% 提升至 95%，COVID-19 防疫行
為也從 51% 增加至 94%，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之滿意度也高達 
92%，由此可瞭解 COVID-19 防疫知
識和防疫行為，經有正確的觀念而改

變以前錯誤的行為，達到維持良好健

康習慣。

COVID-19 病人防疫知識及防疫
行為對病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建立智慧軟體 What’s APP，關心及
關懷病人生活點滴和心情，包含線

上提供關於 COVID-19 病人防疫知
識、COVID-19 防疫行為、貼心提醒

測量體溫、血壓、在病室張貼照護

指導以及運用設備定時提醒病人運動

和隨時關心飲食情形等，且經由建

置 COVID-19 照護指引及衛教圖卡策
略後，顯示運動和三餐均衡飲食確實

有利於增強免疫力進而可以縮短病人

平均住院天數，此舉有利於醫院床位

充分利用和降低醫療成本，後續與出

院病人聯繫，已順利回到工作岡位。

顯示本措施能提升 COVID-19 病人防
疫知識及防疫行為，落實院內感染之

監控、展現團隊的人文關懷能量及實

力。後續亦可作為協助隔離/檢疫民
眾在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或居家隔

離民眾之參考，期望經由均衡的飲食

和適當運動以增強免疫力，助於降低

感染疾病的風險。另外建議未來可針

對 COVID-19 病人的營養攝取與運動
處方的介入進行研究，以客觀、量

化、具體及可信數據做為臨床照護指

引之參考，日後相信全國醫護團隊能

上下一心、全力抗疫，一起挺過疫情

風暴，恢復以往平靜祥和之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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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人員水痘感染群聚事件： 
某區域醫院復健科處置經驗

戴淑娟1　邱蘭1　呂嘉峰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1感染管制室　2感染科

水痘 (Varicella) 為水痘帶狀疱疹
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 引
起之高傳染性疾病，水痘主要是經由

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接

觸到得帶狀疱疹患者之水疱，也可以

造成傳染。此外，也可被經由被水疱

液和黏膜分泌物污染的器物間接傳

染。2019 年 9~10 月間某區域醫院復
健科治療室發生水痘感染群聚事件，

1 名實習生及 1 名復健治療師感染水
痘，對該科室之侵襲率 5.4%；經感
染管制室介入調查，推測本案為連續

性感染事件，且水痘病毒屬於空氣、

飛沫及接觸傳播，可透過共同工作

環境 (治療室及辦公室) 傳播的機率
高；另水痘在出疹前 5 天到所有病灶
結痂前都具傳染力，尤其在出水痘疹

前之際的傳染力最高，初步推估實習

生在出疹當天仍在科室實習，導致復

健師遭受到傳染的機會甚高。協助單

位執行必要之感管措施包括 1. 感染

個案暫停照護病人、返家居家隔離直

到水疱結痂後再返院照護病人。2. 水
痘之潛伏期為 14~21 天，接觸者須
自主健康監測 21 天，維持個人及環
境衛生，勤洗手、佩戴口罩，並避免

群聚吃飯 (保持社交距離)，如有出現
異常症狀，須立即通報單位主管及本

室，並就醫。3. 復健科人員共計 37 
人，扣除兩名感染者外，其餘 35 人
中有 8 人未感染過水痘或不清楚是否
感染過，須密切觀察這些人員健康

狀況。4. 持續追蹤最大兩倍潛伏期 
(42 天)。此事件發生，不能排除與同
仁對水痘-帶狀疱疹病毒知識認知不
足、缺乏警覺性所致，持續追蹤至 
11 月 12 日無新增個案，宣告結案。

事件緣由

9 月 14 日下午 6:31 接獲復健科
通報，1 名實習生感染水痘，已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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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隔離在家中直到全身水皰結痂

後，於 9 月 23 日返回實習；10 月 5 
日再接獲復健科通報 1 名復健師感染
水痘，感染管制室立即介入疫情調查

及感染管制措施。

疫情描述

一、科室背景介紹

復健科位於本院 3 樓 C 區，有 2 
個門診診間、11 個治療室空間 (包含 
1 個電療室、1 個水療室、2 個運動
治療室、2 個語言治療室、2 個職能
治療室、1 個物理治療室、1 個日常
生活治療室、1 個感覺統合治療室)。

