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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 年 5 月 29 日台中某醫院通報一例痢疾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疑似患者，6 月 6 日該案確認為痢疾阿米巴陽性。據調查，

個案為收容於台中市某慢性精神病養護所之住民，衛生單位遂進行與

個案同住四樓住民與該樓層工作人員計 105 人糞便檢體之痢疾阿米巴

抗原酵素免疫分析(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及聚合

酵素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檢驗。結果顯示，105 人

中有 15 人 ELISA 呈陽性反應，而 ELISA 陽性者中有 8 人經 PCR 檢

驗確認為痢疾阿米巴陽性。陽性者皆為住民，工作人員未發現遭感染，

因此四樓住民侵襲率為 9.8%(9/92)。本調查利用 ELISA 進行初步篩

檢，相較於鏡檢所需時間至少縮短 48 小時，且無鏡檢技術影響鑑別結

果的疑慮，再次驗證 ELISA 檢驗方法是應用於大量檢體初篩之最佳工

具。另，為預防人口密集機構爆發阿米巴性痢疾群聚事件，住民入住

前與入住後每年健康檢查皆應落實執行痢疾阿米巴檢驗，及早發現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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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症狀感染者，遏止疫情爆發。 

關鍵字：阿米巴性痢疾、酵素免疫分析、聚合酵素鏈鎖反應、糞便鏡檢 

 

前  言 

阿米巴性痢疾為單細胞原蟲痢疾阿米巴(Entamoeba histolytica)之

感染症[1]，在大部分的熱帶與亞熱帶國家普遍流行，全球每年幾乎有

五千萬人感染，造成十萬人死亡，其死亡人數在人類寄生蟲感染症中

僅次於瘧疾與血吸蟲症[1,2]，然而估計僅 10%至 20%的感染者有症狀

[3]。臺灣目前阿米巴性痢疾確定病例主要來源為教養院與精神病患收

容所住民、自疫區引進之外籍勞工、國人赴疫區返國者、來自疫區之

外籍配偶及男同性戀者，其中大部分的病例為無症狀感染者[4-11]。 

2008 年 5 月 29 日，台中某醫院向疾病管制局(簡稱疾管局)通報一

例顯微鏡形態學檢查(簡稱鏡檢)為疑似感染痢疾阿米巴之個案，由於

醫院於法定傳染病通報單註記個案為慢性精神病患者，疾管局第三分

局於接獲通報後，立即請台中市衛生局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

施。6 月 6 日疾管局研究檢驗中心寄生蟲實驗室(簡稱研檢中心)通知個

案檢驗結果，確認為痢疾阿米巴陽性。因個案為台中市某慢性精神病

養護所住民，而此類精神病療養機構經常是爆發阿米巴性痢疾群聚事

件之高風險場所，因此為釐清個案感染來源與疫情規模，衛生局有必

要針對與個案住同樓層住民及工作人員進行痢疾阿米巴篩檢。本文報

告該案件調查處理過程，並供日後類似案件防治工作之參考。 
 

某慢性精神病養護所背景 

某慢性精神病養護所主要收容慢性精神病患者。該養護所為一棟

六層樓高建築物，調查時收容住民 292 人，工作人員 61 人。建築物一

樓為多功能教室，二樓為餐廳及女性住民公共活動區，三至五樓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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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住房(三樓住女性住民、四與五樓住男性住民)，六樓則為男性住民

公共活動區。而住民房間型式為 5 至 11 人房，非套房式，衛浴共用。

平時各樓層並不開放，不同樓層住民並無法互相接觸。住民每日之活

動安排為：早晨定時集合做早操，其他時間各樓層部分住民由工作人

員陪同至一樓教室進行共同教保活動(如寫書法、做美工等)。而工作

人員皆為本國籍，專職於各樓層服務，未流動於其他樓層，且該機構

未聘用外籍看護員。住民餐點皆由外包廠商以餐盒方式供應，未提供

生食，各樓層住民用餐時於餐廳分區食用。該機構使用之水源為自來

水。 

 

