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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某精神科醫院院民阿米巴痢疾群聚事件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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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3.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 

4.疾病管制局第四分局 

摘要 

西元 2007 年 12 月高雄縣某精神科醫院因故陸續轉出所有住民至其他縣

市收治機構/醫療院所。其中轉至花蓮某醫院的住民，經過該院例行性入院篩

檢發現有部分住民疑似感染阿米巴痢疾。其後再經過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

心以 PCR 檢驗後，確認其中有 3 名確定個案。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接獲第六

分局轉知此訊息後，立即針對該院之其他住民展開全面性阿米巴痢疾的篩檢

及調查防治工作，又發現 3 名確定個案。總計本案篩檢出 6 名阿米巴痢疾確

定病例。 

關鍵字：阿米巴痢疾、人口密集機構、糞便鏡檢、血清 IHA 檢驗、ELISA 抗

原檢測 

前言 

西元 2007 年 12 月 18 日接獲花蓮某醫院由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 9 例阿

米巴痢疾疑似個案。經調查了解這些通報案例原居住於高雄縣某精神科醫

院。該院預計停止部分業務，因此於 2007 年 8 月 21 日起零星轉出院民至其

他縣市收治機構/醫療院所，至同年 12 月 1 日起有較大批院民陸續轉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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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 12 月 11 日轉至花蓮某醫院的 37 名院民，經過院方例行性阿米巴痢疾

篩檢發現 9 名個案 IHA 抗體效價偏高，因此於 12 月 18 日院方以疑似個案通

報。經過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的複驗後，證實其中有 3 名為確定個案，

同時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及相關各分局亦對已轉出及當時尚未轉出院民展

開擴大採檢及調查。另由研檢中心協助執行糞便 ELISA 快速篩檢，陸續又發

現 3 名確定個案。總計本件群聚案件共篩檢出 6 件阿米巴痢疾確定個案。惟

這些個案均無臨床症狀，再加上本群聚案件發生於人口密集機構，為避免疫

情擴大，迅速的介入調查及採取相關防治措施是迫切且必要的。本文報告該

事件的調查處理經驗，並提供為未來類似事件防治工作的參考。 

材料與方法 

調查地點 

調查地點為收治輕中度精障人士的高雄縣某精神科醫院。 

調查對象 

該精神科醫院共轉出 312 名院民至各縣市收治機構或醫療院所，包括南

投縣 2 名、彰化縣 2 名、台南市 12 名、台南縣 3 名、嘉義市 3 名、嘉義縣 1

名、屏東縣 93 名、高雄市 47 名、高雄縣 22 名、台東縣 18 名、花蓮縣 109

名。該院工作人員共 48 名。這 312 名院民及 48 名工作人員皆是本次調查的

對象。 

調查過程 

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於 12 月 18 日收到通報資料後立即介入調查並轉知

權責組及第五分局，12 月 19 日起第五分局著手擴大調查及防治作為，12 月

23 日高雄縣政府衛生局進行當時仍在院 105 名院民之糞便鏡檢篩檢以防止後

續轉出院民造成疫情持續擴大，12 月 24 日第五分局會同研檢中心至該院進

行 101 名院民阿米巴痢疾 ELISA 快速篩檢之採檢，12 月 25 日該院院民已全

數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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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檢驗 

以血清 IHA 檢驗、糞便鏡檢、糞便 ELISA 抗原檢測等任一種（含）以

上方式進行初篩，其中任一項檢驗結果為陽性者再以糞便 PCR 確認。 

結果 

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結果顯示 312 名院民中僅 1 名於 12 月 1 日起有出

現解黑便、腹瀉症狀(經實驗室確認排除感染)。該院 48 名工作人員均無出現

疑似症狀(且經 ELISA 抗原檢測均為陰性，未再進行其他檢驗即排除感染)。 

總計 360 名受檢對象中，進行單一檢驗篩檢(鏡檢、血清 IHA 檢驗或糞

便 ELISA 抗原檢測其中任一項)的人數有 165 名。另外 195 名則以兩種以上

的檢驗方式進行篩檢(鏡檢加糞便 ELISA、血清 IHA 加糞便 ELISA 或鏡檢加

血清 IHA 加糞便 ELISA)。以檢體件數而言，進行鏡檢之檢體共 130 件、進

行血清 IHA 檢驗之檢體共 176 件、進行 ELISA 抗原檢測的檢體共 322 件(表

一)。 

(一) 血清 IHA 檢驗︰176 人中，抗體效價大於 1:128 者共有 19 人，針對這

19 人後續採檢三套糞便進行 PCR 複驗後，確認其中 5 人為 E.histolytica 

(表一)。 

(二) 糞便檢驗︰ 

1. 鏡檢共 130 件，經過檢驗後發現疑似原蟲共有 15 件，其中 14 件為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3 日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對當時仍在院院民進行糞便

