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1727-3269
D O I：10.6526/ICJ

第28卷

第

3

期 中華民國107年6月

Vol.28 No.3, June, 2018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ISSN:1727-3269

本 期 內 容
原著
新生兒眼睛 Serratia marcescens 感染之群聚調查 ‥許秀芸等‥‥ 103
綜論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不只女孩有需要 ‥‥‥‥‥‥鄭舒倖‥‥‥ 112
抗生素骨水泥使用於關節置換手術之
效益及文獻回顧 ‥‥‥‥‥‥‥‥‥‥‥‥‥陳正斌等‥‥ 119
醫療照護相關肺炎面面觀 ‥‥‥‥‥‥‥‥‥‥‥丁施文等‥‥ 125
專欄
C 型肝炎病毒與脂質蛋白代謝之交互作用 ‥‥‥‥吳明憲‥‥‥ 132
國內外新知
以延長脈衝方式 (extended-pulsed) 給予 ﬁdaxomicin
治療困難梭狀桿菌 ‥‥‥‥‥‥‥‥‥‥‥‥‥‥‥‥‥‥ 136
以糞便微生物移植治療困難梭狀桿菌 ‥‥‥‥‥‥‥‥‥‥‥‥ 139
軟式內視鏡新型包裝效果評估 ‥‥‥‥‥‥‥‥‥‥‥‥‥‥‥ 142
抗菌床欄罩在加護病房之效能測試 ‥‥‥‥‥‥‥‥‥‥‥‥‥ 145
編者的話‥‥‥‥‥‥‥‥‥‥‥‥‥‥‥‥‥‥‥‥‥‥‥‥‥‥ 147
投稿須知‥‥‥‥‥‥‥‥‥‥‥‥‥‥‥‥‥‥‥‥‥‥‥‥‥‥ 148
版權頁‥‥‥‥‥‥‥‥‥‥‥‥‥‥‥‥‥‥‥‥‥‥‥‥‥‥‥封底

103

新生兒眼睛 Serratia marcescens 感染
之群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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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atia marcescens 是醫院內常見的伺機性病原菌，2017 年 5 月，某醫院
嬰兒房感染密度為 8.54‰ 較 4 月份 4.59‰ 上升，經由統計學 (住院人日數加權)
卡方檢定：df = 1, χ2 = 1.474, P < 0.000 呈現顯著差異，為避免疫情擴大而進行
調查；調查結果：感染個案中有 5 個新生兒眼睛分泌物分離出 S. marcescens；
經環境採檢後，由分裝的 3 瓶嬰兒沐浴乳中培養出相同菌株，判定為沐浴乳遭污
染，再經由工作人員手部，觸摸新生兒眼睛造成之伺機性感染，結論：規定原裝
沐浴乳不可分裝及稀釋，並且須隨時保持沐浴水槽清潔與乾燥，加強工作人員宣
導教育，三個月內不再有感染情形發生。（感控雜誌 2018:28:103-111）
關鍵詞：新生兒、Serratia marcescens、感染

前

言

Serratia marcescens (黏質沙雷
氏桿菌) 為人體腸道正常菌叢，為嗜
氧性革蘭氏陰性桿菌，屬於腸桿菌
科 (Enterobacteriaceae) 的菌種，偏
好潮濕的環境，可存活於 5~40℃及
pH 值從 5 到 9 環境中，乾燥的無生
命物體表面可存活 3 天至 2 個月，
甚至在清潔劑 (如肥皂) 中仍可長期
民國 106 年 9 月 13 日受理
民國 106 年 10 月 18 日修正
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接受刊載

DOI: 10.6526/ICJ.201806_28(3).0001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第二十八卷三期

存活下來，常存在醫院環境及醫療
器材表面上，容易在醫院環境中散
播，是造成院內感染重要的伺機性
病源菌[1-5]，一旦發生感染，要徹
底根除常常是困難的，且菌株對多
種抗生素如 ampicillin, macrolides 及
第一代 cephalosporins 等均呈現抗
藥性[3-5]；尤其在醫院環境中，S.
marcescens 曾經從醫療用紗布、支氣
管鏡、黏貼膠帶、蒸餾水、注射液的
通訊作者：李偉政
通訊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12巷11號
連絡電話：(02) 27081166轉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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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瓶蓋、導尿管、呼吸治療裝置、
心電圖儀器的吸球、靜脈注射液、耳
鼻喉科常用的咽喉鏡 (laryngoscope)
等醫療儀器及材料分離出來[1-3,67]，因此，有機會引起院內感染群突
發，特別對免疫耗弱的病人，更易引
發感染症，包括泌尿道感染、傷口
感染、呼吸道感染、肺炎、菌血症
等[8,9]，在眼內可引起結膜炎，角膜
炎，眼內炎，和撕裂導管感染[10]。
加拿大某醫學中心臨床收集了 715 菌
株，統計後發現 Serratia species 之
年發病率約 10 萬分之 10.8，其中
65% 發生於社區感染[11]，美國 S.
marcescens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約為
1.4%，群突發感染最常發生於成人及
新生兒，特別在加護單位[3]。
2017 年 5 月，某醫院嬰兒房感
染密度為 8.54‰ (7 人次/820 人日數)
較 4 月份 4.59‰ ( 3 人次/654 人日
數) 上升，經由統計學 (住院人日數
加權) 卡方檢定：df = 1, χ2 = 1.474,
P < 0.000 呈現顯著差異。該月感染 7
人次中，有 5 人次嬰兒眼睛出現黃綠
色分泌物，經微生物培養後培養出 S.
marcescens，因此緊急召開感染管制
小組會議，判定為眼睛 S. marcescens
之群聚感染，進而進行調查。

一、單位屬性與管理方式
該院嬰兒室為一大空間可放置
34 個嬰兒床，每月平均出生 110~120
個嬰兒，佔床率約 80%~90%；平日
依據嬰兒出生天數分區照顧，第一區
為出生至 3 天、第二區為 3 天以上，
兩區中間並無實體間隔；白班上班人
數約 5~6 人，包括護理長、護理人
員、護理助理、書記、專科護理師等
人，大都採母嬰同室，少數留在嬰兒
室接受照顧，每天只有在嬰兒洗澡時
才會全部集中推回嬰兒室。洗澡時採
分工方式，由不同工作人員，依序脫
衣、洗澡、擦乾身體、包尿片、穿衣
服、更換床單及將洗好的嬰兒推回照
顧區，嬰兒床無固定位置，工作人員
照顧也無劃分床位，大約以出生天數
歸類共同照顧。
二、收案定義
2017 年 5 月以後採追蹤方式調
查，追蹤至不再出現新個案後三個
月；收案定義：凡在該院出生之新生
兒，無論住院天數，只要眼睛出現分
黃綠色泌物，經醫師評估後使用眼藥
治療，並採取眼睛分泌物送實驗室培
養，只要培養出 S. marcescens 菌株，
不論藥物敏感試驗是否一致，均列為
感染之收案對象。

材料與方法
本群突發調查立即進行現場觀察
照顧嬰兒步驟及處置動線進行：

三、作業流程
每人一條消毒過之小毛巾、大毛
巾、衣服、包布及尿片；實際觀察嬰
兒洗澡前準備事項，包括調好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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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取用分裝且稀釋三瓶沐浴乳，不
使用澡盆直接手抱嬰兒在流動水龍頭
下清洗嬰兒；洗澡流程：首先潤濕毛
巾，擦拭眼睛後洗臉，小毛巾不再重
覆使用，再以單手擠壓備好之沐浴乳
清洗頭部及身體，除非有糞便會先將
糞便沖洗乾淨再進行洗澡步驟；沐浴
乳沖洗乾淨後由另一位工作人員以大
毛巾擦拭身體並穿衣服；若嬰兒需要
擦拭眼睛時，會以棉花棒擦拭，不會
用手直接接觸嬰兒眼耳口鼻等部位。
四、環境調查及採檢
由文獻參考中查尋微生物的特
性及可能存在的環境，加上觀察工作
人員日常處理動線中較常接觸的物
品，資料收集後立即進行環境採檢，
採集檢體項目包括：體重計算機、切
棉盒 (裝清水切棉)、敷料罐蓋、沐浴
乳壓頭、沐浴水龍頭、沐浴水槽、肥
皂 (含盒)、超音波接受器、床尾置物
區、吸鼻器、糞便、眼藥膏、分裝沐
浴乳、原液沐浴乳、洗手水槽、奶瓶
室水池、奶瓶烘乾機、測聽力貼片、
測聽力之消毒棉片、超音波凝膠頭、
肛溫溫度計、清潔抹布等，共收集
了 28 個檢體。檢體採檢步驟：即採
檢者進行手部衛生，以皂液和清水洗
淨雙手後，再以一般細菌培養管 (藍
色頭) 內之拭子，以 Z 字型方式塗抹
物體表面，然後置入培養管中，乾燥
物體採檢時，先以無菌蒸餾水潤濕棉
花棒後，再進行採檢；採集後檢體迅
速送實驗室進行培養；微生物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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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及敏感性試驗系統 (Identiﬁcation
and Susceptibility Testing) 採 BBL
Crystal 鑑定套組。

結

果

2017 年 5 月總共 5 名嬰兒眼睛
出現黃綠色分泌物，且培養皆為 S.
marcescens，且藥物敏感性相同，推
斷為單一菌種之群聚感染事件。
感染個案之母親之住院病歷並
無異常紀錄，入住之病房亦無相同
菌株感染之病人，因此未將個案之
母親及入住病房列為採檢對象，僅
收集感染個案；個案基本資料分析
如下，生產方式：以剖腹產者共 5 人
次，佔 55.6%，自然生產 4 人次，佔
44.4%；嬰兒出生體重：平均數 3,272
公克，標準差 260 公克；危險因子：
1 人次有早期破水，佔 11.1%，其他
8 人均無異常出生記錄；住院至感
染天數：平均 5 天，標準差 1.225，
中以 4 天至 6 天佔多數佔 77.7% (表
一)。感染人次趨勢圖顯示 2016 年
1~2 月發現有 3 例感染個案、8 月 1
個感染案例，直至 2017 年 5 月，一
個月內感染人次增加至 5 人次 (圖
一)。分析並檢視感染個案之住院天
數時間序列，發現 2016 年 1~2 月 3
個感染人次之住院天數並無重疊，
但是 2017 年 5 月之 5 個感染人次之
住院天數則有重疊現象 (圖二)。感
染者眼睛均有黃綠色分泌物，且培
養出 S. marcescens，該菌株對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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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 BR Serratia marcescens 眼睛感染個案資料 (N = 5)

個案別 生產別 體重 (gm) 感染日
培養項目 危險因子-早期破水
培養結果
Serratia marcescens
個案-1
C/S
3,053
第 4 天 眼睛分泌物
無
Serratia marcescens
個案-2
C/S
3,311
第 6 天 眼睛分泌物
有
Serratia marcescens
個案-3
C/S
3,311
第 5 天 眼睛分泌物
無
Serratia marcescens
個案-4
C/S
2,815
第 3 天 眼睛分泌物
無
Serratia marcescens
個案-5 NSD
3,195
第 5 天 眼睛分泌物
無
附註：BR: Baby Room; C/S: Cesarean section; NSD: Normal spontaneous delivery