疫情調查 

本事件調查對象以慢性精神病患為主，因這些對象多數無正常表

達能力，所以相關疫情調查大多由醫院醫護人員、養護所照顧員或家

屬敘述而得。 

指標個案為一名 61 歲之男性慢性精神病患者，於 2007 年 8 月 15

日入住該養護所，入住時曾接受健康檢查，其痢疾阿米巴糞便鏡檢檢

查結果為陰性。入住期間個案精神病病況尚穩定，惟所方表示，個案

曾於 2008 年 4 月出現吃自己排出的糞便與喝尿之異常行為。同年 5

月 1 日，個案由家人陪同至醫院進行牙齒根管治療，因治療當時有情

緒性精神病發作，是故當日收住於該院精神科病房。入住時亦曾接受

糞便檢驗，檢驗結果為痢疾阿米巴陰性。隨後，家屬欲轉換其收容機

構，為提出個案健康檢查證明而再次進行健檢。5 月 28 日採集個案糞

便送驗，5 月 29 日院方經糞便鏡檢發現疑似痢疾阿米巴感染，遂向疾

管局通報，6 月 6 日經疾管局研檢中心檢驗確認為痢疾阿米巴陽性。

據查，該養護所所有住民(含指標個案)及工作人員均無阿米巴痢疾相

關疑似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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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對象 

考量指標個案平時與住同樓層住民互動機會較高，而與其他樓層

住民接觸較不頻繁，所以乃進行與指標個案住同樓層住民與該樓層工

作人員痢疾阿米巴篩檢，以釐清確實感染人數。 

指標個案住該養護所四樓，該樓層住民 92 人，工作人員 13 人，

合計 105 人是為本事件調查採檢對象。據查，四樓住民均為男性，年

齡分佈為 24 至 77 歲，平均 55.6 歲，中位數 54 歲。住齡分佈為 1 至

31 年，平均 20 年，中位數 22 年。 

 

檢體採集及檢驗方法 

於本次事件中，指標個案除原通報醫院製作固定染色鏡檢檢體

外，再由通報醫院於通報後 7 天內重新採取三次(每次間隔至少 24 小

時以上)新鮮糞便檢體(至少拇指大小之量；未加入任何固定液；4℃保

存)，於每次採檢後 24 小時內(4℃保存)送疾管局研檢中心進行聚合酵

素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檢驗。PCR 的檢驗流程，

是先萃取出糞便檢體中阿米巴原蟲之 DNA，再根據 GenBank 資料庫

之 E. histolytica 和 E. dispar 的 DNA 序列設計引子(primer)，進行聚合

酵素鏈鎖反應後進行阿米巴種別鑑定[9]。 

另，與指標個案住同樓層住民及該樓層工作人員檢體採集，則是

將新鮮糞便採集後，以 4℃冷藏寄送至疾管局研檢中心，利用 ProSpecT 

® Entamoeba histolytica Microplate Assay (Remel, USA)檢驗套組進行

痢疾阿米巴糞便抗原酵素免疫分析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篩檢。如 ELISA 篩檢陽性者，另行加送新鮮糞便檢體，

再以 PCR 進行鑑別檢驗，當 PCR 檢驗陽性者始確認為阿米巴性痢疾

確定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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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指標個案之原通報醫院鏡檢檢體經疾管局研檢中心鑑定後，疑似

為痢疾阿米巴與哈氏阿米巴(E. hartmanni)混合感染。後經疾管局第三

分局綜合鏡檢鑑定結果與通報醫院再送驗之三套新鮮糞便 PCR 陽性

檢驗結果，研判指標個案為痢疾阿米巴確定個案。

與指標個案住同樓層之住民及工作人員於 6 月 10 日至 6 月 12 日

共採集 105 件新鮮糞便檢體，於 6 月 12 日送疾管局研檢中心進行

ELISA 篩檢。6 月 13 日檢驗結果顯示，四樓住民 92 人中有 15 人(16%)

呈現陽性反應，工作人員 13 人則皆無呈現陽性反應者。15 名 ELISA

陽性住民之檢體，未再以鏡檢方式檢驗，而直接以 PCR 檢驗進行後續

鑑別工作。PCR 檢驗結果顯示，15 人中有 8 人(53%)為痢疾阿米巴陽

性，其中 1 人混合感染痢疾阿米巴與 E. dispar。因此，該養護所四樓

住民痢疾阿米巴之總侵襲率為 9.8%(9/92)。指標個案與 8 名陽性住民

寢室於養護所四樓之分佈情形如圖一。由圖中得知，該樓層 11 間寢室

中有 5 間寢室住民遭受感染，因同樓層住民於日常生活中接觸與互動

頻繁，因此研判本事件應為阿米巴痢疾群聚事件。

圖一、某慢性精神病養護所四樓阿米巴性痢疾陽性個案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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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及醫療措施 