復健科成員共有 37 人，包含醫
師 3 人、治療師 18 人、診間護理師 
2 人、專科護理師 3 人、實習生 11 
人。

治療室主要接受門診及住院病人

復健，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及下午時

段，每周一、三、五晚上時段；每天

服務人次大約 350 人次 (包含電療、
運動治療、職能治療)。

二、疫情調查

(一) 個案調查
案一 (指標個案) 為復健科實習

生，7 月 13 日開始來院實習，實習
內容主要為物理復健治療部分，於 9 
月 14 日發病，自訴發病前 1~2 週因
為實習作業關係，每日只有在實習單

位及住所往返，未外出遊玩，也沒接

觸過有水痘症狀的人；而學生表示 7 

月 23 日起曾密切協助一名帶狀皰疹
發病後期已結痂之住院病人，該病人

經皮膚科醫師確認已無傳染性。

案二  (員工 )  為本院復健治療
師，9 月  30 日上班時出現頭痛症
狀，10 月 2 日出現皮膚紅疹身上水
皰，曾至診所就診，診斷疑似水痘，

10 月 5 日症狀加劇再至診所確診水
痘，適逢中秋連假，未再接觸其他同

仁，繼續居家隔離至全身水疱結痂，

才可返院工作。

(二) 接觸者免疫力調查
復健科成員共計 37 人 (含 2 名

個案)，案2 確診後，針對全科人員
進行調查，其中 20 人表示曾經感染
過、1 人感染史不明，5 人表示未感
染過。

(三) 環境調查
工作地點：復健科位於本院 3 樓 

C 區，有 2 個門診診間、11 個治療
室空間 (包含 1 個電療室、1 個水療
室、2 個運動治療室、2 個語言治療
室、2 個職能治療室、1 個物理治療
室、1 個日常生活治療室、1 個感覺
統合治療室)。

工作場所皆設有酒精乾洗液設

備，工作人員及門診、住院病人復健

治療時皆須配戴口罩。各治療室每日

固定進行環境清消 1 次。

三、感染源推測

經由現場疫調發現案一與案二雖

無師生接觸，但都屬於運動治療，兩

人分屬上下午時段使用共同空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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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病毒屬於空氣、飛沫及接觸傳播，