附註：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5 月，BR 感染人次經住院人日數加權後，卡方檢定 (P < .0001)
圖一

新生兒眼睛 Serratia marcescens 感染人次趨勢圖

素敏感性試驗一致性對 amikacin、
gemtamicin、piperacillin/tazobactam、
levofloxacin、imipenem、
cefotaxime、ceftriaxone 等藥物
敏感，呈現抗藥性反應之藥物為
ampicillin、amoxicillin、cefalothin、
cefuroxime 等藥物 (表二)。環境監測
採檢的 28 個檢體中，由 3 瓶分裝稀
釋之沐浴乳採檢到 S. marcescens 相同
菌株，其他檢體並無培養出相同菌株
(表三)。

本次新生兒眼睛分泌物分離出
S. marcescens 菌株，由環境採檢之 3
瓶沐浴乳中，均培養出和新生兒眼睛
分泌物相同菌株，可惜實驗室未保留
檢體，無法進行分子生物學基因分型
(Genotyping) 比對是否為同一菌株，
雖然抗菌圖譜略有差異，感管小組不
排除為相同菌株，因此將沐浴乳判定
感為染來源，傳染途徑可能是藉由工
作人員手部污染，經觸摸新生兒後造
成伺機性感染；調查結果經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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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住院日
個案-1

5/20
感染日
出院日
5/18
住院日

5/22 5/23
感染日出院日

個案-2
5/20 5/22
住院日 感染日

5/24
出院日

個案-3
5/21
住院日

5/25
感染日
出院日

個案-4
5/23
住院日

5/26
感染日

5/29
出院日

個案-5

圖二

表二

2017 年 5 月新生兒眼睛 Serratia marcescens 感染時間序列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 Serratia marcescens 抗生素敏感試驗

群聚前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個案-5 沐浴乳 沐浴乳 沐浴乳 個案-甲 個案-乙 個案-丙 個案-丁
2017/5/20 5/22 5/22 5/25 5/26 (C) 5/25 (D) 5/25 (E) 5/25 2016/1/27 2/6
2/29
8/2
Amikacin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Ampicillin/subactam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Gemtamicin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Piperacillin/Tazobactam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Amoxicillin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Levoﬂoxacin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 R
S
S
I
S
R
R
S
S
S
S
R
Imipenem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Cefalothin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Cefuroxime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Cefotaxime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Ceftriaxone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註：細菌對藥物敏感試驗：敏感性 (Sensitive; S)、中度敏感 (Intermittent; I)、抗藥性
(Resistant; R)
藥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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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atia marcescens 環境採檢結果 (N = 28)

監測項目
體重計算機
切棉盒 (裝清水切棉)
敷料罐蓋
沐浴乳壓頭
超音波接受器
沐浴水龍頭
沐浴水槽
肥皂盒
個案-3床尾置物區
個案-3 吸鼻器
個案-3 Stool
A 眼藥膏
B 眼藥膏
C 分裝沐浴乳
D 分裝沐浴乳
E 分裝沐浴乳
原液沐浴乳
洗手水池
治療室凡士林
奶瓶室水池
奶瓶烘乾機
聽力貼片
聽力消毒棉片
超音波凝膠頭
N3 肛溫溫度計
清潔抹布

樣本數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小組開會討論後，建議不可分裝沐浴
乳且爾後類似情況發生時，須保留菌
株作後續基因分型鑑定，方可確保是
否為同一菌株在院內散播；感染管制
措施執行後，持續追蹤三個月不再有
新的個案發生，方可解除。

結果
Other
Other
No Growth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Normal ﬂora
No Growth
No Growth
Serratia marcescens
Serratia marcescens
Serratia marcescens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Other
No Growth
Other
No Growth
Other
Other

討

論

S. marcescens 是醫院內常見的伺
機性病源菌，以前認為此菌為不致病
的腐物寄生菌，近年來由此菌引起人
類感染的報告不斷增加，越來越引
起人們重視，在醫院 感染中多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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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出來，並認為是醫院 感染的伺
機性致病菌，常可引起嚴重感染[111]；由於目前醫院推行母嬰同室政
策，嬰兒住院期間非單一由嬰兒房工
作人員統一照顧，大部份時間送至病
房和媽媽在一起，可能還有其他工作
人員、家屬或訪客接觸嬰兒，因此一
旦發生感染很難找出真正感染來源；
本次事件在嬰兒房即找出感染源，經
介入感染管制措施後不再有新的感染
個案發生，因此未擴大採檢至個案母
親及入住病房。
回顧該院嬰兒房前一年之資料
顯示，有偶發性的出現 S. marcescens
感染個案，但因感染時間序列並無重
疊，因此未被判定為群聚感染進一步
介入找出感染源。此次該單位 5 月份
連續出現 5 個感染個案，引起高度重
視，迅速介入調查，由嬰兒沐浴乳中
採檢出相同菌株，雖然未作基因分型
鑑定，但是藥物敏感試驗幾乎相同，
仍然判定可能是 S. marcescens 造成之
群聚感染。
嬰 兒 沐 浴 乳 為 原 裝 進 口
1,000 mL 瓶裝為何會分離出 S.
marcescens，分析原因，乃是該嬰兒
房工作人員未依據標準使用流程，擔
心原裝沐浴乳濃度過高會刺激新生兒
皮膚，且為方便於取用，將原裝沐浴
乳擠壓出部分，分裝成 3 小瓶再加水
稀釋使用，瓶子外觀未標示稀釋日期
及稀釋比例，在執行嬰兒沐浴時，3
瓶沐浴乳隨機取用，因此無法判定沐
浴乳稀釋後長菌的先後次序，還是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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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乳用完後，瓶子未經消毒重複使用
而造成。
由於 S. marcescens 之感染最常
發生於成人，加護單位[8,9]及新生兒
單位[8]，常可因移生 (colonization)，
再藉由環境污染及工作人員雙手而傳
播；細菌性結膜炎在臨床定義，患者
通常會紅眼且在眼睛的邊緣和眼角發
生化膿性分泌物[12]，此次新生兒眼
睛有黃綠色分泌物，但無紅眼，可能
是工作人員發現有分泌物症狀後，即
時由醫師給予 gentamycin 眼藥膏治
療，因此細菌未侵入眼睛造成進一步
傷害；由陳美如、陳彥成及周清光等
人研究[10]指出，臨床內因性細菌性
眼內炎並不常見，不幸出現眼內炎及
眼窩蜂窩組織炎的情形，經使用第三
代頭芽孢菌素及氨基配醣抗生素控制
眼內炎後，病況會得到改善，但是患
眼最後還是可能呈現眼球萎縮而失去
視力，因此不得不加以防範。

限

制

本次嬰兒房造成之群聚事件，由
於缺乏分子生物學基因分型鑑定，因
此只能推論為群聚感染；母嬰同室之
嬰兒用品當時未列入採檢項目，無法
證明母嬰同室環境有無污染；再則實
驗室未保留培養之菌株，因此無取得
之前的其他檢體檢出的菌株做基因型
比對，釐清是否為同一菌株在散播；
擬為爾後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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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Analysis of Serratia Marcescens
Bacterial Eye Colony Cluster Infection in
Neonates
Hsiow-Yun Hsue1, Huei-Ying Chen1,2, Wen-Po Tseng1,3, Shy-Ming Lee1,4, Wy-Chan Lee1,5
1

Infection Control Committee Leader, 2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3Department of Medicine,
4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5Superintendent, Chung Shan Hospital, Taipei ,Taiwan

Serratia marcescens is an opportunistic pathogen that is frequently observed
in hospitals. In May 2017,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with this organism increased
to 8.54‰,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incidence of 4.59‰ noted in April
2017.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hospital days using the chi-squared test
revealed signiﬁcant differences (df = 1, X2 = 1474, P < 0.000). To avoid spreading
the disease, further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5 cases of neonatal eye infections were due to S. marcescens. After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culture of 3 bottles of bath solutions showed the same
bacteria. The bacteria was determined to be from the bath solution; the staff were
infected through their hands, and they, in turn, infected the neonates’ eyes with
their hands. Conclusion: The standard neonatal bath solution must not be divided or
diluted, and the bath tub must be maintained clean and dry at all times when not in
use. An increase in personnel education may stop this infection from spreading.
Key words: Newborn, Serratia marcescens,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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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不只女孩有需要
鄭舒倖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感染科

台灣現行的衛生政策，推廣年輕女性在 9 歲至 26 歲間，接受人類乳突病毒
疫苗的注射，對於男性沒有太多著墨。澳美等國則提供男女孩都施打，新版的歐
洲 2017 年的愛滋病治療指引，更建議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在 40 歲以前施打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本文介紹男性以及男性愛滋病毒感染者的人類乳突病毒相關
疾病的流行現況與疫苗相關研究，並且對於本國疫苗政策提出建言。（感控雜誌
2018:28:112-118）
關鍵詞：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認識人類乳突病毒
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是一種 DNA 病
毒，無外套膜的二十面體病毒，約
有 100 多型與人類感染有關。感染生
殖器或會陰部的人類乳突病毒病毒約
有四十型，其中型號 16、18、31、
33、35、39、45、51、52、56、58、
59、68 等型認為有致癌性，造成子
宮頸癌、肛門直腸惡性腫瘤、口咽
癌等；而型號 6、11、26、40、42、
53、54、55、61、62、64、66、67、
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接受刊載

69、70、71、72、73、81、82、83、
84、IS39、CP6108 等被認為沒有致
癌性，與尖性濕疣 (俗稱菜花) 有關
[1]。
人類乳突病毒是全世界最盛行
的性行為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的估
計，女性的子宮頸癌是排名第四的
癌症，全世界在 2012 年，588,000 位
女性被診斷有子宮頸癌，266,000 位
因此死亡，而人類乳突病毒就是重
要的致病原[2]。在子宮頸癌前病灶
(如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 或 high-grade squamous
通訊作者：鄭舒倖
通訊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連絡電話：(03) 3699721

DOI: 10.6526/ICJ.201806_28(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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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或侵襲
癌 (invasive cancer)，有高達百分之
九十的檢體，可發現人類乳突病毒
第 16、18、31 或 45 亞型的 DNA。
肛門癌，與口咽癌也有相同的發現
[3]。人類乳突病毒的致癌機轉，相
信是與持續感染 (persistent infection)
有關，其致癌基因 E6/E7，嵌入並且
控制宿主基因，製造出會影響 P53 及
pRb (retinoblastoma) 的蛋白，P53 及
pRb 失控後導致細胞增生與周期失控
[4]。
男性的人類乳突病毒相關癌症全
球每年約發生 40,000 例[2]。人類乳
突病毒造成肛門及生殖器官 (包括肛
門、陰唇、陰道及陰莖) 惡性腫瘤，
雖然不是列在十大癌症中，但是肛門
癌卻是男同志重要的腫瘤。男性愛
滋病毒感染者的肛門惡性腫瘤的發
生率約是一般男同志的 5 倍，是一般
男性的 38 倍[5]。美國的觀察指出，
1984~1995 年間，愛滋感染者的肛門
惡性腫瘤的發生率每十萬人年 30 人
次，但是 1996~2006 年間上升到每十
萬人年 137 人次[6]，而且不因高效
能抗病毒藥物 (俗稱雞尾酒治療) 有
減少的趨勢。
再者，全世界的口咽癌的發生
率正在增加中，而致癌性人類乳突病
毒感染，估計使口咽癌的發生率增加
3~230 倍之多[7]。愛滋病毒感染者的
口咽癌是一般人的 2.6 倍[8]。以上所
述癌症的流行病學，清楚指出人類乳
突病毒不是只影響女性，男性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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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影響，尤其是愛滋病毒感染者。