衛生單位依據「精神科醫院(療養院)感染控制措施指引」[12]要求

該機構採行相關感染控制措施，除將陽性住民隔離管理與落實相關消

毒工作，並要求加強住民於每餐進食前、後及如廁後洗手動作之監督。

此外，亦請該機構持續監視住民健康情形，一旦發現有疑似阿米巴性

痢疾症狀個案，必須立即通報衛生單位。而指標個案與其他陽性住民

的治療，則分別由該通報醫院與該養護所的合約照護醫院進行，並另

向疾管局申請 Paromomycin (500 mg po tid for 7 days)或 Iodoquinol (650 

mg po tid for 20 days)治療。最後，所有陽性病例於完成治療一個月後

進行複檢，採集三次新鮮糞便檢體送研檢中心，以 PCR 進行檢驗。當

PCR 檢驗結果皆為陰性，且監視期間該養護所無後續新增病例通報

時，衛生單位於 2008 年 9 月 5 日結束此次聚集事件之監視追蹤工作。 

 

討論與建議 

因為阿米巴性痢疾較長的疾病潛伏期及指標個案入住養護所前，

僅採用鏡檢法進行痢疾阿米巴原蟲檢驗的限制，本事件在經初步疫情

調查及檢驗後，仍無法確認真正感染來源。9 名陽性個案中，指標個

案為最後入住養護所者，其入住時接受糞便鏡檢結果為痢疾阿米巴陰

性，其餘 8 名陽性住民，於養護所居住的時間至少 2 年以上，最久者

長達 30 年，其入住前是否皆曾接受痢疾阿米巴檢驗已無法得知，雖所

方每年會為住民進行健康檢查，惟檢查項目中並未包含痢疾阿米巴檢

驗，因此無從確實得知陽性住民與指標個案感染痢疾阿米巴的先後時

序。痢疾阿米巴可透過糞口途徑傳染[2,3]，指標個案與住同樓層之住

民皆為慢性精神病患者，很容易因自主行為能力不佳，而無法保持良

好個人衛生習慣，當有潛在感染源存在時，很容易就此造成機構內的

群聚感染。就指標個案是否可能為感染源而言，其入住養護所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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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糞便鏡檢結果為痢疾阿米巴陰性，若此檢驗結果可信，則個案是