鏡檢檢查時所發現。這 15 件最後經 PCR 複驗後確認僅 1 件為

E.histolytica(表一)。 

2. ELISA 抗原檢測有 322 件，檢驗結果均陰性。其中 127 件僅進行 ELISA

單一檢驗，餘 195 件則另有以鏡檢或血清 IHA 檢驗。這些檢體中因鏡

檢或血清 IHA 檢出疑似陽性者再經過 PCR 確認後，其中有 3 件為確

定個案(表一)。 



第 24 卷第 10 期 疫情報導 783 

 

表一、2007 年高雄縣某精神科醫院轉出院民進行阿米巴痢疾各種檢驗之個

案數 
檢驗方法 個案數 送驗 PCR 個案數 PCR 陽性個案數 

鏡檢 26 1* 0 
血清 IHA 12 10** 3 
ELISA 127 0 0 
鏡檢+ELISA 31 3*  1* 
血清 IHA+ELISA 91 5** 0 

11* 0 鏡檢+血清 IHA+ELISA 73 
4**  2** 

合計 360 34 6 
*鏡檢陽性 
**血清 IHA 陽性 

防治措施 

因涉及住民眾多，且部分已分散至各縣市收治機構/醫療院所，因此掌握

高雄縣某精神科醫院之院民名單為首要之重點工作。同時也一倂掌握已轉出

院民轉出日期及轉出地點。經彙整資料發現當時已轉出之院民分佈於全台 10

個不同縣市，因此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及第五分局立即轉知相關衛生局及分局

協助進行該轉出院民的隔離、採檢及健康追蹤，避免疫情持續擴大至其他人

口密集機構。另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分別於 12 月 21 日-12 月 23 日動員所屬衛

生所之醫事人員對當時仍在院之院民採檢糞便檢體進行鏡檢篩檢(共 105

件)。糞便鏡檢結果疑似陽性之個案仍依照原定計畫疏散至其他機構，惟需加

強這些疑似個案之三套糞便採檢複驗及新收治機構確實執行隔離、健康監測

及衛教等防治措施。在 6 名陽性確定個案部分，所屬新收治機構除了加強隔

離及環境清消工作，亦協助後續使用 Flagyl、Paromomycin 之治療，並追蹤

完治後之採檢。 

另一方面，由於陽性確定個案均集中在疏散至花蓮某醫院之住民中，為

避免單一檢驗方式而致有偽陰性情事產生造成防疫上的疏漏，第五分局也建

議轄區衛生局請所轄新收治機構於接受該院所轉入的新住民時，即使之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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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ELISA 抗原檢測或鏡檢為陰性，仍須再輔以其他篩檢法，如血清 IHA