男性人類乳突病毒疫苗試驗
人類乳突疫苗分別於 2006、
2009、及 2014 上市四價、二價及九
價疫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亦在
2009 年核准了四價 HPV 疫苗用於年
輕男性預防生殖器尖狀濕疣，隨後美
國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也建議美國疾
病管制局許可此疫苗用在 9 到 26 歲
的男性[9]。
第一個有關男性接種人類乳突疫
苗的大型研究[10]，從 2004~2008 年
間招募了 18 個國家的總共4,065 位健
康的 16 至 26 歲男孩及成年男性，
進行隨機雙盲研究，其中 3,463 位
研究對象的性行為對象皆為女性，
而 602 人曾與男性發生性行為。平均
追蹤 2.9 年。結果顯示，ITT 意圖分
析 (intention-to-treat) 族群中，2,032
人接種疫苗；2,033 人接受安慰劑。
接受安慰劑者共有 89 位發生外生殖
器病變 (包括菜花、及陰莖、肛門周
遭、及會陰部的原位癌或侵襲癌)；
接受疫苗者僅 36 位發生。疫苗的保
護效益為下降 60.2% 的外生殖器病變
發生率 (95% 信賴區間 40.8~73.8)；
若只計算 HPV-6、11、16 或 18 相關
的外生殖器病變，則疫苗的效益為
65.5% (95% 信賴區間為 45.8~78.6)；
對於降低持續感染 (至少連續兩次
相隔 6±1 個月採檢在肛門或外生殖
器發現相同的病毒株感染)，疫苗降

114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不只女孩有需要

低 47.8% (95% 信賴區間 36~57.6) 的
持續感染率。如果以 PPE 依計劃書
分析 (per-protocol efficacy) 族群分
析 (招募時並無人類乳突病毒感染且
完整接受三劑疫苗或安慰劑接種的
受試者)，2,805 人中 1,397 人接受疫
苗接種，1,408 人接受安慰劑接種，
疫苗降低 90.4% 外生殖器病變發生
率 (95% 信賴區間 69.2~98.1)；降低
85.6% (97.5% 信賴區間 73.4~92.9) 的
持續感染率。
這個研究同時將 602 位有活
躍性行為的年輕男同志，另外觀察
並另進行分析[11]。發生 HPV-6、
11、16 或 18 型相關的肛門原位癌
(an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AIN 等
級 II 或 III) 的情況，ITT 族群中下降
54.2% (95% 信賴區間 25.7~67.2)；
及 PPE 族群中下降 74.9% (95% 信賴
區間 39.6~93.3)。在 ITT 組的分析，
與其他型號相關的癌前病變亦同時
減少。持續感染的情況，ITT 組下降
59.4% (95% 信賴區間 43.0~71.4)，
PPE 組更下降 94.9% (95% 信賴區間
80.4~99.4)。以上顯示，人類乳突病
毒疫苗，對於男同志有明顯的效益。
此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研究中，
年輕男同志已有 27.4% 的人曾經感染
6 或 11 型人類乳突病毒，有 11.3%
的人也曾感染 16 或 18 型病毒，推測
如果疫苗在更年輕時施打，疫苗效益
會更好。
隨後，四價疫苗挑戰年紀較長
(27~45 歲) 的男性[12]，151 位收案的

男性，在施打三次疫苗後追蹤四年，
百分之百都產生抗體，而且不因年齡
或性向而有所不同。
澳洲是全世界率先全面施打人
類乳突病毒疫苗的國家。自 2007 年
起由政府補助 13~26 歲的女孩施打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其全國性調查
顯示[13]，年輕女性的生殖器疣下降
59%，但是較年長 (沒有補助的族群)
的女性沒有變化。同時期，異性戀男
性的 HPV-6、11、16、18 盛行率，
亦從 22% 下降到 6% [14]。自 2013
年起，澳洲再補助 13~14 歲的男孩
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電腦程式估
計，如果能達到與女孩相似的普及率
(84%)，將會使年輕男同志減少 90%
的人類乳突病毒感染率[15]，但是如
果只有強調男同志施打，則無法達成
此功效。

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的
人類乳突病毒試驗
Wilkin 等在愛滋病毒感染者的
男同志進行疫苗效果的試驗[16]。此
研究 (AIDS Malignancy Consortium
protocol 052) 收案 112 名 18 歲以上
的愛滋病毒感染的男同志，沒有 AIN
等級 II 及 III 的病變，施打三劑的四
價疫苗。此研究的平均年齡高達 44
歲，發現 HPV-6 有 98%，HPV-11 達
99%、HPV-16 達 100%、及 HPV-18
達 95%，都產生了高濃度的抗體，而
且沒有明顯副作用，而且不影響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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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D4+T 細胞與 HIV 病毒量。
隨後，ACTG A5298 研究[17]擴
大到 575 人 (80% 是男性)，年齡 27
歲以上的愛滋病毒感染者 (收案平均
年齡 47 歲)，施打三劑的四價疫苗或
安慰劑之後，雖然抗體的出現一樣非
常成功；但是人類乳突病毒的持續感
染、及所發生的癌前病變都沒有顯著
的減少，因此試驗案在 130 週時被迫
終止，雖然，該研究不建議年紀較長
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接種此疫苗，但是
發現口腔內的人類乳突病毒持續感染
的機率會減少，值得繼續研究。

其他相關試驗
Swedish 等人回朔性分析人類乳
突病毒疫苗，是否能防止反覆發生的
菜花[18]。總共 202 位治療過 AIN 等
級 II 或 III 肛門癌前病變的非愛滋感
染者男同志，一組 (88 人) 在治療後
接受三次四價人類乳突疫苗，另一組
沒有 (114 人)。接受疫苗接種者，在
117.6 人年的追蹤當中 12 人再發生
AIN 等級 II 或 III 肛門癌前病變 (95%
信賴區間，每一百人年 5.3~17.8)；沒
有接種疫苗者，222.8 人年的追蹤當
中 35 人再發生 AIN 等級 II 或 III 肛
門癌前病變 (95% 信賴區間，每一百
人年 10.9~21.0)。
最新的九價疫苗於 2014 年問
世。有關子宮頸癌症的跨國多中心
研究[19]，納入 14,215 位 16~26 歲
女性，尚未感染疫苗相關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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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子宮頸抹片未呈現 CIN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的受試者。發
現能有效避免 HPV-31、33、45、52
及 58 型的感染及致病，其疫苗效益
達 96.7% (95% 信賴區間 80.9~99.8)，
而且對於 HPV-6、11、16、18 的抗
體反應不亞於四價疫苗。隨後九價疫
苗在 16~26 歲的 1,106 位的異性戀男
性、313 位男同志、及 1,101 位女性
施打，並檢測抗體的濃度[20]。在第
七個月時，99.5% 的人都產生抗體，
異性戀男性的抗體濃度與女性相當，
但是男同志的抗體低於異性戀。九價
疫苗雖然還沒有保護男性的外生殖
器或肛門病變的能力的研究出爐，
但是專家們咸信與女性接受九價疫
苗的結果相當，因此美國的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 很快於 2015 年提出建議，
9~26 歲的男性也應施打 9 價人類乳
突病毒疫苗[21]。此外，ACIP 亦建
議，施打到一半的兩價或四價疫苗，
可以順利接續九價疫苗完成施打；
再者，男孩及女孩在 15 歲前施打人
類乳突疫苗的話，可以只打兩劑 (0,
6~12 個月)。
英國 JCVI 在 2015 年就提出
[22]，建議男同志 40 歲以前施打人
類乳突病毒疫苗。隨後在新版的歐洲
愛滋病照護學會的治療指引[23]，也
建議男同志愛滋病毒感染者 40 歲以
前，可接受人類乳突疫苗，並且建議
接受 9 價疫苗。

116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不只女孩有需要

結論與建議
男性一樣會得到人類乳突病毒
感染及其所致的癌症。國人普遍對於
人類乳突病毒也會導致肛門癌、陰莖
及會陰部惡性腫瘤、及口咽癌較無概
念；甚少醫師在診療時會主動詢問病
人的性取向，因此給予男同志的相關
衛教資訊自然很少；再者，未成年的
男孩需要家長帶去施打人類乳突病毒
疫苗，因此，家長更需要增長相關
知識，其中尚包括學習跟孩子討論性
向。以上都是亟待突破的困境。當
然，人類乳突疫苗相當昂貴，如何把
防疫預算放在刀口上，建議可先考慮
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男同志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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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Vaccines: Not a Privilege for Girls
Shu-Hsing Cheng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aoyuan General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oyuan, Taiwan

Girls aged between 9 and 26 years are recommended to receive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vaccinations in Taiwan, but boys are not. Meanwhile,
both girls and boys are suggested to receive HPV vaccinations in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n 2017, the European AIDS Clinical
Society guidelines suggested that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nfections, and who are aged less than 40 years should
receive HPV vaccines. This review article discusses the epidemiology of HPV
infections and HPV-related genital lesions, cutting-edge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proposal of a vaccination strategy for target populations in Taiwan.
Key words: HPV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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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骨水泥使用於關節置換手術之
效益及文獻回顧
陳正斌

鄭健禹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感染科

隨著人口老化及壽命延長，台灣每年接受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的病患日益增
加。抗生素骨水泥廣泛地使用在重置的感染性關節手術中，近年來亦被使用在初
次關節置換手術的病人上，但此作法缺乏相關大型隨機性研究證據支持。目前相
關研究顯示抗生素骨水泥用於全髖關節置換手術及感染性關節炎可降低感染風險
機率，但於全膝關節置換手術中並無明顯優勢。至於抗生素種類的選擇、使用劑
量以及是否併用不同種類抗生素等目前亦無定論，部分研究指出 gentamicin 是不
錯且具廣效抗菌能力的選項。然而使用抗生素骨水泥亦有一定程度風險，臨床醫
師需謹慎考量利弊，配合術前針劑預防性抗生素、增進手術技術及遵守手術相關
感染管制措施，方能降低術後感染率。（感控雜誌 2018:28:119-124）
關鍵詞：抗生素骨水泥、關節置換手術

前

言

過往的研究指出全髖關節置換術
術後感染率約 1~2%，而全膝關節置
換術術後感染率約 2~3%[1]。增加關
節置換手術後的深部感染的危險因子
包括控制不佳的糖尿病 (血糖 > 200
mg/L 或糖化血色素 > 7%)、病態肥胖
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接受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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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 40 Kg/m2)、免疫低下、發炎
性關節病變 (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創
傷性關節炎、酒精或靜脈毒癮患者、
急性肝病變或慢性腎病變等[2]。
關節置換手術之術後深部感染是
極具傷害性的合併症之一，病患會因
此需要進行多次手術以及接受更多的
抗生素治療，造成病患生活品質及肢
通訊作者：鄭健禹
通訊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連絡電話：(03) 3699721轉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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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活動能力預後下降。因此部份醫師
會在全關節置換術過程中的骨水泥內
加入抗生素，以期降低術後深部感染
率，然其成效如何，需要實證資料佐
證。本文藉由文獻搜尋，探討利用添
加抗生素骨水泥對於關節置換術後感
染各層面之相關證據。