很有可能於入住後，遭受住民感染。但是以糞便鏡檢方式檢驗痢疾阿

米巴，其實會因阿米巴原蟲間歇性排出、鏡檢敏感度低(需檢查連續三

套糞便檢體，方有 75%的敏感度)及檢驗套數不足等因素，而存在偽陰

性情形[2,4,13]，此點可從指標個案在醫院斷斷續續進行數套糞便鏡檢

檢驗後，才發現有痢疾阿米巴感染之結果證實。況且大部分無症狀的

痢疾阿米巴感染者會在 12 個月內自動清除感染的原蟲[2]，因此指標

個案也很有可能在已感染痢疾阿米巴原蟲，而未被檢驗出的情形下入

住養護所，並擴大感染造成本群聚事件。但若是就此研判指標個案為

感染源又有不合理之處，因為與其同寢室住民 8 人之感染機會理應較

高，但經過檢驗後發現，卻僅有 1 名室友為確定感染痢疾阿米巴，以

同樓層確定感染痢疾阿米巴之住民分佈而言，個案為感染源之可能性

又相對較低。本事件初期，篩檢範圍之決定，係考量指標個案平時與

住同樓層住民互動機會較高，而與其他樓層住民接觸較不頻繁，所以

僅進行與指標個案住同樓層住民與該樓層工作人員之痢疾阿米巴篩

檢，故也無從得知其他樓層住民之感染情況，這也是感染源追查的另

一限制。除此之外，該樓層工作人員是否為感染來源的可能，則隨著

工作人員 ELISA 篩檢結果皆為陰性，而照顧人員也無來自疫區的外籍

人士，予以排除。 

除了糞口途徑可傳染痢疾阿米巴，其他可傳染途徑尚有飲用或攝

食被阿米巴囊體污染的水或食物[2,3]，與男同性戀者透過口肛門性交

方式而遭受感染[7,8]。本事件中，養護所用水為自來水，餐點為外包

廠商以餐盒方式供應，倘水源或飲食遭受污染，則該樓層工作人員

ELISA 篩檢應有陽性結果，但檢驗後工作人員卻皆為陰性，因此也就

排除水源或飲食遭受污染的可能。而指標個案住同樓層住民皆為男

性，調查時並未發現陽性住民間有男同性戀的性行為，所以亦可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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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傳播途徑。因此，本聚集事件的發生應還是以透過糞口傳染途徑

之可能性較高，特別是住民的自主行為能力不一，若住民未能保持良

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時，更有助於此類疾病的傳播。 

病例確認為傳染病防治關鍵，因此檢驗方法的敏感性(sensitivity)、

特異性(specificity)和時效性對群聚事件的防治非常重要，特別是有大

量疑似個案待檢驗時更是如此。傳統的痢疾阿米巴檢查，是經由糞便

鏡檢發現阿米巴的活動體或囊體，依形態學特徵加以鑑別，而吞噬紅

血球之阿米巴活動體是致病性阿米巴感染症之診斷依據。惟阿米巴原

蟲會隨糞便間歇性排出，因此需於 7 天內，每次間隔 24 小時以上，採

集三次新鮮糞便進行鏡檢，方有 75%的敏感度，故需要多套糞便檢體

進行檢查，因此檢驗工作需由有經驗的人員花費相當的時間完成，所

以鏡檢常有敏感度不穩定且耗時的缺點[2,4,13]。本群聚事件採用的

ELISA 檢驗方法，則無鏡檢法的困擾。其特色是檢驗速度快(在本事件

處理過程中，僅需採檢一次新鮮糞便進行檢查，相較於鏡檢檢驗所需

時間至少縮短 48 小時)，且因檢驗技術與設備要求不高，所以工作人

員無須特別訓練、可同時處理大量檢體，並無鏡檢法人為因素影響鑑

定結果的疑慮。而 ELISA 檢驗方法主要係以偵測新鮮糞便檢體中是否

含有痢疾阿米巴或 E. dispar 兩者的共同抗原，因此與鏡檢法一樣是無

法區分感染屬於痢疾阿米巴或 E. dispar 造成，這也是 ELISA 檢驗方法

的限制。所以最後的確診，還是要再經由 PCR 檢驗，以鑑別確認是否

為致病性阿米巴感染。惟雖 PCR 檢驗敏感度及特異性皆較 ELISA 檢

驗佳，但因 PCR 檢驗所需技術、設備更為複雜，花費的成本相對較高，

檢驗所需時間也較 ELISA 耗時[14]，故大量檢體的初篩，仍以 ELISA

檢驗為較佳工具。 

本次調查中 ELISA 檢驗為陰性者，未再進行 PCR 確認，因此無

法瞭解篩檢工具的敏感度與特異性，是結果分析的另一限制。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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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翁氏等人[4]曾於台灣東部某精神科醫院，應用這種檢測方法與傳統

鏡檢方式進行大規模篩檢工作，結果發現 ELISA 方式檢驗的敏感度與

特異性分別可達 78%與 99%，同時其陽性病例的檢出率為鏡檢方式者

之 1.5 倍(16.9% vs. 10.9%)。2001 年鄧氏等人[9]則曾於台灣南部某公

立啟智教養機構，以相同檢測方法進行全院腸道阿米巴篩檢，結果顯

示該機構 442 位院生中，38 人篩檢陽性，後續經 PCR 檢驗有 15 人感

染痢疾阿米巴，得到 39.5%(15/38)的陽性預測值，所有感染者皆無臨

床症狀。而在本次聚集事件，我們則得到 53%(8/15)陽性預測值結果。 

對於阿米巴性痢疾確定個案的接觸者採檢工作，衛生單位是先調

查接觸者是否有症狀，再以症狀的有無，分工進行採檢工作。有症狀

的接觸者，由衛生局(所)於 7天內進行三次(每次間隔至少 24小時以上)