檢驗或鏡檢（如果之前沒做過），以確保不遺漏任何一位無症狀的可能陽性

帶原者。雖然後續在其他收治機構並未檢驗出陽性確定個案，然由於阿米巴

痢疾的潛伏期較長，因此我們也請相關機構持續監測該等住民之健康情形，

若有任何疑似症狀立即送醫治療並加強機構內之環境清消及宣導住民加強

個人衛生習慣等措施。 

討論與建議 

阿米巴感染症是一種全球性的腸道寄生蟲傳染病，主要是由具致病性的

痢疾阿米巴原蟲(Entamoeba histolytica)感染所致。較常發生在環境衛生不良

的地區，特別是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全球平均一年造成約五千萬人的感染，

四至十萬的死亡病例。阿米巴痢疾是一種糞口傳染的疾病，臨床症狀包括無

症狀感染、結腸炎、腹膜炎到腸腔外的感染〔1, 2, 3〕。將近有 80-90%的感染

者是不會出現任何症狀的〔1〕，也因此往往容易忽略可能的帶原者。本次案

件中經過實驗室 PCR 確認的 6 名陽性個案均無任何疑似症狀，若非這些個案

因醫院因素轉出且由新收治機構執行入院篩檢，在他們都沒有症狀的情況下

很難主動發現。許多研究顯示阿米巴痢疾感染的高危險群主要是旅行者、移

民者、免疫系統抑制者、精神病院人員及男同性戀者〔3, 4〕。本案件確定個

案即屬於精神病院住民，且這些個案有部分有自行飲用生水的習性，加上沒

有良好的洗手衛生習慣，所以很容易受到感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住民

的性需求，據該解散醫院工作人員表示有部分住民會私下發生性行為，雖然

我們並不知道這 6 名確定個案的性行為模式，但文獻指出口肛門性交方式的

確會造成某些經糞口傳染之疾病，如 A 型肝炎及阿米巴痢疾的傳播。因此對

於某些阿米巴痢疾個案，在病史詢問方面也許應該將特殊性行為的可能性一

倂列入考量。 

疾病管制局針對這些具高危險性的人口密集機構訂定了「人口密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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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及監視作業注意事項」及「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其規範內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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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能進住一般住（病）房〔5〕。希望藉由這樣嚴密的監測避免可能傳染病

的群聚。本案也是因為花蓮某醫院在收治這批新住民時有確實執行入院篩檢

才得以發現這些隱性帶原個案。我們由這次案件的後續調查發現27家新收治

機構中，僅7家有確實執行入院篩檢(25.9%)。因此督導這些人口密集機構應

落實執行前述相關規定。 

本案發生之初，高雄縣政府衛生局先行以糞便鏡檢法對當時仍在院可追

蹤的 105 位住民進行初步篩檢。但鏡檢法篩檢的速度並無法因應此案件龐大

的住民，故為了以最迅速的方式針對該院當時所有已轉出及待轉出的住民進

行阿米巴篩檢，研檢中心協助以 ELISA 抗原檢測法進行了共 322 件檢體的檢

驗。同時，有部份新收治機構依既訂腸道寄生蟲篩檢的方式包括血清 IHA 篩

檢、糞便鏡檢法對所收治住民進行檢驗，因此未再送驗檢體至研檢中心進行

抗原檢測。經由這幾種檢驗方式篩檢出疑似陽性檢體者，便會以疑似個案通

報並後續採檢三套糞便至研檢中心以 PCR 做最後確認。對於糞便鏡檢法而

言，這是最傳統的檢驗方式，經由直接鏡檢方式觀察糞便或組織中的痢疾阿

米巴活動體或囊體。雖然這種檢驗方式很直接，但受限於檢體採檢不當或檢

驗技術不良等因素，如因檢體中白血球、血小板或及他原蟲的感染導致檢驗

結果有誤〔4〕。另外，阿米巴原蟲是隨著糞便間歇性排出，如果只做一次糞

便檢體檢測，檢出率並不高，需要執行多次的檢體取樣才可提高檢出率〔6, 

7〕。因此鏡檢法的敏感性僅達 30-50%〔3〕，更重要的是經由鏡檢法並無法區

別出不同種的痢疾阿米巴形態，也就是無法辨別具致病性的 E. histolytica 及

不具致病性的 E. dispar、E. moshkovs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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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IHA 篩檢法以抗體效價的結果來判定是否為疑似感染，依抗體效價