全髖關節置換手術
Parvizi 等人回顧自 1966 年至
2004 年間的研究[3]，針對比較是否
有抗生素填充骨水泥的全髖關節置換
手術的文章，一共收錄七篇文章，其
中只有 Espehaug 等人的研究[4]有達
統計顯著差異，但該研究為回溯性研
究並非隨機性試驗，而其餘六篇文章
並未達顯著差異。然而藉由統合分析
後顯示使用抗生素填充骨水泥顯著地
減少了深部感染的比率，從 2.3% 下
降至 1.2%，減少了約 50% 的深部感
染率。此統合分析研究納入的文章有
三篇為回溯性研究，且對照組包括了
未用抗生素、使用全身性抗生素以及
抗生素骨水泥加上全身性抗生素。
Wang 等人於 2013 年發表另一
篇統合分析研究[5]，收錄全髖關節
置換的隨機性試驗，共納入分析了
6,381 次關節置換手術，發現預防性
使用抗生素填充骨水泥顯著地減少了
深部感染的比率 (RR = 0.41; 95% CI:
0.17~0.97; p = 0.04)，但對於降低表
淺感染的機率沒有顯著的統計學差
異。在次分析當中，全髖關節置換手

術有達統計顯著差異 (RR = 0.21; 95%
CI: 0.08~0.50; p = 0.0005)。該統合分
析研究指出抗生素骨水泥能有效減少
全髖關節置換手術的感染率。
另一篇由 Voigt 等人於 2015 年
發表的統合分析研究[6]有不同的結
論，比較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和全身性
抗生素無顯著差異 (RR = 0.80; 95%
CI: 0.60~1.08; p = 0.15)，術前全身性
抗生素的使用即可達到相當有效的
預防效果。綜合以上三篇統合分析研
究，因各研究收入文章的條件嚴謹程
度不同而有不定的結果，另外由上述
文章的漏斗圖 (funnel plot) 中亦似乎
有出版偏誤的可能性，尚需更完整的
研究證實其效益。

全膝關節置換手術
根據 Wang 等人研究[5]可以發
現，雖然抗生素填充骨水泥在整體關
節置換的手術能減少感染的比率，但
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的次分析中並未
顯著的統計學差異 (RR = 0.42; 95%
CI: 0.04~4.53; p = 0.48)。
而另一篇統合分析研究由 Zhou
等人於 2015 年發表[7]，共收錄五篇
研究，對於抗生素填充骨水泥於全膝
關節置換的感染率進行比較，使用抗
生素填充骨水泥組術後深部感染率為
1.32% (n = 46)，而未使用抗生素填充
骨水泥的組別術後感染率為 1.89% (n
= 60)，未達統計顯著差異。目前缺
乏大型全膝關節置換的隨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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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有的證據顯示，抗生素填充骨水
泥對於全膝關節置換手術並無明顯地
好處。

加於骨水泥可作為輔助治療的其中一
環。

抗生素比較分析
感染性關節炎關節再置換手術
過去二十年間，使用抗生素填
充於骨水泥治療感染性關節炎的患
者是相當常用的方式，治療成功率
能達九成以上[8]。氨基糖苷類抗生
素 (aminoglycosides) 和糖肽類抗生素
(glycopeptides) 是較常用的二類抗生
素。
Marczak 等人[9]回溯統計 2004
年至 2014 年間，因人工關節感染而
在該醫院接受二階段手術治療，比較
有及無抗生素填充於骨水泥二組的預
後。結果發現感染復發的比率在使用
抗生素填充於骨水泥組為 6 次 (共 47
人) 相較於未使用組 3 次 (共 51 人)，
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p = 0.23)，但使
用抗生素組別於術後有較好的活動
能力。Lee [10]等人比較二組因人工
關節感染而接受手術的患者，組別 A
接受標準二階段手術 (先清創、再重
建)、組別 B 因年紀或併發症僅能接
受一階段清創手術，二組皆使用含抗
生素之骨水泥，組別 A 感染治療成
功率為 92.3%、而組別 B 為 94.9%，
作者認為抗生素填充於骨水泥可作為
僅能接受一階段清創及立即重新置換
人工關節手術的病人選擇。人工關節
感染的治療成功主要取決於手術清創
及植入物是否移除完全，而抗生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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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較好，目前尚無一致性的結論。
從 Wang 等人的統合分析研究[5]中，
針對其中三篇隨機性研究進行次分
析，發現當抗生素為 gentamicin 與對
照組比較時，預防成效達統計顯著
差異 (RR = 0.21; 95% CI: 0.08~0.50;
P = 0.0005)；而另一群次分析由
cefuroxime 與對照組比較時，預防效
果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RR = 0.36; 95%
CI: 0.11~1.20; P = 0.10)。
Chang 等人將不同的抗生
素，vancomycin、teicoplanin、
ceftazidime、imipenem、
piperacillin、gentamicin 及
tobramycin，進行體外試驗[11]，發
現使用 imipenem 填充骨水泥明顯降
低骨水泥的耐用強度；另外以每日沖
洗液與各種常見感染菌種進行抗菌
感受性試驗，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sensi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 MSSA)、抗甲氧苯青黴素金
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凝固
酶陰性葡萄球菌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CoNS)、大腸桿菌、
綠膿桿菌和克雷白氏肺炎菌，以
gentamicin 填充的骨水泥具有最廣效
的抗菌範圍及最長的抗生素釋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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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其抗菌範圍包含了革蘭氏陽性
菌及革蘭氏陰性菌；vancomycin 和
teicoplanin 對於革蘭氏陽性菌有穩
定的抗菌能力但對革蘭氏陰性菌沒
有抗菌效果；而廣效性的抗生素如
ceftazidime、imipenem、piperacillin
在此體外試驗並未呈現出廣效的抗菌
成效。因此作者認為以 gentamicin 填
充骨水泥作為預防感染可能是最有效
的選擇。
Snir 等人比較了 linezolid、
vancomycin 或 gentamicin 填充於
骨水泥後的體外抗菌試驗[12]，
對於 MRSA、抗萬古黴素腸球菌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及表皮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linezolid 的抗菌時間
明顯優於另二種抗生素。然而合併
linezolid 及 gentamicin、或 linezolid
及 vancomycin，並未加強抗菌能力。
一項研究[13]比較 gentamicin、
vancomycin 和 teicoplanin 彼此併用的
效果，發現 gentamicin 和 teicoplanin
併用添加於骨水泥比各抗生素單獨
使用的效果佳，而且有加成效應。
Bertazzoni Minelli 等人比較添加
gentamicin 合併 vancomycin 和單獨
使用 gentamicin 的骨水泥[14]，這
項研究顯示併用抗生素的成效優於
gentamicin 單用。上述抗生素研究不
論是人體或體外試驗，似乎尚未有一
致性的結果，在沒有理想的組合能預
防所有可能菌種的情況下，應挑選對
最常見的菌種有效的抗生素。

此外，抗生素使用於骨水泥的劑
量目前也尚未有定論，但對於感染性
關節炎治療性的劑量與預防性的劑量
有所不同，跟據過去的研究[15]，用
以治療性的抗生素劑量約界於 3.6 克
至 4 克，而預防性使用的劑量通常較
低，多數研究使用劑量為 1 克比 40
克骨水泥[11,16]，依抗生素種類不同
亦有可能有不同的劑量，有賴更多的
研究來建立安全及有效的抗生素填充
劑量。

結

語

至今為止，許多臨床工作者努
力找出降低關節置換手術感染率的方
法，測試不同種類、劑量、甚或是併
用抗生素填充於骨水泥等方式。現有
部分研究資料顯示抗生素骨水泥對於
全髖關節置換手術能降低感染機率，
但亦有部分研究顯示無顯著差異；而
在全膝關節置換手術上目前證據顯示
沒有相關效益。臨床上使用預防性的
抗生素亦有相關風險需要考量，首先
是抗生素對病患是否造成生理上的毒
性及過敏，其次是高劑量的抗生素可
能影響骨水泥的耐用強度，最後有導
致抗藥性細菌產生的可能性，因此應
謹慎選擇適當病人使用。在感染性關
節置換、及高風險患者接受髖關節置
換時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可能較具有
效益，在有更多的證據支持之前不應
常規於骨水泥添加抗生素。術前針
劑預防性抗生素[6]、提昇手術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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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遵守手術相關感染管制措施仍是減
少關節置換手術術後深部感染的關鍵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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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ﬁcacy of Antibiotic-loaded Bone Cement
Use in Total Joint Arthroplasty
Cheng-Pin Chen, Chien-Yu Cheng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aoyuan General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oyuan, Taiwan

The prevalence of joint replacement surgery is on the rise in Taiwan as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life expectancy is increasing. The use of antibiotic-loaded
bone cement (ALBC) is an established method in the management of periprosthetic
hip and knee joint infections. ALBC has also been used in primary joint replacement
surgery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not yet established by a larg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ome research results reported a lower risk of infection when
ALBC was used in total hip joint replacement and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cases. There is no beneﬁt of using ALBC in total knee joint replacement. There is
no conclusion in determining which choice of antibiotic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gentamicin may be effective. Regarding
ALBC-associated risks, clinicians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beneﬁts and drawbacks
of using ALBC. Systemic prophylaxis antibiotics, improvement in procedural skills,
and complying with the policy of infection control are the gold standard to decrease
infection rates.
Key words: Antibiotic-loaded bone cement, joint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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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肺炎面面觀
丁施文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劉建衛
感染醫學科感染管制組

醫療照護相關性肺炎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 於 2005
年由美國胸腔科學會/感染症協會的指引中引入，類似於醫院獲得性肺炎而非社
區獲得性肺炎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常造成感染多重抗藥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病原菌和不良的預後。近期研究顯示，與 CAP 相比
HCAP 發病時嚴重程度增加、死亡率更高。然而，不同觀察性研究中 MDR 病原
體的發病率略有增加，但在大多數研究中還是偏低。這些研究說明傳統分類上的
HCAP 無法預測會得到抗藥性細菌，並不是對所有的 HCAP 的病人都需開立對抗
多重抗藥性細菌的抗生素。考量台灣長期照護機構的普及和醫療資源頻繁使用情
形，醫療照護相關肺炎應該被視為一個特別的臨床狀況，其概念仍需保留並適度
了解，以免低估疾病嚴重度，而導致病人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適當抗生素治療。
（感控雜誌 2018:28:125-131）
關鍵詞：醫療照護相關性肺炎、多重抗藥

前

言

肺炎 (pneumonia) 主要是肺實質
受到病原入侵，造成肺部出現發炎的
症狀，常見的症狀包括有痰的咳嗽、
發熱、呼吸困難及深呼吸時會胸痛，
症狀嚴重度因感染程度與宿主個體差
異常常不一致。特別是在高齡的長者
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受理
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接受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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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幼兒可能會出現不典型的症狀，年
長者最明顯的症狀是意識不清、心智
的變化或混亂。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
最新 2016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肺
炎首度由第四名躍登為第三名，每十
萬人口就有 51.9 人，也是 65 歲以上
人口死因的第三名 (9%)，死亡率增
幅為十大死因之首，且其中有九成為
通訊作者：劉健衛
通訊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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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 (含) 以上年長者[1]。
肺炎通常是受到病毒或細菌感
染而引發的，偶爾會由其他微生物感
染引起。危險因子包括：囊腫性纖維
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等肺部疾病，及
氣喘、糖尿病、心臟衰竭、免疫抑
制、具吸菸史，還有使咳嗽與吞嚥能
力受損的中風[2]。