新鮮糞便採集，送研檢中心以 PCR 進行檢驗。無症狀的接觸者則由衛

生局(所)於 7 天內進行三次(每次間隔至少 24 小時以上)新鮮糞便採集

並加入 merthiolate-iodine-formaldehyde (MIF)染色固定液，充分攪拌均

勻後，以鏡檢法檢驗。若於三次糞便檢體中任一次鏡檢檢驗發現疑似

痢疾阿米巴之囊體或活動體時，則需再於 7 天內重新進行三次新鮮糞

便採集，併同原已固定染色之鏡檢檢體於 24 小時內送研檢中心進行

PCR 鑑別確認。若阿米巴性痢疾確定個案為精障或智障機構住民時，

根據疫情調查結果研判疫情有擴大之虞者，則可另請疾管局協助辦理

全院人員 ELISA 篩檢。本次事件發生時，由於指標個案為慢性精神病

患者，因此疾管局第三分局立即請台中市衛生局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

防治措施，並於得知指標個案為阿米巴性痢疾確定個案時，考量指標

個案曾有吃糞便異常行為，又此類精神病療養機構經常是爆發阿米巴

性痢疾群聚事件之高風險場所，同時評估需接受篩檢的人數多達 105

人，若仍採用傳統鏡檢方式進行篩檢，疫情防治時效恐打折扣。因此

為求儘速完成相關防疫措施，疾管局第三分局與該局研檢中心寄生蟲



 

 第 25 卷／第 11 期 735 

實驗室聯繫，要求協助衛生局執行 ELISA 篩檢，希望藉由這樣的檢驗

方式縮短檢驗時間，並減少鏡檢人為操作影響檢驗鑑定結果。在本事

件發生前，因為鏡檢低敏感度與檢驗人員經驗、技術不足，而影響檢

驗結果正確性，致衛生單位於阿米巴性痢疾確定個案接觸者管理出現

遺漏的情形也時有所聞。故疾管局方於 2008 年 5 月召開阿米巴性痢疾

防治工作流程檢討會議，討論修訂阿米巴性痢疾檢體採檢送驗相關事

宜，並將確定個案接觸者採檢工作修訂為，不論有無症狀，一律由衛

生局(所)先進行痢疾阿米巴糞便抗原 ELISA 篩檢，倘有陽性檢驗者，

後續再送三套新鮮糞便以 PCR 進行鑑別確認[11]。惟本事件發生時，

衛生局尚未進行 ELISA 試劑採購作業，只能請求疾管局協助，更是凸

顯 ELISA 檢驗在阿米巴性痢疾篩檢的重要性。 

過去，台灣除了偏遠地區以外，中部的彰化、南投、雲林也曾是

阿米巴性痢疾的高感染地區，近年來由於環境衛生已大幅改善，因此

僅在偏遠地區仍有較高的陽性率[6]。然台灣目前阿米巴性痢疾確定病

例主要來源包括有自疫區引進之外籍勞工、國人赴疫區返國者、來自

疫區之外籍配偶及男同性戀者與教養院、精神病患收容所住民等。特

別是國內曾有數篇文獻報告指出，精神療養機構常發生阿米巴性痢疾

群聚事件[4-6,9,10]，顯示精神療養機構住民實為痢疾阿米巴高風險族

群。因此，為了避免類似傳染病群聚事件屢屢發生於精神療養機構與

其他人口密集機構，疾管局在 2001年 11月起陸續制訂「精神科醫院(療

養院)感染控制措施指引」與「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15]，

其中為預防傳染病聚集發生，建議機構應有以下作為，包括：「住民入

住時需作健康評估，如患有須隔離治療之傳染性疾病，應先收住於適

當房間，必要時得轉至其他醫院接受治療。新進住民入院前一週內提

供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陰性檢驗等書面報告，或

安排區隔一週，並觀察有無腸道傳染病疑似症狀，經確認安全無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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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進住一般住(病)房」。除了透過住民入住機構前接受相關檢驗或症

狀觀察的措施外，機構也應該定期實施全院痢疾阿米巴篩檢，以瞭解

住民健康狀況，找出無症狀感染之潛在傳染源並加以治療，以預防群

聚事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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