1:128 作為基準值，此種檢驗法雖然有高特異性(90%)但其敏感度僅有 40-60%

〔3〕。感染阿米巴痢疾後，不論有無經過治療，其抗體效價仍可持續維持一

段時間達數年之久，因此在流行區是不建議以 IHA 來做診斷的。但在非流行

區如台灣，在診斷腸腔外痢疾阿米巴原蟲感染如肝膿瘍時，因多數個案的糞

便已找不到原蟲，因此可以用 IHA 來作輔助診斷。至於在診斷腸道阿米巴痢

疾感染的應用上，由本案可以發現血清 IHA 檢驗，對於活動性的阿米巴痢疾

感染診斷的陽性預測值為 26.3%(5/19)，這樣的結果顯示血清 IHA 雖然有不

低的偽陽性（可能因為連先前之過往感染均一倂算入），但相較於鏡檢法受

限於人為的檢驗技術影響，在無法確保不同機構單位的檢驗技術水平相當

下，血清 IHA 檢驗法仍可以做為一般人口密集機構對於新入住院民的篩檢方

法。只是篩檢出抗體效價偏高的檢體仍須再送驗糞便檢體進行 PCR 確認，以

決定個案是否仍在持續排蟲（活動性的阿米巴痢疾）或只是先前之感染。 

除了上述兩種檢驗方式，我們在此次案件中也由研檢中心協助進行阿米

巴痢疾快速篩檢。這種 ELISA 抗原檢測法最大的優點在於檢驗速度快，且不

像鏡檢法會產生主觀上的干擾〔3〕。研檢中心所使用的試劑套組雖然與鏡檢

法一樣都無法區分 E. histolytica 或 E. dispar，但其敏感度較高可達 80-99%〔3〕

且可大量篩檢，因此用抗原檢測不失為一個篩檢的好方法。雖然 PCR 檢測的

敏感度比抗原檢測還來得高〔2, 8, 9〕，但是這種方法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也

需要設備完善的實驗室，因此並非是阿米巴痢疾初篩的第一線方法。應當是

將 PCR（高特異性，可達 100%，且可以鑑別致病性及非致病性痢疾阿米巴

原蟲的確認診斷方法）〔2, 8, 10〕做為初篩陽性後之確認工具。 

本案雖以 ELISA 抗原檢測法進行 322 件檢體結果均為陰性，但其中有部

分住民經過新收治機構再以血清 IHA 篩檢或糞便鏡檢，仍發現有 23 件疑似

阿米巴痢疾個案(其中 IHA 抗體效價大於 1:128 有 9 件，鏡檢有異常者 14 件)。

其中有 3 件再經過 PCR 檢測為確定個案(2 件來自抗體效價大於 1:128；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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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鏡檢有異常)(表一)，因此 ELISA 抗原檢測法的偽陰性比率至少有

0.9%(3/322)。由於並未對所有 ELISA 抗原檢測陰性之個案進行 PCR 複驗，

因此無從得知真正的偽陰性比率。一般咸信該檢驗之敏感度應是比鏡檢來的

高，惟不論是鏡檢或 ELISA 抗原檢測，陽性結果者均須進一步以 PCR 確認。  

本案與以往人口密集機構爆發阿米巴痢疾疫情的過程有些許差異性，主

要在醫療院所預計停止部分業務而須疏散原收治住民至其他機構/醫療院

所。巧合的是經過一連串的全面性篩檢所發現 6 名確定個案均轉至花蓮某醫

院。經過詳細調查其中 3 名男性個案原居住院區後棟 2 樓，另 3 名女性個案

居住院區後棟 3 樓，這 6 名個案平均住院日為 16 年。這 6 名個案並無發現

有群體活動或固定往來的現象。以花蓮收治醫院而言，此次共計收治了 109

名住民，佔所有轉出住民的 35%(109/312)，或許這可部分解釋此醫院篩出高

陽性率之因素。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轉至其他機構的住民有遺漏的可能個案，

我們也請轄區衛生局加強督導新收治機構確實執行入院篩檢並盡可能有兩

種不同的篩檢方式。最後在 312 名轉出院民中，以單一檢驗方法(鏡檢或血清

IHA 法)篩檢的檢體件數共有 38 件。這些檢體經篩檢為陰性後並未再接受第

二種篩檢法或是 PCR 複驗，因此是否有偽陰性的檢體潛藏其中並不得而知。

而花蓮收治醫院平時是以血清 IHA 檢驗作為入院阿米巴痢疾篩檢之方式，惟

在這次的事件中，多數的轉入個案於轉入該院前，已有先經過鏡檢及 ELISA

檢驗，因此該院的新住民接受了最完整的篩檢過程，這或許也是造成陽性個

案均是在該收治醫院被檢出的可能因素。 

由本案突顯出較引起重視的問題應該是人口密集機構是否確實執行新

住民入院篩檢作業。本案調查發現有大部份機構/醫療院所並未確實執行相關

規範事項。以此案大規模疏散院民至各機構之情況，若未能及時於轉入之時

篩檢出疑似病例，則疫情非單一縣市而是全國性人口密集機構的擴散。因此

我們認為仍需定期查核加強督導相關機構確實依規定執行新入住院民篩

檢。不管採取鏡檢法或是血清 IHA 檢驗方式都能防堵疫情阻絕於外，除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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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的入院篩檢外，各人口密集機構都應持續監測所有收治住民的健康情

形，一旦有疑似症狀立即送醫治療並依醫師的診治結果決定是否有傳染病之

虞進行通報，以及早發現機構內的個案或群聚感染，避免疫情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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