肺炎分類
肺炎往往是根據症狀以及理學檢
查來判斷。胸部 X 光、血液測試，
痰液微生物抹片與培養都能幫助確認
診斷。可以依照感染的地點分類為社
區、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肺炎，如：
發生在社區未住院或住院未滿 48 小
時之病人為社區肺炎 (CAP)；住院
48 小時後，或上次出院後 14 天之內
發生的為院內肺炎 (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 HAP)；使用呼吸器 48 小
時以後產生的院內肺炎為呼吸器相關
肺炎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 P ) 。 依 照 I n f e c t i o u s D i s e a s e s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2005 年肺
炎指引，當肺炎病人有下列情況者
稱之醫療照護相關肺炎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在 90
天內曾在急性病醫院住院大於二天以
上者、住在安養院或長期照護機構的
病人、30 天內曾接受針劑抗生素、
化療、傷口照護的病人、洗腎的病
人，早期認為這些病人得到肺炎因風
險性較高，應考慮多重抗藥的菌株感

染[3]。
但是在 2016 新版 IDSA 肺炎治
療指引中提到，這些病人的抗藥性
風險與病人本身的生理狀、慢性疾
病、或是短時間內是否住院有關；主
要預後和死亡率與是否感染抗藥性
菌沒有明顯關聯，還是要考慮病人
的整體狀況[4]。隨著醫療進步及台
灣人口高齡化，因應我國健保和長照
制度的改變，在台灣安養機構的住民
身體狀況差異很大，有些人只是因為
衰老退化或欠缺人力照顧，需要居住
在長照機構，但是有些病人可能因病
臥床，身上有長期管路使用，甚至常
因反覆感染或醫療需求需時常往返醫
院。這些病人原本生理狀況差異極
大，產生肺炎的因素並不相同，若以
舊定義 (HCAP, 2005) 分類，因族群
差異性過大將無法適度反應疾病嚴重
度、風險及預後；而日本呼吸器學會
指出 NHCAP (Nusing and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的指引，是將
HAP 的陳述為範本，再參考高齡者
吸入性肺炎的治療，製成 NHCAP 的
指引[5]。考慮到台灣少子化與快速
老年化的人口結構、地理環境、人口
密度與醫療可近性在周遭國家中與日
本較為相似，故引入 NHCAP 的概念
將較舊定義或將其完全移除，更為合
適用於疾病嚴重度評估與風險及預後
的預測。

醫療照護相關肺炎與社區性肺炎
有著實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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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相關肺炎與社區性肺
炎相比較，常發生在老人家、有較
多慢性疾病及併發症 (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腦中風、癌症、慢性呼吸
道阻塞病變)、更容易嗆到、常感染
多重抗藥性菌種[6]。根據一篇前瞻
性研究來比較 NHCAP 與 CAP，發
現 NHCAP 起始抗生素治療有較高
的失敗率 (14.6 vs. 7%, P = 0.04)、較
高的 30 天死亡率 (10.9 vs. 3.5 %, P
= 0.022)、較長的住院天數 (12 vs. 8
days, P < 0.001)、較高的復發率 (9.9
vs. 3.5%, P = 0.04)；但多重抗藥性菌
種比率則無統計學上的差異 (11.0 vs.
4.5 %, P = 0.135)；在 NHCAP 病人中
吸入性肺炎占 63.5%，其中肺炎鏈球
菌還是最常見的 (33.9%) 並且非典型
肺炎病菌比率較低 (1.7%) [7]。

相關致病菌
早期的文獻提出 HCAP 致病菌
種大多不大一致，需涵蓋 HAP 致病
菌，也就是常須合併兩種以上藥物
治療的多重抗藥性菌種，包含格蘭氏
染色陰性菌與 MRSA；也常需要使
用廣效性抗生素治療多種致病菌同時
出現的吸入性肺炎。NHCAP 和 CAP
病人中肺炎鏈球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是最常見的致病菌。日
本近年有將 NHCAP 跟 CAP 做比較
的文章，多重抗藥性菌種與 30 天
內有用過抗生素有較多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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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A 與 ESBL strain 與洗腎族群較
為相關[3,8,9]。

何時需要合併多種抗生素治療
P. a e r u g i n o s a , r e s i s t a n t
Acinetobacter or MRSA 感染，或單一
治療臨床治療效果不佳，或初始病況
較嚴重且病人共病較多時，需要由專
業醫師視情況給予適當的合併性抗生
素治療。而過度廣效性抗生素治療不
但無增加預後的效果，反而有更多的
副作用，例如增加選擇壓力造成多重
抗藥性菌種的生成，改變宿主腸道菌
種，增加腹瀉、便祕、消化不良、過
敏等副作用；而大多數狀況下選擇單
一抗生素使用已能達到成功治療的效
果[10]。

臨床選用抗生素需要多重考量
臨床醫師時常面臨肺炎病人如何
使用適當抗生素治療的困難決定，以
及哪些病人可能更需要經驗性廣泛性
抗生素療法。儘管目前有許多 HCAP
診斷模式，能夠正確識別出易於發生
不良結果的病人，但並不能充分預測
多重抗藥性肺炎的風險，以致目前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肺炎指引 (2016) 已將此分類
移除不用[4]。由於台灣人口結構、
地理特性及健保體制以致洗腎中心、
安養機構等密度較高，需要新的方法
來避免不必要的廣效性抗生素使用，
同時降低對抗藥性病原體的不適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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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治療。儘管已經提出了多個預測模
型來改善，但尚未針對廣泛的微生物
和人口群體中進行驗證[11,12]。需要
進一步的研究，以改善評分模型和確
定替代原先 HCAP 具有廣泛的臨床普
遍性，也需要介入性試驗來評估安全
性和性能。
因為口咽和肺微生物對抗生素有
選擇性壓力，導致使用過抗生素有利
於出現抗藥性病原體和感染[13]。病
人所接觸的抗生素類別可能會影響產
生 MRSA 的風險[14]。抗生素暴露與
多重抗藥性菌種風險增加之間也存在
時間上的關係[15]。其他危險因子由
於改變了宿主生理機能，如存在於口
咽部的微生物，常與多重抗藥性菌種
侵入下呼吸道有關。這些因素包括年
齡、嗆到的風險。認知障礙、神經系
統疾病、日常活動功能狀態差、慢性
肺病、胃酸抑制和免疫抑制。總體而
言，多重抗藥性菌種對於大多數風險
因素的獨立預測值較低。然而，多重
抗藥性菌種引起的累積感染風險隨著
多種危險因素的增加而增加[16]。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是病人安全中
的一個重大全球問題。它影響全球數
億人，使病人護理的複雜化，導致病
人死亡和殘疾，促使產生對抗生素的
抗性，並且產生原本住院治療疾病以
外額外的花費。實際上，與醫療照護
相關的感染引發了國際問題，此外病
人由於更嚴重的潛在疾病變得更容易
感染。醫療照護人員對手部衛生遵從
性差、侵入性醫療設備的使用增加、

對危重病人的護理、無法獲得安全飲
用水、不潔淨的儀器以及環境表面等
都與其相關。而病人護理的環境也很
重要，例如照護人力不足，床位佔用
率高以及病人轉診增加了感染的風
險。因此，醫療照護相關感染是全球
病人安全的主要課題，而這些感染常
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未開發國家和開發
中國家。加強手部衛生可減少感染並
提高病人照顧上的安全性[17]。

鄰近國家的借鏡
為了區分病人，日本呼吸學會
制定了 HCAP 臨床實踐指引[18]。由
於大多數日本的 HCAP 病例是在接
受護理的老年人中診斷的，因此需
要單獨的診斷類別，即護理和醫療照
護相關肺炎 (NHCAP)。NHCAP 的定
義反映了在醫療護理保險制度下，
日本老年人存在許多吸入性肺炎的
事實，認為適當添加術語「護理」
並使用術語「護理和醫療照護相關
肺炎 (NHCAP)」在日本比較能表達
HCAP。NHCAP 的定義包括在醫療
護理、透析和免疫/抑制治療等所造
成具抗藥性病菌的肺炎。此外，強
調 NHCAP 治療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主治醫師的判斷，不應以常
規方式選擇。NHCAP 可以被看作是
「日本版本的 HCAP」，並且是高度
反映日本獨特條件的原始概念。由於
NHCAP 病人的病理，基礎疾病和併
發症因病例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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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NHCAP 的嚴重程度進行預後預測
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根據 NHCAP
病人的嚴重程度對其進行治療分類
並不合適。NHCAP 病人的治療類別
應根據以下所有方面的評估確定：
是否存在耐藥病原體、基礎疾病、併
發症、營養狀況、心理和身體活動
以及負責病人護理的人的狀態。日本
的老年醫學會也認為，上了年紀的老
年人，罹患肺炎，並不必每一位病人
都要做到最大限度的治療。導致抗藥
性病原菌染的風險因素包括感染前
90 天內是否用過抗生素治療與目前
是否使用鼻胃管灌食。為了驗證治療
指引，一些臨床試驗正在日本進行中
[5]。

人，罹患肺炎，使用抗生素效果時常
不如預期。既然如此，不如早一點做
預防，使用疫苗做預防注射，預防勝
於治療。談到疫苗注射，在建議針對
65 歲以上的老人接種，不但可預防
發病，如果不幸發病也較不易轉變為
重症。
在一般的照護下，除了疫苗預
防注射外還要注重口腔衛生，藉由對
於口腔衛生的重視，以減少口腔細菌
的方式，來達成較好的保健及治療效
果。另外除了鼻胃管置放，胃造廔
也是個選擇，可直接將營養品送到胃
部，防止嗆入並達到營養補充的目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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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Shih-Wen Ting, Jien-Wei Liu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 was introduced in 2005 by the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guidelines
as a new entity of pneumonia that resembles nosocomial pneumonia, rather than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in terms of frequency of multidrug-resistant
(MDR) pathogens and outcomes. All studies demonstrated an increased severity of
pneumonia at presentation and excess mortality from HCAP, compared to those with
CAP. However, the incidence of MDR pathogens in different observational studies
was slightly increased, but generally low in most studies. These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designation of HCAP is a poor predictor of resistant pathogens and that
antibiotic coverage for MDR pathogens is not necessary in all patients with HCAP.
HCAP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clinical condition. Owing to widespread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in Taiwan and the frequent use of medical resources,
the concept of HCAP still needs to be maintained and adequately understood. If we
underestimat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the patient would not be able to obtain
appropriate antibiotic treatments immediately.
Key words: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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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肝炎病毒與脂質蛋白代謝
之交互作用
吳明憲