可透過共同工作環境 (治療室及辦公
室) 傳播的機率高；另水痘在出疹前 
5 天到所有病灶結痂前都具傳染力，
尤其在出水痘疹前之際的傳染力最

高，初步推估實習生在出疹當天仍在

科室實習，導致復健師遭受到傳染的

機會甚高。

四、介入措施及防治作為

本次群聚事件疫情流行期間，感

管人員除了進行相關疫調外，並依據

疾病管制署及聯合醫院感染管制手冊

規範之水痘帶狀疱疹病毒感染管制措

施執行。

(一) 隔離 (確定個案處置)：出現
症狀之同仁可視病情立即就醫採取隔

離措施，或在家自行隔離。水痘目前

並非須強制隔離之法定傳染病，因此

罹患水痘未能符合給予公假規定，惟

為使個人能儘速康復及避免傳染給他

人，仍應請病假在家休養，直到全身

的水疱均完全結痂變乾為止。並應保

持室內空氣流通，遵循呼吸道衛生與

103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第三十一卷二期



咳嗽禮節，不得已必須出入公共場所

時，應配戴口罩並穿著長袖衣物。

(二) 感管措施：落實配戴口罩及
手部衛生，接觸疑似個案時應穿隔離

衣、戴手套。尤其在處理病人之皮疹

及呼吸道分泌物時具高度傳染力更應

小心處置。懷孕之工作人員無論是否

罹患過水痘或接種疫苗，應避免照顧

水痘病人。

(三) 環境清消：運動治療室環境
立即全面清消，並每日落實各治療室

環境清消作業至少一次，容易手部接

觸的桌面、手把等環境，應加強清消

頻率。

(四) 接觸者健康監測：接觸者須
自主健康監測 21 天，維持個人及環
境衛生，勤洗手、佩戴口罩，並避免

群聚吃飯 (保持社交距離)，如有出現
異常症狀，須立即通報。

(五) 曝觸者，原則上於暴露後 
96 小時內經醫師評估後給予水痘免
疫球蛋白，或 72 小時內注射水痘疫
苗，可預防感染或是減輕疾病。免疫

功能差的人、孕婦、預定在三個月內

有可能懷孕之婦女、未經治療的開放

性肺結核病人以及對疫苗成分曾有

過敏反應者等，均不適宜給予水痘疫

苗。

(六) 雖然帶狀皰疹傳染性較水
痘低，但接觸到得帶狀疱疹患者之水

疱，也可以造成傳染，因此發病期之

個案，應暫停復健，避免造成傳染之

虞。

(七) 10 月 8 日下午召開院內緊

急會議，針對案件進行初步分析報告

討論，主席裁示：

(1) 相關科室務必每日兩次回報
員工及病人之健康狀況，如有異常症

狀立即通報。

(2) 橫向報告聯合感管委員會主
席，尋求專業協助建議。

(3) 所有人員工作時務必配戴口
罩、勤洗手、避免群聚吃飯 (保持社
交距離)。

(4) 感染科協助疫調及感染管制
措施追蹤。

(5) 10 月 12 日通報衛生局表示
兩位個案皆已痊癒，應持續環境清消

及密切追蹤接觸者健康狀況直到兩倍

潛伏期才可結案。

(八) 10 月 8 日電話向聯合感管
委員會主席報告此次事件，建議事項

如下：

(1) 密切追蹤高風險同仁症狀 (年
齡層在 40 歲以下未感染過水痘者，
尤其是 20~30 歲年齡層)。

(2) 針對有傳染性個案，務必審
慎評估復健可行性，避免導致可能造

成感染之風險。

(3) 該單位再出現  1 位新增案
例，必須暫停業務。

(4) 持續追蹤有無新增個案，必
須追蹤 2 倍潛伏期才可結案。

(九) 持續追蹤單位同仁健康狀
況，依據群聚事件結案標準，須從最

後一個發病日起監測 2 倍潛伏期未有
新案才可結案。

(十) 此事件於 11 月 12 日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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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後宣告結案。

五、建議與討論

水痘 (Varicella) 為水痘帶狀疱疹
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 引起
之高傳染性疾病，初期 (紅疹出現前 
1~2 天) 包含輕微發燒 (37.5~39℃)、
疲倦、食慾不振、頭痛及肌肉或關節

痠痛等症狀，之後皮膚開始出現紅

疹，漸發展成紅丘疹、水泡疹、膿泡

疹而後結痂，由臉、頭皮往軀幹四肢

延伸，全身性皮疹逐漸快速顯現隨後

變成水疱，最後留下粒狀痂皮 (通常
約於二至四星期內痊癒)。帶狀疱疹 
(Herpes Zoster)：在水痘復原之後，
藉潛伏於寄主的神經節中，以避免

被免疫系統摧毀。當宿主免疫力減弱

時，病毒便會活化並沿著其分布的神

經皮節散布，造成帶狀疱疹，俗稱皮

蛇 (shingles)。而帶狀疱疹後的神經
痛亦相當惱人。

水痘主要是經由皮膚直接接觸、

飛沫或空氣傳染，接觸到得帶狀疱疹

患者之水疱，也可以造成傳染。潛

伏期 (Incubation period)：10~21 天，
一般為 14~16 天。可傳染期 (Period 
of communicability) 則由出紅疹以前 
5 天起 (通常為前 1~2 天) 到所有病灶
結痂為止，在病人出現水痘疹前之際

的傳染力最高；帶狀疱疹患者的傳染

力可持續到水疱出現後 1 週。
本事件初期，懷疑病毒可能為

帶狀泡疹復健病人傳染給實習生 (案
一)，不過經由皮膚科確認帶狀泡疹
復健病人痂皮早已結痂無傳染性，案

一有可能在其他未知明的環境中遭受

到感染，進而在實習環境中透過空氣

及接觸傳播傳染給不具抗體的復健師 
(案二)。

藉由此事件後，重新檢討除針對

高風險單位之新進人員及實習生需做

職前水痘抗體檢測外，另編列預算分

批完成在職人員水痘抗體檢測，針對

不具保護力之人員進行疫苗施打，以

避免造成群聚事件發生，保障工作人

員及病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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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雜誌接受有關感染控制之稿件或投書，但以未曾刊登於其他學術雜誌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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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編輯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邀約撰寫，對於投稿之稿件，本會有修改及取捨之權。
三、刊登之著作，其版權屬於本會，除商得本會之同意外，不得轉載於其他書刊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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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著應按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參考文獻之順序撰寫，其他文稿不需按此格式撰寫，但必