林哲志

國家衛生研究院

前

言

C 型肝炎病毒為單股高度變異
的 RNA 病毒，根據統計目前在台灣
約有 3~4% 的感染率，因其感染早期
的臨床症狀不明顯或容易被忽略，有
很多的隱性患者或是檢測出被感染後
未積極就醫。若未及時治療，長期 C
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患者有很高比例
有肝硬化及肝癌等嚴重的肝臟疾病。
目前抗病毒新藥已經問世並具有相當
高的治癒率，雖然價格高昂，應能逐
步降低感染率。若能更進一步積極的
篩檢 C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隱性患者，
在可見的未來 C 型肝炎病毒感染應能
在台灣大幅降低。
目前 C 型肝炎病毒的研究課題
著重於如何避免抗藥性病毒株產生，
深入了解 C 型肝炎病毒造成肝臟疾
病的機制，並積極找尋有效治療病
毒感染之疾病的方式。除了肝硬化

余冠儀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及肝癌等嚴重的肝臟疾病，高比例
的 C 型肝炎病人有脂肪肝的情形，
其特徵就是肝臟內有大量的脂肪累
積，這又與病毒會進行脂肪代謝的調
控有重要的相關性。目前研究證據顯
示 C 型肝炎病毒感染及複製與宿主
載脂蛋白 (Apolipoprotein) 和脂質蛋
白 (Lipoprotein) 代謝息息相關。例如
C 型肝炎病毒在病毒顆粒的包裝會藉
由與載脂蛋白形成複合體從肝臟細胞
釋出，此種複合體有助於病毒進行感
染。另外，C 型肝炎病毒亦會利用人
體中極低密度脂質蛋白 (VLDL) 幫助
病毒複製。在此，我們將針對 C 型肝
炎病毒的感染如何參與脂質蛋白的代
謝進行簡單的討論。

脂質蛋白 (Lipoprotein) 與
載脂蛋白 (Apolipoprotein)
要了解 C 型肝炎病毒如何與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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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蛋白作用，首先了解什麼是脂質蛋
白與載脂蛋白。脂質蛋白是由脂肪與
蛋白質所形成的複合體，主要功能是
身體用來將脂肪從肝臟運送到其他器
官，依據密度的差異性，可區分成五
種類別：乳糜微粒 (CM)，極低密度
脂質蛋白 (VLDL)，低密度脂質蛋白
(LDL)，中密度脂質蛋白 (IDL)，以
及高密度脂質蛋白 (HDL)。其中 CM
與 VLDL 富含三酸甘油脂，而 LDL
與 HDL 則是富含膽固醇的脂蛋白。
載脂蛋白是脂質蛋白中蛋白質的部
分，分成可交換式與不可交換式的載
脂蛋白兩大類，例如 ApoB 是不可交
換式的脂蛋白與單一類型的脂質蛋白
(CM、VLDL 與 LDL) 結合後無法分
離，而 ApoA、ApoC 與 ApoE 能與不
同類型脂質蛋白結合後再分離。

脂質蛋白與 C 型肝炎病毒
之交互作用
臨床病人血清中 C 型肝炎病毒
顆粒歧異度高，密度分佈可從 1.03 g/
cm3 到 1.20 g/cm3，低密度的部分與
脂質蛋白的密度相近，顯示病毒顆
粒可能與患者體內脂質蛋白有交互作
用。經研究證實，脂質與脂質蛋白不
僅參與在 C 型肝炎病毒顆粒的包裝
成熟、更影響病毒感染肝細胞過程以
及病毒的複製。C 型肝炎病毒顆粒會
與 ApoE 等脂質蛋白形成複合體，稱
為脂質病毒顆粒 (Lipoviral particles,
LVPs)，密度約 1.05 g/cm3 [1]。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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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複製後期，病毒的核心蛋白 (Core
protein) 會聚集在脂質油滴表面，藉
由 ApoE 的作用進行病毒顆粒包裝，
病毒顆粒與 VLDL 在脂質油滴 (Lipid
droplet) 處產生交互作用後，最後再
輸送至細胞外[2]。C 型肝炎病毒在
感染下一個肝臟細胞過程會與細胞
表面數個接受體 (Receptor) 作用，目
前已知脂質病毒顆粒上的 ApoE 能夠
調控脂質病毒顆粒與細胞表面接受
體 Heparin sulfate proteoglycan 的結
合，幫助病毒附著到細胞膜上。參
與 ApoE 調控病毒感染的另外一個重
要受體是 LDLR，降低 LDLR 的表現
就能夠抑制病毒感染，利用抗體中合
ApoE 蛋白或是抑制 ApoE 的表現，
即能抑制 C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而
病毒的數量與感染力也會明顯下降
[3]。顯示 ApoE 對於病毒初步的感染
步驟極具重要性[4]。病毒進入細胞
後，病毒會釋出核糖核酸 (RNA) 並
在宿主體內進行大量複製，目前已知
病毒 RNA 的複製需要富含膽固醇的
細胞內膜中進行，病毒的複製也被證
實與膽固醇代謝狀況有正相關[5]。
由此可知，宿主的脂質與脂質蛋白大
量參與在 C 型肝炎病毒的病毒生活史
中。

C 型肝炎病毒感染誘發
高比例脂肪肝
臨床上發現慢性 C 型肝炎病人
有脂肪肝的比例達 40~85% (平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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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甚至是 B 型肝炎病人脂肪肝
病例的兩倍[6]。C 型肝炎感染導致
脂肪肝的可能性包括：1. 病毒相關因
子- 患者感染 C 型肝炎病毒第三型基
因型有脂肪肝比例相較於感染其他
基因型病毒的患者高，病毒造成的脂
肪肝，也被稱為「病毒脂肪肝」症，
一般患者體內病毒清除後，脂肪肝
症狀也會伴隨消失[7]。研究也顯示
病毒蛋白 (core，NS5A) 會參與病人
脂質生合成的調控，使得 VLDL 合
成變慢，三酸甘油脂累積而引起脂
肪肝。2. 發炎相關因子-病人受到病
毒感染，體內發炎相關因子 TNFα
及 SOCS 濃度增加，患者可能對胰島
素產生抗性，葡萄糖代謝出狀況，釋
放出過多的游離脂肪酸，產生脂肪肝
[8]。3. 代謝相關因子- 病人本身具有
肥胖、第二型糖尿病、酗酒或高脂血
症等狀況，再加上 C 型肝炎病毒感
染，更容易導致脂肪肝病徵的出現。
整合臨床病人的資料，發現有脂肪肝
的慢性 C 型肝炎病人通常出現在第三
型病毒感染與高身體質量指數 (BMI)
的族群[9]，脂肪肝的發生，會加速
肝硬化等 C 型肝炎病毒相關肝臟疾
病的惡化，因此臨床上高脂肪肝的 C
型肝炎病人應予建議積極接受抗病毒
藥物治療並進行減重，以降低肝臟疾
病的惡化。

脂質療法於未來臨床應用
由於 C 型肝炎病人經常伴隨著

脂肪肝的病徵，顯示病毒感染會導
致病人脂質代謝產生問題，如促進
脂質生成，降低脂質代謝。除了使用
抗病毒藥物外，另一方面若能改善
病人脂質代謝異常，有機會抑制病毒
複製，進一步減緩病毒導致的肝臟
病變，因此臨床上，結合 Statin (降
脂藥) 與干擾素 (IFNα) 或是瑞比達
(ribavirin) 已證實能夠有效抑 C 型肝
炎病毒[10]。此外目前有研究指出天
然化合物如葡萄柚類黃酮柚皮素與兒
茶素 (綠茶素) 能夠影響脂質代謝，
在實驗室的研究中也能夠抑制 C 型肝
炎病毒的感染或是降低病毒引起的發
炎反應，可能有臨床應用的潛力。另
外，小分子核糖核酸 122 (mir-122)，
會專一性的表現在肝臟中並且調節肝
臟內脂肪酸與膽固醇代謝，已知 mir122 為 C 型肝炎病毒複製所必須，抑
制 mir-122 的表現會可以抑制病毒複
製並降低體內膽固醇的循環與脂質蛋
白的表現，亦有其臨床價值。

未來展望
C 型肝炎的治療於近幾年有長
足的成長，隨著直接作用抗病毒藥
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 DAA)
的研發成功，幾乎有 90~95% 的治癒
率。加上治療時間縮短，藥物毒性更
低的特點，使得 C 型肝炎病毒感染已
經成為可治癒的疾病。然而 DAA 高
昂的費用對於病人仍是沉重的負擔，
加上抗藥性病毒株的浮現仍是一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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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因此，目前的研究著重於改善既
有的治療方式，像是研發廣泛型的抗
病毒蛋白抑制劑，排除干擾素的治療
法將是未來的趨勢。C 型肝炎病毒本
身就是高突變率、高複製性的病毒，
就目前存在少許具有 DAA 抗藥性的
病毒株，若病人經藥物處理後，在沒
有完全治癒的情況下，具抗藥性病毒
株是否會變成流行的趨勢而造成公共
衛生的威脅，需要密切關注。相較
於 DAA 的藥物處理，針對病人本身
的基因狀況，身體特性以及宿主細胞
所設計的 HTAs (Host targeting agents)
治療法將可以盡量避免抗藥性病毒株
的產生。綜合以上，深入了解脂蛋白
如何影響 C 型肝炎病毒的複製過程，
將有助於未來設計新一代的抗病毒藥
物，若能加上 C 型肝炎疫苗開發，根
除 C 型肝炎病毒的最終目標，將能逐
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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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以延長脈衝方式 (extended-pulsed)
給予 ﬁdaxomicin 治療困難梭狀桿菌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洪冬哲 摘譯】

困難梭狀桿菌已是開發中國家
最常見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造成腹瀉
之主因。若老年人感染，症狀將更
加嚴重，其復發率、死亡率和併發
症皆會增加，且其中一個高毒力菌株
(hypervirulent strand) 027，不但毒力
因子較強，更會產生較多的孢子，造
成治療及感染管制上的困擾。傳統上
的治療通常使用口服之 metronidazole
或 vancomycin，但文獻上顯示其復
發率高達 25%。2011 年一種新的大
環類狹效抗生素 fidaxomicin 出現，
臨床研究證實使用 fidaxomicin 200
mg 一日兩次，完成一個十天的療程
後，其療效不劣於 (non-inferiority) 標
準 vancomycin (125 mg 一日四次，
持續十日)，而復發率大幅下降 (15%
vs 25%)；且 fidaxomicin 對腸內菌生
態叢 (gut microbiota) 具有較佳的保
護力及較少的干擾。試管內 (in vitro)
研究顯示，在模擬人類腸道菌叢環
境中，以延長脈衝方式 (Extendedpulsed) 給予 fidaxomicin 足夠達到最

低抑菌濃度，故可延長藥物在體內
的時間，降低復發機率。故 Gurey B
等人在歐洲地區的 21 個國家、86 家
醫院進行了一個隨機 (randomised)、
有控制組 (controlled)、開放式 (openlabel) 的第 3b/4 期臨床試驗[1]，嘗
試將延長脈衝療法使用於 60 歲以上
之住院病人。其對照組為使用傳統
的 vancomycin 治療，延長、脈衝方
式的給予劑量為：第一∼五日為一
日兩次；第六日停藥；第七日∼第
二十五日則為兩日一次。分組方式為
1:1 的隨機分配。主要目標 (primary
outcome) 為治癒率，其評估的方式
為療程完成後 30 日 (vancomycin 組
為開始後 40 日，ﬁdaxomicin 組為 55
日)，評估的方式為：1. 一日解稀水
便的次數是否 ≤ 3 次，2. 糞便的量是
否減少 > 50%，3. 水便的量是否減少
> 75%。次要目標則是觀察維持治癒
率 (在治療後第 90 日再行一次評估)
以及困難梭狀桿菌感染再次復發的
時間、無疾病之生存率 (disease-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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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及 90 日內的再住院率。自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一共
納入了 364 位病患進行試驗，試驗組
共納入了 183 位病人，完成治療及評
估共 177 人；對照組則納入 181 人；
完成治療及評估共 179 人。結果顯
示，在治療反應率上，兩者並無顯著
差異 (80% vs 82%，OR 0.91，95% CI
0.54~1.54)，但在復發率上，無論是
在 40 日 (2% vs 17%)、55 日 (4% vs
18%) 和 90 日 (6% vs 19%) 的再復發
率，實驗組皆較對照組減少 13~15%
之復發率，於統計學上皆達顯著差
異。且追蹤至 90 日之維持治癒率，
實驗組較對照組高出 15% (66% vs
51%)；無疾病之生存率比較，實驗
組亦較對照組高出 3.8 倍。此研究另
一特色是將實驗組中 13 位病人及對
照組 9 位病人的糞便收集進行細菌的
生態叢 (microbiome) 評估，以研究其
腸內菌生態叢多樣性。將收集到之糞
便進行 16s rRNA 定序，分析其多樣
性指數 (Shannon index)，發現實驗組
的多樣性指數由治療前的 3.39 上升
至 4.47；相較對照組則是由治療前的
3.49 下降至 3.20。在副作用方面的比
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則無太大的差
異。
比較之前兩個第三期臨床試驗以
標準劑量 (一日兩次 fidaxomicin，十
日療程) 治療，其復發率達 8~26%，
且其追蹤時間未如此試驗達 90 日之
久。在此試驗中，實驗組之復發率為
治療後 40 日 2%，55 日 4%，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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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數字上來說確實較低，但此
兩試驗之族群不同，本研究之平均年
齡較大 (平均 75.1 歲)，據先前的研
究顯示 75 歲以上的病人被困難梭狀
桿菌感染其前 30 日死亡率較高。在
另一重要的議題--高毒力菌株 027 的
根治率上，則和對照組沒有統計學上
之差異。(本試驗以延長、脈衝方式
給予 ﬁdaxomicin，或許可做為未來臨
床上治療方式的另一選擇。)
【譯者評】此試驗為優越性試
驗 (superiority trial)，證實以延長、
脈衝方式給予 fidaxomicin 確實較傳
統 vancomycin 治療相比，可明顯下
降復發率。和 2011 年 Louie 等人在
新英格蘭雜誌所刊登的文章有相似的
結果[2]。且此試驗之復發率為目前
文獻所知試驗中最低的 (治療後 90 日
6%)。由於 ﬁdaxomicin 價格較高昂，
且健保適應症為使用在復發之困難梭
狀桿菌感染，若根據此試驗結果，在
族群年紀較大，住院病人、之前曾使
用抗生素等族群，或許未來在使用
ﬁdaxomicin 上可做為另一種給予之方
式。
近年來由於抗生素廣泛的使用，
困難梭狀桿菌的感染在台灣的各級
醫院中開始出現，也成為重要的議
題。除了新的抗生素 fidaxomicin 以
外，包括糞便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3]以及正在進行第三
期臨床試驗之單株抗體 bezlotoxumab
[4]，皆可讓我們在臨床上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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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狀桿菌治療時，有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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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糞便微生物移植治療困難梭狀桿菌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宜君 摘譯】

糞便微生物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FMT)，透過轉
移健康捐贈者的糞便細菌和天然的抗
菌物質到病人身上來達到治病的目
的醫學療法，亦被稱為糞便移植。
本療法可透過灌腸、大腸鏡、鼻胃
管灌注、十二指腸注入或口服膠囊
施行，最簡單的做法是收集新鮮糞
便，用攪拌機混合生理食鹽水再透過
灌腸或用管道輸送給病人。此種技
術有助恢復腸道菌落的平衡，研究
證實糞便移植有助治療困難梭狀桿
菌感染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的病人。2002 年困難梭菌桿菌
感染肆虐北美洲和歐洲，醫學界日益
關注傳統抗生素治療以外的療法。
2013 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雜誌的一項
隨機對照臨床研究發現[1]，糞便移
植對治療復發性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的
病人功效極佳，而且比單純採用萬古
黴素治療更具療效，研究因為實驗組
有明顯功效具統計學上意義而提早
結束，16 位接受口服萬古黴素加灌
腸後，由十二指腸灌注糞便治療，13
位 (81%) 在第一次灌注疾病即獲得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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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 3 位接受第二次灌注，其中 2
位亦獲得緩解。而僅接受口服萬古黴
素 13 位病人中，只有 4 位 (31%) 獲
得緩解。另有 13 位並用灌腸和口服
萬古黴素，只有 3 位 (23%) 緩解 (P <
0.001)。這三組在副作用上無明顯統
計學上差異。但接受十二指腸灌注組
有觀察到輕微腹瀉和腹痛，病人的大
便菌叢也轉變為和捐贈者相似。美國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自 2013 年起把人
類糞便當作「實驗性藥物」監管。其
他研究數據亦顯示，在對抗生素治療
無效或抗生素治療後復發的困難梭狀
桿菌感染病人，糞便微生物移植的顯
效率達 85~90%。大部分患者只需一
次糞便移植便能治癒。2009 年的一
份研究發現糞便微生物轉移是個高效
和簡單可行的治療方案，而且比持續
處方抗生素更具成本效益，細菌耐藥
性的發生機率更低。
【譯者評】糞便移植的急性副
作用不多，但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才能確認。須注意的副作用有：細
菌侵入血液中、發燒、輕微和短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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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不適如氣脹、腹瀉、蠕動紊
亂、腹脹、腹痛、便秘、腸絞痛及噁
心[1]。病患近親通常最願意捐贈糞
便和接受捐贈前測試，捐贈者和病人
之間的遺傳相似度似乎對移植的成功
率沒有影響[2]。如果是同住的近親
捐贈者反而是不理想的糞便來源。因
為通常和病患有共通的飲食習慣或疾
病。捐贈者均需要接受篩選，以確保
自身沒有細菌及寄生蟲感染、沒有消
化科及精神科疾病、捐贈前沒有高
危性行為及沒有接觸病患的職業史
[2]。
目前所知此技術有運用到其他疾
病的治療，但和治療困難梭狀桿菌感
染已獲得實證不同，需多研究仍處於
研究階段。在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研究
上，需要多次和不斷重複的糞便移植
才能達到病情受控制或治癒[3]。此
方法也研究於治療腸胃病症以外的問
題，例如自身免疫疾病、肥胖、代謝
疾病 (包括糖尿病) [4]、多發性硬化
症和帕金森氏症[5]。
由於糞便移植和常規療法相比
較為特殊、被認為較具感染與侵入性
風險、仍未受專科醫學學會認可，這
種療法曾一度被醫護人員認為是非不
得已的「最後手段」[2]。但 2010 年
起，糞便微生物移植逐漸成為治療困
難梭狀桿菌感染的標準療法，並獲得
美國聯邦醫療保險的給付[6]。對於
出現臨床症狀惡化和出現嚴重復發的
困難梭狀桿菌，目前有聲音倡議用內
視鏡施行的糞便微生物移植作為一線

療法[7]。
在台灣，如果要執行此項技術，
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侷限性。第一、國
內仍未有相關執行的準則與法源依
據。目前國家衛生研究院已著手規
劃，與感染症醫學會和消化症醫學會
共同擬定相關執行準則與規範。初步
仍只開放於嚴重復發的困難梭狀桿菌
感染，其餘相關研究仍需透過各個
醫院的人體試驗委員會進行審查。第
二、未有相關實驗室單位進行檢體處
理，仍是各醫院自行做前處理，缺點
是耗時，作業未標準化與臨床人員需
忍受不良氣味。在國外，研究人員在
2012 年成功研製出一種無色無味、
冷藏的人糞萃取液[8]。在許多地方
相繼成立糞便銀行，提供可靠、標準
化、供應穩定及高品質的糞便製劑方
便醫師採用。人們亦可選擇在相對健
康時留存自己的糞便，供日後患上菌
落失調或其他適應症時進行自身移植
[6]。2012 年，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大
學的研究團隊創立了美國首個公共
「糞便銀行」[9]。香港於 2017 年成
立亞洲首間「糞便銀行」，糞便捐贈
者須經嚴格篩選，通過篩選且完成捐
贈者可獲得金錢報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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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式內視鏡新型包裝效果評估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莊意芬 摘譯】

軟式內視鏡使用後須經高層次消
毒方可再次使用，由於其材質無法耐
高溫高壓消毒，臨床上多以人工刷洗
加上自動清洗消毒機處理。回顧過去
文獻，不乏內視鏡檢查後發生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案例，其中部份經調查與
不當的清洗消毒過程有關，甚至有因
內視鏡消毒處理不當引起抗藥性菌株
群突發的報告。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一種新上市
的內視鏡包裝貯存設備 (Sure Store®)
[1]，對於消毒後內視鏡的保存效
果，此設備可將消毒後內視鏡中殘存
的水份完全吹乾並真空包裝，減少
細菌的殘留與滋生，進而延長內視
鏡消毒後的使用效期。研究團隊於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三個
月間，在法國東南部一家 2,200 床的
教學醫院進行前瞻性研究，該院每年
進行內視鏡檢查約 5,000 人次，研究
採集三個不同廠牌 (Olympus, Fujinon,
Pentax) 內視鏡 38 支 (胃鏡 17 支、大
腸鏡 13 支、十二指腸鏡 5 支與超音
波內視鏡 3 支) 共 100 個檢體。
使用後的內視鏡經標準程序清