須列出參考文獻。
六、原著應按下列順序分頁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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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除標題及圖號碼外，凡數字皆應以阿拉拍數字書寫。度量衡單位應使用國際單位系統符號，如 c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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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數點之標示，除統計數值 p 值以小數點下三位表示，其他數值均以小數點下一位來呈現。
十一、表格 (tables) 及插圖 (illustrations)：

(1) 如有資料源自其他作者，須列出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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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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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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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rry AL, Thornsberry C: Susceptibility tests: diffusion test procedures. In: Lenn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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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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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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本期內容共有一篇原著、二篇綜論、二篇專欄、一篇國內

外新知及二篇讀者園地。

原著「新生兒中重度病房輪狀病毒群聚事件之處理經

驗」，新生兒及早產兒因免疫系統尚未發育成熟，遭受感染的

機會較高且預後較為嚴重，輪狀病毒又是兒科中常見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預防方式，但在臨床端仍需藉

由早期監測、落實感染管制措施等方式，以減少輪狀病毒感染

風險。

綜論主題一「治療 COVID-19 的藥物簡介」，新型冠狀病

毒的疫情從 2020 開始影響了全世界，迅速的傳播讓許多地區

面臨醫療照護的困境，陸續有許多的藥物被提出使用，不論是

傳統或是新用法，本篇綜論為探討抗病毒藥物與抗發炎藥物使

用經驗。綜論主題二「皮氏羅爾斯頓氏菌與血液透析」，皮氏

羅爾斯頓氏菌在醫院的環境中被視為新興病原體，在不同國

家、不同層級的醫療機構或是洗腎中心皆有報過群聚事件，一

但檢出應高度懷疑為醫療產品或藥物遭受汙染，進而遵守感染

管制原則，以避免相關感染。

結核病是仍普遍存在於全世界，而台灣肺鏈疫苗接種政策

成功降低了整體社區肺炎鏈球菌的流行，不過伴隨而來的是非

疫苗血清型菌株的興起，專欄「台灣肺炎鏈球菌在疫苗施打前

後的血清型分布及抗藥性趨勢」及「重組結核病疫苗藉由活化 

M1 巨噬細胞的活性增強抗分枝桿菌的免疫力」，為國家衛生

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分享研究結果，在各界關注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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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病毒感染疫情時，仍須注意其他感染症的威脅。

對於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目前臺灣採用雞尾酒式混

合療法藥物，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延緩發病時間，且近年來

由於藥物的發展進步，原本治療過程產生的副作用也漸漸改

善，但仍無法根治。本篇新知分享「使用長效型抗病毒藥物 

Cabotegravir 作為暴露前 防藥物來預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HIV Prevention Trials Network (HPTN) 083 試驗)」的效果，提

供臨床治療參考。

「利用通訊軟體改善 COVID-19k 病人防疫知識及行為經

驗分享」及「水痘群聚事件調查報告」為本期讀者園地文章，

分享感染管制經驗、降低醫事人員暴露傳染病風險，並可提升

醫療照護品質。

期望本期收錄之文章，能帶給讀者在臨床實務上有所助

益。

108



ISSN：1727-3269

GPN: 2009200952

感 染 控 制 雜 誌
Infection Control Journal
編　　　　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編 輯 顧 問：周志浩、莊人祥、羅一鈞、石崇良、藍忠孚、許清曉、 
　　　　　　　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感染控制組」

總　  編 　 輯：張上淳

副 總 編 輯：黃高彬、黃玉成、盛望徽

編 輯 委 員：王復德、王梨容、李聰明、李桂珠、李南瑤、林永崇、林明儒、 
　　　　　　　邱連昭、吳怡慧、洪靖慈、柯文謙、柯金美、胡伯賢、施智源、 
　　　　　　　姜秀子、孫淑美、張育菁、陳巧慧、陳志榮、陳昶華、陳郁慧、 
　　　　　　　陳彥旭、陳瀅淳、湯宏仁、楊麗瑟、黃美麗、詹明錦、葉竹君、 
　　　　　　　劉建衛、蔡宏津、鄭舒倖、賴惠雯、顏慕庸 
　　　　　　　（依姓氏筆畫排列）

本期編輯醫院：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本期執行編輯：胡伯賢、陳巧慧

助 理 編 輯：崔禾

出 版 機 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1號7樓-10

電　　　　話：02-23959825、02-23759181

網　　　　址：www.cdc.gov.tw、www.nics.gov.tw

出 版 年 月：2021年4月

創 刊 年 月：1990年12月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欲利用內容者，須徵求本署同意書面授權

雙 月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