洗、消毒後以此新設備 (Sure Store®)
處理並真空包裝貯存。由受過訓練護
理人員依據國家內視鏡再處理建議
處理，步驟包括：手工擦拭外管、清
洗管腔、經由使用過醋酸 (peracetic
acid) 與過濾水 (0.20 µm) 的內視鏡自
動清洗消毒機後，以醫療級氣體吹
乾，立即以 Sure Store® 進行包裝。
包裝程序如下：1. 將消毒後內視鏡置
於熱塑膜盤上，2. 以醫療級氣體沖內
視鏡各管腔 (氣體、水、抽吸、切片
等)，3. 以消毒液 (1.5% 雙氧水) 沖 5
秒，4. 以醫療級氣體沖洗 30 秒，5.
套上專用塑膠袋密封後抽真空，6. 貼
上標箋 (標示內視鏡編號、流水號、
包裝日期時間與有效日期)，每次內
視鏡包裝約 5~10 分鐘可完成。
檢體由醫院安全衛生小組成員二
名共同採集，採檢方法係將 300 mL
NDP 培養液平均注入各個管腔，以
無菌方式收集培養液再平均分裝於
二個檢體盒，分別做細菌與真菌培
養。計數菌落數並分析指標菌種包
括：Enterobacteriacea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and other Pseudom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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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p.,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taphylococcus aureus, Acinetobacter
spp., Candida spp.
每件檢體記錄資料包括：採檢
時間、內視鏡型號、採檢情境、消毒
完成距離包裝時間 (≤ 1 小時、1~2 小
時、> 2 小時)、貯存時間 (≤ 3 天、
3~7 天、7~15 天)、連接器種類、菌
量與是否含有指標菌。「採檢情境」
分為下列三種：1. 自動處理機消毒
後；2. 新購入或維修後之內視鏡，二
次清洗後經高層次消毒 5 分鐘；3. 內
視鏡包裝真空狀態遭破壞時。
採檢培養結果，檢體依檢出菌
量與是否含有指標菌種區分為「目標
值」、「警戒值」、「行動值」三層
級，落在「目標值」與「警戒值」判
為「合格」，落在「行動值」則為
「不合格」，據以計算「合格率」。
另以完全無菌檢體為分子，計算
「無菌率」。目標值：菌量 < 5 CFU
(colony forming unit)，且無指標菌；
警戒值：菌量介於 5~25 CFU，且無
指標菌；行動值：菌量 > 25 CFU，
且/或有指標菌。
研究結果顯示總合格率為 98%
(98/100)，其中 92 件達目標值、6 件
在警戒值 (3 件直腸鏡、2 件胃鏡、1
件超音波內視鏡)，另 2 件落在行動
值，分別為延遲包裝 27 分鐘、貯存
21 小時的胃鏡 (培養出 Enterobacter
cloacae 14 CFU)，另一件則是延遲包
裝 46 分鐘、貯存 3 天、真失空的直
腸鏡 (培養出 Pseudomonas aerug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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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FU)。經過統計檢定，影響合格
率的相關因素包括貯存時間、內視鏡
種類二項 (P≦0.05)，延遲包裝時間
與合格率無顯著差異。進一步以無菌
率分析，結果顯示總無菌率為 60%
(60/100)，與無菌率有顯著相關的變
項包括：採檢情境 (P = 0.006)、延遲
包裝時間 (P = 0.01) 與連接器種類 (P
= 0.007)。貯存時間與無菌率則無顯
著差異 (P = 0.29)，即使貯存 13~15
天 (N = 18)，仍有高達 78% 無菌率。
綜合本研究結論：消毒後內視
鏡經此新式真空包裝設備包裝，貯存
15 天後合格率仍可達 98%；延遲包
裝超過 2 小時之無菌率，與 1 小時內
完成包裝相差達 17 倍之多，因此強
烈建議消毒後內視鏡應於 1 小時內包
裝完成。
【譯者評】軟式內視鏡清潔消
毒處理不當，可造成病原菌散播導致
嚴重的後果。即使是使用自動清洗消
毒機處理，人工刷洗的步驟仍是十分
重要，徹底的清潔是消毒成功的重要
條件，因此操作人員必須經過完整的
訓練方可執行內視鏡的再處理，合格
人員亦須熟悉各種內視鏡的特殊構
造，確實遵循標準作業程序，以避免
引發感染。
消毒後內視鏡的安全使用期
限，各國有不同的規定，根據法國
法規規定：內視鏡消毒後若未烘乾
並貯存於乾燥櫃，應於 12 小時內使
用，否則應重新消毒方可使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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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規定最長不得超過 72 小時[2]，
另有些地區容許消毒後內視鏡可使
用 3~7 天，台灣的消化系內視鏡醫
學會則是建議：消毒後經內視鏡逆
行性膽胰管鏡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scope, ERCP) 存放
超過 3 天、其他內視鏡存放 5~7 天
未使用，須重新清潔、消毒、乾燥才
可供使用[3]。至於內視鏡消毒後是
否需包裝，並無定論。本研究結果顯
示，妥善包裝之內視鏡 15 天後合格
率仍高達 98%，可延長使用效期。
另提醒使用者，若使用該設備進行包
裝，應於消毒後儘快完成，可確保無
菌狀況之維持。至於廠商宣稱的使用
效期可達 100 天，由於本研究最長只
抽檢保存 15 天之內視鏡檢體，無相
關資料可供佐證。
軟式內視鏡的使用日益頻繁，其

消毒處理品質應受到更嚴格的管理。
此設備將消毒處理後內視鏡妥善包
裝，可避免再遭受污染並延長使用效
期，提供醫療單位一項新的選擇。

參考文獻
1. M i n e b o i s C , S a v i u c P, S h u m J , e t a l :
Evaluation of a new packaging process for nonautoclavable endoscopes: results for the first
100 microbiological samples. J Hosp Infect
2017;97:333-7.
2. Society of Gastroenterology Nurses of Associates
(2017) : Guideline for Use of High Level
Disinfectants & Sterilants for Reprocessing
Flexible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es. Online of
SGNA . Available https://www.sgna.org/Portals/0/
Education/PDF/Standards-Guidelines/SGNA_
HLDGuideline13.pdf
3.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 (2018，1 月 31 日)。
侵入性醫療處置感染管制作業基準。台灣消化
系內視鏡醫學會。摘自 http://www.dest.org.tw/
news/content.asp?ID=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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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抗菌床欄罩在加護病房之效能測試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王曉琪 摘譯】

醫院環境已公認是院內感染病
原傳播的重要媒介。污染的環境表
面，可藉由醫護人員的手將病原體傳
播給病人。病床的床欄是最靠近病人
且頻繁接觸的環境表面，一旦遭受污
染，病原體很快就會傳到病人身上。
帶有抗藥性菌株病人曾經住過的病
室，即使經過終期消毒，下一位病人
入住後仍有較高的機會得到抗藥性菌
株感染。院內感染的細菌已知能夠在
醫院環境表面存活數天、數週甚至數
個月。以日常的環境清潔方式，是否
可將環境表面菌量降低到標準值以下
(< 250 colony forming unit, CFU/100
cm2)，仍倍受爭議，因此逐漸研發出
抗菌材質應用於醫療環境表面，減少
病菌的附著。有研究證實，抗菌材質
表面的抑菌效果勝過終期清潔，甚至
可保有持續性的效果。
此研究為 2016 年 5 月 9 日至 24
日間[1]，在一家 550 床教學醫院的 4
個加護病房共 34 床，進行前瞻性分
組對照研究，實驗組使用由銅銀聚合
物 (具有廣效性抗微生物活性，且能
夠傳導釋放低電位，減少細菌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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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的拋棄式抗菌床欄罩；對照組則
維持原樣 (未使用床欄罩)，於使用後
第 0、1、2、3、4、5、10、15 天採
檢，由實驗組和對照組床欄的表面
採檢培養，分析加護病房中床欄 (罩)
表面微生物種類與數量。
研究期間每日及出院的終期清
潔程序均按照機構規範之標準程序進
行。期間未發生群突發。手部衛生遵
從性及各單位的洗手用品消耗量持續
進行監測，並以總體病例組合指數
Case Mixed Index (CMI) 評估疾病嚴
重程度；兩組病人住院天數、時數，
平均住院時間，病人數、護病比與
CMI 都沒有明顯變化，手部衛生遵
從性 (> 99%) 也是如此。
研究結果顯示覆蓋新型抗菌床欄
罩的床欄表面，菌落數較對照組減少
80%。這個新式可拆卸的床欄罩在加
護病房中，成功地證明可顯著的減少
細菌附著量。分析兩組每毫升總菌落
數和每床每毫升菌落數。每天採樣結
果均顯示菌落數顯著減少，每毫升總
菌落數減少 82.5% (p < 0.001)，每床
每毫升菌落數減少 80%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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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天的採樣，每毫升菌落數減少
79.3%~94.2%。第 15 天顯示抗微生
物效果減少 (與同一天的對照床欄相
比，菌落數每毫升減少 52.3%)。另
外，針對抑制微生物生長方面，實
驗組的樣本中 28% 未檢出微生物 (0
CFU/mL)，而對照組僅有 6% 未檢
出。
從醫院環境表面分離出常
見的病原體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表皮葡萄球
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肺炎
鏈球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糞腸球菌 (Enterococcus faecalis)、屎
腸球菌 (Enterococcus faecium)、莫拉
氏菌 (Moraxella species) 和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species)。與對照組相
比，實驗組的這些醫院內病原體的菌
落數也顯著較低 (p < 0.001)。
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抗菌床欄
罩可顯著減少加護病房環境之細菌污
染，然而減少病床的細菌附著量是否
可以降低院內感染，仍有待進一步研
究來證實。
【譯者評】近年來醫療機構環
境的清潔問題逐漸受到重視，頻繁接
觸的醫療環境表面有可能成為潛在細
菌傳播來源，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環境污染除了可能透過病人和工作人
員傳播之外，更可能是導致群突發的
重要因素；不僅延長病人住院天數，

亦增加醫療成本甚至死亡。Sattar 等
在 2015 年發表研究，目前大部分清
潔為使用物理性方式移除環境表面細
菌，並未清楚說明擦拭方式、時間及
擦拭限制；缺乏適當的測試流程包
括：未控制擦拭動作一致性及與環境
表面接觸時間不適當等，反而導致環
境致病原移轉之風險[2]。有研究證
實銅能有效減少菌量，但同時也有研
究發現細菌會對銅產生抗藥性。並指
出醫療單位內含銅製品經過長期使用
與清洗，是否能維持同樣的效用也是
一大問題[3]；本研究由銀及銅製成
之床欄罩僅供單次使用，故無長期使
用造成效果不足之隱憂。有效降低致
病原傳播應在環境清潔、手部衛生、
隔離措施等多方面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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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非常榮幸本次擔任這期雜誌的執編。四個月來從邀稿、編
修、編輯會議、修稿、校稿到出版，每一個過程都是一步一腳
印的學習與成長，感謝學會與讀者。此期的文章共有原著一
篇、綜論三篇、專欄一篇、及國內外新知四篇。
原著「新生兒眼睛 Serratia marcescens 感染之群聚調

查」，從 5 位有症狀的新生兒眼睛分泌物及分裝成 3 瓶的嬰兒

沐浴乳中培養出相同菌株，判定是沐浴乳遭污染所造成的群突
發事件，經由調查與及時感染管制措施介入，始得控制疫情。
藉此事件的處理經驗，提供感染管制實務面應用參考。
綜論的部分，兩篇與抗生素管制有關的文章，分別探討抗
生素骨水泥用於關節置換手術之效益、及醫療照護相關肺炎的
重新定義，能加強感染管制醫師與感染管制護理師的臨床知
能。此外，男性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需要、及專欄探討 C
型肝炎，都是時下最夯的病毒話題。在國內外新知部分，前
二篇的重點都是困難梭狀芽孢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的治
療，一是以延長脈衝方式 (extended-pulsed) 給予 ﬁdaxomicin，

另一是糞便微生物移植。另外兩篇新知分別討論感染控制的新
醫材，一是軟式內視鏡的真空包效果評估，另一是銅銀抗菌床
欄罩在加護病房之效能測試，提供創新研發的想法，可使感染
管制同業動動腦筋。
感控雜誌在各大醫學會雜誌的環伺之下，穩定茁壯到發刊
28 期，實有賴於大家的閱讀回饋，更重要的是，在此平台能
分享研發的成果。最後期望，各位讀者的踴躍投稿，讓雜誌能
維繫品質、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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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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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